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4970 

狀態 NC092FJU00259006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哲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1038028  

研究

生(中) 
李玫芳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管子》形上思想探究 ─ 以「道」「氣」「心」為主軸的構建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李振英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4.08.01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博士 

畢業

學年

度 

92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道 氣 心 精氣 形氣 心術 虛靜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戰國早中期齊國稷下學宮的設立，呈顯出百家爭鳴的學術盛況，《管

子》為學宮最重要的代表作，內容以黃老思想為中心，由於非成於一人

一時，魏晉以後常受學者質疑，甚至被列為偽書，以致少有學者研究，

及至馬王堆漢墓古佚書《黃帝四經》出土後，被認定為《老子》到《管

子》思想的中介，為現存最早的黃老思想作品，《管子》黃老思想的淵

源由此確立，引發當代學者重新研究的興趣，使得此一中國先秦哲學史

的重要環節不致湮沒。 本論文主旨在從「道」「氣」「心」的向度探究

《管子》的形上思想，並嘗試建構一個形上與形下會通的理論體系。首

先揭示《管子》形上大道所具有的本根及始源地位，同時析論其本質特



性，進而彰顯管書如何將道體轉化為道用，當它落實於形下世界時，也

是修養的方法、養生的常則；更是真知的內容，認識的對象；終則為國

家治亂、人事成敗的圭臬。為世人修道、用道、行道奠下堅實的理論基

礎，也為明道、知常、以道蒞天下的治術提出成功的保證，凸顯黃老思

想的主要旨趣所在。 本論文也特別提出《管子》以「氣」為「道」的重

要內涵，在論及萬物化生時，《管子》氣論的最大新義表現在以精形二

氣代表「理」「氣」兩個形上概念的功能作用上，以形氣為萬物的共同

成素，使萬物間能建立起緊密的橫向關係，精氣則是成物之理，使一物

具有成其所是所必須具備的本性，由於精氣所賦與的物性物理，是大道

最高原理的分受，因此也確立了萬物與大道的縱向聯繫。本論文期望由

《管子》原典提煉出的精形二氣並行不離說，作為《管子》化生論的主

軸。 由於「心」在管書中是與「道」「氣」並列的重要概念，是形上形

下會通的樞紐，理界實界聯繫的橋樑，因此本論文特別強調「心術」在

管書中的地位，以承繼於道性的「虛靜」作為「心術」的重要內涵，並

貫穿修養工夫、養生之道、認識方法三個層面，成為共同的「上達」主

軸。然後以「心」對大道的明覺體悟，從宇宙最高層面去檢視萬物之

理，並將此真知所形成的智慧落實於具體的治術上，達於家齊國治天下

平的終極目標。此一思路理脈的構建，使得《管子》修養論、養生論、

認識論、治國論四者在形上「道」「氣」的基礎上，經由「心」的中介

緊密相接，落實了「道」的內在性與普遍性，也彰顯了精形二氣在大化

流行時的德用，完成了思想架構環環相扣的一貫體系，這也是本論文的

主旨及目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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