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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雄《荀子簡釋》載錄 

高亨《荀子眉箋》稿本鈎沉  

伍亭因  

提 要 本文首次探討梁啟雄《荀子簡釋》引用高亨〈荀子眉箋〉稿本之情況。

高氏其後增刪修改其荀學考證成果，先發表於學報，再輯錄於個人學術著作之中。

本文比較高氏著作各種版本之異同，發現九則高氏最早期之荀學研究成果僅見於

《簡釋》，梳理其實，為之鈎沉，望補足前輩學者關於荀學研究未及注意之處。 

關鍵詞 梁啟雄 荀子簡釋 高亨 荀子眉箋 荀子新箋 荀學 

一、緒言 

梁啟雄（1900-1965）《荀子簡釋》（下稱《簡釋》）嘗參用高亨荀學之考

證成果，其所載高亨（1900-1986）說出自〈荀子眉箋〉之稿本（下稱稿本〈眉

箋〉），屬於高氏早年對荀學之見解。其後，高氏一直增刪修訂，草成〈荀子

新箋〉（下稱〈新箋〉），先發表於《山東大學學報》，再收錄於個人著述《諸

子新箋》之中。準此，高氏荀學研究成果存有三種版本。細勘諸本，即見不下

二十則《簡釋》本高說與〈新箋〉相合，且往往《簡釋》本略而〈新箋〉詳。

此或源於梁氏參用高說之時，嘗作刪節；又或高氏於稿本〈眉箋〉之上，略作

增潤修飾，終成今日所見之〈新箋〉。其中，本文發現九則僅見於《簡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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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說，欲梳理其實，為之鈎沉，望補足前輩學者關於荀學研究未及注意之處。 

二、梁啟雄《荀子簡釋》之編撰緣起及價值 

梁啟雄，字述任，為梁啟超（1873-1929）異母弟。梁啟雄以荀學研究最為

傑出，今傳著作有《荀子柬釋》（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荀子簡釋》

（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又見論文〈《荀子樂論篇》淺析〉及〈荀子

思想述評〉兩篇。  

《荀子》一書嚮稱難讀，迄至民國（1911-1949），梁啟雄則挾以增補清代

王先謙（1842-1917）《荀子集解》（下稱《集解》）之名，普及《荀書》之旨，

據《集解》為底本，再揀選《集解》未及取錄之晚清學者、民國學者、日本漢

學家之解說，編成《荀子簡釋》（舊版則稱作《荀子柬釋》，又名《荀子約

注》）。 考究其實，《簡釋》確係民國時首本通盤為《荀子》全書作注解，配

以新式標點，間及白話翻譯，並兼民國與日人學者荀學研究成果之力作。 

早至 1925 年，葉紹鈞（1894-1988）《荀子》選取荀子思想學說最為重要

之篇章，同以清代王先謙《集解》校注作底本，偶取清儒及久保愛（1759-1835）

《荀子增註》之見，擇善而從，不標明注釋出處，俾便後學減省時力以認識《荀

子》。 尤須重視，葉氏著作之出現，隱含著《集解》體例過於繁瑣之意。民國

                                                        

 梁啟雄：〈《荀子樂論篇》淺解〉，《音樂研究》第 3 期（1958 年），頁 51-58。梁啟雄：

〈荀子思想述評〉，《哲學研究》第 4 期（1963 年），頁 48-63。 

 《荀子約注》之名最早見於楊樹達著作之中，疑為《荀子柬釋》付梓以前之最初書名。楊樹

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五〈梁季雄君《荀子約注》序〉云：「余因得日侍先生（筆者

案：梁啟超）有所請益，又以是得識介弟季雄君。一日君出所為《荀子約注》示余，命余校

正。」見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53。

又《積微翁回憶錄》於 1929 年 5 月 23 日記曰：「撰梁啟雄《荀子約注》序。」1935 年 10

月 10 日記云：「改訂十八年所撰梁啟雄《荀子約注》序。」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

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04，105。據考，臺灣世界書局先後

於 1958 年、1962 年及 1964 年印刷新版《荀子簡釋》，三書皆名為《荀子約注》，未知命名

之由。詳參梁叔任：《荀子約注》，臺北：世界書局，1958 年。梁叔任：《荀子約注》，臺

北：世界書局，1962 年。梁叔任：《荀子約注》，臺北：世界書局，1966 年。 

 葉紹鈞：《荀子》，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九年

排印本影印，1977 年），第 3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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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提倡整理國故，目的旨在校注古籍，普及傳統文化。是故，古籍原典之整

