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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是中國傳統士人所從事的主要志業，春秋時代以前，士人階層的
變化不大，但隨著政治、社會、經濟巨烈的改變，士人的身份地位也在
本質上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出仕的對象也由多元趨向單一化，士人面臨
無從選擇的餘地。再者，自孔子奠立了士人特有的君子人格後，對於這
摘要
種人格的要求，「修、齊、治、平」成為傳統士人的最高價值。然而價
(中)
值理想往往與現實環境相扞格，進而引發價值的互相衝突，其中尤以
「仕」、「隱」的問題為烈。而孔子對於士人遭遇此一衝突時也有他一
定的原則與標準。 東漢士人同樣遭遇此一問題，但東漢時代環境已與孔
子所處時代有所差異，上文所提士人出仕對象的單一化即是其一。另

外，東漢時期的倫理思想、學術方向、政局變化，甚至連對士人的基本
態度都和孔子當時的環境不同，故東漢士人在面對「仕」、「隱」問題
時所採取的態度也和孔子時有較大的不同。 本篇的主旨旨在探討對於造
成東漢士人仕隱衝突的因素及其結果，特別是在深受儒家思想主導下東
漢士人的出仕觀念，並分析東漢士人無法出仕的原因。故本篇首就士人
的興起及性格特徵作普遍論述；次以兩漢士人的倫理基礎為基點，論述
兩漢士人的倫理思想；次述東漢外在的政治環境所可能對士人造成的影
響；最後則分析東漢士人的仕或隱的行為，並探討其內在價值觀。
摘要
(英)
緒論 1 第一章 東漢之前的士人傳統 3 第一節 士人的興起 4 一．西周時
代貴族政治中「國人」的地位 4 二．「國人」中的「士」及其興起 5 第
二節 士人的人格價值取向 8 （一）以「道」自任的精神 8 （二）以
「德」抗「位」的節操 17 第三節 士人的仕隱抉擇 23 （一）孔子 24
（二）孟子 26 （三）荀子 28 第二章 兩漢士人的倫理基礎 38 第一節 先
秦儒家以血緣關係為出發的倫理思想 39 一、西周倫理思想的產生及其
特色 39 （一）「以德配天」的政治道德意識 40 （二）以「尊尊親親」
為主幹的宗法制度 42 二、孔、孟、荀人倫理序之特色 45 第二節 漢人以
天為理據的倫理思想 50 一、董仲舒的倫理思想 50 （一）倫理根源的探
求--天 50 （二）人倫關係的具體實踐--「三綱」與「五常」 53 二、《白
論文
虎通》的「三綱」、「六紀」 56 第三章 東漢士人「仕」?「隱」問題的
目次
時代背景 64 第一節 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與皇權的提升 64 一、五德終始與
天命說 65 二、規定宗廟、祭祀、輿服、宮室等禮儀 66 三、建立以皇帝
為首的官僚體制 66 第二節 儒家經術的興盛 69 第三節 東漢士人的仕進
途徑 72 第四章 東漢士人「仕」、「隱」行為分析 78 第一節 隱居不仕
的因素 79 一、以政治因素而不仕 79 （一）不仕王莽 79 （二）不仕隗
囂、公孫述 84 （三）以政治腐敗而不仕 85 （四）以長官非其人而不仕
87 （五）有志出仕而不為世所用 89 二、以篤於孝弟而不仕 90 三、為全
生保真而不仕 93 第二節 不得已而仕的因素 96 一、為親而仕 96 二、為
全生而仕 97 第五章 結論 103 參考書目（依筆劃順序） 111 一。專著部
分 111 二。論文部分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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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人文學觀點 沈清松編 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 中國人性論史 徐復觀撰 台
北 商務印書館 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 杜正勝主編 台北 華世出版社 中國
參考 思想史論集 徐復觀撰 台中 東海大學印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余英時撰
文獻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中國社會政治史 薩孟武撰 台北 三民書局 中國
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撰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 朱貽
庭主編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 蔣星煜撰 上海
上海書店 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 余英時撰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 天道與人道 黃俊傑主編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世說新語校箋 楊勇
校箋 台北 啟業書局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公羊傳 十三經

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史記三家注 司馬遷撰、裴駰等注 台北 七略出
版社 史林雜識初編 顧頡剛撰 台北 中華書局 白虎通疏證 陳立疏證 台北
