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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題要 本文旨在探討魏晉時期的隱逸思想，以高士類傳記為主要線

索，藉由高士人物的分析，冀發現「高士傳」所蘊藏之人物風貌、隱逸精

神，並將高士類傳記當作是反映魏晉人隱逸思想的作品，進而嘗試對魏晉



的隱逸思想有一番耙疏整理。以嵇康《聖賢高士傳》、皇甫謐《高士

傳》，與戴逵之《竹林七賢論》為探討的主要題材。文中所涉及的主要論

題有：(一)「高士」一詞的由來，並「高士」一格人物對魏晉士人的切身

意義。 (二)隱逸在魏晉如何成為一種特殊而具影響力的時代風尚，其歷史

因由如何？《高士傳》中有無線索？ (三)在這幾本高士類傳記中可否就

「人物品鑑」的角度嘗試尋繹出隱者人格的品鑑價值，並此價值的社會史

意義。(四) 戴逵《竹林七賢論》於七賢之生命、人格描述有何特殊觀點？ 

(五)嵇康、皇甫謐、戴逵等人的隱逸思想如何？有無共同的時代精神可

循？ 關於研究方法上，將嘗試以某思想概念生成之文化背景與社會條

件，作為義理探討的根據，如此方能對「隱逸」此一特屬士階層專有之歷

史社會實質有中肯的理解。因此終不避以「自然與名教之辨」的格局呈顯

對「高士」的探討，然而也因此將突破傳統對「隱逸」的狹隘界義，進而

擴大對「隱逸」內涵的理解─從由「仕」的對反─「不仕」，乃至觸及

「理想人格」或「聖人論」的探討。所以藉著「高士類傳記」的分析為基

礎，向「自然名教之辨」的視角對魏晉隱逸思想加以統合、耙疏與觀照，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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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產生與當時的商品貨弊經濟 牟發松 江淮論壇 1985：5 從「應變順

和」到「適性安命」 江建俊 兩岸談玄會論文 江蘇．無錫 1994.5 大人理境

與無君思想的關係 江建俊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文史

哲出版社 1991.8 「竹林七賢」稱名始於東晉謝安說 周鳳章 學術研究 

1991：10 「竹林七賢」不是一個政治集團：讀史札記 吳鉒鉒 福建師範大

學學報 1993：4 仕與隱--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兩極 劉紀曜 見《中國文化新

論．思想篇 一》 隱逸─東晉時代 村上嘉實 史林 39:6 1956.11 (受入氏著

《六朝思想史研究》，京都 平樂寺書店 1973.03) 晉代的隱逸思想和隱逸詩

人 傅懋勉 文史哲 1958.4 論漢魏六朝的隱逸之風 章義和 探索與爭鳴 

1990：1 試論漢魏六朝的隱逸之風 章義和 中國文化月刊 170 1993.12 隱逸

四要素論 張立偉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1:3 隱逸文化積極因素的消解 張立



偉 社會科學研究 1994：2 莊子論隱逸三要素 張立偉 江漢論壇 1994：3 朝

隱の說 にいて -隱逸思想の問題- 小林昇 早大大學院文研紀 7 昭 36 論魏晉

六朝的隱逸之風 盧洪昭 揚州師專學報 1989-3 魏晉六朝隱逸思想對文學的

影響 高光復 北方論叢 1982.6 竹林と桃花源 板野長八 歷史教育 14:9 1939 

西晉の出處論--皇甫謐に續夏侯湛と束皙の「設論」-- 佐竹保子 日本中國

學會報 47 1995 抱朴子における隱逸思想 神樂岡昌俊 東方宗教 55 1980 

「抱朴子」外篇における隱者贊美の意味 下見隆雄 哲學(廣島哲學會) 22 

1970.10 《抱朴子．外篇》中的人才學探微 焦傳斌、李哲夫 社會科學輯刊 

1981：5 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 林麗雪 文史哲學報 29 1979 

謝敷 行跡 竹內肇 東方宗教 33,34 1969 六朝隱士導論 張仁青 魏晉南北朝文

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文史哲出版社 1991.8 由劉伶「酒德頌」談到

魏晉名士的酒德 江建俊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文史哲

出版社 1991.08 東漢末年避亂遼東諸賢活動述略 吳興彬、李鍵 遼寧師範大

學學報 1996：3 隱逸人格精神與中國古代藝術美的追求 徐清泉 學術月刊 

1996:6 論亦隱亦仙現象 井延京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1996：3 道家．道教