理，著重提供普及讀本。此後 1936年出版之梁啟雄《簡釋》，其實亦係承接上

述學風。《簡釋》一書，尤重「簡易」、「簡明」、「簡要」之意。其〈述例〉

第一點說明曾經參考多家校注作訓釋之據，廣徵博引，每多節錄，提要鈎玄。

梁啟雄〈自敍〉亦謂《簡釋》注解特色在於「集先儒《荀子》校釋之總成績，

擷其菁英，芟其穢蕪」，從唐代楊倞至民國初年《荀書》校釋成果之中，「削

繁就簡，擇善而從」。  

回溯 1929年，楊樹達（1885-1956）預先為 1936年付梓之《簡釋》撰序，

認為此書廣徵博引，擇善而從，詳略得宜，嘉惠來哲；並稱許「其引誘後學之

意，可謂至哉！」楊氏又感近世當代之學者實有普及先哲傳世典籍之責，推許

《簡釋》乃係當時普及傳世古書之先導者。其後 1934年，高亨亦為《簡釋》作

序，認為《簡釋》於前賢舊訓，近儒解說，擇善而從，去蕪存菁；其於名物訓

詁，章句義理，精審有據，通古人之旨，啟後學之思。楊、高二氏，極力褒揚

《簡釋》之善，無一貶抑之辭，可見此書當時享負盛名。  

                                                        

 詳參〈重印敍言〉，見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 

 「本書以《荀子集解》為底本，更益集王懋竑、王紹蘭、俞樾、（《荀子詩說》）、孫詒讓、

陶鴻慶、劉師培、楊樹達、高亨、劉念親、鍾泰、于省吾、日儒久保愛、豬飼彥博、物茂卿、

岡本保孝、兼山、冢田虎、古屋鬲、桃源藏、太宰純諸家之校釋，在此異說紛如之中，汰蕪

摭精，俾便瀏覽。如欲求詳，請檢閱各家原著。」見《荀子簡釋》，頁 11。 

 《荀子簡釋》，頁 10。 

 〈楊序〉云：「《荀子》一書，固嘗經前吾邑先輩王葵園先生所整理者也。君取其書，覆為

審校，益以王氏所漏采及近儒之說，旁及日本諸學者所為書。博觀約取，其善者存之，不當

者屏之；其先儒所未備，則自下己見。大抵精而能約，簡而不陋。吾知初學者得此，必欣然

卒讀，決不至望洋而歎，中卷而廢也。不惟於普及之益甚大，亦於深造有資焉。抑今世之需

此類書也甚急，顧未有創為之者，然則君先導之功又不可沒矣。」見《荀子簡釋》，頁 7-8。 

 高序云：「揚搉論之，梁氏此書，厥有四善：諸家校釋，《集解》所有，柬善而取，摭其菁

英，汰其麤蕪，簡而不疎， 而僉當；有去考去纇之功，無忘筌忘蹏之過；一也。《集解》

所無，窮蒐備列；洵王書之補遺，亦《荀子》之詁苑；眾詮胥具，不勞旁尋；寀裁攸加，獨

抒菿見；二也。《荀子》正文，塙乎譌者正之，竄者迻之，挩者益之，衍者刪之，作畫識於

字側，注原文於句下，因而詞理貫達，誦之繹然；三也。增訓翔密；言有依據；名物制度，

悉為考稽；大義微言，多所宣發；足以鬯哲人之奧恉，瀹讀者之濬思；四也。故梁氏此書，

固初學之所棘求，亦鴻彥之所必取，其將風行海宇，嘉惠士林，亨敢抉其必然也。」見《荀

子簡釋》，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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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啟雄《荀子簡釋》與高亨之關係 

