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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將指出，目前學界之主流看法，乃將老子之「道」概念解釋為某種宇宙

發生之根源或第一因，此亦即本文所謂「道」概念之形上實體說。竊以為此說或

可通於《老子》個別篇章之解釋，然旁通取證時，將有不可解之困難。於此，本

文皆詳細論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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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oint out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interprets Laozi’s Tao as the origin or first cause of some kind of cosmogony, which is 
what we call the metaphysical substance of the concept of ”Tao”. In this paper, we 
argue in details that this view may explain the individual chapters of Laozi but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insolvable difficulty as soon as we try to apply it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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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子》五千言，文約而意味深渺，是以向稱難讀，歷來解之者眾，存者不

下四百餘家。然具代表性諸家，如漢之嚴遵、河上，晉之王弼，其解老文字之簡

奧及文字之凌亂，理解之困難，又不在《老子》原文之下。間有論及注老各家之

作者，其解釋之紛芸淆亂，亦復如之。時至今日，當代學者研究《老子》之著作

雖眾，然若干老子學說確義之爭議復多，甚或「道」此一老子學說之關鍵概念之

意義，亦有待澄清。 
    近年，學界頗有總結歷代治老成果而加評析論斷之作，就資料蒐集者，自以

嚴靈峰先生《無求備齋老子集成》為巨擘，2 而就「道」概念之確意而就理論辨

析以求疏解老子思想者，則首推唐君毅先生〈老子言道之六義〉、陳康先生〈老

子道的意義是什麼〉、袁保新先生《老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及劉笑敢先生《老

                                                 
1 本文承蒙三位審稿先生賜教，提出諸多中肯且精闢之意見，諸如第一及第三位審稿先生建議筆

者應多關注牟宗三先生之相關見解，筆者欣然接受，並已於注 10 中增補討論之。然竊願再次強

調，本文雖對牟先生之學術見解多有商榷，然此絲毫不減筆者對牟先生學術成就之崇敬。其次，

謹就審稿先生之若干意見略作回應。首先，第一位審稿先生認為「接受本文方法論的前提，則老

子之道將不再可能用任何方法來講通，包括作者所傾向的形上之理在內。」然竊以為老子之道確

可融貫於文本地理解為實然之理或客觀規律，唯此客觀規律之強度近乎物理規律而不及形上之存

有原理耳。相關之詳細論證見於拙作（請參注 29），限於篇幅，無法於此詳述，敬請讀者酌參。

第二位審稿先生認為本文「分析『實體義』失當之處，並未顯示此項分析已窮盡極致，亦未標立

各說之論主為誰，以致於整個批評流為『攻擊稻草人』或預設立場之嫌。」審稿先生認為本文之

分析未臻極致，筆者敬謹受教。然經本文粗淺之分析，已可粗見形上實體說之理論困難。至於是

否作出極致窮盡之分析，固無關宏旨矣。而所謂「未標立各說之論主為誰」，想必出自誤會，讀

者一覽本文注解中引述之大量相關資料可以知之。又審稿先生所謂「攻擊稻草人」，或指本文中

討論以實體解釋老子之道所致之各種與文本不相融貫之處及種種不可解之理論困難。竊以為，此

類困難，必須先以實體義之道為前提，邏輯地推導出若干論點，再就是否融貫於相關文本之詮釋，

及是否可順利推導出哲學性之結論等要項詳加討論方可看出。換言之，本文使用之論述方式近乎

「歸謬論證」，相信其與邏輯學中討論「非形式謬誤」時所涉之「稻草人論證」並不相同。復次，

第三位審稿先生建議本文之題目可改為「道之形上實體說疑義商榷」，然竊以為本文之討論範圍

僅侷限於《老子》而不及於其他諸家，先秦各家使用道概念者頗多，而涵義往往不同，若未於題

目中標明老子，反而造成題目與論述內容不相應之問題。故本文之論題仍維持原樣，敬請審稿先

生海涵。最後，謹向三位審稿先生致上萬分之謝意。 
2 嚴靈峰：《無求備齋老子集成》，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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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諸家為祭酒 3。此數家之作，重在觀念之思辯及分析，並力圖就解釋上可

