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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的道論及其生命治療之義涵

謝君直* 

摘 要 

本文以老子思想的「道」觀念為問題意識，採國學進路與哲學進路為研究方法，

探討「道」的理論內涵。本文首先分析天道與道在古典文獻的義涵，進而比較老子之

「道」的蘊義，說明道的形而上意義主要理解為價值觀念的依據，此是老子經由批判

天下失道，指出回歸大道乃為人道之路向，引導吾人體會道在人世間的價值義，並對

「道用」有所體現。而體用關係即反應為道的實踐性，其乃依不禁不塞、無為而無不

為、致虛守靜、守柔不爭等工夫，將道的理論與實踐結合，是為老子道論的真理。而

且，由「道」而來的理論啟示吾人理解老子哲學具有文化治療學的意義，此可分別由

生命哲學與淑世思想，確認老子哲學的道論一方面對治生命實踐的弊病，啟發人們以

回歸大道來療癒生命活動的精神失落，另一方面吾人對道的實踐可以回復心靈生命的

本真內涵，而使生命保有價值意義的生活實踐的可能。是以本文結論老子的道論做為

哲學智慧而言，絕非反對文明進程與否認物質的客觀存在，而是面對世界文明的高度

發展與物欲的擴張，提供常保精神生命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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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道」字本非老子《道德經》1首先使用，而且在先秦典籍中與「道」結合所形

成之複合詞亦多有所見，如「道德」、「道義」、「道學」、「道藝」、「道理」、「道術」等。

唯察《道德經》中「道」字 73 見，分別散見於 37 章中，「道經」部分出現 31 次，共

18 章述及；「德經」部分出現 42 次，共 19 章述及。這不僅顯示先秦古典未有如《道

德經》這般專論「道」概念，而且「道經」「德經」之分除了顯示上下篇之別，2與「德

經」〈三十八章〉開始敘述「德」的篇章多於「道經」部分外，「德經」部分其實表述

「道」的篇章更多於「道經」，顯示出《道德經》乃普遍地重視「道」概念。然而，什

麼是「道」？為何老子哲學問題的答案是「道」？察延續《道德經》所述「道」而形

成的闡釋、論述與學術發展，自古及今，可謂蔚然成老子哲學道論的學海。如《莊子‧

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3可謂善解。〈知北遊〉中載東郭子

問道何在，「每下愈況」亦是名言。4河上公注《道德經‧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謂

一般稱「道」乃「經術政教之道」，而「常道」乃「自然生長之道」，且「常道當以無

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5則是養生觀點。乃至憨山以

                                                      
1 因行文區分，本文以老子指稱《道德經》或《老子》是書思想之作者，以《道德經》指稱先秦

圍繞「老子」人物所形成的文獻。又本文所引原文據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本自樓宇烈，《王

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 年）。下引《道德經》文獻、王弼注文與王弼相關文獻皆同

此，樓宇烈先生的斠勘逕自引用，不另予註明。 
2 老子著書分上下篇見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北京大學於 2009 年由海外收藏一批西漢竹簡，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規劃

分七卷出版，其中第貳卷《老子》即作「上經」「下經」之分，且「上經」題目範圍為今本「德

經」，「下經」題目範圍為今本「道經」，與《帛書老子》同為「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詳

參韓巍，〈北大漢簡《老子》簡介〉，《文物》第 6 期（2011 年）。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3 文獻本自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 年。），下文同此。 
4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

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5 漢魏‧著者不詳，《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下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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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通佛家，認為「道乃真常之道」、「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6則見妙解。新儒家前

輩唐君毅先生的〈老子言道之六義貫釋〉7盛發老子所述「道」之義蘊，則是當代論析

老學的不易之論。面對如此豐富的理解與詮釋，吾人當如何掌握「道」的面貌與其思

想上的發展，我們該如何在《道德經》與其所代表的老子哲學思想獲得解答？「道」

所提供的答案有何意義？關乎此，本文據袁保新先生反省當代學者有關道家思想的詮

釋進路而提出之「國學進路」與「哲學進路」的理論，做為相應於《道德經》文本及

其所蘊含之哲學問題的研究方法。袁先生說： 

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傳統以訓詁、考據為主的解經方法，與強調現代讀者如

何通過與經典的「對話」，獲致跨越古今的融合「視域」，將隱蔽在經典文字中

的現代意蘊召喚出來的詮釋學方法，其實是分屬於兩個層次，各有其詮釋的目

的，並無衝突之處。後者應該尊重傳統解經所獲致的結果，避免「望文生義」、

「詮釋太過」的毛病；但前者亦必須瞭解到，「意義從脈絡而來」，而經典重要

觀念的意蘊，除了經典語言文字的表層脈絡，還有文字背後的「生活世界」

（life-world），它才是一切行動、知識、理論的意義根源，也是詮釋學撐開融合

古今「視域」的基礎，換言之，我們找不到理由排斥從哲學的觀點來詮釋經典

的正當性。8 

國學方法是從肯定傳統的考據與文獻學入手，9掌握古典文獻的學術背景及辭語文

句的基本意涵，然而，此後當有進一步的哲學詮釋，通過語意脈絡的分析，由哲學史

發展所提供的義理闡發，呈現經典思想的意義，據以體認深層的理論結構與哲學家的

精神。是以下文乃從先秦典籍文獻考察「道」概念的形成，藉以對比與分析老子所述

                                                      
6 明‧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憨山註‧第一章》（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頁 51。 
7 詳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第十一、十二章》，《唐君毅全集‧卷十二》（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88 年）。前章乃說明老子之道有「通貫異理之用之道」、「形上道體」、「道相之

道」、「同德之道」、「修德之道」、「心境人格狀態之道」等六種意義，後章則綜論此六義的理論

關係。 
8 袁保新，《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家》，〈秩序與創新 ── 從文化治療學的角度省思

道家哲學的現代意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頁 280。 
9 從邏輯而言，文字學亦有最基本的「歸納法」與「演繹法」。徐頌列，〈訓詁的邏輯思

維模式〉，《中國哲學史》第 2 期（1998 年）。儘管訓詁考證於歸納法的運用較多，但其論

證的效力乃須視所枚舉的範圍而定，故廣義而言，國學進路實具有方法學意義，文

獻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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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哲學思考的要義，進而說明《道德經》論「道」之主要觀念，且發掘其中所

蘊含的價值思維，而來論「道」的實踐性義涵，並據以闡釋老子道論所啟示之生命治

療觀念的理論方向。10 

二、道的概念內涵 

（一）天道與道 

唐君毅先生曾表示中國哲學向來以天人合一為宗旨。11而察《道德經‧十六章》

云：「王乃天，天乃道」，〈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且再察《道德

經》中與「道」結合所成各種複詞中，「天道」（「天之道」）最多見，由此可知天人關

係確實是老子哲學關注之所在，另一方面也可發現在有關「天」的思想方面，老子哲

學特別以「天道」表述之。「天道」概念非老子獨創，試比較下列文獻。 

《尚書‧商書‧仲虺之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12 

                                                      
10 蒙審查委員建議筆者再從詮釋進路的釐析而立論，然拙文非是探討老子哲學研究方法論之作。

唐君毅，〈老子言道之六義〉所蘊含之「客觀實有」的理路，乃至下文引述牟宗三先生以「主觀

境界」詮釋道家老子思想，二者之間的後設對比，已有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

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經詮釋方法的省察而有所結論，並於〈再論老子之道的義理定位〉、