高亨嘗為 1936年《荀子柬釋》（下稱《柬釋》、舊版《柬釋》）作序云：

「自民國十四年搦翰屬稿，已八載於茲矣。十八年春亨與梁氏同客瀋陽，旬日

必相見，相見必論《荀子》，如是者三載。二十年秋國難猝作，亨與梁氏，同

蒞燕都，亦旬日必相見，相見必論《荀子》，如是者又二載。梁氏以亨嗜周秦

諸子書，復以校讎之役相屬。故梁氏此書亨讀之最早，知之最深，欽服之最篤，

望其付梓亦最切也。」 可見高氏與梁啟雄私交甚篤，且自 1929 年始，二人每

十日一見，相見必論《荀子》，如是者，共歷四、五載。高氏對《柬釋》之作，

評價甚高，極其佩服，尤盼此書雕印發行。 

梁氏嘗於〈采輯諸家書目〉提及「高亨〈荀子眉箋〉（稿本）」，可見梁

氏確有參用高氏校釋《荀書》之研究成果，並稱之為〈荀子眉箋〉。 高氏就

此事則云：「〈荀子新箋〉於 1932年寫成。當時梁啟雄先生在著《荀子柬釋》，

曾借觀拙稿，選錄了若干條，編入《柬釋》中。以後我也有些增補。1957年略

予刪修，登載在《山東大學學報》第九期。」 顯然可知，稿本〈眉箋〉成於

1932年，高氏其後一直增刪修訂，終於 1957年發表於學術期刊（下稱學報本），

並訂名為〈荀子新箋〉（下稱〈新箋〉）。迨至 1961年，〈荀子新箋〉則連同

高氏其他子書研究成果，結集成《諸子新箋》書（下稱排印本）。由此可見，

稿本〈眉箋〉與學報本及排印本〈新箋〉，即便存有異同，其實不足為奇。 

尋舊版《柬釋》及 1956年《荀子簡釋》（下稱《簡釋》、新版《簡釋》）

所引高說，與學報本及排印本〈新箋〉細加比較，並作統計，列表如下：  

                                                        

 舊版〈高序〉見梁啟雄：《荀子柬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1。新版見《荀

子簡釋》，頁 5。 

 新版見《荀子簡釋》，頁 13。舊版見《荀子柬釋》，頁 1。謹案：「〈荀子眉箋〉」一名，

暫僅見於梁啟雄著作之中。所謂「眉箋」之意，是否即於《荀子》原文書眉（亦稱「天頭」）

之上，書寫校注考證之文？如是者，高亨借予梁啟雄之書稿，是否原載於《荀子》之中？惜

暫未見高亨原稿，難以遽下定論。惟高氏著作必有稿本，無容置疑。 

 據高亨：《高亨著作集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6 卷，頁 4。 

 學報本據高亨：〈荀子新箋〉，《山東大學學報》第 1 期，1957 年，頁 1-24。排印本據高亨：

《諸子新箋》，收入董治安：《高亨著作集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6

卷。新、舊版《荀子簡釋》正文及注解，分別據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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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名 學報本 排印本 《簡釋》 《柬釋》 

1. 〈勸學〉 3 3 2 2 

2. 〈修身〉 2 2 0 0 

3. 〈不苟〉 2 2 1 1 

4. 〈榮辱〉 3 3 1 1 

5. 〈非相〉  7 7 8 8 

6. 〈非十二子〉 4 4 0 0 

7. 〈仲尼〉 2 2 0 0 

8. 〈儒效〉 5 5 0 0 

9. 〈王制〉 4 4 3 4 

10. 〈富國〉 4 4 1 1 

11. 〈王霸〉 1 1 1 1 

12. 〈君道〉 4 4 2 2 

13. 〈臣道〉 1 1 0 0 

14. 〈致士〉 1 1 0 0 

15. 〈議兵〉 4 4 2 2 

16. 〈彊國〉 3 3 3 3 

17. 〈天論〉 2 2 1 1 

18. 〈正論〉 5 5 2 2 

19. 〈禮論〉 9 9 1 1 

20. 〈樂論〉 1 1 1 1 

21. 〈解蔽〉 8 8 4 6 

22. 〈正名〉 6 6 2 2 

23. 〈性惡〉 0 0 0 0 

24. 〈君子〉 1 1 0 0 

25. 〈成相〉 1 1 0 0 

26. 〈賦〉 1 1 0 0 

27. 〈大略〉 6 6 0 0 

28. 〈宥坐〉 1 1 0 0 

29. 〈子道〉 1 1 0 0 

30. 〈法行〉 0 0 0 0 

31. 〈哀公〉 1 1 0 0 

32. 〈堯問〉 1 1 0 0 

  94 94 35 38 

                                                                                                                                         

1983 年；梁啟雄：《荀子柬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凡本文引錄上述著作，除個

別出注者，悉隨文出注，引文後括號內載該段引文之頁次。 

 新、舊版《簡釋》於此篇嘗析《新箋》一則校釋之內容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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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表可見，學報本及排印本〈新箋〉共有九十四條校釋。至若新、舊版《簡

