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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莊子生死觀體系的建立是從對常人面對生死態度的觀察開始，莊子認為

世俗生死觀「有我」意識太強烈，受到「彼此」、「是非」觀念的左

右，使一般人在面對死亡問題時，產生強烈抗拒的情緒反應，造成一種

對抗死亡的生命價值觀，人亦陷落在此價值觀中，悅生惡死，棄身殉

物，以至形神兩亡而不自知。 故莊子的生死觀從對「有我」的反駁開

始，世俗生死觀盲點的根源就在於以「有我」為基礎的死亡的界定上，

因此莊子的生死觀不以此形骸活動、朽壞做為生死的分野，而以「真

宰」、「真君」取代以形骸、心智與知識為主的自我認知。將生死看做

是氣的流轉變化，且萬物同在此一流轉變化之中，以破除世俗因「有



我」造成的生死對立，以及悅生惡死的情結。同時莊子以 「道」做為其

生死觀的基礎，人超越生命有限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回歸生命的本真，透

過「喪我」、「心齋」、「坐忘」的無己工夫，與「道」合一。一但與

「道」合一，將死亡視為物化，才能擺脫對死亡的恐懼，得到精神上的

逍遙之境，應物而不傷。 莊子生死觀的特色，可以說就是建立在主體心

性的肯定與醒悟上，提供的是精神層面的思維與關懷，和分門別類，討

論嚴謹的現代生死學相比，自然不夠具體廣泛，失之零散。但是奠基於

心性上莊子生死觀，某方面來說，卻正可提供以解析死亡現象為主的現

代生死學，一條協助個體建立生死智慧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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