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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Sutong  

摘要

(中) 

第一章 講述研究者研究李叔同的企圖與原因感動的原因，來自於他的生

命型態，呈現出太多與社會期待相反的地方，他的抗俗、不與社會妥協，

堅持自我的追尋之路，在我身上也發生了，但他更勇敢，敢為自己說話，



不妥協，我認為生活中常常存在一種冷峻的孤絕，即使在群眾的包圍中，

即使在歡笑熱鬧氣氛中，即使在溫暖的情感交會中，都還會在背後升起某

種擔心，就是孤獨也即將在不遠處等待，這樣的焦慮或許在我的學養中累

積了很多種解釋，卻不為我所滿足，直到我遇到他，我好像隱約的看見遠

方他獨步的身影，有些熟悉，我明白了原來孤獨才是人生的本質，最終我

們也只剩下自己，所以我想從「他為何要出家？」開始，企圖從找答案的

過程中，也同樣希望可以發現我生命的原貌。 第二章 講述研究者所引用

的研究方法與文獻，研究者使用心理傳記的方法他也是個案資料的重整，

經由基本資料的收集來創造傳主的生命故事，資料收集的過程也歷經考

察、批判，但不是要找到推翻資料的證據，而是要跟時間軸、對傳主價值

觀、背景社會、歷史脈絡契合，他是一個互相驗證的過程。 第三章 講述

研究者的研究策略，並且經過來回修改驗證的程序，產生故事。 第四章 

為論文主體，主述傳主生命故事，並交雜研究者個人的生命經驗。 第五

章 為理論呈現，傳記畢竟一種表現的成品，因此面對不同的聽眾就應該

有不同的發聲，而理論的呈現我也經歷多次的修改，因為故事更動理論就

跟著挪動，甚至是跟著不同傳主的生命型態而產生不一樣的變化，甚至是

同樣的傳主也可以從不同的面向講出關於他生命所呈現的不同理論。因此

還可以產生其他研究的新思惟，繼續研究下去。在此我提出李叔同生命是

回歸本我的過程，提出他人格的習氣之染並在持其志向的過程中，步向安

身立命的終極幸福。 第六章 為討論與結論，在此我看到李叔同的自我發

展歷程，是一個生命不斷融合的過程，並且加上我個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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