〈秩序與創新〉、〈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學〉再作申論（皆收入袁保新，《從海德格、

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家》）。袁先生參考Heidegger「基本存有論」而經哲學方法論所建立之論

證過程與架構，非本文問題意識所能充分展示與說明，對唐、牟、袁三位先生所建立之詮釋理

路進行判斷，亦非本文論述目的之所在。然而，筆者觀察到，唐先生的客觀實有理路亦留意「心

境之道」的義涵，唯此乃道體道相下之狀辭，且唐先生在其形上學立場下，益認為第五義的修

德（應用生活）之道非是老子的根本精神所在。由此可見，客觀實有的理解與詮釋固有實踐哲

學的論述，唯其乃以形上學為實踐的基礎，然此並非本文的論證程序。又，倘如接受客觀實有

做為詮釋價值實踐的理路，則形上實體所蘊含的超越義，及其所預設之主客對峙、應然與實然

二分的模式，將如勞思光先生所批評，老子的主體境界乃欲對經驗界轉化出支配力量，然主體

自由又非是在經驗義建立，則於此即見老子混淆超越界與經驗界。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

（一）》（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243。依勞先生之論，老子道論所啟發之生命實踐思想

即不周延，然此亦非本文積極深究老子生命價值思想的論點。凡有關本文論證程序與老子哲學

的價值理論，請詳見下文分析與說明。 
1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唐君毅全集‧卷十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頁 520。 
12 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下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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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莊公四年》：「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13 

《國語‧周語》：「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萇叔反

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14 

據此可知「天」與「道」有別，而且「天道」之外還有「天命」。馮友蘭先生分

析古典文獻中「天」字有五種意義：物質之天、主宰之天、運命之天、自然之天、義

理之天，而且《詩》《書》《左傳》《國語》大多指主宰之天。15馮先生進一步表示，主

宰之天亦是意志之天，即宗教中所說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並指出「商周的統

治者都強調有『至上神』，這個『至上神』原先稱為『帝』或『上帝』，後來就稱為『天』」。

16易言之，人格神意志天乃是上古原始的觀點，且其與人的關係多以「天命」顯示。 

《詩經‧商頌‧烈祖》：「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

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尚書‧商書‧湯誓》：「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周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13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下文同此。 

14 韋昭，《國語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15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增訂臺版）），頁 55。 
1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一）》（臺北：藍燈出版社，1991 年），頁 97-98。又「帝」或「上帝」

的用法可見於《詩經‧商頌‧長發》：「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

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

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毛公傳、鄭玄箋、孔穎

達正義，《毛詩正義》，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下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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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上文顯示商周人皆以為「天」或「帝」乃命人（王），唯獨周人面對上帝的「天

命」，多了「明德慎罰」的價值觀。馮友蘭先生指出這是進步的觀念，因為周初的統治

者認為「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故認知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

傳‧僖公五年》引〈周書〉），意即周人注意到在天命的保佑下，還需以「德」配天，

統治者只有在自己的有德條件下，才能與天命相配合，此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殷商以來

的天命觀，限制了天命的作用，強調了人為的力量。17郭沫若先生更以子產所云：「天

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指出到春秋末年，人格神的觀念已經徹底動

搖。18如此發展若以價值觀念的建立而言，即是徐復觀先生所謂「宗教人文化」，19亦

即實踐者對「天」或「天命」的觀念不再單從宗教性的人格神意志天的面向來思考，

而是將人的實踐因素參與其中，遂由此重新看待「天」的意義，進而演繹出「天道」

的哲學觀念。 

反觀老子哲學的天道觀，其亦不指涉傳統的宗教天，而且從「道」的引導義與客

觀義，20指出「天道」作為理則的價值義涵。《道德經‧四十七章》云： 

                                                      
1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一）》，頁 73。 
18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61。 
1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詳參〈第二章 周初宗

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與〈第三章 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徐

先生引《尚書‧周書‧洛誥》云：「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由此可見「周文」的價值觀與「周

禮」的宗教祭祀義乃一體兩面。 
20 考察「道」字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其結構主要以「行」或「辵」與「首」作為結合（徐中舒主

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頁 68）。1993 年出土的「郭店楚墓

竹簡」則或有作「行」中加「 」，即「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頁 102）。此即《說文》所謂：「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且《段注》：「毛傳每云

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伸為道理，亦為引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

北：天工書局，1987 年）。是以「道」字有引導之義。唐君毅先生即根據各項文字說法，對「道」

字詮釋說：「道之字原，無論初即導蹈之義，或初即指人所經行之道路，皆連於此人首加以界定。

亦皆與人之行有關。此人首，自始即有一可尊之義。故此道之字原，即有可尊之義。又人首之

動，全屬於人之主體或主觀，其動所經行之境，則亦為客觀。故道自具由主觀以通達客觀之義」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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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王弼注曰：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

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

也。無在於一，而求之於眾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

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

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明物之性，因之而已，

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王弼引〈十四章〉經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與「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史，是謂道紀」解「不闚牖，見天道」之因由。

據〈十四章〉的注文，21王弼意指「道」乃「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故其能不受時

空影響，而為後世所知與效法，此即上引注文「道有大常，理有大致」之客觀道理，

所以實踐者若能體察事物之宗主，因之而已，則「道」（天道）雖無形無名，人以之實

踐似乎不行不名不為，反而可知可名可成。進而言之，「天道」作為「道」，其超越性

對人的啟示非是宗教性的，而是直接就實踐性的含意呈顯為客觀的理則，引導人們有

所價值實踐。經文將「天道」與「天下」22對舉，蘊含「道」乃本諸實踐，指引吾人

它在人世間的意義。《道德經‧七十九章》云：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親」與上引《左傳》「皇天無親」皆有排除意志天之意，唯老子不在強

調道德義的人為，而是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第五章〉）省察到天無私覆地

                                                      
21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22 若說「萬物」泛指天地之間的芸芸眾生與山岳水文、花草蟲獸等，「天下」則意指人類的制度化

社會，其中充滿了各種的治世、處世法則與人間規範。故王弼注解「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即

著墨在「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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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載，指引人道仿效天道之純然客觀而來實踐，所以能不生怨。王弼注「是以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曰：「左契，妨怨之所由生也。有德之人，念思其契，

