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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以《韓非子》連珠體為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旨在以韓非子

文本連珠體為經，以修辭及篇章結構為緯，敘論有關篇章結構的特

點及字句修辭的特色。其中交代兩者對於文學史上的影響，並整理

匯會出個人的研究心得。  

 

 

第一節   研  究  動  機  

儒家說起心動念處，而心理學則指出，凡人做事均有「動機」、

「過程」和「結果」三個步驟或歷程。而研究工作也不例外。本論

文的研究動機有以下幾點：  

一、筆者一向喜歡歷史故事，而先秦諸子以《韓非子》徵引史事最

多。  

二、修辭使用的心理根源及其對人生的功用與價值，令人精神振奮。 

    董季棠《修辭析論》說：  

 

    修辭不可能完全誠實，但發為修辭的根基－－情，卻必須完

全誠實。也就是須有真誠懇摯的情感，加上華美動聽的辭藻，

才是內容形式兩者兼具的好作品。 1 

 

黎漢運、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提出修辭現象應當包括三

個面，即「修辭內容」、「修辭手法」、及「修辭效果」。 2其「修辭內

容」即董氏所說的「作者情意」；「修辭手法」及董氏所說「如何適

切地、巧妙地表出」的問題；「修辭效果」即董氏所說「使讀者發

                                                 
1 見董季棠《修辭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 2。 
2 見黎漢運、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台北，書林出版社，1991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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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鳴」。但是實上，這修辭效果仍必須來自內容（即作者或說寫

者的情意）與形式（即修辭手法）雙方面的結合才能達成。  

    修辭學是一門實用的科學，尤其修辭格更有廣泛的使用機會，

因此，若能對修辭格進行了解，而了解的方式，除了從語言表面現

象觀察外，若能更進一步對其賴以產生的心理根源或基礎做深入的

把握，並對其所造成的美感效應有更細膩的體會，則在運用修辭格

時，必會更加圓熟和靈活，將更有助於情感的表達和人際的交往。 

 

三、心中有所慨嘆  

    李翱《李文公集‧答王載言書》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

孟軻、商鞅、荀況、韓非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師歸也。」

明胡應麟《筆叢》有云：「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

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偉，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

下之奇作也。」由後人對韓非或《韓非子》的評議佳美，我們不難

看出韓非對於文章、修辭驅遣自如的藝術功力，故在研讀、賞析《韓

非子》時，其文的「修辭」，實為吾人應加以注意與研析之處。然

《韓非子》成篇至今鑽研成專門著作或單篇論文者不可勝數，卻甚

少學者探討《韓非子》的篇章結構，故本論文不再以哲理的角度切

入，而是以後起的修辭學及章法學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於微觀中

探得文字之妙，在宏觀裡釋出章法之理。雖為不易之法，期望能開

啟新天地，縮短讀者與作者  間的距離。  

 

 

第二節   研  究  範  圍  

    《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宋人始名《韓

非子》，與乾道本及今本之篇數相同。可見《韓非子》是現存先秦

諸子書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著作。然篇章的真偽與版本的優劣非本論

文所亟欲於討論的，本論文只鎖定韓非子〈內外儲說〉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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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  

    《韓非子》文本，體裁多樣，遠出戰國諸家之上。先秦諸子之

議論文，往往但求立意，並不在體裁上面求變化，而韓非則比較重

視以不同的體裁方式去表達思想，其效果往往比專守一體的好。其

即為韓非個人欲借之以表達個人思想之創體。然《韓非子》篇章之

分類，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所以〈內外儲說〉在文體上的歸屬亦

不盡相同，今羅列分述如下：  

一、潘重規《韓非著述考》中以內容性質為分類標準，將全書分為

五大類  3 

第一類學術論著、第二類應用書牘、第三類摘抄舊書雜記加以編纂

而成者、第四類鈔存舊書雜記誤為非自著者、第五類非韓非所著，

門徒附益者。  

 

二、王煥鑣《韓非子選》以寫作體例為分類標準，將全書共分三十

篇為六類  4 

第一類反映韓國當時之內情勢，法術之士欲改革當時政治之理論， 

於此可探索韓非思想產生之歷史根源、第二類論法治之術，為韓非  

子書之本論部份、第三類論古事以明法術、第四類述傳說故事以明  

法術、第五類傳說故事集，疑係韓非平時搜集之資料，為從事論著  

之用者、第六類傳注性之文字，於此可見法家與道家在學術思想上  

之關係。  

 

