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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概念從孔孟到苟子的轉化

陳昭瑛*

提要

不論在東方或西方的美學， I情」都是最核心的概念。西方美學界定「美學」

(aesthetics) 是一門關於感性的學科。中國固無美學之名，但在對於文學藝術的反

省，對自然、歷史、社會等等對象世界的感性把握方面，則有美學之實。情是美

感經驗的主體基礎，是先秦美學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檢視先秦儒家美學

中「情」概念的變化，可以發現苟子的思想突破，亦即到了苟子， I情」概念才

開始取得美學的意義。在《論語》和《孟子》兩書， I情」概念皆指涉「誠

實」、「實情」之意，如《論語﹒子路》中孔子答獎遲: I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朱子釋「情」為「誠實」或許不大貼切， I用情」應該就是用心盡心之

意。《論語﹒子張》中曾子曰: I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很明顯的，此處

的「情」指「實情 J 0 «孟子》中的「情」皆指「實情 J '如「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 J ( <勝文公) )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J ( <離宴) )如「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 J ( <告子) )

苟子論情在兩個層次，一是人性論的層次，一是美學的層次。如「性者，天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 J ( <正名) )此處論情屬於人性論

的層次。「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 J ( <禮論) )則屬美學的層次，且「情」、

「文」對舉更成為中國文學理論中有關「形式與內容」之論述的源頭。

關鍵字:儒學，美學，先秦儒學，先秦美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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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論語》中的「情」

3 、《孟子》中的「情」

四、《茍子》中的「情」

一、前言

「情」在儒家思想中一直沒有被視為核心概念，這與宋明理學以來重理的傳

統有關。作為一個概念， r情」在孔子、孟子的思想中尚未成熟，在苟子的思想

中則得到了旋乾轉坤的巨大發展。本文主旨即在探討「情」概念從孔孟到苟子的

重大改變。

「情」在孔子、孟子思想中主要指涉「實情尸其中包括客觀事物之實情以及

人性本然之實情。苟子繼承這些看法，並加以發展。「情」在苟子思想不僅指涉

今人所理解的 r'情感」、「情緒 J '也指涉崇高人格的精神面貌(如「仁人之

情J) 。苟子對喪禮、祭禮中的「情」、「文」關係的闡述更成為儒家美學中討論

作品之「內容」與「形式」之關係的思想源頭，啟發了劉懿《文心雕龍-情采》

的寫作。可以說儒家美學的基本原理是由苟子奠定的。苟子的情論在儒學史上可

視為一種「美學的突破」。

從來對於茍子的誤解很深，如認為苟子重視的是「禮」的外在形式，從而為

儒家走向法家鋪路。對苟子 r'l育」概念的探索將有助於發現苟子的真面目，從而

打斷儒家與法家及專制獨裁的通路，並為儒學與自由社會的聯繫提供屬於苟學的

資源。

二、《論語》中的「情」

「↑青」在《論語》中共出現兩次，是指「誠實」和「實情」的意思，與我們

現在所理解的作為「感情」、 r'情感」、 r'情緒」的「↑育」是有距離的。這兩處引

文如下:

(1)英遲請學祿，于曰: r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圈，曰: r吾不如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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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遲出，子曰: I小人哉，英須也!上好禮，貝 IJ 氏莫敢不敬;上好義，

則氏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貝 IJ 四方之氏，織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棒! J (<<論語﹒子路»)

(2)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I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J (<<論語﹒子張»)

對於第一條引文，朱注云 I'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朱

熹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何民之「用情」乃相應於「上好信J '而不是相應於「上好

禮」、「上好義」。但參考朱注如何釋「信J '即可略知何以「好信」和「用情」

可以相應。

對《論語﹒學而》中曾子這段話: I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J 朱注云: I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處是以

「實」釋「信」。對孔子說的「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J (<<論語-學而»)朱注

云，: I人不忠信，則是皆無實。」也是以「實」釋「信J '也釋「忠」。朱注亦

云: I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此處又是以「誠」釋「信」。朱

熹以「誠」、「實」釋「信J '在上面的第一條引文中也以「誠實」釋「情」。則

「好信」相應於「用情」是有跡可尋的。並且在這樣的解釋中， I'情」字並非是

客觀的實情，而是「民」的一種主體性的表現，要說是人民的感情上的表現亦無

不可。另一方面， I用情」在此是正面的用法， I情」是正面的涵義。

上面引文中的第二段曾子所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中的「↑青」

則非常明顯的是「實情」、「情況」。連繫於上二旬「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J '

