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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生命教育是一個協助青少年及年輕人尋找生命意義

的教育。既然是這樣的教育，那麼就必須尋找到合適的案例，使用合適

的觀點，經由合適的分析，為青少年及年輕人帶來生命的啟發。因此，

本論文選擇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介之推的生命意義。 

首先，我們從結構主義的意義及強調點著手，使我們知道甚麼是結

構主義、結構主義的特點是甚麼。然後，再說明介之推的生命故事為何，

是怎麼由來的，以及它的相關內容演變。最後，再把結構主義的觀點用

在介之推的生命故事上，看可以找出何種生命的意義。 

經過上述的探討之後，我們發現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世道與天

道一對主要的分析觀點。從此一觀點出發，我們發現介之推在意的不是

個人的封賞或是生死，反而是世道與天道的對立與天道的衰亡。為了紀

念這種精神，所以才有禁火與寒食的作為，表示這樣的作為是心靈反省

的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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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Jie Zhitui’s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Meng-Tao Chang
＊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may help teens and young adults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ir lives.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suitable cases, analyzed from 

appropriate perspectives sufficiently and adequately, to help them achieve this 

goal. Based on thi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Jie 

Zhitui’s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To begin with, the author defines what structuralism is and explains what 

characteristics it has. Then, she introduces Jie’s story, telling us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Finally, she interprets the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probes its significant meaning. 

We, therefore, can make clear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that life and 

death can be viewed as a standpoint to examine a pers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may learn that what Jie’s story conveys is not the importance of a 

natural life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a moral life. That is why people admire him 

for his moral integrity by restraining themselves from making fire and eating 

cold food only on the Cold Food Day. Jie’s story may thus well serve as a good 

example of spiritual introspection. 

 

Keywords:life education, structuralism, Jie Zhitui, life meaning, mor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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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而言，雖是理性的動物，但是會善用理性的人其實並沒有那麼

多。因此，人需要教育。過去，在儒家的教育中才會那麼強調人文化成

的重要性。因為，如果缺乏人文化成的作用，那麼與其說人是人，倒不

如說人是動物。可是，經由人文化成的作用，人就可以從動物提升為人，

不再受制於人的本能。對人而言，這種人文化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它開發了人的理性作用，尤其是價值理性的作用。 

過去，當社會處於農業社會的階段，人的慾望尚未被大量誘發。這

時，人的存在是質樸的。對於當時的人，雖他們也有他們的慾望，但基

本上這些慾望都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被滿足。然而，當時序進入工商社會

以後，在物質大量開發與生產以後，各式各樣的商品誘導當代人的慾望，

使當代人陷入紙醉金迷的生活享受當中。在不知不覺中，人逐漸迷失在

慾望當中，忘卻了人活著的目的。對於這種現象，有心之士深覺憂慮。 

所以，到了民國 86年，台中一中的資優女學生發生了不倫之戀，並

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發生了自殺事件，對當時的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因為，高中的資優生本來就是國家刻意培養的人才，沒想到竟然會發生

不倫之戀，甚至造成自殺的後果，表示當時的資優生培養教育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那麼台中一中的資優女學生就不該發生不倫之戀，更不

應該出現自殺事件。 

當時，在省議會開議時，就有省議員質詢當時的省教育廳廳長，希

望他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資優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如果動

不動就產生不倫之戀、動不動就出現自殺事件，那麼國家未來的發展就

堪慮。為了避免這種不倫之戀與自殺事件成為未來社會發展常態，也為

了使這些資優生知道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何找到生命的意義，當



166  法印學報  第十三期 2022/12 

 

 

時的省教育廳廳長就想到用生命教育來解決生命意義的問題。1 

從民國 87年的推動開始，到了今年，也就是民國 111年，總共推動

的時間已經長達 24年。在這 24年當中，從最初的小學融入課程，到後

來的高中選修課程，到現在大學逐漸開設的生命教育課程。無論課程的

教授層級與教授方式怎麼改變，我們都很清楚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從青少年到年輕人基本上都深深受到社會慾望的影響，對於傳統有關人