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怨之所由生即在於心念執（右）契以責人，唯有執左契

纔能無責於人，亦即使怨懟的可能性無由產生，連「和大怨」的化解動作都不必，此

纔符應天道的客觀無私。嚴靈峰先生解釋「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說： 

言執左契者，與而不取，以「有餘補不足」；故曰：有德也。司右契者，責求人

之賦稅，取而不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曰：無德也。23 

嚴先生的解釋根據來自「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七

十七章〉）。天道與人道對比，顯示人為造作的不合理與不可為，即以執契與司徹之譬

喻所說，只在取與上責人所象徵的「人道」乃非價值表現之所在，實踐價值的依據應

在因順客觀之天道所昭示的理路。而從「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

自來，繟然而善謀」（〈七十三章〉）來看，天道或天之道之無親、不仁、無形無名所隱

含之理則，其實可以「道」概念言之，故〈七十七章〉云：「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

道者」。從「道」不從人即成老子哲學之核心價值觀。 

（二）道之為價值根源 

「道」作為老子哲學的核心觀念，其價值寓意在《道德經‧三十八章》中有層層

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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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德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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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

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本章文義豐富，倘就「道」作為價值根源的觀念來論述，根據王弼對〈三十八章〉

                                                      
23 嚴靈峰，《老子達解》（臺北：華正書局，2008 年），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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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文，「德者，得也」以及「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老子所謂「德」乃「得道」之

「德」。再者，「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

上德之人之得道在以無為用，所以「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相對於此，王弼曰：「凡不

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則上引經文所述之「德」有二方面含意，

一是持價值肯定，以上德說得道，其實踐在以無為用。另一是持價值批判，指出下德

者乃失道，表現為仁義禮之有為，此即價值失落之過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由此可見，老子哲學並非價值否定論者，其乃經由價值之

批判，指向價值根源「道」的回歸，即王弼注〈三十八章〉所言：「本在無為，

母在無名」以及「無以為體」，24其中蘊含「以無為用，則得其母」的體用觀，王弼注

文乃云： 

茍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

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

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

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尚焉，義則競焉，禮則爭焉。故仁

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

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

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

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 

王弼注參考〈五十二章〉經文「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母子寓意本末，25注文中「崇本舉末」即詮表老子

道論的形上思想在以「無」為本體，亦由持守此本體而可以有價值活動，且在「載之

以大道，鎮之以無名」的實踐活動中，對顯出「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尚焉，義

則競焉，禮則爭焉」的有形有為，此即「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之華而不實。

而若從「失道而後德」等句上溯，則老子對「禮」的批評亦引導吾人非僅是看到大道

                                                      
24 王弼詮釋老子哲學主「以無為本」觀念，其注〈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云：「天

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此是玄學本體論對「道」

的標誌性理解。 
25 王弼注，〈五十二章〉云：「母，本也。子，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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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落，亦指引吾人在實踐上應回歸根源之「道」。 

進而言之，「禮」是周文的代表，馮友蘭先生據《左傳‧昭公五年》記載叔齊批

評魯侯（魯昭公）不知禮云：「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指出先秦所謂「禮」的範圍包括很廣，並不是像現在所謂的禮，僅止於人與

人之間的交際儀式，這些儀式雖也被認為是禮的一部分，但嚴格來說，這在周文中只

能成為「儀」。周文所謂的禮是含括了統治原則、宗法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社

會秩序以及其中人們應有的生活方式等。26換言之，「禮」非僅是形下的禮制之作與器

物之用，而是應就著「禮」的存在與表現，使其呈現出價值規範的精神。然而，東周

時期周文中禮之宗教性與政教性已失去其約束力，面對周禮的價值失序，時代的動亂

也使有識之士的哲學思辨應運而起。《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云：「道家者流，蓋

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福禍、古今之道」，道家老子以史官的背景在考察了周文

化之得失後，看出德、仁、義、禮的往下層遞的結果就是：為了表彰價值而顯示仁，

但卻失去德（「下德」）；為了表彰仁而行義，但卻失去仁；為了維持義而制定禮，但卻

失去義。王弼曰：「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易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

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三

十八章注〉）。此即洞見「禮」的存在乃走向形式化，相對而言則是價值內涵的喪失，

老子哲學的觀察與評述即指出此亂世問題的本質在偽飾事物的不真實。唯在「失道而

後德」的命題下，其意非僅在消極地表達價值意義的失去，正言若反，「下德」之前還

有「上德」，經由返回形而上之大道，老子哲學即意在將價值實踐往形而上內涵提昇。

因而，論述「道」的形上的意義乃是《道德經》中的主要理路之一。 

再者，老子哲學的道論乃將形上聯繫形下而為整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四十章〉）、「道生之，德畜之」、「道生一」等宇宙論式的表述，即意謂「道」作

為本體，實是蘊含於形而下的世界中，如此亦纔有價值實踐的落實，是以「道沖而用

之或不盈」，並且能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章〉）。27或謂「道沖

                                                      
2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一）》，頁 101-102。 
27 研究者或就文義或就考證主張「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句是從〈五十六章〉錯

簡而出，前者說法見於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修

訂版）），頁 58,188；後者說法見於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0,228。

44



 
 
 
 
老子思想的道論及其生命治療之義涵 

45 

而用之或不盈」不是表述道的「體」，而是指道的「用」。28唯如前文分析，「道」之為

體必關連形下，亦即體用合一，有體有用，由用顯體，則「用之或不盈」既是道以「虛」

為用，亦必指向「道體」存有，因為「虛」也是「道」的形而上內涵之一。〈五章〉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即是形容「虛」的狀態與

「道體」的活動，29而天地既以道為原理，30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的活動即是「道

體」的作用，如此「道用」亦相合於「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蘇轍註〈四章〉曰：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

形，故似不盈者……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

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

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

也。31 

沖虛至無之「道」（本體）普遍於萬有，亦因其無形無名而無法窮盡。猶有進者，

實踐者的理想乃為得道者，「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即是體道證道的表現，

其詮釋不外乎「不露鋒芒，消解紛擾，含斂光耀，混同塵世」，32或是「蓋人欲之銳，

可以爭盜，其紛可至亂心。故『挫其銳，解其紛』，即前章『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

不見可欲』之意，皆聖人所以減少人民之欲望。此乃聖人取法乎道之沖也」。33凡此皆

是實踐之道，而其所以能夠證成，乃來自於「道」作為價值根源的觀念而為吾人依循，

此實可謂是老子道論之具有實在意義的形而上內涵。牟宗三先生曾以「實踐的形而上

                                                                                                                                                  
然而《帛書老子》版本存此四句，顯示傳統文本與出土文獻在哲學詮釋上的參考意義，詳見高

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42。 
28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頁 25。 
29 「橐籥」有二解，一是風箱，另一是管籥。詳參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 15，校釋〔一O〕。

毋論冶具或樂器，皆是以器具體內中空而能產生作用來形容「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道用」。

王弼注云：「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

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此即詮釋本體的活動永無窮盡，而有其永恆性。 
30 〈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關「自然」作為「道」的內涵與

本性，筆者另以「生命教育」為論域，闡發老莊道家自然觀的實踐義，請參見謝君直，〈老莊哲

學的自然觀對生命教育研究的意義〉，《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第 44 卷第 2 期（2010 年 10 月）。 
31 轉引自焦竑，《老子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12。 
32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頁 188。 
33 蔣錫昌，《老子校詁》（臺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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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practical metaphysics）界說道家哲學，34即是提撕老子哲學的道論乃實踐性優先

