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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近世思潮衝擊中國的時代，在一片拋棄傳統擁抱西方的浪潮中，恢復

中國主體性成為迫切的使命，該使命感的催促成就了方氏的哲學。於此，

本文有三個論點：一、方東美所建立兼綜融合導向的中西哲學，可稱為

「生生哲學」，即代表其生命觀。二、方東美的生命觀除了《易經》「生

生之德」以外，獲取了西方柏格森、德日進和懷德海等人的創化思想，成

為具有「生生不息」、「變動」、「創造」與「進化」的特色。三、哲學

家建立其哲學的初衷，為的是幫助人類重建更高度文明與幸福的生活願

景，卻忽略了人必須在具體的信仰生活中才能獲得永遠有希望的體驗，因

而，拉內重視靈修體驗的觀點能補充方氏思想的缺漏。  

摘要

(英) 

Aspects of Creative 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omé H. Fang’s Account of Life 

CHANG Shu-Ling M.A.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us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008 Director: Professor Dr. Dr. Joseph VU Kim Chinh S.J. 

Abstract Thomé H. Fang grew up in the turbulent times of modern China, at a time 

of wholesale rejection of tradition and complete acceptance of the West. He saw his 

mission as that of recovering the role of China as subject and it was this mission 

which inspires his philosophy. The thesis makes three points. The first point looks at 

how Fang’s philosophy draws together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in what may 

be called a philosophy of “living life” (Book of Changes). The second goes 

beyond this “power of living life” to the creativity of Western thinkers such as 

Bergson,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Whitehead. With this we come to a philosophy of 

“unceasing creativity”, “chang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While 

philosophers aim to help us consolidate a higher level of civilisation and a happier 

plane of life, they tend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it is only in a concrete life of faith 

that human beings can attain to the experience of eternal hope, hence the third point 

turns to Karl Rahner’s view of spirituality as a supplement to Fang’s philosophy. 

Keywords: Life, Creatio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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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23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8/9/4 

轉檔

日期 
2009/02/2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3906045 2008.9.4 15:08 140.136.129.52 new 02 493906045 2008.9.4 15:09 

140.136.129.52 new 03 493906045 2008.9.4 15:09 140.136.129.52 new 03 

493906045 2008.9.4 15:29 140.136.129.52 new 04 493906045 2008.9.4 15:30 

140.136.129.52 new 05 493906045 2008.9.4 15:46 140.136.129.52 new 06 

493906045 2008.9.4 15:47 140.136.129.52 new 07 493906045 2008.9.4 15:48 

140.136.129.52 del 01 493906045 2008.9.4 15:48 140.136.129.52 del 04 493906045 

2008.9.4 15:52 140.136.129.52 new 08 493906045 2008.9.4 15:53 140.136.129.52 

new 09 493906045 2008.9.4 16:00 140.136.129.52 del 07 



異動

記錄 

C 493906045 Y2008.M9.D4 14:00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4:02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4:04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4:05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4:06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4:06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16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16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17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17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53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56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5:57 140.136.129.52 M reli2791 Y2008.M9.D4 16:03 

140.136.129.52 M 493906045 Y2008.M9.D4 16:08 140.136.129.52 M 030386 

Y2008.M12.D3 17:54 140.136.208.35 M reli2791 Y2009.M2.D9 13:43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1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1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09.M2.D9 15:03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2.D9 15:32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2.D11 10:01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2.D17 9:44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2.D17 10:53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2.D18 10:36 

140.136.209.49 M reli2791 Y2009.M2.D19 10:46 140.136.129.39 M 030540 

Y2009.M2.D20 13:48 140.136.209.49 I 030540 Y2009.M2.D23 10:28 

140.136.2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