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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共計五章，分成三個方向來探究《韓非子》的人性觀，一是從

時代環境的外在因素與富國強兵的內在要求中，尋求韓非對人性觀的定

位；二是探討韓非人性觀的承繼問題，試圖藉由《荀子》、《商君

書》、《慎子》的人性觀點索尋出與韓非人性觀點特質有所相關的部

分，並與韓非的人性觀點作出比較，釐清韓非人性觀點承繼上的爭議；

三是陳述韓非人性觀的主要內容，藉以從中了解韓非人性觀點的偏頗與

矛盾之處，從其中的偏頗與矛盾中明白韓非人性觀是時代的產物。 全文

共分五章，茲依次說明各章要旨：   第一章導論：首先陳述本文之研

究動機與研究範圍，繼而說明人性的義涵，陳述人性基本預設的重要與



人性善惡論辨的真相，以及人性的內涵，並分析韓非對人性的定義。   

第二章韓非人性觀的定位解析：先行說明韓國的歷史背景及時代因素對

韓非思想及歷史觀的外在影響，再陳述韓非對於富國強兵與君權至上的

內在要求，藉以了解基於歷史因素及政治現實下，韓非對人性觀的定

位。 第三章韓非人性觀的承繼與融會：從承繼、揚棄、融合、創新四方

面來探討韓非與先秦的諸子的關係，藉由探討荀子性惡的人性觀點，以

及 《商君書》與《慎子》的人性觀點，以了解韓非人性觀點有何承繼

與創新之處。   第四章韓非人性觀的內容與評價：先行說明韓非人性

觀的主要內容，再探討韓非人性觀點的偏頗與矛盾之處，並深入了解韓

非如何看待道德存在的實際情況。 第五章結論：探討韓非凸顯自利人性

觀點的目的實為「不務德而務法」此一根本原因，並說明本論文所面臨

的幾個難題，以及所產生的局限。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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