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老子思想中人的「生和死」 

 

第一節 「生」之不同層次與涵義（創生、出生、生命、生活） 

 
按照《說文解字》，「生」字，在甲文、金文與小篆中，最早本義有「活」之意，

「象屮滋長地上之形，一地也」，草木出土而生，便有「生生不已」之意1。「生」字，

隨後則引生出四個不同的主要意義，亦即「創生」、「出生」、「生命」與「生活」，而

在老子《道德經》中，「生」字的意義使用基本上也含括了這些不同層次的意義，故

讓我們先進一步地討論老子所用「生」字的意義和它們之間的先後關係。 
 

老子講的「生」字，首先有「創生」之意義，他講的「創生」，大部分都有關於

「道創生天地萬物」之內容。這也即是說，「創生」，是從形而上本體界開始，再到

形而下現象界的發展運動過程中，讓本來不存在的天地萬物進而存在之力量2。而《道

德經》第一章，主要正是在講「道創生」之過程，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舉出幾個《道

德經》其他章節的例子，諸如第五十一章的「道生之，德畜之……」，第四十章的「……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在此，我們要特別注意，老子所講的「道」之「創生」，並不像母親生孩

子般那麼直接，而是有著許多階段過程的，這也即是說，它是根據「道」之「相反

相成」、「反復循環」的自然法則規律，從形而上的「無」開始，到形而上的「未分

化無限的」「有」（也即「一」），再到形而上「分化有限的」「有」（即天地萬物的生

成分化作用），最後才到形而下的具體現實的「天地萬有」（即天地萬物）。 
 

其次，雖然我們在《道德經》中，無法很明顯地發現到「生」這個字還另有一

個「出生」的意思。但若我們把「出生」的意義範圍想得廣泛些，它或許可以很接

近於「創生」之意，但是「創生」裡面所必然包含的「創造」之意，「出生」就不一

定包含了。比方說，萬物被「道」生是「創生」，這個主要是從形而上本體界向形而

下現象界而發生的事件，至於「萬物」生另外一個「萬物」則就完全是屬於形而下

現象界的事件了，亦即只是由「道」直接的「生」（「創生」）而來之間接的「生」了。

而這間接的「生」正是「出生」，諸如母親「出生」孩子這種在形而下現象界才會發

生的事件。故筆者認為，「創生」與「出生」之最大差別，就在於一個是從形而上本

體界到形而下現象界的「生」，一個只是屬於形而下現象界的「生」，一個是由道所

直接地「生」，一個是由道所間接地「生」之差別。 

                                                 
1 參見高樹藩：《正中形音義大字典》，頁 1050-1052。 
2 關於「道創生天地、萬物」之活動，我們不能將其理解成基督教之上帝創生世界或是伊斯蘭教之

阿拉創生世界之活動。因為「道」並非具有意志的位格神，它不是藉由自身意志的決定而創生天地

萬物，它創生天地萬物也沒有任何的目的，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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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創生」與「出生」的意義外，「生」字在老子哲學中還有另一種涵義，亦

即「生命」的意思。「生命」，一般而言意味著，萬物所具有之「活的能力」或是萬

物本身作為「活的存在」之意義。人可將這個「活的能力」或換句話說「生命力」，

藉由「物質的身體」而表現於外在的物質環境中，按唐君毅在其《心物與人生》一

書裡所提，若探究人的「生命力」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會發現到「生

命力」並不會被「物質環境」所限制，因為，「物質環境」只是用來讓「生命力」有

所表現的東西，且處在生物個體中的「有限的生命力」，根本說來則是由「無限的生

命力」而來且與「無限的生命力」不可相分開3。由此可知，人的「身體」是「物質

環境」之一部分，而人的「靈魂（精神生命）」雖然用這個「身體」在「物質環境」

中表現自己，但並不會受「物質環境」「有限」的特性所限制，這也就是說，受到「物

質環境」在時間與空間方面所限制的是「身體」，而「靈魂（精神生命）」卻是完全

超越於時間與空間的，故不會受到「物質環境」被限制。 
 

且在《道德經》裡，「生命」也包含有兩個層次的意義使用。第一個是「活」的

意思，比如《道德經》第七十六章所言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於老子在此講的是人和某些萬物「形體」之生死，