釋》所引高說，分別有三十五及三十八則，即知新版《簡釋》嘗刪削舊版《柬

釋》所錄高說之條目。誠然，凡兩本重合之高說，文字大多一致。故本文所引

《簡釋》原文及其參用之高說，主要以新版《簡釋》為本；然而僅見於舊版《柬

釋》之條目，即隨文標明出處作例（下統稱新、舊版《簡釋》所引高說重合之

例為《簡釋》本）。又《簡釋》本高說，有與〈新箋〉相合者，不下二十則；

而有關重合之高說，其於學報本及排印本〈新箋〉之文字幾乎完全一致。 故

本文所引〈新箋〉之說即據學報本為主。至若學報本與排印本存有異文而別具

討論價值者，即隨文標明，並加以析述。至若本文檢得九則高說僅見於《簡釋》

本，此等蓋係稿本〈眉箋〉原載之校釋成果，其不見於〈新箋〉，自是有助研

究高氏於民國時期之荀學觀點及其轉變，本文將考析如下。 

四、梁啟雄《荀子簡釋》載錄 

高亨《荀子眉箋》稿本輯考 

《簡釋》明言「高曰」以標舉高亨解說，然而不見於〈新箋〉者，共有九

例。 據《高亨著作集林》各書所收錄之序言，高氏絕大部分著作皆刊印或始

撰於 1936年以後，亦即晚於舊版《柬釋》刊印之時。由是推論，僅見於新、舊

版《簡釋》之高說，其出現於高氏其他著作之可能性較低；換言之，此九例較

有可能係〈新箋〉之原稿，亦即梁啟雄所謂「〈荀子眉箋〉（稿本）」。茲析

論如下： 

                                                        

 學報本與排印本存有異文，不容忽視。舉〈天論〉「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條為例，

排印本云：「與，猶『如』也。『物畜』疑當作『畜物』，轉寫誤倒。裁，無由誤為『制』，

疑本作『財』或『材』，『財』、『制』楷字相似，『材』、『制』篆文相似，故誤。〈非

十二子〉、〈儒效〉、〈王制〉諸篇並云『財萬物』，楊注：『「財」與「裁」同。』〈富

國篇〉『材萬物』，楊注『「材」與「裁」同』。此文亦同。『思』與『財』或『材』諧韻。」

見《高亨著作集林》第 6 卷，頁 163。謹案：排印本較期刊本多出「『思』與『財』或『材』

諧韻」一語，當係高氏後期增補。期刊本見〈荀子新箋〉，頁 13。 

 據本文研究所得，暫不見《簡釋》引錄前賢解說而誤記其名，故本文認為此九例當係出自高

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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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勸學〉：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注文： 高曰：神，即《孟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之「神」。（頁 2） 

案：此注僅見於《簡釋》本，《荀子彙校彙注》引錄於「梁釋」條下，並

據《簡釋》稱之「高曰」，可為一證。 考高說認為《孟子》「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之「神」可與〈勸學〉相參，蓋因《孟子》先後提及「化」、「神」

二字，而其意與〈勸學〉之文似暗合。檢董治安云：「荀子所謂之『神』，〔……〕

或指一種主觀的修養境界，如〈不苟〉：『神則能化矣。』〈致士〉：『誠信

如神。』本篇『神莫大於化道』之『神』用此義。《孟子‧盡心下》：『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荀子》此處可以相參。」 董氏所

言，有與高說相合之處，可資互參；藉此亦有助推敲高氏立論之由。惟此則解

說不見於〈新箋〉，蓋高氏後期認為舊說欠穩，故刪之矣。 

                                                        

 董治安、鄭杰文：《荀子彙校彙注》（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35，注 7。此書引用

高說主要參考齊魯書社 1980 年增訂重印本《諸子新箋》，惟從其據《簡釋》引錄高說，即可

知編者亦意會《簡釋》本與〈新箋〉有別。見《荀子彙校彙注》，頁 30。 

 《荀子彙校彙注》，頁 35，注 7。考日儒朝川鼎嘗云：「先君曰：化道謂化於道也。〈不苟

篇〉『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儒效篇〉『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

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

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議兵篇〉『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正名篇〉『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

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

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成相篇〉『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

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與此合攷，可以見『神』與『化』之義矣。」見〔日〕

朝川鼎：《荀子述》，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昭和

八年排印本影印，1977 年），第 47 冊，頁 5-6，總頁 5-6。謹案：朝川鼎即以《荀書》先後

提及「神」、「化」之文，據之為本證，藉此顯示二字之釋義及其關係。有關「神」字之釋

義，又可參駱瑞鶴云：「《荀子》言神，謂臻於仁義誠信極善之境者，非所謂神智。神，神

妙也。〔……〕〈不苟篇〉：『誠信生神。』人能誠信，則無往而不善。〈儒效篇〉：『曷

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此則《荀書》『神』字義也。故〈不苟篇〉云：『唯仁之為

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

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化道，謂化於道，言為道所化也。〔……〕化道而入於神，是

無禍矣。」見駱瑞鶴：《荀子補正》（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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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相〉： 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注文： 高曰：「善惡」當為「美惡」，字之誤也。「美惡」，猶言「妍媸」。

