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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老子保生思想研究

王俊傑

提到保生，一般人都會直覺地聯想到以個體生命為貴，應細心調養，以求保持

長壽。但是老子秉持著他一貫「正言若反」的辯證思想，對於世俗養生意識提出否

定，再從而建立起其獨特的保生思想。老子發前人之所未發，以反面思考模式為中

國思想的廣大版圖開啟了另一半未曾開發的領域。在這看似惑人的艾字中，隱含了

老莊用心良苦的智慧結晶。

【關鍵字】老子、生死、保生、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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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U 百

就中國兩大傳統思想而言，道家無疑可與儒家並駕齊驅，雖然儒家一向位居顯

學，為執政者所偏好，然而道家思想、卻滲入民間，影響我國文化思想至深至遠，歷

經多年的演進，兩家思想之間更是相互影響，同為我國文化上的兩大瑰寶。其中道

家思想的開創者一老子，地位不僅絲毫不遜於孔子，甚至被爾後的道教信徒神化，

而成為道教尊神之一，其著作之〈老子〉五千言，更被譽為中國最具哲學思想的鉅

作，地位無庸置疑。雖然學界對於老子其人其書的確切時、地始終爭論不休，儘管

加上竹簡、吊書等近年出土文獻的考證，多年來依舊未有定論，但這卻不影響〈老

子〉一書的價值。關於老子思想之研究，自然已不在少數，本文擬在前輩學者研究

基礎之上，就〈老子〉書中有關「保生」之思想略作整理，藉以抒發己見。

〈老子》雖只五千言，然而其中隱含之微言大意，卻不是由字數可以衡量的，
其中，保生思想、無疑是〈老子〉書中的一大主題，之所以使用「保生」而非傳統上

戶所慣用之「養生」’則是因為本文擬將範圍鎖定在〈老子〉書中不僅關於養護生命的

部分，更希望能將保全生命亦納入一併討論，所以使用「保生」一詞。至於論及保

養身心之篇章不僅於〈老子〉一書中所在多有，即便是由此衍生而下之後代學說，

亦處處可見保生思想之為後學所發揮闡揚。其中最顯著者如東漢的〈河上公章句〉

本，對於老子書思想之繼承便非常明顯的是以治身養性為耍，將養生提到了相當突

出的地位，故於「是以聖人之治」注日「聖人、冶國與、冶身也」﹔ 1對於〈老子〉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J 亦注為「經術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長生之道。」 2可見其立論

時常與長生之道相互參照比較以明其意旨。因此亦有學者專就〈河上公章句〉中養

生學說進行研究，將其中養生之法分為呼吸行氣、愛精氣、養神、除，i育欲等幾方面

分別加以論述， 3闡發其中旨趣。叉如道教中的眾多經典書籍對於養身長生的追求更

是不遺餘力，如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晉葛洪《抱朴子〉．．．．．．等書，透過諸如

「寶精」、「導引」、「存神」、「守一J J辟谷」、「服食J 、「外丹」、「內丹」等修煉方

式以延長生命或獲得某種神異的功能。 4所不同的是由於受了神仙思想的影響，更進

而認為養生可以達到長生不死之效果。前所述及者不過是對於老子養生思想的繼

承、延伸之一角，由此更可見〈老子〉思想之深不可測，以下便就〈老子〉書中有

關「保生J 之思想、略探之。

l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 10 月），頁 11 。
2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頁 1 。
3 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重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 6 月），頁 307-313 。
4 郭武：〈論道教的長生成仙思想〉，世界宗教研究， 1994 年第 1 期，頁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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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對於生命之看法

在中國人傳統思想中死亡代表著魂魄的消逝、精氣的窮盡，如〈白虎通〉：「庶

人日死，魂魄去亡，死之為言漸，精氣窮也。」 5 ﹔叉〈釋名〉：「人始氣絕臼死，死

撕也，就消j斯也。」 6 ，因此當遭遇死亡之時，企盼肉眼所不能得見的魂魄能夠永存、

或是抵達更美善之境界便成了世人永遠的夢想。這在道教之中特別能夠彰顯出來，

以仙逝做為一種理想，已是道教的一種獨特精神信仰，也一直備受人們青睞。因此

道教發展出了一套仙逝說，（仙經〉上記載著：「上士舉形生虛，謂之天仙。中士游

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為之尸解仙」 7 ，顯示成仙化去有著不同層次的

高下之分，最上級者是形與神俱化，直接成仙﹔其次則是必須游於名山之中，而後

成仙﹔唯有下等者即尸解仙，必須先經歷身形死亡的階段，神與體離，然後才能仙

去，但其實這也是最容易為人所接受的方式。如〈漢禁中起居注〉所記即為一例：

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同登嵩山。半道，有使者采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