因而在此涉及了人和某些萬物所具有之形而下處在「形體」中的「有限的」「生命」。

另一個層次則是老子所講的「復命」之「命」，比如《道德經》第十六章所說的「……

歸根曰靜，是謂復命……」，這個「命」代表的不是人和某些萬物之形而下有限的形

體生命，而是形而下有限的形體生命所從來之形而上「無限的」「生命」根源，且「復

命」，則無非是意味著人和某些萬物回歸各自永恆「本性」，回歸各自形而上「無限

的」「生命」根源的意思。 
 
    最後，「生」字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意義，亦即「生活」之涵義。筆著認為，「生

活」的意義無非就是，一個生命存在被「道」創生後，以「道」所賦予它的存在特

性進而生成發展之整個過程。唐君毅在其《心物與人生》一書裡，就將「生活」理

解成是「生命活動」，並且同時也討論了「生命活動」所具有之「目的」。他認為，「身

體」是由物質所組成的東西，物質既然只是在時間、空間世界中的有限存在，那麼

無限的生命活動之目的，當然就不會只是為了保存這有限的物質身體。並且，生物

的生存與發展只是表現生命的運動，而生命活動的本質就是表現生命的運動，故身

體的器官與四肢運動之目的，也絕非是為了物質身體「自身」，而是為了表現生命的

運動4。如此一來，生物之所以要努力地保存其物質身體，無非就是因為，有了物質

身體，才能有生命活動（即生活）的表現，身體是生命活動的表現所需要的一個必

要條件，生命活動如果要表現於物質身體以及物質環境之間，那麼就必需有物質身

                                                 
3 參見唐君毅：《心物與人生》（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955 年），頁 38-39。 
4 參見唐君毅：《心物與人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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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存在。由此可知，所謂的「生命活動」（即「生活」），正是生命通過物質的身體

來與世界中的其他物質存在發生關係，而表現出一種相互融合與和諧的關係。並且，

每一個生命活動都是一方面表現「其自身」，另一方面則進而引發其他的生命活動，

且前一種生命活動將會讓「其自身」在後一種生命活動中繼續有所表現且存在，也

正因此，一個新發生的生命活動則必然不能與後一種生命活動相互衝突，相反地，

必然必需與後一種生命活動相互和諧。換言之，生命活動有連續性，生命所有的活

動與其前者、後者都是密切相關的，且在生命所有活動的密切相關連續性中，生命

活動一方面表現出生命的「變化性」，另一方面則又表現出生命的「永久性」。5總之，

唯有「生命活動」（即「生活」），才可讓生命在物質的世界中表現出更多的生命「形

式」，並且讓生命「自身」的內容更加充實。 
 
 

第二節 老子思想中人之「生死」 

 
    在老子《道德經》一書中，「生死」觀具有著二個不同的層次和意義，第一個是

老子講的「形體」之生死，第二個則是「心靈」之生死。有關「形體」之生死，老

子曾在《道德經》第五十章說「出生入死」6，而王弼解釋老子這句話時則說「出生

地，入死地」7，也即出世是「生」，入地是「死」的意思。在老子的哲學思想中，「生」

與「死」，可說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變化，且不只是人所具有，人以外的其他具有生

命的萬物也同樣具有8，而「生」與「死」之所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變化，則無非是