下文曰：「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又曰：「差長短、辨

美惡」，並作「美惡」；是其證矣。（頁 47） 

案：此注僅見於《簡釋》本。 梁氏引高說認為「善惡」當作「美惡」，

解猶「妍媸」，即「美好醜惡」義。高氏其實據下文兩言「美惡」為證，說可

參。包遵信云： 

「善」即「美」也。《呂氏春秋‧古樂》：「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善，美。」

《荀書》亦多以「善」、「美」通用。〈樂論〉：「唱和有應，善惡形

象。」「善惡」即「美惡」，謂樂聲之美與惡也。又以「美善」連詞。

〈哀公〉：「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美善」，《韓詩外傳》作

「美著」，是「善」可訓「美」之又一證。  

包氏非議高說，認為「善」可讀如字，即「美」義，並引《呂氏春秋》高誘《注》

為證。考《說文》云：「美，甘也。〔……〕『美』與『善』同意。」 又考

《國語‧晉語》云：「彼將惡始而美終。」又云：「夫人美於中。」韋昭並注

云：「美，善也。」 此等訓「美」為「善」之例，可補包說之未備。雖然包

氏讀如字即通荀文，惟高氏之見亦未嘗無理。此則高說僅見於《簡釋》本，或

高氏後來認為讀「善」如字即可，故揚棄此說而不錄於〈新箋〉。 

                                                        

 此例之推論，主要受廖名春先生之啟發。詳參廖名春：〈20 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

究〉，《邯鄲學院學報》第 4 期（2007 年），頁 26-27。 

 疑《荀子彙校彙注》欠收此則高亨說，見《荀子彙校彙注》，頁 148，注 5。 

 此則乃非議《簡釋》本高說。見包遵信：〈讀荀子札記〉（上），《文史》第 5 輯（1978 年），

頁 20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卷四上，頁 35b，總

頁 146。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6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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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相〉： 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注文： 高曰：「左」借為「 」。《說文》：「 ， 手也。」隸變

作「 」，「長 」謂左手長也。（頁 48） 

案：此注僅見於《簡釋》本，《荀子彙校彙注》引錄於「梁釋」條下，並

據《簡釋》稱之「高曰」，此係一證。 梁氏引高說，認為「左」借作「 」，

即左手。考段玉裁於《說文》「 ，左手也」條下云：「『左』，今之『佐』

字。〈左部〉曰：『左， 手相左也。』是也。」又於「左， 手相左也」條

下云：「『左』者，今之『佐』字。《說文》無『佐』也。『 』者，今之『左』

字。〈 部〉曰：『左手也。』」 可見「 」即今之「左」字。考「 」、

「左」古音同屬精母歌部，雙聲疊韻，音同義通，王力認為二字乃同源詞。 高

說可通。誠然〈新箋〉不錄此則注解，未知何故刪之。 

4. 

〈富國〉： 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 

注文： 高曰：塞固，謂其邊塞固也。（頁 131） 

案：梁氏據高氏隨文釋「塞固」之意。此說僅見於《簡釋》本，《荀子彙

校彙注》亦錄謂「梁釋引高箋」。 其實高氏之見，乃望文生訓，未切荀意。

                                                        

 《荀子彙校彙注》，頁 148，注 8。 

 《說文解字注》，卷三下，頁 20a，總頁 116；卷五上，頁 24a，總頁 20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 49。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頁 441-442。楊倞云：「長左，左腳長也。」見〔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

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三，頁 73。謹案：楊說雖通，然不及高說言之有

據。帆足萬里云：「長左，左手長也。」見帆足萬里：《荀子標註》，載《無求備齋荀子集

成》（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昭和二年排印本影印，1977 年），第 49 冊，卷三，頁 401，

總頁 9。謹案：高說與之近同。又，劉師培云：「突禿，蓋與『突鬢』同，猶言短髮也。長

左，非指腳言，言其髮既短，而左額之髮又特長，故『長左』者，亦指髮而言，謂其髮長短

不均也。」見劉師培：《荀子補釋》，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北：成文出

版社據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影印，1977 年），第 36 冊，頁 11a-b，總頁 25-26。謹案：劉說

雖通，惟恐推論太過。 

 《荀子彙校彙注》，頁 339，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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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陶鴻慶云： 

「道」讀為「導」，「塞」謂遏止之也，皆承上言之。上文云：「若是，

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正言導民之善者易，而塞

民之邪者固。韓愈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也。楊注云「其所充塞

民心者固」，非也。  

陶氏是以荀文為證，釋「塞」為「遏止」義，蓋與「道」字對文，其說信是。

再考上文云：「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

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 可知荀卿

強調教化當先行於懲誅法令，亦即陶氏所云「導民之善者易，而塞民之邪者

固」之意，故上述荀文可佐證陶說是也。高氏後期刪去己見，蓋意會舊說猶有

未安矣。 

5. 