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捨我去矣。」數日而少君

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屁，唯衣冠在焉。 8

李少君尸解的蛻變之跡，乃是棺中留下的曾經穿上的衣冠。藉由類似的故事傳說形

成了道教一套獨特的尸解仙思想，可以讓人們對於死後的遭遇，產生美好的幻想，

或因此而多行善舉，以求積德成仙。

雖然老子是被道教奉為遵神的代表性人物，但與道教所言之長生不死思想、並不

相同，道教所闡述之觀念乃經衍仲、變化之後的老子思想，與老子原意不盡相同。

基本上，老子仍是承認人必須經歷死亡這一階段的，只是老子所重的是保養應得之

壽命，所以講「沒身不殆」 9 ，藉了解常道而使終身免於危殆’叉如「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10說明如能遵循天道而行，不失去立身處世的原則，如此方是常

久之道，即便肉體死亡之後，天道之精神仍然永留人間，如此才是真正的長生﹔另

外，以「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j記不綴。」 11指出真正懂得蓋房子的人，

蓋的房子不會輕易倒塌﹔真正懂得細綁結繩的人，細綁結繩的物品不會輕易鬆脫。

5 班固：〈白虎通〉（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8 年），卷四下，頁的。

6 劉熙：﹛釋名〉 卷八（釋喪制 27) （台北：藝丈印書館， 1967 年），頁 3 。
7 葛洪：〈抱朴子內篇﹒論仙〉，顧久譯注，哥！（仙經〉（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頁

43 。
3 葛洪：﹛抱朴子內篇﹒論仙〉哥︱（漢禁中起居注卜頁的。

9 王胡：〈王喝集校釋﹒老子十六章、老子五十二章﹜’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 12 月），
頁 37 、 139 。

10 玉喝：〈王甜集校釋﹒老子三十三章〉，頁徊。

II 玉博：﹛老子思想的史宮特色〉（台北：丈津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頁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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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道的人也跟他們一樣，不但受大家敬重，子孫更會引以為榮，永遠懷念祭把他。

雖有學者因此以為這種不朽觀重在家族的延續，反映了中國文化重視家族的特點，

但是若將焦點歸集到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盡責，順天而行，安時而處順，以道之存

續與否為重，對於個人生命的必然消逝則採取隨順之態度，超越了生死的藩籬，如

此似乎更能夠貼近老學的真諦。叉在〈莊子〉中所記載的兩則廣為人知的故事，或

許可以算是對於老子對死亡態度的另一個註腳：

老鞘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嶄言而言，不嶄哭而哭者。走過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過

來，夫子時也﹔過去，夫子}I價也。安時而處l慎，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 J 12 

莊子妻死，息子弔之，莊子則方糞路鼓盆而歌。息子曰：「典人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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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徙無形也，而

本無氣。雜乎芒茍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健然寢於E室，而我啦啦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13

若人之身體只是暫居之住所，則生亦不須過分厚養，死亦無離去之憂。當人真

能達到與道相溝通，甚至與道和為一體時，人也就在得道中達到永恆。人在得道後，

縱然身亡，其精神也會與道一起長存，即所謂「道乃久，沒身不殆」 14若道教中所

圓的是爭生，貝U老子所言便是不爭，弗為不爭，因此能夠天下莫能與之爭，處於應

得之壽享，然後安j頓所受之命，方是真正的「長壽」。老子的長生觀念依著他一貫「循

環不已」的概念，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從心態上的不執著，真正的不去著重

得失，自然無人能與之爭。這才是對生命真正的沉思與敬畏，而見死為回歸「道J 的

運行之過程。

三、老子保生之原則

提到保生 ， 一般人都會直覺地聯想到以個體生命為貴，應細心調養，以求保持

長壽。但是老子秉持著他一貫「正言若反」的辯證思想，先對於世俗養生意識提出

12 王先謙：〈莊子集解﹒養生主﹜（上海：上海書店， 1996 年 6 月），頁 20 。

11 王先謙：﹛莊子集解 ﹒ 至樂〉 ’ 頁 110 ° 
14 王強：﹛王輔集校釋﹒老子十六章﹜，頁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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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再從而建立起其獨特的保生思想。以下就〈老子〉中談及保生思想之若干篇

