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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望透過王船山（西元 1619 〜 1692 年）身世及其著作，探討船山在文本㆗所開顯
的生死議題研究，透過㆒本本著作的分疏切面到綜攝為㆒體的論述方式，掘發並闡釋船山生死
觀以建構船山生死智慧，深化儒家生死觀；藉由船山生死觀的探析，契入船山的義理體系，以
見其思想㈵色。
本論文共分㈧章，茲略述大要如㆘：
第㆒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王船山生死觀相關之界義與文獻探討、及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㆓章〈廣心餘情，裕於死生之際――以《詩廣傳》為切面的生死觀〉
：本章環繞《詩廣傳》
重情達性的氛圍㆖，集㆗論述如何才能「裕」於死生之際？在面對生死失落的達裕之道，船山
提供了哪些精神㈾糧呢？重點如㆘：（㆒）在「裕於死生之際」的實踐工夫㆖，從㆝㆟繼紹、心
物相值相取的工夫根源㆗，瞭解情的性質與功用，遂能廣心餘情以裕德，能正本清源以治情，
故生命暢達無隱匿，故能坦然面對死生之際。（㆓）船山反對窒情、淫情、襲情與匿情，強調導
情為善，㉂達達㆟。讓感情成為存在的力量，可以幫助㆟面對生死失落時得以安頓情志，並能
助㆟伴㆟度過幽谷。（㆔）以文節情，盪滌惉滯之情，將負面的欲情能量轉向正面，並以廣心餘
情的心量，不毗於憂樂，不失悲愉亦不陷悲愉，從容應物，不受死生命限所困，㉂能裕於死生
之際。
第㆔章〈報本反始，生死盡禮――以《禮記章句》為切面的生死觀〉：本章先就船山以氣化
幽明聚散往來的重氣思想，見宇宙乃富㈲㈰新之變化，非生滅之㈲無，故肯定形色皆貴，㈤色、
㈤聲、㈤味皆可以是載德之物，麗物之文。其次，就闡述船山「緣仁制禮」與「仁以行禮」的
精蘊，在體用本末互函的思維㆗，形成「仁心㉂覺」與「文化禮體」的辨證關係加以闡發。由
仁心之本通貫到文化體之末時，本大末亦不小。因此所形成的㆟文喪㉀禮儀的文化體，對於生
者與死者的㆒體關懷，從抒發哀思到繼志述事，從孝親到饗親，從斷裂的喪禮到存㈲接續的
㉀禮，船山在《禮記章句》的生死觀㆗，凸顯報本反始、生死盡禮的㈵色。
第㆕章〈物我㆒原，死生㆒致――以《正蒙㊟》為切面的生死觀〉
：本章就船山晚年作《正
蒙㊟》，並㉂撰墓銘「希張橫渠之正㈻」，表明他㈻術思想㆖的㉂我定位及論㈻的歸宿，認為「貞
生死以盡㆟道」是「張子之絕㈻，發前聖之蘊，以辟佛老而正㆟心者也」，點出橫渠「太虛即氣」
的重要義蘊，氣作為實體，生死聚散，永遠同㆒，沒㈲消滅；宇宙是健動實㈲的存在，只㈲幽
明之分，沒㈲佛老「空」「無」之說，船山肯定橫渠針對佛道㆓家而建立的㆒種儒家的本體論。
在《正蒙㊟》㆒書㆗所彰顯的生死觀，㈵顯船山㆝㆟性命㆒貫、生死幽明合㆒的思想。以今㈰
生死㈻的角度觀之，㆟欲擺脫死亡的痛苦與恐懼，提昇生命厚度與品質，船山《正蒙㊟》立足
於宇宙情懷，安立㆟的價值根源，從而找到立命之道；不離㈰用倫常，修德以肖㆝的盡心存神
工夫，足以達到生死㆒致、貞生安死之道。前者由體言用，知極於高明；後者由用顯體，行不
遺於卑㆘，所以極高明而道㆗庸。
第㈤章〈凝神達生，能移以相㆝――以《莊子解》為切面的生死觀〉：本章㉂生死觀角度契
入船山解《莊》通《莊》的義理，由微見著，其精蘊亦宏遠。船山和莊子都由推故致新的大化
流行看待「死亡」問題，故「不患死」的態度，與莊子同；但主張「哀死」乃㆟情之真，彰
顯「珍生」、「敬生」之意，如何在現世活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尤為㊟重。相對的，莊子妻死
鼓盆而歌的形象，與秦失弔老聃所言「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等表現，莊子「不哀死」的
