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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探究《列子》的生命觀對生命教育的啟示。《列子》經散佚到

重新編纂，歷代多因辨偽而少闡述其思想理論，研究者肯定其生命觀點，

能為現代化中乾枯委縮的生命心靈，注入新生機，所以將《列子》與生命



教育做結合。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認識《列子》的生命觀，分別從宇宙

論、順命觀和人生觀來討論；再扣入以「天地人神鬼」五位一體的終極

觀，所展開的生命教育三個向度：環境倫理教育、生死教育、品德教育，

探討《列子》在每一個向度中提供的啟示與價值。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有

三，首先是文本詮釋法，理解並推說《列子》原文的意涵；宇宙論認識宇

宙的起始到生命的形成皆由「道」而來，分析「道」的特性。《列子》的

順命觀，說明命是「直推曲任」，人力僅可在識命的情況下，順命而為；

鼓勵知命安時的生活態度，並以此順慾和厚生。《列子》的人生觀是以人

為樂、虛靜之道及守柔持後的生活態度。從《列子》宇宙論的體道、順命

觀的修道到人生觀的得道，體行《列子》完整的生命觀點。再來利用文獻

分析法、歸納法，探討生命教育的現況、問題與內涵，分析《列子》能幫

助解決或應和的觀點，並歸納整理二者的關連，以探究出《列子》對生命

教育的啟示價值。 《列子》從環境倫理的啟示中確定人與天地的關係，

萬物一體的自然理念，順天應道的對待之道，和諧共構的天人感通；從生

死教育的啓示中認清生死的真相，養成超越生死的智慧，提升死亡品質的

臨終關懷和提倡環保自然葬的概念；從品德教育的啟示中找到培育品德無

言之教的方法，樂天無爭的道德處世以及聖人高尚品德的示範。《列子》

確實活化了生命教育，使人認識生命的本質，體悟生命的存在。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nalyzing 《Liezi》’s life theory in terms of the 

apocalypse of life education. 《Liezi》’s theories were not well organized for 

decad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Centuries ago, most historical researchers were 

focusing on determining the reality of 《Liezi》’s theories instead of expressing 

them to public. Yet, the later observers have confirmed 《Liezi》’s point of views 

in life and connected it with the life education to enrich people’s life expectancy 

especially when the spirit in life has become much faded nowaday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mprehend 《Liezi》’s life theories in terms of 

Cosmology, Fatalistic theory, and Life philosophy. Then combine them together 

with the Ultimate theory by 5 elements, including Haven, Land, Mankind, Divinity, 

and Phantom. All these theories can be expanded in the life education to discuss the 

apocalypse by three dimensions: Environment ethic education, Live & death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There are three research methods. First is the 

periodical illustration which is to understand and express 《Liezi》’s original 

meaning of life education. The beginning of universe, to the formation of a life, all 

comes from the word “Tao”. To comprehend the Cosmology, first we need to 

analyze the intent of “Tao” 《Liezi》’s Fatalistic theory explains that life is 

“Following the trend whatever happens”. Humans should do under the fate and 

can live with their desire and enrich their lives during stable period along with a 

believing destiny attitude. 《Liezi》’s Life philosophy is based on happiness of 

being humans, nihilism, and peaceful attitudes. From 《Liezi》’s Cosmology, 

comprehend the Tao, practice the Tao, and to obtain the Tao will experience the 

complete perspectives in life. The second method is analysis of document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We use them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problems, and 

intentions in the life education. Then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resolutions to organiz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nd study the value of apocalypse from 《Liezi》’s 



life education. 《Liezi》 has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 by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re together as a whole 

belief, obey the nature phenomenon, and the harmony by enriching spiritual live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Live and Death from the apocalypse of life education, to 

obtain the wisdom of overcoming Live or Death, to enrich the final concern before 

death, and to promote th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bury concept. From apocalypse of 

the moral education, we can locate the methods to establish speechless education, 

cheerful attitude to deal with everything in life, and examples of noble men. 

《Liezi》, in fact, has activated the life education and helped us realize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experienced the existenc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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