於形而上的思辨，道論應作為實踐理論來理解，且以價值實踐為終極關懷；因為，以

形上學為主的價值理論，在必然性原理底下，將使實踐的可能性蹈空。故凡老子有關

「道」的形而上論述，應當從價值實踐為基本來思考。 

三、道的實踐性 

上節討論「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除了分析「道體」的形而上內涵外，亦論證體用

無間，「道體」的存在必關涉著本體之「用」，老子的道論肯定「道」之為本體必有「道

用」，並指引吾人在實踐上以「道」為價值根源。而且，誠如袁保新先生所說：「仔細

檢閱《道德經》八十一章，幾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在討論政治人生的問題，這使得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老子的形上探索是基於強烈的實踐關懷而發」。35此即道論所以

為實踐的形上學，因而有關「道」的理論，實乃為著實踐目的而有所論述，如此體用

合一以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的思想特色，經文中即以有關「道」的宇宙論式敘述與「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最值得關注，由此亦演繹出老子哲學的工夫論。 

（一）不禁不塞 

《道德經》中有關宇宙論式的表述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之，

德畜之」、「道生一，一生二……」等章為代表，其中「道」之「生」所蘊含「道」與

萬物的關係，非是一般宇宙論之實體性生成變化，而是「不主之主」與「不生之生」。

如此觀念實來自王弼注〈十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曰：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

不吾宰成，有德無生，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牟宗三先生解釋〈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時說：「『道生德畜』是超越意

                                                      
34 牟先生說：「（道家）一旦智慧透出來了，因為智慧無外，那麼它對天地萬物當該有所解釋與說

明，因此可以有個實踐的存有論，也可謂實踐的形而上學 practical metaphysics。這實踐的形而

上學、存有論就寄託於對無的了解」。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94。 

35 袁保新，〈存有與道亞里斯多德與老子形上學之比較〉，收錄於《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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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生、畜，是繫屬於道與德而言者」。36「道」與「德」超越地保障萬物的生機，亦

是「無」與「有」共同地始生天地萬物，37故「不塞其原」、「不禁其性」、「不吾宰成」

皆是「道體」之「無」的表現，「物自生」、「物自濟」、「物自長」則是「道用」之「有」，

「道」之「生」之不塞、不禁、不宰，看似消極的活動卻蘊含著積極的成就，此所以

是形上「道體」於生成活動上的超越意義。牟宗山先生曾以「無生之生」概括「道生

之」之超越意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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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道之生萬物……不是一能生能造之實體。它只是不塞

不禁，暢開萬物「自生自濟」之源之沖虛玄德。而沖虛玄德只是一種境界。故

道之實現性只是境界型態之實現性，其為實現原理亦只是境界型態之實現原

理。非實有型態之實體之為「實現原理」也。38 

牟先生對老子哲學的理解，創造性地以「境界形態」、「主觀境界」及「境界形態

的形而上學」來詮釋，39認為「道」之「生」之為「實現原理」乃是「作用之保存」，

40意即「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41所以牟宗三先生又將「道」

的創生主宰稱為「不主之主」42與「不生之生」。43就存在界而言，「道體」的創造與生

化萬物一方面是抽象地以「不生之生」來與萬物聯繫，此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三十四章〉）；另一方面，如此「道用」的活動若無

心境之觀照，則實踐者無由體現，是以得道者如「嬰兒之未孩」乃「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二十章〉），超然於俗智查察之上。

換言之，老子哲學的道論惟有從價值實踐的視野纔足以把握其核心思想，「道」的形而

上內涵，應由價值觀來理解，亦即道論非是智思最高客觀實體以為知解宇宙萬物的最

                                                      
36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年修訂版），頁 156。 
37 〈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38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162。 
39 前者參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五章‧第二節 道之主宰性、常存性、先在性》，後二者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五講 道家玄理之性格》。 
40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164。 
41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104。 
42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140。 
43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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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原因，而是應從道作為價值底形上根源來體會，道乃是開顯出價值世界而使所有一

切存在得以共存共榮的「理序」。44此一方面顯示老子的道論固非純粹思辨的形上學，

另一方面，吾人對「道」的實踐亦當證成其有價值上的客觀性。 

因此，「道」的實踐性乃是主客合一，「道」的形而上內涵，如根源、本始、始生、

恆常、復返、無名、無形、沖虛、寂靜等，固有客觀義，即道的世界乃「每一存在物

之生育成長的動力，均內在於自己」，而且「這一內在動力只有在不禁不塞、萬物各安

其位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45然而有道者之所以觀道而得之，則是由於生命實踐能

夠尊道貴德與體道證德，亦即體現大道存有為實踐的原理原則，而於存在活動上表現

見素抱樸、比於赤子、柔弱如水、去甚去奢等。凡此價值實踐觀念，實亦是由「無為」

演繹而出，請見下節分析。 

（二）無為而無不為 

《道德經‧四十八章》云：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為道」乃表「道」之實踐，意即「道」或「道體」非是純粹的形上實體，而是

為了實踐事物所思辨而得的價值觀念，此所以老子提醒吾人應避免「失道」、「不道」、

「非道」、「天下無道」，並經由「聞道」、「明道」、「尊道」、「保此道」、「從事於道」，

而成為「有道者」與「同於道者」。因此，「為學」乃相對於「為道」，「為學」之「學」

是「政教禮樂之學」（河上公注語），王弼注「為學日益」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

習」，所能所習由《河上公注》觀之則是「情欲文飾」，即後天人為的習知偽作。而「為

道」即是消解與化除「為學」的有為造作，王弼注「為道日損」曰：「務欲反虛無也」，

意即「為道」的具體實踐是致虛無為。進而言之，老子認為「為學日益」非可正面看

                                                      
44 袁保新先生說：「整個存在界即是價值世界，而『道』也就是規範這一切事物的地位與關係的

價值之理。亦即從後設反省的觀點來看，所謂『道』也就是老子心目中，人類理解自己在存在

界中的地位，決定自己與其他人、物、鬼、神、天地之間關係底意義基礎，或規範一切的價值

理序」。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頁 102。「價值理序」的申論又見〈老子思想中「道」

之形上性格底商榷〉，《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頁 142。 
45 袁保新，〈老子思想中「道」之形上性格底商榷〉，《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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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正所謂「智慧出，有大偽」（〈十八章〉）；「為道日損」亦非消極，此即「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十九章〉），故「無為」乃積極意義，王弼注〈四十三章〉「無有入於無閒，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曰：「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

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無所不通與無有不可窮之有益即意謂以「無」為用於價值實

踐上具有普遍性，此實踐的普遍性乃有取於〈三十七章〉所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以至於無為而能無不為，與「無」的妙用有關，牟宗三先生說： 