能形成之理論縫隙加以圓融說明，嘉惠及啟發後學，厥功至偉，非僅就各種注老

資料加以獺祭檃栝者所可比也。然諸家之闡發雖富，然仍不得不有可待商榷之

處，此尤以「形上實體」說最為可議。本文將就現下最流行之「形上實體」說加

以辨析，說明其解釋老子窒礙困難之處。 

（一） 形上實體說可否融貫於《老子》？ 

    袁保新先生《老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一書中對「道」詮釋型態分為二大類，

一曰「客觀實有型態」二曰「主觀境界型態」，此種分類可謂恰當。若就當代老

學，再加以分析，則「客觀實有」之詮釋型態，應可再細分為三類形。一、形上

實有之體，二、形上實有之理，三、人事應然之道。4 在此，本文先對此三類型

加以嚴格定義。本文之「形上實有之理」，意指有具體內容之規律，且為事物生

成變化所必依循者，簡稱「形上實理」。「形上實有之體」，則指作為宇宙萬物之

總根源或第一因等，簡稱為「形上實體」。「人事應然之道」，則指人事上應然之

作為，且可判為有價值者，簡稱「應然之道」。 
    當代老學之詮釋型態，以「形上實體」說為主流大宗，5 且多數學者皆贊同

老子之道在不同程度上可兼具上述三種解釋類型，6 然多數學者多將前述之三種

理論類型，其間義理之貫通，視作「已然證實」者，而未察覺其間可能存在之理

論罅隙。7 獨陳康先生明白指出「道」實然、應然二義之間所必然產生之理論鴻

溝，8 而唐君毅先生以深厚之哲學根基及縝密之哲學思維，試圖就理論之角度，

                                                 
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頁 415。袁保新：《老子哲學之詮

釋與重建》，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陳康先之文見於是書引述。）劉笑敢：《老子》，臺北：

東大圖書公司，1997。 
4 此處所謂之人事應然之道，乃指有實踐價值之行，然價值之根源，不必限定在外在之存有。 
5 劉笑敢先生云：「關於老子的道的概念，目前以中文為媒體的學術界的解釋大約可分為四類。

(1)本體或原理類，由胡適和馮友蘭為開端和代表，絕大多數華人學者的觀點屬此類。」見氏所

著：《老子》，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184。此說誠然。吾人尚可再舉數例，如嚴靈峰先

生所謂之「道體」，其義即指具有宇宙生化功能之實體，見嚴靈峰：《老莊研究》，臺北：臺灣中

華書局，1966，頁 50。又如唐君毅先生所謂之「道之第二義－－形上道體」，亦屬此類，見唐君

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372。 
6 如唐君毅先生將老子之道分為六類，而云：「老子之論道，確為一具內部一致性之思想。」張

松如先生云：「道有時是指物質世界的實體，及宇宙本體」、「在更多場合下，是指支配物質世界

或現實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規律。」張揚明先生亦謂：「道是似虛而實，似靜而動，包含精神和

物質，時間和空間，生化萬物，並為萬物之規律，永恆循環的宇宙本體。」分見唐君毅：《中國

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415。張松如：《老子校讀》，吉林：吉林

大學出版社，1981，頁 8。張揚明：《老子學術思想》，臺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頁 26。 
7 如陳鼓應先生云：「《老子》書上所有的道字，符號形式雖然是同一的，但在不同章句的文字脈

絡中，卻具有不同的意涵。有些地方，『道』是指形而上的實存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種規

律；有些地方，『道』是指人生的一種準則、指標或典範。因而，同時談『道』，而意涵卻不盡同。

意涵雖不同，卻有可以貫通起來。」陳先生於此並無進一步之論證，而僅將「道」之「貫通」作

為一種預認，似未考慮依其所為之解釋，將致所謂之「貫通」上不可解之困難。見陳鼓應：《老

子今註今譯》（三次修訂本），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 2。 
8 陳康先生〈老子的道是什麼？〉主要內容轉引自袁保新《老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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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立其貫通。9 牟宗三先生則另闢蹊徑，以主觀境界說，從根本解消陳康先生提

出之問題。10 唐、陳、牟三先生所論，啟發後學最多，然其於《老子》文句之

解讀，似不能無商榷之餘地。 
    以下本文將就若干部分，而由理論辨析之角度切入，且依「求融貫」之研究

方法，對當代老學之「客觀實有」解釋模型，加以檢視。 
    以「道」為形上實體，且「道」本身乃宇宙發生之根源或第一因，此說誠為

當代老學論述之大宗。據劉振維先生之見，近世首倡此說者為嚴復，11踵其後者

甚眾而不勝枚舉。此說有一共同特點，即將老子之「道」視為宇宙發生之根源或

動力，此根源或動力，或謂為「精神」，或謂為「物質」，然要不脫根源、本根之

義。持此說者，大抵據《老子》「道生一」及「道生之」二章立說，以「道生一」

章指宇宙發生之歷程，而據「道生之」章，謂道創生萬物，其後又持續養育萬物

                                                 
9 〈老子言道之六義〉，收於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 
10 牟宗三先生認為老子之「道」，根本不可詮釋為「形上之實體」，而應為「主觀之境界」，其看