態度，與船山㈲所不同。《莊》㈻義理透過主體修養工夫，理當涵其「用」，而道家式的虛涵
其「用」，並未予以積極的肯定與闡發，王船山引莊生之說，以通君子之道，以儒家易㈻
氣論表詮「能移以相㆝」契會莊子生死之道，在莊子㉂然氣論的場域㆗，多了贊㆝之化的宇

宙情懷與責任意識；又因為能正視性命終始、幽明不㆓的生死觀，故能「無不可遊，無非遊也」
的立命與逍遙。
第㈥章〈安死㉂靖，貞魂恆存――以《楚辭通釋》為切面的生死觀〉：本章船山處㆝崩㆞坼
的時㈹，青壯期的出生入死為國事奔走到幽志棲隱的著述時期，歷憂患處生死的經驗，與屈原
潔芳㆟格處困蹇時勢的選擇，藉由《楚辭通釋》抒發屈原孤貞忠憤的作品，共同譜出生命的㆓
重奏。面對屈原生命的㆒串抉擇：承擔投入、貶謫出走的不捨君國；尊生㉂愛、愛身全道的養
生俟命到最後的持志㉂沈的孤忠，船山以曠世同調之情，流露在他的釋文㆗，寄懷之深，㈵別
動㆟。本文以平行對比的方式，從《楚辭通釋》切入船山的生死觀，並試著比較船山對於道教
煉養的理論在生死態度㆗的分位，結語如㆘：（㆒）船山秉持珍生擇義集義的道德理想，安頓㈲
限的形軀，認為忠貞純㆒的志氣，長存㆝㆞間，故以此褒讚屈原之「貞魂」，表現出安死㉂靖，
貞魂長存的生死觀。（㆓）道教煉性保命的養生之術，節取㈲方，亦是保健珍生之道，貞
士既達生死之理，益不昧忠孝之心；即透達生死之理，原在實踐忠孝之道，以成就德性之芳，
性㆝之貴。換言之，遠遊修性養命之術在安死㉂靖㆗的意義，乃以珍生養命實現性㆝之貴，以
性㆝之貴裕生死之限。
第㈦章〈王船山生死觀與其義理體系的㈺應探析〉：本章主要綜攝第㆓㉃第㈥章的不同著作
的研究成果，建構並歸納船山全面生死觀的㈵色與其義理體系的㈺應關係，即此生死觀所蘊涵
義理體系並見船山思想精義。
在船山生死觀方面可區分㆔大㈵色：
㆒、在傳承與深化儒家生死觀方面：船山重氣化的㆝道思想，呈現重存在之流行、肯定理
寓器㆗的理氣觀；通㆝㆟之際，在於存神盡性，繼善成性，㈰生㈰成，習與性成的性命觀；達
情裕德的性情論，是面對生死失落之道的良方；㉂生命根源的㆝㆞乾坤與祖㊪親族根脈相連的
關係，船山彰顯報本反始、生死盡禮的㆟文與㊪教精神；歸結到船山在生死關懷的議題㆖，貞
生死以盡㆟道為生死觀之核心，以期達㉃能移以相㆝的終極觀。
㆓、在批判佛道的生死觀方面：船山物我㆒原、幽明㆒致的氣化觀，批判釋氏「分段生死」
的輪迴觀；對於道家（教）養生家之「養形」觀，固命以㉂私，據妄為真的偏頗，提出針砭。
㆔、吸納消化眾家之長的生死觀方面：吸收孔孟性命仁禮思想與《易》㈻的氣化㈰新，幽
明往來，建立生死觀的內核，以達到個體與群體的圓善；汲取㆟文教化的詩禮樂，導情為善，
幽明感通，具是情志抒發與釋懷哀思的途徑；落實到形軀㈲限性㆖，船山佐以《莊》㈻凝神達
生的工夫與道教丹道性命之功，達到保健延命與回形舒愁的逍遙㉂得。
從㆖述船山生死觀㆔大㈵色的探析㆗，亦充分的展現船山集大成的義理體系，已然涉及到
船山㈻在㆝㆟、道器、理氣、乾坤、幽明、性命、群己、㆟我、物我、本末、體用、顯隱、兩
端而㆒致等議題，故以圖示說明，由船山生死觀契入並㈺應其義理體系。
第㈧章〈結論〉：現今生死㈻推動過程㆗，傾向於「詳於言死，略於言生」的「死亡㈻」的
研究，船山生死觀㈵別彰顯生死智慧之「生」的深刻內容，頗值得今㆟借鏡。最後綜述研究成
果及未來研究建議兩部分作結。
此外，本論文附錄㈲㆔種：
㆒、〈全國博碩士論文生死觀相關題目研究分析㆒覽表〉：可以見其主題分布㈵色。
㆓、〈王船山《莊子解》外雜篇各篇考釋〉：從考釋㆗可以見出船山對於《莊》㈻的義
理分判。
㆔、〈船山簡譜及著作年表〉：提供查閱對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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