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6221 

狀

態 
NC094FJU00045001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中國文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89018153  

研

究

生

(中) 

郭慧娟 

研

究

生

(英) 

Kuo Hui-Chuan 

論

文

名

稱

(中) 

先秦儒道天人觀的現代闡釋及運用 



論

文

名

稱

(英)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viewpoint of Heaven-Human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蕭振邦 高柏園 

指

導

教

授

(英) 

Xiao Jen-Bong Kao Po-Yuan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2006.05.01 

檔

案

說

明 

電子全文 

電

子

全

文 

01  

學

位

類

別 

博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4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先秦儒道 環境倫理 生命美學 



(中) 

關

鍵

字

(英)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environment ethics life aesthetics 

摘

要

(中) 

本文研究旨在於呈現原始儒道天人觀的現代意義，並揭露出中國傳統文化

如何指引吾人在終極關懷問題的思考，由此呈現本文在人文研究上所欲表

達對生命省思與時代關懷的價值和意義。除第一章處理有關之理念陳述

外，其餘五章分別討論分析原始儒道天人觀的深層意涵，並試圖呈現其現

代意義。 首先，第二章談論時代的困局。要呈現儒道天人觀的現代意義，

必須先了解現代為何需要儒道之天人思想。這個問題就必定放在時代的問

題是無法用現存的方法獲得解決，所以必須參考前人的智慧。是以，了解

時代的問題是本文預設的切入點。而這個時代顯然在各個層面上都存在著

若干的問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似乎都透顯出一種無法突破

的困境，各種試著解題的改革方法，也面臨著無法徹底的實踐，或不見預

期成效的宭境。現今最大的問題，除了人文社會的弊端外，恐怕最令人類

值得深慮的，該是生存環境的嚴重破壞，以致侵害其他物種，甚至人類己

身的生存空間。這樣的危機，許多的學者專家都曾大力呼籲，並提出各種

的解決方法，如環保科技的運用，保育觀念的推廣，素樸生活的倡

導……，可惜似乎效果不彰。因此，外在客觀的破壞，在某個層面上，並

非技術上的責任，更核心的根源是在人類內心精神的陷蔽。職是，按照這

樣的思考方向，第二章便分成三節，第一節談自然環境的破壞，屬於事實

陳述；第二節談自然破壞的深層因素，屬於原因檢討；第三節分析各種對

於現代問題之回應的方案或觀點，並探討其局限或面臨的難題，以呈現原

始儒道天人觀現今研究之可能的意義及價值。 第三章開始著手原始儒道兩

家核心理念所呈現的天人觀。首先，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此處主要

以孔孟兩位前哲在「仁」之理論闡釋及實踐為主，從「仁」的內涵入手，

方能透析儒家之天人觀。依循儒家的核心概念，儒家揭示出人存價值，強

調並生命應然的內在道德責任及主體生命向外踐仁的實踐工夫，天在此代

表吾人道德價值之根源，天以「命」落實於人的內在，而提揭出吾人所該

努力的「義」命意涵，人存的價值就在任重道遠的使命感中呈顯。於是儒

家的終極理想就是由盡性知命到達成己成物，追求與萬物各得其分，均衡

和諧的天人合德境界，那是一個由人文化成的自然世界。其次道家天人觀

解析，與儒家相同之處，道家有其核心概念來觀照天人之間的關係，那就

是「道」。第二節從道的基本意性格及落實來解說，而道家以「天」為

「道」呈現，故強調是自然無為的境界，對於萬物的態度就是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使萬物都能咸遂其生，所追求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四章對於原始儒道天人觀透過其核心理念的掌握後，我們該思考儒道天

人觀對於時代困局能夠做出什麼層次上的回應，主要是在「人與自然」和

「人和己身」的重新認知，藉由重新的認知，吾人應該對於內在的自我和

外在的一切存有物有一調整，如此針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人文精神的喪失

可以有一解決的方向。 第五章便承續前章所提供之方向，提供原始儒道天

人觀可開展之實踐方向，以為紓解困局之參考，希企由道德責任之反思，



使吾人對己身及其他存有物能有一認同，並能從中體認生命價值之所在，

並試著從倫理規範的要求中逐漸內化為個人對於生命的境界追求，外在的

存有物和自然環境不只是道德責任對象，或許在儒道天人觀的詮釋中，自

然環境可以是一種美感體悟的對象，也是寄寓吾人心靈的場域 第六章結

論，就在前三章的論述中，歸結出儒道天人觀對於現代生活中所遇到的問

題，所提供的回應方向，及可開展的方向，使吾人可以藉此尋求解題的途

徑。由於儒道天人觀對於時代問題的回應誠有其實踐的可能性及價值性，

從中顯現其現代意義與價值。本文嘗試透過儒道天人觀對環境倫理問題及

個人心靈危機所提供的回應方向，表現出其價值意義不僅照應到實用層

面，也照應到作用層，並由人的內外修養工夫，達到內在的自我超越：應

物而超物和外在的圓融含歛：居正而不執的境界。最後希望透過觀念的改

變，調整吾人之態度，並進而培養對環境保育的責任感，最後能夠以一種

非實用價值的眼光來看待自然，體認到自然和人的內在共存性，是一種相

和相養的對待，企望呈現一種自然、人文和超越向度的解析。而在末節中

討論評估本文的局限和可能開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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