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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提要 荀學作為先秦儒學殿軍，上承孔孟，下開漢儒，依理在中國思

想史中應有其崇高地位。然恰恰相反，荀卿於儒學史中經常被忽略、扭

曲甚而打壓排擠。 究竟與孔學、孟學鼎足而三的荀學，在漢代除了為人

所熟知的傳經之功外，還起了何種作用？漢儒乃至漢室又是如何看待荀

學？   西漢一朝，在中國歷史中具有其極為獨特之地位。 政治上，

奉行封建制度長達八百餘年的周王朝被實施郡縣制度的秦王朝終結，而

秦國祚之短，卻又令代其天命的漢王朝陷入封建與郡縣的兩難抉擇。 經

濟上，自戰國以降，新興之商賈階層已逐步介入政經舞台，以往由國家



集中控管的經濟政策受到嚴酷的挑戰。思想上，昔時百家爭鳴的大黃金

時代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誰能成為大一統帝國最高思想指標的激烈

爭奪。 國防上，一方面需防範來自內部的謀叛（先有異姓諸侯王，後為

宗室諸王及民間反抗），另一方面則有來自四夷的挑戰。其中外患又以

北方之匈奴為最。   如此一個充滿變數與爭議的時代，新帝國的興起

便需面臨千年成規一夕幻滅之挑戰，上自政府下至人民自有其惶惑、迷

思與決斷。 而在此過程中，欲檢視荀學在政經國防思想上所扮演之角

色，鹽鐵會議因其實際探討上列問題而且記載翔實，極為適合從政治、

經濟制度及學術思想層面提供後人研究荀學於此階段發展情形之門徑。   

全文將分九章，分別為荀學之政經國防思想界定、荀學之流傳、漢初各

項制度演變、鹽鐵會議召開背景、鹽鐵會議重大議題與荀學之關聯（三

章）、鹽鐵會議後之政策檢討以及鹽鐵會議對荀學之衝擊。希冀藉此瞭

解漢代荀學於實際政經國防層面之影響。至於較詳細之各章內容，可以

參見緒論之論文要義。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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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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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要義 第壹章、荀學之政經國防思想  第一節、以禮為王道依歸  第

二節、政治主張   （一）尊君   （二）法後王   （三）廢除世

祿制度以建立權責區分   （四）禮法之別與人治法治   （五）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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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之見  第三節、小結短評  第四節、與荀學之關聯 第陸章、鹽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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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賢良文學之見  第三節、小結短評  第四節、與荀學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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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鹽鐵會議對荀學之衝擊  第一節、鹽鐵會議的歷史定位  第二



節、孟荀消長與災異說對荀學之衝擊 結論、鹽鐵會議與荀學對後世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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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獎助委員會 1969 韓德民 《荀子與儒家的社會理想》 濟南 齊