〈君道〉： 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 

注文： 高曰：「阿」，借為「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老

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古本「阿」亦作「呵」。「呵」即

「訶」之異文。此「阿」、「訶」通用之證。又按：《廣雅‧釋詁》：

「阿，衺也。」《楚辭‧逢紛》：「行叩誠而不阿兮。」注：「阿，

曲也。」《呂氏春秋‧長見》：「阿鄭君之心。」注：「阿，從也。」

蓋衺曲以從人謂之阿，此處解為斯義亦通。（頁 161） 

案：高說僅見於《簡釋》本，《荀子彙校彙注》收錄謂「梁釋引高箋」，

                                                        

 陶鴻慶：《讀諸子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32。謹案：韓愈說見〈原道〉

之文。又楊倞注見《荀子集解》，卷六，頁 191。 

 鍾泰云：「『塞』者，杜塞。『塞』與『道』對。『道』者，導之使行。『塞』者，杜之使

不行。《管子》屢言『決塞』，《商君書》有〈開塞篇〉。『決塞』、『開塞』、『道塞』

一也。注非是。又案：〈君道篇〉曰：『公道達而私門塞。』『塞』與『達』對，達，通也。

則『塞』之義可知也。」見鍾泰：《荀註訂補》，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

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影印，1977 年），第 36 冊，頁 68，總頁 76。謹案：

鍾說可資與陶氏之見相參。 

 《荀子集解》，卷六，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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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一證。 高氏認為「阿」借作「訶」，並據《說文》解謂「大言而怒」，

蓋猶苛責之意。考古音，「阿」屬影母歌部，「呵」、「訶」同屬曉母歌部，

影曉鄰紐，同部疊韻，音近義通。 高說可通。其實高氏並存讀「阿」如字一

說，由是據《廣雅》、《楚辭》王逸《注》及《呂氏春秋》高誘《注》推論，

解作「衺曲以從人」之意，說亦通。若讀如字可通文意，注解亦當以此為準；

且讀「阿」如字，文意自顯，不注亦可。高氏蓋因此由，捨棄舊說而不錄於〈新

箋〉。 

6. 

〈彊國〉：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 

注文： 高曰：沮，借為「阻」。（頁 211） 

案：高說僅載於《簡釋》本。 高氏僅言「沮」借作「阻」，無有解說。梁氏

則於此說之下引《詩‧巧言》毛《傳》云：「沮，止也。」 考古音，「阻」

屬莊母魚部，「沮」屬從母魚部，莊從準旁紐，同部疊韻，音近義通。王力認

為二字於「阻止」義項上乃係同源詞。 其實讀「沮」如字，訓作「阻止」義，

於古不乏用例。 可知荀文讀如字，文意自顯。蓋因此由，高氏刪去舊說，故

〈新箋〉未錄此條。 

7. 

〈彊國〉： 天下之宗室也。 

注文： 高曰：「室」，當為「宔」，字之誤也。《說文》：「宔，宗廟

宔祏。」宗尊祖廟也。凡言「宗主」皆當作「宗宔」。桀紂天下

                                                        

 《荀子彙校彙注》，頁 408，注 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 21，26。 

 疑《荀子彙校彙注》欠收此則高亨說，詳見《荀子彙校彙注》，頁 515，注 14。 

 舊版《柬釋》則見梁啟雄以己識出注，亦訓「沮」為「止」，惟並無引錄字書、舊注為證。

《荀子柬釋》，頁 216。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 162，184。詳參《同源字典》，頁 165。 

 《詩‧雲漢》云：「旱既太甚，則不可沮。」毛《傳》：「沮，止也。」《詩‧小旻》云：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鄭《箋》：「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云：「穆行之

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高誘《注》：「沮，止也。」《戰國策‧齊一》云：

「故人非之不為沮」，高誘《注》：「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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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君，故曰：「下 之宗宔也。」（頁 213） 

案：高說僅見於《簡釋》本，《荀子彙校彙注》亦錄謂「梁釋引高箋」。

考高氏認為「室」當作「宔」，亦即「主」字，蓋形近而訛；並據《說文》解

「宗室」作「宗廟宔祏」，意謂宗尊祖廟。考荀文云：「夫桀、紂，聖王之後

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 意謂桀、紂皆為

聖王之後代，且其家世持有天下，二人所擁之權勢、地位，本係天下宗主之繼

承者。準此，高說可通。惟考王先謙云：「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其實讀「室」如字，亦通荀文。或係此故，〈新箋〉揚棄舊說，不復考辨。 

8. 