因為，在「道」生成萬物與萬物回歸「道」之整個過程中，「相反相成」、「反復循環」

的「變化」，本來就是萬物之普遍的自然法則規律，故在此生成回歸的過程中，具有

生命的萬物之有生、有死，是再自然不過的事了。 
 
 關於「形體」之「生」與「死」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變化，老子就曾於《道德

經》第五十章表示：「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這也就是

說，出生地而有生，入死地而致死，在這生死的現象中，趨於生生之路的人有十分

之三，走向死亡之路的人也有十分之三9。可見，在老子看來，在「道」生成萬物與

萬物回歸道的整個過程中，人的「生」與「死」的「變化」都是按「相反相成」、「反

復循環」的自然法則規律而行，都是很自然的。 
 

                                                 
5 參見唐君毅：《心物與人生》，頁 44-46。 
6 參見《道德經》，第 50 章。 
7 參見王弼：《老子王弼注》，頁 59。 
8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台北：

雲龍出版社，1988 年），頁 78。 
9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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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莊子作為老子思想的追隨者，他特別強調突顯了老子的自然生死觀，

故他對老子自然生死觀的有關詮釋，在此處可提供我們探討老子「生」、「死」觀念

的絕佳參考。莊子與老子一樣，將人的「身體上」或是「形體上」的死亡，看成是

人回到大自然萬物生成變化的循環裡，若死亡是這麼自然而然而發生的，那麼身體

回歸到這種生成變化的循環中，反倒成了一件很自然的事。《莊子‧列御寇》中就曾

有一段文字是這麼說的：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連璧，星辰

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豈不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

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10

 
在上述這段話裡，很清楚地表示了人的「身體」是屬於大自然的，它從大自然

來，死後也將回到大自然裡去，所以人死後不管把「身體」放在哪裡，它無非都是

「相反相成」、「反復循環」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且若人仔細觀察大自然的變化，便

會發現人的「身體」或「形體」就像是「聚集而生消散而死」的塵垢一樣，人應當

要將「生」與「死」看成是自然變化的一部分。 

 

 不過，既然在老子看來，「形體」之「生」與「死」，無非就是「相反相成」、「反

復循環」的自然變化的一部分，那麼，我們是否可說「形體」之「生」與「死」，根

本是一體的兩面，甚至是沒有分別的呢？有關此點，雖然老子在《道德經》裡並未

明說，但莊子對此點倒是有更進一步的詮釋，他在《莊子‧大宗師》曾說：「……今

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惡乎往而不可哉！」
11，他在《莊子‧德充符》

又說：「……以死生為一條，以可不可為一貫者，……」12。可見，在莊子看來，這

個世界既然是一個造化的大冶鑪，所有的東西在裡面可說都是一體的，而「生」與

「死」僅是萬物之間的相互變化，那麼不論是變化為「生」，還是變化為「死」，不

都是一樣嗎？所謂的「生」與「死」，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東西。莊子甚至在《莊子‧

知北遊》中，更詳盡地說明人之所以相信有「生」有「死」，就是因為人過度執著地

分別實在世界的萬事萬物而來的結果：「……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若死生為徒，吾又何患！……」13。在

此，若按莊子所言，由於氣聚為「生」，氣散為「死」，且「生」始終處在於轉化成

「死」的過程當中，「死」也始終處在於轉化成「生」的過程之中，或說生命已經在

死亡之中，而死亡也已經在生命之中14，故而「形體」之「生」與「死」，確實可說

是沒有什麼分別的同一個東西。 

                                                 
10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列御寇〉（台北：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7 年），頁 1063-1064。 
11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頁 262-264。 
12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205。 
13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知北遊〉，頁 733-734。 
14 參見肯內斯．克拉瑪；方蕙玲譯：《宗教的死亡藝術》（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 年），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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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雖說老子在《道德經》裡也並未明講，但既然「形體」之「生」與「死」

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變化，甚至可說是沒有什麼分別的同一個東西，莊子於是則又更