章提出討論，並歸納整理出老子的獨特保生思想可略分為：少私寡欲、守柔居下、

知足不爭、明道知止等四點原則，以下分項略述淺見：

（一）少私寡欲

首先，先就內心之修養談起，老子認為外在的感官刺激、慾望享樂都是令人生

命紛馳、擾亂本性的根源。對於物質文明的發展，老子一向是採取反對的意見的，

這對於其返歸「赤子之心」的理想自然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在〈老子﹒十二章〉

中清楚可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

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15

美麗績紛的色彩使人眼花撩亂：紛雜多樣的音調使人聽覺不敏﹔飲食廢飲會使人舌

不知味﹔縱情符獵使人心放蕩﹔稀有貨品使人行為不軌。這些一般人終其一生所追

求的享受，在聖人眼中卻是不值一咽，甚至有害身心的，因此聖人但求安飽而不逐

聲色之娛，﹔屏棄物欲的誘惑而保持安足的生活。除了飲食聲色之欲傷身外，就連「寵、

辱」之類的外在影響，也被老子歸入有害養身之道的範圍之內：

寵辱若驚，責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故責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

下。〈十三章＞ 16 

雖然一般人認為得寵為上，而受辱為下，確實受辱對於身心的傷害顯而易見，但何

以得寵亦然？因為老子認為無論得寵和受辱都會對人心造成影響，無論是痛苦難過

或是雀躍痛快，雖然感覺殊異，但是同樣使人的身心無法處於虛靜的狀態之中，得

到恩惠時感到心驚不安，失去恩惠也覺驚恐慌亂，如此則有違老子之養身哲學，皆

會對身心產生危害。更何況若因此而過分重視外在之身軀，則時時刻刻便要害怕失

去榮耀或受到羞辱，身體便無法處於自然的狀態中，這亦是另一種無形的束縛，也

難怪老子明言得寵和受辱都會感到驚慌失措。而所以有所謂的「大患f 實乃是因為

我有這身體， 如果沒有這個身體，那麼哪會有什麼大患呢？所以老子主張不應過分

寶貴自己外在的軀殼及嗜欲。但是相反的來說，若人能夠愛護天下甚至貴於一般人

15 王胡：〈王摺集校釋〉’頁詣。

16 張默生：（老子新釋〉（台南：大夏出版社， 1992 年 5 月），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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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自身的心，此處所指之「貴」、「愛」應是指老子所認為最佳的養生方式，即「無

為而治」’那麼便可以將天下托付﹔因為以這樣愛護自己身心的態度去為天下，叉何

患會作出傷害天下百姓之事呢？

同理若以天地為例，則天地所以能夠長久，乃是因為它們的一切運作都不為自

己，所以能夠長久。因此有道的聖人將自己的地位置於百姓之後，一切以人民之所

需為主，反而因此而贏得愛戴﹔把自己生死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生命。正是由于

他的不自私，反而能成就自己的「私願」，而其私顧卻是令天下百姓皆能保養其生的

「大公無私之願」。故謂：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 17 

值得注意的是，此與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第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第

狗。」（五章） 18並不相違背，反倒可以相互參照，因為唯有聖人能夠不重視小仁小

義，以百姓心為心，而拉高視角，從大處向下看，則天地不仁、不私愛，反而是對

大衷的大仁、大愛。因此，視萬物之生減為自然之化、如勢狗，來則來、去則去，
無須盈掛心中，才是聖人無私的最徹底表現。

另外，就老子心目中無欲的極致典範一「嬰兒」而言，在其思想體系之中，復

歸於赤子一向用來作為其哲學思想、中的理想境界，當然在現實上，人是不可能真正

返老還童，無論是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皆無法完全回歸到初生嬰兒的境界﹔但是經過

道的洗禮，在某些層面卻能夠達到嬰兒時期的「至柔」、「寡欲」、「不爭」境界，這

不是無知覺無意識的狀態，卻是經過悴煉體悟之後具有「覺性」的再回歸。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游除玄覽，能無疵乎？（十

