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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莊子》一書是研究道家思想的重要資料，但歷代以來，關於其作者、

時代、篇目真偽等問題爭議不斷，連帶地也影響到義理的詮釋發揮，以

往受制於客觀資料的不足和固有成見， 研究者多少產生牽強附會、挂一

漏萬的問題，其實所謂「真」、「偽」，分界十分模糊，如果一定是要

出自莊周本人之手，才具有研究價值，這是畫地自限的做法。學生以

為，進行哲學研究，不宜未經過客觀審視之前，就採用約定俗成的說

法，在有成見的標準下，逕行取捨，而是要以誠實開放的態度，從原典

本身為起點，從字面到義理，循序漸進地去發掘思想的內涵，才是正本

清源之道。 學生先不對《莊子》一書的作者時代預做假設，研究的第一



步，乃是打破內、外、雜以篇分類的習慣， 以郭象的三十三篇定本為考

察對象，態度標準一致，以更細緻的章節段落為區別，不只強調橫向的

諸義理內容，同時也盡可能的排列出資料形成的時代先後，以觀察出縱

向的思想發展與流變，除了需要相關的其他古籍作為旁證對照，也會從

思想特色、文體風格、概念語辭哲學詞彙的內涵演進來考察檢閱，甚至

包括名物、制度、用語等角度也在參考之列，以哲學問題為核心，將相

關相近的章節並陳，此步驟完成後，便全力著重在義理精神的研究，回

歸原典文本的敘述，加以分析歸納，學生相信，如此一來，將更加突顯

釐清《莊子》資料中所涉及的哲學課題，對於這些獨特概念的確切內涵

和意義，也能有較精準深入的把握。 本論文的架構與大部分論文慣用的

行文方式約略不同，因結合考據和義理兩種作法，為使研究的過程和結

論，足以清新明瞭地呈現，故分為兩大部分區別，第一部份主要在釐清

文獻資料的問題以及進行重新整理的工作，第一章是對《莊子》資料的

流傳和成書，內、外、雜的分篇問題，包括古今學者的看法，作一客觀

的敘述整理，第二章則是敘述學生進行分類工作時，所採行的方法標準

以及呈現初步分類的結果；第二部分則是專注於義理的解釋闡發，根據

幾個重要的哲學問題單獨分章。在整合思想相近的篇章後，學生提出五

項《莊子》資料主要的關注點，包括：「宇宙自然的探討」、「處世的

人生觀」、「修養精神的功夫」、「知識與語言的問題」、「政治態度

的傾向」等，根據考據校堪的基礎，對其義理作謹慎的分析，以切實把

握思想內涵。 為學並無方便法門，文獻考證的功夫，在講求證據和服膺

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是不容忽視的一環，當然，這僅是一項過程，吾人

的目的在於可以藉此對義理有最正確的剖析認知，而不致流於夸夸其

談、天馬行空之弊，考證為輔，成其義理，力求兩者兼顧，希望因此使

本篇論文更加完整充實。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 錄 前 言 3 第一部份 第一章：《莊子》資料的成書考論 5 第一節：

《莊子》資料的流傳過程 5 第二節：關於內、外、雜篇的幾種意見 10 

第三節：理解《莊子》的新進路 13 第二章：《莊子》資料分類概述 17 

第一節：證據和標準的說明 17 第二節：分類結果 18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宇宙自然的探討 23 第一節：「道」為世界的本根 23 第二節：「氣」與

「陰陽」26 第三節：死生一體 29 第四節：「道」與「天」關係的改變

32 第二章：處世的人生觀 36 第一節：擺脫俗累、心靈超越 36 第二節：

理想人格的描述 40 第三章：修養精神的實踐功夫 46 第一節：「忘」的

意趣 46 第二節：由「忘」到「見獨」51 第三節：養生之學的新傾向 54 

第四章：知識與語言的問題 62 第一節：認知者的侷限和物的流變 62 第

二節：語言的功能與限制 68 第三節：認知的最高境界與方法 73 第五

章：政治態度的傾向 79 第一節：消極避世的胸懷 79 第二節：強烈抨擊

仁義 84 第三節：結合其他學派的統治術 91 結論 97 附錄 99 參考書目

112  

參考

文獻 

參考書目 ﹝按作者筆劃序排列﹞ 一、 古籍註本 《莊子》部分： 清?王

夫之 《莊子解》 香港：中華書局 一九八九年 清?王先謙 《莊子集解》 



臺北：三民書局 一九八五年 王叔岷 《莊子校詮》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一九九四年 李勉 《莊子總論及分篇評註》 臺北：臺北商

務印書館 一九九 0 年 清?林雲銘 《莊子因》 臺北：蘭臺書局 一九六九

年 高亨 《莊子今箋》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一九七三年 清?宣穎 《南華

經解》 臺北：藝文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張默生 《莊子新譯》 濟南：

齊魯書社 一九九六年 陳鼓應 《莊子今註今譯》上、下 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四年 黃錦鋐 《新譯莊子讀本》 臺北：三民書局 