似實體之種種語言，皆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如是，「道」乃一主體性概念，自然不存在所謂

實然應然之問題。牟先生此說，乃由其龐大之哲學理論背景出發，對老子所做之特別詮釋。本文

以為牟先生之詮釋，與《老子》之原義差距過大，此可由牟先生將「道生德畜」之「生」解釋為

「不生之生」一主要論點而可見一斑。竊以為牟宗三先生此「不生之生」之說，不能無商榷之餘

地。牟先生云：「『道生德畜』是超越意義的生、畜，是繫屬於道與德而言者。」（頁 156）又云：

「此為『超越意義』之生，即無形無名，道生德畜之生也，亦即『玄德』之生。玄德之生是『生

而不有，為而不恃，掌而不宰』，亦即『無生之生』也。」（頁 161）「吾人可以『道常無為而無

不為』一語為代表，以明道之為『實現原理』為何型態。……侯王若能守此『道』，萬物將自化。

『將自化』者，亦『無不為』之意也。將自定自化，推之，亦可言將自生自成。是則定也，化也，

生也，成也，皆落於萬事萬物之自身說。然則非道生之，化之，定之，成之也。將自定自化，將

自生自成，即拉開『道生之』之強度性。道只是一沖虛之德。沖虛無為，不塞其源，則物即自定

自化矣。此自定自化之無不為由乎道而來，由乎道而然，則反過來，即是『道生之』矣。……『道

生之』者，只是開其源，暢其流，讓物自生也。此是消極意義的生，故亦曰『無生之生』也。……

故生者，成者，化者，皆歸於物之自生自成，自定自化，要者在暢其源也。」（頁 161、162）案，

牟先生有「物自定自化，自生自成」之認定，而道只是主觀之心境或即「境界型態之實現原理」，

所謂「道生之」，即「開其源」之意也，非客觀世界有一「實體」「道」，而此實體有生萬物之功

能。此亦即牟先生所謂「拉開道生之之強度性」也。牟先生此說頗為獨特，而有牟先生之個人特

殊詮釋風格。然此說是否合於老子原義？此有待斟酌也。案，牟先生以《老子》三十七章「道常

無為而無不為，侯王若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為證，謂由「自定自化」可推論出「自生自成」，

謂此「皆落於萬事萬物之自身說」。然牟先生此論，吾人不得不有二疑惑。首先，「自定自化」是

否可推出「自生自成」？若此「自生」指「生存」，則或有可說；然觀牟先生通篇所論之旨，似

以此「生」乃「生成之生」，如此，則「自定自化」僅能表個體已然成形後之狀態之變化，似不

可推論出此個體其「自因」出現；蓋「自生」與「自定自化」本不屬於同一層次之論述，「犬貓」

雖有自定自化之現象，然並不可由此推出犬貓乃「自生」也。其次，老子似無「物」自生自成之

說。十六章「萬物並作」、「夫物芸芸」及二十九章「故物或行或隨……」皆不足以作為例證。而

牟先生舉三十七章為據，以證明「物」之「自定自化」；此似誤讀《老子》文獻。案三十七章明

言「侯王守『之』（道）」，且「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定」對文，則「萬物自化」、「天下自定」

乃就政治意義而言「化」（政治意義之「教化」）、「定」。案，「物」有「人」義。《左傳‧昭公二

十八年》：「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

杜注：「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之也。共子、晉申生以驪姬廢。」是其證。「萬

物將自化」實即就人民而言。五十七章：「我無為而民自化」，亦此義也。故人民「化而欲作」，

侯王乃「鎮之以無名之樸」。若依牟先生之詮釋，則「化而欲作」亦應視為物「自定自化」，如此

將不知如何解釋「鎮之以無名之樸」。見牟宗三：《才性與玄理》，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5。 
11 見劉振維：〈論《老子》書中的「一」與「道」〉，收於《朝陽學報》第八期，2003 年 9 月。劉

振維先生此文辨析問題甚精，本文之作，頗受其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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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生作用。此外，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而不改，

