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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人類自呱呱落地起，便無法逃出生死的藩籬，所以首要面對的就是生死

所帶來的問題，諸如：「有與無」、「情與無情」、「知與無知」等對

立性的問題，這些也正是歷代中西哲學家所要解決並探討的主要議題。 

但大部分哲學家都把『生』與『死』視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唯有莊

子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而提出「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之觀點，來

取消『生』與『死』之間的鴻溝，並從「齊生死」的角度，來破除對

『生』的執著與『死』的恐懼，進而以坦然、平靜的心，面對死亡，步

向死亡，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進而達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辯，以遊無窮。」的逍遙境界。 因此，在此篇論文中，首先要論述



的，便是敘述『生』與『死』的現象與其所代表的意涵為何？因為吾人

認為要討論生死問題，必須對『生』與『死』的概念有基本的認知，然

後才能尋找到『生』與『死』之間的關聯性，進而來發現『生』與

『死』之間的奧秘。 其次，在了解到生死之間的奧秘之後，吾人要進一

步理解知曉『生』與『死』的形上基礎為『真君』、『氣』和『道』，

此三者同出而異名，其實歸結來說，只是『道』罷了，其異名是就其展

現的場域不同之故。 接著，發現吾人在面對生死時所引發出的矛盾對立

──「有與無」、「好與惡」、「知與不知」；繼而，提出以『無

己』、『無情』、『無知』的合一境界來超越生死，進而舉出了超越生

死的生命典範。最後，提出其超越生死的為道功夫及超越歷程，來落實

以上思想並達到其思想之完整性。 最後，以莊子『生』與『死』的現代

意義做標題，來做總結式的論述，茲分解消世人對『生』的執著與

『死』的恐懼、生死的智慧與正確態度，最後，以莊子的終極關懷──

逍遙遊於生死之際，來表達莊子對世人的期許與關心。 故此，本篇論文

試圖透過對莊子哲學的探索，讓吾人更了解莊子面對生死問題時的看法

與態度，並試著從莊子的主張中，找到能作為吾人遇到此類問題時的參

考。同時，更期待能為自己、甚至他人，找到安身立命的解決之道。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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