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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施美齡 校(院)系所組別：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黎建球 教授 論文題目：從《莊子》的生死觀談人生智慧 關

鍵詞：莊子、生死智慧、氣、道、逍遙無待 論文總頁數：111 摘要正

文： 莊子提出「道」與「生死」的觀點對於中國哲學有其深遠的影響。

生死議題乃人面對生命最基本的問題。本研究由莊子的生死智慧哲學與

「氣」的概念來詮釋現代人的生命意涵。莊子體認生與死之間是一種順

應自然變化的最高原則，也是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體現，是人生境界最

高的體悟。 莊子認為宇宙是由氣所形成的，以氣之聚散說明生死之理，

以氣為生命的本體。道是本體的顯現，生命價值的根源，宇宙萬物是由



「道」之化生。而莊子提出「氣」的概念與意涵，「氣」建構生命本質

的原理，且人生須經過修養工夫來提升人生格局的修養境界；宇宙生成

論在「道」「氣」相循之下，亦為修養工夫論之形上根基。從「道」與

「氣」相循衍生出氣化論來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與轉化，其宇宙生化無

窮的見解，超脫人世對事物觀點的框架，開啟世人對生命詮釋的新觀

點。坐忘與心齋是莊子修養功夫的核心，透過修養功夫，可達到莊子最

終的理想境界，莊子看清生命的本質，進而瞭解探索人類生命的限制與

困境，思考解脫之途徑至逍遙自由的境界，坐忘與心齋對於人的形、

知、心、氣的層面細觀之，其運之以虛靜明覺心而通天下一氣的途徑。

莊子的修養工夫是透過「氣」讓心的運作持續著，使精神上揚，心與氣

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不執著於事物時，身心安然放鬆，與萬物為一。

當生命突圍障礙與枷鎖時，回歸生命的無為自然，審視世間的無庸煩

惱，除去有為的造作而回歸真樸本真；所有的修養都是透過虛心體道，

使內在返歸自足自適、無所依待的自由逍遙。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Tao’ and ‘life and death’ introduced by 

Zhuangzi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issue of life and 

death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that each person has to face in his/her lif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life of modern people on the basis 

of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Qi’. 

According to Zhuangzi’s experience and realization, what is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s one kind of the most essential principles to get adapted to the natural 

changes and it also exemplifie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e so that it’s the highest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life. In Zhuangzi’s 

opinion,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Qi’. He explained the principle of life 

and death on the basis of the gathering and dissipating of ‘Qi’ and he regarded 

‘Qi’ as the thing-in-itself of life. For him, the thing-in-itself is exemplified by 

‘Tao’, 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value of life, and all lives in the universe are 

transformed from ‘Tao’. And, Zhuangzi introduced the concept and content of 

‘Qi’;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ure of life is composed of ‘Qi’ and a 

person needs to improve his/her level of cultivation of life by making efforts to 

achieve self-cultivation; and, under the rule of complementary between ‘Tao’ 

and ‘Qi’, the theory of the birth of universe is also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efforts. The theory of ‘Qi’ derived 

from the rule of complementary between ‘Tao’ and ‘Qi’ was used by 

Zhuangzi to explain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ll lives in the universe. His 

point of view of infinite and endless life and transformation in universe exceeds 

the frame in which the ordinary people regard the world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fe for worldly people. According to 

Zhuangzi, ‘Zuowang’ (literally referring to ‘sit in meditation’) and 

‘Xinzhai’ (literally referring to ‘mind house’)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self-

cultivation efforts, through which one can achieve the final ideal state defined by 

Zhuangzi. Zhuangzi had clearly realized the nature of life and understood and 

explored the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human being’s life so that he had 

tried to find the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and finally he had achieved the 



happy and free state. ‘Zuowang’ and ‘Xinzhai’ can allow a person to 

carefully observe his/her form, knowledge, mind and ‘Qi’; and, if a person 

practices them with empty, quiet, clear and aware mind, he/she can find the way 

leading to the unified ‘Qi’ of the world. The self-cultivation efforts proposed 

by Zhuangzi can mainta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d through ‘Qi’ and thus 

improve the energy. It exists a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 mind and 

‘Qi’, that is, a person can have a relaxed mind and body and feel 

harmoniously unified with all lives when he/she doesn’t insist on a certain thing. 

When the life transcends the obstacles and shackles and returns back to the still 

and natural state of life, we can distinguish the needless worries of the worldly 

life, prevent the artificial acts and re-find the simple and true nature of life. All 

self-cultivation needs to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ao’ with 

empty and humble mind to make the inner world return to the state of self-

sufficiency and self-adaptiveness as well as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freedom and 

happiness. Keywords: Zhuangzi,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Qi, Tao, happy and 

fre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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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0.81.63 new 02 496035146 2012.3.19 15:43 163.20.81.63 del 01 496035146 

2012.3.19 15:43 163.20.81.63 del 02 496035146 2012.3.19 15:43 163.20.81.63 

new 01 496035146 2012.3.19 15:43 163.20.81.63 new 01 496035146 2012.3.19 

15:44 163.20.81.63 new 01 496035146 2012.3.19 15:47 163.20.81.63 new 02 

496035146 2012.3.19 15:48 163.20.81.63 new 02 496035146 2012.3.19 15:48 

163.20.81.63 new 02 496035146 2012.3.19 15:49 163.20.81.63 new 02 

496035146 2012.3.22 11:16 140.136.117.30 del 01 496035146 2012.3.22 11:16 

140.136.117.30 del 02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1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2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3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4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5 496035146 2012.3.22 11:17 

140.136.117.30 new 06 496035146 2012.3.22 11:18 140.136.117.30 new 07 

異動

記錄 

C 496035146 Y2012.M3.D18 20:33 125.227.191.218 M 496035146 

Y2012.M3.D18 20:35 125.227.191.218 M 496035146 Y2012.M3.D19 10:48 

163.20.81.63 M 496035146 Y2012.M3.D19 10:50 163.20.81.63 M phil2309 

Y2012.M3.D19 10:50 163.20.81.63 M 496035146 Y2012.M3.D19 15:52 

163.20.81.63 M phil2309 Y2012.M3.D22 10:36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0:36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0:36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0:36 140.136.117.30 M 496035146 

Y2012.M3.D22 11:19 140.136.117.30 M 496035146 Y2012.M3.D22 11:21 

140.136.117.30 M 496035146 Y2012.M3.D22 11:21 140.136.117.30 M 

496035146 Y2012.M3.D22 11:24 140.136.117.30 M 496035146 Y2012.M3.D22 

11:24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5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5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8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8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9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29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30 140.136.117.30 M 

phil2309 Y2012.M3.D22 11:30 140.136.117.30 M 030540 Y2012.M3.D22 11:3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22 11:3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22 11:36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22 11:36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2.M3.D22 11:36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