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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漢代賈誼根據時代的需要，將先秦以來的儒家政治思想妥加整補，並拓

展其領域後，進而積極將政治思想落實於現實的政策運行中，使得儒家

政治思想經過時代的檢驗與政治的試驗後，終於成為社會現實，從而與

實際運行的政策產生密切的關係，因此賈誼對政治的觀察，有理論上的

建構，亦有實際政策上的運作，在儒學政策化的歷史脈絡中，賈誼正代

表著一個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本文將以賈誼對漢初形勢發展而提出的

改革思想及具體政策為研究中心，以期全面洞悉賈誼政治思想的內容及

其政策實踐的情形。論文主要分為六章： 緒論說明賈誼生平要略，及論

文的研究方法與目的。 第一章對於漢初政治、社會、經濟、邊防等形勢



發展做一事實陳述，藉由關係殊切的重大事端的探討，以窺見漢初總體

面貌。 第二章探討賈誼的政治思想。分別從賈誼對歷史經驗反省、為政

之道及禮機制的建構三方面進行探討。 第三章至第六章則分別論述賈誼

針對當時政治、社會、經濟與邊防等政策的弊端所做的批判，進而研究

賈誼如何將其政治思想，落實於具體可行的改革政策，並分析賈誼治國

政策在文帝時期執行上所面臨的困難，及其政策在景、武二帝時期的推

展情形。 結論則對先秦至漢初的儒家政治思想與現實政治的互動關係做

一脈絡式的探索，以呈顯賈誼在儒學政策化中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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