郭店楚墓竹簡之“眚（性）”字句研究
朴 永 鎭1

中文提要
人性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曾引起頗多爭論。在先秦的出土文獻中也記載了
儒家學派的人性觀點。本文以1993年出土的戰國時期文獻 —— 郭店楚墓竹簡爲主要
研究對象，考察這本被分類爲儒家典籍中的“性”字及其含義，而且進一步探究帶有
“性”字的句子的思想意義。在郭店楚墓竹簡中，“性”字被表現爲“眚”字。該字綜合
了現代的“姓”和“性”兩個字，“姓”字意味著“百姓”，而“性”字則指“人性”。其中所說
的“性”爲天之所命是指天命賦予了人之生命本質。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曾對人的本
質提出了“性近習遠”之說，而戰國時期的孟子則提出了“性善”一說。前者主張的是
自然人性說，而後者則主張道德人性說，這兩者之間有較大的思想差異。郭店楚墓
竹簡被推斷爲是介于孔孟之間的重要理論著作和思想學說，它包含了大量自然釋
性和道德釋性的論述。通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春秋戰國之際儒家思想家們旣
以自然之氣釋性，又以道德之情論性。而孟子以後，人性論爭則以人性是善還是惡
的道德性爲中心展開。通過對郭店楚墓竹簡中的人性觀念進行研究，我們可以清晰
了解到孔孟之間的人性思想的差距及其傳承關係。郭店楚墓竹簡可以說是人性思
想史上連接孔子和孟子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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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人性論追溯的是人性的本源、本質及善惡的問題。人性論是哲學領域
的一個老課題，有很多學術流派，各流派的思想家們又都有自己的看法，十
分複雜。到目前爲止，研究顯示的關于人性論的研究，從孔子(公元前551年
-公元前479年)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現存的孔子對人性的論述並不多。在
《論語》中“性”字也只出現過兩次。其一爲《論語》〈陽貨〉中的“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 其二是《論語》〈公治長〉中的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中其他與人性思想有關的
論述，卽《論語》〈季氏〉中的“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斯爲下也”和《論語》〈陽貨〉中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子在人
性方面的劃時代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提出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一思
想。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所有人的天生之性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可以通過後
天的學習、熏陶，來提升修養和精神內涵等，進而由于後天的努力以及環境
的不同，使個人的人性有了好壞之分、道德修養有了高低之分、掌握知識有
了多少之分，當然社會地位也會産生高低之分。孔子的這種人性思想是自
然人性說，並不是以道德感情論性。孔子以後，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
前289年)和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一邊繼承了孔子的人性思
想，一邊又對人性展開了以善、惡爲主題的討論。這樣，對于人性的論述，
孔子和孟子、荀子之間産生了很大的分歧。在1993年以前，人們並不知道這
種分歧産生的原因和發展過程。直到1993年才發現了端倪。
1993年冬天，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裏出土了一批竹簡，其典籍
內包含的文獻被分爲道家類、近乎法家類或縱橫家類、儒家類。1 荊門市博
物館編輯的《郭店楚墓竹簡》自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來，引起了哲學
界、文字學界等方面的廣泛興趣，發表了很多相關的研究文章。這批楚國2
(約公元前10世紀-公元前223年)竹簡3 裏含有頗多的與人性思想有關的論
述。其中，〈性自命出〉是一篇專門論性的著作。楚簡的出土爲幫助了解儒
1

2
3

典籍的篇數一共是18篇，其中被分爲道家類的文獻是〈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
(丙本)〉、〈太一生水〉；被分爲近乎法家、縱橫家類的文獻是〈語叢四〉；其餘都被分爲儒家
類的文獻，就是〈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尊德意〉、〈成之聞之〉、〈唐虞之
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魯穆公問子思〉、〈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
楚國，又稱荊、荊楚，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個諸侯國，約占有今湖
北全省和河南、安徽、湖南、江蘇、浙江的一部分。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報告中指出：郭店M1具有戰國(公元前約475年公元前221年)中期偏晚的特點，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至前3世紀初。(湖北省荊
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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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早期的人性論提供了重要依據。目前學術界圍繞楚簡展開了激烈的討
論，其中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以〈性自命出〉爲中心展開的。除了〈性自命
出〉以外，其他篇也有關于人性的論述。所以，爲了完整地研究好楚簡中的
人性思想，需要以〈性自命出〉爲主要研究對象，並兼顧其他篇。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楚簡作進一步探討，並對儒家早期人性
論的性質、特徵重新作出系統、深入的研究和論證。對于楚簡中體現出的人
性思想，提出以下一系列的追問，其一：“性”字的本源是什麽? 其二：“性”
的內涵是什麽? 其三：楚簡中體現的人性觀是什麽? 當然這裏也包括了對
人性的善惡判斷等問題。通過這個研究，可以幫助釐清孔子和孟子對人性
論的定義和人性論發展過程。換言之，也就是理解春秋戰國時期的自然人
性說和道德人性說兩個不同觀念。

二、楚簡中的“眚(性)”字
楚簡裏，與現代漢語中的“眚”字相似的字有“ ”、“ ”、“ ”、“ ”、
“ ”、“ ” 等，雖然它們有細微的不同之處，但是造型基本相同。4 “眚”字
在詞典中被定義爲：眼睛生翳子；疾病，疾苦；災異；過失，錯誤；通
“省”，減省。在楚簡中，“眚”字有兩種含義，一個是指百姓的“姓”，另一個是
指人性的“性”。〈老子(丙本)〉 5和〈緇衣〉 6中的“眚”字都是指百姓的“姓”。
〈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唐虞之道〉、〈語叢二〉、〈語叢三〉的“眚”字則是
指人性的“性”。
班固(32-92) 《白虎通義》〈姓名〉中曰：“姓生也，人所禀天氣所以生者
也。” 清朝(1644-1912)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姓之本義謂生，故古通作
生，其後因生以賜姓，遂爲姓氏字耳。” 《管子》〈君臣上〉曰：“道者誠人之姓
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 戴望(1837-1873)《管子校正》
中曰：“姓，生也。” 《國語》〈周語中〉曰：“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嬻
姓矣乎?” 韋昭(204-273) 《國語注》曰：“姓，命也。” 由此可見，姓與生、性，
本來相通，都可寫作“眚”。此外，《說文解字》〈眉部〉曰：“省：視也，從眉
省，從屮。” “省”字在甲骨文中寫作“ ”，從屮從目，而在楚簡中它被寫成了
從生從目、上生下目的“ ”、“ ” 等，看起來與楚簡中的“眚”幾乎一樣。由
4
5
6

