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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提要   拙文論析自戰國以迄西漢，知識階層於政治層面的種種面貌。

戰國以迄西漢前期，無論是縱面或平面的政治權力爭奪，知識階層擁有

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本文追問的便是，士人是如何扮演的？從知識階層

本身入手，觀照出政治情勢如何與影響了士人的出路與生命，並由這個

問題回來問，那麼西漢士人對政權又如何影響，及其意義何在？西漢前

期游士與豪門養士的面向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又如何？在帝王與知識階層

的關係探討方面，本文將焦點置放於高帝以迄武帝的幾位重要士人身

上。   拙文研究取徑綜合運用了各種歷史方法，包括圖表分析、歷史

考證等……，從學術史、思想史、政治史等各層面，綜合地探求知識階



層在西漢前期政治的各種相關問題。  

摘要

(英) 

My treatise has analyzed appearances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political circles from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o the Western Han.. From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the most political influence is 

created by the intelligentsia, no matter in the horizontal or the vertical order of 

struggling for power. The question is, how a man of learning to act in this 

situation? To analyze from The intelligentsia, so that we can know how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mpact the lif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o ask 

other question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ow the intelligentsia impact the regime 

of the Western Han?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at? What is the influence for 

politics from the free-lancing scholars and dependent-advisors under the 

influential family in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To discuss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 have focused on several 

important intelligentsias from the period of Han Gau-Dih to Han Wu-Dih. My 

treatise has synthetically used several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table-analyze、

several history methods etc……, from the angles of the learning history、

thinking history、politics history, to search for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o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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