魯書社 2001 薩孟武 《中國政治思想史》 台北 三民 1972 魏元珪 

《荀子哲學思想》 台北 谷風 1987 魏汝霖、劉仲平 《中國軍事思

想史》 台北 黎明文化 1985 鄺士元 《中國經世史稿》 台北 里

仁 1980 羅 焌 《諸子學述》台北 河洛 1974 羅彤華 《漢代的流

民問題》 台北 筆者書局 1989 譚宇權 《荀子學說評論》 台北 

文津 1994  (二) 博碩士論文 川路祥代 《荀學對日本的影響》 台

南 成功 文鏞盛 《漢代巫人社會地位之研究》 台北 文化 王志鈞 

《西漢中央官僚的權力集團》 台北 台大 王家仁 《「商君書」思想

之研究》 台北 淡江 王啟洋 《荀子政治思想之「政道」與「治

道」》 台中 東海 伍振勳 《戰國時期道家與法家「道－法」命題之

義涵研究》 台北 台大 何佩馨 《周至漢時期之衛生保健－以飲食居

處為例》 台中 中興 何保中 《由天人之際論先秦儒家思想的傳承與

演變》 台北 台大 何樹環 《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 台北 政大 

佐藤將之 《孟子政治思想之研究》 台北 台大 吳郁華 《論義戰思

想－中西學術之比較》 台北 淡大 吳清杉 《漢代的地方官與祭祀活

動》 新竹 清華 吳榮發 《神道設教天下服－中國古代君權的發展》 

台南 成功 吳濟安 《孔子與老子政台思想之比較研究—以無為而治論

為主軸》 台北 政大 李芝瑩 《《墨子》天志思想研究》 台北 華

梵 李載學 《荀子禮治思與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之比較研究》 台北 輔

大 杜 欽 《漢代大赦制度試釋》 台中 東海 杜慧卿 《漢代社會

婚喪禮法中女性地位之研究》 台南 成功 汪義麗 《帛書《五行篇》

思想研究》 台北 文化 林文慶 《兩漢治安制度內涵之研究》 台北 

文化 林玉萍 《漢代科學人才之研究－一種歷史學與科學社會學之綜合

考察》 台南 成功 林俞學 《春秋戰國時代秦國重要人物研究》 高

雄 中山 林郁欣 《社會主義與國家》 高雄 中山 林素娟 《先秦

社會中的禮與法》中壢 中央 林蔚松 《漢代賢良對策研究》 台北 

輔大 林興浩 《韋伯論儒家的檢討》高雄 中山 洪千惠 《東漢郊祀

與祭祀制度研究》 台中 中興 洪淑湄 《漢代復除制度研究》 台中 

中興 洪碧穗 《董仲舒春秋學述》 台北 輔大 徐禮安 《兩漢選舉

制度演進之研究》 嘉義 中正 殷善培 《讖緯思想研究》 台北 政

大 袁信愛 《先秦人學研究》 台北 輔大 馬志忠 《墨家哲學中



「辯」思想探析》 台北 輔大 康經彪 《秦漢中央地方中樞政制與先

秦政治思想之關係》 台北 文化 康韻梅 《中國古代死亡觀之探究》 

台北 台大 張秀君 《漢代官營漆器業生產經營之研究》 台南 成功 

張銀樹 《易傳哲學思想析論》 台北 輔大 梁惠卿 《董仲舒陰陽哲

學研究》 台北 輔大 梁惠卿 《董仲舒陰陽哲學研究》 台北 輔大 

郭永吉 《西漢儒家的地位及其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 新竹 清華 郭

應哲 《戰國至漢初黃老學說的政治思想》 台北 台大 郭瓊瑜 《史

記的褒貶義法》 台北 文化 陳宗乞 《兩漢赦宥制度考察》 台北 

台大 陳彥良 《東周全國市場的結構與形成》 新竹 清華 陳玲華 

《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探究》 台北 清華 陳若旻 《荀韓政治思

想研究》 台北 淡江 陳雅芳 《韓非價值思想研究》 台北 陽明 

陳慶祥 《上帝、慾望、財產與政府—對洛克《政治論次講》之批判性

分析》 台北 東吳 陳麗珠 《韓非子儲說研究》 台北 師大 傅鏡

暉 《中國歷代正統論研究—依據春秋公羊傳精神的正統論著分析》 

台北 政大 彭立忠 《中國人的國民性與政治民主化之關聯性研究－先

秦儒學在民主價值上的轉化》 台北 政大 曾國祥 《政治義務—思想

史的起源及當代討論》 台北 台大 黃 琪 《淮南子「道」之研究—

天、人、治道之貫通》 台中 東海 黃耀祟 《左傳霸者的研究》 台

北 文化 楊秀芬 《毛澤東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成分與中國思想傳承之

研究》 台中 東海 楊富田 《韓非〝術論〞的統治思想研究》 台北 

文化 詹緣端 《先秦的君王與君王論》 台北 台大 趙廣洙 《先秦

儒家政治思想中君主角色之研究》 台北 台大 趙潤昌 《戰國秦漢間

重本與農村財富的流失》 台北 台大 劉文郎 《荀子人性論之學理基

礎研究》 台北 輔大 劉文起 《荀子正補》 台北 師大 劉國平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台中 逢甲 劉煥雲 《先秦儒家德性觀之研究》 

