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荀子的禮和法後王
——以“禮義統類”槪念分析
張 鉉 根1

中文提要

荀子的全部思想, 一言以蔽之曰：“禮”｡ “禮”在荀子政治思想中, 不僅是
他理念構思的中核, 且爲他制度設計的立足點、歸結點｡ 我們從荀子隆禮義、
重知識的“禮義統類”概念而論, 就可知荀子的“後王”觀念本身具有其獨立的特
別的意義存在｡ 荀子致力主張外在的社會規範; 他强調“徵於人”, 所以主張人
性本惡; 又重視“節於今”, 所以主張效法後王｡ 荀子重客觀現實, 他所要“法”的
是可據可證的先王之道, 由於歷時久遠, 所傳不詳, 所以不能夠效法｡ 所能取法
的是後王因制革損益而創發的“禮憲”｡ 這是荀子法後王的時間上的理由｡ 荀
子的統類說, 便是爲發現禮義發展中的共理來提供的｡ “欲知上世, 則審周道”,
“以近知遠, 以一知萬”的說法, 都是按此理由來說法後王的｡ 荀子法後王就是
法周, 要效法的就是周道、周制、周文、周禮｡ 荀子所說法後王, 包含有周代典
章制度意義｡ 時間上的“禮憲”及空間上的“禮義統類”都和周公有關, 荀子所指
的後王並不是文武, 也不是當代君主, 而是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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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在《荀子》一書中言及“先王”者四十九次, 談“後王”者十六次｡1 因此, 不
少學者把荀子的“法先王”和“法後王”相提並論, 在其“先”與“後”的環節上研
究荀子思想, 又稱它爲荀子的歷史意識｡2 李中生提出另一個見解, 說“荀子
既法先王又法後王的學說, 可以概括爲一句話, 即：道法先王, 法法後王｡”3
他們的主張都具有自己的理論根據, 但是我們從荀子隆禮義、重知識的“統
類”概念而論, 就可知荀子的“後王”觀念本身具有其獨立的特別的意義存在｡
先秦儒家把“治世”看作具有完美秩序的狀態｡ 所以在他們的認識論上,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體認充滿秩序的善｡ 儒家人性觀以善的擴充與實現
爲目的, 他們的政治論是以人倫秩序之充分實現爲理想的｡ 孔子稱它爲“仁”｡
孟子側重“仁者愛人”一要義, 而由“推擴”之道達到秩序完美的理想世界｡ 反
之, 荀子側重“克己復禮爲仁”, 以具體可行的外在之“禮”來實現並維持“養人
之欲”、“別親疏貴賤之節”的社會秩序｡ 荀子的全部思想, 一言以蔽之曰：
“禮”｡ “禮”在荀子政治思想中, 不僅是他理念構思的中核, 且爲他制度設計的
立足點、歸結點｡ 今本《荀子》書三十二篇中, 除〈仲尼〉、〈宥坐〉(以下只註篇
名)兩篇外, 大都對禮的問題有所論述, 可見荀子的重禮｡
荀子“隆禮義而殺詩書,”4 致力主張外在的社會規範; 他主張以欲言性,
以人制天, 重視辨合符驗, 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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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徵於人”, 所以主張人性本惡; “節於今”,
所以主張效法後王｡ 荀子當時, 國家的神秘色彩正在逐漸退步,6 他自己的理
想君主並非從神秘的先代聖王中找來, 而是要從後世君王中找來｡

二、荀子禮的意義、範圍及起源
荀子書中, 所習用的慣語是“禮義”, 處處禮與義連稱, 禮以義爲其本質｡
禮雖爲聖人制作, 但有其依據, 有其客觀的制作原則“義”, 故荀子曰：“天下
1
2

3
4
5
6

《四部叢刊初編》本《荀子》(http://ctext.org/xunzi/)｡
廖名春, 〈論荀子的“法後王”說〉, 頁54-58; 東方朔, 〈“先王之道”與“法後王”——荀子思想中的
歷史意識〉, 頁45-54; 萬國崔, 〈荀子之“法先王”與“法後王”新論〉, 頁117-120; 徐克謙, 〈荀子的
“先王” “後王”說與辯證道統觀〉, 頁79-83等皆是｡
李中生, 《荀子校詁叢稿》, 頁64｡
《荀子》, 〈儒效〉｡ 詩書之義, 由人之內部主體而發, 孟子重內聖, 亦善言詩書｡ 但荀子重外王,
不重內部主體, 所以“隆禮義而殺詩書｡”殺是貶抑｡ 韋政通, 《荀子與古代哲學》, 頁5-9｡
《荀子》, 〈性惡〉｡
陳長琦, 《中國古代國家與政治》, 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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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 義爲本”,7 “以義制事｡”8 禮與義實爲一事之表裏｡ 陳大齊說：“禮與義
有著同樣的功用”, 實有根據,9 荀子書中大部分“義”字, 也可以“禮”替代進去｡

