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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無名」思想重詮
蕭振聲*
摘 要
對於老子之「無名」思想，古今論者恆從「命名」的入路著手詮釋。據其說，老
子之「無名」，乃是指「沒有名稱」或「難以冠名」。依此，當「無名」一詞被用以
描述作為宇宙本根的「道」時，它是指道「沒有名稱」或「不得冠名」。而根據老子
哲學，對道的性格之描述旨在為人間的侯王提供治國理民的借鏡，因此之故，
「無名」
亦喻示了侯王應當遵循的某種治國理民的方法，例如「政治上的不立形名」和「修養
上的為萬物除名」等。必須承認，循此入路而作的詮釋確有堅實的文獻根據，在義理
上亦可自圓其說；唯老子「無名」思想的可能義蘊，應當仍有可開發的空間──譬如
說，老子之「無名」，或可看作是「無為」的某種表達方式。根據這一理解，「無名」
在「沒有名稱」或「難以冠名」一義之外，尚可容納「不追逐名望」或「勿求取聲譽」
這些內涵。將「無名」概念置於「無為」脈絡下重新作出詮釋，既可避免前述的「命
名」入路所遭受的各項理論挑戰，亦能立足於文本而對老子哲學提供融貫、一致的釋
讀。

關鍵詞：老子、道、無名、無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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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命名」與「無名」
從古代眾多《老子》注文到當代的道家研究，對於老子的「無名」思想大多循「命
名」的入路進行解釋。這些解釋大致上可分為「道」和「人」兩條線索。前一線索是
以道之「不可名」證立道之「無名」
。所謂「不可名」
，古今論者恒解作「命名活動的
失效或拒絕」──我們不能夠（甚至不應當）像命名萬物一樣對「道」進行命名。至
於老子之道「不可名」的理由，歷來解說主要有二：一種認為言說活動有其範圍，而
「道」則處於此範圍以外，是以道因不可說而不可名，故而無名；另一種則認為人類
之認識能力有其限度，而「道」則越出此限度以外，是以道因不可知而不可名，故而
無名。但無論道之「不可名」是人類的言說活動或其認識能力的限制使然，當中的邏
輯是一樣的：由於道「不可名」
，是以道「恒無名」
，而此解幾成老學一大定見矣。
後一線索則把老子之「無名」解釋為某種人事上的規範，歷來解說亦有二：一種
將「無名」解作政治上的「不為尊卑上下立名分」──不立名分，則民無所爭競，如
此則為「善治政者」
；另一種則將「無名」解作工夫上的「不為天地萬物立名號」──
不立名號，則物無區別，進而可無欲、無身，如此則為「長生久視之道」
。要之，
「無
名」一概念不論喻「道」喻「人」
，古今論者皆是從「命名」的入路出發──前者是把
「無名」視為語言上及知識上的描述性概念：對於那奧妙之至、其廣大無涯不知何極
的「道」
，人類非但難以言之，亦復無以知之，
「無名」一詞遂界劃了人類的語言功能
和感知能力在「道」面前所遭遇到的限制；後者則是把「無名」視為政治上或工夫上
的規範性概念：各種「名分」或「名號」的設置，意味著萬物的形態之分及其價值高
下之別，而此等分別實為人類貪欲之源及世間紛亂之所由。是故握守「無名」
，不作任
何分別，乃所以從根柢上息欲止亂也。
上述四種循「命名」的入路展開的「無名」解釋確有堅實的文獻依據，在義理上
亦曉暢通達，唯老子「無名」思想的可能義蘊，當仍大有可開發的空間。譬如說，
「名」
這個字既可指「名稱」或「名號」
，也可指「名望」或「聲譽」
。依此，所謂「無名」
，
除了可被理解為「沒有名稱」
、
「難以冠名」外，亦可被理解為「不求取聲譽」或「勿
把持名望」──即無意於聲譽、名望的競逐。後一種理解，恰是老子所言「無為」的
一個例證或表達方式。在老子「無名」思想的詮釋上，此一「無為」的入路可作為「命
名」的入路以外的一個理想選擇。它不僅可充份立足於《老子》文本，亦可避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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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入路所碰到的若干理論挑戰，同時也能更周延地說明「無名」和「有名」的關
係、
「無欲」和「有欲」的關係這些老子思想中極具爭議性的論題。