進一步地詮釋出此一觀點：「形體」之「生」與「死」，可說正是一種彼此沒有什麼

分別的自然變化之「必然的」「命運」。他在《莊子‧大宗師》曾說：「死生，命也，

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不得與，皆物之情也。……」
15，又曾在《莊子‧

達生》說：「……生之來不能卻，其去不能止。」16。可見，依莊子所認為，「生」

與「死」根本就是一種「必然的」「命運」，就像人之出生並非自身所能拒絕，人之

死亡也非自身所能阻止，這種彼此沒有什麼分別的自然變化，根本不是人能夠加以

改變的。且他又曾在《莊子‧人間世》裡如此強調說：「……知其不可奈何而安之若

命，……」17。這也即意味著，既然「生」與「死」，根本就是一種人無法對其有所

改變之「必然的」「命運」，那麼人也只好學著要坦然、安然地順從接受這種「必然

的」「命運」。 

 

 雖然「生」與「死」確實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變化，諸如老子在《道德經》第五

十章所講的「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但在老子看來，確

實也有一些人，本來當是趨於生生之路的，卻因為自身過度無所節制的「有為」之

「動」，反讓自身非自然地走向死亡之路。正如老子於《道德經》第五十章所言：「……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18。這也即意味著，

本來當是趨於生生之路，卻因非自然地「求生」、「養生」太過反而走向死亡之路的

人，也有十分之三。吳怡在其《老子解義》一書中，也強調了這種將「形體」的生

命看得太重，為了「求生」反而變得速死的情形19。而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也

在其《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一書裡，也表達了從

老子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排斥死亡對於「生」是沒有幫助的，過分的「求生」、「貪

生」也並沒有辦法解決「死」的危機20。並且，正如我們先前所論及，在老子看來，

這種過度無所節制的「求生」、「貪生」、「養生」，之所以反倒造成早死的原因，無非

就是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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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以過度的

各種心知手段來滿足過度非自然的生理欲望，用心知作用去過度的強調生理存在的

價值，如此反而非自然地傷害了生理自然的作用，最終造成了早死的情形。正如老

子於《道德經》第五十五章所言：「……心使氣曰強。物壯則老，謂之不道，不道早

已。」21又如老子於《道德經》第七十六章曾說：「……其死也堅強。……其死也枯

                                                 
15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頁 241-242。 
16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達生〉，頁 630-632。 
17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155-157。 
18 參見《道德經》，第 50 章。 
19 參見吳怡：《老子解義》，頁 322。 
20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頁 79。 
21 參見《道德經》第 55 章。 

 37



槁。……故堅強者死之徒，……」22。 

 

在《老子的哲學》一書裡，王邦雄指出，老子上述所言的「堅強」、「枯槁」，都

是有關死亡之象徵。
23且根據我們先前所論及，此處無非意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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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自然地傷害了生理自然的作用，故必然是會加速

老死，甚至是會歸屬於「死」這一類。 
 
 其實，老子所說「生生之厚」的此種情形，莊子也曾對其做出更進一步的詮釋。

而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在其《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

理想》一書裡，就曾表達了在莊子看來，重視「生」以及排斥拒絕「死」，可說是人

最強烈的本能之一，而人生最大的困擾無非就來自於這種「悅生」與「惡死」的態

度與行為，但真正說來，這種「悅生」與「惡死」的態度與行為根本就是虛妄的24。

正如莊子於《莊子‧大宗師》所言：「……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病潰癰。……

夫若然者，又惡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25。這也即是說，「生」不過是累贅惡瘤，

而「死」正是這累贅的解脫、惡瘤的痊癒，若這樣看來，怎麼知道「死生先後之所

在」26！換句話說，人「生」，才會有累贅惡瘤，才會有許多毛病、煩惱、痛苦等等，

人「死」，反而才有辦法解脫此等累贅，「生」與「死」之間，不見得是「生」好，「死」

不好，故我們無需陷入一種喜歡「生」，討厭「死」的態度裡，也無需隨著此種態度

而有各種行為，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確定究竟「生」與「死」何者可悅，「生」與「死」