周行而不殆，可以為天下母。」亦為一佐證，謂「道」生萬物，猶母生子也。12 
    竊以為，若將《老子》各章孤立而論，則解釋之可能性及發展該解釋之空間

可謂極大。諸如以形上實體分別解釋「道生一」及「道生之」等篇章中之「道」，

則皆無不通之處，且意義深渺，餘蘊無窮，然若意圖以「形上實體」說在各篇章

之間作一融貫之解釋，則有不可克服之困難。竊以為以「形上實體」解釋道為不

可通，以下即逐步論證之。 
    首先，吾人檢視若將「道」視為宇宙發生之根源，是否可融貫《老子》第二

十五章及第四十章。玆先引錄於下，以便論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而不改，周行而不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由第二十五章，則據「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云云，皆指「道」而言，是

則此道具有「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不改」、「周行而不殆」13 等特性。

然細繹之，則吾人將發現，其中若干項與「道生一」中，道作為宇宙發生之根源

之特性相衝突。此可就兩方面言，一曰「獨立不改」，二曰「周行而不殆」。請先

言「獨立不改」。竊以為「獨立不改」與「生化萬物」為兩組不相容之概念。「獨

立」或猶有可說，然「不改」則顯見困難。案《說文‧攴部》：「改，更也」「更，

改也」更、改雙聲互訓，又攴部：「變，更也。」是改有「變」義。14 故老子所

謂「獨立不改」，取義曰靜曰止。要之，指「道」本身為一靜態之存有。如此之

「道」，在理論上必定排斥由其自身所發出之生化作用。此處宜再作分析。若「道」

的確為一宇宙生化之根源，則「根源」生萬物之情形，不外二種；一為母生子之

「生」，即將「道」視作與萬物同具某種性質之實有，且「道」自身即為生化動

作的根源，亦即動力因也。其次，「生」可為「使之生」之「生」，「道」為萬物

之外之某種實有，不論其是否有目的性，其必以某種行動促成萬物之生化。具目

的性者，猶木工製桌、陶匠製器也；不具目的性者，猶無心插柳柳成蔭一類之情

況。然無論對「道」之「生」萬物作何理解，皆不得不承認「創生」萬物，本身

乃為一動態之過程，或存諸意志，或見諸事象，而皆不得謂為「靜止」而「不改」

也。論者或謂，此「獨立不改」者，指此根源不隨生化作用之施行而有所改易。

換言之，為此章所指之「道」乃複指「發生之根源」及由此根源所發生之生化作

                                                 
12 陳鼓應先生之說可謂此類見解之典型，陳先生云：「『道』這個實存體，不僅在天地形成以前

就存在，而且天地萬物還是它所創生的。」此種觀點貫串陳氏多數討論老子學說之著作。見陳鼓

應：《老莊新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6。 
13 帛書本及竹簡本皆無此句。 
14 帛書乙本作「垓」，郭店甲本作「亥」，皆借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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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然此說不合於老子原文。15 
    其次。「道」若確為宇宙發生之根源，則何以能「周行而不殆」？此處需在