1、禮的意義
《說文解字》釋“禮”謂：“禮,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 人示人豊, 豊亦聲｡”
《說文》又云：“豊, 行禮之器也, 人豆象形｡ 讀與禮同｡”由此而觀, “禮”在中國的
上古社會中, 是一種宗教祭祀的崇拜儀式｡ 上古人且以此宗教活動爲推動人民
生活的主要力量, 故“禮”慢慢變爲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規範, 終成爲中國傳統文
化思想中的主軸觀念｡10
在沒有成文法之社會中, 生活規範的效果, 可以說和拘束人民行爲的法
典作用無所區別, 中國古代的“禮”卽是｡ 至於周公以宗法制度建立封建組織
的社會, 以制禮作樂來維繫封建秩序, 禮樂便成爲外在的制度形式｡ 孔子從周,
崇周公, 重人文, 禮也隨之成爲儒家思想的中心槪念｡ 孔子之道, 雖以仁爲本,
然未嘗不崇禮, 《論語》中“禮”字出現共七十五次｡11 徐復觀以爲論語中所言的
禮有三種意含：一是隨順已有的禮俗; 一是擴大本系宗教性的儀節於日常生
活中; 一是由禮之本而更新禮的意義和精神｡12 孔子之功在擴大禮之範圍而
加深其意義, 使之成爲正民治國之要術｡ 然孔子言禮, 大都以“仁”爲其基本出
發點, 對禮之內容只提擧凡要而未作詳細的陳述｡
荀子則不然, 荀子書對禮的內容陳述的即精又詳｡ 《荀子》三十二篇中,
“禮”字出現三百四十三次｡13 他的禮不僅含有上述各種意義, 且擴大其義,
使之落實而成爲具體可行的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制度｡ 卽是說, 荀子一
《荀子》, 〈彊國〉｡
《荀子》, 〈君子〉｡
9 關於禮與義連言的問題, 勞思光, 《牟著荀學大略讀後感》說：“禮依義而成, 故荀子乃說禮義
之統｡ ”此說是把義說成禮的依據, 其實荀子說禮義之統, 是要就“禮”與“義”而言其統, 並不包
含禮之依據的問題｡ 羅倬漢, 《禮與社會倫紀》說：“因禮之見於外爲禮義, 後復寫爲禮儀——古
義、儀俱從我聲｡ ”在文字學上義儀雖通, 但儀是指繁文縟節, 繁卽不免於雜, 而荀子是要卽義
而彰其統, 義是統之義, 統與繁雜不相容｡ 陳大齊, 《荀子學說》, 1989說：“有著同樣功能的, 當
然不一定是異名同實, 亦可能是異名異實, 自不得因此遽予論定謂禮卽是義｡ 但禮與義即有著
同樣的功用, 則在功用的觀點上, 無庸爲之細加分別｡ ”此說“禮與義有著同樣的功用”是對的,
但仍未說出禮義何以必連稱之故｡ 韋政通, 《荀子與古代哲學》, 頁6-7｡ 韋先生的結論是, 荀子
曰“以國齊義”(〈王霸〉), “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 ”(〈彊國〉)卽荀子書凡言“義”者,
莫非“禮”義, 許多提到“義”字的地方, 都可以“禮”代進去, 而意義完全一樣, 故〈大略〉篇卽逕說
“義, 禮也, 故行｡ ”
10 現代所謂的“禮”也包括儀文與生活規範兩種意義｡ 蕭公權分之爲廣狹二義, 他說：“考諸古
籍, 春秋時人之論禮, 含有廣狹之二義｡ 狹義指禮之儀文形式, 廣義指一切典章制度｡ ”蕭公
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 頁100｡
11 《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論語注疏》(http://ctext.org/analects/zh)｡ 陳飛龍, 〈孔孟荀三家禮之
比較〉, 頁112｡
12 徐復觀,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頁160｡
13 按《四部叢刊初編》本《荀子》(http://ctext.org/xunzi/zh)｡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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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禮爲立人處世的基本要件, 認爲禮是一切人生規範的總稱, 又一面賦之
以新潁的意義, 認爲禮是一切治國制度的準繩｡ 曾春海亦分禮之意義爲三
種, 說：“一爲宇宙萬物所資以生成變化的自然法, 是禮的極至｡ 一爲明分使
群(富國)、安邦定國的人爲法, 以及規範人倫行爲的道德法｡”14 惟因荀子政
治意識特重, 故其中人爲法、制度義特強｡

2、禮的範圍
如上所述, 荀子所說的禮, 其範圍下自個人立身處世之道, 上至治理國
家之道, 無不涵攝｡ 他的禮不但兼具禮貌、儀文及制度形式之義, 亦且涵蓋
應付自然法之義｡
先就個人立身處世而言, 禮爲一般人所資以遵循的正身工具, 荀子曰：
禮者, 所以正身也, 師者, 所以正禮也｡ 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爲
是也? 禮然而然, 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 則是知若師也｡15
禮者, 人道之極也｡ 然而不法禮, 不足禮, 謂之無方之民; 法禮, 足禮,
謂之有方之士｡16
今人之化師法, 積文學, 道禮義者爲君子; 縱性情, 安恣睢, 而違禮義
者爲小人｡17

禮、師皆成爲人在日常的人倫關係中, 個人言行所當依照修習的合理
典範, 也是個人在人類社會的群居生活中, 所資以取法的言行方向｡ 觀其言
論, 在次序上似乎覺得“尊師”爲先, “隆禮”次之｡ 然而荀子的中心觀念, 畢竟
是在“禮”字上的, 故曰：“禮者, 人道之極也｡”18
其次, 就治國之道而言, 禮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上是治國的規範｡
荀子云：
禮者, 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也｡19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 而善臧其餘｡ 節用以禮, 裕民以政｡…… 而或以
無禮節用之, 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 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20
農分田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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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摠方而議, 則天子共己而已矣｡ 出若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
莫不治辨, 是百王之所同也, 而禮法之大分也｡21
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 治者強, 亂者弱, 是強弱之本也｡22
禮義生而制法度｡2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曾春海, 〈荀子思想中的統類與禮法〉, 頁77｡
《荀子》, 〈修身〉｡
《荀子》, 〈禮論〉｡
《荀子》, 〈性惡〉｡
《荀子》, 〈禮論〉｡
《荀子》, 〈勸學〉｡
《荀子》, 〈富國〉｡
《荀子》, 〈王霸〉｡
《荀子》, 〈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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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 荀子的禮在政治經濟上成爲規劃社會職類分工, 調節社會機
能, 維繫人民生計以及建構國家體制的客觀形式依據, 在法律上成爲一切典
律的準據, 在軍事上成爲強國之本, 故謂之“法之大本, 類之綱紀｡”
其次, 就自然法則而言, 禮是應付或處理自然現象時所應採取的方法,
荀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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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爲下則順, 以爲上則明, 萬[物]變[而]不亂, 貳之
則喪也｡ 禮豈不至矣哉!24