有“眚”字的篇一共是7篇，就是〈老子(丙本)〉、〈緇衣〉、〈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唐虞之
道〉、〈語叢二〉、〈語叢三〉。
〈老子(丙本)〉第2簡：“成事遂功，而百眚(姓)曰我自然也。”(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
竹簡》，頁121。
)
〈緇衣〉第5-6簡：“字曰：上人疑則百眚(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第9簡：“《詩》云：‘誰秉
國成，不自爲貞，卒勞百眚(姓)’”；第11簡：“章志以昭百眚(姓)”；第12簡：“百眚(姓)以
仁道。”(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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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在當時，省、眚、生、性、姓，都是相通的。從漢字造字的表意角
度，完全看不出這個從生從目的“眚”字有任何有關眼病的暗示。所以，《說
文解字》〈目部〉中“眚：目病生翳也。從目生聲”的定義並沒有完全包括先秦
時期它的所有的義項。倒是“眚”從生從目的上下結構，在幫助人們理解“性”
的本意上，給予了深刻的啓示：“從生”，表示生命，這是不言而喻的；“從
目”，實際上也是大有講究的。《孟子》〈離婁上〉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古人一開始就把“目”當成
了心靈的窗戶。《禮記》〈郊特牲〉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韓詩外傳》卷四
曰：“目者心之符也”，《釋名》〈釋形體〉曰：“目，默也，默而內識也” 這些都
是在講“目”與“心”有一種天然的聯係。估計這就是楚簡中將“性”字都寫成了
“眚”字的原因。也有人推測“這個從生從目的‘眚’字，很可能就是當時性情之
‘性’的本字，是後來儒家的教化勢力加強之後，才以從心從生的‘性’字代替
了‘眚’，而‘眚’之本字卻不好閑置，故挪作他用了。”7
我認爲，楚簡中，特別是〈性自命出〉中的“性”字，沒有寫成從心從生的
“性”，而寫成“眚”，是由于“眚”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天賦之性、天生之質。在〈性
自命出〉中，“性”字是一種蘊涵在人的生命之中的，只有通過心志物取才能表
現出來的生命原體。因此，它不能與後天的心志教化之“心”混同在一起。從心
從生的“性”字，完全是後期的槪念。傅斯年(1896-1950)在《性命古訓辯證》中
說，先秦時期諸種典籍中的言性，“皆不脫生之本義。必確認此點，然後可論
晚周之性說矣。”8 從字的字形上來看，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先秦
時期沒有從心從生的“性”字的原因並不是他所說的“不脫生之本義”。因爲在
楚簡裏能看見“生”字，此“生”字的內涵是與傅斯年說的出生或生命意義相
近。楚簡到處能看見的“眚”字，具有生命、出生意思的“生”字意義和百姓、人
性的意思。9 而先秦時期並沒有從心從生的“性”字的原因，估計是在于當時的
人們習以爲常、日用而不知的天命觀、天人觀以及對人性的獨特理解。10

三、楚簡中的帶“眚(性)”字的句子
“性”不論是物性還是人性，都是構成生命體的本質的東西，是生命之
初始。在楚簡制作以前的時代，“天”爲人“性”的本源，“性”乃天命賦予人之

歐陽禎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頁63。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71。
9 在楚簡中到處能看見“生”字，比如，〈性自命出〉第7-8簡載：“牛生而長，鴈生而伸，其眚
(性)……而學或使之也。”(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
10 歐陽禎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頁62-64。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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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本質，包括深刻而豐富的生命內涵。天命旣爲人性的本源，那麽，對于
天、命或天命的體察與知覺，則是人性修養及人回歸其本源的生命意識的
必然要求與反映。在楚簡中，“性”字記載最多的篇章是〈性自命出〉，它集中
涉及到了“性”的問題。只有先研究好〈性自命出〉中的帶“性”字的句子，研究
起其他篇章中的帶“性”字的句子才更容易理解。

(一) 〈性自命出〉
第1-2簡：“凡人唯(雖)又(有)眚(性)，心亡奠志， (待)勿(物)而句
(後) (作)， (待)兌(悅)而句(後)行， (待)習而句
(後)奠。”11

“性”，楚簡本作“眚”，古文中“眚”與“省”同字。《說文解字》曰：“眚：目
病生翳也。從目生聲”；“省：視也。從眉省，從屮。” 這裏的“性”，通“眚”，
屬于同音假借，其內涵與傳世文獻記載的先秦古人觀念裏的人性基本一
致，指人天生所具有的生理機能、心理本能等等。換句話說，就是人先天的
資質和禀賦皆爲性。如《孟子》〈告子上〉曰：“生之謂性。”又《孟子》〈盡心
上〉曰：“形色，天性也。” 《荀子》〈正名〉曰：“散名之在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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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是人的本性，
藏于人的內心，是只有靠外物的激發才會從內向外顯露出來的東西。12
這一段楚簡的語義有些複雜，推出了“性”、“心”、“志”、“物”、“情” 等
相關槪念，認爲人皆有性有心，然而性之活動狀態及心志，皆與外物有關。
所以，這裏並不僅僅是講性或講心，而是心與性皆講，性與心兩者皆待物而
後動作，待悅而後流行，待習而後定止。心、性並不是不受物、情、習影響
的純超然之物，而是在物、情、習的作用下形成的眞實的人心、人性。心是
藏志之物，然志之藏因物而起，待悅而後行，候習而後定，所以心本無定
志，待習而後定。
第2簡：“

(喜)

(怒)

(哀)悲之

(氣)，眚(性)也。”13

“氣”，《孟子》〈公孫丑上〉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趙岐
(? -201) 《孟子注》曰：“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性體爲喜怒也。”此
簡以情氣論性，這樣的情感論也見于傳世文獻，如《禮記》〈禮運〉“何謂人
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所以，“氣”非謂物質性之氣，而應泛
指人之精神力、生命力；14 “氣”是情氣。15
11
12
13
1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17。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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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悲之氣”皆爲性，此類思想亦見于《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中的
“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
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
之，陽懼必見；憂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
民情不隱也。” 其所言的喜怒欲懼憂五氣藏于中則爲“情”。由此，我們能知
道此簡所言的“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16 是指喜怒哀悲之氣受動于物而
現之于外的表現，卽爲喜怒哀悲之“情”。
此簡直接把“氣”指定爲“性”。因喜怒哀悲皆爲情，所以喜怒哀悲之氣
則又可直稱爲情氣。情氣又爲性，這是性眞實的流動內容之一，也是性能生
情的原因。情氣之謂性，本是“生之謂性”的一個分命題。性爲情氣，但此情
此性不是凝固僵滯、不動不變的，而是像氣一樣流動變化，可以向周身與身
外流動，因此物才能感之、誘之、導之，使其靈魂變化起來，而在性物的這
種關係中，心的作用亦可以由此預設進去。17
第2-3簡：“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18

裘錫圭認爲，“《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意與此句相似。”19 “天”是人
以外的世界；“命”則是人所具有的生命和命運。20 “命”可能具有雙重含義：
就天而言，它是天的意旨，天的命令；就人而言，它卻是純粹的生命。21
此句句義可參考《大戴禮記》〈本命〉中的“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
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
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 又有清朝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的：
“分，制也。道者，天地自然之理”；“命禀于有生之前，性形于受命之始；
命制其性之始，卽已定其終，是始必有終也。
”
此句中的“天”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源和根據。在這裏，“性”已不再
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的沒有什麽形而上意味之“性”，而是與“天道”建
立了一種初步的聯結，從而“性”也被賦予了形而上的意味。
〈性自命出〉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只指出了性的來源爲天命，而
對其自身的本質和內涵則沒有提及；而《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則通過一
種定義性的陳述，界定了性的內涵：天命卽性，或者天之所命爲性。這裏
將性直接地定義爲天之所命。雖然，這兩種表述之間有一定的差異，但這並

