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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的題目是：《莊子》道德觀之研究－－以解構與重建為核心。論

文的內容所採用的方式，主要是以《莊子》書中的〈內篇〉、〈外篇〉

與〈雜篇〉之學說思想為主軸；以詮釋學的角度，透過「道德觀」之主

要思想概念－－「道」與「德」的字義探索，試圖掌握老子《道德經》

與《莊子》中的思想相關脈絡，再進一步論述《莊子》道德觀之解構與

重建的意義與目的。 再者，根據近代學者的論文著作與觀點，作為論文

的參考依據，引述其對《莊子》哲學思想的思想源承考據與學說見解，

透過原典試圖闡述《莊子》如何面對社會結構的轉變與人文秩序混亂所

引起的重大變革時，以「道」為核心所開展出來的一套處世的哲學。 其



次探討莊子如何去看待舊有以仁義為主的道德思維，用「心齋」與「坐

忘」的方式，去解構人為之妄作對自然道德觀與人內在真實本性的傷

害，採取順任「道」之自然無為為核心的道德思維，以保全質樸之性，

而不被世間人為建構所傷害。從人的內在逐步地外顯，從行為模式之中

去符應自然的處世養生方法，並論述這種以「自然」為本所開展的「道

德觀」如何可能落實在人的生活中。 因此在本篇論文的架構上，針對

《莊子》書進行篇章與成書問題的探討；筆者認為，要討論莊子的「道

德」觀念時，必須先就《莊子》的思想發展進行溯源性的論述，藉以找

出《莊子》的原始概念與道家後學所發展之思想關連性，其次才論述

「道德觀」的基本內涵與根源，並從理論根源上區分以仁義禮知為主的

「道德觀」與道家所強調以「自然無為」為主的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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