文化成所希望帶來的生命意義的覺醒似乎都輕忽了。因此，社會出現各

種亂象，宛如逐漸進入叢林當中。為了喚醒青少年及年輕人清楚認知與

形構自己生命的意義，使其生命不至於迷失在社會的慾望誘惑之中，本

論文才想到如何從生命教育著手來化解此一問題。 

從現有生命教育的推動來看，我們缺乏深度的案例。對青少年及年

輕人而言，只有活動與體驗是不足的，單純經由這些活動與體驗是很難

觸及生命意義的問題。如果要觸及這類的問題，那麼就必須從意義的角

度著手。唯有在意義的引領下，青少年及年輕人才會意識到生命意義的

問題在他們自己生命當中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才想到介之推的生命故

事。雖然此一故事流傳甚久、發生的時間也很早，但在節慶的名義下歷

久彌新，只是原先故事裡所可能隱藏的象徵意義早已消失在時間之中。

為了使介之推的生命故事成為今日生命教育的典型範例之一，我們才會

想到使之成為本論文的探討主題。 

 

問題是，要如何開發出介之推生命故事的意義，使其在生命教育的

 
1 尉遲淦、邱達能、張孟桃，《生命教育研習手冊》，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 11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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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當中產生作用，我們不能只是從傳統的解釋著手。因為，對現代的

青少年及年輕人而言，此一傳統的解釋已經不足以啟發人心，使其重新

反省自己的生命。相反地，他們會認為這只是一種八股的表示，不值得

他們去思索學習，從中思索如何建構自己的生命意義。因此，為了引起

他們的興趣，也為了使他們有機會重新思索自己生命的意義、形構出屬

於自己生命意義的答案，本論文希望引進結構主義的觀點，希望此一觀

點可以為介之推的生命故事帶來新的意義啟發。 

在正式探討結構主義觀點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結構主義出現的

社會思想背景。之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流行的是存在主義，

重點在強調個人。因為，對當時的人而言，個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隨時

都遭受戰爭的威脅，個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自己，使自己免

於社會戰亂的壓力，擁有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尊嚴。 

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社會不再動亂，這時如果人們還是強調自

己，不去理會社會發展的需要，那麼社會要往良性的方向發展就很困

難。因此，如何使個人回歸社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就變成當

時很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思想界而言，如何突破存在主義對個人的強

調，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不要繼續處於對立之中，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課題。 

對結構主義而言，它雖然是從語言學的研究出發，由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將結構主義思想運用到語言學研

究上，但是真正把結構主義發揚光大的則是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當時，他把結構主義運用在文化人類學上開

創了結構主義的學派。從此以後，結構主義日益壯大，最終成為現代人

在文化解釋上很重要的一個學派。也因為此一學派的創立，存在主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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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疏離出來的個人又重新回歸社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2 

那麼，結構主義是如何把存在主義所游離出去的個人使之重新回

歸社會？在此，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就是個人從來都沒有脫離過社

會。過去，存在主義之所以要把個人從社會中獨立出來，主要是社會對

於個人只是一種壓迫的存在，使個人在社會之中很難安心地生存。如果

個人不與之對抗，那麼個人就會被社會所淹沒、甚至消失無影蹤。所以，

基於個人生存的維持、尊嚴的保存，個人必須獨立在社會之外才有可

能。 

現在，社會與個人關係丕變。社會不再是與個人對立的社會，個人

當然就不需要刻意從社會中游離出來、凸顯個人的獨立地位。相反地，

在彼此關係是一體的情況下，個人只要在社會中找到他或她的存在價

值，那麼社會就會變成個人成就自己的一種存在背景。因此，如何找出

社會的結構，對個人的成就自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社會結

構可以使個人有個方向，知道自己要如何做才能成就自己。換言之，這

就是個人與社會一體的表徵。 

不過，在此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要如何說明才能

合理地表現出此一一體的關係？就我們所知，個人不是與社會無關的

個人，只是組成社會的一個單獨個體；社會也不是與個人無關的社會，

只是由不同個體組合而成的社會。實際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有機

的，兩者相互融合。個人是社會的具體表現，社會是個人的抽象表達。

由此可知，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結構體，個人是這個結構體的具體呈現。 

基於這種理解，如果我們想要真正了解個人，那麼就必須深入社會

 
2 維基百科，結構主義，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6% A7% 

8B%E4%B8% BB%E7%BE%A9，檢索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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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只有在深入了解社會的結構，也就是所謂的法則，那麼我們才