15
16
17
18
19
20
21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5。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17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2。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18。
李天红，《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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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礙二者之間擁有其共通的地方。例如：“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與“天命
之謂性”二者都明確地指出了性的淵源來自天命。不過和前者比起來，後者
抹去了性、命、天這三者之間存在的差異，而直接把天命判定爲性。這樣後
者所得出的性的內涵比起前者就會産生以下變化：卽性爲天命，性是超然
的形而上者，而且天命自身無有不善，由此就推理出了人性爲善的結論。思
孟之學之所以能發展成爲孟子力主的性善說，正是“天命之謂性”這一理念
在當時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所說的“性”，僅僅
是指天命的內容或對象，它與天命自身是有明顯的區別的。這是因爲卽使
人們普遍認爲天命自身是無有不善的，但是天命的對象或內容卻並非皆爲
善，有可能爲善、也有可能爲不善。所以，絕不能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的性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中的性混爲一談。這二者間是有著顯著的區
別的：前者言明了性之淵源之所在，而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提升了一個層
次，將性與天命同一。22
楚簡作者認爲，性自天而降，是人之承受其于天，也是人之所以爲人
的天賦本質、本源。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
而後奠”的。故楚簡有“凡心有志也，亡與□□□□□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
也”23 這種說法。
第3簡：“

(道)司(始)於青(情)，青(情)生於眚(性)。”24

“道”是對物的合理安排，卽教化的手段；25 〈性自命出〉中的“道”卽人道
也，以及“禮”也；26 “道”又是事物內部固有之規律。27 《中庸》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朱熹(1130-1200)在《中庸章句》也謂“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
理。” 這些說的卽是人道始于人情之道。〈性自命出〉第14-15簡中謂人道可以
用于教導民衆：“唯人道爲可道也。”28 隨之又指出聖人用以教民的是詩、
書、禮、樂，並著重對禮，尤其是樂的作用進行了闡述。由此可見，在楚簡作
者看來，禮與道是統一的，禮是道的具體反映。〈性自命出〉中所謂的人道，
實指儒家所推崇之禮樂制度，而詩、書、禮、樂則是人道的具體體現。如《論
語》〈陽貨〉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 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群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 何晏(?-249)在《論語集解》中引用孔安國(約公元前156-公元前74)注
22
23
24
25
26
27
28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177。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18。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頁330。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6。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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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邢昺(932-1010)在《論語注
疏》中曰：“時子遊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于民，故弦歌”；“道，謂禮樂
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
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 《荀子》〈儒效〉中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 唐朝
(618-907)楊倞在《荀子注》中曰：“管，樞要也。是，儒學。” 通過這些典籍，
可見道卽禮，禮卽道，此乃儒家一貫以來的理念。
“情”是人的感情。它是“性”的流露或外部表現；29 情主要指眞情。30
《禮記》〈樂記〉中“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的語意與楚簡相
同。〈性自命出〉所說的“情”，是爲物所取而呈現于外的性，故有“情生于性”
之語。它與〈語叢二〉中“情生于性，禮生于情”31 的意義相同。
性與情雖然同源，但就發生次序而言，性先于情。〈語叢二〉中也有類
似的說法：“情生于性，禮生于情 …… 愛生于性 …… 欲生于性 …… 惡生
于性 …… 喜生于性 ……。” 32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組合展示了一個由天而
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再由情而道的發展模式。天 → 命 → 性 → 情 →
道，在先秦儒家那裏，這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是不能夠各自獨立存在的。
所以，第1、2、3簡實際上是〈性自命出〉全文的總綱。
第4簡：“好亞(惡)，眚(性)也。所好所亞(惡)，勿(物)也。”33

《禮記》〈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禮記》〈禮運〉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
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所以，“欲惡”卽“好惡”，以“好惡”言
性情。34
“好惡，性也”中的“好惡”是指人的內在之性。旣言好惡，則性或者向物
親近，或者舍物疏離；“所好所惡，物也”中的“好” “惡”自身爲性，所好所惡
則是好惡的作用，指向的是性動而作用的對象，從性之好惡，到性之所好所
惡是性的體用不二。由性到物，有一種天然的指向，所以，物不可能絕對地
離開性之作用。

29
30
31
32
33
34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17。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7。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3-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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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簡：“善不□□□，所善所不善，埶(勢)也。”35

這裏所缺之字估計是[善，眚(性)也]。裘錫圭認爲，“此句可補爲‘善、
不善，□也’。”36 文義謂人性中亦本有善不善之判斷傾向。37 這裏的善不善
是性，而不是性的本質。38 所謂“善不善，性也”，可能是說人具有分辨、判
斷善惡、好壞的本能，判斷善惡、好壞是人的天性。
“好惡”，乃人之本性；“所好所惡”，是指外界事物。“善不善”，亦指人
之本性；“所善所不善”，則是指外界事物所處之情勢。“善不[善，性也]”，
是說性可以表現爲善，也可以表現爲不善。這裏的“善不善”與前面的“好
惡，性也”的“好惡”一樣，都是動詞而不是形容詞；而“所善所不善，勢也”，
則是說性成爲善或者不善，取決于外在的“勢”。由此可見，楚簡將人性的善
與不善歸因于外在的“勢”，這種論調顯然不屬于性善論，而是自然人性論。
第5簡：“凡眚(性)爲

(主)，勿(物)取之也。”39

“主”指先行存在的、原生的、主題性的東西，與外界之“物”相對應。性
爲主爲質，“物取之”則指“物”通過“心”對“性”産生影響。所以，“性”爲主，
“物”爲輔。
楚簡以“喜怒哀悲之氣”論性、論情，這清晰地指出了性之不離生之本
源的天賦性，故又曰“凡性爲主”。“凡性爲主，物取之也”想要表達的並不是
“物”可以直接取“性”，而是說只有通過“心”，物才可以間接地影響性情、熏
陶性情。這樣才會有接下來的“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人之雖有性，心弗
取不出”的論述。
第5-6簡：“金石之又(有)聖(聲)，□□□□□□唯(雖)又(有)眚
(性)，心弗取不出。”40

關于缺文，李零如下補作：“[弗扣不鳴。人之]。”41
這裏是說外物首先要動搖心，然後才能由心而取性。性與物之交接及
交接後的種種外在表現，都是由心爲之做出的抉擇。也就是說物之所以能
取性，必須以心爲中介。所以楚簡前言“物取性”，這裏又講“心取性”，說法
雖不同，實質則無異。42
35
36
37
38
39
40
41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2。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頁332。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3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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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卽使有好惡喜怒之天性，但若沒有心感知外物，則不會形見于
外。性由靜而動，是依靠心，心的動向則在心物交接過程中發生，心動之後
取性。
第7-8簡：“牛生而倀(長)， (鴈)生而
或 (使)之也。
”43

(伸)，其眚(性)﹍ ﹍而學

關于缺文，李零補作：“[使然。人]。”44 此句是說人的學習能力，就如
同牛體形龐大，鴈脖子長一樣，這是先天的本能，也是天性使之然。45 卽牛
生而體大，鴈生而脖子長，這些都是天性使然。就如同人之品性各異。
第9簡：“四 (海)之內其眚(性)
(教) (使) (然)也。”46

(一)也。其甬(用)心各異，

此簡完全是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思想的擴展與詮釋，其中體現
的禮樂教化思想指向已經相當明顯。《荀子》〈性惡〉中曰：“凡人之性者，堯
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從這一點來看，荀子
所述與孔子的“性相近也”其本義是一致的。
第9-10簡：“凡眚(性)或 (動)之，或违(逢?)之，或交之，或萬(厲)
之，或出之，或羕(養)之，或長之。
”47