無是個虛一而靜有無限妙用的心境，靈活得很。無限的妙用何由得見？即從有

處見。有就是無限妙用、虛一而靜的心境的矢向性，用道德經的話就是徼向性。
46 

本諸道論之為實踐哲學，故吾人之所以掌握「道」的形而上內涵，除了哲學思辨

外，實踐者有所體現「道」，亦即法道和守道，人與道之間纔能常保價值聯繫。因此，

上引牟先生以「境界」與「心境」詮釋道家的理路與「無」的狀態，對於實踐者而言，

「道」即是「無執的道心」。以無執的道心觀照生活世界，生命實踐於世界中所顯現出

來的情形，乃是作用無窮，盡通人事物，如「為無為，則無不治」（〈三章〉），而此無

不為，即同「常道」之無限性周行而不殆、萬物作焉而不辭、用之或不盈。換言

之，在「道」的世界中，「無為」之以「無」為體為本，必有「無不為」之「有」之作

用，凡能「無不為」而有所表現者，必本於「無」之為本體，「無為」與「無不為」的

體用關係，47亦是「道」（本體）之「無」與「有」的體現，此所以「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魏源《老子本義》序論老子思想曰： 

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為利，天

下知之，而無之為用，天下不知。故恒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必自無欲始也。48 

魏源強調老子思想乃體用合一，有本有用，他認為老子思想的宗旨在「反本則無

                                                      
46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97。 
47 蔣錫昌先生注「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說：「『道常』者，道之真一，一章所謂『常道』也。『無為』

者，言其體；『無不為』者，言其用」。蔣錫昌，《老子校詁》，頁 240。 
48 清‧魏源，《老子本義》（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下引魏源注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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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為而無不為」（同上）。換言之，無為之道之為實踐之道，實乃

歸本於本體之道而來，「無」之為本體內涵，其活動即是「無為」，再擴展，則是「無

不為」，「無不為」一方面肯定了「道體」之「有」，另一方面則是顯示老子對於道之用

的普遍實踐性的肯定。因此，「道」的世界於實踐者而言，當非僅觀察到客體存有，而

是必使主體實踐參與其中，成為「從事於道者」（〈二十三章〉），方使生命有意義。而

如此使道體與主體相融合的生命實踐，《道德經》另有致虛守靜的表述。 

（三）致虛守靜 

《道德經‧十六章》云： 

致虛極，守靜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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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依上節引〈五章〉有關「道沖」的討論，「虛」意指「道」的狀態與內涵，且依

「道體」之必有「道用」，則「致虛」「守靜」即是實踐「道」的作用。值得說明的是，

「道體」之為存有並存在著「道用」，即意謂「道」非是純然客觀的絕對存有而與吾人

之實踐隔絕，本體的體用實乃蘊含著工夫義，在老子哲學的思考中，「道」的客觀性其

實內含著價值意義而有實踐性可言，並使吾人對道的實踐非僅是顯主觀面向的境界。

此乃所以有「致虛」與「守靜」的實踐，必是來自吾人經反省而獲得觀「復」與知「常」

的道性的啟發。魏源解上引〈十六章〉文獻曰：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卽觀徼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即物理

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

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蓋外物不入，則内心

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

即至靜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即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即靜者。觀無於無，而

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

物之極篤也。第衆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惟知道者虛靜

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

皆妄，而靜者之為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靜，知幾之

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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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之意有二要點，一是觀復、體常、知常、歸靜、守靜、無欲等，皆是「學道

者」與「知道者」實踐之所為，易言之，「致虛極，守靜篤」之為實踐事務，是實踐者

體會常道與觀照大道所轉化出的價值實踐工夫，故說「不知常，妄作凶」。再者，魏源

一方面表示「虛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蓋外物不入，則内心不出也」，另一方面又引用

王弼注文「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來解釋「知道者」處於虛靜的心境，所以能即有即動而觀無見歸，此乃將本體論指向

工夫論，呼應王弼「動作生長，以虛靜觀其反復」（〈十六章〉注文）的理解。質言之，

大道運行，復返常靜，其為物理之自然，若非實踐者內涵無執的道心，孰能觀道得道；

亦即在大道所造化的價值世界中，沒有主客之分的問題，主觀心境與客觀道體乃和合

為整體，進而體現在生命中，如同「道沖」之沖虛玄德，轉化為挫銳解紛與和光同塵

的內在觀照。是以可見，《道德經》中的「虛」與「靜」，主要地朝向實踐面表述，49「虛

其心」（〈三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二十六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三十七章〉）、「清靜為天下正」（〈四十五章〉）、「我好靜而民自正」（〈五十七章〉）。

這些文獻脈絡固與政治思想有關，然而此乃老子哲學對當代問題的回應，倘若究其理

論依據，實是依道論而來。50 

（四）守柔不爭 

守柔與不爭是無為與沖虛的演繹，因為肯定虛靜與無為的價值觀，所以能守柔，

故不爭。《道德經‧七十六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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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堅強者死

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的客觀義來自「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與「天下

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七十八章〉），以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

                                                      
49 河上公注：「致虛極，守靜篤」曰：「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守清靜，行

篤厚」。以無欲解致虛守靜，此乃察見沖虛清靜的實踐之道。 
50 老子思想的政治哲學的理想是「無為而治」，理論基礎在其形而上的思惟道論，主要實踐

者是「聖人」，實踐對象是「小國寡民」，實踐方法則是本節所論各項工夫理論。前述四項理論

結構請參見〈老子政治哲學的洞見與侷限〉，收入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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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早已」（〈三十章〉〈五十五章〉）。老子的譬喻除了來自生命經驗的觀察外，51亦從「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一章〉）與「兵者不祥之器」52之批評軍事戰爭而來，認為生

命若走上剛強之途，必導致危殆，倘如改為持守柔弱，則生機自現，此即「不爭之德」

（〈六十八章〉），勞思光先生分析說： 

「柔」與「弱」何故應為見道者自處之原則？又何故能生支配力？此在老子，

仍可就其「反」觀念說明之。萬物運行，皆時時走向「反」。故一切存在皆在自

身否定之過程中。故人若欲勉強鬬力，則不論所擁有之力如何龐大，其運用結

果必是由盛而衰。倘不鬬力，而自守柔弱，則唯靜觀盛者之衰，而自身無所謂

衰。老子於此處顯露一精透之觀察。蓋經驗世界中之自我本為有限之存在；故

欲求強則終有窮盡之時，不求強則無由受挫。常人就「爭鬬」之假定看老子此

說，自覺其不可解，因在一爭鬬中，柔弱者似當敗，然老子正就不爭鬬以言柔

弱之義。53 

由上引述可知，兵強之所以不勝，並非客觀事實上武力不夠強大，而是在經驗活

動中，兵強必定因各種現實因素而衰退，故無法絕對保證取得永久的勝利。反而採取

柔弱的作法，不與任何力量較勁與衝突，則隨著消長的規律，唯有柔弱者能生存，並

反顯強者之失敗與力量的有限，正所謂「強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柔弱纔是長

生久視之道，此即「守柔曰強」，王弼注：「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一語中的。後一「強」

非從物理意義說，而是從價值的正面肯定來理解。易言之，老子的生命智慧靜觀到變

化復返的規律，發覺強力的狀態不可能持續而長久，遂領悟守柔、不爭與不躁動纔是

                                                      
51 「不爭」的經驗觀察則來自於「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八

章〉），以及「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六十六章〉）。 
52 〈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

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依政治實踐而言，老子並非全面

否定軍隊武力的存在，然亦僅是國防而已，如「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八十章〉），治理國家的

