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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莊子大宗師篇的臨終關懷理論研究 A Study of Hospice Care Thought in 

Chuang Tzu's the Great and Venerable Teacher 摘要 本研究主旨是希望能以

中國道家思想來思維現有的臨終關懷醫療體制，希望把道家的與道融

合、與自然合一及自在逍遙的豁達精神來對治到生命臨終的階段，並以

道家「生死齊一」的觀點來引導臨終患者在生命的最後旅程得到生命的

安頓，這樣的過度方式在莊子的眼中並不是高談、不可企及，而是有著

可攀爬的修鍊階梯。透過這樣的修煉階梯，可讓病者以主動的方式在面

對自己人生的最後旅程，而在醫護者及陪伴者透過莊子的思維架構，也

能更主動的協助病者在臨終階段更平靜的過渡。 筆者透過對莊子生命觀



的探討，領略到莊子「無用之用」的處世哲學，雖說先能避災保全才能

進一步探討生命的存有意義，但莊子無用哲學最主要的是希望先拋開人

類社會文明的建構體系，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意義，故在莊子的生命觀

中，主要探討人與自然的合一性及自然的無為性，接著揭露莊子忘的功

夫，從忘掉人類文明構建下的用及知識，以更進一步能忘掉人最在乎的

自己，以對比出莊子筆下的真人及至人的生命境界，並了知莊子的修鍊

歷程，以轉換到臨終階段運用。 再者，筆者闡述莊子對生命無常的應對

之道，安時處順，並體會出生與死的輪轉其實如同自然萬物的生生不息

的不斷變化，如莊周夢蝶是似在夢中或是夢中人生，生死只是型態的轉

換，有生必又死，死又是另一個生的緣起，生與死在莊子眼中是齊一、

等同的對待，不是世人的悅生惡死，亦不是樂死惡生，而是生死兩悅，

故生與死在生命中都得以等同獲得安頓。 筆者試著以莊子的生命詮釋及

修煉歷程來建構出本土化的臨終關懷模式，以莊子的真人修練道次來發

展臨終階段的協助理念，從病者對目前處境的安命處順，勇敢的接受及

面對當下的處境，透過放下的觀念，將外在的物質世界逐漸拋開，返身

關注到自己的週身現狀，再進一步回歸到自己生命的現況，不去做遙不

可及的企求，而是務實的看待真實的人生當下，並以莊子觀照的思維，

返內觀照自身及內心，以獲得心裡的平靜及安適，在這樣的情境下安頓

自己的生命，此時無聲勝有聲，非言語的空靈世界將隨著機緣的等待及

領略如黎明的曙光向病者開展，使病者能在有形生命結束之前得以領略

出生命的真實存有，而開啟生命的真實智慧，得以融入天地自然之洪

流。即便在生命的最終過渡階段還可以獲得莊子臨終關懷照顧，這是筆

者衷心之願。 總而言之，莊子大宗師篇對生命的生與死之詮釋，可在現

有的臨終關懷醫療體制上注入一道清泉，協助及縮短病者及醫護者在臨

終時刻心境的震盪折磨，並能透過莊子理論建構的本土化臨終關懷模

式，使臨終病者在生命的最終階段領悟到生命的真實存有意義，而得以

在臨終時走得安寧及自在，這也是筆者思索這理論架構的殷殷期盼。  

摘要

(英) 

The main idea of the research is that being able to think about the present hospice 

care system in Chinese Tao thoughts and then face the final stage of life with the 

spirit of Tao which combines nature, freedom and emancipation. Therefore, the 

viewpoint of Tao which regards the life and the death as the same leads patients 

to the final stage peacefully. However, that is not unreachable or just empty, but 

there is a real way to follow in Chuang Tzu's opinion. On the one hand, patients 

can face their own final stages of lives peacefully by Chuang Tzu's 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dical workers as well as patients’ companions can help them 

to lead a peaceful life in the final stage as well. The writer learns that the useless 

are useful by Chuang Tzu's philosophy. Although it is just meaningful on 

condition that they keep themselves safe in advance, the useless being useful of 

Chuang Tzu's philosophy focuses on recovering your own life meaning. 

Accordingly, Chuang Tzu's philosophy mainly consists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benefit of taking no action and reveals the way of forgetting 

about usefulness and knowledge of human beings’ civilization and selflessness. 

Thus, they cultivate themselves to an ultimate level and realize Chuang Tzu's 

cultivating process to deal with the final stage of life. Furthermore, the writer 



illustrates the solution to changeable life: realize nature and follow it and learn 

that the death and the life are just like nature’s continual rotation. For example, 

Chuang Tzu's dream of turning into a butterfly is like in the dream or the life in 

the dream; however, the death and the life are the rotational mode: Where there is 

death, there is life, and the death is another beginning of life. The death and the 

life is the same in Chuang Tzu's views: It’s not favor toward death or life, or 

disfavor toward death or life, but favor toward death and life so that the death and 

the life can be accepted equally and peacefully in the life. The writer tries to 

construct local hospice care mode by Chuang Tzu's cultivating process and views 

toward life and help patients to face and accept their situation in order to ignore 

material world and then focus on the reality of themselves. Consequently, they 

can acquire the peace and the comfort, and that is just like their silent waiting at 

dawn to welcome the sunrise to accept their real lives. This kind of wisdom can 

obey the rules of nature. Even if they are in the final stage of life, they can lead a 

hospice care life of Chuang Tzu's way, and that is the writer’s sincere wish. In 

Brief, “the Great and Venerable Teacher” by Chuang Tzu about the death and 

the life shows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present hospice care system, assist patients 

and medical workers in shortening their suffering, and help patients to realiz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so as to leave the world peacefully and comfortably. That is 

the writer’s eager expectation to come up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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