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老子思想中之「道」 

 

第一節 老子思想之時代背景 

 
老子是中國歷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許多人認為老子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

哲學流派中，道家學派之創始人，並撰有道家最基本的經典《道德經》五千餘言。 
 

然而，究竟老子的確切身世為何，兩千多年來一直是眾說紛紜。漢代司馬遷曾

在《史記．老子韓非列傳》中提及老子的三個可能身世：一是較孔子年長的老聃；

二是與孔子同時代的老萊子；三是後於孔子 129 年的周太史儋。而司馬遷似乎是比

較傾向肯定第一種身世，故對老聃的介紹最為詳細。據《史記．老子韓非列傳》所

記載，老聃，姓李名耳，楚國苦縣（今河南鹿邑東）萬鄉曲仁里人，曾為周「守藏

室之史」，也即周代管藏書籍的史官，孔子周遊列國時還曾向他請教過周禮的一些重

要問題。但他晚年因有感於周王室的衰落，乃辭官隱居，離周而去，並著述留有言

道德之義五千餘言的《道德經》一書1。 
 
不過，雖然許多人認為老子在孔子之先，《道德經》就是老聃的作品，成書於春

秋晚期，但也有不少人懷疑《史記》的記載，認為老子在孔子之後，孟莊之前，《道

德經》之思想乃雜湊纂集而成，非一人一時之系統作品2。也有不少人認為，由於《道

德經》包含着戰國時期才可能有的思想內容，故當是戰國前期或者後期的作品，甚

至還有些人主張《道德經》應成書於秦漢之間3。有關老子的身世與《道德經》成書

的時代之討論，雖說確實存在著各種不同的論據主張，但若就晚近考古學所發現的

資料看來，老子的《道德經》屬於春秋晚期、戰國前期這一段時間應是無可懷疑的4。 
 
在中國歷史上，商周時代的社會出現了很多問題。在文明的長久發展之後，許

多文明的危機都逐漸產生了，因而也開始了整個憂患意識的時代。在東周的春秋末

期與戰國初期時代，西周時代所流行的「禮」的觀念已漸漸失去其社會與政治上的

作用，因而貴族階級制度開始崩潰，周王室也漸漸沒法有效地為貴族與人民進行統

治，整個社會都陷入一種混亂爭戰的情形之中。當然，在這種價值混亂、利益爭戰

的時代氛圍之下，既然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的傳統觀念與制度已逐漸失效，那

                                                 
1 參見溤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 年），頁 44。 
2 參見袁保新：〈老子形上思想之註釋與重建〉（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72 年，博士），頁

4。 
3 參見溤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頁 45。 
4 參見溤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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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隨之而來就是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的傳統觀念與制度之大轉變5，於是也

形成了有關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的觀念思想之百家爭鳴的局面。 
 
老子思想，正是由這個大轉變的時代所產生出來的眾多思想流派中的最重要的

學派之一。王邦雄在其《老子的哲學》一書裡，就曾論及老子的道家哲學是產生自

戰國時代
6的幾種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基本原因7。按王邦雄的看法，第一個基本原因

是當時社會上發生的「禮的僵化與刑的肆虐」。在他看來，老子思想的宗旨是面對現

實人生的困難，而據老子的觀察，人民的生活困難則是來自政治制度的誤導與統治

權力的誇張。老子於《道德經》第七十五章曾言：「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

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8」。這一章所言，最能夠看出老子對當時代人民生活困難的痛切反省，且

清楚看出老子認為人民生活苦難的原因，無非就出於統治者的「有為自重」之態度。

他還認為，周文的敗壞雖然在春秋時代已可看出了端倪，但周文的真正敗壞卻是在

戰國時代周王室名實倶亡之後才出現的。老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就曾批評當

時敗壞的禮制而說：「……夫禮者，忠信之薄而亂之首。……
9」，且對當時的政刑

嚴苛也提出了最大的抗議，而曾言：「民不畏死，奈何以死懼之？……10」，這也

即是說，到了天下人民「輕死」與「不畏死」的情況，就算是「以死懼之」這種殘

忍統治方式都已經沒有用了。 
 

 王邦雄所說的第二個基本原因，則是「大規模的戰爭，各國競相併吞，生命面

呈現無比的卑弱」。老子在《道德經》第四十六章與三十章曾說：「……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11」，「……大軍之後，必有凶年。……12」。可見當時連母馬都

用於戰場上，農夫也都變成軍人，農村幾乎都沒有可以工作的馬與農夫，必然就發

生了很大的災難。且老子也批評了當時樂於爭戰殺人的統治者的不得民心，而在第

三十一章曾言：「……勝而不美，而美之者，是樂殺人。夫樂殺人者，則不可得志

於天下矣。……13」。而老子也在《道德經》第七十二章曾說：「……無狎其所居，

無厭其所生，……14」，可見當時人民的生命呈現出的無比卑弱，因而也說明了當時

                                                 
5 參見溤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頁 12-13。 
6 王邦雄在其《老子的哲學》一書中，曾清楚地表示了對於《道德經》所屬時代問題的看法，他認

為《道德經》所反映出的時代背景當在戰國，而非春秋。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台北：東大

圖書有限公司，1980 年），頁 50。 
7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頁 48-54。 
8 參見《道德經》，第 75 章（余培林：《新譯老子讀本》，台北，三民書局，2004 年），本篇論文所引

《道德經》全由此版本出。以下將不再列作者、出版項。 
9 參見《道德經》，第 38 章。 
10 參見《道德經》，第 74 章。 
11 參見《道德經》，第 46 章。 
12 參見《道德經》，第 30 章。 
13 參見《道德經》，第 31 章。 
14 參見《道德經》，第 7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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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生活受盡了折磨，確實有著生不如死的感覺。老子因此才於第七十二章與五

十九章提出了「不爭之德」，「……重積德則無不克，……」，甚至還在第八十章主張，

理想的國家與社會應當是「小國寡民，使有什伯之器而不用，使民重死而不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復結繩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

安其居，樂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老死不相往來。」。 

 

 王邦雄所提的第三個基本原因，則是「工商業的興起，欲望普遍增長，民心為

之浮動」。他認為，井田制度隨著周文的敗壞而被廢除，土地的自由買賣成了商業的

行為，於是大規模買賣土地的現象產生了，農民一方面為了逃避被徵調，二方面也

失去了土地，就逐漸離開了自己的土地而在列國之間游動，因而自由經商者逐漸變

多，工商業則逐漸興盛了起來。如此一種經濟模式的重大轉變，對於努力耕種的絕

大多數人民的經濟生活產生了極大的負面影響，因為社會中出現了越來越多為追求

財富而不擇手段的商人，他們往往會結合有權力的統治者，對廣大的勞動人民進行

剝削與奴役，且在這種欲望增長、追求名利的社會氛圍中，民心自然也會隨之浮動

混亂，於是社會上就漸漸充滿了各種不公不義之事。老子在《道德經》中，也曾對

此等社會的失序情況進行反省而說：「……金玉滿堂，莫之能守。……
15」，「……甚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16」，「……不貴難得之貨，使民不為盜。……17」，「……

不見可欲，使民心不亂。……18」，「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19」，「……無知

無欲……20」。 

 

 王邦雄所講的最後一個基本原因，則是「士集團的擴大，形成名利爭競熱潮」。

在戰國時代，知識分子都到各個國家去尋找工作的機會，加上大環境的氛圍，於是

就形成了過度地相互競爭名利的情形。對此，老子也於《道德經》提出了應當如何

解決之道：「……不尚賢，使民不爭……使夫智者不敢為也。……21」。 

 