能真正了解個人。因為，個人就是此一社會結構的具體化身。除此之外，

我們無從了解起個人。既然如此，如何了解社會的結構就成為我們了解

個人的關鍵點。以下，我們要了解的就是社會的結構指的是甚麼？ 

就我們所知，所謂的社會結構指的就是組成社會的關係。對一個社

會而言，當它在組成關係時，此一關係絕對不是單一的。因為，單一的

存在無法構成關係。如果要構成關係，那麼就要在不同的存在之間才有

可能。不過，這種不同的存在主要的組成成分是一對一對的關係，表示

是在兩者之間所組成的關係。所以，在結構主義當中才會如此強調彼此

的關係，如生與熟、自然與人文等等。 

經過上述簡單的探討，我們得知結構主義所謂的結構其實指的就

是關係。在文化之中，無論是哪一種文化，基本上就是由這些一對一對

的關係所組成的。當我們在了解這些文化現象時，就必須從這種關係當

中去了解，而不能像過去那樣，把這種關係看成是單一的獨立現象，而

要把這種關係看成是組成文化整體的一個規則。只要我們掌握了這些

規則，那麼有關文化的種種現象我們就可以有整體的了解。 

 

在用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介之推的生命故事之前，我們需要先

了解介之推生命故事的由來與演變。根據歷史記載，最早有關介之推的

記載見之於《左傳》。依據《左傳•僖公廿四年》3 的記載，其中只提

 
3  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左丘明，《左傳》，《僖公廿四年》，

https://ctext.org/chun-qiu-zuo-zhuan/xi-gong-er-shi-si-nian/zh，檢索日期：2022

年 6月 15日。 

https://ctext.org/chun-qiu-zuo-zhuan/xi-gong-er-shi-si-nia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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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介之推追隨晉文公出亡之事，事後晉文公對介之推並無所賞賜，介之

推退隱而亡。至於和後世傳說有關的割股、燒山、焚火等事，在該記載

中一無提及。 

到了漢代，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亦提到類似記載。依《史記•

晉世家》4 的記載，對於介之推追隨晉文公出亡之事，在事後處理的方

式上與《左傳》的記載略有不同。依《左傳》的說法：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書：「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

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

下相蒙，難與處矣。」5 

這段話是說獻公的兒子九人，只有國君在世了。惠公、懷公沒有親

近的人，國內外都厭棄他們。上天沒有斷絕晉國的後嗣，一定會有君主。

主持晉國祭祀的人，不是國君是誰？這是上天安排的，而那幾個人以為

是自己的功勞，不是荒謬嗎？盜竊別人的財物，就叫他做小偷，何況竊

取上天的功勞當作自己的功勞呢？下面的人讚美他們的罪過，上面的

人獎勵他們的欺詐，上下相互欺騙，很難和他們相處了。 

左傳中晉文公對介之推並無所賞賜，介之推退隱，最後死去。《史

記》對介之推也有非常一致的記載： 

《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第九》，記載：「咎犯曰：『臣從君周

 
4  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司馬遷，《史記》，《晉世家》，

https://ctext.org/shiji/jin-shi-jia/zh，檢索日期：2022年 6月 15日。 

5 同註 3。 

https://ctext.org/shiji/jin-shi-ji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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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

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

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

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

隱渡河。」6 

這段晉文公事件不再贅述，關鍵是介之推認為天救了文公，以邀功

為恥，因此退隱。這與左傳是高度一致的。另外對於介之推最後的結局，

稍有一點點描述的不同。 

《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第九》：「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

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

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

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

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7 

史記與左傳對介之推結局相同的地方是文公最後都將綿山封給介

之推，不同的是左傳說的封地似乎在介之推死後，史記對時間並無明確

說明。但對於後世所傳說的焚山，及因之而延伸出來的寒食禁火，並未

提及。 

真正談到此一焚山及禁火傳說的，是要到漢代的蔡邕。依蔡邕《琴

操》8 的記載，晉文公在介之推離開之後，為逼迫介之推離開山上，重

 
6 同註 4。 

7 同上。 

8 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蔡邕，《琴操》，龍蛇歌，https://ctext.org/wiki.pl?if= 

gb&chapter=288420#%E5%8D%B7%E4%B8%8B%E9%BE%8D%E8%9B%8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88420#%E5%8D%B7%E4%B8%8B%E9%BE%8D%E8%9B%87%E6%AD%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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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為自己所用，遂下令焚燒介之推所在之山，希望介之推能夠離開山