觀念非是以發動軍事作戰為主，而是秉持著不爭的價值觀，將衝突降至最低，此所以老子認為

應以消極的態度看待戰爭的存在。 
5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246。勞先生認為「道」在經

驗世界中作為萬有所循的規律是「反」，即「循環交變」、「相反相成」、「每一事物或性質皆可變

至其反面」。同前，頁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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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應有的常態，此所以老子不認同從客觀物理力量的角度看待剛強的作用，依力量

而取勝並非老子所肯定之生命應有的方向；然而，若非實踐者觀常道之無為沖虛，使

之內化為價值觀念以面對外力外物之衝擊，則無由體現守柔不爭的積極性。〈二十二章〉

云：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如同無為作為價值觀，不爭亦非消極的心態。之所以不爭，乃為了避免自見、自

是、自伐、自矜所帶來的弊病，消弭自我主體獨斷所帶來的緊張狀況，此不啻《道德

經》中有關「無」的實踐觀念，〈五十七章〉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獻固涉聖人之治，唯聖人之所以是政治典範，

即源自於其生命內在實踐了「無」的工夫，進而具體反應在生活世界中，而有無為、

清靜、無事、無欲等守柔的表現，並積極地影響其他實踐者能自生價值事物，此不亦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喻意。 

四、道論與生命治療的實現 

老子所述「道」具有豐盈而不斷呈現的意象，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

物之宗」（〈四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章〉）、「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六

章〉），皆是指出在「道」的持續造化下，所有依「道」而存在的事物皆能保住自身的

意義而為價值存有；而且，在「道」的哲學觀念的啟發下，老子雖有嚴厲的批評，如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十八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十八章〉），然而此乃藉由思想批判來避免生命的失落，積極引領吾人找

回生命的本真，誠如王弼藉正言若反所表達的箴言：「絕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

厚」。54老子哲學乃在為世間振衰起敝，砭鍼沉痾，實可謂為袁保新先生所指證之深具

存有學理趣的「文化治療學」（ontological therapeutics(therapy) of culture）。此理論要義

在：一、老子形上學所關懷的實在界是「以人作為行動中心所輻射出去的人文世界，

而非顯『對象之一般』（object in general）所思考的存有物世界」。二、老子思想的文

                                                      
54 樓宇烈，〈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釋》，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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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哲學的精彩在於「批判，治療，而非積極的建構，『道』主要是以『無』的性格出現，

充其極可理解為價值的實現原理，而非創造原理」。55質言之，「道」的形上內涵所實

現的乃是關乎得道者之人物我與大道聯繫而成的價值實在的世界，「道」的世界不做實

體性的建制工作，而是順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來消解妄作，再使生命融會於天地之間，

重現真正的價值意義，此所以「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三十九章〉）。是以由人間的生

命價值實踐的活動觀之，「道」其實是文化與文明的守護者，「道」讓人類歷史的進程

不是僅有發展與衝刺，而是在奮進的路上，一旦出現背離常道的現象，「道」即帶著人

類皈依自然的心境，「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底省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之精神生命的失落，避免吾人失去價值實踐應有的方

向。此所以「道」的理論啟示吾人不但「存有」與「價值」同一，而且「思惟」與「實

踐」也是同一。56進而言之，歷史中「道」做為哲學觀念的出現與建立，實與老子提

撕道論以為救護天下有關，老子所述「道」乃為舒緩人心發狂的心靈症狀，使天地宇

宙及人類世界在「道」的週行中，回歸價值的正軌與常態。因此，道論所啟發的實踐

即是讓生命保持道的觀照，使吾人的思想由「道」來指點，一方面省視人我之間如何

依「道」而維繫價值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物我存有在「道」的保障下，如何有正面的

生活世界。以下即就心靈生命自身及世法人物，說明道論所開顯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一）生命哲學 

根據方東美先生的省察，生命哲學是「宇宙理境」與「生命情趣」57的一體兩面，

理境是哲學的宇宙觀對客觀世界窮究物之理，情趣是哲學的人生觀使生命呈露價值，

                                                      
55 〈老子思想在現代文化中的意義〉，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頁 201-202。第二點亦

可見另一表述：「老子的精彩是對當時文明根源性的診斷與治療，而非新價值規範的建構與制

立」。〈秩序與創新從文化治療學的角度省思道家哲學的現代義涵〉，收入袁保新，《從海德

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家》，頁 293。 
56 即存有即價值，實踐不離思惟，亦是文化治療學的哲學特色之一，參見袁保新，〈秩序與創新〉，

《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家》，頁 293。 
57 方東美先生是觀察到近現代生物科學的興盛，因而對近代以來物質科學獨大做反省。方先生行

文間帶有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遂傾向以「生命哲學」代生物科學。又「生命情趣」偶作「人

生情趣」或「生命情調」。方東美，《科學哲學與人生‧第四章 科學的宇宙觀與人生問題（二）

生物科學》（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2 年），頁 158-169。 

54



 
 
 
 
老子思想的道論及其生命治療之義涵 

55 

宇宙人生即是情理的連續與集合，58亦是有機的整體。59若依此而即老子之「道」之具

有理序而言，道體與天地宇宙同在固有其客觀性，唯道的客觀性與萬物的關係如上節

所述，乃不生之生之實現，顯沖虛玄德之理境；是以道之體用必須再就宇宙人生之有

情理來實現，復歸於道來開顯實踐者的生命境界，此乃老子道論的哲學精神。〈二十章〉

云：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得道者之心境的另一面向即是同章經文所述「如嬰兒之未孩」，道心如同嬰兒初

生，識知無染，意識純潔如白，相較於追求心智熟練者，乃有如不顯智能，此老子所

以渾沌作描述。唯此渾沌乃意在對照「眾人役役，聖人愚芚」（〈齊物論〉），指出實踐

得道的最高境界即在「無知無欲」（〈三章〉）的渾然天真的體現。知欲乃指涉形成偽作

文飾的巧智，與造成人間悖亂紛爭的嗜欲，它們是世人生命問題的本質原因。為此問

題，老子由得道心境表象之昏昏悶悶，導出純樸化生命的為道工夫，針對俗世知欲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二十九章〉）的有為造作與固執偏窒作批評，進而指引「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同前）的實踐方法；意即面對天下無道，追求財寶有餘、貴難

得之貨的時代困境，老子思辨道的內涵，受道之無的啟發，指示吾人做無為的工夫，

採遮撥的方式，如致虛守靜乃至損抑絕棄，以為對治生命失調不和與心狂逐欲的病根。

此即老子道論能夠治療身心靈，使生命精神有所療癒。〈三章〉云：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

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纔有政事的條暢。 

無為而治固是此章政治智慧之所在，然此須有主政者懷抱道的實踐性價值觀念為

前提，即以虛心弱志的工夫來實踐政治，纔有政事的條暢。此中心志是做價值批判看

                                                      
58 方東美，〈第一章 緒論哲學思想緣何而起〉，《科學哲學與人生》，頁 23-24。 
59 方東美先生析論指出，自希臘哲學經中世紀以來，西洋哲學二分法乃形成上界與下界、內界與