 王邦雄在上面所提出的四個基本原因，確實很清楚地解釋了，戰國時代整個社

會、政治、經濟等方面所具有的根本危機，以及老子對於此等難題所提出的根本解

決方法。然而，雖說老子的思想，主要是反省當時代來自政治制度的錯導干擾與統

治權力的高張迫壓而造成人民生活的卑微困難，故不能與其所處時代的現實背景相

分開，但道家思想的產生，卻也有其承自思想歷史傳統的起源。正如王邦雄在其《老

子的哲學》一書裡所認為22，中國自故以來，自有對人生抱持著消極態度，逃避社

                                                 
15 參見《道德經》，第 9 章。 
16 參見《道德經》，第 44 章。 
17 參見《道德經》，第 3 章。 
18 參見《道德經》，第 3 章。 
19 參見《道德經》，第 44 章。 
20 參見《道德經》，第 3 章。 
21 參見《道德經》，第 3 章。 
22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台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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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追求個人生命理想的隱士，老子就是受到這種歷史傳統的影響，而形成了道家

思想的理想政治態度與作法，也就是「無為而為」此一理想宗旨。老子於《道德經》

第六十三章曾言：「為無為，事無事，……23」，這也就是說，聖人治理天下，以無

為作為政治的根本，以無事作為行政的原則
24。若按王邦雄的想法，老子的思想在

孔子之後，孔子的思想問題，主要在為周之禮樂深植人性之根，因為有了人心之仁

的內在根源，禮樂的鐘鼓玉帛才有其道德自覺的意義。而老子的思想問題，主要則

在為儒學之仁義禮智開拓形上之根源25。老子於《道德經》裡曾說：「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出，有大偽。……26」，「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禮。禮者忠信之薄而亂之首也。……27」，「絕聖棄智，民利百倍。絕仁棄義，民

復孝慈。……28」，「……聖人不仁，以百姓為芻狗。……29」。王邦雄認為，在此必

需注意到，老子在這幾章所講的「絕棄聖智仁義」並不是本質上的否定，而是作用

的保存；不是否定道德實踐的價值，而是開拓道德的形上根源，來保住聖智仁義的

可能性30。換句話說，人必需能夠無為虛靜，不膠著在仁義禮智的規條中，如此方

能達到真正的道德，正如老子於《道德經》第三十八章所言：「上德不德，是以有德。

下德不失德，是以無德。……
31」，由是才能將屬於人文修養意義下的道德往上提升，

而提升成為具有形上根源意義的真正道德。 

  

然而，若要再問起「人的道德之形上根源為何」的此一問題，那麼就不能不在

王邦雄所言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四個基本原因，以及承自思想歷史傳統的起源的原因

以外，進一步提及另一種道家思想產生的原因，也即受到古老宗教傳統逐漸被哲學

合理化的發展運動之影響。徐復觀就曾在《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中對此種情形

進行了相關的說明。他認為，由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大轉變所帶來之知識的快

速普及發展，對人民的傳統宗教信仰產生了極大的影響，這可從當時人們對「天」

觀念的逐漸改變見出端倪。因為周代的「天」的觀念，受到商代的「帝」的觀念的

強烈影響，其最初涵義仍意味著「神」，但到了後來，卻也逐漸增加了「道德法則」

與「物理的自然」的涵義，甚至被後兩者所完全取代。換句話說，最初人們把「天」

當作有意志、能發號命令、有無上影響能力的「神」，後來則逐漸開始從人自身的道

德本性出發，而將「天」當作「道德法則」；而在另一方面，也早於周代的《詩經》

裡，就已出現了人們將「天」當作一種「物理的自然」的想法。徐復觀認為，老子

思想對中國宗教方面所作出的一種極為重要的貢獻是，老子對「自然」這個詞提出

                                                 
23 參見《道德經》，第 63 章。 
24 參見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28。 
25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頁 62。 
26 參見《道德經》，第 18 章。 
27 參見《道德經》，第 38 章。 
28 參見《道德經》，第 19 章。 
29 參見《道德經》，第 5 章。 
30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頁 63。 
31 參見《道德經》，第 3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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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新的有系統的解釋，並以這個新的解釋將傳統宗教中關於「有意志的神」的

想法消除掉，而替代以一種在沒有一個東西不變的轉變當中之「永恆不變」的「常

道」，這因而意味著中國以合理思維構成形上學的宇宙論的時代的真正來臨。故在他

看來，老子是從人自身的生活要求出發而去發展形上學的宇宙論的，且由於人的形

上根源無非就是「常道」，而「常道」又是最長久、最安全的所在，那麼人唯有體法

於「常道」才有得到長久、安全的可能32，也因而才能建立起屬於人自身的人生論。
33

 
並且，按徐復觀在《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的說法，老子思想的本來目

的不是建立宇宙論，而其思想的的真正動機目的，無非是從人自身的生活要求出發

去尋找人生可以安頓、安全立足的根源。老子為此，才將人生的根源問題一步一步

地向上回溯到宇宙的根源處，進而以作為人生最後根源之宇宙根源來決定人理想的

生活方式與態度，因為老子最終發現「人作為人的本質」的真正原因就存在於宇宙

的根源裡面，故他要求人的本質應與宇宙的本源一致。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徐復觀

認為道家的宇宙論其實就是道家的人生論。34

 
老子，在包含八十一章、共五千餘字的《道德經》中，主要討論的三個重要課

題無非就是宇宙論、人生論，以及作為人生論的一個部份之政治論35。而老子所建

立以「道」為最根源之宇宙論，可以說是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而有系

統的宇宙論36。筆者認為，老子的宇宙論是他整個哲學思想的基礎，而了解老子的

宇宙論是了解他整個哲學思想系統最重要的第一步，且由於老子認為宇宙的根源是

「道」，那麼他的宇宙論就是以「道」為基礎的，故了解老子整個哲學思想系統之密

碼正在於「道」此一觀念。 
 
筆者在第一章第三節中，將會仔細地討論，老子如何以「宇宙論」與「人生論」

這兩個重要的枝幹架構起他的哲學思想系統。但在討論這兩個枝幹之前，我們必需

首先認識這兩個枝幹從中而生出的根，這個根就是「道」。 

                                                 
32 「安全」之「安」字有「清靜而不慌張」之本義，還包含有「安適」、「安定」、「平安」、「保守」

等義。這些意義都可以用來形容人的精神狀態和生活情況。「安全」之「全」字，主要則有「完整」

之意義。此處形容「道」時使用「安全」一詞，是因為按老子的意思，人的遠離「道」與不效法「道」，

將會對人自身、甚至其他萬物帶來危險不安全的狀態。更仔細而言，當人遠離「道」時，將會失去

其「自然本性」，而人一旦失去「自然本性」，將會陷入充滿過度的欲望與自私的情感之狀態中，於

是危險不安全的情況就隨之產生，進而傷害自身、甚至傷害其他萬物。而相反於因人的遠離「道」

與不效法「道」所帶來的這種危險狀態的，就是所謂「安全」之狀態，也正是「道」所具有之狀態。

參見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北：正中書局，2003 年），頁 338。 
33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台北：台灣商務書館，2003 年），頁 325-351。 
34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25-328。 
35 我的論文對老子思想的相關討論主題，主要是較一般地涉及「宇宙論」與「人生論」，至於「政治

論」部分，只在說明「人生論」時作為一些例子而被提及。 
36 參見溤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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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道之涵義 

 
老子思想最重要的觀念是「道」，他的整個哲學思想系統就是由「道」而開展出

來的。故我們在此所欲追問的第一個問題便是：什麼是「道」？若按許慎《說文解

字》的解釋，「道」這個字，其本義是「所行道也」，也即由此達彼所行經之路。但

後來又引申有「一定不變之理」、「政令」、「方法」等意37。而在老子《道德經》一

書中，「道」這個字，前後共出現過七十三次，這七十三個「道」，雖然是同一個字，

但是內容所包含的意義卻不盡相同，我們大概可將「道」歸納為以下幾種相關但不

相同的主要使用涵義。 

 

第一種涵義是出於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此兩者，同出而異名，同為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處的「道」