章） 19 

若真能專一精神與形體，使形神不分﹔結聚精氣以致柔順，如同嬰兒般的至柔淳和，

並洗清雜念而復返光明澄澈的心體，沒有絲毫瑕疵，如此便能達到老子心中最高之

理想境界。

故即便是儒家的聖人孔子，也難逃老子的一番檢討改進之建言，司馬遷〈史記〉

所記載便可見兩家之說的相異處：

孔子過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17 王喝：﹛王喝集校釋〉，頁的。

18 王摺：﹛王粥集校釋〉，頁 9 。

19 張默生：〈老子新釋〉頁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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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J 老子修道

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老子韓非列傳＞ 20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

之號。送于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學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孔子世家＞ 21 

老子的「少私寡欲」與儒家思想相近的是兩者皆主張節制慾望，但相異之處是

在於老子更進一步的希望能去除「禮」的節制，回到「嬰見」般無欲之狀態，完全

無後天人為的造作，如此方是老子心中最理想的聖人之心，因此老子才會對於希望

對於圓家社會進一己之心力的孔子提出以上建言，期盼孔子亦能領會所謂「自隱無

名」之境界。再將之推而及於社會國家，正如同今日的社會，許多人蒙蔽於眼前的

艾明進步，將自己架構在由人為所推績出來的幻象中，殊不知一但撤去這所有人為

建立起的名物體制，才會發現其實自己是架空於虛無標渺之中的。也就因此，老子

認為唯有回復到小國寡民時，僅以衣食溫飽為務的境界，方能真正看清何謂天道、

何謂真實。老子曾經指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度是：

小國寡氏，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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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夫之聲相閣，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 22 

處於國土狹小而人民稀少的土地上，即使有著各式各樣的器具，也棄之不使用﹔人

民因為重視死亡而根留土地，不輕易向遠方遷移。雖然有舟船、車輛，卻根本沒有

必要去乘坐﹔雖然有鎧甲武器，也沒有機會去陳列。使人民回復到結繩記事的狀態，

文字也喪失其存在的意義，人民對於所擁有的飲食、衣物、居所、習俗皆甘之如胎。

國與國之間可以互相看得見，雞鳴狗吠的聲音可以互相聽閉，人民從生到死，互相

不往來。如此看似遠古不可得見的理想國度，或許是不可能有實現的一天，亦有人

因此而批評老子之理想國是開文明倒車的行為，但是仔細想想，也唯有如此境界才

真能完全實現老子的思想，說它與儒家的「大同世界」同屬於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也不為過。

（二）守柔居下

其次，內而能 「少私寡欲f 外則須 「守柔居下」 ’方能使其道理一貫。在對於

老子哲學的研究中，今日學者幾已取得共識，認為老子哲學是具有女性陰柔智慧的

m 劉起等注譯：〈全注全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2043 。
21 劉起等注譯：〈全注全譯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 ， 頁 1786 。
2 張默生：〈老子新釋〉，頁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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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其中「柔弱勝剛強J n的思維模式更是最顯明的例證’但要注意的是，此一

「弱」字並非軟弱，而是真有柔韌之意，具備了更深層的、持續不斷的生命力和創

造力。 24表現在保生思想之中，便可以「守柔居下J 概括之。在（老子﹒七十六章〉

立三﹒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亮，也枯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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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老子藉由自然界萬物之特性，歸納出萬物生長之時形質是柔軟的，死了的時候就變

成乾枯的結論。所以表現出堅強的東西是屬於死亡的一類，而表現柔弱的才是屬於

生存的一類﹔相同的道哩，當人活著的時候身體是柔軟的，死了的時候就變成僵硬

的，因此既然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6故人之求保養
身心當然需循著天道所顯見的規律而行，「專氣致柔」 27也就成為其保身思想、中極為

重要的一環。

老子更由此而推導出，正如同樹木強大就會遭受砍伐，故強大如樹木之根本者

必處於下方，而柔弱若枝條者則位居於上處的處世哲學。可見老學除了向內的以守

柔作為保養個人生命的方法之外﹔更推而向外，依著處下位方能長久的啟發，教導

人們避免外患、安身保命的行事準則。而莊子有關「桿木」之寓言， 28更是對於老

子此說的進一步闡發，所謂「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詞，

安於居下自然不會因為有用而招致到外來的損害。同樣的，當歸結到老子人生修養

論的最高理想一「赤子」之時，便以嬰兒至柔的狀態作為比喻：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贅述蟲不贅，猛獸不據，獲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