外界的對立及其孤立系統，然而中國哲學（形上學）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對立矛盾，中國形

上學乃「機體形上學」，注重「機體的統一」，機體形上學的立場，乃在宇宙整體的實有界中，

把一切價值貫通起來。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 年），頁 20-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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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意指心存欲與志向巧乃為亂源，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與「心

使氣曰強」（〈五十五章〉）之好勝意氣，皆是斲喪精神生命，使人失去價值方向的因素。

是以實腹強骨亦非僅是表象上的身體健康，而是嚴肅告誡毋以智治生，即無對生命施

予強加自以為是的妄為操作，讓生命保持素樸的常德，此所以老子道論亦是養生智慧，

〈五十章〉云：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常被解作「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從加」，60以為養生者可如傳

說神仙般不受實體傷害，臆度道論可創造另類生命型態。61然而，此章之精彩乃呼

應〈五十四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的

觀念，以不傷身喻示不害生之理，王弼注此經文云：「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

無物以損其全也」。尊道貴德的生命必知曉全生，其外在工夫固是不墮入「生生之

厚」之物欲，即上引〈十二章〉所戒惕之過度飲食男女必令人失常；唯此儆誡之所

以具啟發性，不僅是傳達身心衛生的重要性，更根本的是，生命實踐乃由內在心靈

為本，生命的問題並非停留在體表工作或心理情緒現象的處理，問題其實是內在生

命失去「道」的指引，缺乏法道自然的精神，故遂出現離道離德的價值虛無，此時

即須要上節所述種種由道論而來的工夫，以為恢復道生萬物的生命實在。 

依文化治療學之理論意義，老子的道論乃通過觀念批判而提出實踐思想的治療，

故凡有生命活動現象的問題，絕非僅是單一的表象問題，而是存在著深刻的生命價值

觀問題未能釐清。易言之，生存活動在事實上固然存在著飲食需求，老子哲學不重視

耳目聲色並不意味著取消飲食活動，而是「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十二章〉）。生命問題應該擔憂的是對「『有』身」的執著，亦即凸顯以形

                                                      
60 漢魏‧著者不詳，《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貴生第五十》。 
61 如南宋林希逸解此章更舉實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

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

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不虛矣」。宋‧林希

逸，《老子鬳齋口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5。此事例即是自古傾心實

踐老子思想可有實用神效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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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為代表的嗜欲，固守外物，造成人生嚴重的困境。而依弭患的方法「無身」無

執於形軀，可知「無」的工夫一方面化解物欲執迷，調適生命機能；62另一方面，「無」

的價值觀指向徹底解決之道，在實踐意向上順無執的道心，由內而外，心恬體寧，超

越物質世界與物欲網羅，而使生命燕處超然。因此，各種圍繞「道」所形成的生命活

動，之所以能夠實現多元的生存的意義，當是道的理論啟示吾人洞察精神在生命實踐

上的優先，「道」的治療意義即是讓吾人各種多面向的發展活動中，始終保有心靈生命

的遍觀與超越，既能正視經驗事象中生命活動的困境，又能以道心化解生命問題對吾

人精神與心靈的困擾，此即是老子道論的生命哲學可稱道為論證生命實踐的哲學智慧

之所由。 

（二）淑世思想 

受老子道論的哲學智慧所啟示的實踐者，絕非自掃門前雪的自了漢，抑或表現出

現代個人主義式底價值觀。毋論「道」本身與天地萬物的價值聯繫，或是《道德經》

文數度藉得道者、為道者、聖人來致意實踐者與天下民眾的關係，皆可知吾人對「道」

的觀念實踐乃至衍生「道」的文化活動，必然包含回應存在界的存有，即在體道證德

的工夫中，回復天地人我的和諧共存。此亦相應老子哲學的道論乃具有存有學內涵的

文化治療，而且就此理論所應面對的客觀世界，本文稱之為「淑世思想」。 

「淑世思想」的觀念乃有得於陳德和先生對老子《道德經》思想的研究，其論述

老子的智慧以常道為價值典範，可以做為「我們之參與生活世界、體認生存意義、實

                                                      
62 是以「道」對生命實踐所啟示的文化絕非積極地強調欲望的存在。如蕭兵先生即過度詮釋地以

《道德經》中「谷神」、「玄牝」、「天地根」、「陰陽」等作生命意象或生殖觀想，從神話、古民

族生活觀、考古文物來附會老子的生命觀。雖然蕭先生行文中亦承認相關經文存在著哲思，然

其從生殖繁衍觀點來創造性地詮釋老子思想，實是缺乏對《道德經》文義作整體的理解。《道德

經》部分字詞字面固可能象徵生命意象，然在老子思想體系中，當非意在表面的生命現象，而

是藉此現象警示生命問題，故有「無欲」、「寡欲」、「不欲盈」、「不欲以靜」、「不見可欲」、「咎

莫大於欲得」乃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以及上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等論點，批判

求生之厚，以省察真正的生存意義。筆者認為，生命形軀固是經驗事實，唯老子道論所指引的

價值理念非是肯定這些生命表象，老子思想反而是從生命表象的問題，引導學者省思生命實踐

應有的路向，亦即使吾人對「道」所啟發的生命觀有更深刻的體悟，因而能夠實踐相應的修道

工夫。倘若直觀式底直解老子的生命思想或文化背景為（廣義的）床笫交合，則不僅是誤解老

子思想，更不免使老子的哲學智慧落入下乘。蕭兵與葉舒憲合著，《老子的文化解讀‧下篇 《老

子》與性》（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此篇為蕭兵先生負責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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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生命價值時的寶貴信念和深闢洞見」，尤其由常道而來之聖人玄德為世界提供「人情

世道的關懷及其實踐之路」，故可名其為淑世思想。63而若依上文由文化治療學所撐起

有關「道」之理論與實踐的論述空間，老子的道論除了對治生命內在的問題外，道論

的開展亦是從高層次的精神拯救世界，從回復道底心靈生命來治療天下人。〈四十九章〉

云： 

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焉〕，64聖人皆孩之。 

 

聖人得道，其心素樸靜斂，乃使天下百姓勿以耳目感官決定世界，王弼注「聖人

皆孩之」云：「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即是意謂「心無所主也」，不以主觀意向主

宰價值，以免相對的意識型態產生衝突，〈二章〉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相對而對立的思維是老子所觀察到天下亂源之一，尤以此

訴諸立場表態，更易形成人間的執銳對決，阻礙人我融通。此所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同前），和諧的世界乃來自以「無」的觀念行為處事，避免規範性名言

所帶來的片面觀點與偏執，以為世界保留實現價值全貌的可能性。而如此價值思考的

來源即是本於道生德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五十一章〉）的理念。

此理念做為實踐命題，在〈十章〉是形容「聖人的玄德」，在〈五十一章〉則是形容「真

常大道的玄德」，前者是「從工夫證本體」，後者是「從本體顯境界」。65進而言之，聖

人的生命實踐一方面是順「道」所啟發的工夫，「不塞其原、不禁其性、不吾宰成」，

在「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八十一章〉）的實踐中，順其自然，包容天地萬物，證成

「道」的真實性與價值；另一方面，此大道之證成不僅是存有論上之真實，亦是在「道」

之造化流行下，萬有獲得存在價值的保障，宇宙世界乃為「道」實現生命境界的場域。

是以聖人的實踐不僅是生命真我實現，亦是獲得「道」的啟示而善化全天下。此即是

上引〈五十七章〉聖人自陳「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政治實踐固是老子道論在當代對轉化世界、護持天下文化文明的期