何者可惡。又如莊子於《莊子‧齊物論》所說：「……予惡乎知說生之非惑邪！予惡

乎知惡死之非弱喪而不知歸邪！……予惡乎知夫死者不悔其始之蘄生乎！……」
27。此處即是說，我怎麼知道「悅生」就不是迷惑！我怎麼知道「惡死」不就像是

那少小流離而不知（或不知如何）返鄉的遊子！我又怎麼知道死去的人不後悔當初

的求生！28而正因莊子有此等理解主張，他才能真正做到「不悅生」、「不惡死」，才

會當妻子死時而不難過，反倒高興地將「死」看成是與「生」同為自然變化一部分

的，將「死」看成是與「生」沒有分別的。正如《莊子‧至樂》所言：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老身， 

死不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不亦甚乎！莊子曰：不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

                                                 
22 參見《道德經》第 76 章。 
23 參見王邦雄：《老子的哲學》，頁 105。 
24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頁 80。 
25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頁 267-268。 
26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頁 80。 
27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103-104。 
28 參見趙有聲、劉明華、張立偉：《生死‧享樂‧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理想》，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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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為春秋冬夏四時行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

不通乎命，故止也。29

 

也正因此，莊子甚至不僅「消極地」將「生」與「死」視作一種因人無法改變而只

好學著坦然、安然地順從接受之「必然的」「命運」，而「積極地」更將「生」與「死」

視作一種「大自然」為人妥善安排、人無法改變卻可坦然、安然地順從接受之「必

然的」「命運」。正如莊子在《莊子‧大宗師》曾強調：「死生，命也，……夫大塊載

我以形，勞我以生，佚我以老，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30

這也就是說，有「生」有「死」，這是命中注定的，大自然賦予我形體使我有所寄託，

賦予我生命讓我勞作，賦予我衰老讓我享受清閒，賦予我死亡讓我安息，所以能夠

妥善安排我生存的大自然，也能夠妥善安排我的死亡。31

 
至此，對「生」與「死」的討論主要都是關於「形體（或身體）」之「生」與「死」，

然而，若對先前所舉出的章節文句更加仔細思辨，那麼我們當可不難發現，不少章

節文句，表面上讀來好像是涉及「形體（或身體）」之「生」與「死」，但仔細解讀

起來，卻似乎也同時隱含著另外一種「生」與「死」意義，也就是「心靈」之「生」

與「死」。不過，我們千萬不可將此處所說的「心靈」之「生」與「死」，簡單地理

解成「真正」意義上的「心靈」之「生」與「死」，雖然「心靈」確實也類似於「形

體（或身體）」那樣，有其「真正」意義上被「道」所「創生」的「心靈」之「生」，

但「心靈」確實也不同於「形體（或身體）」那樣，「心靈」並沒有所謂「真正」意

義上「回歸」於「道」的「心靈」之「死」。因為正如唐君毅在其《心物與人生》一

書中所指出的，真正說來，「生命」（亦即「心靈」或「精神」或「靈魂」）是沒有死

亡的，而當身體的物質的惰性強到某一個程度，不能再作為物質身體中「有限的生

命」表現的工具時，「有限的生命」就會離開物質的身體與世界，而復歸其「無限的

生命」。且「生命活動」的經驗，當物質身體或形體死亡後，也不會有任何的損失，

「有限的生命」將會帶著更加豐富的生命經驗回歸到「無限的生命」的世界（即形

而上的本體界）去。換句話說，在物質的身體或形體死亡後，「有限的生命」雖不再

能表現於物質的世界之中，但這並不代表「有限的生命」也死亡了，「有限的生命」

只是離開了其原來存在的物質的身體與世界，而回歸於「無限的生命」的世界。總

之，「生命」首先是外來的，並且藉由物質的身體而有所表現，當物質的身體沒辦法

再作為其表現的手段時，「生命」就會離開，並回歸到「生命」自身的世界去32。 
 
 所以，此處所欲進一步探討的「心靈」之「生」與「死」，其實是一種具有特殊

意義的「心靈」之「生」與「死」，也就是一個「生命」（亦即「心靈」或「精神」

                                                 
29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至樂〉，頁 614。 
30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頁 242-243。 
31 參見張松輝注譯：《莊子讀本》（台北：三民書局，2007 年），頁 100-102。 
32 參見唐君毅：《心物與人生》，頁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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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靈魂」），被「道」創生於物質的世界後，在以「道」所賦予它的「活的能力（即