荀子此言, 殆謂自然現象之不能爲害, 生産事業之所以充分發達, 亦莫
非由於人之能實行禮義｡ 荀子在《天論》中說：“天有其時, 地有其財, 人有其
治”, 而極力肯定人的作爲能力及人治的價値, 與此段記載足以互相輝映｡ 如
此, 荀子連自然法則也攝入於禮的範圍之內, 將禮的範圍更加擴展了｡
由上而觀, 荀子禮之範圍至爲廣大, 統括人生及自然、社會及政治一切規
範, 正如他所言：“故人無禮則不生, 事無禮則不成, 國家無禮則不寧｡”25 其
中, 荀子特別重視的是社會、政治、經濟諸制度, 故有時把“禮”稱爲“禮憲”｡26
有了禮憲, 方能治國, 故禮是正國之具｡

3、禮之起源
荀子言性, 以爲“人之性惡, 其善者僞也｡”27 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疾惡,
有聲色之好, 有耳目之欲, 卽人之耳、目、口、鼻、形體等五官無不有欲｡ 如
此, 人乃多欲的動物, 必將有師法然後正, 得禮義而後治｡ 故荀子論禮之所
起, 乃以其欲望論爲出發點｡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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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於物, 物必不屈於欲｡ 兩者相持
而長,是禮之所起也｡28

此段記載所言禮的起源,29 我們可從兩方面探索之; 一則“先王惡其亂”
而制禮義, 二則爲了欲與物“相持而長”而起禮義｡
23
24
25
26
27
28
29

《荀子》, 〈性惡〉｡
《荀子》, 〈禮論〉｡
《荀子》, 〈修身〉｡
《荀子》, 〈勸學〉｡
《荀子》, 〈性惡〉｡
《荀子》, 〈禮論〉｡
關於荀子之前禮、樂名字與意義上之起源問題, 羅倬漢分析得極爲詳切｡ 羅倬漢, 〈論禮樂之
起源〉, 頁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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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 亦可謂禮義之源在於“平亂”的要求｡ 此與墨子論國家起源時之立
場相似｡30 墨子早已有社會觀念, 肯定國家社會的秩序優先於個人需求, 以
爲由於人懷私欲以相爭相害, 不得不建立政治權力以作統御｡31 荀子受其影
響, 據“人之欲求”立說以釋禮義之起, 亦以爲“人生而有欲”, 有求遂“不能不
爭”, 故必須制禮義法度以節之, 使人服從一定秩序｡ 於是禮義之起源乃歸於
平亂息爭之要求｡32 故荀子又曰：
勢位齊, 而欲惡同, 物不能澹則必爭; 爭則必亂, 亂則窮矣｡ 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 使有貧富貴賤之等, 足以相兼臨者, 是養天下之本也｡33
夫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 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然則從人之欲, 則勢不能
容, 物不能贍也｡ 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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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會資源有限, 而人欲無窮, 對於同物, 多有“同欲”, 如是必爭且亂｡ 惟
荀子以爲人之有欲乃天生使然, 欲不能去, 亦不當去, 吾人應積極制禮義以
養人之欲, 使欲之所求適可而止, 如此, 物資足供人之所需, 不至因奢侈消耗
而陷於枯竭, 兩者斟酌配合, “使欲不窮於物, 物必不屈於欲”, 如此則生活無
虞, 社會安定｡
至於禮所由出之根本, 荀子提出三項, 曰：
禮有三本：天地者, 生之本也; 先祖者, 類之本也; 君師者, 治之本也｡
無天地, 惡生? 無先祖, 惡出? 無君師, 惡治? 三者偏亡, 焉無安人｡ 故
禮, 上事天, 下事地, 尊先祖, 而隆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35

天地是生長萬物的, 先祖是生育人類的, 君師是治理國家、教化人民的,
若無天地則無萬物, 無先祖則無人類, 無君師則無政教｡ 此三者爲人類生命
之基本, 人當感激尊敬, 故對天地祖先, 制禮以祭祀致誠; 對君師, 制禮以恭
敬順從｡ 此三者不僅爲禮之最初根本, 亦爲制禮之依據, 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故云：“三者偏亡焉, 無安人｡ ” “安”則指政治上的安寧而言｡
荀子之所以重禮, 是因爲禮可爲“經國定分”,36 因此對禮之所由起與所
由出問題的探索, 不從歷史的觀點去追索, 而直接從人的自然情欲和先王之
求治而尋覓之｡
30
31
32
33
34
35
36