亦可以說此處的「情」是指「民情」。但此處之「民情」是指人民的實際生活狀

況，而不是第一段引文之「民莫敢不用情」的「情J '是指涉人民回報統治者的

心情、態度。也可以這麼說， I民莫敢不用情」的 1'1育」偏向「主體」的態度

(雖然「用情」是對「好信」的回報) ，而「如得其情」的「↑青」是人民的「客觀」

生活的情況。雖然這兩處的「情」不是直接指涉「感情」、「↑青感」、「情緒」。

但「莫敢不用情」的「情」既是偏於主體性，而且是人民對統治者「好信」的回

應，則已經多少有「感惰性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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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子》中的 II情」

《孟子》中的「情」也與現在我們所理解的作為「感情」、「情感」、「↑青緒」

的「↑青」不盡相同。《孟子》中的「情」也大致如《論語》中的「情 J '一方面

指客觀的實情，另一方面指涉人的主體傾向的實然。「情」字在《孟子》中共出

現四次，守|文如下:

(l) r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J (<<孟子﹒膝文公上»)

(2) r聲闖過情，君子恥之。 J (<<孟子﹒離宴上»)

(3) r孟子曰: r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

才之罪也。 J (<<孟子﹒告子上»)

(4)孟子曰: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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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

獸不遠矣。不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J (<<孟子﹒告子上»)

關於第(l)條引文，朱注曰: r孟子言物之不齊，乃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

大小也。」朱熹沒有釋「↑青 J '但看得出「物之情」的「情」是指「物」的實際

情形，即其實然。

關於第(2)條引文，朱注曰: r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J 朱注甚是。「聲聞過情」即指名

實不符、名不副實。孟子在這兩句話之前是以「水」的自然生態來比喻，更可證

明「情」確指「實情」。孟子是這麼說的: r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對這段話，朱注云: r言水有原本，

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貝 IJ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朱注顛倒了

孟子話中「水」和「人」的隱喻關係。由「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中作為連

接詞的「故」字，可知孟子之意是「人」如「水 J '非謂「水」如「人」。即人之

言行如水之有原，才能長久。因為水有本原，故能盈科前進，注入大海，乃是水

的「必然 J '而「人」之有無「實行」並非必然。且隱喻關係多以自然說明人

事，而非相反。如告子之言 r J性猶漏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 J (<<孟子-告子上»)

第(3)條引文中的「乃若其情」則比較複雜，可以指人性之實情，也可指人性之本

然。非如第(1)條引文是指客觀事物的實惰，也非如第 (2)條引文是指涉人的實際行



「情」概念從孔孟到苟子的轉化 29

為。「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的下面是論四端: f側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鍊我也，我

固有之也。」此處朱熹釋「情」為「性之動 J '並言: f人之惰，本但可以為

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亦即朱熹認為此處的「↑青」是川、生情」

之「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貝 IJ釋「情」為「寶山即人性之實，情。

在這段話的脈絡中，不論「情」是指「性情」之「情」或指「實情」之

「情 J '都指涉「我固有之」的「仁、義、禮、智 J '但並不等於「仁、義、禮、

智」本身，亦即依「人性之本然」、「人性之實 'I育 J '人有這四端。若人之四端迷

失，是因為「弗思耳矣」。朱熹釋此句為「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

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朱熹在「不

思」之外自己加了「不求 J '並且在前面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的注

釋中提出「物欲陷溺」為「人之為不善」的理由。先不論此處有無過度詮釋之

嫌，顯然朱熹此處未將 f'l育」聯繫於「欲」。若作為 f'l生之動」的「情」可以為

善，而為不善者乃人之「物欲 J '則「情」確非指「情欲」。但 f'l生之動」是否已

指涉「情感」、「情緒 J ?這之間恐怕還有段距離。朱熹在另一段對四端的注解

中可為證明。

《孟子﹒公孫丑上》有言: f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對這段話，朱注如下: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

