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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坐忘」是《莊子‧大宗師》裡提出的修養工夫，重點在「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知」的超越，即不受形骸、智巧的束縛，從外而內，漸進

返璞歸真，一步一步找回人的本然之性；其內涵包括「喪我」、「忘仁

義、忘禮樂」，藉由「忘我」而「無己」，擺脫外在形式的造作，從社

會規範與道德的束縛中解脫，化消一切分別對立，體現與萬物共融、物

我兩忘、同於大通的精神境界。 「禪定」，意為「止」、「定」、「心

一境性」；最早出自《奧義書》、《瑜伽經》中，為傳統印度教修行方

式之一，後為佛教所吸收，演變成為中國禪宗「明心見性」的修養工夫

之一。《六祖壇經》坐禪品第五言：「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



內定，是為禪定。」禪與定皆為令心專注於某一對象，讓混亂的思緒平

靜下來，達於不散亂之狀態，能夠熄滅一切散亂煩惱。 「坐忘」與「禪

定」這兩者都是排除一切雜念，使心神平靜的工夫，最後達到悟道與解

脫的境界；但這兩者欲達成的目的是相同的嗎？此種以透過形體而達到

理想境界之修養工夫，有何重要性？現代人要如何解讀、運用這種方式

尋求身心平靜並賦予意義與價值？ 本文嘗試對觀「坐忘」與「禪定」這

兩個修養工夫論，首先從文獻脈絡中整理兩者之思想梗概，接著分述其

核心內容，最後從目的、方法、內涵、境界來對觀兩者，希望在莊子

「坐忘」與禪宗「禪定」之會通中，找到人最重要的價值，效法古人安

身立命的要領，實現人之存在的最終意義和提昇自我的進程。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 研究動機 1 二、 研究

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3 一、 研究範圍 3 二、 研究方法 6 第三

節 前人研究成果反思 6 一、 莊、禪會通專書著作 7 二、 莊、禪個別研

究成果 9 三、 莊、禪相關期刊 10 四、 莊、禪相關學位論文 12 五、 小

結 13 第二章 莊子與禪宗修養工夫概觀 16 第一節 莊子修養工夫概觀 16 

第二節 禪宗修養工夫概觀 21 第三章 坐忘 28 第一節 何謂坐忘 28 第二節 

坐忘之內涵 31 一、 離形去知 31 二、 吾喪我 34 三、 心齋 38 第三節 坐

忘之境界 42 一、 同於大通 42 二、 道的境界 46 第四節 小結 54 第四章 

禪定 56 第一節 古印度禪定的起源 56 一、 最初的禪定－瑜珈 56 二、 原

始佛教的禪定 58 第二節 六祖慧能以前的禪定觀 65 一、 從印度禪到中國

禪 65 二、 從達摩禪到慧能禪 67 第三節 六祖慧能之禪定觀 72 第四節 六

祖慧能之後的禪定觀 78 第五節 小結 85 第五章 坐忘與禪定修養工夫論之

對觀 87 第一節 坐忘與禪定目的之對觀 87 一、 莊子與禪宗之人生觀 87 

二、 坐忘與禪定目的之對觀 90 第二節 坐忘與禪定方法之對觀 93 一、 

坐忘之修養方法 93 二、 禪定之修養方法 96 三、 坐忘與禪定方法之對觀 

99 第三節 坐忘與禪定內涵之對觀 103 一、 「喪我」與「無我」 103 

二、 「離形去知」與「淨心無住」 107 第四節 坐忘與禪定境界之對觀 

111 一、 忘境與禪境 112 二、 同於大通與涅槃寂靜 122 三、 成聖與成佛 

128 結論 137 參考書目 142 第一章  

參考

文獻 

參考書目 (一) 古籍及注解 郭象：《郭象注莊》，台北市：金楓，1987。 

宋．林希義，陳紅映校點：《南華眞經口義》，昆明：雲南人民，

2002。 明．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經憨山註‧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

市：新文豐出版，1973。 清．郭慶藩，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

(一)》，北京市：中華書局，1961。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

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 李中華注譯：《新譯六祖壇經》，台北

市：三民，1997。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市：宏願出版，1992。 (二) 書籍 Veda 

