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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在歷史的洪流中，人類的生命是那麼樣的渺小，彷若大海中的小水

滴，毫不起眼，看似沒有任何價值。綜觀人類文明的歷史，卻有著不同

的發現，人即使身體生命已然結束，卻可以因其精神生命的綻放而永垂

不朽。同樣身而為人，同樣有著所有的生命本然，最後的結局卻是如此

截然不同，這就是凡人與聖人之間的差距。因此本文即要探討人究竟該



如何「由凡入聖」，瞭解真實生命的意義；成就真實生命的價值。 第一

章「導論」：介紹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生命的有限

性」：探討人類不能自我瞭解、無從自我發展的原因，究竟是受到什麼

樣的桎梏？從瞭解這些桎梏開始，對於自己的生命有所覺醒。 第三章

「生命的無限性」：明白真實的生命究竟如何存在？或許因著生命的限

制，但身為一個人仍然應該如何發展，體現自己的生命價值。 第四章

「凡聖之別」：認識凡人與聖人之間，同樣身而為人，但生命的價值卻

有如此大的不同，這其中的差距，究竟為何？ 第五章「由凡入聖」：凡

人應該如何依循著聖人生命的智慧以及方法，在充滿傷害、危險的人間

世中，逍遙自在，明白自己生命的意義、成就自己生命的價值，進入到

聖人之境界。 第六章「結論」：生命的目的即在認識生命的意義，創造

生命的價值，人因此才得以成為一個與天地同德，永恆、真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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