“违”字，又見于第11簡中的“违性者，悅也”。整理者在釋文後加問號，
表示自己也不是十分肯定。楚簡將其讀爲“逢”，與〈成之聞之〉第32簡中的
“是故小人亂天常以逆大道”48 的意義相同，釋爲“逆”。49 《爾雅》〈釋言〉也
曰：“逆，迎也。” 《方言》〈第一〉曰：“逢、逆，迎也。” 《韓詩外傳》卷九曰：
“見色而悅，謂之逆。
” 所以，第11簡謂“逆性者，悅也”，說的也正是此意。
此句句義爲，凡人之性，可以以外物感動之，以歡悅之事迎合之，以心
充實之，以行動磨礪之，使它展現出客觀情勢，培養人的後天修養，以增益
人之道。換言之，心動之後取性，取性之後，卽進入一系列的動態過程。這
一過程可分七個階段，卽：動性、逢性、交性、厲性、出性、養性、長性。從
其內涵看來，這七個層次並不是隨意羅列的，而是有序排列的。其次序反映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4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05。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4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68。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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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性”的逐步深化的過程。通過最後階段的“養性”、“長性”，更是能充分了
解儒家以教養轉化性情的基本教義。這與〈唐虞之道〉第11簡所曰：“順乎脂
膚血氣之情，養性命之正”50 的意義相近。
第10-12簡：“凡 (動)眚(性)者，勿(物)也；违(逢?)眚(性)者，兌(悅)
也；交眚(性)者，古(故)也；萬(厲)眚(性)者，宜(義)也；
出眚(性)者，埶(勢)也；羕(養)眚(性)者，習也；長眚(性)
者， (道)也。”51

“悅”，楚簡自釋曰：“快于己者之謂悅。”52 《廣韻》〈夬〉也曰：“快，稱
心也。” 《韓詩外傳》卷九曰：“見色而悅，爲之逆。” 這是說內在之性通過心
與外物的交接，使人感到愉悅。由此可見“物”可改變和影響人之本性。“外
物”在主體的心志之中引起了一種特殊的心理反應，這種心理反應謂之“
逆”。雖然這種“逆”，是人人都具備的，但是，想要充分利用“逆”的機緣來磨
礪人的“性情”，可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了。只有那些眞心想要磨練自己
的人才會發現並尋求到這種“逆”的機緣來提高並錘煉自己。
“勢”，是有針對物而言的，其目的還是爲了鍛煉性情，指的是人作爲一
種社會性動物所受到的人文制約。因此，其“所善所不善”的對象，是不以個
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具有被動的趨勢、勢態；而習養，卻與“勢”剛好相反，
是有目的的、主動進行的心性錘煉。後面第13-14簡中的“習也者，有以習其
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動之”、“逆之”、“交之”、“厲之”、“出之”的全面
總結。後面第38-40簡中“此義之方也。義，敬之方也。敬，物之卽也。篤，仁
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53 所展示
給我們的實際上是一個習練、修養性情的演變過程。
這段楚簡是對“心”感于“物”、“取”性而“出”的具體說明。“物”能動“
性”，然而並非所有的物皆能動性。此“動性”之義，要從“心術”上講。“悅”，
卽從心上說。凡能動性而“出”者，皆爲能“悅”心之物。而能“悅”人心之“物”
必然具有能動性。如〈性自命出〉首段中所謂的“性”、“待悅而後行”，說的亦
是這個意思。“故”在此應理解爲“事”。這是從人心與物相交接的行爲上講
的。《禮記》〈大學〉中曰：“格物在致知”，朱熹在《大學章句》中將“物”通爲
“事”，這都是對的。因爲“出性”之“物”也好，“格物”之“物”也好，都非與人無
關的客觀之“物”，而是與人“心”、人之行動相關之事實。“交性”之“故”更是
就行爲而言的“物”，所以曰：“有爲也者之謂故。”54 “勢”是就這些與人心相
關之事物總體所成之環境而言的，所以曰：“物之勢者之謂勢。”55 總而言
50
51
52
53
5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57。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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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心在與其相關之物的交接行爲中，表現出各異的情態，此卽前面所提
到的“物取之”、“出性者勢也”的意義。這也與《禮記》〈樂記〉中的“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同義。
第1簡到12簡全面地構建起了由“天命” → “性” → “心志” → “情” →
“物” → “道義”，再由“道義”復歸到“物” → “情” → “心志” → “性” → “天命”
這樣一個螺旋式的認識論。在後來的儒學哲學中，這種認識論與人學相互
滲透的理論模式就被孟子發展成爲“盡心”、“知性”、“知天”，卽《孟子》〈盡
心上〉中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56
第13-14簡：“習也者，又(有)以習其眚(性)也。”57

“習”卽修性、養性。
第29-30簡：“

(哀)、樂，其眚(性)相近也，是古(故)其心不遠。”58

哀、樂均爲人本性所固有，故人生發或哀或樂之心亦不相遠。這個觀
點可以說在字面上繼承或闡述了孔子“性相近也”的主張。楚簡認爲凡至樂
必悲，悲樂皆至情。就至情這一點來說，二者之性是相近的。不過需要指出
的是哀、樂皆爲情，與性稍有差異。性是涵情未發者，由哀、樂推其性，皆
源于性中涵而未發的至情。此至情從性靈深處說，是哀、樂在性體之中貫然
相通、暢然相聯，統彙于至情。由此性中隱涵的至情 —— 或樂或悲之外發，
似乎是産生于一念之間的。“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也說明
了由哀、樂之情，推及其性之相近，又推及其用心之不遠，這其中的關聯已
經說得非常清晰可見。大體來說，乃是心作用于性，而使隱涵于性中之情顯
發出來，成爲眞實可感的哀、樂。簡單說來卽是“性取情出”而已。因此對情
相異而性相近之原因的追向，就落實到其用心不遠的陳述上。
第39簡：“

(仁)，眚(性)之方也。眚(性)或生之。
”59

60
此句文義可以理解爲：仁心又從人性而生。
“性或生之”或與下文的“情出于性”有關聯。楚簡自“此義之方也”至
“敬，物之節也”，講述合乎禮道的品行；自“篤，仁之方也”至“性或生之”，
講述源于人性的德行，一外一內。61
55
56
57
58
59
6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歐陽禎人，〈在摩蕩中弘揚主體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認識論檢析〉，頁37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0。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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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性的準則，性則爲人生而有之。楚簡把“仁”看作是“性之方”，表
明了作者試圖將仁與性統一起來，在其看來，仁可能就是性，或者說是由性
生出的，故謂“性或生之”。不過從“或”一字看，作者對此判斷尙有一絲猶豫
和不確定。
第40簡：“青(情)出於眚(性)。
”62

眞情出自人的本性。
第40簡：“

(愛)

(類)七，唯眚(性)

(愛)爲近

(仁)。
”63

這句話是說人的愛有七種，只有發自于性的愛才能近乎于仁。這裏同
樣肯定了仁來自于性之愛。不過它只說了“性愛爲近仁”，而沒有說性愛卽
是仁。這在表達上是有所保留的。“仁”與前面提到的喜怒哀悲、好惡不同，
它雖然是一種情或情感，但它不是自然情感，而是道德情感。它具有對善惡
的判斷能力，表達、反映的是主體的意志和欲求。人具有了仁、義、忠、信
之情或性，便不再是被動的接受外在的規範和支配，而能表現出主體的自
覺和自我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人便是“性善”者了。64
第51-52簡：“未