〈樂論〉： 鼓大麗。 

注文： 高曰：「麗」，讀為「離」。《廣雅‧釋詁》：「離，遠也。」

鼓大麗，言鼓音大而遠也。（頁 282） 

案：高說僅見於《簡釋》本。 尋高氏讀「麗」作「離」，引《廣雅》訓

為「遠」義。考《文選‧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李善《注》云：「『離』與『麗』古字通。」 再考《廣雅》「離，麗也」條

下王念孫云： 

「離」，為「附麗」之「麗」。〔……〕《彖傳》云：「離，麗也。」

《象傳》云：「明兩作離。」《曲禮》「離坐離立」，鄭《注》云：「離，

兩也。」桓二年《公羊傳》「離不言會」，何休《注》云：「二國會曰

離。」皆謂麗也。「離」與「麗」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注：「古

文『儷』為『離』。」〈月令〉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

                                                        

 據荀文，「下」字上當補「天」字。 

 《荀子彙校彙注》，頁 522，注 18。 

 《荀子集解》，卷十一，頁 297。 

 《荀子集解》，卷十一，頁 297。 

 疑《荀子彙校彙注》欠收此則高亨說，詳《荀子彙校彙注》，頁 688，注 45。 

 〔梁〕蕭統：《文選》（臺北：正中書局據清同治八年潯陽萬氏據鄱陽胡氏重校刊本影印，

1971 年），卷二十四，頁 24a，總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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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與「麗」同。  

可知「麗」與「離」古聲同而通用。 由是推論，高說似通，自是一解。 誠然

駱瑞鶴云：「高氏（亨）以『麗』為『離』而訓為『遠』，然鼓聲可以及遠而

不可言遠離，說亦未得，故其後〈新箋〉刊載時此條省去，蓋自知所說難安

也。」 其實高氏僅言「鼓音大而遠」，未嘗明言「遠」即「遠離」義。惟〈新

箋〉確無此則高說，究實未知何由。 

9. 

〈解蔽〉：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 

注文： 高曰：積，借為「蹟」。先王之政教制度皆成蹟。言孔子不蔽於此。

                                                        

 《廣雅疏證》，卷五上，頁 19b-20a，總頁 144。 

 考古音，「麗」屬來母支部，「離」屬來母歌部，同紐雙聲。見《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

頁 132，133。王力認為「麗」、「離」二字為同源詞。詳參《同源字典》，頁 359-360。 

 「麗」字釋義，歷來分歧。如日儒物雙松云：「『麗』者，群音之所附麗，如萬象之麗乎天

歟？」見〔日〕物雙松：《讀荀子》，收入嚴靈峯：《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北：成文出

版社據日本寶曆十四年京師水玉堂刊本影印，1977 年），第 41 冊，卷三，頁 28b，總頁 202。

又，王先謙云：「『麗』者，《方言》三郭注：『偶物為麗。』《說文》：『《周禮》六鼓：

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皋鼓、晉鼓皆兩面。』」見《荀子集解》，卷十四，

頁 383。謹案：物雙松、王先謙皆讀「麗」如字，前者解作「附麗」，後者解作「偶」義，

放諸荀文，恐意不通。其中駱瑞鶴非議王說云：「此以下數語言『聲樂之象』。聲樂，實樂

之聲。凡鼓鐘等各具其聲，各有所象，故云『聲樂之象』。依王氏說，『大』謂鼓大音大，

而『麗』則謂鼓之形制如八面、六面皆兩面相偶，言鼓音大而鼓面相偶，其誤可知。」見《荀

子補正》，頁 129-130。另，劉師培云：「『麗』，當作『雚』。『麗』，篆文作『 』。

『雚』，篆文作『 』。因字形相近而訛。《禮記‧樂記》云：『鼓鼙之聲讙。』注云：『「讙」，

或作「歡」。』又《說文》訓『讙』為『譁』，則『鼓大雚』者，『雚』即『讙』字之省文。

猶言鼓聲大而喧也。」見《荀子補釋》，頁 52a-b，總頁 107-108。謹案：劉說似通。誠然駱

瑞鶴云：「劉氏以『麗』為『雚』誤字，然二形實不相似，故古書不互誤。」見《荀子補正》，

頁 130。另，于省吾云：「王先謙說於義實不可通。『麗』，應讀作『厲』。『麗』、『厲』

雙聲疊韻字。〈宥坐篇〉『是以威厲而不試』，注：『厲，抗也。』〈議兵篇〉：『威厲而

不試』，注：『厲謂抗舉。』鼓大厲，『大』、『厲』二字平列，言鼓之聲大而抗厲也。」

見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524。謹案：于說似通。

至若駱瑞鶴嘗云：「于氏謂『麗』為『厲』字假借，而無明徵，《荀子》『麗』、『厲』亦

不相通假，唯所說文義則未為失也。」見《荀子補正》，頁 130。誠然駱氏所辨恐無理，于

氏實以《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互見文獻之異文為證，于說其實可據。至若駱瑞鶴則改「大

麗」二字作「夭麉」以通荀文，恐未為的論。詳見《荀子補正》，頁 130。 

 《荀子補正》，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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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95-296） 