心靈能力）」與「物質身體（或形體）」的各種存在特性，進而生成發展的整個「生

命活動」過程中，它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力（即心靈能力）」得以「自然健全

地發揮」，以及無法「自然健全地發揮」之狀態。而人，由於其受到過度非自然的「有

知」、「有欲」、「有身」的影響，而使其「心靈」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力（即心

靈能力）」無法「自然健全地發揮」時，我們則說此時人的「心靈」已陷入了一種「墮

落的」狀態。 
 
 

第三節 老子思想中人之「墮落」 

 
至此，我們可說，人的「心靈」之「死」，無非就意味著人的「心靈」陷入了一

種「墮落的」狀態之中。且按我們過去已有的理解來看，那種由於「生生之厚」而

造成「人之生，動之死地」的情形，也即那種由於對「形體（或身體）」的「求生」、

「貪生」、「養生」反而加速「形體（或身體）」老死、甚至早死的情形，顯然是與「心

靈」的「墮落」密切相關的。因為根本說來，對「形體（或身體）」的「求生」、「貪

生」、「養生」的態度與行為，無非就是過度非自然的「有知」、「有欲」、「有身」的

態度與行為所造成的，而過度非自然的「有知」、「有欲」、「有身」的態度與行為，

則正是使「心靈」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力（即心靈能力）」無法「自然健全地

發揮」，使「心靈」陷入一種「墮落的」「死的」狀態之原因。可見，一種具有特殊

意義的「心靈」之「生」與「死」，對「形體（或身體）」之「死」有著決定性的影

響力，這也即是說，若「心靈」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力（即心靈能力）」得以

「自然健全地發揮」，那麼作為其表現手段的「形體（或身體）」之各種「生理的存

在特性」必然也得以「自然健全地發揮」；而若「心靈」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

力（即心靈能力）」無法「自然健全地發揮」，那麼作為其表現手段的「形體（或身

體）」之各種「生理的存在特性」必然也就無法「自然健全地發揮」，因而加速其老

死、甚至早死。由此可知，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心靈」之「生」與「死」的問題，

其實正是被「道」創生於物質的世界中的「人」，能否具有「自然理想的」而非「非

自然墮落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之根本問題。 
 
 當然，若按老子的看法，「人」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之所以「墮

落」，就在於人的「有知」、「有欲」、「有身」的態度與行為，若更詳盡而言，或許我

們可用「態度」與「行為」而將這些「墮落」的原因分為兩類，基本而言，在「態

度」方面，就是過份非自然的「有知」、「有欲」（筆者以為，此處也當包含「有意」、

「有情」），在「行為」方面，則是過份非自然的「有為」。首先，在過份非自然的「有

知」、「有欲」（「有意」、「有情」）之「態度」方面，諸如《道德經》第二章所言的「天

下皆知美之為美，斯惡已。皆知善之為善，斯不善已。……」，第十八章所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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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出，有大偽……」，第四十六章所言的「……咎莫大於欲得……」等等。其次，