台北 政大 賴威良 《儒家傳統與民主政治—以徐復觀思想的詮釋為

例》 中壢 中央 閻鴻中 《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 台北 台

大 顧邦猷 《戰國至漢初關於大一統的思考》 台北 淡大  (三) 期

刊論文︰ 丁筱媛 〈漢代厚葬風氣形成的原因〉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

班學報》 于迎春 〈周公與士－論周公形像在戰國漢初的塑造〉 《中

國文化月刊》 王保頂 〈儒學文化視野中的災異觀及其意義－以漢代為

例〉 《孔孟月刊》 王俊南 〈鄉舉里選－漢代文官察舉制度之探討〉

《復興崗論文集》 王健文 〈歷史解釋的現實意義－以漢代人對秦政權

興亡的詮釋與理解為例〉 《新史學》 王震亞 〈漢代的蠶桑絲織業及

貿易〉 《漢學研究》 王曉毅 〈從一元到多元－漢魏之際思想巨變鳥

瞰〉 《二十一世紀》 安作璋 〈漢代的官箴〉 《歷史月刊》 江乾

益 〈陰陽家之思想及其對漢代經學之影響〉 《文史學報﹙中興大

學﹚》 吳來蘇 〈荀子思想的人文特色評述〉 《中國文化月刊》 吳

清淋 〈荀子禮分思想之研究〉 《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期 

1976 李昭容 〈漢初政治思想之轉變〉 《史學會刊﹙師大﹚》 邢義

田 〈從居延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讀《居延新簡》札記之

一〉 《新史學》 邢義田 〈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讀《居延新

簡》札記之三〉 《大陸雜誌》 邵台新 〈西漢的儒法治道─兼論《荀

子》與《鹽鐵論》、《漢書?刑法志》的傳承〉 《先秦兩漢學術》第



一期 邵台新 〈從出土史料看漢代在西域的經營〉 《輔仁歷史學報》 

邵台新 〈試論漢代農戶的「一家五口」〉 《輔仁歷史學報》 邵台新 

〈漢代中郎將的地位與政爭關係〉 《輔仁歷史學報》 邱秀春 〈漢代

學官制度考述〉 《孔孟月刊》 洪神皆 〈漢代農民土地問題的對策〉 

《興大歷史學報》 紀安諾 〈尹灣新出土行政文書的性質與漢代地方行

政〉 《大陸雜誌》 韋日春 〈荀子學述〉 《高郵高仲華先生六秩誕

辰論文集》下冊 1968 食貨學會 《食貨月刊》一至六卷 上海 上海

書店影印重刊 1982 徐漢昌 〈古代的帝王學－法家〉 《國文天地》 

徐漢昌 〈先秦諸子學說淵源析論〉 《孔孟學報》 徐漢昌 〈從「韓

非子」看法家論「明君」〉 《文與哲》 耿振華 〈漢代匈奴種族問

題〉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張建群 〈《太平經》與漢代儒、法

思想關係研究〉 《孔孟月刊》 陳允成 〈漢初宮闈政治之研究〉 

《台中商專學報》 陳文豪 〈漢代的「政治明牌」－讖緯〉 《歷史月

刊》 陳生璽 〈漢代的匈漢關係與昭君「和親」〉 《歷史月刊》 陶

天翼 〈鹽鐵論的史料價值〉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 勞 榦 〈漢代

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集 曾

春海 〈竹簡「文子」與漢初道家的「無為」觀〉 《哲學與文化》 湯

其領 〈漢初封國制探析〉 《史學月刊》第六期 1998 黃湘陽 〈荀

子軍事思想〉 《輔仁國文學報》第十七期 2001 黃開國 〈論漢代經

學博士制度與建置變化〉 《孔孟月刊》 楊連生 〈荀子禮論之研究〉 

《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 1972 葉達雄 〈先秦、秦漢君位繼承的

常與變〉 《歷史月刊》 裘錫圭 〈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簡牘考

釋〉 《文物》第七期 1974 詹哲裕 〈兩漢禮法思想的省察〉 《復

興崗學報》 廖伯源 〈尹灣漢墓簡牘與漢代郡縣屬吏制度〉 《大陸雜

誌》 廖伯源 〈秦漢朝延之論議制度〉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廖

伯源 〈從漢代郎將職掌之發展論官制演變的一些特徵〉 《中研院史

語所集刊》 廖伯源 〈評大庭脩著（漢代官吏的勤務與休假）及其中文

譯本〉 《漢學研究》 廖伯源 〈漢代大夫制度考釋〉 《中國歷史學

會史學集刊》 廖伯源 〈漢代仕進制度新考﹙簡編﹚－「尹灣漢墓簡

牘」研究之三﹙下﹚〉 《大陸雜誌》 廖伯源 〈漢代仕進制度新考

﹙簡編﹚－「尹灣漢墓簡牘」研究之三﹙上﹚ 《大陸雜誌》 廖伯源 

〈漢禁錮考〉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趙雅博 〈秦漢之際的黃老學

派思想〉 《中國國學》 劉文起 〈從義理及史實探討楊倞注「荀子」

之缺失〉 《人文社會學報（世新）》 劉文起 〈楊倞「荀子」注之學

術成就〉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蔡光慧 〈秦漢政權合法性的探

究〉 《史學會刊﹙師大﹚》 蔡明田 〈德合天地?道濟天下：先秦儒

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理想與現實》 聯經 1982 盧瑞容 〈西漢

中期對匈奴政策論爭的考察－以「鹽鐵論」為中心的討論〉 《宜蘭農

工學報》 戴晉新 〈漢代以前的讖語與預言〉 《歷史月刊》 羅彤華 

〈漢代分家原因初探〉 《漢學研究》 羅彤華 〈漢代的家產分割方

式〉 《新史學》 羅彤華 〈鄭里廩簿試論－漢代人口依賴率與貧富差

距之研究〉 《新史學》 關紹箕 〈「鹽鐵論」與「貞觀政要」的後設

語言現象〉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二、Works in English Allinson, 

Robert E.,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mes, Roger T.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Baskin, Wade, ed. "Class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72 Callicott, Baird and Ames, Roger T., ed. "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 

Chan Wing-tsit.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De Bary, Wm. Theodore,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Eno, Robert. "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Fehl, Noah Edward. "Rites and Propriety in Literature and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71. Fe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 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 Translated 