者。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

外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

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此處朱熹以「情」釋四端，以「緒」釋「端 J '以 f'性」釋「仁、義、禮、智」。

貝IJ f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J '是說「四端」乃「性」所發的「情」。

此呼應朱熹釋「乃若其|育，則可以為善矣」之「情」為 f'l生之動」。在上引注釋

所謂「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 J '更以「體用」說明 ft生情」的關係，即

「性」為「體 J' f情」為「用 J '亦即「情」是「性體」之「發用」。也可以這麼

說， f情」並不具有實體性，而是一個功能性的、作用性的、關係性的、相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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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第(4)條引文「是豈人之情也哉 ?J 的「情」一樣可作 III生之動」解，也可作

「實情」解。這段話與第(3)條引文是在同一個大段落之中，都論及人之為不善，

都非因天生之才和情，而是由於沒有好好「養J I仁義之心」。孟子接著「是豈人

之情也哉? J 的話指出「養J I仁義之心」與否才是關鍵: I故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

綜合來看，孟子論情的四條引文中，第(l)、 (2)條引文中的「情」指客觀事

物、人事的實情。第(3) 、 (4)條引文中的「↑青」則比較複雜，或釋為「性情」之

「↑青 J '或釋為「實情」之「↑青J '皆可自圓其說。但這四個「↑育」字都未直接指

涉喜怒哀樂等「情感」、 I'情緒J 0 I'I育」概念的重大轉變發生於苟子思想。

四、《苟子》中的「情」

先秦儒學中 III育」概念的轉化發生於苟子的思想。苟子論情保留了《論

語》、《孟子》中兩種「情」的內涵，即實情的「情」和性情的「情」。苟子的轉

化主要表現在他賦予「情」另外兩個內涵，即具有道德主體內涵的「情」以及具

有美學內涵的 III育」。且這兩者都與我們目前所理解的作為「感情」、「情感」、

I'情緒」的「情」有關。

(一)人情與實情

指涉人性之本然、實，惰，或指涉客觀事物之實情的「情J '在《苟子》中多

處出現，如以下的引文:

(1)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苟子﹒不苟»)

(2)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

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

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苟子﹒不苟»)

(3)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恃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

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茍子﹒不苟»)

(4)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貝 IJ 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時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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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盜貨。田仲史緒不如盜也。(<茍子﹒不苟»)

(5)人之情，食欲有為祟，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

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苟于﹒榮辱»)

(6)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貝 IJ 孰不能

容，物不容蟾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茍子﹒榮辱»)

(7)夫妄人曰: r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 J ......妄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註欺也，而於千世之上手!聖人何以不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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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子﹒非相»)

(8)夫人之情，目欲暴色，耳欲巷聲，口欲蒂味，鼻欲巷臭，心欲暴仗，此

五書長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苟子﹒玉霸»)

(9)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英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

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仗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茍子﹒王霸»)

(1的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

則親而敬之，不再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苟子﹒臣

道»)

(11)人之情，雖朵拓，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苟子﹒議兵»)

(12)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

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朵付棄義倍信而天下亂。(<苟子﹒鐘國»)

(13)故錯人而忠天，則失萬物之情。(<苟子﹒天論»)

(14)子宋子曰: r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門。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門也;知

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

(<苟子﹒正論»)

(1日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茶色，耳不欲巷聲，口不欲暴味，鼻不欲暴

臭，形不欲巷俠，此五暴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 r人之情，欲

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暴者而不欲多，譬

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苟子﹒正

論»)

(16)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茍于﹒樂論»)

(1 7)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玉立樂



32 陳日召瑛

之術也。((苟子﹒樂論»)

(的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苟子﹒樂論»)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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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子﹒解蔽»)

仰)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苟子﹒性惡»)

(21)堯問於舜曰: I人情何如? J 舜對曰: I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

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

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J ((苟子﹒性惡»)

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

義也。廉而不劍，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通泣見，情也。((茍

子﹒法行»)

在上述引文中，第(3)條的「長短不飾，以情自竭」的「情 J '第(7)條的「古今異

↑青」、「以情度|育」的 1'1育 J '第(10)條的「其敬一也，其情二也。」的「情 J '第

(1 2)條的「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的「情 J '第(13)條「萬物之情」的 1'1育 J '