在過份非自然的「有為」之「行為」方面，諸如《道德經》第二十九章所言的「……

為者敗之，……」，第四十八章所言的「……及其有事，不足以取天下。」，第十三

章所言的「……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33」，第五十五章所言的「……心使

氣曰強。物壯則老，是謂不道，不道早已。」等等。此外，也有同時兼具「態度」

與「行為」這兩方面者，諸如《道德經》第四十六章所言的「……禍莫大於不知

足……」，第七十六章所言的「……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第

二十九章所言的「……執者失之。……」等等。 

 
在此，首先不論是「態度」方面的「墮落」因素，還是「行為」方面的「墮落」

因素，我們並不難理解到，雖就因果關係而論，「態度」當是「行為」的原因，「行

為」當是「態度」的結果，但若就整個「墮落」的發展過程而言，「態度」與「行為」

則往往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其次，這兩方面的「墮落」因素，基本上，最後

也都可歸因於「人」所具有的幾種存在特性：其一是人所特有，人以外的其他萬物

所達不到的一種存在特性，也就是一種極其高度的「心靈存在特性」，而人所特有的

這種高度的主觀存在特性則又可進一步細分包含有「認識」、「意志」和「情感」三

種屬於心靈較高部分的高度的「心靈能力」，以及「欲望」這種屬於心靈較低部分的

「心靈能力」；其二則是人所具有，作為各種「心靈存在特性」得以接觸物質世界並

表現於物質世界的手段之「形體（或身體）」的各種「生理的存在特性」。若按我們

過去已有的相關理解，顯然過份非自然的「有知」、「有意」、「有情」、「有欲」此等

「態度」方面的「墮落」因素，最後無非就分別歸因於「人」所具有的「認識」、「意

志」和「情感」三種屬於心靈較高部分的高度的「心靈能力」，以及「欲望」這種屬

於心靈較低部分的「心靈能力」，甚至更確切說來，最後當是同時歸因於「認識」、「意

志」、「情感」、「欲望」此等「心靈存在特性」的，因為此四種「心靈存在特性」往

往也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至於過份非自然的「有為」等「行為」方面的「墮

落」因素，最後則無非歸因於「人」所具有之「形體（或身體）」的各種「生理的存

在特性」。並且，由於「形體（或身體）」的各種「生理的存在特性」，是各種「心靈

存在特性」得以接觸物質世界並表現於物質世界的中介手段，故過份非自然的「有

知」、「有意」、「有情」、「有欲」此等「態度」方面的「墮落」因素，其實最後也就

必需同時歸因於「形體（或身體）」的各種「生理的存在特性」，而過份非自然的「有

為」等「行為」方面的「墮落」因素，當然最後也必需同時歸因於「心靈」的各種

「心靈存在特性」。 
 
不論如何，一言以蔽之，「人」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之「墮落」，

無非就是人以一種過度、無所節制、非自然的「態度」與「行為」來過「生活」之

必然結果。 

                                                 
33 參見《道德經》，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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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才能解決「人」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之「非自然墮

落」的情形呢？若在老子看來，既然「人」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之

所以「墮落」，就出於「態度」方面因素之過份非自然的「有知」、「有意」、「有情」、

「有欲」，以及「行為」方面因素之過份非自然的「有為」，那麼，為了解決「墮落」，

首先，在「態度」方面，就必需做到自然的「無知（少知）」、「無意（少意）」、「無

情（少情）」、「無欲（少欲）」，諸如《道德經》第十章所言的「……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第十九章所言的「絕聖棄智，民利百倍……」，第三十七章所言的「……

不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五十一章所言的「……為而不恃，……」等等。其次，

在「行為」方面，則必需做到自然的「無為（少為）」，諸如《道德經》第三十七章

所言的「道常無為而無不為，……」，第五十一章所言的「……生而不有，……長而

不宰。……」，第五十七章所言的「……我無事，而民自富；……」，第七章所言的

「……外其身而身存……」，第十章所言的「……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等

等。此外，在同時兼具「態度」與「行為」這兩方面者，則必需做到諸如《道德經》

第四十四章所言的「……故知足不辱，知止不殆，可以長久。」，第七十六章所言的

「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第二十二章所言的「……夫唯不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七章所言的「……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等

等。 

  