(教)而民亙(恆)，眚(性)善者也。”65

“民恒”指民有恒善之心。66 《孟子》〈梁惠王上〉中曰：“無恒産而有恒心
者，惟士爲能”；朱熹在《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也曰：“恒，常也。産，
生業也。恒産，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 一句，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孟子的理論淵源
是否與〈性自命出〉有什麽關聯呢? 正是由于有了“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
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67 這種有德行、善的力量，才會有具備“未賞而民
勸，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賤而民貴之，有德者也。貧而民
聚焉，有道者也”68 此等德行的君子賢人。
從“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 一句，可以推論出“教而民未恒”之人性，
其本性當是非善的。由于人生有善惡之分，所以教化作用才有存在的道
理。教之作用卽是要使民性達于恒道，止于至善。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李天红，《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頁177-178。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0。
梁濤，〈竹簡《性自命出》的人性論問題〉，頁68-6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1。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頁348。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1。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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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楚簡的前後內容來看，其前面側重提出“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說；而後面則又提出了“性善”說。這樣，楚簡實際呈現出了由自然人性說
向道德人性說的過渡過程，而出現這種過渡乃是由于當時儒家正處于分
化、過渡時期。
〈性自命出〉對性之本義、性之來源、性之活動的性格、特點以及性與
心的關係、性與習的關係、性與仁德的關係皆做有論述。專家學者們對〈性
自命出〉的性論亦有多方解說。大體而言可分爲兩種：一種爲持平之論，它
側重于客觀的說明；另一種則側重于從《孟子》、《中庸》來解讀本篇性論。
在性論的發展過程中，楚簡無疑産生于嚴格的性論體系建立起來以前。〈性
自命出〉以“喜怒哀悲之氣”釋“性”，這一點實可與“好惡，性也” 這一條合而
爲一。在春秋時期人們普遍認爲，好惡喜怒哀樂等特性乃禀自天地，是以其
不同的特質所形成的氣，此氣藏于內則爲“性”，發于外則爲“情”。性與情關
係非常密切，所以〈性自命出〉中對性的論述被分作二截。第一，言喜怒哀
悲之氣爲“性”，卽是說 “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第二，言好惡爲性，卽
是說“所好所惡，物也。” 這樣，一內一外，一動一靜，兩相對比亦兩相轉
化。《荀子》〈正名〉中論性情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正是接此語
脈。本篇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可從《中庸》來解讀。〈性自命出〉中“未
教而民恒，性善者也”這一句實當引起我們的注意。所謂“民恒”之內容應當
解釋爲民受之于天地的好惡喜怒哀悲之氣爲性，恒保此六氣，無有減損和悖
逆，則爲性善。〈性自命出〉本篇的中心在以好惡釋性，以喜怒哀悲之氣釋
性，且人性皆相同。卽“四海之內其性一也”。而此性便可動、可逢、可交、可
厲、可出、可養、可長。恰如文中所說“長養教習”卽是一種教。性之可長養交
習的目的是使其逢動出入皆有物有則。如此一來，此“性”就與後面所說的純
然至善之性産生了一定的差異。依邏輯來看，此“性”是可以通過“習”以養
“性”的。所以，本篇所言的“習也者，有以習其性者也”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儒學家中，與〈性自命出〉中論性關聯最爲密切的無疑是孔子。孔子
肯定了人性相近，而未表明人性是善是惡。孔子認爲人的行爲的差異來自後
天的習染。至于子貢說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並非是說孔
子不言性與天道。學者們也普遍指出，〈性自命出〉中“四海之內其性一也”也
是直接繼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那麽，〈性自命出〉中的言性與孔子言性
是否眞的完全相同呢? 這仍有待商榷。孔子所言之性實乃兼才而言，因此才
有上智下愚之說。故孔子言性之質點與方向，與〈性自命出〉這篇中的“交
性”、“養性”、“習其性”的主張並不相同。孔子兼才而言性，〈性自命出〉以情
釋性。“才”與“情”固根源于“性”，且爲性之內容的具體表現，所以〈性自命
出〉一再強調“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禮作于情”，69 這是將滋情育情與習性
養性融合爲一體，又將性之長養交習著落于“情”之基礎之上。除此以外，還
6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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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言“性”，則“情”爲“性”之顯，不言“性”，卽無以知其“情”，故“性”爲
“情”之本。〈性自命出〉羅列出了誠、義、敬、篤、仁、性、忠、信等各種優良
品德。其結論是“情出于性。愛類七，唯性愛爲近仁。”由此可見，由于卽情言
性之“情”與兼才言性之“才”具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孔子言性與〈性自命出〉言
性的方向並不相同。〈性自命出〉中雖未圍繞善惡二字討論性，但其習性、養
情的主張卻包含著相當的開放性和可能性，所以才會爲日後産生各種不同
觀念的文本打下基礎。
楚簡提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與後來的孟子的主張也有區別。
《孟子》〈盡心下〉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
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卽是說實然之性並不
等于天性之必然。但是，楚簡似乎並不否認出自天命的性的合法性與正當
性。“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是說“性”是禀受于天的。我們可以從天
和人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觀性：從“天”的角度看，“性”是一種現成的、不可改
變的“給定”；但從人的位置上看，“性”則爲一種具有無限可能性和不確定
性的“變體”。對于人來說，以天觀性，沒有任何意義，可以討論的只是從人
的存在性和現實性立場出發的具有無限可能和不確定性的可更變的“性”。
總之，〈性自命出〉的人性論觀點，從總體上來看就是認爲情出于性，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終于義，道兼情義。喜怒哀悲之氣，性
也；好惡，性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愛類七，惟性愛爲近仁。人皆
有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然而心與性不同，心無定志；其用心各異，教使
然也。性一心異，是〈性自命出〉人性論的基本架構。這深刻地表明人性雖
然是人皆有之，且無有不一，但人之用心卻各有差異。心之本體雖必降自于
天，但心之用卻是超越性之規定而具有自身的獨立性。性與心的差別卽是
天與人的差別。楚簡的人性論特別強調了用心之異與教化作用的重要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本然之性、先天之性的崩塌，而是在人性受心的作用後，在
經驗與後天的層次上發生了變化。在根本上“性”還是本質的同一，也卽本
然之性天然地同一。應該把在人者的“性”分析爲本然之性與受心作用之
性，與人性能受或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當作兩碼事，不能攪作一團。70

(二) 〈唐虞之道〉
第10-12簡：“ (禹) (治)水，膉(益) (治)火，后 (稷) (治)
土，足民 (養)□□□巽(順)虖(乎)脂膚血 (氣)之
青(情)， (養)眚(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宎(夭)，
(養)生而弗 (傷)，智□□□豊(禮)愄(畏)守樂孫民
(教)也。”71