因。未知北牡之合而故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喔，和之且也 0 余口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五十

五章＞ 30 

老子認為真正含德深厚的人，或許可以比得上初生的嬰兒。初生之嬰兒雖然筋骨柔

n 王囑：（王謂集校釋〉，頁的。

24 牟鍾鑒：（老子的學說〉，牟鍾鑒胡字璟王謀法〈道教通論一兼論道家學說〉（山東：齊魯書社，

1993 年 12 月）， 頁 1日。
25 王粥：〈王粥集校釋〉，頁 185 。
26 王粥：（王強對交釋〉，頁的。

許主喝：〈王粥集校釋〉，頁 23 。
28 王先謙：（莊子集解﹒齊物論〉，頁 6 。

”王先謙：〈莊子集解﹒齊物論﹜’頁 6 。
如王喝：（王招集校釋〉，頁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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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拳頭卻能握得很牢靠，還不知道男女交和，但小生殖器卻自動勃起，這是因為他

精氣充足的緣故。整天號哭，但是喉嚨卻不會沙啞，這是因為嬰兒元氣淳和的緣故。

初生的嬰兒在老子的想法中，雖是處於至柔的狀態之下，但是並非內在精力衰頹，

反倒是精氣最充足、元氣最淳和之際，也就是因為嬰兒的至柔使得毒蟲不會去傷刺

他，猛獸不去傷害他，兇鳥也不搏擊他。相反的，當人逐漸成長茁壯，外在看來正

是處於春秋鼎盛的狀態之下，實則反倒不如初生嬰見般的淳和強韌﹔更甚者，因為

貪生縱欲而導致災殃’慾念主使和氣而逞強等緣故，雖然外在看似不斷強壯堅實，

實則是逐漸趨於衰老委靡，這是因為不合於道，不合於道很快的就會步向死亡。所

以老子主張應該認識淳和的道理一「常」’認識「常」方為「明」’當然這是老子所

用以闡述其理想狀態之一種比喻，必須得其意旨而忽略其不合理之處。

守柔用於處世哲學，則可進一步推及「處下」’老子言：「勇於敢則殺，勇於不

敢則活」， 31真正的勇敢應該運用於謙讓處下，方能保生而長久。可見老子不僅只是

單純的談論個體生命上的養護，更談及個人如何安處於社會外在環境之中，能守柔

處下方能全身避禍，免去外力所造成的災殃。（老子﹒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

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土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

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其與之爭。 32

江海所以能夠成為河流匯往之處，是由於它善於處低下的地位，所以能成為百川所

匯。同理，當聖人要為人民的領導，自然必須要的對人民謙下，要為人民的表率，

就必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們利益之後，即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四

十九章＞ 33 。所以聖人能夠居於上位而不使人民感到負累﹔居於前面領導而人民不

擔心受到傷害。但是聖人之所以居上位，並不與其「處下」的態度相仟格，因為居

上位是為了領導人們趨向其所未知的真正的「道」，而處下則是心態上真誠的謙遜，

並非如後來法家所謂的權謀論。也唯有真能做到如此，方能成為老子口中所謂的聖

人，天下人民才會樂於擁戴而不厭棄，正因為他打從心底便無與人相爭的念頭，所

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爭。

只是相對的，對於老子的保生思想，也有學者提出了各式不同的見解，其中部

分認為老子實則是為了鬥爭、權謀而提出其思想，卻叉有些太過了。如此則落入後

來部分法家思想家所摟取之老子思想而成之「冷智」’並不能如實的反映老子思想的

深意，固然將老子的哲學思想理解成一種智謀是極為容易的，諸如「將欲金之，必

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0 J 34之

Jl 王囑：〈王喝集校釋〉，頁 181 。

32 王囑：〈王謂集校釋〉，頁 170 。

刃王喝：〈王粥集校釋〉’頁 129 。
M 王喝：〈王喝集校釋﹒老子三十六章〉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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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確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權謀論。但是若老子所欲指呈的只是一事物運行的必然

