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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Fe law rich strong country thought  

摘要

(中) 

韓非富國強兵思想之勃興，是有其時代背景的，封建的崩壞，平民的崛

起，工商之發達，教育之普及，戰亂之頻仍，祖國之困頓，為了謀求富國

強兵的自強之道，以救群生之亂，而致富強之法，去天下之禍，這是無可



厚非的。韓非的富國強兵思想，會通各家，自成體系，融貫諸子，也成為

法家之一代宗師。而其哲學思想，於歷史觀力主進化，國家社會觀皆以重

力為本，洞察人性是自利自為的，揭露了當時國家社會之弊病，其間道理

無比流暢，吾人這一輩的知識份子，不知有無共同之體認。而在當今之國

家社會，問題叢生，民生困苦，雖不如當時禍亂頻仍，民不聊生之地步，

但也足以讓所有憂國憂民的炎黃子孫們，一同來正視這個問題，除了正

視，也必須有其解決之方不可，否則即為空談。 而韓非富國強兵思想的

特色，是集法、術、勢三者相輔相成，並主張貴公去私，慎賞重刑，以國

家之公利為標準，尚法正名，乘勢用術，其最終之目的乃是如本文之主題

一般，就「富國強兵」而已矣，也以全民安和樂利為最終的依歸。而其富

國思想中之經濟方面，主張自立自強，自力更生，力主實用，儉樸及重農

抑商，講求重稅厚斂，以豐國庫。崇尚儉樸，禁止奢侈怠惰，開源與節流

並進，消費、生產、交換、分配等諸多方面，面面兼顧，吾人也不得不佩

服韓非的經濟頭腦。 至於其富國強兵思想之要略及強兵思想，以為富國

強兵之道為仰賴農戰二者，然後強調要自恃不要恃人，也需重「利」重

「力」，也重賞罰，並要求有道之在上位者的領導。賞譽耕戰之士，而摒

斥「五蠹」之民，嚴法禁以安內政，重功利，但其重功利之目的是為了要

步入一富國強兵之境而不得不如此做也。不過其強兵思想中幾點，如崇尚

武力、賞罰以勵戰、軍令務信、舍義以求必勝，見解詳細而準確，是值得

後人可取之而效法的，即使如現代國家，不正是仍在講求這一套準則嗎？ 

而富國強兵思想中之教育部份，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可謂實行了一

種法學及軍事教育，是有一定之教學原理，然而重法教而輕德化，是否真

萬無一失，有待商榷。   而最後一部份，是論其富國強兵思想的現代

意義。法令者，治之見也，法者所以興時通變之道也，而富國強兵思想亦

然，故有現代意義以論述之。在此也提出了韓非「法治」思想的現代詮

釋，當代新儒家對韓非富國強兵思想之詮釋，及韓非富國強兵思想之再反

省及再反思三個部份來加以闡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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