詳加辨析。首先，吾人就「宇宙發生之根源」之語意再作分析。所謂「宇宙發生

之根源」之討論，必定涉及吾人經驗世界如何形成之具體狀況之說明，如是，則

所謂「根源」，不外指物質性或精神性之實有，或二者性質兼具之某種實有；而

經驗世界之形成，皆以之為據。前者猶如古希臘哲學家泰利斯所提出之「水」一

類的「始基」概念，後者如西方中世紀哲學所謂之「位格神」。而所謂二者兼具

之實體，則可設想為某一具位格性之精神性實有，結合物質性之因素，以成生化

萬物之功；此猶如柏拉圖哲學所謂之設計神也。再者，所謂「行」之語意，亦可

析而為二，一曰運行，二曰實踐。就運行之意義來看，「周行」又可有二種解釋，

一為「普遍運行」其次為「圜行」。再者，就「運行」言，吾人又當追問，「於何

處運行？」及「如何運行？」 
    再回頭就道作為根源之「精神性」、「物質性」兩種解釋可能予以考慮。若「道」

為一物質性實體，則此物質性實體生化出萬物後，欲符合「普遍運行」之要求，

則該實體不僅應於既化之萬物中運行，又須於物與物之間之空間運行，方得謂「周

行」。是否可能有此種「物質性」實體？及該實體如何運行？令人匪夷所思。且

此實體又為「不殆」者，「殆」字本為「危殆」之義，若吾人以「生」的過程為

正面之肯定，則只能就此過程之停滯或逆反言「危殆」。既言「不殆」，則顯然生

之過程應為不斷前進擴充者，如此則宇宙之生化作用，應為一無限前進或膨脹之

過程。但一旦如此認定，則顯然與「反者，道之動」之陳述相矛盾；無論將「反」

解作「相反」或「返回」。蓋解「道」為向相反狀態轉化，則此實體之存有，一

現諸活動，應即立刻轉向其反面，即「無」。如是，則根本無實現創生之任何可

能。若解作「返回」，則無論「道」之運行其循環幅度之大小如何，則宇宙發生

之歷程應為猶一至多，復又由多返一；則又與「不殆」之敘述不符。由一至多，

既已為多，復又由多返一，烏得為不殆？ 
    若「道」為一「精神實有」，則透過「無限實體」或「分享」等概念，或可

為「周行」之一種解釋出路。如此之「精神性實有」無所不在，於空間亦然，且

其所造之萬物，皆分享其實有性，且被造之萬物，其消逝自屬經驗界中之生滅變

化，可與精神性之實有性無涉；易言之，精神性之實有仍可「不殆」。然此作為

根源之精神性實有，其作為宇宙萬物之根源，與人根本尚處於不同之存有層次，

人根本不可能有「得道」或「失道」之問題。即便將「道」視作此精神實體其施

化之規律，則無「失道」之可能；其必然「得道」也。此一問題，在兼具精神性

與物質性之實體，亦不能避免。 
    再就創生過程略論「圜行」。一言「圜行」，則或可與「反者，道之動」之陳

述相合，16 然「圜行」則顯然又與「道生一」所指陳之創生、生化過程不符；

                                                 
15 吳怡先生謂「獨立不改」指「道」之生化作用，不受被造物之影響，然此解似已改變原義。

換言之，已將「獨立不改」視作「不隨物改」解釋。見吳怡：《老子解義》，臺北：三民書局，1994。 
16 王博先生即就此點立說，云：「『周行』作循環運動解比較恰當」，然仍未進一步思考此種解釋

與「道」之其他解釋觀點間所引起之困難。參王博：《老子思想的史官特色》，臺北：文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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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創生唯能指「一次性」者也。且所謂「圜行」，將於何時「圜行」？「道」於

創生萬物時同時即「圜行」？抑或待創生完畢後始開始「圜行」？然經驗世界中

「萬物」之滋生，顯然為生生不息的持續過程，如此，則「道」之圜行是否意謂

世界終將漸漸趨向毀滅？又或「道」於萬物創生完畢後方「圜行」，則就吾人之

而言，「道」顯然尚未開始「圜行」，如此，《老子》中屢屢強調「曲則全」一類

之陳述，豈非無根據之憑空斷言？再者，「道」於「何處」圜行？是行於物與物

之間之「空間」？抑或於「萬物」上「圜行」？如此，不論就「空間」或「萬物」

自身上之圜行，又當如何決定其圜行之「折返點」？又無論萬物之生化過程如何

長遠，若此「折返點」終得以決定，然而對「人」而言，亦無甚意義。換言之，

若「反者，道之動」此命題之認定，乃一極其恆久之「周行」（圜行）過程之推

論所得，則對短暫人生而言，此命題無甚意義。譬諸以人類與地球之關係，地球

之壽命尚有五十億年，吾人已知五十億年之後地球將歸毀滅，然吾人短暫人生至

多不過百年，五十億年後事實，對我短暫人生而言，幾無意義。 
    「周行」尚有一可能之語義，即「普遍實現」或「實踐」也。然既言「行」

或「實現」，則物質性之存有，自身無實踐活動之可能性，不得言實踐。17 再者，

精神性實體之意志或意向，自可作為被實踐之對象，但精神性實體自身不可作為

被實踐之對象；不論實踐者為精神性實體自身，抑或之外的其他存有。舉例以明

之，神自身能實現其自己之意志，神之外之存有，如「鬼使」、「神差」、「凡人」

等等，亦有可能實現神之意志。但神不能實現神自己，人更不能實現「神」。雖

然，竊以為「周行而不殆」或可作普遍實現解，但不應置於「宇宙發生論」之理

論模型中使用。 
    以上就「獨立不改」、「周行而不殆」老子論「道」之兩重要內容加以分析，

並由之說明將老子之「道」解釋作宇宙發生根源的困難。以下再分析「可以為天

下母」之問題；此為以宇宙發生根源解釋「道」之最大困難。當代多數老學論述

或《老子》白話語譯之作，皆忽略「可以為」之語法結構，而直接譯為「道為天

下母」。18 案若對「可以為天下母」作語法分析，則「可以為」有三種意義。首

先，視「可以」二字為慣用詞組，則助詞「以」之語法作用為引進行為之工具、

方法、條件、依據。19 以現代漢語語譯之，則為「可用來」。此外，「可」視作

                                                                                                                                            
1993，頁 204。 
17 物質性之實體，其自身或可同時作為動力因。然實踐問題與「意志」相關聯，有意志方可言

實踐。實踐與單純之動力應予區分。 
18 唐君毅先生亦不能無此病，見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

