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以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和韓非組成的先秦七子為研究對象，由微觀

到中觀再到宏觀一步步由淺入深展開對先秦哲學的研究。全書共 30 章，由 30 個相對獨立的學

術論題組成，從個案發微、深度比較和宏觀透視三個不同維度對先秦哲學進行研究：第一，個

案研究。作為本書的第一部分，是對先秦七子的具體研究，涵蓋了本體哲學、認識哲學、生態

哲學、人性哲學、人生哲學、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第二，比較研究。這構成了本

書的第二部分，側重對先秦七子以及諸子百家的比較研究，包括同一學派中單個人物與單個人

物之間、不同學派的單個人物與單個人物之間、同一學派的多個人物之間以及不同學派的單個

人物之間的比較。在比較過程中，透過概念的比較、命題的比較、人物的比較到學派的比較等

多維視角，本著透視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的原則，全面挖掘異同背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意趣。

第三，宏觀研究。這是本書的第三部分，在對先秦七子代表的人物研究和主要學派逐一進行個

案研究合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進而梳理先秦七子以及各個學派的思路脈絡，以此整合先秦哲學

的共性和一致性，概括先秦哲學的總體特徵，對先秦哲學的本體哲學、語言哲學、人性哲學、

道德哲學、人生哲學、歷史哲學和法哲學進行宏觀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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