70
71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283-28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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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說，大禹職掌治水，益職掌火，後稷職掌土地，這些都是爲了滿足
人民生存的需要。根據皮肉血氣等實際身體情況，培養生命之正氣，愛護生
命而不殤亡，保養身體而不損傷。職掌音樂，以順民之教化。
先秦儒家已經看得很清楚，如果不“順乎脂膚血氣之情”，就不能“養性
命之正”。這種認識無疑是相當人性化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眞誠。〈性自命
出〉的出發點，始終是建立在性情的“出之”、“內之”之上的，其“動性”、“逆
性”、“交性”、“厲性”、“出性”、“養性”、“長性”的基礎，正是把人當人看，卽
“夫〈天〉生百物，人爲貴。”72
第11簡“順乎脂膚血氣之情，養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養生而弗傷，
智□□”的“性命”一詞應該解釋爲“生命”、“壽命”。按此簡義可知人的生命
構成：一有“性命之正”的本原者，二有“脂膚血氣之情”的補充。並且“性命
之正”與“脂膚血氣之情”具有對立並統一的關係：“性命之正”指性命之本
原，情之未發、含蓄凝聚其中者；而“脂膚血氣之情”乃充斥于性命之中，奔
溢于脂膚血氣之身體內外。雖然可在性命之正中考慮它的屬性，乃至以性
統情，但它對性命之正構成一種否定性。所以，〈唐虞之道〉有云旣要“順
情”，又要“養性命之正”，並且後者更爲根本。“安命而弗夭，養生而弗傷，
智□□”，是指出了養生的根本在于“安命”，或者說在“養性命之正”。只有
眞正的了解“安命”、“知命”之道，才有更深刻、更根本的方法來提高人生涵
養；如若不然，只“順乎脂膚血氣之情”，則爲治標不治本的養生方法，可能
適得其反。73

(三) 〈成之聞之〉
第26-27簡：“聖人之眚(性)與中人之眚(性)，其生而未又(有)非
之，節於而也，則猷(猶)是也。”74

裘錫圭認爲，“‘於’下‘而’字疑是誤字。”75
此句是說，聖人與一般人的本性在出生時並無差異。這裏要強調的是
聖人之性雖與常人無異，但因其修道成果的不同而有了人格高低之別。聖
人之性與中人之性，自降生以來卽本天然，皆成于天命。這樣的表達方式明
顯脫胎于孔子的“中人之性”云云，但是，它發展了孔子的思想理論，試圖將
孔子表述中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彌合起來。
第28簡：“此以民皆又(有)眚(性)而聖人不可莫(慕)也。”76

72
73
74
75

〈語叢一〉第18簡。(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94。)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27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68。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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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是說，因爲至此則普通人也都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性格，連聖人
也不能再對其有影響了。觀其大義，乃首先將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區別開
來，然後討論兩者間的不同，最後歸之于“此以民皆有性而聖人不可慕
也”。民雖皆有性，然同聖人之性不在同一層次。聖人之性之高，天就之
也，非可學習。這種性不同的觀點直承于孔子，與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的人性思想十分接近。楚簡中“民皆有性而聖人不可慕也”的思想表述是
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思想在楚簡裏的反映。也就是民之性與聖人之性
不但不同，而且各有一定，不可習，不可移。77
〈成之聞之〉中這兩段帶“性”的句子都是很好的人性論，迎合了孔子的
“性相近”之說，還把人性本善的理論進一步向前推進了，與前言〈性自命
出〉一說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人性的正面。

(四) 〈語叢二〉
第1-4簡：“情生於眚(性)，豊(禮)生於情， (嚴)生於豊(禮)，敬生
於 (嚴)， (望)生於敬，恥生於 (望)， (利)生於
恥， (廉)生於 (利)。”78

“情生于性”此句亦見于〈性自命出〉中第3簡。此段楚簡是說，情感生于
天性，禮儀生成于情感，威嚴生成于禮儀，恭敬生成于威嚴，責怨生成于恭
敬，羞恥生成于責怨，怨恨生成于羞恥，不滿生成于怨恨。
第1簡“情生于性，禮生于情”，“性”乃生命之本原，“情”則爲性之發
現，是人的內在生命的流露，反映的是生命的諸種情況，而情感不過爲情諸
多含義中的一種而已。情，也可理解爲人情，所反映的是人之爲人的諸種實
際情況，與性爲人之所以爲人的本原有所不同。
〈性自命出〉及〈語叢〉都認爲“情生于性”，因此我不同意把“情”完全作
爲情感來闡述，而主張以人情，卽以隨著人性的展開而顯露出的人生命的諸
種情況來釋意“情”，但這其中並不排斥情感之義，因爲情感亦人情之一。
第8-9簡：“

(愛)生於眚(性)， (親)生於

(愛)，忠生於

(親)。”79

這段楚簡的意思是說，仁愛生成于天性，親情生成于仁愛，忠信生成
于親情。

76
77
78
79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168。
郭沂，〈郭店楚簡《天降大常》(《成之聞之》)篇疏證〉，頁64-65。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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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2簡：“ (欲)生於眚(性)，慮生於
於 ，尙生於靜。”80

(欲)， 生於慮，靜生

意思是說，欲望生成于天性，圖謀生成于欲望，背叛生成于圖謀，爭奪
生成于背叛，偏愛生成于爭奪。
第20-22簡：“智生於眚(性)，卯生於智， 生於卯， (好)生於
，從生於 (好)。”81

意思是說，智慧生成于天性，摹仿生成于智慧，喜悅生成于摹仿，喜好
生成于喜悅，順從生成于喜好。
第23-24簡：“子(慈)生於眚(性)，易生於子(慈)，㣇生於易，容生於㣇。”82

意思是說，慈愛生成于天性，和易生成于慈愛，正直生成于和易，寬容
生成于正直。
第25-27簡：“惡生於眚(性)， (怒)生於惡，乘生於
(乘)，惻生於惎。”83

(怒)，惎生於

意思是說，憎惡生成于天性，憤怒生成于憎惡，爭強好勝之心生成于
憤怒，忌恨生成于好勝之心，罪惡生成于忌恨。
第28-29簡：“

(喜)生於眚(性)，樂生於

(喜)，悲生於樂。”84

意思是說，歡喜生成于天性，快樂生成于歡喜，悲傷生成于快樂。
第30-31簡：“

(慍)生於眚(性)， (憂)生於
(憂)。”85

(慍)， (哀)生於

意思是說，怨恨生成于天性，憂愁生成于怨恨，悲哀生成于憂愁。
第32-33簡：“瞿生於眚(性)，監生於瞿，望生於監。”86

80
81
82
83
84
85
86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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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恐懼生成于天性，貪婪生成于恐懼，怨恨生成于貪婪。
第34-35簡：“

生於眚(性)，立生於

， 生於立。”87

意思是說，堅強生成于天性，成就生成于堅強，決斷生成于成就。
第36-37簡：“

生於眚(性)， (疑)生於㲻，北(背)生於

(疑)。”88

這段楚簡的意思是說，懦弱生成于天性，多疑生成于懦弱，失敗生成
于多疑。
〈語叢二〉通過性之生系列，對性之內涵作出了比較全面而深刻的論
述。雖然它對一些槪念間的關係劃分得不甚嚴謹，卻形成了體系，所言亦是
事實。〈語叢二〉第1-4簡“情生于性，禮生于情，嚴生于禮，敬生于嚴，望生
于敬，恥生于望，利生于恥，廉生于利”已明確指出“情生于性”，則性之內涵
是可以通過情緒或情氣反推得出。由性到情，情是性之具體表現，但情並不
附庸于性，呈現出兩者相互並列或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在〈語叢二〉第1-4簡
的生于系列中，以“情生于性，禮生于情”爲例，可以說禮生成于情，當然只
是說禮儀産生于情，禮儀則通過禮意的外在表現而收攝含斂于禮意之本體
中。但這個禮並不是情。
〈語叢二〉所說的“性”實爲“一”，而其所“生”所“出”之情態則多種多
樣。從〈語叢二〉“性之生”系列來看，人性內涵的因素是如此之複雜：有“
情”、“欲”、“理”、“力”、“能”五個因素。所以，下一個或善或惡的絕對純粹的
性的價値判斷是非常困難的。就人性內涵的抽象因素來說，人皆有此五種
因素，卽在此意義上而不涉及五種性素的具體內涵或內容的話，可以得出
人性的抽象同一的結論。89