不過，我們在此還是必需再次強調，老子所說「態度」方面的「無知（少知）」、

「無意（少意）」、「無情（少情）」、「無欲（少欲）」，「行為」方面的「無為（少為）」

之真正意義，絕非是流於表面地對人的「有知」、「有意」、「有情」、「有欲」、「有為」

統統加以否定，而是反對人以過度、無所節制、非自然的方式而「知」、而「意」、

而「情」、而「欲」、而「為」。然而，究竟在「態度」方面做到自然的「無知（少知）」、

「無意（少意）」、「無情（少情）」、「無欲（少欲）」，在「行為」方面做到自然的「無

為（少為）」，又如何是可能的呢？若按我們過去所論，此處唯一可行的根本方法，

顯然還是必需首先通過對天地萬物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回

溯的觀察，其次再體法、效法此最初「根源」「道」的運動作用方式，以決定自身生

活的理想態度與方式，並時時處處加以實踐之。或更詳細言之，我們必需首先通過

對天地萬物的「根源」及其「生成回歸的運動過程」進行回溯的觀察，以便深刻地

理解作為天地萬物的最初「根源」的「道」所具有之「相反相成」、「循環反復」且

「虛弱」的「作用方式」，其次再體法、效法「道」此等「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

「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的根本「作用方式」，以便真正建立起人之自然

理想的生活態度與方式，並時時處處加以實踐之。 
 

唐君毅在其《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卷一》一書裡，甚至還按《道德經》第二十

五章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段文字的涵義，更進一

步將前述人的體法、效法「道」的整個過程，由低至高共分為四個階段，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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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可同時也將其視作人要成為「聖人」的四個階段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對「個體

存在」而言之「人」（之道）法「地」（之道），也即「人」必需效法「地」之道的「低

下」與「柔靜」，詳盡而言，則包括效法「地」之道的無知、棄智、無欲、無私、無

為、不爭、知足、知止等等之「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方式。第二個階段

是普遍地對「萬物」而言之「人」（之道）法「地」（之道）而法「天」（之道），也

即「人」必需效法「天」之道的「公平」與「包容」，詳盡而言，也就是效法「天」

之道的低的變高，高的變低、長的變短，短的變長、大的變小，小的變大、多的變

少，少的變多、柔的變強，強的變柔等等之「相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方式。

第三個階段則是普遍地對「天地萬物」而言之「人」（之道）法「地」（之道）法「天」

（之道）而法「道」本身，也即「人」必需效法「道」本身的「主而非主」，詳盡而

言，也就是效法「道」本身的「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等等之「相

反相成」、「循環反復」的作用方式。第四個階段則是普遍地對「天地萬物」而言之

「人」（之道）法「地」（之道）法「天」（之道）法「道」本身而法「自然」，也即

「人」必需效法「自然」的「自然而然」。34

 
嚴格而論，唯有通過上述體法、效法「道」的四個階段過程，「人」才能成為「聖

人」，才能真正立足於人生可以安頓的最終「根源」，才能真正徹底解決自身「生命」

與「生活（即生命活動）」的「墮落」難題，而最終獲得「自然理想的」而非「非自

然墮落的」「生命」與「生活（即生命活動）」，且這也因而就無非意味著，「人」才

能真正徹底解決自身的「心靈」之「死」（在一種極具特殊意義上的），以及因為「心

靈」之「死」而隨其加速老死、甚至早死的「形體（或身體）」之死之難題，而讓「心

靈」的各種「良善的」「活的能力（即心靈的存在特性）」，以及作為其接觸物質世界

並表現於物質世界的中介手段，也即「形體（或身體）」的各種「生理的存在特性」

最終得以「自然健全地發揮」。這不正是老子所言的「……不失其所者久，死而不亡

者壽。」35、「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不自生，故能長生。……」36，

以及莊子所言的： 
 

……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易矣。吾猶守而告之，參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

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見獨；見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不死不生。……37

 
此等話語之真正深刻而廣大的意義嗎？！ 

                                                 
34 參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卷一》（台北：新亞書院研究所，1973 年），頁 298-327。 
35 參見《道德經》，33 章。 
36 參見《道德經》第 7 章。 
37 參見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大宗師〉，頁 2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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