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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思想是什麼？ 

如果老子沒有寫這本書的話，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品格可能會完全不同。 

 
 陳榮捷 (The Way of Lao Tzu) 

傳統的道家思想是《道德經》經遏二千年複雜的詮釋而形成的。雖然

大部份學者都相信《道德經》是含有某種哲理，但却無法找出明確的邏

輯。所以傳統的道家思想並非是有系統的哲學。這種糢糊、馬馬虎虎的

思想不知不覺深入在台灣文化的背景中，無形中變成民主社會人文的進

步的阻力，甚至誤認道家文化是高於世界的文化。 

Jaspers 曾把老子與古希臘哲學家和印度佛學者龍樹一起列為世界古哲

學家 (Jaspers, 1966)。Jaspers 這樣作是值得注意的，因為道家思想的糢糊

發展，很多人已經不認為老子是一個哲學家。 

著名的道家學者陳榮捷教授說：「如果老子沒有寫這本書的話，中國

文明和中國人的品格可能會完全不同。」我應加一句：「如果本書沒有

被曲解的話，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品格可能會完全不同。」 

這一章討論傳統道家思想的簡單歷史，我們也許因此可以瞭解歷史文

化下所產生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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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誰？ 

老子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哲學家，著有《道德經》。14  有關老子的記

載出於司馬遷的《史記》：姓李，名耳。死後名聃，字伯陽。根據陳鼓

應所說，老子可能是姓老，因為在春秋時代 ，李並不當姓。古時，老字

的讀音和李字相同。 

老子生於春秋時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他是周的「守藏之史」，他

「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他曾在西秦長安、洛陽講學。

後傳至魯、越(范蠡) 及齊(稷下) 。《道德經》可能在洛陽、長安、或寒谷

關 (河南) 完成。但老子常和楚的老莱子和太史儋混而不清。 

老子(前 604 – 531) 比孔子(前 551 – 479) 年長。15 他們兩人的見面記在

史記、莊子、禮記、及呂氏春秋。主要有三個說法：史記記載孔子在周

見老聃，而在楚見老萊子。莊子提起老子 16 次。禮記提到老子 4 次。呂

氏春秋提到 5次。另外《韓詩外傳》及《孔子家語》也有提到。當時記載

的孔子年齡 17到 57不等16，見面地點亦不同。17 

道德經的歷史 

《道德經》很短，只有約 5260 個字，共分成 81 章。整體看來，這些

章節顯得簡潔有力，但書中卻充滿暗示性的文字。18 這本書在戰國時代已

經流傳，公元前 300年己經流傳到楚國的郭店。 

                                                 
14  我發現《道德經》的邏輯緊密，很可能是出於一個思想家，肖如巴門尼德的《論自然》。 
15  老子大約先於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先於巴門尼德(Parmenides) 、赫拉克利

達((Heraclitus) 、蘇格拉底 (Socrates) 、柏拉圖(Plato) 、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這些

人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有關人名的年代，請參閱附錄 D。 
16 《老子銘, 水經注》17歲；《禮記曾子問 - 日有食之》34歲；《莊子天運》50歲；

《曾子問 - 日有食之》57 歲。 
17《史記》「問禮於周」： 洛陽；《曾子孔子「助葬於巷黨》: 魯；《莊子天運》

「南之沛見老聃」: 宋；《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居陳三歲」：陳。 
18  老子本人也是堅稱他的哲學有原理可循，如他說「言有宗、事有君」，果真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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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國思想家經常因《道德經》而辯論，道家的思想不斷滲