三、黃秀琴《韓非學術思想》以文章體裁分類，則將韓非議論之文

分為四類  5 

第一類解釋式之議論文、第二類演譯式之議論文、第三歸納式之議

                                                 
3 見謝雲飛《韓非子析論》，（台北，東大圖書出版，1980年），頁 25-26。  
4見王煥鑣《韓非子選》，（台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 26。 
5 見黃秀琴《韓非學術思想》，（台北，華僑出版社，1962年），頁 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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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第四類辯論式之議論文。  

 

四、陳麗珠《韓非子儲說研究》依篇章結構加以分類，將《韓非子》

分為六類  6 

第一類「直接議論闡述」的散文型態、第二類辯難體、第三類問答

體、第四類經說體、第五類注解體、第六類故事體。  

 

五、蔡清泉〈韓非子文章體裁類別及篇章結構〉一文中，將韓非子

書分成七類  7 

第一類說理體、第二類論辯體、第三類敘述體、第四類連珠體、第

五類問答體、第六類故事體、第七類解注體。  

 

六、謝雲飛《韓非子析論》以篇章結構之不同，分韓子之文為六類  
8 

第一類論術體、第二類論辯體、第三類問答體、第四類連珠體、第

五類故事體、第六類解注體。  

 

綜觀諸家之說，〈 內外儲說〉文體的歸屬均不盡相同，潘石禪

師將之歸於摘抄舊書雜記加以編纂而成，王煥鑣則將〈內外儲說〉

納為述傳說故事以明法術一類，黃秀琴則歸於歸納式之議論文，陳

麗珠的研究則將〈內外儲說〉謂為經說體，蔡清泉與謝雲飛先生則

稱〈內外儲說〉為連珠體。各家切入的觀點均有其可取處，然本文

就修辭角度為文，故取其【連珠】。  

    〈儲說〉，體例特殊，自為經傳，〈儲說〉的「說」字當是應著

「經」、「說」的「說」字而言；所謂的〈儲說〉，即將許許多多的

「說」儲聚在一起，藉以表達作者的思想。至於「經」，則是「說」

                                                 
6 見陳麗珠《韓非子儲說研究》，（台灣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 11-13。 
7 見蔡清泉〈韓非子文章體裁類別及篇章結構〉《中國語文學報，1971年》，4卷，頁 18-19。 
8 見謝雲飛《韓非子析論》，（台北，東大圖書出版，1980年），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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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綱領式的文字，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的綱要。似此經、說相綴

相連的文體，後世謂為「連珠」之祖。  

然首先以「連珠」做為篇題是揚雄，而在《韓非子》書中並無

「連珠」一詞，那麼何謂「連珠」？傅玄連珠序：「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喻以達其旨，而攬者微悟，合於

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睹而可悅，故謂之連珠。」9沈

約《注制旨連珠表》云：「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

珠之排結也。」知「連珠」的特徵有： 1 .辭麗而言約； 2 .不指說事

情，假喻以達其旨，合於古詩勸興之義； 3. 歷歷如貫珠，易睹而

可悅。至《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

的說法，到宋楊慎《升庵外集．韓子連珠論》說：「韓非書中有語，

先列其目，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於是後人遂明指〈儲說〉六篇

為連珠體，進而稱之為連珠之始。本論文以〈儲說〉為研究範圍，

所以取「連珠」做為本論文的題目。  

 

 

第三節   研  究  方  法  

壹、取材方面  

本論文以韓非著作的《韓非子》一書為研究範圍，其版本之依  

據為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的張素貞校注《韓非子》上、下冊為主（民

國九十年三月初版），斟酌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兼參陳奇猷先生

《韓非子集釋》、陳啟天先生《韓非子校釋》、邵增樺先生《韓非子

今註今譯》、梁啟雄先生《韓非子淺解》、朱守亮先生《韓非子釋評》

等書。  

本論文所引韓非《韓非子》之題目、文字，均依國立編譯館主

編出版的張素貞校注《韓非子》上、下冊。若有改動增刪的地方，

                                                 
9 同注 5。頁 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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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加注說明；且在「文句修辭」二章中詳析《韓非子》修辭的文例

時，會標上頁碼（即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的張素貞校注《韓非子》

上、下冊一書中的頁碼），以供讀者翻檢對照之便。  

 