Vyasa 著、希瓦難陀(Shivananda)譯，薄伽梵歌(The Bhagavad-gita)，新竹

市：中國瑜珈出版社，1999。 方立天：《佛教哲學》，台北市：洪葉文

化，1994。 方勇、陸永品：《莊子評詮(上) 》，成都：巴蜀書社，

2007。 方廣錩：《印度禪》，杭州：浙江人民，1998。 王邦雄：《走在



莊子逍遙的路上》，台北：商務印書館，2004。 王邦雄：《莊子道》，

台北：漢藝色研文化，1993。 王凱：《逍遙游 : 莊子美學的現代闡

釋》，武漢：武漢大學，2003。 王博：《莊子哲學》，北京：北京大

學，2004。 刑東風：《禪悟之道‧南宗禪研究》，台北縣：圓明出版，

1995。 朱榮智：《莊子的美學與文學》，台北市：明文，1998。 牟宗

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市：臺灣學生，1974。 牟宗三講述，陶國璋

整構：《莊子齊物論義理演析》，臺北市 : 書林，1999。 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編：《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27》，高雄縣 : 佛光山文教，2001。 吳汝

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市：文津出版，1995。 吳汝鈞：

《游戲三昧 : 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台北市 : 臺灣學生，1993。 吳

怡：《逍遥的莊子》，台北市：東大出版，1984。 吳怡：《禪與老

莊》，臺北市：三民，2003。 吳經熊，吳怡譯：《禪學的黃金時代》，

台北市：臺灣商務，1972。 李開濟：《瑜伽、神修、禪觀》，台北：文

津出版，1997。 李霞：《圓融之思－儒道佛及其關係研究》，合肥市 : 

安徽大學出版，2005。 李霞：《道家與禪宗》，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

社，1996。 林建國譯：《奧義書》，台北：遠景出版，1981。 邱棨鐊：

《莊子哲學體系論》，臺北市：文津，1999。 金丹元：《禪意與化

境》，上海：上海文藝，1993。 南懷瑾講述：《佛教禪宗道教道家與中

國文化》，台北市 : 眞善美，1968。 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

國》，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 高登海：《佛家靜坐方法論》，台北

市：台灣商務，民 1992。 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臺北市：文

津，民 1994。 洪修平、吳永和：《禪學與玄學》，台北市 : 揚智文化，

1994。 洪修平、孫亦平：《如來禪》，浙江省 : 浙江人民，1997。 徐小

躍：《禪與老莊》，浙江：浙江人民，1992。 徐文明：《中土前期禪學

思想史》，北京市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徐復觀：《中國人性

論史》，台北：台灣商務，1987。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1966。 崔宜明：《生存與智慧：莊子哲學的現代闡

釋》，上海 : 上海人民，1996。 張曼濤主編：《六祖壇經硏究論集》，

台北市 : 大乘文化，1976。 張曼濤主編：《禪宗思想與歷史》，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1978。 張節末：《禪宗美學》，臺北市 : 世界宗敎博物