墨家論社會起源, 有極精到之處, 墨子以爲國家由人民同意所造成, 他說：“君臣萌, 通約也｡
”(《墨子》, 〈經上〉)此語近似於西方民約論｡ 墨家在世界上最初達到社會存在的觀念｡
《墨子》, 〈尚同〉｡
不過, 荀子從物的方面觀察, 以爲非組織社會無以劑物之不贍; 墨子從心的方面觀察, 以爲
非組織社會無以齊義之不同｡ 梁啓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 頁126-127｡
《荀子》, 〈王制〉｡
《荀子》, 〈榮辱〉｡
《荀子》, 〈禮論〉｡
《荀子》, 〈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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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義之統與法後王
荀子以爲“古今一也｡ 類不悖, 雖久同理｡”37 因此, 他提出“道貫”的主張｡
“百王之無變, 足以爲道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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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畸則不可爲,
匿則大惑｡”38 荀子以爲今猶古, 良法美制適用於往昔者, 必可適用於今日, 所以
說：“百王之無變, 足以爲道貫｡ ”正是由於道有其貫, 所以可以從後王之道來窺
見百王之道, 他說：“百王之道, 後王是也｡ 君子審後王之道, 而論百王之前, 若
端拜而議｡ 推禮義之統, 分是非之分, 總天下之要, 治海內之眾, 若使一人｡ 故操
彌約, 而事彌大｡ 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也｡”39 按荀子的本意, “道貫”是指禮義
之統｡ “禮義之統”一語, 就是整個荀子思想學說的大旨, 但在荀子書中, 卻少見
此語, 而多以“統類”代稱｡ 荀子說：“學者以聖王爲師, 法其法, 以求其統類｡”40
在荀子政治思想結構中, “統類”和禮義、聖王之間有極其重要的關係｡ 荀子大
大發揮禮義之治, 在此禮義發展中的共理便是“統類”｡
“統類”是荀子獨發的槪念, 也可以單獨稱爲“統”或“類”｡ 單獨說“統”, 多
半是表達具體條貫的實事; 單獨說“類”, 多半是表達事物依存的理則; 合實
事與理則爲一, 通稱“統類”, 遂成至高無上的客觀實存之標誌｡ 就分析“道
貫”和“統類”, “道”或“統”是累代聖王經緯天下的大原大則或基本精神, “貫”
或“類”是這個大原大則或基本精神的推類及運用｡41 熊公哲說：“案荀子所
謂類, 其用要在濟法教之所不及, 聞見之所未至｡ 然或言倫類, 或言統類｡ 大
抵就禮法言, 則曰倫類, 或簡言曰類｡ 就聖王言, 則曰統類, 或簡言曰統｡ 此
其辨也｡”42 筆者很同意熊先生的看法, 是因爲荀子的“統”乃聖王具體的政治
的正統性(legitimacy), 荀子的“類”乃其政治運作的原理(principle)｡
荀子所說“禮義之統”43、“仁義之統”44、“禮樂之統”45 的“統”, 大槪都是
指聖王治理國家的綱紀或統領來說的｡46 荀子說：“君子者, 天地之參也, 萬
物之摠也, 民之父母也｡ 無君子, 則天地不理, 禮義無統, 上無君師, 下無父
子, 夫是之謂至亂｡”47 “若夫忠信端慤, 而不害傷, 則無接而不然, 是仁人之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荀子》, 〈非相〉｡
《荀子》, 〈天論〉｡
《荀子》, 〈不苟〉｡
《荀子》, 〈解蔽〉｡
沈成添, 〈荀子的禮治思想〉, 頁33｡ 他認爲“道貫”與“統類”是類似槪念｡
熊公哲, 《荀卿學案》, 頁27｡
《荀子》, 〈不苟〉｡
《荀子》, 〈榮辱〉｡
《荀子》, 〈樂論〉｡
荀子書中的“統”字可有多種意義, 韋政通分之爲四種：① 統字作綱紀解, ② 統字作本字解,
③ 統字作領字解, ④ 統字作治字解｡ 韋政通, 《荀子與古代哲學》, 頁16｡
《荀子》, 〈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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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也｡ 忠信以爲質, 端慤以爲統, 禮義以爲文, 倫類以爲理, 喘而言, 臑而動,
而一可以爲法則｡”48 在荀子眼裏, 禮義是政治的綱紀, 所以“無統”則“至亂”,
“一統類”才能治理｡ 聖人“總方略, 齊言行, 一統類｡”49 禮義之所以能說統,
其關鍵實在先知“類”, 因爲“禮者, 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也｡”50 “法之大分”說
的是其義, “類之綱紀”說的是其統, 都是指治國綱紀之推類、運用來說的｡
牟宗三說：“惟理可以統可以貫｡ 故云：‘類不悖, 雖久同理｡’51又云：
‘有法者以法行, 無法則以類舉｡’52 每一類有其成類之理｡ 理卽成類之根據｡
握其理, 則可以通｡ ‘法教之所不及, 聞見之所未至’,53 皆可以類通｡ 以類通,
卽以同類之理通｡”54 牟先生說的很有道理｡ 知類的話, 自然可以明統, 所以
荀子曾以統類連言, 說“知統類”、“一統類”等｡
在《荀子》書中, 使用“類”字的地方非常多, 有六十二次｡55 其意義每每
不同,56 其中和荀子政治思想有關的：一爲與統類相連稱者, 卽把類看作治
理國家的綱紀, 二爲與“法”相對而言之“類”, 卽把類看作治法所依存的理則｡
就前者來講, 荀子說：“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57 唐代楊倞的註釋
說：“統類, 綱紀也｡”楊氏並沒有區別“統”和“類”｡ 其實, 統和類都是從其理
來構成的綱紀, 都有治理國家秩序的意義｡ 荀子說：“倚物怪變, 所未嘗聞
也, 卒然起一方, 則舉統類而應之, 無所疑作｡”58 “多言則文而類, 終日議其
所以, 言之千舉萬變, 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59
其次, 荀子把“類”字與“法”字對言｡ “法”意味著人所可能或必須循持的
“法則度量” “文制典憲”, 僅次於禮｡ 不過, “類”是原則性的, 先於禮｡ “有法者
以法行, 無法者以類舉｡ 以其本知其末, 以其左知其右, 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
慶賞刑罰, 統類而後應; 政教習俗, 相順而後行｡”60 所以“類”比“法”要深一層,
深藏於法的裏層而不容易見面, 就是“法教之所不及, 聞見之所未至”者｡61 荀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荀子》, 〈臣道〉｡
《荀子》, 〈非十二子〉｡
《荀子》, 〈勸學〉｡
《荀子》, 〈非相〉｡
《荀子》, 〈王制〉｡
《荀子》, 〈儒效〉｡
牟宗三, 《荀學大略》, 頁4｡
兪仁環說五十九次, 他正由此“類”字透視荀子的政治思想, 他對“類”字的解釋富有獨到之
處, 可供參考｡ 兪仁環, 《從類字透視荀子政治思想之體系》, 頁30-39｡ 近按《四部叢刊初編》
本《荀子》(http://ctext.org/xunzi/)改爲六十二次｡
就如“統”字一樣, 韋政通亦把“類”字之義分爲四種：① 類亦作綱紀解, ② 類作種類解, ③ 類
作比類解, ④ 類作法字解｡ 韋政通, 《荀子與古代哲學》, 頁17-18｡
《荀子》, 〈儒效〉｡
《荀子》, 〈儒效〉｡
《荀子》, 〈性惡〉｡
《荀子》, 〈大略〉｡
《荀子》, 〈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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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人無法, 則倀倀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 則渠渠然; 依乎法, 而又深其類,
然後溫溫然｡”62 “故學者以聖王爲師, 案以聖王之制爲法,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
以務象效其人｡ 向是而務, 士也; 類是而幾, 君子也; 知之, 聖人也｡”63
“統類”就是一切事類所依據的共理, 也是歷代聖王經緯天下之大原大
則, 亦卽是先王禮法的原理原則｡ 由百王累積之法度, 統而一之, 連而貫之,
綜而成爲禮義之統, 正因爲如此, 統類或禮義之統始可稱之謂“道”｡ 聖人“知
通統類”, 所以能“舉統類”以應萬變｡ 能應萬變, 所以足以爲百姓師表｡ 可見
荀子法後王的主旨在於推行先王聖人的“禮義之統”｡