道理，即「道J 的規律呢？當然若能掌捏住事物的規律，自然而然便能夠預測下一

步即將發生的情形，在針對這點進行滿足自己私慾的策劃’那麼便輕易地墮入了法

家所謂的重術派的冷智與謀略了。只是，演變到這一地步，卻與老子最原初的「道」

相背而馳了，老子主張的是清靜無為、少私寡欲，怎可能衍生出之後那些為圖利自

己而產生的設想呢？因此理解一種道理，若是持著功利的念頭自然能將它導入功利

之途，若是持著壞的念頭，那麼即便是好的也終將被推導成壞的念頭，這完全在於

能否徹底了解真理的本質，與是否真切的去實行，如此而己。若能汲取老子哲學中

真正的精神，佫守著真理，則即便長不長生對於老子而言都已不再重要了，更何況

是為爭奪名利權勢而生的智謀呢？因此將老子長生思想作為不同於儒家的，對於人

生處世的另一種態度，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三）知足不爭

既然老子主張符合於道的心態，對內應該要「少私寡欲」’對外要「守柔居下」﹔

那麼更進一步表現於外的具體行為自然是「知足不爭」的。唯有知足不爭，方是維

持身心虛靜的最佳之道，任何希求對己身有所增益的行為，反而會對自己的造成傷

害，更可能無法達到最初原本所欲達到的目的。如（老子﹒二十四章〉所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35

從最簡單的小事著眼，光是墊起腳尖想要高過別人，就會因為站不穩而傾倒﹔只是

張大步伐想要快過別人的，反而因為超過自己能力所及而無法走動。同樣的，越是

希望表現自我的、越是自以為是的，反而越不顯明、越不顯著﹔越是自誇自伐的，

自矜自負的，反而越不見功績、越不長久。這些自我炫耀，好勝爭強的表現，以道

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僅無益，抑且有害而令人厭惡的，所以有道之士，是不會這樣

做的。與此章意義相近，而可相互對照的則是〈老子﹒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建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

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36

此章正好反過來說，從正面說明合於道的行事準則，指出委屈反能保全，屈就反能

35 王粥：（王胡集校釋﹜’頁的。

M 王粥：〈王喝集校釋〉’頁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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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低淫反能充盈，弊舊反能生新，少取反能多利，貪多反而迷惑。所以有道的

人當堅守這一原則作為天下事理的範式，不自我表揚，反能顯明﹔不自以為是，反

能彰顯﹔不自己誇耀，反能建功﹔不自我矜持，反能長久。正因為不與人爭，所以

天下沒有人能與之爭﹔這裡從正面再重新論述一次，足見老子對於「不爭」這一理

念是十分看重的。但是仍有學者對此說表示不同的意見，如許抗生先生所言：

老子以曲求全的思想，也充滿著辯證的思想方法，是有其合理的內容的。但

是，守曲處下並不一定能成全大業。因為曲能轉化成全是要有一定條件的。

其條件之一，就是曲者的敢於奪得勝利，敢於鬥爭的精神，這說明老子所代

表的“弱者”鬥爭意志有所衰退，這樣就不可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曲”也

就不能轉化成“全”。在這裡’老子的思想有其一定的缺陷。 37

只是，老子可真有慾望希冀能成大業？或著獲得所謂最後的勝利？其實或許老子本

身並無教人須有鬥爭意識之意，更不是刻意守虛處下以謀取最終之利益，只是單純
的希望能夠彰顯真理，糾正世人被物欲所扭曲的思考模式。若是依此設想，或許便

沒有前面所言的缺陷了。

若是對於個人言行的甚且如此嚴格要求，更何況對於老子一向不屑一顧的名聲

財貨呢？所以對於身外之物的名利，老子除了主張無法長久持有之外，更相信越是

喜愛而積極去爭取者，越是會遭受莫大的損失，因此唯有知足方能長樂，不爭才能

不失。如〈老子﹒九章〉云：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專注於執持盈滿，不斷的為物慾牽著鼻子走，終究會對自己造成傷害，不如適時停

