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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是《管子》一書中相當

特殊的一組資料，這四篇彼此具有內在的關聯，而形成一種整體性。本

文擬對此四篇作一研究，首先自資料問題著手，釐清這四篇資料本身的

一些問題及其與「老子」思想與稷下道家的關係，並指出「老子」思

想、田駢慎到思想、「治國之本在於治身」思想為這四篇主要的思想淵

源。本文另分別自「心術」、「精氣」、「神明」三論，展示這四篇所

表現的特殊哲學探討方式及其在我國古典哲學發展上的重要地位。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管子》〈內業〉等四篇資料研究 第一節 《管子》其書與

稷下道家 第二節 《管子》〈內業〉等四篇所具有的整體性 第三節 《管

子》〈內業〉等四篇學派歸屬諸說舉要及檢討 第二章 《管子》〈內

業〉等四篇學術淵源試析 第一節 《管子》〈內業〉等四篇之「老

子」、道家淵源 第二節 《管子》〈內業〉等四篇的田駢、慎到思想淵

源 第三節 《管子》〈內業〉等四篇與「治國之本在於治身」的思想 第

三章 《管子》〈內業〉等四篇的「精氣論」 第一節 「精」、「氣」觀

念與字義的考察 第二節 「精氣論」的內涵 第三節 「精氣論」的哲學意

義 第四章 《管子》〈內業〉等四篇的「心術論」 第一節 「心」、

「術」觀念與字義的考察 第二節 「心術論」的內涵 第三節 「心術論」

的哲學意義 第五章 《管子》〈內業〉等四篇的「神明論」 第一節 

「神」、「明」觀念之字義及其淵源 第二節 「神明」觀念之哲學意涵 

結論 參考文獻 跋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書目部分： 一、古籍及古籍整理與研究（各子目除「經史二

部文獻」與「其他」因性質特殊而獨列外，子部文獻依首字筆劃序排

列，首字相同則按第二字筆劃序，其餘依此類推。唯《老子》《列子》

筆劃數首字二字皆同，姑以《老子》先《列子》後之次序排列。各子目

內如有單舉書名者，則分書名與作者兩類排列，以書名系類在前，以作

者系類居後，其中，書名以首字筆劃序排列，作者按姓氏筆劃序排列。

倘同一作者有數本著作，則以書名之首字筆劃排列，如首字筆劃相同,則

按第二字之筆劃數，餘皆仿此。） ▲經、史二部文獻部分 《十三經注

疏》，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 《漢

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廣文書

局，1961。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陳夢家：《尚書通論》，臺北：仰哲出版社，1987。 焦循：《孟子正

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

局，1996。 曾運乾：《尚書正讀》，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日期不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瀧川資言：《史

記會注考證》（附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陳直〈史記新

證〉）， 臺北：天工書局，1993。 ▲《文子》部分 《文子》，中華書

局四部備要本。 丁原植：《文子研究》，出版中。 李定生、徐慧君：

《文子要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 ▲《老子》部分 《老

子》，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竹簡老子》甲、乙、丙本，收於《郭店

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帛書老子》甲、乙本，收於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丁原植：《郭

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 王重民：

《老子考》，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1。 王弼著、樓宇烈點校：

《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 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

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

書局，1963。 河上公注、王卡點校：《老子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

書局，1997。 高亨：《老子正詁》，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6。 (日)

島邦男：《老子校正》，東京：汲古書院，1973。 高明：《帛書老子校

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馬敘倫：《老子校詁》，收於《四部要

籍注疏叢刊》《老子》，北京：中華書局，1998。 許抗生：《帛書老子



注譯與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陳柱：《老子韓氏

說》，臺北：西南書局，1992。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張松如：《老子說解》，濟南：齊魯書

社，1998。 張舜徽：《老子疏證》，收於《周秦道論發微》，北京：中

華書局，1982。 楊樹達：《老子古義》，收於《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老子》，北京：中華書局，1998。 蒙文通輯：《老子徵文》，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 鄭成海：《老子河上公注疏證》，臺北：華正

書局，1978。 蔣錫昌：《老子校詁》，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1980。 鄭良樹：《老子新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鄭良樹：

《老子論集》，臺北：世界書局，1983。 嚴遵著、王德有點校：《老子

指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列子》部分 《列子》，商務印

書館四部叢刊本。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 

嚴靈峰：《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呂氏春秋》部分 《呂氏春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王範之：