透到各派學說中，成為眾多學派的思想基礎。但是因為學者沒有保留整

體性的論述，各個學派都僅擷取局部的思想，而視其他為神祕現象。公

元初，佛學傳入中國而常因政治引起「佛道爭衡」。「儒道之爭」也產

生了無數的支論。在認為道家是異端的歷代社會中，不同背景與目的的

評論自然會產生很多糢糊的現象。 

《道德經》一直沒有自由辯証而被視為充滿神祕和矛盾的一本書。又

因道家未受正統的尊重，因此失去原有的哲學思維，而滲入許多迎合歷

代封建政治的立埸的各種詮釋。 

現在流傳的《道德經》是玄學家王弼的通行本，一直是被視為權威注

本。1993年在湖北郱門巿郭店發現了被盜過的楚墓，墓中有約公元前 300

年的《道德經》，稱為郭店的竹簡，是目前最古老的版本。郭店版本在

劉恆之前，因為「恆」未成諱避字。在此之前，在 1973 年，湖南馬王堆

的西漢墓中也發現兩幅帛本《道德經》，年代為公元前 168 年,是在劉邦

之前，因為「邦」未成諱避字。 

道德經的影響 

《道德經》對戰國時代中期的重要思想作品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尹文

子、慎子、和管子。《道德經》是先於孔子的《論語》。《論語》中有

「無為而治」。前漢《禮記》、《中庸》都提到南方學派。19  《道德經》

對《孫子兵法》也有影響。20  

                                                 
19  《禮记》戰國至秦漢間講禮文章的選集。儒家經典之一。相傳為西漢 (前 207-

05) 戴經所编。 
20  Sun Tzu 孫子 (前 544 – 496) 。在 1972 年發現的山東《銀雀山漢簡》，墓時期為

公元前 140-134 及 118 年。有 9組 154冊。其中第一冊有 13節孫子兵法。第二冊中有

遺失 1400 年的《孫臏兵法》16章。 

http://www.hudong.com/wiki/%E5%84%92%E5%AE%B6
http://en.wikipedia.org/wiki/140_BC
http://en.wikipedia.org/wiki/140_BC
http://en.wikipedia.org/wiki/118_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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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的章句也出現在莊子、荀子 、呂氏春秋 、和 韓非子 。墨

子i 內含老子的話和第四章。其他書中直接引用道德經，例如：叔向是孔

子當代的人，他的《說苑》21 中引用第 43章及 76章。《戰國策》用第 39

章。《太平御覽》22 中也有。這些事也表示《道德經》成書的時間。 

孔子和老子的見面記在莊子 、孔子的禮記 (前 200) 、以及呂氏春秋 。
23  總之，《道德經》是反映出當時的思想潮流。 

道家的發展 

道家的主要思想典籍是老子的《道德經》和《莊子》。道家直接影響

許多學派，也受到很多學派影響，這包括孔家、墨家、名家、法家。後

來也和佛學互相影響。 

春秋未期老子興於楚為南方之學，東方魯有孔孟，魯宋之間有墨翟，

稱道、儒、墨「三家」。這三家都是出於自然主義的管仲的陰陽家。管

仲的《內業篇》有很多思維是接近《道德經》。 

早期道家發展成發源於齊國而成於楚國的黃老學派。分下列的學派：  

 道家主流派－在河南淮河流域。傳統的道家。楊朱ii 強調「重生貴己」、

「從心而動便性而遊」，「物我兼利」。又有列子、莊子 、關尹iii、

文子iv,  庚桑楚v 都是老子的學徒。其他有老萊子vi 及范蠡vii. 

 齊國「稷下道家學派」  (戰國中期)24－是以道為主的學派。影響墨子、

孟子的天觀、荀子的自然論viii及管子ix。 

                                                 
21  《說苑》，西漢劉向撰。《說苑》是一部富有文學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

理深刻的格言警句。 
22  《太平御览》 北宋四大部書之一﹔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 
23   莊子 16 次提及老子，8次老子與孔子的關係。呂氏春秋 5次提到老子和孔子。

禮記 4次記錄孔子提到老子。 
24  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以稷下學派為中心的諸子百家。   稷下學派的歷史較長，早在齊威王

的父親齊桓公時就有養士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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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國）黃老思想（戰國末期）－黃帝四經及文子。黃帝四經在 1973