「出世心理」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胡會林 江西社會科學 1996：6 從

「世說新語」看名僧和名士相交遊 孔繁 世界宗教研究 1984：4 魏晉人物

品鑑的一個新尺度：隱逸─以《世說新語》〈棲逸〉篇為例 許尤娜 鵝湖

月刊 24：4(總號第 280) 范曄與後漢末期 吉川忠夫 古代學 13：3、4 論孔子

的避世思想 朱曉鵬 河北大學學報 1996：3 儒隱與道隱 謝大寧 國立中正大

學學報 3：1 Ming─chiao in the Eastern Han：Filial Piety Reputation and Office 

(東漢名教─孝行、名譽及服冕) JOHN MAKEHAM 漢學研究 8：2 論魏晉的

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                 

林麗真 文史哲學報  魏晉人對傳統禮制與道德之反省─從服喪論、同姓

婚論與忠孝論談起                 林麗真 臺大中文

學報 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 唐長孺 見《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魏晉名

教與自然論箋 劉康德 哲學研究 1992：12 試析南朝玄學向禮教的回歸 張海

燕 河北學刊 1996：1 一種協調個人人格與社會關係的理論：玄學的名教自

然論 樓宇烈 北京社會科學 1993：2 自然與名教關係的重建：玄學主題及

其路徑 高晨陽 哲學研究 1994：8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試「釋私

論」的道德超越論 周大興 鵝 湖 17：5 嵇康之「輕時傲世」與「嵇志清

峻」 景蜀慧 中國文化 1991：5 嵇康卜疑試論 大上正美 日本中國學會報 47 

1995 從竹林七賢看魏晉之際名士的政治心態 郭熹微 文史哲 1992：1 從虛

無的反抗到神秘的避世─魏晉之際中國的思潮 Etienne Balazs(原著) 

H.M.Wright(英譯) 蔡振念(中譯)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21：4 魏晉南北朝隱

逸賦初探   池萬興 林 勝 山西師大學報 21：4 中古隱士奇異行為的文

化含義 王元軍 中國研究 2：11=23 魏晉遊仙詩與詩人的精神世界 王宜瑗 

中國學誌 履號 1995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游」「仙游」文化 范能船 上海

師範大學學報 1992：2 東晉門閥與玄學 李書吉 山西大學學報 1992：4 漢

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的生存狀態之關係 馬良懷 東晉南朝世族

地主莊園探析 湯其領 蘇州大學學報 1990：1 山濤論 徐高阮 中研院史語所

集刊 41：1 樂廣「名教中自有樂地」的玄學意義 周大興 哲學與文化 21：7 

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 劉顯叔 簡牘學報 5 權術政治與士大夫

之悲劇命運─簡析曹魏集團取捨人才的兩大標準 景蜀惠 中國文化月刊 122 



曹魏集團取捨人才的標準與士大夫的悲劇命運 景蜀惠 探索與爭鳴 1990：1 

理想的聖人人格與理想的士人人格 陳 明 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 1990：3 

「任性適意」─「魏晉風度」淺議 王群力 遼寧大學學報 1990：2 釋「王

與馬」共天下 田餘慶 中國史研究 1979：3 莊子向郭注異同考 王叔岷 國立

中央圖書館館刊 1：4 莊子注的作者問題 張 亨 臺灣淡江文史叢書漢學論

文集 1970 關於莊子向秀注與郭象注 黃錦鋐 淡江學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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