頁 373。餘如劉光弼、杜保瑞二氏亦未著意此語法上之關鍵。說分見劉光弼：《老子試讀》，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60。杜保瑞：《反者道之動》，北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17。吳

怡先生心思細密，留意「可以」之用語，而謂「『可以』為天下母，可見不是真正像母親誕生嬰

兒一樣的直接關係，或上帝創造萬物一樣的主客關係。」然本文不能接受吳怡先生此說。此處有

「可以」之用語，即表明「形上實理」可以作為吾人治理天下之準據。「可以為天下母」之陳述，

與「道物關係」無涉。案母可借為「牧」，而有畜養之義，《說文‧母部》：「母，牧也。」段注云：

「牧者，養牛人也。以譬人之乳子。」桂馥《說文義證》云：「母牧音近，《方言》：『牧，飤也。』」

吳說見氏前揭書。 
19 楊伯峻、何樂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北京：語文出版社，1992，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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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動詞，「以」字受複音節化之影響，黏附於「可」之後，表「可能」之意。20 最

後，視「可」為助動詞，而「以為」為慣用詞組，且「以為」詞組中，賓語加以

省略，此可語譯為「可以視為」、「可以當作」等等。不論「道」為何種意義之實

體，只要吾人確認其為實體，則「道生一」或「道生之」表述為一宇宙發生論，

此殆無疑義。然若順此，「道」作為宇宙發生之根源，則為一客觀之事實，換言

之，道乃「事實」上為「天下母」，斷無「可以視為」「天下母」或可以「用來作」

天下母之解釋空間，更遑論「可以當作」天下母也。由以上之語法分析，則「道」

若果為宇宙發生創生之根源，則《老子》的表述應為：「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周行而不殆，『為天下母』」第五十二章之表述亦應為「天下有始，『為天下母』。」
21 皆不當有助詞「可」或「以」。要之，竊以為依《老子》使用之語言，顯然不

以「道」為宇宙發生之根源之實體。 
    以上吾人分析並論證以「形上實體」解釋老子之「道」，或可於個別篇章可

通，然旁通取證之時，皆有不可解之困難。 

（二）老子之「道」是否兼具實體及原理二義？ 

    論者或謂，老子之「道」兼有「形上實體」及「形上實理」之義涵。本文已

證以「形上實體」解釋「道」之困難，玆再就此點加以辨析。案哲學上，作為宇

宙根源之道若欲同時作為形上之原理，則大概唯有二種解釋之出路。第一、將道

視作位格神，位格神創造宇宙萬物時，萬物依其意志而生成變化，是為形上原理。

如是，則形上實體可同時兼為形上實理。第二、流出說。「道」作為宇宙發生之

根源，萬物依其流出之規律而生成變化，如此，亦可將實體與實理兼而為一。然

細考之，二者皆不能合於《老子》。位格神與物質實體之解釋不能通於《老子》，

此以蓋見於前文。茲再贅述語。不論取位格神或流出說之解釋，皆預設老子學說

中涉及宇宙發生論。論者每舉「道生一」一節說之。然若「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果為宇宙發生之歷程，則此歷程應為「一次性」者。然老子又

明言「反者，道之動。」此「道」視為實體或原理皆有可說；視作「實體」，則

指此實體本身活動之方向，作「原理」，則可視為原理之具體呈現（案動有現義）。

則不論道為位格神或流出之「始源」，其意志方向或流出之運行方向（道），於起

始即應返回其自身或在第一步之「有」形成後，即應在第二步之變化時，即趨向

「有」之反面：「無」。如此，方可符合「反者」道之動之描述。然老子又明言「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為明顯由一至多之發生歷程，於此乃見

解說之困難。要之，於理論上確有可能將形上實體與形上實理相結合，但不論採

何種可能之理論模型，皆不能合於「反者，道之動」之命題。 

（三）實體、實理與「應然之道」相結合之問題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北京：商務印書館，

2000，頁 327。 
21 原文為「以為天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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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由（一）、（二）兩項之討論，以形上實體解釋「道」之困難，已可見一