馬王堆西漢墓發現，其中有 經法、 十六經、 及道原. 楚國黃老出於

（淮楚）鶡冠子。x 

 (秦) 黃老思想對秦的兵家有影響。入秦後對孟子、荀子的儒家有影響。

它影響了法家申不害  、 慎到、 和韓非子 。 

 陰陽家- 如遵嚴及、鄒陽、呂氏春秋、劉安和淮南子 (前 164 – 122) 。 

 道家別派(易傳學派)－易傳。  

根據方東美所說， 「除了楊朱、遵嚴、韓非及劉安是依不同的方向思

考《道德經》外，其他都是曲解了老子。」 (Fang, 1981, p. 120)。所以道

家的思想在百家爭鳴的時候已經開始分支，老子的思想早期還保存在莊

子、黃老、荀子中。 

我們可以看出早期的論述並末完全脫離老子的邏輯，但是自從最早的

注本《河上公的注釋》以後，神仙的宗教觀念已經混雜在老子的思想裡。

河上公分《道德經》為八十一章。張道陵的《老子想爾注》己經完全的

宗教性的「神化」注釋。 

秦漢時代有韓非、河上公、嚴遵的注解。魏晉玄學時期有王弼、葛玄、

何晏的「易老莊」混一的「三玄」。郭象、向秀的「佛老為一」的「清

談」。南北朝時，道為主佛為客。唐代興道學、玄學，推崇道教。唐宋

佛家「引道入佛」而有天台宗。宋元是佛道雙修。明朝以大乘佛開國。

清代老學式微。後來更因彿學的傳入，佛道的互相影響甚巨。 

《道德經》可能有一千六百餘家歷代道士、佛子、或儒士的注釋。在

儒道佛爭衡下，解義參差不齊。在很多的注釋都以「無」為本體的形上

學，所以並未顯出老子的邏輯。 

有些早期學者認為孔子是先於老子。這包括馮友蘭、梁啟超及錢穆。

西方漢學家 A.C. Graham 也一直持這觀點。持相反意見的有馬敘論、詹劍

峰、徐復觀、張煦、及胡適等人。陳鼓應提出幾個觀點：(1)馮友蘭誤認



談談老子：重建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 

 

28 

李耳及老聃是兩個人；(2) 梁啓超誤認老聃、老萊子、和太史儋為同一個

人，其實老聃在周、老萊子在楚著有 15 章的書、而太史儋是秦的隐君子。

(陳鼓應, 2007, p. 21).  

西方學者的觀點 

《道德經》在1788年譯成拉丁文後，有法文、德文、英文等的翻譯。
25  西方學者大都以歷代學者注釋《道德經》的文本為基礎。因為這些歷

代的註釋並無明顯的中心思考邏輯，西方學者也無法作有系統的分析。 

早期的西方學者直接根據《道德經》的文本，偶而也能直接看出老子

的思維。早期的學者比較沒有受到歷史詮釋矛盾的影響,後期的學者受到

更多的影響而越無法看出老子的原意。 

附錄 D 收集一些西方學者的觀察。共同的結論是《道德經》並未顯出

任何邏輯系統。他們的見解都是反映出中國歷代的道家思想。英文參考

文件亦列在附錄後面。 

道家走入黑暗時代 

道家在春秋戰國時代己經有各種學派，但道家一直未被認為是和名家

的邏輯學有關。自由思想的黃金時代在秦始皇時突然消失。道家學派韓

非子在秦獄中被後來成為秦宰相李斯下令毒死。秦始皇要統一思想而焚

書坑儒。 

百年後荀子學派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提出崇儒而排除其他學派。因此，

道家成為異端，流入民間。孔家學派被認為是純正和簡單有理性的學說，

而道家成為空想和神秘的理想主義。在長久的歷史中，各種學派都深受

封建政冶的影響。 

                                                 
25  日本有關老子之著作有一百九十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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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代的玄學 

傳統道家學說大部份是根據河上公及王弼的論述。王弼被認為是道家

很傑出的詮釋者，他的新道學到現在還是公認為標準。歷代的詮釋全部

都是以王弼玄學的形上學為主。 

魏晉時代的玄學盛行，道學的《道德經》和佛學的《般若經》在公元

220 年受到玄學的影響。這段歷史可簡單用圖 2表示： 

 

 
圖 2 玄學、道學與佛學 

玄學用「以無為本」的形上學扭曲了《般若經》「空」的論述。200

年後由鳩摩羅什(Kumarajiva)把這個錯誤更正過來，恢復了《般若經》的

邏輯。我們發現玄學對《道德經》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並沒有人提出

更正。最明顯的是「以無為本」而「崇本息末」的形上學。 

王弼的形上學把「無」當作「本體」而把「有」當作現象界。「無」

成為「道」的最終的真象，而失去老子「無、有」在現象界的對稱互補

性。歷代的注釋中大都是保留王弼的形上學，所以無法反映出老子原來

的邏輯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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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老子的哲學 

以上我們談到道家早期的發展，以及西方的學者對《道德經》的評論。

很明顯，這些思考模式都認為中國歷史上對《道德經》的詮譯無法反應

出一個明確的邏輯。 

我詳細討論《道德經》的目的是要恢復老子明確的邏輯思考，我們可以

自然地脫離糢糊的道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