止，只取能滿足自己基本生存所需者。而過於自滿的人，必將因此而失敗﹔顯露鋒

芒，銳勢難保長久，過於鋒芒畢露，則極易遭受的意外的挫折。這道理是我們一貫

聽間的，不論是儒家、道家對於過猶不及皆持反對的態度。至於擁有金玉滿堂的財

富，則往往無法守藏﹔因為富貴而驕傲，則容易因此而自招禍患。因為樹大招風而

導致的悲劇屢見不鮮，但真正能適可而止、功成身退，適時的合藏收斂、急流勇退

者叉有幾人？如不能合於自然的天道終將遭到自然淘汰的命運。叉（老子﹒四十四

章〉所言亦是相同的意思，經由一連串的提問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

孰病？」”，提醒處於塵世中的眾人知道得到名利和喪失生命一樣危險 。因為為了得

到甚愛之物， 就注定要付出重大耗費，若是收藏豐富的藏貨則必定會招致慘重的損

37 許抗生：〈老子與道家〉（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頁 34 。
到張默生：〈老子新釋〉頁的。
39 王粥：﹛王摺集校釋〉’頁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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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因此唯有知道滿足才不會受到屈辱，適可而止就不會帶來危險，如此方是可以

保持長久之道。故言「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 J 。 4。

可知老子認為天底下最大的禍患沒有過於不知足的，最大的罪過便是貪得無

磨。而人世間最大的欲求莫過於國家之間的戰爭了，只是為了滿足帝王一己之私慾，

或獲得額外的名利，往往必須耗費無可計數的生命與資源，無論對於戰勝或是戰敗

的一方，都絕對是弊多於利的：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戒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41 

當國家政治步上軌道時，連載的戰馬都可以還給農夫以用來耕種﹔當國家政治

不上軌道，就連馬匹也必須於戰場上產子，可見當戰爭一旦發生，對於人民最基本

的需求都無法照顧到，此時的國家自然是無道的。老子此章舉出一圓的政治作為譬

喻，寫出一國政治是否合於天道，對於一國百姓生活的鉅大影響。從而可見，小至

一人之愛慕名利，大至一圓的戰爭鬥爭，最大的禍患皆起於相同的原因一「不知足」。

所以唯有真正知道滿足為止的人，才永遠是滿足的。用於養生亦然，故謂「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七十五章） 42只有不刻意追求保養這外在的身軀者，方

是真正了解養生的定義，也才真正是高過那些只知奉養奢厚的人。

（四）明道知止

最後總括來說，老子的保生思想，基本上是必須歸根於能夠正確的了解天道，

才能具備知所行止的能力，在把持住最基本卻也是最重要的原則之後，心態及行為

上便可以正確無誤地依著正道而行。老子主張人應效法自然之道、法天道而行，怎

能不明確的體認天道呢？對於認識天道，老子自有他的一套進程。所謂「歸根日靜，

是謂復命，復命日常，知常日明。」（十六章） 43返回本根叫做靜，靜叫做復命。復

命叫做常，了解常叫做明。這是老子從天地萬物的自然運行之中，所歸納出的往復

循環的道理，亦即「大日逝，逝曰遠，遠日返。」〈二十五章）之理44 ，老子一向不

明言「道」之為物，只能使用類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日道，強為之名日大。」（二十五章〉

咱王輔：〈王謂知交釋﹜，頁 1訕。

~l 王喝：（王摺集校釋〉，頁 125 。

42 張默生：〈老子新釋〉，頁 1日。

43 王喝：〈王摺集校釋〉’頁 35 。

制王粥：：〈王喝集校釋〉，頁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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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之類的恍兮惚兮的形容詞來做說解，因此要真正的體認道，也唯有從天道所直接

顯現的自然萬物中取得線素，並以身體去感知，在道的面前所有言說的界定都是不

足的。單就其中關於保生之論而言，我們可以勉強得知，若能依循著常道的運行則

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十六章）

46 ，真正了解常道的人是能夠無所不包的，無所不包就能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才能無