斑。而此尚屬個別文句疏通時發生之困難，就理論而言，即便以上之困難均得以

另闢蹊徑或於訓詁別出心裁，而於文句文意之串講上取得融貫而一致之解釋，亦

無法面對一更深層之理論問題。此即如何由客觀實有之原理，推出應然原則之有

效性一問題。22 換言之，不論是宇宙生成變化之規律，抑或個別存有者內部之

形成原理，此皆客觀之存有原理，何以推斷客觀之形上存有原理為「有價值」，

並從而根據該價值形成吾人之應然作為？此可略舉一極淺近之例以明之，現關於

宇宙起源之說，有所謂「大爆炸」此一最流行之看法。此大爆炸之根源及爆炸後

星系及萬物之生成變化，皆只能為一事實，此事實僅能為冰冷之事實，與吾人實

踐領域無涉，吾人又何以能自其中獲取具普效性之價值根源？案於哲學理論之辨

析上，存有之原理若欲成為「有價值」，則勢必引入「意志」之概念，且將「意

志」歸諸某一精神實體或位格神。23 換言之，該原理之所以有價值，乃因「位

格神」意欲如此，故吾人之作為亦應以此為據。換言之，吾人之作為之「應然」

其根據在於位格神之意欲。然就老子哲學而論，老子之「道」，顯非位格神一類

之概念，此已見於前述。如此，則不論「道」為根源或原理，其唯能為一冰冷之

事實，與人之實踐領域毫無關涉，誠所謂「何為乎？何不為乎？夫故將自化」也。 
    再者，即便吾人果能判定老子形上原理為「有價值」，且能依之決定應然作

為之模式，在現實上，仍存在不可解之困難。總觀《老子》似可作為「有價值」

之形上原理約有三端。曰「反者道之動」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吾人

先分析「有生於無」之命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萬物創生歷程中，

究其根源之逆推活動中所得者。進言之，此根源之事實如為有價值，則「無」為

應實踐之目標。此與「反者，道之動」相配合，而將此章置於形上原理之框架下

加以解釋，則「反」不論解作「相反」或「回返」，皆只能解作往根源之處轉化。

然此若落實於經驗界，乃見解釋上之大困難。 
    就人而論，「我」為時空中之具體存在，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之一環節，然而，若認定「反者道之動」及「有生於無」等形上原理為

「有價值」，則現存之「我」，其應然作為當以「無」或「反」為當追求之價值，

夫如是，則「我」之應然作為，應促使自身之「有」向其「反」轉化為「無」，

或回返自我之「有」之根源：「無」。如此，「我」以「無」以「反」為價值依歸，

則我自可於我之各種存有活動上求反、求無，諸如求「無知」、「無欲」、「無為」、

「無情」等等，或於知、情、欲等已然出現後，求其反於無也，24 由此實現「價

值」。然既為由形上原理所賦予之價值，則此價值亦應具有普效性，且於所有作

為上，皆能證成其為「有價值」，且為值得追求者。然吾人之形軀生命為各種存

                                                 
22 此問題陳康先生剖析甚精。本文謹再就其他面向作若干發揮。 
23 先秦儒學即此型態。參何保中、劉振維二先生之說。何保中：《由天人之際論先秦儒家思想的

傳承與演變》，臺北，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4 年 6 月。劉振維：《論先秦儒家思想

中禮的人文精神》，臺北：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5 月。 
24 此亦為當代老學對「無知」、「無欲」行為之價值根源所作出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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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動得以實現之根本條件，若就各種存有活動應以「無」、「反」為價值取向，