具有「根源」的意思，指的就是天地萬物的本源。38這也正是方東美於《中國哲學

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裡指出的「道為天地根，為萬物之宗，淵深不可測，其存在

乃上帝之先」39之涵義。按他的解釋，老子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到了那個時代，

過去強烈的「上帝」概念已經衰弱，並進入一種宗教危機之中。而老子思想出現的

原因，正是為了解救這個危機，於是老子把以前神秘的宗教改變成了一個理性的哲

學。是故，其所講的「道」，可以被視作哲學意義上的「上帝」，它是宇宙的最終本

體，它是「天地根」40、「萬物之宗」41、「萬物之奧」42。 

 
第二種涵義則是出於第二十五章的「……寂兮寥兮，獨立不改……吾不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道法自然。」，這裡的「道」具有「無聲無形」、「無條

件而不依賴其他東西、自然而然依自身本性而存在」、「恆常不變」、「至高無上、廣

大無邊」等意思，指的就是一種「無聲無形」、「無條件而不依賴其他東西、自然而

然依自身本性而存在」、「恆常不變」、「至高無上、廣大無邊」者。43

 
第三種涵義是出於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或出於第五十一章的「……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

覆之……」，這裡的「道」具有「創生」、「生長」的意思，指的就是創生、生長天地

                                                 
37 參見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頁 996-997。 
38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台北：三民書局，2003 年），頁 1-10；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3。 
39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台北：成均出版社，1984 年），頁 174。此義出自《道

德經》第六章：「谷神不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若存，用之不勤。」；與《道

德經》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不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

兮似或存。吾不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40 參見《道德經》，第 6 章。 
41 參見《道德經》，第 4 章。 
42 參見《道德經》，第 62 章。 
43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54-55；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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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東西。44此一方面即是徐復觀於《中國人性論史》一書中所強調的，「道」是

具有「創生」宇宙萬物的基本「動力」之「創生者」45；而另一方面，「道」也是具

有「生長」宇宙萬物的基本「動力」之「生長者」。 

 

第四種涵義是出於第二十五章的「……周行而不殆……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這裡的「道」具有「變動」、「運動」

的意思，指的就是一種「周遍、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的」「變動」、「運動」。且

此中，「窮極而返」的「變動」、「運動」，指的正是一種「返本歸源的」「變動」、「運

動」，也即一種讓宇宙萬物返本歸源的變動、運動。然而，若更完整詳盡而論，「窮

極而返」的「變動」、「運動」，作為「反者，道之動……」
46，則更當是一種「相反

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運動」，也即一種讓宇宙萬物相反相成、循環反復

的變動、運動。47且於此，我們還需注意，若就完整詳盡的情形而論，此處所說「相

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或「運動」，不論它是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創生」，

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歸根復命」之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或運動，抑或僅

是形而下的「生長」之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或運動，它可說都是一種相反相

成、循環反復的「雙向動力」。且很明顯的，所謂「返本歸源的」「變動」或「運動」，

卻只是上述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歸根復命」之「變動」或「運動」而已，此亦即

方東美於《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裡所指出的「道為萬物之最後歸趨」
48之

涵義。方東美認為，道為萬物之最後歸趨的意義，無非就意味著萬物一切，其創造

活動精力揮發殆盡之後，無不復歸於道，即所謂「復根」，藉得安息，涵孕於永恆不

朽的道之中49。正如《道德經》第十六章所言：「……萬物並作，吾以觀復。夫物芸

芸，各復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復命。……」50。 

 

第五種涵義則是出於第十四章的「……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或出於第二十

一章的「……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這裡的「道」具有「規侓」、「準則」的意思，

指得就是「周遍、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的」「變動」、「運動」所具有之規律、準

則，若更詳盡地說，則是讓宇宙萬物周遍、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地變動、運動

所具有之規律、準則。51這也就是方東美於《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裡指

出的「道為一切活動之唯一範型或法式」52之涵義。正如《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所

言的「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

                                                 
44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326-331；余培林，頁 103-104。 
45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29。 
46 參見《道德經》，第 40 章。 
47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266-167；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85。 
48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頁 174。 
49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頁 174 。原文參見《道德經》第 16 章。 
50 參見《道德經》第 16 章。 
51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96、145 頁；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31、46-47。 
52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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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意味的是能曲折才能周全，能繞彎才能伸直，能虛空才能求滿盈，能

敝舊才能有新生，少了反而可以得到，多了反而弄得迷惑，所以聖人緊守著「道」

作為天下的法則53。按方東美的看法，此處意味著宇宙萬物的活動都是根據「道」

的規定來運作的，而老子是以「曲則全」中的「曲」這個字來貫通解釋「道」的根

本規定特性。方東美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一書裡面有舉個例子來解釋「曲則全」

之意義，他認為若把西方的建築和中國的畫一起比較，我們就會看到西方的建築，

非常重視對稱、比例及和諧的問題，然而，任何一種對稱、比例及和諧，都是站在

某一個觀點來設定的，如果觀點改變了，那麼原先確定的對稱、比例及和諧也就會

跟著變成不對稱、不比例和不和諧。但是，中國畫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因為

中國人比較不會按照空間的遠、近關係來作畫，大的山，小的山，在他們的畫裡面

都可以變成一樣大的山，他們比較不會停在根據某一觀點而來之空間的相對性上，

他們會從很多不同的相對角度去看，嘗試從很多的「相對可能性」中去找出一個統

合整體的根本關係，並以此來完成整幅畫，而這正是「曲則全」的意涵54。另外，

又如《道德經》第七十七章所言「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不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不足。……」，其意味的則是天道的作

用，就跟把弦繫在弓上的情況一樣吧！弦位高了，就把它壓低，弦位低了，就把它

升高；弦長了，就把它去掉，弦短了，就把它補足。天之道，是虧損有餘的來彌補

不足的
55。由上述諸多說明，我們確實清楚可見，讓宇宙萬物周遍、窮極、窮極而

返且無休止地變動、運動所具有之「周遍、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的規律、準

則。 

 

第六種涵義則是出於第五十一章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這裡的「道」

具有「德」的意思，因為「德」意味著宇宙萬物有得於「道」者，故「德」無非就

是宇宙萬物從道那裡得到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存在變動或運動特性之「得的作

用」，因而也即「道的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或運動作用」，也因此最終可說，「德」

即是「道」。這也就是唐君毅於其《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一書中所言「同德之道」

的涵義，因為在他看來，「德」是宇宙萬物有得於「道」者，而此「德」的內容，只

能是從道那裡得來的東西，所以「德」也只能是「道」而已56。此外，這也是方東

美於《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裡指出的「道為元一，為天地萬物一切存在

之所同具」57之涵義。如《道德經》第三十九章所言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寧……萬物得一以生……」，其意味著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寧靜，萬物得

                                                 
53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150-153；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48-49。 
54 參見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北：成均出版社，1984 年），頁 179。 
55 參見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52-153。 
56 參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6 年），頁 378-379。 
57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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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而生化58。方東美認為，老子在此將「道」當作「太一」，而這個太一則分配給

出宇宙裡面的一切存在，因而宇宙裡面的一切存在都得到了「一」，得到了「道」。 
  

第七種涵義則是出於第四十章的「……弱者道之用……」，或出於第四章「道沖，

而用之或不盈。……」，或出於第六章「谷神不死，是謂玄牝。……」，這裡的「道」

具有「虛」或「弱」的意思，指的就是「虛」或「弱」的「作用」、「動力」。因而這

不外是說，「道」作為先前所言「周遍、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的」「變動」、「運

動」，並非是一種「實」或「強」的「作用」、「動力」，而卻是一種「虛」或「弱」

的「變動」、「運動」。且也唯有這種「虛」或「弱」的「變動」、「運動」，才能真正

「……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
59，也才是真正的「玄德」60。 

 