一九九四年 清?郭慶藩 《莊子集釋》  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

司 一九九一年 明?焦閎 《莊子翼》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九七八年 

明?憨山 《莊子內篇註》 臺北：琉璃經房 一九八五年 錢穆 《莊子纂

箋》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八五年 《老子》部分： 晉?王弼 《老子

王弼注》 臺北：天土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呂氏春秋》部分： 陳奇猷 

《呂氏春秋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 一九八八年 《荀子》部分： 王先謙 

《荀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 《韓非子》部分： 陳奇猷 

《韓非子校釋》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其他： 唐?孔穎達 

《周易正義》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漢?司馬遷 《史記》 臺北：七略出

版社 一九九一年 漢?班固 《漢書》 臺北：鼎文書局 一九八六年 清?段

玉裁 《說文解字段注》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毛詩正義》 北京：中華

書局 《尚書正義》 北京：中華書局 二、 相關專書 王元澤 《南華真經

新傳》 臺北：藝文印書 一九七二年 王煜 《老莊思想論集》 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 一九七九年 王德有 《以道觀之──莊子哲學的視角》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吳光明 《莊子》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

九八八年 吳汝鈞 《老莊哲學的現代析論》 臺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八

年 吳怡 《逍遙的莊子》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九一年 金白鉉 《莊

子哲學中天人之際的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封思毅 

《莊子詮言》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七年 高柏園 《莊子內七

篇思想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孫以楷、甄長松 《莊

子通論》 北京：東方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崔宜明 《生存與智慧──莊子

哲學的現代詮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 年 張成秋 《莊子篇目

考》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一九七一年 張恆壽 《莊子新探》 湖北：

人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陳鼓應 《老莊新論》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 一九九五年 陳鼓應 《莊子哲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

七年 陳鼓應 《莊子哲學探究》 作者自印 一九七五年 葉海煙 《老莊哲

學新論》 臺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葉海煙 《莊子的生命哲學》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九０年 黃華珍 《莊子音義研究》 北京：中

華書局 一九九九年 福永光司著、陳冠學譯 《莊子》 臺北：三民書局 一

九九二年 鄭世根 《莊子氣化論》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九三年 劉笑

敢 《莊子哲學及其演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羅根澤 《諸子考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蔣錫昌 《莊子哲

學》 臺北：鳴宇出版社 一九八 0 年 錢穆 《莊老通辨》 臺北：東大圖書

公司 一九九一年 鍾泰 《莊子發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嚴靈峰 《老莊哲學》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一九七九年 譚宇權 《莊子哲

學評論》 臺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三、 一般參考書 方東美 《原

始儒家道家哲學》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一九九三年 方東美著、孫智燊



譯 《中國哲學之精神及發展》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一九八 三年 任繼愈 

《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李震 《人

與上帝》 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吳經雄著、吳怡譯 《禪學

的黃金時代》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二年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

史》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四年 徐復觀 《中國藝術精神》 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七九年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 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八六年 高峰 《大道希夷──近現代的先秦道家

研究》 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一九 九七 張立文 《天》 臺北：七略出

版社 一九九六年 張岱年﹝宇同﹞ 《中國哲學問題史》 臺北：彙文堂出

版社 一九八七年 郭沫若 《十批判書》 臺北：古楓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張運華 《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張榮華 《中國古代氣功與先秦哲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

年 陳鼓應 《尼采新論》 臺北：唐山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 陳鼓應編 《存

在主義》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五年 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第

一卷 臺北：華世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 

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一九九 一年 馮友蘭 《貞元六書》下

冊 香港：香港龍門書店 馮友蘭 《新原道》 香港：九龍古文圖書公司 一

九八五年 熊十力 《原儒》 臺北：明文書局 一九八八年 趙雅博 《知識

論》 臺北：幼獅文化公司 一九七九年 傅偉勳 《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八八六年 楊寬 《戰國史》 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 一九九七年 羅光 《中國思想哲學史?先秦篇》 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 一九八五年 《古史辨》第四、五冊 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出版有限

公司 一九九三年 四、期刊論文 江世榮 〈有關《莊子》的一些歷史資

料〉 文史雜誌第一輯 江世榮 〈《莊子》佚文舉例〉 文史雜誌第十三輯 

江世榮 〈劉安《莊子解說》輯要〉 文史雜誌第二十七輯 王叔岷 〈《呂

氏春秋》引用《莊子》舉正〉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 上海：上海 古籍出

版社 一九九六年 王叔岷 〈《淮南子》引《莊》舉偶〉 道家文化研究第

十四輯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沈清松 〈莊子的語言哲學初

考〉 台大 「國際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 蒙培元 〈自由與自然──莊子

的心靈境界說〉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

年 毛忠民 《莊子氣論思想研究》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 

林明照 《莊子「真」的思想探析》 臺灣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九

年 周景勳 《莊子寓言中的生命哲學》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

九年 孟濟永 《莊子內篇「兩行」思想研究》 輔仁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一年 柳粉桂 《莊子〈逍遙遊〉境界中「絕對精神自由」的研

究》 輔仁大學哲學碩士 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 張昭珮 《莊子一書中「真

人」思想研究》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 年 陳莉玲 

《莊子哲學「物」概念研究》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 簡

婉君 《莊子一書中有關「語言」問題的初步探討》 輔仁大學哲學碩士

論文 民 國八十年 ﹝五﹞工具書 布魯格編著、項退結編譯 《西洋哲學大

辭典》 臺北：先知出版社 一七七六年 彼得?A?安傑利斯著、段德智、尹

大貽、金常政譯 臺北：《哲學辭典》 貓頭鷹出版社 二 000 年 漢語大字

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中

國哲學人名大辭典》  



論文

頁數 
11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