《呂氏春秋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 陳奇猷：

《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

釋》，北京：中國書店，1985。 ▲《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部分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收於《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

京：文物出版 社，1980。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95。 ▲《荀子》部分 《荀子》，商務印書館四部叢

刊本。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牟宗三：

《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李滌生：《荀子集

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梁啟雄：《荀子柬釋》，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93。 董治安、鄭杰文匯撰：《荀子匯校匯注》，收於

《齊文化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1997。 魏元珪：《荀子哲學思

想》，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莊子》部分 《莊子》，商務印

書館四部叢刊本。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1994。 高亨：《莊子今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 郭

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崔大

華：《莊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

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張恆壽：《莊子新探》，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3。 ▲《商君書》部分 《商君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朱師

轍：《商君書解詁》，臺北：鼎文書局，1975。 鄭良樹：《商鞅及其學

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淮南子》部分 《淮南子》，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張雙隸：《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7。 楊樹達：《淮南子證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管

子》部分 《管子》，四部叢刊影宋楊忱本。 《管子》，四部備要明趙

用賢本。 《管子》，諸子集成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本，臺北：世界書

局，1990。 王叔岷：〈管子斠正〉，收於氏所著：《諸子斠正》，臺

北：世界書局，1964。 李勉：《管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8。 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郭沫若、許維遹、聞一多：《管子集校》，收於《郭沫若全集》

歷史編，卷五、 六、七、八，（第八卷另收有《鹽鐵論讀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徐漢昌：《管子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90。 婁良樂：《管子評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張舜

徽：《管子四篇疏證》，收於《周秦道論發微》，北京：中華書局，

1982。 趙守正：《管子通解》，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謝

雲飛：《管子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鍾肇鵬、孫開泰、

陳升：《管子簡釋》，收於《齊文化叢書》第一冊，濟南：齊 魯書社，

1997。 羅根澤：〈管子探源〉，收於氏所著《諸子考索》，北京：人民

出版社，1958。 ▲ 《墨子》部分 《墨子》，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吳毓江：《墨子校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孫詒讓：

《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 ▲《韓非子》部分 《韓非

子》，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高雄：復文

圖書出版社，1991。 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1993。 ▲其他 《尸子》，湖海樓叢書汪繼培輯本，收於北京：

中華書局《二十二子》。 《慎子》，守山閣叢書錢熙祚輯本，收於臺

北：世界書局《諸子集成》。 《鶡冠子》，陸佃解，子彙本，收於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

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 王叔岷：《諸子斠正》，臺北：世界書

局，1964。 阮廷焯：《先秦諸子考佚》，臺北：鼎文書局，1980。 李步

嘉：《越絕書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周生春：《吳越

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屈守元：《韓詩外傳

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 馬國翰輯：〈道家佚書輯本十七種陰

陽家佚書輯本二種〉（抽印自《玉函山房輯 佚書》），臺北：世界書

局，出版日期不詳。 趙善詒：《新序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1989。 趙善詒：《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二、

諸子研究與先秦學派思想研究（按姓氏筆劃序排列，首字相同則按第二

字筆劃序，其餘依此類推。倘同一作者有數本著作，則以書名之首字筆

劃序排列，如首字筆劃相同，則按第二字之筆劃數，餘皆仿此。） 丁原

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日)小野澤精一

等：《氣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王志民主編：《齊

文化概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

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王蘧常：《諸子學

派要詮》，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 白奚：《稷下學研究－中

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1998。 朱自清：《經典常談》，臺北：大夏出版社，1992。 吳光：《黃

老之學通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

黃老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呂思勉：《先秦學術

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 呂思勉：《經子解題》，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

東出版社，1996。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金受申：《稷下派的研究》，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1。 金德建：《先秦諸子雜考》，開封：中州書畫社，

1982。 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8。 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收於《莊子研究論集》，臺

北：木鐸出版社，1983。 梁啟超：《諸子考釋》，臺北：臺灣中華書

局，1957。 郭沫若：《十批判書》，收於《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4。 郭沫若：《青銅時代》，收於《郭沫

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4。 陳國慶：《漢

書藝文志注釋彙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陳鼓應：《老莊新

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

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

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張心澂：《偽書通考》，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張秉楠：《稷下勾沉》，上海：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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