 而對於上述「道」所具有之七種主要涵義，我們則可再以「道體」、「道用」、「道

理」、「道相」等範疇將其區分成四類：第一類範疇「道體」，是上述所言「道」的第

一種涵義，也即「道」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第二類範疇「道用」，則是上述所

言「道」的第三、第四、第六種涵義，也即「道」作為讓宇宙萬物虛弱、周遍、窮

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地「創生」、「生長」之「運動」、「作用」。第三類範疇「道理」，

則是上述所言「道」的第五、第七種涵義，也即「道」作為讓宇宙萬物虛弱、周遍、

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地創生、生長的運動、作用所具有之「虛弱、周遍、窮極、

窮極而返且無休止」的「規律」、「原理」。第四類範疇「道相」，則是上述所言「道」

的第二種涵義，也即「道」作為「無聲無形」、「無條件而不依賴其他東西、自然而

然依自身本性而存在」、「恆常不變」、「至高無上、廣大無邊」者。 
 

 可見，在「道體」、「道用」、「道理」、「道相」這四類範疇中，作為「道」「實體

存在」的「道體」與作為「道」「作用存在」的「道用」是較為基本的，「道理」可

說是「道用」的「運動、作用方式」，「道相」則可說是「道體」、「道用」所具有的

「特性」。方東美在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一書中，曾根據對《道德經》第一章文

義的解讀，作出「道體」與「道用」的區分。他認為，老子在第一章裡，主要是想

說明天地萬物的存在根據為何，以及對其進行理解觀察的方法。而老子不僅提出了

「道」這個最基本的觀念，還有關連地提出了「無」和「有」這兩個基本觀念，並

從「無」和「有」出發，一方面去討論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另一方面則討論「無」

和「有」之間的關係，以便統合地再進一步討論「道」是什麼，以及對「有」、「無」、

「道」進行理解觀察的方法。方東美認為，「有」是「本體論」的根本範疇，老子將

它拿來說明萬物之母、一切存在的開始，而當問起「有」又根據什麼來作為其存在

理由時，則會發現作為「超越本體論」根本範疇，也即一切「存在」後面的、外面

                                                 
58 參見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82-83。 
59 參見《道德經》第 51 章。 
60 參見《道德經》第 5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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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面的、更深的、更高的、更遠的「無」61。方東美稱它作神秘的東西，因為

它超越於宇宙萬物的根本秘密，所以人不可能用一般現象界的事物以及語言文字去

形容表達它的秘密，也因而才說它是一個「不存在」62的東西63。因此，老子所講的

「道」無非就是一個統一的存在整體，且它裡面包括著兩個方面，一個是它的「存

在實體」，一個則是它的「存在作用」，若按方東美的說法，也即「道體」和「道用」
64。而「道體」可說就是「超本體論」的「無」，「道用」則是「本體論」的「有」，

可說也就是從本體界向現象界生成萬有存在（天地萬物），又從現象界的萬有存在（天

地萬物）向本體界回歸之作用。並可圖示如下： 

 

 

   作為統一存在整體的「道」 

                        ↙              ↘ 

                     道體          →          道用 

                     超本體論                   本體論 

     「無」        ←         「有」 

        本體界 

                        萬有存在向本體界回歸之作用↑  ↓向現象界生成萬有存在的作用 

                                                現象界 

                                               「存在」                                  

             （天地萬有萬物） 

 
 

這裡所提到的處於形而上本體界與形而下現象界之間不斷運動作用的「道用」，

由於它具有連通形而上本體與形而下現象兩界的特殊地位，故在「道」的諸多涵義

中可說是最為重要的。然而，正如上圖所表示的，「道用」的運動作用並非僅是單向

的，而是雙向的。第一個方向的運動作用是從形而上本體界向形而下現象界「生成」

萬有存在（天地萬物）的運動作用，第二個方向的運動作用則是萬有存在（天地萬

物）再從形而下現象界向形而上本體界「回歸」的運動作用，且「道」的這種運動

                                                 
61 在此必須注意，有些學者是將形而上的「無」和形而上的「有」視作同一層次來解釋，但有些學

者則將它們當作不同層次來解釋。筆者按方東美的看法，將形而上的「無」和形而上的「有」視作

一體兩面來加以討論。 
62 此處，「不存在」意謂著不在形而下的現象界中存在。 
63 參見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頁 174。 
64 參見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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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可說正是一種「無聲無形」、「無條件而不依賴其他東西、自然而然依自身本性

而存在」、「恆常不變」、「至高無上、廣大無邊」（以上屬「道相」）、「虛弱、周遍、

窮極、窮極而返且無休止」（以上屬「道理」）的雙向運動作用。 

 
 

第三節 「道」運動作用之兩個方向 

 
「道用」的運動作用，是一種從形而上本體界向形而下現象界「生成」萬有存

在（天地萬物），再從形而下現象界的萬有存在（天地萬物）向形而上本體界「回歸」

之雙向運動作用。而對於「道用」這種從形而上本體界向形而下現象界的「生成實

現」，再從形而下現象界向形而上本體界的「回歸潛在」之雙向運動作用，方東美曾

在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一書中表達了以下的看法： 
 

大道的作用顯現在本體界與現象界之間，形成了雙軌運動。在向下面流注的

時候，總是宇宙的力量逐漸廢棄，逐漸衰竭。一衰竭之後，再憑藉「反者道

之動」的上回向作用，回到萬有的根源上面，重新向它取得新生的力量。取

得新生的力量之後，再第二度從本體界向現象界發揮它的作用。65

 

且若按方東美的看法，更詳盡言之，「道用」的運動作用，當是一種從形而上本

體界之「無」出發，通過形而上本體界之「有」，再向形而下現象界「生成」萬有存

在（天地萬物）之「有」，然後再從形而下現象界的萬有存在（天地萬物）之「有」

出發，通過形而上本體界之「有」，再向形而上本體界之「無」「回歸」之雙向運動

作用。而這種「道用」的雙向運動作用，其實也正是所謂「宇宙論」之基本主題。 

 

一、道的「生成」與「回歸」的過程――宇宙論 

 

現在，就讓我們針對宇宙論的基本主題，也即「道」之「生成」與「回歸」的

過程進行更為深入詳盡的探討。且根本說來，由於「道」的「生成」與「道」的「回

歸」，無非就是兩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運動作用，故我們在說明其中一種運

動作用的過程的同時，只需以相反的順序方向來理解，便可以明白另一種運動作用

的過程。因此，我們在此首先僅只針對「道」的「生成」的運動作用的過程進行詳

盡討論，至於「道」的「回歸」的運動作用的過程，僅需以相反的順序方向來理解

即可。不過，由於「人」作為萬物中最特殊的一種萬物，其「回歸」於「道」的運

動作用往往因為「人為的過度造作」而產生出各種阻礙困難，甚至造成人遠離道的

                                                 
65 參見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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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一去難返的窘境，故對於「人回歸於道」的「人生論」問題，我們之後也將

有深入詳盡的探討，且並以此關於「人之回歸的運動作用」的討論，當作「宇宙論」

中「道」的「回歸」的運動作用的過程之補充說明。 

 

我們若欲理解「道」的「生成」的運動作用的過程，那麼就必需將此一過程中

最重要的幾個觀念，也即「道」、「無」、「有」、「一」、「德」此等觀念釐清清楚。而

有關「道」此一老子思想中最基本的觀念，所具有的七種主要涵義，以及「道體」、

「道用」、「道理」、「道相」等四類範疇，已在前一節被詳盡討論過，故我們在此不

再多談。 

 