                                                      
63 陳德和，〈論老子《道德經》的淑世思想〉，《宗教哲學》第 70 期（2014 年 12 月），頁 28-29。 
64 《帛書老子》甲乙本及道藏本皆有此句，高明先生認為可據補。高明，《帛書老子校注》，頁 63。
依河上公本亦有此句（少「焉」字），且王弼注文亦對此句作解釋，補入「百姓皆注其耳目焉」

確實有助經文意思完整。 
65 陳德和，〈論老子《道德經》的淑世思想〉，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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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而其實踐觀念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乃淑世功成的主要脈絡，政治問題乃

在生命實踐中獲得解決。意即功名利祿與權勢傾軋無非是生命的人際發展錯失了應有

的方向，導致世間陷入狂亂迷思，是以聖人做為得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五十六章〉）來消融亂源以玄同彼我與物我，此前提即是

聖人對「道」的實踐而能夠感召世人，內和外適，不僅人間和睦，亦讓萬物各安其位，

天地自然，
66
重新實現大道的世界，此所以老子哲學的道論是天下文化的樞紐。 

五、結論 

倘若價值觀念的形成主要是由哲學理論決定，則老子哲學的道論所蘊含的生命智

慧，即是觀察到生命活動陷入盲昧迷茫、衝決鹵莽、躁動不安的困境，因而在對「道」

的體悟下，經由「道」的理論的建立，以為提供救世之道。〈八十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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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其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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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字面雖具有復古精神，然與其解讀作歷史退化，67毋寧是老子道論所展示的

文化世界願景。據經文價值意向的指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可知

如此世界觀中不僅不存在著衝突，並且是避免競爭逐利之相鬥，而能安於自然素樸。

相較於近現代文明生活所出現的危機，老子思想可謂意在批評物質主義，唯老子道論

如是論證生命實踐的哲學智慧，則不能不面對物質生活，而所以能應對的觀念與工夫，

據老莊慧命相續的思想，乃「物物而不物於物」（〈山木〉）及「乘物以遊心」（〈人間世〉），

一方面不為外在物質所拘限，另一方面則是超然於物外，毋使心靈與外物互為宰制。

                                                      
66 如此和諧自適實是源自「道」的整全性。誠如陳德和先生的睿見，老子思想的終極目的之在和

諧乃「基於整全的存在思維而依序展露天地人我的良性互動」。詳參陳德和，〈論老子《道德經》

的淑世思想‧第四節 淑世大願的終極目的：和〉。 
67 張起鈞，《道家智慧與現代文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94-95，從道家「自然

主義」指出文明產生與文化進步是墮落的源頭，因而道家思想形成退化的史觀。葉舒憲，《老子

與神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14-115。則是從神話的永恆回歸與道的循環

運動來表述老子具有退化的歷史觀。唯二位學者皆肯定此種退化具有警示作用，而指向回歸原

始自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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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省近現代經驗實用主義，老子道論既可肯定為淑世思想，則不能毫無「用」的實

現，唯此「用」乃是「無之以為用」的「無用之用」（〈人間世〉），即〈逍遙遊〉以無

為用之「用大」，以「道」的無限性解消私我與名利有用的限制與界限，讓凡存在即是

合理，讓萬有合乎「道」，而使一切「法天貴真」（〈漁父〉）底為價值存有。此是以生

命智慧與思想引導文化與文明，並可呼應上引經文之以不用、不遠徙、無所乘之、無

所陳之、不相往來作表述。歸根究柢，此乃老子察見天下失序與價值失落的病徵，而

以「無」的工夫做為治療，且經此生命治療而讓人世的實踐活動回復和諧的秩序，使

吾人的生命存在充滿圓融的意境。易言之，老子道論既然指引吾人應該正視人間的生

命問題，即不可能消極反對文明的進程與文化活動的出現，唯此進程與活動過程中，

倘若出現偏離生命應有之常道時，老子乃以「道」為宗師來調理各種事物的生命活動，

避免生命內外在的衝突與緊張，讓「道」為吾人保持實踐的價值理序，使世人回復良

好的精神生命。 

現代人類世界的存在特徵，從思想而言，乃是科學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而成為

「進步」的文明，倘若國情與族羣還有相當開放的性質，則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亦是

重要成分。觀察如此充分接受近現代西方思想發展所孕育的當代文明世界，其在科技、

經濟、政治、社會、心理乃至自然環境等生活面向的生命問題，亦即生命總是存在著

人我與天地萬物、自我與他者必然相遇相對的情境，本質上其實與老子思想所面對的

時代問題，並無二致。除上文所引述的文獻外，其它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十

章〉）、「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十五章〉）、「得與亡孰病」（〈四十四章〉）、「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五十八章〉），以致終歸「長生久視之道」（〈五十

九章〉），莫不揭示人類歷史自有文化文明社羣以來，他們對生命意義及其價值皈依的

探問與追尋，從未止息，未來世界的前進亦不可能窮盡吾人對生命存有之奧妙的發掘

與體證。而誠如本文對老子學說的研析，倘若充分把握道論的真義，並在生命實踐有

所淑世，老子道論所提供多元思辨以化解自我心理與情緒的不安、人事物之間的張力、

價值觀的對抗糾結以及政治意識型態的相互攻訐的修道工夫，不啻為對治古今生命問

題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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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Tao of Laozi and its Meaning as a  
Life Cure 

Chun-chih Hsieh* 

Abstract

My thesis has several study opinions. First, I illustrate the meaning of Tao by 
the method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Chinese scholarship. Second, I analyze the 
meaning of Tian-tao（天道）and Tao in Chinese classics, compared to Tao of Laozi, 
and I point out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Tao as the source of value. Laozi criti-
cizes the loss of Tao in the world and asks humanity to return to the Tao, which  
signifies the meaning of value of the Tao. It’s the practice of Tao. The idea of Tao-  
being is a practical theory about the skill of “toleration and forgiveness”, “unre-
stricted and unblocked free” , “doing by not doing” , “modesty” , and “soft hearted-
ness”. Third, I interpret the theory of Tao to therapeutics of culture, which contains 
the life philosophy and meliorism. The practice of Tao could cure the sick of mind, 
find the spirit of life, and return one to the authenticity of life. The practice of Tao is 
the practice of the value of life’s meaning. Finally, I conclude that the theory of the 
Tao of Laozi is philosophical wisdom which would neither object to the progression 
of civilization nor deny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matters but instead remains the 
spirit of life to the world. 

 

Keywords: Dao de jing, Tao-being, Practice of Tao, Order of value, Therapeu-
tics of culture, Life philosophy, Meli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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