不周遍，無不週遍才能符合自然，符合自然才能符合于道，體道而行才能長久，終

身可免于危殆。如此則可粗淺的對於老子理想、中所希望的行道之路有些理解，若能

身體力行合於天道，便能沒身不殆。

至於沒身不殆的觀念，在（老子﹒五十二章〉中叉再次提及，可見此為老子思

想中持守天道所能達成之重要目標：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

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為習常。 47

此言天下萬物都有其本始，以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如果能夠得知根源，便能認識

萬物﹔如果認識萬物，文持守著萬物的根源，終身都沒有危險。與上一段所言對照

來看，很明顯的，此處所謂天地萬物的根源便是「道J ’再次重申只要依道而行，塞

住嗜欲的孔竅，閉起嗜欲的門徑，便能終身都沒有勞憂危殆之事﹔相反的，若是背

道而行，打開嗜欲的孔竅，增加糾雜的事，則終身都將不可救治。末段所言則提示

了除了從外察見細微的道體稱為「明」’能持守柔弱的道體叫做「強」之外，更應該

運用智慧之光，反照內在本然之明，如此方不會給自己帶來災殃，這才叫做永續不

絕的常道。

而除了明道、法天而行之外，若是已確實遵行老子所言，卻仍處在近死之地，

叉該如何呢？依老子所言可知「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十三章） 48 ，老子並不強求長生不老，而是只求超脫生死之外，如此便無須擔心，

這與後世道教之追求長生不老並不相同，所以部份道教學派以追求長生為務，反倒

並不合乎老子的初衷了。但若原可保生，卻自作孽而趨於死亡之境以是不重視生死，

卻是太過不智而不能明白老子的真意了。如（老子﹒五十章〉所云：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兒虎，入軍不被甲兵。兒

無所技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五十章〉

~5 王強：〈王輔集校釋〉，頁的。

46 王輯：〈王粥對交釋〉，頁詣。

盯王粥：〈王摺集校釋〉，頁 1”。

咱王粥：〈王粥集校釋〉，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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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生為出，死為入，人出世為生，入地為死，在眾人之中屬於長壽的人，或許佔十分

之三﹔屬於短命的，也佔十分之三﹔而人本來可以活得長久，卻自己走向死路的，

叉佔了十分之三。這是因為奉養太過度，太過看重肉體之故。因此正如老子之理想

中的小國寡民之境一般，對於人自身的奉養，其實只要能得溫飽即可，過多的器械、

舟車不過是備而不用的器具，從而過度的厚養其身，造成不利反弊的結果，如此人

生不正是白忙一場嗎？所以說真正善於養護生命的人，在陸地上行走不會遇到犀牛

和老虎，在戰爭中不會受到殺傷﹔因為犀牛用不上它的角，老虎用不上它的爪，兵

器用不上它的刃。這都是因為善於養生的人根本就不會進入死亡的境地，使自身遭

遇到可以事先避免的危險。而犀牛、老虎、兵器更可比之於慾望，所謂的險地也就

是人心充滿著慾望，因此可見老子認為只要能夠知天道之真義，節制慾望，並避免

使自己步入危險的境地，則必能夠保養所應得之生命。

四、結論

為了幫助人們擺脫現實生活的苦難，而在心靈上獲得自由，使得死亡顯得平和

柔美，歷來的思想家莫不費盡心力尋求解答，但這無疑是人類永恆的疑問。在對永

恆生命的建構與追求的希冀之中，人們體會到了肉體生命不可能永存，轉而追求精

神的不朽。以入世作為考量重點的中國儒家的仁義死亡觀，對於人們遭遇生死之抉

擇有其積極的貢獻，儒家選擇將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仁義事業之中，以求與之永

存。因此儒家面對死亡之時，只要是為仁義，無論生死都能坦然處之。子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J 50 、孟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51 。但若是依前所論，若換個角度想，

依照老子對於保生的思考觀點切入，明白真正的天道，安時而處順亦不官為另一能

從容面對死亡的態度。

老子此說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以反面思考模式為中國思想的廣大版圖開啟了另

一半未曾開發的領域，透過此思維模式，將其思想中的精髓貼切地傳達於後世，在

言說未盡之處，方是大道所在。這不僅影響了哲學思考的探索，對於中國文化的其

他層面亦有著極大的啟發，諸如文學、美學、藝術．．．．．．等，皆有其廣泛之影響。在

人生哲學上，更是處處充滿了辯證的智慧，言語上的相反相成，造就了老子思想一

條獨特的思維模式。在這看似惑人的文字中，實則隱含了用心良苦的智慧結晶。老

子一反儒家以道德主體為重 ，而代之以生命主體為先 ，相較於積極入世為全體奉獻

的儒家精神， 強調隱遁無名、超脫死生的道家思想為面臨生死的人們找出了另一種

解惑之道、重新省視生命真正的價值所在。

49 王輯：〈王胡集校釋﹜，頁 134 。

到朱熹：〈四書集註〉（台北：學海出版社， 1991 年 3 月），頁 l的。
51 朱熹：〈四書集註〉’頁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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