商務印書館 古代社會與國家 杜正勝撰 台北 允晨文化 立國的宏規 鄭欽
仁主編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羅宗強撰 台北 文
史哲出版社 西周史 許倬雲撰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西漢前期思想與法
家的關係 林聰舜撰 台北 大安出版社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均
編 台北 宏業書局 求古編 許倬雲撰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孝經 十三經
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呂氏春秋校釋 陳奇猷撰 台北 華正書局 兩漢思
想史 徐復觀撰 台北 學生書局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穆撰 台北 東大圖
書公司 孟子正義 焦循撰 台北 文津出版社 周代城邦 杜正勝撰 台北 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 東漢會要 徐天麟撰 台北 世界書局 東觀漢紀 劉珍等撰 台
北 中華書局 南史 李延壽撰 台北 鼎文書局 後漢紀 袁宏撰 台北 商務印書
館 後漢書 范曄撰 台北 鼎文書局 春秋大事表 顧棟高撰 台北 廣學社印書
館 春秋繁露注 董仲舒撰 凌曙注 台北 世界書局 荀子集釋 李滌生撰 台北
學生書局 荀子與兩漢儒學 徐平章撰 台北 文津出版社 荀子哲學思想 魏
元珪撰 台北 谷風出版社 書經 十三經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秦漢史 傅
樂成主編 台北 眾文圖書公司 秦漢史 勞幹撰 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秦
漢史 林劍鳴撰 台北 五南書局 莊子集釋 郭慶藩撰 台北 漢京出版社 國史
大綱 錢穆撰 台北 商務印書館 理想與現實 劉岱主編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 崩潰與重建中的困惑 馬良懷撰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勞幹學術
論文集甲編 勞幹撰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十六冊 資治通鑑 司馬
光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經學歷史 皮錫瑞撰 台北 藝文印書館 詩經 十
三經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新編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撰 台北 三民書局
說文解字注 許慎撰 段玉裁注 台北 黎明文化事公司 漢史論集 韓復智撰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漢紀 荀悅撰 台北 商務印書館 漢書 班固撰 台北 鼎文
書局 漢晉學術編年 劉汝霖撰 台北 長安出版社 漢代思想史 金春峰撰 北
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論語正義 劉寶楠撰 台北 藝文印書館 論衡 王充
撰 台北 中華書局 穀梁傳 十三經注疏本 台北 藝文印書館 潛夫論 王符撰
台北 中華書局 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撰 台北 學生書局 魏晉思想 賀昌
群撰 台北 里仁書局 禮記集解 孫希旦撰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觀堂集林 王
國維 台北 世界書局 二。論文部分 六朝隱逸思想研究 陳玲娜撰 輔大中
文所碩士論文 白虎通禮制思想研究 唐兆君撰 輔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西漢
節義傳 饒宗頤撰 新亞學報第一期 兩漢儒士的仕隱態度與社會風氣 洪安
全撰 孔孟學報第四十二期 兩漢魏晉隱逸之風的消長 吳云、董志廣撰 北
方論叢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東漢士風及轉變 張蓓蓓撰 台大中文所碩士論
文 東漢的豪族 楊聯陞撰 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 東漢經術與士風 翁麗
雪撰 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 東漢儒學與東漢風俗 劉瀚平撰 政大中文所碩
士論文 東漢魏晉的清流士人士大夫與儒學大族 劉顯叔撰 簡牘學報第五
期 東漢黨錮人物分析 金發根撰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 東漢隱
逸風氣探析 魏敏慧撰 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漢魏之際儒道關係與士人心
態 王曉毅撰 漢學研究第１５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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