館基金會，2003。 許鶴齡：《六祖慧能的禪學思想》，臺北市 : 雲龍，

2001。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台北市 : 三民，1981。 勞思

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 》，台北市 : 三民，1981。 黃明堅：《黃明

堅解讀莊子，臺北：立緒文化，2000。 楊國榮：《以道觀之 : 莊子哲學

思想闡釋》，臺北市 : 水牛，2007。 楊儒賓：《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

及身體觀》，台北：巨流出版，1993。 楊儒賓：《莊周風貌》，台北：

黎明文化，1991。 葉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台北市：東大出版，

1980。 董小蕙：《莊子思想之美學意義》，台北市：臺灣學生，1993。 

董群：《祖師禪》，浙江省：浙江人民，1997。 鈴木大拙，徐進夫譯：

《鈴木大拙禪論集：歷史發展》台北市：志文，1986。 劉光義：《莊學

中的禪趣》，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 劉笑敢：《兩種自由的追求：

莊子與沙特》，台北：正中書局，1994。 劉貴傑：《佛敎哲學》臺北

市：五南，2006。 蔡宏：《般若與老莊》，成都市：巴蜀書社，2001。 

錢穆：《莊老通辨》，台北市：東大出版，1991。 韓林合：《虛己以遊



世《莊子》哲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6。 關田一月，徐進夫

譯：《禪的訓練》，台北市：天華，1980。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

台北：正聞出版，1990。 釋印順：《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

1990。 釋印順：《空之探究》，台北：正聞出版，1984。 釋聖嚴：《禪

的體驗.‧禪的開示》，臺北市：法鼓文化，1999。 釋聖嚴：《禪門修證

指要》，臺北市：法鼓文化，1999。 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台

北市：東華書局，1989。 (三) 期刊 元鍾實：〈略談莊子無為說與慧能禪

宗三無論—以修養工夫、境界論為主〉，《中華佛學研究》，第 6 期，

2002 年 3 月。 王邦雄：〈心齋坐忘的修養工夫（上）（下）〉，《孔孟

月刊》，第 41 卷，第 5 期，2003 年 1、2 月，頁 19-26；37-44。 尤煌

傑：〈荊浩《筆法記》之「六要」與謝赫「六法」之比較〉，《哲學與

文化》， 34 卷第 3 期， 2007 年 3 月。 沈翠蓮：〈莊子修養工夫及其理

想境界〉，《孔孟月刊》，第 32 卷，第 5 期，1994 年 1 月，頁 17-21。 

林合華：〈論莊子工夫論的現象學義蘊〉，《重慶社會科學》， 12 期，

2007 年。 許抗生：〈莊與禪〉，《國文天地》，第 5 卷，第 8 期，1990

年 1 月。 陳鼓應：〈先秦道家之禮觀〉，《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1990 年 6 月。 黃潔莉：〈莊子〈逍遙遊〉之藝術精神〉，《哲學與

文化》，第 33 卷第 6 期，2006 年 6 月。 劉昌佳：〈「坐忘論」與「壇

經」心性論之比較〉，《宗教哲學》，2002 年 10 月。 蔡振豐：〈憨山

德清的禪悟經驗與他對老莊思想的理解〉，《法鼓人文學報》，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211-234。 鄧克銘：〈禪宗與道家之「無心」說的

比較〉，《清華學報》，第 34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 謝易真：

〈「莊子」「心齋」「坐忘」「朝徹」「見獨」與「大乘起信論」「止

觀」門之研究與對觀〉，《慈濟技術學院學報》，第 5 期，2003 年 9

月，頁 145-171。 羅錦堂：〈莊子與禪〉，《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三期，1993 年 3 月，頁 101-151。 (四) 學位論文 王姵婷（釋妙智）：

《七～八世紀的南宗禪-印度禪風「轉化」為中國禪風的關鍵期》，佛光

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7。 沈麗娟：《莊子修養工夫論研究－坐忘

與心齋》，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8。 林有勝：《南朝隋唐重玄派的工

夫論》，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許鶴齡：《六祖惠

能思想研究》，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彭德清：《禪宗心性

思想之探討》，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劉香蓉：《莊

子坐忘工夫論研究》，華梵大學碩士論文，2006。 鄧翠盈（釋妙博）：

《漢魏晉中國佛教安般禪觀─以《安般守意經》為中心》，佛光大學宗

教學系碩士論文，2007。 (五) 工具書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

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9 月。 (六) 網路電子書 中華電子佛

典協會，網址：http://www.cbeta.org/index.htm 電子版「佛光大辭典」，網

址： http://www.fgs.org.tw/fgs_book/  

論文

頁數 
145 

附註 
 

全文

點閱
0000043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6/16 

轉檔

日期 
2011/06/20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7035131 2011.6.16 19:24 111.240.240.113 new 01 497035131 2011.6.16 19:24 

111.240.240.113 new 02 497035131 2011.6.16 19:24 111.240.240.113 new 03 

497035131 2011.6.16 19:25 111.240.240.113 new 04 497035131 2011.6.16 19:26 

111.240.240.113 new 05 497035131 2011.6.16 19:26 111.240.240.113 new 06 

497035131 2011.6.16 19:26 111.240.240.113 new 07 497035131 2011.6.16 19:26 

111.240.240.113 new 08 497035131 2011.6.16 19:27 111.240.240.113 new 09 

497035131 2011.6.16 19:27 111.240.240.113 new 10 497035131 2011.6.16 19:27 

111.240.240.113 new 11 497035131 2011.6.16 19:31 111.240.240.113 del 09 

497035131 2011.6.16 19:42 111.240.240.113 del 10 497035131 2011.6.16 19:42 

111.240.240.113 del 11 497035131 2011.6.16 19:42 111.240.240.113 new 09 

497035131 2011.6.16 19:42 111.240.240.113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7035131 Y2011.M6.D16 19:00 111.240.240.113 M 497035131 

Y2011.M6.D16 19:15 111.240.240.113 M 497035131 Y2011.M6.D16 19:35 

111.240.240.113 M 497035131 Y2011.M6.D16 19:35 111.240.240.113 M 

497035131 Y2011.M6.D16 19:40 111.240.240.113 M 497035131 Y2011.M6.D16 

19:41 111.240.240.113 M phil2309 Y2011.M6.D16 19:42 111.240.240.113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34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34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2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2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3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3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4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1.M6.D20 14:54 

140.136.117.30 I 030540 Y2011.M6.D20 14:55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