(五) 〈語叢三〉
第57、61簡：“人之眚(性)非與止虖(乎)其孝。
”90

87
88
89

90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04。
《禮記》，〈禮運〉有“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的表述，“情”，已經發展成
了能夠槪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各種具體情感的範疇。不但〈語叢二〉之情、欲、
愛、慈、惡、喜、愠、智、瞿、強、弱與“性”有關系，而且欲、愛、慈、惡、喜、愠、智、瞿、
強、弱與情感有關系，這些範疇都是指的具體的情感。有關它們的敘述都是統領在“情生于
性”這樣一個總綱之下的。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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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說，人性不是別的，只不過是孝而已。
第58簡：“又(有)眚(性)又生虖(乎)生又(有)逍。
”91

意爲有性命又有成長，叫做“生”。
第68下、69下簡：“又(有)眚(性)又(有)生虖(乎)名。”92

意爲有天性又有生命，就可稱名。
第71下、72下簡：“又(有)眚(性)又(有)生者。
”93

與上簡之“有性有生”相同。
〈語叢三〉亦屢言“性”字，在第58、68下簡，似是對“性”之本原進行追
問，但于“性”之內涵卻未具體深究；第57簡則似是關于人性的一個主張，
與人性的內涵雖有關聯，但亦不能具體地指實；第71簡下云“有性有生”，
則是論性與生命的邏輯關係，從中得出了性爲生命之本源的結論，但對于
“性”的內涵仍無明確的分析指明。另外，楚簡殘片中“性”字共出現三次，亦
皆無所指明。不過，無論是論性的來源，或論“性”與它者的關係，都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了“性”的某種特徵，尤其是性係天命之落實于有性有生的觀
點，表明了性乃天生之物，是包括其具體形式之人或物的生命質體，是對性
的抽象的一般的規定。94
〈語叢二〉、〈語叢三〉爲當時儒家流行格言之彙集，其中亦見“情生于
性”的說法，而“愛生于性”、“欲生于性”、“惡生于性”、“喜生于性”等說法，
也支持了這一觀點。

四、楚簡“性”思想與孔孟性思想的關係
在孔子看來，人性是相近的，而人的生命成就之所以不同乃是由于教
習使之相遠的緣故。但“性相近”到底是何意思呢? “性相近”可由三個層面進
行理解，其一是說，天命賦予人之性卽生命體，爲本然之性；其二是說，人
91
92
93
9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1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1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頁213。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271。

朴永鎭 / 郭店楚墓竹簡之“眚（性）” 字句研究

205

受天命，秉性降生以後，由于修養功夫的不同，或接受天命的天分不同，其
性的表現也會有所不同；其三是說，人性因其內涵諸要素之表現與作用有
所不同而産生差異。這裏第一個層面是根本，後兩個層面則是在前者的制
約之下發揮的其人性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後兩個層面的意義不能與第
一個層面的人性意義發生衝突。現在再回過頭來思考〈成之聞之〉中不提“下
愚之性”的原因，想來自然是接受了孔子的教誨，但也沒有就此走上人性天
然卽異的觀點，自然也沒有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教相背離。因此那種
把人性分爲上、中、下三等的做法，大槪就是指“性相近”觀點的第二、三重
含義來說的吧。〈性自命出〉中曰：“凡人雖有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
〈成之聞之〉亦曰：“民皆有性”，並強調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的天賦相同，
似乎楚簡所持的“人性相一”的論調是當時的一個共識。不過，〈性自命出〉
又曰：“未教而民恒，有性善者也。” 此“性善”乃天性之善的直接呈現，與尙
未形成善惡判斷的天命之性仍有區別。95
孔子雖然是儒家學派的開創者，但對“性”問題談論的並不多。而孔子
以後對“性”問題進行多方面討論的，從目前資料看，當屬以〈性自命出〉爲
主的《郭店楚墓竹簡》。《郭店楚墓竹簡》是一個介于孔子與孟子思想之間的
先秦儒家典籍。根據這種界定，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孔子本人其實是沒有性
善性惡這種思想意識的，但《郭店楚墓竹簡》，特別是其中的〈性自命出〉已
經初步具有了性善性惡的思想萌芽，卽使它的理論還不成熟，還存在一些
思想上的衝突與矛盾。楚簡是遵循著孔子的思想路線的，並且我們不難在
其中發現孟子、荀子之性善與性惡論題之爭形成的可能性。如〈性自命出〉
所云：“喜怒哀悲之氣，性也。” 這是在原始意義上闡述“性”。從這個意義上
看，“性”確實是“相近”的，甚至可以說“四海之內其性一也。” 然而，“性”又
必然要顯露于外，卽發而爲“情”，表現爲人之好惡。因此，〈性自命出〉又
曰：“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 由于外部生活的複雜性，讓人的生命
處于各種複雜的環境，經歷不同的過程，並産生不同的變化。“或動之，或
違(逢?)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 上述所說都是影
響“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更有人文因素。“凡動性者，物也；違(逢?)性
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
長性者，道也。” 正是上述這些複雜的經歷，使“性”由本然世界進入到了文
化世界。因此，楚簡裏講的“性”，雖來自“天”的本然世界，但更主要的是存
在于“人”的文化世界之中。而“性”之善惡，都是人的生命在經歷這些複雜的
外部生活中逐漸産生並形成的。《孟子》稱“性善”，《荀子》言“性惡”，在這一
點上確實與楚簡對“性”的理解不同。《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
二者都是將原始意義上的“性”推向了極端，而使其善惡先呈現出來。換言
之，性善說和性惡說都是把文化世界的道德倫理，附加在了本來還處于本
95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28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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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界的“性”之上。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性善說和性惡說的提出以及它們
兩者之間的關聯，也未嘗是與楚簡無關的。先秦儒家通過楚簡，對人的生命
進行了探討，讓“天”成爲了“性”存在的本源和依據，讓原本不具有形而上意
味的“性”被賦予了形而上的意味，而原本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理論也
變得可得而聞了，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性”超越了現實的生活世界，而
被賦予了某種先天性的内容。這也許就是孟子將“善”賦予“天”之中，而荀子
把“惡”賦予“天”之中，從而使本來受之于“天”的“性”具有了或善或惡的本
質。因此，孟荀兩人的人性說，也都可以在楚簡中找到其理論結構上的根
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楚簡是由孔子的人性說過渡到孟子的性善說和荀
子的性惡說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96
一般來說，儒家性論並不僅僅是從人的自身來探討人性的問題。楚簡中
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提出了性來自于天，是天的賦予。這是將性與天、命
三者統一結合來看待的。由于它出現在很少談及“性”論的孔子之後，《中庸》
的“天命之謂性”這一理論在當時就顯得尤爲重要和引人注目。這一命題在具
體內容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目前學術界有一種理解：認爲性是形
而上學的，而楚簡的天是形而上的超越者，是普遍至善的，由這種天所出的
性必然是善的。如有學者認爲，楚簡在以“喜怒哀悲之氣”和“好惡”來界定
“性”的同時，表明此性是天命的，是內在的，這裏所說的“好惡”之“情”卽是指
仁與義，仁義是內在禀賦的內容。這裏雖然有“性有善有不善”的意思，卻並
沒有完全排拒情氣好惡中的善端。這就爲後世的性善論埋下了伏線。97 當然
也有學者並不認同楚簡中已有了性善論這一論斷，而是認爲這是由于楚簡中
的性和命並沒有做到統一所致。“天命之謂性”中，謂天命就是性。而“性自命
出”的意思很明瞭，性是從命産生的，性是性，命是命，性、命二也。《中庸》將
性和命二合爲一，天命善，所以性也必善。楚簡分性命爲二，所以言性善，顯
得理論沒力氣。98 反過來說，性命一旦合一，性自然也就成爲善的了。可以看
出，這種觀點與前者雖有不同，但在思路上卻是一致的，與前兩者不同。另
有學者則認爲，“楚簡有‘天’、‘命’，卻未見‘天命’連用。‘天’意義含混，其中包
含有非人力所可測或控制的神秘力量，但卻並無人格的性格。‘命’無神秘的
道德含義，指的卽是人的感性生命和生存 …… 從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
‘性’，便是與物性相區別的自然人性。這裏毫無‘人性善’的道德說法。後儒直
到今天的現代新儒家對‘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學的闡釋，似乎値得重
新考慮。”99 楚簡中的“天”，正如論者所說，意義含混，不具備清晰明確的道
德含義。而從哲學的層面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表述的是生成論，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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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武，〈《性自命出》的哲學意蘊初探〉，頁310-313。
郭齊勇，〈郭店儒家簡與孟子心性論〉，頁24-25。
呂紹綱，〈性命說—由孔子到思孟〉，頁23。
李澤厚，〈初讀郭店竹簡印象記要〉，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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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所以，由這種“天”所出的“性”，不論其是否與天合一，都不會必然是
一種善性。