上，沒想到介之推不僅沒有離開山上，反而抱木而死，令晉文公十分後

悔，遂下令是日禁火以紀念介之推。不過，由於此一禁火之日為五月五

日，故和後世仲春之祭的清明節禁火寒食之事無關。 

到了晉代，陸翽的《鄴中記》9 是最早把介之推和寒食連結起來的

記載。不過，在此一記載中，他對蔡邕《琴操》所言五月五日禁火之說

抱持異議，認為此一說法有誤，並提出相關證據。依據《鄴中記》的記

載： 

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為介之推斷火，冷食三日，做乾粥，是今日糢。 

並州俗以介之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

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遣，不為介之推

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按玉燭寶

典，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原以餳沃之。 

到了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他在所著的《後漢書》中也有過相關記

載。只是在此一記載中，他比上述陸翽的《鄴中記》記載得更加詳盡完

整，甚至認為過去的寒食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乃神靈不樂所致。後經

新上任的刺史周舉的改革，除三日寒食之外，其餘時間則重新恢復溫食。

依據《後漢書•周舉傳》10 的記載： 

 

%E6%AD%8C，檢索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 

9 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陸翽，《鄴中記》，https://ctext.org/wiki. pl?if= 

gb&chapter=307781，檢索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 

10 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范曄，《後漢書》，《後漢書•周舉傳》，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07781檢索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88420#%E5%8D%B7%E4%B8%8B%E9%BE%8D%E8%9B%87%E6%AD%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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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稍遷並州刺史，太原一部舊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

曰：晉文公返國，介之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

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

是正惑稍解，風俗頗革。 

此外，魏漢武帝集禁火罰令 11 及南朝梁人宗懔《荊楚歲時記》12 ，

也有相關的記載。到了明代項琳編註《荊楚歲時記》時，他就把過去所

有與寒食傳說及習俗有關的記載加以統整編註，成為有關寒食傳說及習

俗的集大成者。到了清代康熙年間，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古

今圖書集成》，其中與寒食傳說及習俗有關的記載，主要是依據項琳的編

註而來。現依項琳編註的《荊楚歲時記》13 加以敘述： 

按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風，介之推三月五日

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雨雹

傷田。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為醴酪，又煮糯米及麥為酪，搗

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

沃之。孫楚祭之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一盂，清泉甘水，充君

 
11 魏漢武帝集禁火罰令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接絕火

寒食，云為介之推。 

12 梁宗懔，《荊楚歲時記》云：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

三日，造熄火麥粥。寒食挑菜。鬥雞鏤雞子鬥雞子。 

13  維基文庫，宗懍，《荊楚歲時記》，項琳編註，https://zh.m.wikisource.org/zh-

hant/%E8%8D%8A%E6%A5%9A%E6%AD%B2%E6%99%82%E8%A8%98，

檢索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8%8D%8A%E6%A5%9A%E6%AD%B2%E6%99%82%E8%A8%98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8%8D%8A%E6%A5%9A%E6%AD%B2%E6%99%82%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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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廚。今寒食有否酪麥粥，即其事也。舊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後漢書周舉為並州刺史，移書

于介推廟云：春中食寒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謂冬日

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

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

虵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

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明罰令、陸翽

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

月五日與今又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推被焚之

事。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云：季春將出火

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

周之舊制也。 

據上述項琳所言，他不僅認為不舉火乃神靈之要求，倘若違反，甚

至神靈會降災，用雨雹傷田，表示神靈的不樂不只是一種情緒上的反應，

還會有實際的降災行動。此外，對於禁火之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認為是與節氣有關的周朝舊制，與介之推的被焚之事無關。 

 

依上所述，如果僅從早期的史實來看，與介之推有關之事僅為歷史

事實。雖然在賞賜部分的說法彼此相反，但與神話無關。後來，到了晉

代陸翽的《鄴中記》，對於介之推的際遇也只是從紀念的意義上來說，並

無神話的意思。如果要說到神話傳說，那麼就要等到南朝劉宋時期范曄

的《後漢書》才開始。之後，到了明代的項琳，在他統整編註的《荊楚

歲時記》才進一步加上神靈的懲罰。由此可知，介之推的神話傳說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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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時才開始的。 

