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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提要 西漢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所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武裝革命

的本質，令此一平民政權，既缺乏文化的深度，也缺乏統治廣大領土的經

驗。種種缺乏，給予了學術思想發揮的機會，也使得學術與政治之間產生



頻繁的互動。在此一互動關係中，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國家，是雙方共同的

目標，身為政權代表的帝王意圖於完成此一目標的過程中取得更高的政治

權力，而擔負學術承載與傳遞責任的知識階層則期望於此目標完成的同時

得以實踐其平治天下的理想。正由於雙方在共同的目標之下的自我實現有

著極大的差異，於是學術思想對政治權力的指導及分享過程，便成為我們

觀察此一互動關係的最佳途徑。 對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分配的規劃，是學

術思想參與政治事務的第一個重點。權力分配即是利益分配，分配的結果

的是否能讓多數人滿意，決定了政府內部的穩定程度。在此同時，對政治

權力分配製度的規劃，令知識階層在以軍功為主體的政府組織當中逐漸取

得優勢地位，而其中最常為士子所延用的儒學，更成為政府指定主流政治

論述。自此以後，儒生階層正式成為政府組織組成份子之一，也從權力分

配規畫者的角色，一變成為政治權力的分享者之一。 為政府經濟政策之

制訂提出理論依據，則是學術思想參與政治事務的第二個重點。制訂經濟

政策，是當局為了提昇整體經濟實力並將之轉化為可用國力的一種手段，

與知識份子企圖透過振興經濟以提昇人民生活素質的思維有著根本性的不

同。此一不同，令知識階層—尤其是儒生—對經濟政策的參與度日漸降

低，更讓學術思想與財經實務之間漸行漸遠，終至空有理想卻無法有效對

治現實問題的地步。 西漢知識階層對政經事務的參與，雖然取得一定程

度的成功，但為了迎合帝王對現實利益的偏重，不得不對學術思想的應世

手段進行大幅度的修正，其中大成於儒生之手的五德終始、災異譴告等神

秘學說，便是此一修正下的結果。五德終始說與災異譴告說雖在思維理路

上不盡相同，但最終的目的，都是試圖以理論權威制約政治權威，在保障

帝王既得利益的同時，也將帝王權力與利益限制在可被容忍的範圍之內，

從而因勢利導建立一個符合儒生階層群體意識的理想國度。不過，在儒生

運用神秘學說以制約帝王的同時，帝王或掌權者同樣也利用神秘學說某些

特點遂行其權力慾望，這便使得神秘學說逐漸喪失其正面效益，反而成為

政局紊亂的負面因素之一。 王莽篡漢，是西漢政治、經濟盛極而衰的結

果，也是儒生階層對劉漢政權從失望到放棄的結果。王莽對儒生及儒學的

迎合，是其崛起的重要關鍵，但依憑儒生與儒學的政治能量所進行的政經

改革，卻也是王莽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從劉邦至王莽，這二百年餘年的

政治發展史，充份體現了學術對政治權力變遷過程的影響，其間學術與政

治的互動關係也足以作為後人的歷史教訓。 關鍵字：西漢學術、西漢政

治、西漢經濟、五德終始、災異譴告、王莽篡漢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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