第(18)條「窮本極變，樂之情也。」的「情J '第(19)條「疏觀萬物而知其情」的

1'1'青 J '以及第仰條「瑕適拉見，情也。」的「情J '都是指「實，情J '雖然放在各

自的脈絡中，又多少顯現不盡相同的意義。如「古今異情」的「情」指涉社會實

情， I敬一情二」的 I'情」指涉道德情境，而「瑕適拉見，情也」的「↑青」則是

指「玉」的自然生態。其次，由於某些「實↑青」是關於複雜的概念，因此這些

「情」也變得比較複雜，如「義之情」、「樂之情」、「萬物之情J '都不易由客觀

經驗來理解。

其餘為「人情」、「人之情」的 1'1育 J '以及較特別的第(4)條的「仁人之

情」。從中大約可得出幾個結論:

(一)人之情具有普遍性，即人人如此，千人萬人皆如此，如第(2)條的「千人萬

人之情，一一人之情也。」

(二) I人之情」連繫於「欲J '其中包括「感官的欲望J '如第(5)條的「人之

情，食欲有第奈，衣欲有衣繡。」和第(8)條的「夫人之惰，目欲暴色，耳欲暴

聲，口欲暴味， .. .... J '以及「對名利的欲望J '如第(9)條的「人之惰， ......心

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J 及第(21)條的「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J 苟子強調「人情之所

同欲也。 J (第(6)條)這部分的「人之情」容易產生社會的混亂爭奪，所以先王

制禮義加以限制。因此我們看到第自1)條兩位先王堯舜的對話，他們共歎「人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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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美 J '這是一段很具文學性的描寫。

(三) r人之情」也關於好惡，這巴和「情感」、「情緒」的「情」有關，如第

(11)條的「人之情，雖築蹈，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以及第(1 4)條的「然

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悔乎? J

(四) r人之情」也有善之根，如上面所引「人之情J r惡悔J '則可見人之情有

羞惡之心，又如第(16) 、(1 7)條， r人之情」不能沒有音樂。先王作樂旨在教化人

民，貝IJ人之情不能無樂，正說明人之情必然地有接受教化的潛能。

(到第(4)條的「仁人之情」是比較複雜的，此處之「情」亦可作「實情J '如

上述「義之情」、「樂之情」的「情」。但由於有「人」字，將之歸於「人之情」

來考察亦無不可。按這段引文乃在譴責假仁之名以行姑息養奸之實的盜名行徑，

此等人無「仁人」之實，卻盜取「仁人」之名，所以苟子強調「是非仁人之情

也，是姦人將以盜名而畸世者也。」由此亦呼應孔孟之「情J '即 rll育」有時指

人性之本然、實情。只是此處為「仁人之情J '不僅有道德情感的指涉，還應該

指涉崇高人格的精神面貌。

(二) r情」的主體性內涵

在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及「豈人之情也哉。」的話中，已觸

及「情」的「主體面」的內涵。「情」不只是指涉客觀事物的實情，也指涉人的

認識主體、道德主體中屬於「感性」層面的部分。當朱熹釋「乃若其情」的「情」

為「性之動」時，已經指出「情」是道德主體性的一部分。苟子對於這一意義下

的「情」論述尤多，如以下的引文:

(l)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 ......縱情性，安恣雄，禽獸行，不足以合

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

也。忍情性，巷豁利跤，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怠愚眾;是陳仲史緒也。((茍

子﹒非十二子»)

(2)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

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比哉! («苟子﹒儒效»)

(3)行法至堅，好倚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

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茍子﹒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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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
能倚，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倚而才，可謂小儒矣。((茍子﹒儒效»)

(5)彼人之情性也雖朵缸，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茍子﹒王

制»)

(6)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戚焉，夫是之謂天

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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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其天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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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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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是之

謂知夭。((茍于﹒天論»)

(7)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

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I ......苟怠惰偷懦

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

得之矣;一之於情性，貝 1J 兩喪之矣。((苟于﹒禮論»)

(8)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玉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

其樂，而天下順焉。((苟子﹒樂論»)