無論此一介之推的神話傳說是何時開始的，對本論文而言，重要的

是介之推的故事要如何理解？怎麼理解才能理解出介之推死亡的意

義？從上述所說的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當我們在理解介之推的神話傳

說時，所在意的不是神話傳說說了甚麼事實，所在意的是此一神話傳說

所象徵的意義為何？因此，我們在分析介之推的生命意義時是從彼此關

係的結構上來說。 

首先，如果從生與死的結構上來說，介之推的行為是寧可死也不要

生。那麼，他的寧可死也不要生是為了甚麼？如果從先前他對晉文公的

作為來看，他為了晉文公的生，寧可割肉給晉文公吃，事後卻又因為恥

於要求封地而離開。後來，在他離開之後，晉文公後悔了，所以又派人

找他，希望他能離開山上重新回到晉文公身邊，他卻又很反常的表現不

想離開山上，以至於在無奈的情況下，晉文公只好命人燒山，希望他能

因此離開山上，結果他又沒有離開，寧可抱木而死。 

對於這一段故事，我們必須深入看到背後的結構。介之推當時割肉

給晉文公吃的時候抱持的心態是什麼？是單純地為了維持晉文公的生

命，所以即使犧牲自己也無所謂？或者是，此一作為其實是有企圖的，

目的是為了事後邀功？如果是前者，那麼表示介之推根本就不在意事後

晉文公有沒有給他賞賜。因為，對他而言，他在意的是他自己是否真想

這麼做？如果他是精於算計的人，認為他這樣做以後，未來晉文公如果

有機會一定就會回報於他。結果當他的算計失誤，以至於負氣離開。但

如果是負氣離開，那麼在晉文公找人求他回來時，他就應該答應，而不

應該抱木而死。後來結果又說他是抱木而死，可見他不是算計，他的重

點是高於世俗的回報與否。 

介之推自己的話中很明顯地反對對功過的算計，他認為臣子救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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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該的，是符合「天道」的，不屑爭功的「世道」反而根本就是介之

推離開的主因。由結構主義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組「天道」與「世道」對

立的結構。 

「天道」與「世道」的對立，主要在於人如何看到自己的行為，依

自己的角色來行動的是「天道」，依自己的利害來行動的是「世道」。晉

文公雖然是春秋五霸，但他走的是「世道」，是天道的衰微，論功行賞就

是「世道」的表現。介之推根本不要論功行賞，論功他的功不大嗎？可

是就算封了地給他，回報了他的功，這也代表「天道」已經衰亡了。 

春秋時代正是傳統的價值衰落，開始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但是這

些百家爭鳴，即便在精心巧思，走的方向主要都是依著利害。隱士的「隱」

不是只為了讓自己好過，更是為了讓世人了解，自己走的方向是錯的，

這種「隱」呈現的反而是大道的「顯」。可惜在這樣的世代中，晉文公還

是看不見天道，他可能認為少封了介之推是他的過失，殊不知他真正的

過失是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封賞，用在復仇這些基於利害的心態上，介之

推的死本身也象徵了天道的衰亡。 

介之推這個人對於自然的生與死是不在意的，他所在意的是超越自

然的生與死，也就是另一種更高的生命意義，天道的生命。晉文公既沒

有公平的對待他，也不符合天道，對於這樣的人，自然就沒有甚麼好待

在他身邊的。所以，他選擇離開。後來晉文公派人找他下山，他才會拒

絕，即使晉文公用火燒山，他也寧可抱木而死，而不想再回到晉文公身

邊。從這一點來看，介之推在意的是天道的生死而不是個人的生死。 

至於後來用禁火與寒食來紀念他，甚至於連神靈都會不樂，採取用

雨雹傷田的方式降災，這些神話傳說的作為，其實象徵的就是，代表文

明的火必須在這一天反省。文明世道本身就觸犯了神靈。如果有人不知

反省，那麼此一不知反省是會受到神靈懲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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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探討，我們就知道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世道與天道才

是根本的象徵意義，表示介之推在意的不是個人的生死，而是天道的衰

亡。古人這種智慧，不只表現在心靈的反省，也表現在寒食與溫食的作

為上，甚至於是神靈的降災上。由此可見，對介之推而言，他的一生作

為所要印證的天道與世道的辯證。 

 

探討至此，我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對我們而言，生命教育是

一個協助青少年及年輕人尋找生命意義的教育。既然是這樣的教育，那

麼就必須尋找到合適的案例，使用合適的觀點，經由合適的分析，為青

少年及年輕人帶來生命的啟發。因此，本論文選擇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

探討介之推的生命意義。 

首先，我們從結構主義的意義及強調點著手，使我們知道甚麼是結

構主義、結構主義的特點是甚麼。然後，再說明介之推的生命故事為何，

是怎麼由來的，以及它的相關內容演變。最後，再把結構主義的觀點用

在介之推的生命故事上，看可以找出何種生命的意義。 

對我們而言，經過上述的探討之後，我們發現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

看，世道與天道一對主要的分析觀點。從此一觀點出發，我們發現介之

推在意的不是個人的封賞或是生死，反而是世道與天道的對立與天道

的衰亡。為了紀念這種精神，所以才有禁火與寒食的作為，表示這樣的

作為是心靈反省的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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