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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人類能夠用思想來開創生命的理想和價值，不同於「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之生命理境，究竟我們的生命定位在何處？又應當是如何

的一種存在？必將「人」這個存在個體之有限的形軀生命，彰顯出無限

義的生命理想，才是生命意義的極成。 本論文以探究《莊子》內七篇生

命哲學為主，內容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方法、範圍以

及前人研究反思。哲學不應只是抽象思維，典籍更非只是古人之糟魄，

《莊子》關懷的是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因此第二章由道通為一的自然

觀開展，下落至人生觀、生死觀與處世觀，說明《莊子》生命哲學主要

內涵。生命相關問題層出不窮，人生問題更需要智慧來因應，由是第三



章便以《莊子》的修養工夫為探究，不只是純粹哲學的思辨，人更要以

實際行動、親身實踐做修養工夫，學習「安身立命之道」。身處於現今

遭受著傳統道德價值受到衝擊與考驗的紛亂世界，使得莘莘學子無所適

從，心靈徬徨無依，故而第四章中論述《莊子》思想對於生命教育在生

命關係的調節上，有多方的啟示。在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環

境、人與宇宙中共融共在，取得和諧關係。最後第五章總論各章內容，

人應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真我泯除成心我執，提昇人

的有限性，取回自我生命的主導權；在一山一草、靜穆和枯寂裡，乃至

於稊稗瓦甓中，把握道的最高智慧，永恆地與道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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