則吾人可推論，對形軀生命之處理，亦應以實現「無」、「反」為處理之原則，如

此，求「無知」、「無情」、「無欲」等活動反不如以自我毀滅為「最有價值」；蓋

「無知」、「無情」、「無欲」，不過就個別活動上求之，反不如自殺或自我毀滅為

釜底抽薪之計也。換言之，吾人若認可「無知」、「無欲」等活動為有價值，則依

其價值之依歸，吾人將不得不承認自殺為「最有價值」。又，吾人若殺害其他生

命，促其「反」、促其「無」，此行為豈非亦應判為「有價值」乎？然此合理之推

論所得，其結果顯然荒誕，且謬於老子原義。25 再者，由「道生一」一節，吾

人或仍可推出「生」之原則及「沖氣以為和」二者作為價值之依據，然此價值與

「生」或「反」相比，雖未必矛盾，26 但至少在實踐上，「生」或「和」之位階

低於「反」、「無」。舉例以明之，「沖氣以為和」非絕對之價值，「氣復返於無」

方為最高且絕對之價值，如此，一旦追求絕對最高之價值，又將面臨前述所指出

之荒誕局面。 

（四）結論 

    此處吾人有必要於結論中略就研究之方法與立場作一交代。吾人願再強調，

今所討論者，為「老子」之「道」概念，而非韓子、河上公、嚴遵、《淮南子》、

王弼之「道」概念。吾人若欲借《老子》之現成文句或命題，發揮一己之哲學見

解，則解釋之空間極大，且不求解釋之融貫於原文，自亦無不可。然若欲以「老

子」思想為研究標的，則所作之解釋，不能僅滿足於孤立篇章之片面解釋。本文

對「形上實體」說之評論，亦本之於此。本文既以「老子」之「道」概念為研究

之標的，則檢驗「形上實體說」，唯能以《老子》所呈現之思想相繩。然確定老

子學說之確義乃有一定之方法，確定文獻之確義之研究方法，吾人姑名之曰：「求

融貫法」。融貫者何？即對《老子》之詮解，無論訓詁、觀念之解釋、句意之理

解、義理之抽繹，均當盡量達至「揆諸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之程度（王引

之語），見《經傳釋詞》自序)。換言之，吾人對老子之各種理解，當求其融貫於

整體之學說，並儘可能使之互相支持，以尋求融貫解釋並形成對文本確定理解之

最大可能。融貫之程度愈高，則詮釋之穩妥性愈大。或至少吾人必須使已獲得之

理解，其間不生矛盾。然此處吾人需強調，此「求融貫法」之研究所得，僅「相

對」接近老子原意，其必定容有修正之空間。此外，「求融貫法」亦可作為檢驗

某種詮釋是否成立之標準。蓋檢驗某種詮釋是否真正為「老子」之詮釋，唯有以

《老子》文獻本身為衡量之標準，27 若某種對老學之詮釋，不能於老子其他主

                                                 
25 《老子》三十一章：「殺人之眾，以悲哀泣之。」 
26 若就之作一價值之層級之安排，則未必矛盾。 
27 論者多有據近年出土之《老子》，以論斷老子哲學者，然竊以為運用出土文獻之資料，宜其謹

慎也。出土文獻保留二千餘年前古籍之某種面貌，其具極其重要之意義，並亟待深入研究，此不

待言者。然竹簡《老子》等出土文獻，其成書狀況仍屬不明，若遽以其為善本、足本、真本，或

言之過早。其次，出土文獻之校勘，甚或文字之考釋隸定，定論固然有之，臆測亦復不少，此亦

即出土文獻亟待研究處之一。若文字本身尚有再加精進解釋之空間，則通篇之字義訓詁、文義串

講、義理抽繹亦皆不易驟然確定。最後，出土之《老子》，與今本相較，在個別篇章文句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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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取得融貫，則即可斷該詮釋為不成立。如此，「形上實體」說若尚欲成為一「權

威」且「可靠」之詮釋模型，則必須滿足以下條件：除非吾人承認老子思想內部

為一混亂之系統，或有堅強證據證實老子思想於發展之各階段中呈現前後期思想

上之各種矛盾，28 且除「形上實體」說外，《老子》文本別無其他任何融貫解釋

之可能。然而，竊以為上述條件皆不能成立。29 
    由本文之分析，竊以為老子之「道」概念，並不可解釋為「形上實體」；不

論視為何種型態之「實體」。「形上實體」說，或可通於個別篇章之孤立解釋，然

於旁通取證時，合於此則謬於彼，其種種問題，乃形同解釋上之困局。再者，本

文雖已系統地展示以「形上實體」詮釋老子之「道」概念之種種困難，然而，本

文並不認為，以「客觀實有」之理論模型詮釋「道」全然無效，竊以為，老子之

「道」的確為一客觀之「形上實理」，只是在老子哲學中，此「形上實理」並不

同時兼為形上實體，亦不必自形上實體中推出耳。本文於老子「道」概念「形上

實體」說之商榷，未敢標新立異，謹自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焉。對某家哲學義

理之探討必以其文獻之解讀為據，而研讀我國古籍，首要之務，厥為理解之融貫；

此不惟於文義串講須求之，於內、外證亦然也。「形上實體說」所以難通者，亦

在「難以融貫」四字而已矣。然於學術之是非，往往明於人而闇於己，還望前輩

師長、同儕學友不吝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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