首先，讓我們來進一步看看「無」這個基本觀念所具有的涵義。若按徐復觀在

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所論，老子的「道」不像儒家時常僅從天地運行

的法則，及法則所發生的功用而言。儒家的「道」是可以聞見的，但是老子講的「道」

還有其發生功用的原因，所以是不可聞見的。而正是因為老子講的「道」是不能聞

見的、無限的存在，所以老子用「無」這個字來解釋它的特性。老子書裡面有出現

兩種層次不同的「無」字。第一個層次是形容「道」的特性的、形而上的「無」，諸

如徐復觀在說明道如何「生成」天地萬物的情形時，曾舉《道德經》第六章的「谷

神不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若存，用之不勤。」來作解釋。

他認為，在這，老子是用「谷」字的「虛」的意義來形容道的「無」的特性，且由

於「神」這個字所形容的是道創生變化的奇妙，故這個「虛」這個字就進一步包括

有無限的生長發動的意思，且因而是不死的。至於「玄牝」這個詞，則同樣是形容

道的這種生化作用，且由於這種生化作用是深刻而不可聞視的，所以才稱作「玄」。

另外，道的這個生化過程是很自然發生的，道並不需要用很多力氣，很辛苦地去創

生萬物，於是，「綿綿若存，用之不勤」的意思就是，道生化的作用是「微而不絕、

存而不可見」
66之自然發生的、無限的活動，而此處作為「微而不絕、存而不可見」

的「綿綿若存」，也是用來形容道生化作用的「無」的特性。又如《道德經》第十四

章的「視之不見，名曰夷；聽之不聞，名曰希；搏之不得，名曰微。……繩繩不可

名，復歸於無物，是謂無狀之狀，無物之象，是謂恍惚。……」，以及《道德經》第

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因為「道」在形而下現象界中是不可聞見、無形無象的東西，故而被

稱作「無」，且既然是不可聞見、無形無象的，那麼也就沒法給它一個名稱，也因而

老子才說「道」真正的「名」是「無名」。第二個層次則是在現象界中為「什麼都沒

有」的意思的、形而下的「無」，例如《道德經》第十一章「……故有之以為利，無

之以為用……」所表達之「無」的涵義。在此，形而下的「無」雖然從形而上的「無」

而來，但是它們在本質上卻有層次之別。67

                                                 
66 參見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3。 
67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2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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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讓我們再來進一步考察「有」這個基本觀念所具有的涵義。若按徐復觀

在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所論，老子書中所講的「有」這個字也有兩個

不同的意義層次。第一個意義層次是指形成萬物最基本的共同元素，屬於形而上的、

上一層次的「有」，例如《道德經》第一章的「……有，名萬物之母。……常有，欲

以觀其徼。……」，以及《道德經》第四十章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徐復觀還指出，這種形而上的「有」，雖然是從形而上的「無」來，但它也是一種形

而上的存在，且是介乎無形質與有形質之間的一種狀態。第二個意義層次則是指現

象界各個具體存在的東西，屬於形而下的、下一層次的「有」，例如《道德經》第十

一章的「……故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68另外，諸如《道德經》第二章的「……

有無相生……」，以及第七十七章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不足。人之道，則不

然，損不足以奉有餘。……」，指的也是這種屬於形而下的、下一層次的「有」。 

 
 再其次，則讓我們再來進一步理解「一」這個基本觀念所具有的涵義。若按徐

復觀在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所論，解讀老子思想中「一」這個基本觀

念的涵義的難度，可從對老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所說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段文字的解讀的

複雜情形見出。雖說這段文字確實包含著老子有關宇宙生成的重要思想，但對這段

話的理解，學者們卻有著極不相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這一章指的是從「道」

開始到萬物之一個連續的發展過程；有的學者則認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

萬物，也可以簡單地說「道」生萬物，因為老子並沒有講這裡有一個先後關係，他

沒有很清楚地講「道」生一、後生二、再生三，最後生成萬物的過程；也有學者據

後面的「陰陽」和「氣」的概念進一步推測「一」是什麼，「二」是什麼等等。然而，

在徐復觀看來，老子書中所說的「一」字，當由兩種方式來解釋。第一種方式是將

「一」這個字，看作與形而上的「有」一樣的層次，話句話說，如果相對形而上的

「無」而言，這個「一」就是「形而上的有」。第二種方式則是再進而將「一」這個

字視作這種形而上的「一」，也即對道分化之後的、下一層次的「多」而言，這種形

而上的「一」則在道開始分化的時候才產生出「多」。在這，若一方面按徐復觀所言

「一」就等於形而上的「有」，而另一方面又按我們過去所理解，形而上的「有」作

為「道用」，則歸屬於「道」「統一整體本身」，故而此處可說「一」由「道」所生，

甚至可說「一」等於「道」。若是這樣的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裡面的「二」和「三」又是什麼意思呢？在徐復觀看來，首先這個「二」

是代表「天地」。因為，我們確實可在老子書中的某幾章，看得出天地被道生成的過

程比萬物被道生成的過程更早，例如從《道德經》第五章的「……天地之間，其猶

橐龠乎！虛而不屈，動而愈出。……」這段文字裡，可以看出天地為生成萬物所不

可缺少的條件，在中國傳統的觀念中，天地是一個持載萬物的時間-空間形式，故在

                                                 
68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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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天地比萬物更早生成。如果「二」是「天地」，那「三」呢？在徐復觀看來，

「道」是「一」，再加上「天地」，一共是「三」，因而說「二生三」。那「三生萬物」

呢？我們看老子的原文，從字面上會以為天地生出萬物，但徐復觀認為，天地不能

直接生萬物，它只能當持載萬物的形式，而萬物依然要由「一」而生。所以說，有

了生成的「動力」，也就是「道」之「一」，又有了可以持載萬物的天地之「二」，則

生萬物的條件都完成了，所以才有「三生萬物」。69

 

 最後，則讓我們再進一步理解「德」這個基本觀念所具有的涵義。有關「德」

的意義，其實已於過去對「道」的第六種涵義的討論中初步涉及了，我們當時說，

因為「德」意味著宇宙萬物有得於「道」者，故「德」無非就是宇宙萬物從道那裡

得到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存在變動或運動特性之「得的作用」，因而也即「道的相

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變動或運動作用」，也因此最終可說，「道」即是「德」。不過，

當時的說法僅是一種簡略的說明，現今確有必要再加討論。若按徐復觀在其《中國

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所論，老子所說「德」字也當有兩個不同的層次。第一個

層次是形而上的「德」，若就其為「作用」此一方面而言，也即道（用）（即形而上

的「無」所含有的形而上的「有」——形而上無限的「有」）的「分化作用」，因為，

萬物是由道（用）的「分化作用」（即從形而上無限的「有」分化而來之形而上有限

的「有」）而「得到」生成自身的作用特性的，故「德」可說正是萬物變成萬物的「原

因」，且更進一步地說，「德」（即形而上有限的「有」）和「道」（用）（即形而上無

限的「有」）也只有「分」與「全」的差別，它們兩個在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若就

其為「結果」此一方面而言，也即道（用）的「分化作用」所具有的分化方向或方

式，也就是萬物之形而上的本質。第二個層次則是形而下的「德」，也即「分化作用」

（上德）所生成的「結果」，也就是經由形而上的道（用）的「分化作用」（上德）

作用於現象界而產生出之各別具體的萬物存在。作為道的「分化作用」之第一個層

次的形而上的「德」，在「道生成宇宙萬物的過程」裡面是很重要的根本元素，在徐

復觀看來，這個過程當是道從無形無質落向有形有質的過程，且道是全，是一，道

的分化生成活動則是一種由全而分，由一而多的過程，而在徐復觀看來，老子在《道

德經》第五十一章中所欲說明的，也正是這樣一種「道分化生成宇宙萬物的過程」。

第五十一章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不尊道而貴德。道

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

之，覆之；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是謂玄德。」，若按徐復觀的解讀，此

中「道生之」意味著道創生了萬物；「德畜之」則意味著，形而上的「德」（即道的

「分化作用」）開始由不定的「無」變成「有」的凝結過程，而在這個過程內，「道」

雖然有方向但卻還沒有規定的形狀；「物形之」則意味著，道生之，德畜之，所以萬

物才有了形狀；「勢成之」則意味著，萬物被「創生」出來以後還需要外在的條件（「勢」

指的是外在的條件、環境）才能繼續活下去，才能「生長」；「是以萬物莫不尊道而

                                                 
69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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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德」則意味著，因為萬物從道和德而來，所以萬物會尊重道，也重視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則意味著，雖然萬物從道和德而來的，所以重視道

