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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從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觀點來分析先秦時代主要政治概念

的演變及其理論化之過程，以期成為有助於討論戰國中後期主要政治概念與各種

思想類型演變之假設。本研究所分析的範圍從戰國時代的中期至晚期，即以齊國

的「稷下學」（這裡暫時把「稷下學」廣闊地定義為「其濫觴於齊國的思想家之

中，主要內容為分析社會國家治亂之問題」）乃至《荀子》、《呂氏春秋》以及《韓

非子》三本文本中的思想為主，並以「理」、「分」、「公」、「法」、「勢」等（這些

概念乃是作為分析當時社會層面發揮其政治、社會功能的主要範疇）概念作為分

析對象。

本計畫主要是基於下列的問題意識為出發點。第一、司馬談在〈六家要旨〉

中把當時的學派分成「六家」，但我們不能馬上將這種分類適用於戰國時代的學

派分類。換言之，除了戰國晚期的儒、墨兩家之外，後來被歸類為「同一學派」

的思想家與思想家之間其實還並未有明顯的學派意識。第二、由於在分析戰國時

代思想時，我們需先審慎地判定到底是思想家先存在，還是「學派」先存在的問

題，因此在討論戰國晚年的思想時，我們不宜馬上採用「它是某某家與某某家的

混合」的說法，因為直到戰國末期，「法家」等學派皆還沒有確立明確的學派「理

念型」（ideal types）。因此第三、我們不宜將《呂氏春秋》等文獻歸類於「雜家」

這種術語。

根據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將「稷下學」當作是先秦時代政治社會理論發

展的重要契機，進而分析從「稷下學」到《荀子》、《呂氏春秋》以及《韓非子》

思想中的「分析性」概念之演變與發展。換言之，本研究試圖構畫出「稷下學」

的政治思想概念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政治化的概念，逮至戰國末年被容納於《荀

子》、《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三書的詞彙，由此演變成為支持三種不同政治

思想的共同概念。

關鍵詞：稷下學、概念詞、《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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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Theorization of Political Concepts during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h Main Focus on the Intellectual
Impact of the Jixia Academy

This research aims to elucidate the process of theorization of main conceptual terms
which were essential for the discussion of socio-political issues from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discuss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mpact of th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t the Jixia Academ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eories in those three eminent works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e. the Xunzi,the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Hanfeizi)

The research begins with the three questions on how we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Qin political thought. First, it would be fairly misleading to adopt Sima Tan’s 
“definition” on the scholarly tradition during theWarring States period because even
until the ev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any prominent thinkers who had been
later categorized as specific schools would have been no idea about their actual
“scholarly affiliation.” Seco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haracterize convincingly those
“ideal types” of any school except for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during midd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ird, the adoption of the term “Eclecticism” or 

“miscellaneous thought” (zajia 雜家) is misleading when we discuss the thought of

the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because the aim of its compilation was not to
assort the previous thoughts hitherto, but integrate them under the high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ronically, M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was no more eclectic
work than the Xunzi and the Hanfeizi in that all intended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higher level integration of previous thought.

Bearing this in mind, the research will analyize the process of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socio-political terms
which appear in the works of both Jixia thinkers and those of three aforementioned

books. These terms are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fen 分), “fairness and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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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公), “principle” (li 理), “law and regulation” (fa 法), “authoritative

power/position” (shi 勢). This research presupposes that these terms are significan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ere usually u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alysis of state structure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their term “order and disorder”) by thoseWarring States
thinker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elucidation of a
developmental context during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socio-political discourse in
which those key socio-political terms have bypassed beyond the limit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been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as the parts of the essential arguments in 
three prominent socio-political works.

Key terms: The Jixia Academy, Conceptual Terms, Earl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Xunzi, The Hanfeizi, TheMr. Lü’s Spring and Autums An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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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主持人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從 2004 年 8 月 1 日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主要

學術成果如下：

學術出版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變化」觀念之演變暨其思想意義〉(《政大中文學報》第

三期，2005 年 6 月，頁 51-86)

佐藤將之，〈中國思想交流における国際交流への覚書：「戦国楚簡と中国思想史

研究」特集号によせて〉(《中国研究集刊》第 36 號，2005 年 12 月，頁 3-18)

宣讀論文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非語言」統治術：「誠」概念的形成與意義〉（台大東亞

文明研究中心主辦：「東亞語文學與經典詮學術研討會」，於國立台灣大學，2004
年 11 月 19 日）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變化」概念之演變暨其思想意義〉（台大文學院主辦：「中