四、崇先王而法後王
先秦諸子立論時, 多半托付於古人,64 先王論就是其中之一｡ 在戰國君
主專制政治的條件下, 一般是不能直接對君主加以品評, 於是諸子借“先王
之道”或“先王之法”爲自己的理論張目｡65 先王思想實際是向當時君主提出
了一般性的, 同時也是一種高標準的要求｡ 就此政治思想的普遍立場來講,
荀子所說先王及後王的意義不僅互相類似, 也具有同樣的功能｡
孔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66 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67 孔孟上宗
堯舜, 下及文武, 素尊先王之道, 然並沒有提及“後王”此名詞, 只有荀子大力
主唱後王說, 建立一套獨特的歷史觀以及政治論｡ 其實, 荀子也經常說“法先
王”, 査看他的全部著作, 說先王多於稱述後王｡ 例如：“不聞先王之遺言, 不
知學問之大也｡”68 “先王之道, 忠臣孝子之極也｡”69 在基本出發點上荀子和
孔孟不同｡ 孟子主性善, 所以要由“推擴”其善而達到先王之道; 荀子主性惡,
所以要由“節制”達到後王之道｡ 荀子大力主唱客觀外在的禮治, 所以其所謂
“儒者法先王, 隆禮義”70 的“先王”, 顯然與孟子“遵先王之法”71 的“先王”意
義不同｡72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荀子》, 〈修身〉｡
《荀子》, 〈解蔽〉｡
黃建中, 〈中國古代哲學之起源與發展〉, 頁1｡
先秦諸子諸派中, 只有法家反對借古喩今, 而主張變古, 目的是爲了強化君主專制｡ 卽使如
此, 法家中的一些人物也不免有擡出先王來, 如商鞅卽有稱頌先王治國之道, 他說：“古之明
君, 錯法而民無邪, 舉事而材自練, 行賞而兵強, 此三者治之本也｡”(《商君書》, 〈錯法〉)又
云：“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 先王所以爲保也｡”(《商君書》, 〈禁使〉)
《中庸》｡
《孟子》, 〈滕文公上〉｡
《荀子》, 〈勸學〉｡
《荀子》, 〈禮論〉｡
《荀子》, 〈儒效〉｡
《孟子》, 〈離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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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說：“凡言不合先王, 不順禮義, 謂之奸言; 雖辯, 君子不聽｡ 法先
王, 順禮義, 黨學者, 然而不好言, 不樂言, 則必非誠士也｡”73 “故先王明禮義
以一之, 致忠信以愛之, 尚賢使能以次之｡”74 “故先王案爲之立文, 尊尊親親
之義至矣｡”75 可見荀子的所以效法先王, 就是因爲先王“明禮義”而“立文”,
並不著眼於先王內聖的功夫｡ 不僅如此, 先王即“審禮”而行, 動無不當, 又能
“善善惡惡”, 所以先王可稱謂“積僞”的聖王, 也就是審禮治法的外王｡ 荀子
說：“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
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 敬而不鞏, 貧窮而不約, 富貴而不驕, 並遇變
態而不窮, 審之禮也｡”76 “夫尚賢使能, 賞有功, 罰有罪, 非獨一人爲之也, 彼
先王之道也, 一人之本也, 善善惡惡之應也, 治必由之, 古今一也｡”77
“隆禮義”是荀子所透顯的治國方向, 其崇先王也可以說是爲“禮義之
統”作準備的｡ “統”則指累代聖王經緯天下的大原大則或基本精神而言｡ 先
王“統禮義”、“舉統類而應之”, 所以能“疏觀萬物而知其情, 參稽治亂而通其
度｡”78 荀子說：“法先王, 統禮義, 一制度; 以淺持博, 以古持今, 以一持萬;
苟仁義之類也, 雖在鳥獸之中, 若別白黑; 倚物怪變, 所未嘗聞也, 所未嘗見
也, 卒然起一方, 則舉統類而應之, 無所擬作; 張法而度之, 則俺然若合符
節：是大儒者也｡”79
能夠舉其統類, 才能開始應變｡ 〈王制〉有說：“舉措應變而不窮, 夫是
之謂有原, 是王者之人也｡”〈非十二子〉又說：“宗原應變, 曲得其宜, 如是然
後聖人也｡” “原”卽指統類, “有原” “宗原”卽是所謂知通禮義之統｡ 先王知通
禮義之統, 所以“舉措應變而不窮｡ ”荀子所說的先王, 實與後王意義相近｡ 荀
子曾批評子思、孟子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80 又指責俗儒說：“逢衣
淺帶, 解果其冠,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 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 不
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 然而不知惡; 其言議談說已
無所以異於墨子矣, 然而明不能別;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得委積足
以揜其口, 則揚揚如也; 隨其長子, 事其便辟, 舉其上客, 億然若終身之虜而
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8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不忍人之
政就是仁政, 卽愛民之政, 也就是內聖外王的王道｡
《荀子》, 〈非相〉｡
《荀子》, 〈富國〉｡
《荀子》, 〈禮論〉｡
《荀子》, 〈君道〉｡
《荀子》, 〈強國〉｡
《荀子》, 〈解蔽〉｡
《荀子》, 〈儒效〉｡
《荀子》, 〈非十二子〉｡
《荀子》, 〈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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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指責的, 不是法先王本身, 而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其著重
點則在“不知其統”｡ 荀子心目中的先王, 實在是一位能知統類、篤行外王之
政治家, 那政治家必須以禮爲其經緯蹊徑｡ “原先王, 本仁義, 則禮正其經緯
蹊徑也｡”82 先王無不“審禮” “明禮義” “立文”, 就是其治道無不由禮, 這也就
是荀子後王論所包含的主要意義｡