和德，但是道完全不會勉強萬物去重視它們，因為道創生萬物的時候沒有「意志」，

也沒有「目的」，所以它創生萬物的作用是很「柔弱的」，好像道並不創生萬物，好

像萬物是靠自身而創造出來的、很自然發生的；而「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覆

之」則意味著，「道」和「德」所表現出來的活動作用，仍然流行於「物形之」與「勢

成之」的情形當中；「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則意味著，因為道的這個創

生過程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所以「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是

謂玄德」則意味著，因為這種「德」是和一般的「德」（下德）不同之形而上的「德」，

所以老子特別給它「玄德」這個名稱。70

 
至今，我們已通過「道」、「無」、「有」、「一」、「德」此等重要觀念的深入詳盡

探討，而對宇宙論基本主題之一的「道」之「生成」過程有了更為清楚的理解。但

也正如我們先前所說，由於「道」的「生成」與「道」的「回歸」，無非就是兩種「相

反相成、循環反復」的運動作用，故對宇宙論的另一基本主題「道」之「回歸」過

程，僅需以相反於「生成」過程之相反的運動作用方向加以理解即可，因而這裡無

需再就此多論。 

 

二、「人」之「回歸」於道的過程――人生論 

 
 不過，由於「人」作為萬物中最特殊的一種萬物，其「回歸」於「道」的運動

作用往往因為「人為的過度造作」而產生出各種阻礙困難，甚至造成人遠離道的根

源，一去難返的窘境，故我們在此，有必要緊接地對「人回歸於道」的「人生論」

問題加以深入詳盡的探討，且正如我們先前所言，此一關於「人之回歸的運動作用」

的討論，顯然同時也可作為「宇宙論」中「道」的「回歸」過程問題之補充說明。 

 
我們先前曾表示過，在徐復觀看來，老子思想的本來目的是要從人自身的生活

要求出發，去尋找人生可以安頓、安全立足的根源，而經由老子將此人生的根源問

題一步一步地向上回溯到宇宙的根源處後，最終發現了「人作為人的本質」的真正

原因，無非就存在於宇宙的根源裡，因而他主張人的本質應與宇宙的本源相一致，

人必需以作為人生最後根源之宇宙根源來決定人理想的生活方式與態度。由此可

見，老子所說之「人回歸於道」的「人生論」，無非就是要求人要回復到形而上的「德」

（即「道用」的「分化作用」，或從形而上無限的「有」分化而來之形而上有限的「有」）

那裡去，從形而上的「德」出發，為人確立一種「可以在不安全的社會裡得到安全」

                                                 
70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3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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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活態度與方式71。 
 

正如韓非子在其《韓非子‧解老篇》中所言的「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可

見人的生成是由從形而上的「德」而來，形而上的「德」，確實是人生成自身生命的

原因。但人又如何才可「得到」形而上的「德」呢？此如王弼在其《老子王弼注》

第三十八章所言的「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利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

由乎道也……」，可知，為了「得到」常而不變的形而上的「德」，必需「體法」於

道。72換句話說，人「得到」形而上的「德」之方法，是回溯觀察萬物生成的過程

與其之所以生成的最初根源，並效法最初根源的運動作用方式，來決定並實踐自身

生活的理想態度與方式，而這無非就是老子所言的「……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徼。……」73、「回返根源」、「效法道」等活動。 
 
老子在《道德經》中，曾分別以「玄德」、「常德」、「孔德」、「上德」來表示形

而上的「德」。若按徐復觀在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中的相關解釋，由於

老子講的形而上的「德」是和「道」相合的，所以是「玄德」74；由於其常而不變，

所以是「常德」75；因為它是無的和虛的，所以是「孔德」76；因為其屬於比形而下

的「德」更高的層次，所以是「上德」77。並且，老子所說的「玄德」，由於是還未

分化生成出形而下各別具體存在之「德」，故也可稱為「樸」；由於是「形而上的有

限的有」，與作為「形而上的無限的有」之「道（用）」只有「分」與「全」的差異，

本質上並無不同，都是生成萬物的原因，故和「道（用）」一樣，也可稱為「母」。

此外，由上述可知，老子所講的「回歸」，指的既是向作為生命根源的形而上的「德」

的回歸，也是通過形而上的「德」而向形而上的「道」的回歸。78

 
我們先前曾經提到，「人」作為萬物中最特殊的一種萬物，雖然與其他萬物一

樣皆從虛的、無的「玄德」而來，但其「回歸」於「道」的運動作用，並不像其他

萬物的回歸活動，是自然地回返其「根源」且與「道」保持著一種「直接」關係的，

相反地，卻往往因為「人為的過度造作」而產生出各種阻礙困難，甚至造成人遠離

道的根源，一去難返的窘境。而所謂「人為的過度造作」，若按徐復觀在其《中國人

性論史‧先秦篇》一書的看法，其原因無非就出於，在形而下的現象界中，人的「心」

有「知」的作用，人的「身」有「欲」的作用，而只要「知」和「欲」的作用變得

過度，都會驅使人向前追逐不返、對有執著，而這些都是相反於「玄德」作用而非

                                                 
71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0。 
72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37。 
73 參見《道德經》第 1 章。 
74《道德經》第 10 章：「……生之畜之，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是謂玄德。」。 
75《道德經》第 28 章：「……為天下谿，常德不離，復歸於嬰兒。……」。 
76《道德經》第 21 章：「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77《道德經》第 38 章：「……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78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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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人為活動。換句話說，若人無所節制地跟著「心」的「知」和「身」的「欲」

而行，人必定會逐漸遠離其「根源」「道」，逐漸失去其自然理想的本性而陷入於危

險。所以，老子才會在《道德經》第四十八、第二十章分別強調說，「為學日益，為

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絕學無憂。……」，在此，老子無非是要

告訴我們，為學，知欲就會一天天增加，為道，知欲就會一天天減少，減少又減少，

把知和欲都損盡了，沒有「為」的動機，最後便到達無為的境地，可見棄絕增長知

和欲的為學，則可以沒有憂愁與煩惱
79。且又在《道德經》第十三章強調言「……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在這，老子則是想告訴

我們，人之所以有大患，就是因為過於想佔有身體、延長壽命，若能不過於想佔有

身體、延長壽命，那麼人還有何大患可懼呢？80在徐復觀看來，老子所說的「無欲」

和「無身」，絕不是要否定人之自然的生理本性與欲望，老子真正反對的，卻是將心

知作用過度介入於人生活之自然的生理本性與欲望裡，進而發生營謀、競逐的情況，

或簡單言之，老子是反對以過度的各種心知手段來滿足過度非自然的生理欲望的，

這才是老子所說「無欲」的真正意義；同樣的道理，老子所說的「無身」，也絕不是

簡單否定人的生理存在，他反對的也是用心知作用去過度的強調生理存在的價值。81

 

並且，當「有知」、「有欲」、「有身」的作用變得過度時，所將為人帶來的大患

不只是憂愁煩腦，甚至是一種面臨死亡的危險。老子曾於《道德經》第五十五章表

示「……心使氣曰強。物壯則老，是謂不道，不道早已。」，又曾於第七十六章指出

「……故堅強者死之徒，……」，這無非意味著，以心知作用不自然地驅使生理作用

（即「氣」）稱作「強」，而如此具有過度非自然的「有知」、「有欲」、「有身」之「堅

強者」，必然是會加速老死，甚至歸屬於「死」這一類。故而老子才要在《道德經》

第七十五章強調「……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在徐復觀看來，此處的涵

義是，只有不以心知作用過度非自然地驅使生理作用的人，更好過過度重視生理存

在價值的人。而這無非是因為，過度強調生理作用，反而會傷害生理自然的作用。

並且，老子也在《道德經》第十章強調「……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於

第七十六章指出「……柔弱者生之徒。……」，甚至進而在第七章表示「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不自生，故能長生。……」，若在徐復觀看來，這裡老子