五、餘論
由于以往文獻的局限性，人們認爲繼孔子之後的儒家人性論是以性善
說和性惡說的對立與論證爲中心展開的。以〈性自命出〉爲主的郭店楚墓竹
簡對于“性”的釋義，則揭示了在性善說和性惡說對立與爭論之前，儒家對
于“性”的理解則要平和得多，並不是處于一種非此卽彼的緊張狀態。楚簡
的發現，爲春秋戰國時期人性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豐富、更完善的內容。
在楚簡中，人性的“性”字被表記爲“眚”字，指人天生所具有的生理機
能、心理本能等，來自上天。楚簡共記載了36句含有人性觀念的帶“性”的句
子。有的句子表達出了人性的自然人性觀，如：“凡人雖有性，心亡奠志，
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喜怒哀悲之氣，性也”、“性自命
出，命自天降”、“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
心各異，教使然也”、“習也者，有以習其性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
心不遠”、“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節于而也，則猶是也”、
“情生于性，禮生于情，嚴生于禮，敬生于嚴，望生於敬，恥生于望，利生于
恥，廉生于利”等；有的句子則表現出了人性的道德人性觀，又如：“善不
□□□，所善所不善，勢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愛類七，唯性愛
爲近仁”、“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人之性非與止乎其孝”等；有的句子
則只包含了“性”字，但卻並未涉及自然人性觀和道德人性觀，比如：“凡性
爲主，物取之也”、“有性有生者”等。其中，人性的自然人性觀是楚簡中提到
最多的，道德人性觀其次。
由于楚簡是出土文獻，在形式上尙未形成系統，在思想內容上頗片
面，看不出有對人性的系統化之論述，也沒有系統的理論體系。但是，我們
還是可以通過它充分地了解到孔孟之間的人性思想的傳承與影響。春秋戰
國之際儒家學者一邊談到人性的自然性，一邊討論人性的道德性。就是
說，他們將這兩者綜合到了一起。孟子以後，人性論爭以善不善或者善惡的
道德人性觀爲中心展開。在人性論爭的演變過程中，楚簡的人性思想包含
了人性的自然因素，同時也包含著人性的道德因素。所以說，楚簡能作爲孔
子“性近習遠”說和孟子“性善”說的人性思想之間的銜接點。卽郭店楚墓竹
簡是古代人性論發展史上自然人性觀和道德人性觀之間的銜接點。因楚簡
的出土，我們才知道孔子與孟子之間的人性論的演變過程。
■ 投稿日：2018.06.08 / 審查日：2018.06.08-2018.07.09 / 刊載決定日：2018.07.09

儒教文化研究 第30輯 / 2018年 8月

208

參考文獻

陳 立，《白虎通疏證》，吳則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石家莊：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
郭齊勇，〈郭店儒家簡與孟子心性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5期。
郭 沂，〈郭店楚簡《天降大常》(《成之聞之》)篇疏證〉，《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韓 嬰，《韓詩外傳集釋》，許維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胡奇光、方環海，《爾雅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黎翔鳳，《管子校注》，梁運華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4。
李 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李天紅，《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武漢：武漢教育出版社，2002。
李維武，〈《性自命出》的哲學意蘊初探〉，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李澤厚，〈初讀郭店竹簡印象記要〉，《中國哲學》編輯部、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郭店
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梁 濤，〈竹簡《性自命出》的人性論問題〉，《管子學刊》，2002年第1期。
劉 熙，《釋名》，北京：中華書局，1985。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呂紹綱，〈性命說——由孔子到思孟〉，《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
歐陽禎人，〈在摩蕩中弘揚主體——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認識論檢析〉，武漢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8。
孫希旦，《禮記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
王騁珍，《大戴禮記解詁》，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
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
徐 灝，《說文解字注箋》，臺北：廣文書局，1961。
徐元誥，《國語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許 愼，《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揚 雄，《方言》，郭璞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朴永鎭 / 郭店楚墓竹簡之“眚（性）” 字句研究

209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 “Xing” 眚 (性)
in the Excavated Texts at Guodian

BAHK Yeong-Jin

Abstract
The issue of human nature was already discussed a lo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some of the excavated pre-Qin texts also
refer to Confucian views of human na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 “xing”
性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bamboo slips excavated in 1993 in the Chu tombs
at Guodian.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the character “xing” 性 was written as “sheng”
眚, which is a mixture of the two characters, “xing” 姓 and “xing” 性. The character
“xing” 姓 refers to “people” and the character “xing” 性 means “human nature.”
Among them, “xing ” 性 is believed to be given by Heaven and indicate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humans. Confucius claimed that “xing jin xi yuan” 性近習遠 (The nature
of humans is similar, but human accumulated practices cause differences), whereas
Mencius suggested the view of “xing shan” 性善 (Human nature is good).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views, since the former is about natural human nature
and the latter concerns moral human nature. The Chu bamboo slips are understood
as important writings because many of them interpret human nature in natural terms
or in moral terms. By studying the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we can understand clearly the gap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its
relations of transmission. In short, the Chu bamboo slips show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views on human nature from Confucius to Mencius.
Keywords: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slip,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sheng, xing, human nature, Confucian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