二、論道體之「無名」
（一）以言說活動的範圍證立道體之無名
1.詮釋
根據王弼、范應元的說法，言說活動之所以可能，必須取決於事物的「形」──
即事物可被觀察的形態、性質、規律或條理。換言之，事物的可被觀察的「形」界劃
了言說活動得以運作的範圍。依此，前者可看作是後者的必要條件。王弼注《老子》
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時即述及言說活動此一條件：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
、
「不可名」也。1
王弼指出，若「道」可被言說（可道之道）
，必定關涉具體事象（指事）
；若「名」
可被設立（可名之名）
，必定反映客觀形態（造形）
。由於老子之道並無恒常不變的事
象和形態（非其常）
，故對之不可言說（不可道）
，亦不得命名（不可名）
。顯然，王弼
是以老子之道為不符合言說活動之條件者。其注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亦表達了相
近立場：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2
「名」之設立以事物之形狀為準，此之謂「名以定形」
。而由於道「混成無形」
，
故對道來說，命名活動實缺乏一可行之依據。同樣地，王弼以「道無形不繫常，不可
名」注解三十二章的「道常無名」一語，3亦是以事物之「形」為命名活動之所以可行
者。
在王弼的立場，命名和言說之可行與否取決於事物之有形無形。就此看來，王弼

1

2
3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83 年）
，頁 1。按：文中凡引通行本
《老子》悉據此本。為省篇幅，僅隨文附以章號，不另註明。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63。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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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把命名活動規定為言說活動之一形態。范應元4對此則有明確態度。他引蘇轍之言曰：
道不可道，而況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5
據此，范應元同意蘇轍的觀點，認為道之「無形」造成了言說活動之失效（不可
道）
，同時即涵蘊了命名活動之失效（不可名）
，此即以後者為前者之一形態。此外，
范應元為「名可名，非常名」作注，說法和王弼幾如出一轍：
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為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
道、不可名也。6
在此，范應元繼承王弼，以「萬物有形」作為其「可道」
、
「可名」之準據，即是
以「形」規限言說活動可及之範圍。而老子之道雖化生萬物而無形無象可舉，故言說
活動無所可用，這就是何以道是一「不可道」
、
「不可名」者。范應元注下句「無名，
天地之始」亦有相類說法：
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7
「渾淪未判」意即道於天地開闢之前是一未分化之整體狀態，故無特定形象可知
可感；
「孰得而名」則是從反問的方式表述「不可命名」之意。其注四十一章「道隱無

4

5

6
7

范應元其人不見於官史記載。其著作收入《續古逸叢書》
，憑藉卷前署名始為世人所悉。除了可
斷定其為南宋理宗年間人外，學界對他的瞭解實頗有限。大約只知其人有道士身份，雅好老莊，
所著的《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以漢魏六朝古本為底本，並博採各家注文而成書。南宋道士禇
伯秀於《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曾隱約談及「范無隱」和「師諱應元」
，范應元或即其師。有關范
應元生平著作的考證及其思想史地位的評價，參見劉固盛，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試
論〉
，
《中國道教》2001 年第 2 期，頁 10-13。按：之所以在此引述和評論范應元之老子注文，
並將之與王弼之老子注文互相比觀，一方面是由於范注和王注在某些地方有很高的一致性，可
資比較發明，以澄清問題所在；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范注頗有進於王注者。例如王弼並未直接肯
定「命名」和「描述」的密切關係，范應元則明確將「描述」規定為「命名」的必要條件或先
決條件。這些明確的說法有助於突顯古代老學詮釋者的一般立場，從而為下文的分析考察工作
起到很好的鋪墊作用。
宋･范應元撰、黃曙輝點校，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頁 2-3。
宋･范應元撰、黃曙輝點校，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頁 2。
宋･范應元撰、黃曙輝點校，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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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亦然：
既無聲無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8
謂道因其無形而「不可名」
，是從反面表示事物可知可感的「形」乃是命名活動
之必要條件。可以說，王弼和范應元皆以可被觀察的「形」決定言說活動及命名活動
之範圍。若將言說活動和命名活動應用於無形的「道」
，則是對言說活動和命名活動之
誤用，如此則成一「範疇錯置」
（category mistake）之謬誤矣。