所意味的正是，如果能夠如同嬰兒般，聽任生理作用（即「氣」）的自然發生，以一

種「柔」的態度來過生活，而不強加過度的心知作用到人之自然的生理與欲望中去，

那麼生理作用（即「氣」）才會「得到」自身的自然本性（即「氣」之「德」），才會

歸屬於「生」這一類，甚至類似於「不自生」的天地，因為「無以生為」，故可「得

到」「長生」，但徐復觀也強調，這並不是說人因而就可得到了永恆不死的生理作用

（即「氣」）。82

                                                 
79 參見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98、43-45。 
80 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83、87。 
81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1-342。 
82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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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注意，正如老子所說「無欲」、「無身」的真正意義，是反對以

過度的各種心知手段來滿足過度非自然的生理欲望，是反對用心知作用去過度的強

調生理存在的價值，老子所說「無知」的真正意義，也絕非簡單地反對心知作用。

若按徐復觀在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一書的見解，老子所反對的心知作用，

乃是將外在的萬物按其表面的價值意義，區分成真假、好壞、對錯、善惡、美醜的

「分別之知」。因為人們大多是在對萬物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缺

乏理解的情形下，而對萬物做出種種表面價值的分別，如此一來，就很容易開始產

生各種對立、競爭、追逐、營謀，也因而為自己、他人，甚至其他萬物帶來各種危

險。可見，老子所說「無知」的真正意義，當是要超脫表面的「分別之知」，而回歸

到「玄德」之精神狀態，也即一種能超脫表面的「分別之知」而從萬物的「根源」

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整體觀照之「滌除玄覽」83，一種超越心知作用

的大智慧。84

 
在此，有關究竟「如何」能夠「滌除」、「超脫」「分別之知」而達到從萬物的「根

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整體觀照之「玄覽」、「無知」此一重要問題，

我們當可援引王弼《周易略例․明象篇》有關「言意之辨」的深刻涵義作為參考。

眾所周知，王弼的思想是在承傳老莊道家學說的基礎上發展起來的，他立論的中心

亦如老莊，都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為宗旨，且他《周易略例․明象篇》所

言：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若象。盡象莫若言。言生於象，故

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

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

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

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

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85

 

此段文字的宗旨，是與他《老子王弼注》所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

非其常也，故不可道，不可名也。」86此段文字的宗旨相互應合的。這也就是說，

王弼藉由「意」、「象」、「言」三者間關係的分析，進一步辨明了「經驗認識」、「語

言（言）與圖像（象）表達」在「義理」認識上的侷限性，以確認出「道」作為「本

體」的「不可經驗認識性」與「不可指稱性」。可見，在王弼看來，若要達到從萬物

                                                 
83 參見《道德經》第 10 章。 
84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6。 
85 參見王弼，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台北：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1992 年），頁 609-613。 
86 參見王弼：《老子王弼注》（台北：學海出版社，1994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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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整體觀照之「玄覽」、「無知」，那麼就

必需「忘」（亦即「滌除」、「超脫」）掉經由「經驗認識」、「語言（言）與圖像（象）

表達」而有所「存」的有關天地萬物「表面」意義的「分別之知」。 

 
不論如何，我們都確實必需清楚地理解到，在老子看來，人必需要瞭解「道」

的內相世界，才可能真正地理解「道」。但是，人透過「感覺經驗」，甚至透過指稱

著感覺經驗的「語言（言）與圖像（象）表達」而去認識的現象界，也即「道」的

外相世界（感覺經驗的世界），卻往往影響著人不能好好瞭解「道」的內相世界，也

因而讓人無法真正地理解「道」。此亦正如張尚德在其《儒道生命哲學》一書中所言

的： 
 
……感覺世界為道的外相世界，外相世界亦係道所生，然而我們不能自感覺世

界中瞭解「道」，……。老子不僅認為從感覺世界中不能瞭解「道」，而且我們

若要瞭解「道」，就須澈底破除感覺世界。感覺世界由主體的慾望出發，藉用

感官與客物界接觸，人就永遠成為慾望的奴隸，心神就永遠在昏亂迷妄

中。……87。 
 

不過，若真做到了「滌除玄覽」，得到了超越心知作用的大智慧，那麼，我們當

然還必需更進一步體法於「道（用）」，且按徐復觀在其《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

一書的看法，由於「玄德」即是「道（用）的分化作用」，故體法「道（用）」也就

是體法於「玄德」的作用。且徐復觀認為，體法於「道（用）」（或體法於作為「道

（用）的分化作用」之「玄德」），無非就意味著以「道」的「作用方式」，作為自身

處世的態度與方式，而「道」的各種「作用方式」裡，最為重要的又莫過於老子在

《道德經》第四十章所強調的「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88。若據我

們先前所言，前者是「道」的一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方式」，後者

則是「道」的一種「虛」或「弱」的「作用方式」，而現在看來，唯有效法「道」此

等「……故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89、「……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
90的根本「作用方式」，人才有可能真正建立起人之自然理想的生活態度與方式，才

有可能真正立足於類似「谷神不死，……緜緜若存，用之不勤。」91之人生可以安

頓的最終根源。如此看來，我們也就不難理解到，為何徐復觀會強調，老子以「柔

弱」為主的人生態度的後面，其實有著一種真正「剛大自主」的人格存在92。 
     

                                                 
87 參見張尚德：《儒道生命哲學》（台北：帕米爾書局，1976 年），頁 97-98。 
88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47。 
89 參見《道德經》第 11 章。 
90 參見《道德經》第 51 章。 
91 參見《道德經》第 6 章。 
92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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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會流於表面地以為，老子既然認為用心知作用學來的「聖知」、「仁義」

等觀念，都是「玄德」以外、失去形而上根源的東西，那麼老子當然會對此等觀念

都採取否定的態度。然而，只要我們參見老子於《道德經》第三十八章所言的： 
 
上德不德，是以有德；下德不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

為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禮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禮。夫

禮者，忠信之薄，而亂之首。…… 
 

此段文字，便可避免這種流於表面的誤解，這也正是徐復觀，為何會在其《中國人

性論史‧先秦篇》一書中強調，老子所真正反對的，是把仁、義、孝、慈等觀念當

作教條，而並非反對其自然的流露之原因93。 
 
 

第四節 「道」與「人」之間的關係 

 
正如我們先前所論，在老子哲學思想中，「道」是天地與一切萬物之「根源」，

而「人」，既作為一種萬物，當然也是由「道」而來的，只不過，人作為一種萬物，

卻是一切萬物當中最特殊的一種，因為人有「心」，而心有「知」，且人又有「身」，

而身則有「欲」。然而至今，若要說「人」作為一切萬物當中最特殊的一種萬物，是

出於人同時具有著「心知」與「身欲」，那還不如更完整地說，是出於人同時具有著

「由較高部分的知識、情感、意志與較低部分的欲望所組成之心靈」，以及「由諸器

官與四肢所組成之身體」。並且，雖說這些人所同時具有的諸多存在特性，確實可能

讓人往往無法如同其他萬物一樣，自然地完全隨著「道」的「作用」及其「方式」

而運動變化，相反地，卻往往可能讓人無所節制地逐漸遠離其「根源」「道」，逐漸

失去其自然理想的本性而陷入於危險的境地。但它們也同樣可能讓人具有對天地、

人與一切其他萬物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整體的回溯觀察，

並進一步體法、效法於「道」對天地、人與一切其他萬物之「相反相成」、「循環反

復」、「虛弱」的「作用」，建立起人的自然理想的生活態度與方式，立足於人生可以

安頓的最終根源之極其特殊的能力。故而在此，「人」，作為一切萬物當中最特殊的

一種萬物，其和「道」之間所存在著的特殊「關係」，特別值得我們一談。 
 
首先，由於老子所講的「道」是天地與一切萬物之「根源」，而「人」，既作為

一種最特殊的萬物，當然也是由「道」而來，且更確切地說，無非正是由「道」的

基本「動力」所創生、生長而成，故而我們可說「道」與「人」之間存在有一種「創

                                                 
93 參見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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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且生長者」與「被創造與生長者」之間的關係。 
 