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國立台灣大學，2005 年 1
月 28 日）

佐藤將之，〈國際化時代的中國哲學思想—青年學者國際交流的意義〉（台大哲學
研究所研究生學會、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主辦：「先秦思想暨出土文獻」，2005

年 3 月 27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佐藤將之，〈荀子政治思想中的「誠」—從「非語言統治術」之角度詮釋〉（台

大政治系主辦：「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

2005 年 5 月 7 日）

佐藤將之，〈當代日本學者對〈中庸〉研究的回顧〉（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

中心主辦：「日本漢學的中國哲學、思想研究：觀點、方法論、以及其意義國際

學術研討會」，於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2005 年 5 月 28 日）

Masayuki Sa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a Theory of
‘Non-verbal Rule’ in Early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presen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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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9-11, June, 2005,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專題演講

佐藤將之：〈荀子研究「脈絡化」的嘗試和其未來方向〉，於國立中央大學哲學

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24 日

佐藤將之：〈荀子研究的「脈絡化」與其未來方向〉，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與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合辦：「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第十五次讀書月會，2005 年 4 月 20
日

學術活動之規劃

東吳大學哲學系和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的「國際中國哲學研究研習營（Workshop
on Chinese Philosoph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從 2004 年 10 月 1 日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93-2420-H-031-002- )活動的共同主持人

台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學會、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主辦：「先秦思想暨出土文獻」

（2005 年 3 月 27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的總規劃人

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日本漢學的中國哲學、思想研究：觀點、

方法論、以及其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5 月 28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哲

學系）的總規劃人

研究心得與自我評估

《荀子》與《呂氏春秋》二書，皆為戰國後期重要思想著作。而且，透過對

此二書思想內容的分析，可以構畫出戰國末年某一段時期的思想型態。正如司馬

遷於《史記》中所述，荀子在公元前 238 年卸任蘭陵令，這代表荀子思想的圓熟

期約在此時。另外，在《呂氏春秋‧序意》的記載中，可以推知其編輯的完成約

在公元前 241 年。當然，編輯的完成不代表其思想直至此時方才形成，而是其思

想早已存在。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說：《荀子》與《呂氏春秋》二書應代表著同

一時期所形成的思想。而且，經過我們的分析乃發現，《荀子》與《呂氏春秋》

所使用的概念與論述的鋪陳有許多相同之處。但這種「類似」之處並不就代表從

《荀子》到《呂氏春秋》的影響關係，而是代表此二書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基

於如上的問題意識，本計畫將進行將藉由《荀子》與《呂氏春秋》二書的相互參

照，除了對其中相通的概念、相似的論述加以比較，來探討此共同性能否代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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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稷下學術傳統的思想特色。本研究也藉以對它們相異的觀點與看法也加以分