案：此說僅見於舊版《柬釋》。 高氏認為「積」借作「蹟」，解謂「先

王之政教制度」，說恐未安，蓋因高氏誤解「周道」即「周王之道」。 考〈解

蔽〉首謂戰國當世「百家異說」，「亂家之人」即各門學派，皆「私其所積，

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由是進而言之，「墨子

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

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是以評騭先秦六子各

有所偏執，以致其學各有所蔽。荀卿申而論之，舉孔子「仁知且不蔽」，以冠

絕百家、六子。荀卿又認為百家、六子乃「蔽於一曲而失正求」，反之，孔子

則「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可見「周道」與「一曲」相對。

是故「周道」當從梁啟超解作「周徧之道」。 至若「不蔽於成積」之「積」，

其實與上文「私其所積」之「積」同義。楊倞注先後云「積，習也」、「成積，

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 可知讀「積」如字即可通。「一家得

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意謂孔子一家掌握周徧之道，可以全然舉

用，惟不偏蔽於舊習已知之知識。準此，高說未合荀旨，〈新箋〉既不載，新

版《簡釋》亦揚棄其說，改以「啟雄案」舉「此言」為術語，援白話翻譯荀文

                                                        

 此則高亨說不見收錄於新版《簡釋》，詳參《荀子簡釋》，頁 292，行 12。又《荀子彙校彙

注》所引《簡釋》之注解乃係新版，故未錄此則高說。詳參《荀子彙校彙注》，頁 712-713，

注 46。 

 高亨或受清人郝懿行及王先謙之影響使然。郝懿行云：「『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

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考

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見〔清〕郝懿行：《荀子補註》，收入嚴靈峯：

《無求備齋荀子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嘉慶間刊《齊魯先喆遺書》本影印，1977 年），

第 33 冊，卷下，頁 13b，總頁 98。又王先謙云：「郝讀是也。言孔子為《春秋》一家之言，

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見《荀子集解》，

卷十五，頁 394。鍾泰則辨之云：「『周道』即對『一曲』言，『周』者，『周至』之謂；

非三代之周也。一家得周道，言一家而得道之全。初不必以作《春秋》、刪《詩》、《書》

實之也。楊注失之泥矣，而郝、王又誤以『周道』為『周之治道』，並非也。」見《荀註訂

補》，頁 137，總頁 145。 

 引文先後見於《荀子集解》，卷十五，頁 386-387、392-393。 

 舊版參《荀子柬釋》，頁 295。新版參《荀子簡釋》，頁 292。 

 《荀子集解》，卷十五，頁 38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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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孔子總結大理而且全面地用大理，同時又不犯『私其所積』的錯誤，即

不被狹隘的經驗論所偏蔽。」 高、梁二氏分別修訂舊見，可謂智矣。 

五、結語 

《簡釋》本高說源自稿本〈眉箋〉，亦即〈新箋〉之首稿，對於研究高氏

早期荀學研究之觀點，其實彌足珍貴。惜乎鮮有學者為之作全面研究。《荀子

彙校彙注》留意到《簡釋》本高說之價值，間或據《簡釋》逕引其說；惟礙於

集注之體，無有考辨析論。本文即詳細覆檢新、舊版《簡釋》獨載高亨稿本〈眉

箋〉之荀學研究成果，梳理高說，為之鈎沉。僅見於《簡釋》本之高說，時或

因訓釋未愜荀旨；又或因讀通假借而推論太過，其實可讀如字以通文意；〈新

箋〉皆有所刪削。準此，一則見高氏荀學觀點之改變，一則見其治學嚴謹之實。

統而論之，《簡釋》保留〈新箋〉稿本，實為高亨最早期之荀學研究成果提

供重要參考，有助補足前輩學者關於荀學研究未及注意之處。 

 

                                                        

 《荀子簡釋》，頁 292。 

 高亨《諸子新箋‧自序》云：「《呂氏春秋新箋》於 1931 年寫成，未曾刊佈。原稿寫得比較

詳密。〔……〕後來削去大半，及讀到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譚介甫的《校呂遺誼》、

于省吾的《諸子新證》，又把管見與別人偶同者削去。」見《高亨著作集林》第 6 卷，頁 4。

又於《周易古經今注‧重訂自序》云：「于氏《新證》作於拙著之前，但我在寫《今注》時，

並未見到。聞氏《義證》則作於拙著之後。于、聞兩家之說有幾條與管見不謀而合。這幾條，

重訂本都引用彼說，不再注明是管見所及，意在不掩人之善，不掠人之美而已。」見《高亨

著作集林》，第 1 卷，頁 3-4。謹案：準此可見高氏治學嚴謹，不時刪改書稿，精益求精。

詳參《高亨著作集林》，第 10 卷，頁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