然而，只要我們思考「道」創生、生長天地、人與一切其他萬物，是否包含有

任何的動機目的在內此一問題，我們便可發現，在老子思想看來，「道」的創生與

生長活動，並非出於「有為」的「仁德」，也非出於「自私」的「要求」。如老子於

《道德經》第五章所表達的「天地不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是意味著「道」

（此處「天地」不指形而下現象界承載著萬物的天地，而是指「道」）不具「有為」

的「仁德」，它任憑萬物自生自滅，這也即是說，它任憑萬物依據自然的法則規律，

以及萬物各自的自然本性而生長發展，不加以絲毫造作94。又如老子於《道德經》

第七十九章所表達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即意味著「道」不會對萬

物中的某些萬物特別偏愛，但它常與按自然法則規律而行的善人在一起95。更確切

說來，由於「道」並不像人一樣有意志，有好惡等情感，故「道」根本無所謂仁或

不仁，偏愛或不偏愛，甚至當然也不會因為某人行善而特別獎賞某人，因為某人作

惡而特別懲罰某人，它任憑萬物按自然的法則規律以及萬物各自的自然本性而自生

自滅，任憑人按自然法則規律而行則生，不按自然法則規律而行則死。此外，從《道

德經》第七章「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不自生，故能長生。……非

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這段文字中，我們也當不難看出，「道」的創生與生

長活動是「無私」的，對天地萬物並不帶有任何自私的要求。並且，從《道德經》

第八十一章「……天之道，利而不害；……」這段文字也可看出，「道」的創生與

生長活動對天地萬物是有利而不害的。由以上可見，「道」創生、生長天地、人與

一切其他萬物，並不設置有任何的動機目的，並且，我們可說「道」與「人」之間

並不存在有一種「仁慈或不仁慈者」與「被仁慈或不仁慈對待者」之間的關係。 
 

 其次，由於老子所說的「道」的變動、運動，具有其相反相成、循環反復之「方

式」、「規律」、「準則」，而「道」的變動、運動，又無非是讓天地萬物相反相成、循

環反復地變動、運動，故而可說，天地萬物的變動、運動，當然也就具有其相反相

成、循環反復之「方式」、「規律」、「準則」。由此可知，「道」與作為最特殊萬物的

「人」之間，必定存在有一種「規定者」與「被規定者」之間的關係。諸如《道德

經》第六十六章所言「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以其不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如《道德經》第三十六章所言的「將欲歙之，

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

柔弱勝剛強。……」，再如《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所言的「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

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又如《道德經》第七十

七章所言「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不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不足。……」，此等章節文字皆是用來描述「道」所給予「人」、

                                                 
94 分別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31-34；余培林：《老子讀本》，頁 11-12。 
95 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450-4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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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外其他萬物」的運動變化之各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規定」。 

 
雖說「道」會給予「人」、「人以外其他萬物」之運動變化以各種相反相成、循

環反復的「規定」，但是，由於「道」之各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動力，都

是「虛」或「弱」的，所以「道」所給予「人」、「人以外其他萬物」的運動變化之

各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規定」，必然也就是「虛」或「弱」的。若更進一步而

論，也正是因為「道」之各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動力，以及「道」所給

予「人」、「人以外其他萬物」的運動變化之各種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規定」，無

非都是「虛」或「弱」的，故「道」才能對「人」、「人以外其他萬物」做到「……

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
96。因為「道」是自然而然、依照「人」、「人

以外其他萬物」自然本性而創生它們的，所以「道」無需佔有它們；又因「道」創

生「人」、「人以外其他萬物」是盡自身的才能去「為」，而不是「自恃」才能去「為」，

且「道」的「為」又是自然之「為」，無為之「為」，所以「道」創造了它們後，

根本不會認為創生它們是自身的成就；再因當「人」、「人以外其他萬物」被「道」

創生出後，「道」則會讓它們自然的生長，而不會作它們的主宰並控制它們，「道」

會任憑萬物按自然的規律法則，按各自的自然本性去自由發展。由以上可知，「道」

與作為最特殊萬物的「人」之間，必定不存在有一種「主宰者」與「被主宰者」之

間的關係。 
 

若由前面已提出來之存在與不存在於「道」與「人」之間的幾種關係看來，我

們或許很自然地就會關心起這樣一個問題：究竟「道」與「人」之間存在或不存在 
一種「溝通者」與「被溝通者」之間的關係？針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很快地便會

思及「道」的難以認識。而李漢相在其博士論文《老子論「道與人之關係」研究》

中，就曾將「道」的難以認識之原因分為以下三點97： 
 

（1）對人來說，「道」不是觀察的對象，因為觀察的是人的五官，但「道」並

不浮現於感官，因為作為觀察對象的事物是感覺材料，但「道」卻不是感

覺材料。例如老子在《道德經》第十四章所謂的「視之不見名曰夷，聽之

不見名曰希，搏之不得名曰微。……」98，可見，「道」看不見，聽不到，

摸不到的，因為「道」是無色、無聲、無形的。 

 
（2）思慮作用，不能體現「道」。在此，思慮作用指「人心」，即意謂著「有心」

的分別與結合。例如老子在《道德經》第十四章所謂的「視之不見名曰夷，

聽之不見名曰希，搏之不得名曰微。此三者不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96 參見《道德經》第 51 章。 
97 參見李漢相：〈老子論「道與人之關係」研究〉（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78 年，博士）， 
頁 63。 
98 參見《道德經》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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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依老子，「道」是沒有分別、限界的渾沌狀態，所以思慮活動也無法獲

得「道」，而思慮活動可以獲得者，就不是「道」。 

 

（3）人不能以語言接近「道」。語言只是現象界的事物，我們可以藉由語言論

及事物，但卻不能描述「道」，故「道」不可得於語言。例如老子在《道德

經》第一章所謂的「道可道，非常道。……」
100。 

 

然而，既然我們很難主動地藉由「觀察」、「思惟」、「語言」三種方式來與「道」有

所接觸認識，那麼，是否就沒有其他接觸體會「道」的方法了呢？其實，接觸體會

「道」之唯一可行的方法，無非就是老子所言的「無知」，也即我們先前曾深入討論

過的，那種要超脫表面的「分別之知」，回歸到「玄德」的精神狀態之「無知」，也

就是那種能超脫表面的「分別之知」而從萬物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

程」進行整體觀照之「滌除玄覽」，那種超越心知作用的大智慧。所以，雖說以「觀

察」、「思惟」、「語言」三種「分別之知」方式對「道」是難有接觸認識的，但以超

越心知作用的「無知」、「滌除玄覽」，確有接觸體會「道」之可能。也正是在超越心

知作用的「無知」、「滌除玄覽」中，我們才有可能接觸體會老子所說的「道」之「……

不言而善應……」
101，因為「道」雖然不用語言對「人」表達，但卻善於以「無為」

而「無不為」的方式，對萬事萬物無不以「自然之運動作用及其規律法則」來加以

應驗。由以上可知，我們或許可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說，「道」與「人」之間存在有

一種「溝通者」與「被溝通者」之間的關係。 

 
 
 

                                                 
99 參見《道德經》第 14 章。 
100 參見《道德經》第 1 章。 
101 參見《道德經》第 7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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