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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利用《韓非子‧內儲說上》當中的「盡敵無姦」一詞形容韓非建立

社會的秩序、處理其所謂的犯罪問題所採取的管理方式。為了探討韓非

這種「盡敵無姦」的管理方式，本文根據韓非學說、比照犯罪學犯罪理

論的討論議題，擬定了擁有「韓非犯罪理論對犯罪的定義」、「韓非犯

罪理論的人性論──利字的人性觀」、「韓非犯罪理論的政治策略──

法、術」等三大議題的韓非犯罪理論。本文從韓非犯罪理論的目的、達

成途徑、基源問題開始討論，先逐一分析韓非犯罪理論的三大議題，再

進一步地分析韓非犯罪理論的型式、設計、特色、缺口漏洞。本文也會

論及韓非犯罪理論的特色對於中國後世法術的設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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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016152 2013.7.13 21:47 36.229.254.98 new 10 496016152 2013.7.13 21:47 

36.229.254.98 new 11 496016152 2013.7.13 21:48 36.229.254.98 new 12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2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3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4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5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6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7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8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09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10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11 496016152 2013.7.13 22:06 

36.229.254.98 del 12 496016152 2013.7.13 22:07 36.229.254.98 new 02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3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4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5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6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7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8 

496016152 2013.7.13 22:08 36.229.254.98 new 09 496016152 2013.7.13 22:09 



36.229.254.98 new 10 496016152 2013.7.13 22:09 36.229.254.98 new 11 

496016152 2013.7.13 22:11 36.229.254.98 new 12 

異動

記錄 

C 496016152 Y2013.M7.D13 21:56 36.229.254.98 M 496016152 Y2013.M7.D13 

21:56 36.229.254.98 M 496016152 Y2013.M7.D13 22:00 36.229.254.98 M 

496016152 Y2013.M7.D13 22:01 36.229.254.98 M 496016152 Y2013.M7.D13 

22:01 36.229.254.98 M chin3272 Y2013.M7.D13 22:15 36.229.254.98 M 

chin3272 Y2013.M7.D15 8:39 140.136.117.50 M chin3272 Y2013.M7.D15 8:39 

140.136.117.50 M chin3272 Y2013.M7.D15 8:39 140.136.117.50 M chin3272 

Y2013.M7.D15 8:39 140.136.117.50 I 030540 Y2013.M7.D15 9:19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