by Derk Bod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Fe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 Edited by Derk Bodde.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Graham, A.C. "Disrup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Graham, 

A.C.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Hanfei.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Hsiao, Kung-ch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ranslated by 

Mote, F. 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Hsu, Cho-yu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 Translated by Cary F. Baynes from the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1. Knoblock, John.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r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y Henry Rosemont, Jr. and Daniel J. Co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7. Lenk, Hans and Paul, Gregor ed.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Li Chi [Book of Rite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67. Li, Dun J. "The Ageless 

Chinese: A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1. Machle, Edward J. 

"Nature and Heaven in the Xunzi: A Study of the Tian Lu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Major, John S.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Mozi. "Mo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Munro, Donald J.,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Munro, Donal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edham, Joseph Noe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eerenboom, R.P. "Law 

and Morality in Ancient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Sih, Paul K.T., ed. "Lao Tzu: Tao Teh Ching" Translated by Wu, John C.H.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1.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Smith, Richard J. and 

Kwok, D.W.Y.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Tang, Yi-jie; Li, Zhen and Mclean, George F., 

ed. "Man and Nature: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Lanham, MD: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89. Tu, Wei-ming.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 

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Waley, Arthur. "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tson, 

Burton. "Chuang Tz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Wright, 

Arthur F., e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u, Kuang-ming. "The Butterfly as Companion: 

Meditiations o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Chuang Tzu"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Xunzi. "Hsun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Xunzi."The Works of Hsuntze" Translated by Homer H. Dubs.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Zhoungzi. "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Zhu 

Xi, 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6. Zuo Qiuming. "The Tso Chuan: 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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