(9)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 f寺，其情之至也不貳。

((苟子﹒解蔽»)

(1 0)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茍子﹒解蔽»)

的)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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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茍子﹒正名»)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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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苟子﹒

正名»)

(1 3)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

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茍子﹒正名»)

(1 4)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苟子﹒正

名»)

由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苟子的 I'情」概念作為人的主體性的一部分，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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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豐富，且定義很清晰，從中可析論出幾個方面:

1.情與性、心、欲的聯繫:如引文第(1 3)條，建構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從

《苟子》全書看來， I情」最常與 I'性」相連，而成「情 J性」一詞。如第(1)條的

「縱惰性」、第 (4)條的「縱』性↑青」、「忍惰性」和第 (3)條的「以橋(即矯)飾其情

性。」以及第 (7)條的「故人一之於禮義，買 IJ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貝 IJ兩喪之

矣。」在此苟子既然認為道德修養中「禮義」優先於「情性 J '且「情性」是必

須加以「矯飾」的對象，可見「情性」有負面的意義。但苟子對「縱↑青 'I生」、

「忍情性」都不滿意，可見他想取中道而行。由於「情」、門生」常相連，所以有

時 1'1'青」與「情性」互用，如第 (5)條的「彼人之情性也雖築蹈」之 1'1育性」和上

一節第(11)條引文「人之惰，雖築蹈」的「情」相通。而「縱情性 J 的「↑青J性」和

第(1 4)條的「縱其情」的「情」相通。「↑青」與「欲」的關係也定義得很清楚，如

第(1 3)條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說明了

I'性」、「情」、「欲」三者的關係， I情」既為 I'性之質 J '貝 IJ亦是天之所就，即

人之有所受於天者，所以第 (6)條有「天情」之說。「欲」是「情之應 J '貝IJ指出

在「主體」之外、之前，或說在「主體」的對面是有一個「對象」存在的， I應」

字說明一種主客之間的感應， I物」字在此未出現，但在《禮記﹒樂記》出現

了，所謂「感於物而動 J 0 I欲」既是繫於外物而有所動，則不免受外物影響，

於是成了道德修養的對象。此段話未提「心J '但從第(6)條的「心居中虛，以治

五官，夫是之謂天君。」以及(解蔽〉中「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可以確定「心」對|笠、情、欲的主宰地位。由第(9)條引文「心容，其擇也無禁，

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也可看出「情」屬於「心J '或說

「心統情」。

2. 萄子之 r'l育」指涉今人所謂 rll育感」、「情緒J :如第(8)條「夫民有好惡

之情，而無喜怒之應，貝IJ亂。」及第(11)條「↑生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苟子顯

然認為好惡喜怒哀樂之情乃人性之自然，不能滅絕，而必須制禮作樂來教養它。

第(8)條的「先王惡其亂，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以及第(7)條的「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都說明「情」是培養、教養的對象，人的感性生命必須經過

禮樂教化，人才能過一種倫理的生活。只要經過了「養」的功夫，情就沒有害

處。所以在第ω條，苟子強調「↑青」與治亂無關。治亂之關鍵在於「心」。這話

再度強調心對情的主宰作用。

3. 君子之惰，仁人之惰，聖人之情:苟子的「養情」和「孟子」的「養氣」

一樣，都具有成就人格美的作用。養情的最高境界在於成就君子之情、仁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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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聖人之情。在第(2)條，苟子強調君子能有一種氣度，那是「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J '表現為「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

居而樂。」第(10)條的「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更說明了在「聖

人」這一比「君子」更高的位格之中， I欲」、「情」、「理」三者的關係，對聖

人而言情欲是「在理」的，因而其「縱其欲，兼其情」是與第(4 )條和第(14)所說

「縱情性」、「縱其情」的小人不同。上一節引述過的「仁人之情」也可放在這個

脈絡來看。

(三) r至情」與「至文J :美學的突破

苟子情論的最大貢獻在於賦予「情」概念美學的內涵。「↑青」與「文」對舉

的提法，成為中國美學中有關藝術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之討論的思想源

頭。茍子所提出的「情之至」與「文之至」的看法，可以說是先秦儒家在美學上

的突破。苟子從對「禮」的形式與內容的反省出發，從而總結出儒家美學的基本

原理。其相關引文如下:

(1)凡禮，始乎坑，成乎文，終乎悅枝。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茍子﹒禮論»)

(2)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

用相為內外表里，泣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苟子﹒禮論»)

(3)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蟲惡也，不至於舟卉;其立聲樂恬愉

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成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是禮之中流

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故量食

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癖，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

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茍子﹒禮論»)

(4)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 )}IJ 親疏貴賤之節，而不

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是 IJ 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

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苟子﹒禮論»)

(5)得之(指三年之喪)則治，失之貝 IJ 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貝 IJ

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

耳。((茍子﹒禮論»)

(6)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

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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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俗。((茍子﹒禮論»)

〈禮論〉主要論喪禮，因此上述引文中所說之 r'情」皆指「孝子之情 J (見第

(3)條)， r文」皆指喪禮的「禮節文貌 J (見第(6)條)。苟子從孔子的「人而不

仁，如禮何? J 出發，強調「禮」的外在形式( r文 J) 與「禮」的內在感情

( r情J) 之間的關係。在談及「禮」之中 r'!育」與「文」的關係時，苟子總結這

個關係的三個層次為: r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

大一也。 J (第(1)條)最完美的境界是「↑育」與「文」皆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各

自窮盡其全部底蘊，此即「↑育文俱盡」。其次的境界是「↑育文代勝J '即「情」勝

於「文」或「文」勝於「↑青J '用於文學即所謂 r'l育溢乎辭」或「辭溢乎情」之

意。第三個境界是「復情以歸大一J '亦即「有情無文」。但這並不是最下的層

次。最下最低的層次應是「有文無情J '而苟子不論。這說明「有文無情」已完

全違背「禮」的精神，而可以完全不論。此處所見苟子對 r，!育」的重視足以證明

苟子重視「禮」的內容感情甚於「禮」的外在形式。

r'l'青文俱盡」是「至備J '所以此時的「情」是「情之至J' r文」是「文之

至J '如第(5)條引文所示，苟子認為要達到此「至情」、「至文」的境界，三年猶

恐不足: r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一個自孔子至孟子即不斷必

須面對的「三年之喪」的問題，在苟子的理論中得到了最好的辯護。

苟子在辯護「三年之喪」的合理性時主要是從人的內在感情出發，如第(4 )條

所言: r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癒

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這段話反覆出現「稱情而立

文J '足證苟子對「↑青」、「文」關係的重視。「至痛」一詞更說明了「至情」的

內容，孝子喪親之情寧非「至痛」乎?第(6)條的「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也是

〈禮論〉中反覆出現的詞，這也說明苟子對祭禮中屬於「內容」的感情精神層面

最為重視。

其次，在把握 r，!育」、「文」的對應關係時，苟子強調兩者之間的平衡，反

對「情溢乎文」或「文溢乎情J '因這樣將脫離「禮之中流J (第(2) 、 (3)條)。

「禮之中流」為「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里，拉行而雜。 J (第(2)條)這是繼承孔子

美學中的「中和」思想。苟子批評「情過於文」是「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

也J (第(3)條) ，亦即情文兩失。情的中和表現是「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流淫惰

慢;其立哭泣哀威也，不至於隘↑聶傷生。 J (第(3)條) ，這段話更是得孔子「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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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子對喪禮、祭禮中的「情」、「文」概念的闡發至為精闢，置諸先秦美學

更真有開創性，不僅為三年之喪作了極佳辯護，也為儒家美學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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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qing 情 in Xunzi's aesthetics is very productive and deserves a

critical reading. Xunzi 's concept of qing 情 forms an intellectual breakthrough in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of qing 情. In Confucius and Mencius , qing 情 refers only to

reality. By contrast, Xunzi treats qing 情 as emotion and feeling. In doing so, Xunzi

injects the emotional content into the form of Ii 禮 (rituals). In Xunzi's context, two

important concepts qing 情 and wen 文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i

禮. Xunzi 's discours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ing 情 and wen 文 becomes the

origin of the theories 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literary work in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major perspectives of this paper are: (1)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qing 情; (2) how Xunzi's concept of qing 情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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