五、法後王的理由
那麽, 荀子爲什麽法後王? 所謂“後王”是誰? 荀子重客觀現實, 他所要
“法”的是可據可證的先王之道, 由於歷時久遠, 所傳不詳, 所以不能夠效法｡
所能取法的是後王因制革損益而創發的“禮憲”｡ 這是荀子法後王的時間上
的理由｡83 他說:“妄人者, 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也, 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聖人
何以不可欺? 曰：聖人者, 以己度者也｡ 故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類度類,
以說度功, 以道觀盡, 古今一[度]也｡ 類不悖, 雖久同理, 故鄉乎邪曲而不迷,
觀乎雜物而不惑, 以此度之｡ 五帝之外無傳人, 非無賢人也, 久故也｡ 五帝之
中無傳政, 非無善政也, 久故也｡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無善政也,
久故也｡ 傳者久則論略, 近則論詳; 略則舉大, 詳則舉小｡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
其詳, 聞其[詳]小而不知其大也｡ 是以文久而滅, 節族久而絶｡”84
“門庭之間”的事情亦不可盡信, 何況是遠在千百年之事呢! 而且“文久而
滅, 節族久而絶”, 雖欲取遠古之法度, 皆早經滅絶, 亦無可取法了｡ 如此, 先王
離今太遠, 禮之儀文年久而息, 禮之細節時久而變, 所以先王之法不能相信,
也無從效法｡ 不過, 後王承先王之道, 因時制宜, 代有改革, 其所損所益, 總以
應變不窮, 所以要實行先王之道, 只好取法後王｡
荀子法後王的理由, 或許本於孔子｡ 孔子說過：“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
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吾能徵之矣｡”85 夏
殷禮之不足徵, 就是因爲時間過的太久｡ “文獻不足”和荀子所說的“文久而
滅, 節族久而絶”二句, 意義相近｡ 堯舜時代已經久遠, 遺留下來的文獻太過
簡單, 不足爲憑, 夏殷兩代文獻, 也沒有完備的紀錄可供參考｡ 荀子雖說：
“言[道德]政治之求, 不下於安存; 言誌意之求, 不下於士; 言道德之求, 不二
後王｡ 道過三代謂之蕩,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86 “蕩”是說廣漠久遠而難知,
夏、殷也是蕩, 所以說：“禹湯有傳政, 不若周之察也｡ ”孔子說：“周監於二