貳、研究方法  

本論文重點是以「修辭」的角度，就「統攝」－  －篇章修辭

及「析」－  －字句修辭兩方面深入探討《韓非子．內外儲說》對

於二者的運用情形及其造成文章何種特色？期以「統」、「析」結合

之法更深入分析《韓非子》的文學藝術。茲將研究方法條列說明如

下：  

一、 從「統攝」－  －篇章修辭（即章法）的角度切入，以  

「先形式－  －後內容」的方法對《韓非子．內外儲說》做

一探討：  

    陳師滿銘〈如何進行文章結構分析〉一文中說：  

 

一般人在畫課文結構分析表時，往往受了段落的限制，以致畫

出來的分析表都偏向於內容，以段落文意來統攝全文這是應該

避免的。因為我們實在無法由此看出作者在做法上的特色。 10 

所以本論文在探討《韓非子．內外儲說》的章法布局時，第一層結

構均由「形式」入手，進而分析其內容，是以「先形式－ －後內

容」的方式分析。 

    「形式」指的是此篇文章祖織的型態方法是「先凡後目」的演

繹方式或是「先目後凡」的歸納方法？抑或是「情－景」、「敘－論」、

「虛－實」等方法來架構。如此在底層結構下先掌握了作者的「文

章作法」後，再視各篇型態性質，「形式」成份明顯的，第二層再

                                                 
10 見陳滿銘《文章結構分析－以中學國文為例》〈如何進行文章結夠分析〉，（台北，萬卷樓，1999 
  年），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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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角度分析；如「形式」成份不明顯，再以「內容」角度

分析。誠如陳師滿銘說的： 

    從表面上看，所謂「結構分析表」，該偏重於形式才合理。不

過，大家都知道，形式是離不開內容，而內容也是離不開形式

的。所以分析時，應兼顧內容與形式，才能藉以從事兩方面的

深究教學。不然，內容一個表，形式又一個表，彼此分割獨立，

只有徒增困擾而已。因此我們畫分析表時，最好就課文的性

質，分層加以考慮，看看某一層該偏於形式還是容來得好。 11 

 

本論文對《韓非子．內外儲說》各篇篇章修辭的探析之法為： 

（一） 逐篇探討章旨、結構及章法特色 

    首先釐清各篇的意旨，對本文主旨做一剖析；進而畫出各篇結

構表。如前人亦曾列表詳析的，則列表以做對照參考。《韓非子．

內外儲說》各篇的章法分析則分為「應用方面」與「結果方面」二

者論述，前者重在探討韓非對各篇文章的作法布局；後者重點則放

在韓非運用此文章作法對全文造成何種美感特色？ 

 

（二） 篇章修辭結合「作者心理」或「寫作美學」來探討 

    本論文視各篇的性質不同嘗試由「作者心理」或是「寫作美學」

的角度出發，探討《韓非子．內外儲說》各篇章法結構特色。至於

作者的心理因素和文章特色之間的聯結？ 

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之研究》： 

 

人創造美的心理活動是以一定的審美心理結構為中介、載體和

基礎的，一切客觀存在的美只有經過同人的審美心理結構相互

作用，才能被人所感知和進行能動創造，文學作品就在這樣的

情況下產生了。所以對此心理結構的運作稍做瞭解，對於我們

                                                 
11 同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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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文學現象的探討，當然是大有裨益的。 12 

夏薇薇《文章賓主法析論》中說： 

 

論是從事文學的創作或鑑賞，都必須經歷審美感知的心理活

動，對於創作者而言，在運筆構思之際，必須思索運用何種章

法結構組織全篇，才能適切地表達情思意蘊，凸顯文章之藝術

美感；對於鑑賞者而言，則必須對於作品進行直覺－ － 再創

造－ －再評價等三階段的審美心理活動，才能領略文章布局

經營之妙。 13 

 

由此可以輾轉明瞭，韓非在寫做文章、架構理念，實在是有其

心理層面上的緣由，設若能抽絲剝繭來分析作者創作的心理層面，

對於深入了解其文的章法結構特色是有很大的裨益的。而結合「寫

作美學」的方式，則是在探討此種篇章修辭所造成的篇章美感效

果，這是在鑑賞《韓非子．內外儲說》的文學藝術時所必經的方法。 

 