析，來凸顯過去的研究對《荀子》與《呂氏春秋》二書尚未完全釐清的幾個重要

思想特色。

根據上述的主要觀點，本研究所進行的主要分析針對下面三個問題：

一、《呂氏春秋》是否所為雜家的作品？

一般而言，《呂氏春秋》歷來一直被當作「雜家」作品，而且被認為其思想

缺乏核心（梁啟超、候外盧、田鳳台、沼尻正隆等）。然而，「《呂氏春秋》是由

一種『核心思想』來統合的著作」這種看法歷來也一直存在（郭沫若、王笵之、

牟鍾鑒、町田三郎、齋木哲郎等）。主持人近年來傾向於贊同後者之見解。然而

前者不但是傳統東亞知識份子的共通看法，而且也普遍地存在於台灣地區、大

陸，以及日本的學界（最近完成《呂氏春秋》全本英譯的美國學者 John Knoblock

和 Jeffly Riegel 也採取此立場）。相對地，後者的見解卻還未在不同地區之間

互相發揮。

經過本研究的分析乃發現，〈十二紀〉以論述的四篇為一組，分配於對四季

月令政策，〈十二紀〉的論述除了如此形式上的整合性之外，還具有「天─地─

人」的「三才」架構，而始終一貫地要求君王效法「天地之理」，來致治招福。

因此在《呂氏春秋》思想中，「理義」和「義理」兩詞（即：「天地之理」和「正

義」之結合）是一核心概念。尤其，由〈十二紀〉中的各種論述來判斷關於墨家

對《呂氏春秋》思想的影響，可以說〈十二紀〉的作者（或對其論述負責的編輯

人）確實意識到墨家學說，但是基本上他試圖克服其學說的限制。譬如說，〈十

二紀〉大大讚美音樂的功能，而極力反對「偃兵」，〈十二紀〉甚至主張，若其理

由不合乎正義，甚至自我保衛也不可以。另外，對「節用」和「節葬」的主張，

〈十二紀〉注重的並非是君王消耗資源的經濟（或剝削人民）問題本身，而是這

些消耗造成君王本身精力的衰退。而其對「節葬」之反對，是因為豪華的陪葬品

會引起盜墓者的慾望，造成祖先之墓被盜墓者偷挖，犯了使祖先的遺體因盜賊偷

盜而暴露的不孝。

二、《呂氏春秋》和《荀子》之間類似與差異

其實，上面所提的《呂氏春秋》基於「天─地─人」之「三才」架構，並且

始終一貫地要求君王效法「天地之理」，以致治招福，這一點就是《呂氏春秋》

和《荀子》思想共同的部分。而且，雖然兩者均主張「效法天地之規律」，但是

同樣地仍採取「人間的事情歸於人間的規則」之立場。關於《呂氏春秋》和《荀

子》共同的思維結構上值得注意者，是「同類相引」的概念與「福禍」之因果關

係，在其思維中佔有關鍵的地位。換言之，正如自然界中的同類（同音、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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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會自然地相引其伴，人和人之間，如善人與善人、惡人和惡人等同類的人

之間，也會發生相引的狀況。而且，其同類發生不只是就同時期所發生的事情而

言，不同兩個時期發生的兩件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可以說明。譬如，做善事的

人，將來一定會有由好的結果。根據此假設，荀子主張：禮是「類之綱紀」。意

味著：「禮是人為了展現自己的德行而獲得人間之顯榮的關鍵」。

除此之外，《呂氏春秋》和《荀子》均指出人類的普遍特色，尤其是其優點

（成群而使其他動物役於己）與缺點（具有欲望）。而且兩者均銳利地觀察到，

後者乃人類社會得治之一大障礙。如此，調適人類的這些欲望乃成為其思想的主

要論點。

在差別方面，《呂氏春秋》和《荀子》除了體裁方面的差別之外，最明顯的

差異在於「禮」概念的引進之程度，這一點使「《呂氏春秋》中有荀子思想的影

響」，或「荀子的門人參與《呂氏春秋》的編輯」這類說法成為非常棘手的問題。

不可諱言，「禮」是荀子哲學體系最核心的概念，其主張通遍於《荀子》一書的

論述。相對地，在《呂氏春秋》中，「禮」概念的重要性卻遠遠不如「義」或「理」

的主張。雖然也有例如〈論人〉中所提「通則觀期所禮」，這一句主張「禮」是

觀察一個人才的好壞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在這裡可以看到與荀子「禮」思想的某

種銜接點。但是在荀子思想中，由於「禮」，君王可以觀察到所有的人。。。。之德行，

而且「禮」幾乎是唯一。。的。觀察一個人才的方法。

另外，《呂氏春秋》和《荀子》兩者極力主張君王尚賢的重要，而且也指出，

是否找到賢人才是君王的工作，找到了之後，君王便可以休息。但是對《呂氏春

秋》的作者來說，賢人（《呂氏春秋》中也由「聖人」、「國士」等詞表達）是一

種具有特殊的能力的人，而《呂氏春秋》似乎沒有真正面對如何培養、或成為這

樣的人才的問題。相形之下，《荀子》認為，一個人在各種修身過程的層面實行

「禮」和「積善」，便能夠成為聖人。雖然《荀子》也承認實際上當聖人非極為

難的事情。但荀子努力將「尚賢」的主張，變成更有可行性的實踐理論。基於此

觀察，我們可以說荀子將《呂氏春秋》的尚賢主張推進了一步。

三、《呂氏春秋》和《荀子》在先秦思想發展中的定位

如上所述，本研究釐清了：（1）參與編輯《呂氏春秋》的主要學者和荀子（或

《荀子》的作者）站在共同的學術傳統的事實。（2）但是從其類似點，我們也不

能馬上斷定從《荀子》到《呂氏春秋》的影響，倒不如認為此兩書都從共通的思

想母體而來。我們目前可以推測的是，此兩書之間的共同思想母體的部分，應該

是戰國中後期的稷下的學術。而且，《荀子》和《呂氏春秋》似乎是兩部在完成

之前，彼此沒有直接影響關係的文獻。也可以說是稷下思想的兩種「總結」。雖

然《呂氏春秋》的最高理念並不像《荀子》的「禮」或「禮義」那麼明顯，但是

我們的分析顯示，《呂氏春秋》由「理」和「理義」兩個概念，重新涵蓋了天地

與人間之間的效法規範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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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正更嚴謹地整理並論述上述的觀點，將於近未來發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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