82
83
84
85
86

《荀子》, 〈勸學〉｡
陳大齊稱此理由爲消極理由｡ 陳大齊, 《荀子學說》, 頁208｡
《荀子》, 〈非相〉｡
《論語》, 〈八佾〉｡
《荀子》, 〈儒效〉｡

200

儒教文化研究 第28輯 / 2017年 8月

代, 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87 由此觀之, 荀子主法後王, 正合乎孔子“從周”之
義｡88 所以孔子和荀子言及治道, 每次必須以周文爲據｡ 惟孔子則“祖述堯
舜, 憲章文武”而兼“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89 然荀子則單主“齊之以禮”, 卻崇
先王而“法”後王｡
荀子法後王, 又有空間上的理由｡ 歷史古今有其多樣性, 但也有普遍法
則[共理]存在｡ 荀子的統類說, 便是爲發現禮義發展中的共理來提供的｡ “欲
知上世, 則審周道”, “以近知遠, 以一知萬”的說法, 都是按此理由來說法後王
的｡ 荀子說：“欲觀千歲, 則數今日; 欲知億萬, 則審一二; 欲知上世, 則審周
道; 欲審周道, 則審其人, 所貴君子｡ 故曰：以近知遠, 以一知萬, 以微知明,
此之謂也｡”90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 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彼
眾人者, 愚而無說, 陋而無度者也｡ 其所見焉, 猶可欺也, 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 故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類度類, 以說度功, 以道觀盡, 古今一[度]也｡
類不悖, 雖久同理｡”91 古今雖異情, 治亂雖異道, 然而異情異道之中, 必有其
普遍共理存在｡ “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類度類”, 正是從“合內外, 通人我”之
“度”的智能上來申言後王之良法美行的, 所以說：“以道觀盡, 古今一也｡ ”
戰國時期, 法家“變古”的歷史觀非常流行, 他們接受當時政治現實, 在
現實社會的環境裏追求治亂方策, 因此, 反對一切“法古”或託古者, 而主張
變古｡92 他們說：“聖人不法古, 不修今｡ 法古則後於時, 修今則塞於勢｡ 周
不法商, 夏不法虞, 三代異勢, 而皆可以王｡ 故興王有道, 而持之異理｡”93 是
以聖人不期循古, 不法常行, 論世之事, 因爲之備｡…… 今欲以先王之政, 治
當世之民, 皆守株之類也｡”94
荀子不同意“世異則事異, 事異則備變”95 的說法, 他把那些主張古今異
情、治亂異道者看做“妄人”｡ 荀子的法後王, 言古而必節今, 知遠而必以近,
後王在人的縱貫關係中, 具有貫通古今的普遍性, 所以說：“古今一道”, 這
就是孔子“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96 的意思｡97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論語》, 〈八佾〉｡
荀子雖與孔子同主“從周”, 但其所從者復不同｡ 孔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禮記‧中庸》),
其“從周”的重點在於“憲章文武”｡ 反之, 荀子主張“從周”, 其重點不在“憲章文武”, 而在法後
王｡ 沈成添, 〈荀子的禮治思想〉, 頁31｡
《論語》, 〈爲政〉｡
《荀子》, 〈非相〉｡
《荀子》, 〈非相〉｡
張鉉根, 〈論商鞅的軍國主義教育觀〉, 頁69-70｡
《商君書》, 〈開塞〉｡
《韓非子》, 〈五蠹〉｡
《韓非子》, 〈五蠹〉｡
《論語》, 〈爲政〉｡
荀子是由今世推知往古, 是往上推; 孔子說“百世可知”, 則是往下推, 其方向有所不同｡ 蔡仁
厚, 《孔孟荀哲學》, 頁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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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法後王, 又有後王本身的積極理由｡ 荀子隆禮義, 力求可據可證的
道理, 那就是燦然明備的周制, 所以荀子主張效法今世“天下之君”｡ 他說:“故
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也｡ 天地始者, 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 後王是也｡ 君
子審後王之道, 而論百王之前, 若端拜而議｡”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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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先王之法, 經過後王的所加, 變得更美, 更切合當前的需要; 而且後王之
法是積累先代聖王知慮而成, 藏有前代善美的法度遺跡, 所以燦然大備｡ 因後
代法度是損益前代法度而集百王來大成的, 所以說：“百王之道, 後王是也｡”
此外, 荀子主張法後王, 還有一種直接的理由, 是因爲當時有一些“俗儒”
藉著先王的名號, 騙取衣食而“亂世術”, 荀子以爲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
知法後王”的緣故｡ 他說：“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 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
一制度, 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 忽先王以欺
愚者而求衣食焉; 得委積足以拾其口, 則揚揚如也;…… 是俗儒者也｡”100
戰國時代, 百家學說互相競爭, 所謂“俗儒”者, 雖然滿口贊揚先王之道,
但並不體認其大義, 泥古而不通今, 不能述後王之美而有所建白, 不能應時
需而立制度｡ 他們冒充儒者的名義, 反而借先王的言說, “以欺愚者而求衣
食”｡ 這都是誣先王而亂儒的敗類, 所以荀子排斥他們, 稱爲俗儒｡ 反之, “雅
儒”者, “法後王, 一制度, 隆禮義而殺詩書, 其言行已有大法矣｡”101