二、由「析散」－ －字句修辭（即辭格）的角度來探討 

運用綜合歸納法來分析韓非對〈內外儲說〉字句修辭的運用。

本論文探討是以《韓非子．內外儲說》較為常見或較特殊的辭

格為主。而每個修辭手法的分類下的文例，平均列舉二至三例

個別詳加說明以為佐證，文例特多時，則以「《韓非子．內外儲

說》運用此法之例尚有：~」或「其餘如~」的形式略做說明。 

其字句的研究方法為： 

（一） 將韓非運用此辭格的情形做一分類 

    首先綜合歸納《韓非子．內外儲說》運用了哪些辭格技巧，進

                                                 
12 見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之研究》，（台北，台灣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 10。 
13 見夏薇薇《文章賓主法析論》，（台北，台灣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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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韓非運用此辭格時又分成哪些種類做一分析。 

 

（二） 對韓非運用此辭格的手法技巧做一特色分析 

    本論文嘗試由「作者心理」或「寫作美學」的角度，剖析韓非

運用每一辭格對文章造成何種特色？這兩種角度的分析實與字句

的修辭關係深厚。 

黃師慶萱《修辭學》談到修辭學與心理學的關係： 

 

心理學是研究行為的科學。而修辭的基礎是言語文字，言語文

字都是屬於人類的行為。所以修辭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係是十

分密切的。從理智方面說，對於人類行為，社會百相，必須有

深而廣的觀照，與徹底的了解；從感情方面說，對於人類的悲

歡離合，必須有真摯深厚的同情。前者可使語辭文辭表達得更

精確，後者可使語辭文辭表達得更動人。這就有賴於心理學

了。所以，心理學的了解有助於修辭原則的實現。 14 

 

所以，由「作者心理」或「寫作美學」的觀點出發來分析韓非運用

字句修辭的特色，實有助於我們領略韓非遣詞造句的獨步之處與神

妙。 

 

參、論文架構  

（一）第一章 緒 論  

    鑒於歷來研究《韓非子》書相關的書籍及碩博士論文，大都以

韓非思想作為評述的要點，如：韓非子思想淵源之研究（孫邦盛，

1984 年，文化大學碩論）、韓非子術論（趙公正， 1974 年，政治大

學碩論）、韓非與霍布斯思想比較研究（陳宜靜， 1996 年，台灣師

                                                 
14 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75年），頁 18。 



《韓非子》連珠體修辭探微 

 10 

大碩論）、⋯⋯等，均有其精當切要的創見，然而在《韓非子》書

文章修辭結構方面卻少有人論及，故筆者在此暫不論個人文筆之拙

劣，僅以個人動機及興味為出發點，就不同的角度以《韓非子》連

珠體做一番探微研究。而研究的方法：一為篇章結構，一為字句修

辭。  

 

（二）第二章   《韓非子．內外儲說》篇章修辭  

    此章研究的重心在於探究《韓非子．內外儲說》篇章的修辭 。

因內容篇章繁複，故依《韓非子．內外儲說》六章目次逐一探討：

〈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左下〉、〈外儲

說右上〉、〈外儲說右下〉。  

各篇研究的方法，首先逐一列出各篇原文，再探討各篇的主

旨，接著呈現各篇的結構表，並於其後詳細闡述其章法結構的運

用，最後以「作者的心理基礎」或「作品的美感效果」角度分析各

篇章法結構的特色，若其篇章修辭對後世影響甚遠，亦一併列入此

章節探討。  

 

（三）第三章、第四章   《韓非子．內外儲說》  

－  －字句修辭（上）（下）  

    《韓非子．內外儲說》字句修辭，因作者辭格運用的廣泛，故

分形式美妙的修辭（上）與傳情達意的修辭（下）兩章分別敘述。

第三章先論形式美妙的修辭，包含了：類疊、對偶、排比、頂針、

層遞；第四章傳情達意的修辭，涵蓋了：設問、引用、譬喻、映襯。

此兩章均先分析《韓非子．內外儲說》中每一辭格的運用情形，接

著再就作者的心理基礎、或作品的美感效果來深究韓非運用此辭格

對文章產生了何種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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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五章   結論  

  總結以上各章節之探析結果，整理歸納出本論文《韓非子．內

外儲說》篇章修辭及字句修辭研究的成果及其價值，最後以研究展

望及期許作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