六、結論：法後王就是法周公
荀子即法後王又崇先王, 他認識中的先王後王並無本質上的差異, 而只
有“詳”、“略”的區別｡ 先王之所以“略”, 只是因爲代遠年湮, 已失去時效｡ 荀
子不主張效法先王, 並不是因爲先王不可效法, 而是“不詳”的緣故｡ 換言之,
荀子所要效法的是詳而適合時宜的, 而不是略而不足徵明的｡ 堯舜“能化性,
能起僞”102, 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103, 他們都是先王聖人, 足以典範後
世, 我們可以從中采取治道的大原大則｡ 可惜“傳者久則論略, 近則論詳”, 所
以雖“禹湯有傳政, 不若周之察也” “欲知上世, 則審周道｡”104 這表明荀子法
後王就是法周, 要效法的就是周道、周制、周文、周禮｡ 荀子所說法後王, 包
含有周代典章制度意義｡105
《荀子》, 〈不苟〉｡
《荀子》, 〈非相〉｡
100 《荀子》, 〈儒效〉｡
101 《荀子》, 〈儒效〉｡
102 《荀子》, 〈性惡〉｡
103 《荀子》, 〈强國〉｡
104 《荀子》, 〈非相〉｡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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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 他所說的後王是誰呢? 我們觀察《荀子‧非相》的註釋, 大多加註者
都以文武解釋後王, 如唐代楊倞說：“後王, 近時之王也｡”淸代王念孫說：
“後王指文武而言｡”淸代劉臺拱說：“後王, 謂文武也, 楊註非｡”不過, 我想荀
子所謂的後王並不是指周之文武, 而是指制禮作樂的周公｡ 文武二王忙於征
伐 ,106 並沒有創造任何典章制度, 周王朝的法度實際創造於周公｡ 周公改制
甚多, 改原始國家而爲封建國家, “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107 且建宗法制度
而“天下厭然猶一也｡”108 文武並沒有荀子所要求的可據可徵之道, 只有周公
才有｡ “欲知上世, 則審周道; 欲審周道, 則審其人, 所貴君子｡”109 孔子也有
這種想法, 他雖“憲章文武”, 但所要憲章的就是周公的典章制度, 所以孔子
所謂的“從周”, 也可以說是從周公｡110
再者, 荀子說過：“彼後王者, 天下之君｡”111 這是說, 歷史發展到周朝,
開始出現初次一統天下的局面, 這局面的維繫是由於禮制的凝結, 而此禮制
是由於創禮作樂之周公而起, 荀子的主張每必以周禮爲據, 他效法周公是必
然事情｡ 然而周公未曾爲王, 荀子何故稱他爲後王? 據《史記》, 武王崩, 太子
成王立, 成王少, 周公乃攝行政, 行政七年, 成王長, 周公反政成王｡112 這證明
周公攝行政事七年之中, 固曾南面, 而不就群臣之列｡ 《史記》又載：“周公之
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 以朝諸侯, 及七年後, 還政成王, 北面就臣位｡”113 裴駰
《集解》曰：“鄭玄曰周公攝王位, 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 天子周公也｡”114
可見, 周公確實攝過王位｡ 荀子更詳細地記綠周公攝政期間的偉業, 而極讚
其爲“大儒”, 他說：“大儒之效：武王崩, 成王幼,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以屬
天下, 惡天下之倍周也｡ 履天下之籍, 聽天下之斷, 偃然如固有之, 而天下不
稱貪焉｡ 殺管叔, 虛殷國, 而天下不稱淚焉｡ 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 而天下不稱偏焉｡ 教誨開導成王, 使諭於道, 而能揜跡於文武｡ 周
公歸周, 反籍於成王, 而天下不輟事周; 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天子也者, 不
可以少當也, 不可以假攝爲也; 能則天下歸之, 不能則天下去之, 是以周公屏
成王而及武王,……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君臣易位而
非不順也｡ 因天下之和, 遂文武之業, 明主枝之義, 抑亦變化矣, 天下厭然猶
一也｡ 非聖人莫之能焉｡ 夫是之謂大儒之效｡”115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孔繁, 《荀子評傳》, 頁40｡
史書記載, 文王忙於征服近隣部落, 所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二; 武王忙於伐紂, 即代殷而有天
下, 不數年卽行崩御｡
《荀子》, 〈儒效〉｡
《荀子》, 〈儒效〉｡
《荀子》, 〈非相〉｡
所以有些學者進一步說, 孔子也是法後王者｡ 周紹賢, 《荀子要義》, 頁108-110｡
《荀子》, 〈非相〉｡
《史記》, 〈周本紀〉｡
《史記》, 〈魯周公世家〉｡
《史記》, 〈魯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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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時間上的“禮憲”及空間上的“禮義統類”都和周公有關, 荀子
所指的後王並不是文武, 而是周公｡ 楊倞註釋說：“後王, 近時之主也｡”116
有些人以此說明荀子的後王是指當世的君王, 但今觀荀子書, 全然不是｡ 荀
子嘗斥責當世的君主, 說：“今君人者, 急逐樂而緩其國, 豈不過甚矣哉!”117
〈宥坐〉更大聲批評當世君主都是“亂其教, 繁其刑”的禍首｡ 在〈議兵〉中, 雖
然對秦國有過好的評價, 但又多次評擊秦不講仁義, 只不過是強國暴兵｡ 由
此觀之, 荀子的後王不能爲當時君主, 而爲周公｡118 周公制禮作樂, 荀子發
揚而光大之｡
■ 投稿日：2017.04.24 / 審查日：2017.05.02-2017.05.30 / 刊載決定日：2017.05.30

115
116
117
118

《荀子》, 〈儒效〉｡
《荀子》, 〈非相〉｡
《荀子》, 〈王霸〉｡
劉澤華說, 儒家推崇周公的主要理由是：他們即是聖臣, 又堪爲聖王, 集最優秀的君與最優
秀的臣這雙重品格於一身｡ 劉澤華, 《中國的王權主義》, 頁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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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unzi’s Ritual and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An Analysis of the Idea “A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Ritual” (liyi tonglei 禮義統類)

CHANG Hyun Guen

Abstract
Xunzi’s 荀子 all ideas can be synthesized into a single word, “ritual” (li 禮).
Through Xunzi’s concept of “a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ritual” (liyi tonglei 禮義統類),
which reveres ritual and emphasizes knowledge, we can find the concept of “the
Later King” (hou wang 後王) to have independent, special meaning. Xunzi insisted
on external social norms all the way. By emphasizing “verification through people’s
lives,” he asserted that human nature is essentially evil; by focusing on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present,” he asserted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What
Xunzi, who puts stress on objectivity and reality, tried “to follow” ( fa 法) was
the way of the Earlier Kings (xian wang 先王). However, he could not follow
the way as it was because it was too old and had not been transmitted in detail.
Only “the constitution of ritual” (lixian 禮憲) can be followed after the Later King’s
institutional reform. This is the temporal reason that Xunzi asserted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Xunzi’s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ritual” was to find common principles
out of ritual’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opinions such as “See the far things
through the close; see ten thousand things through one thing” were the bases to
explain the concept of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in other words, “following Zhou
周.” Zhou’s way, institution, culture, and ritual should be follow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cept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ritual” and “a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ritual” were all relevant to Duke of Zhou. The Later King who Xunzi referred
to was not King Wen, nor King Wu, nor the lord of those days, but Zhougong.
Keywords: Xunzi 荀子, the constitution of ritual (lixian 禮憲), a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ritual (liyi tonglei 禮義統類),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Zhougong 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