2.檢討
綜言之，在王弼和范應元的立場，老子之道之所以「無名」
（沒有名稱）
，是由於
道「不可道」
（無法言說）
、
「不可名」
（不得命名）
；而道之所以「不可道」
、
「不可名」
，
則是由於道「無形」
（沒有可被觀察的客觀形象）
。這種有關語言與本體之關係的詮釋
在老學史上影響極大，直到今天仍為不少學人所接受。唯基於學術討論的責任，這裡
試對此提出三個問題。
首先，這種詮釋把言說活動的有效性鎖定在經驗事物的範圍，捨此之外任何言說
悉無意義，似乎觸犯了某種不相干的謬誤（fallacy of irrelevancy）
。理由在於，由「言
說活動在經驗領域內有效」這一點，並不能推論出「言說活動在經驗領域外無效」─
─言說活動是否有效，和它所涉及的對象是否具備經驗性並不相干。譬如說，有許多
事物雖然並非經驗事物，但仍然可成為被言說之對象。這種例證不勝枚舉，如數學語
言的對象是 1、2、3 這些抽象概念和加、減、乘、除、等號這些符號，邏輯語言的對
象是對確性（validity）
、真確性（soundness）
、前提（premise）
、結論（conclusion）這
些邏輯性質和涵蘊（implication）、涵衍（entailment）、預設（presupposition）這些邏
輯關係；形上學語言的許多對象如本體（entity）
、實體（substance）
、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上帝（God）
、靈魂（soul）等更顯非經驗事物。由此可知，就人類言說
活動的實情而言，除了經驗事物，尚有其他領域（包括非經驗領域）的事物可作為言
說活動的對象。據此，王弼和范應元把老子之道的「無形」規定為其「不可道」
、
「不
可名」的理由，就其詮釋本身來看，實難免不相干之疑慮也。

8

宋･范應元撰、黃曙輝點校，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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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退一步承認「無形」可充份支持「無名」（不可道，不可名），「道不可被
言說」這一詮釋似仍得面臨一些邏輯難題：在此語中，「不可被言說」顯是被用以
描述「道」的一個謂詞（predicate）。就其為謂詞而言，「不可被言說」亦是言說的
一種。換言之，「道不可被言說」一語即涵有「道可被言說」一義，故「道不可被
言說」實是一暗含矛盾（contradiction）的句子。以此暗含矛盾的句子作為對老子
之「無名」思想的詮釋，無疑違反了文本詮釋的「善意原則」
（principle of charity），
更不消說此一詮釋忽略了《老子》中眾多有關「道」的言論！
此外，王弼和范應元主張言說活動之不可行涵蘊了命名活動之不可行，其背後似
有一假定：命名（naming）一物同時是描述（describing）一物。然而這一假定未必成
立，因為它混同了「專名」
（proper name）和「描述辭」
（description）這兩個不同的概
念。一個描述辭如「白雪」固然對某物（雪）提供了某種描述（白色）
，但一個專名卻
旨在直接標示出一物，它可以卻不必須承擔描述該物性質的功能。據克里普克（S. L.
Kripke）的看法，有些專名雖然是透過對一事物之性質的描述而設立，在此情況下命
名一物同時即描述一物；但這卻不意涵專名之指涉功能必須立足於對一物之描述。可
以想像，設若一物形態改變，從此失喪了原先的命名過程所關涉的性質，這仍然不妨
害我們繼續使用其原來的名字去稱呼該物。9換言之，有些專名之指涉即使從歷史的角
度看的確和描述事物性質有關，但後者卻不能被理解為前者之指涉之所以可能的必要
條件。依此，專名的指涉性和事物的性質是可以分離的。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那麼王
弼和范應元以道之「無形」證立道之「不可名」與「無名」便是對「專名」和「描述
辭」之區別的誤解──他們認為道的命名過程必須同時是對道的性質之描述，而由於
道的性質無法被掌握，此即構成了道無法被冠名的障礙，但他們卻忽略了：專名固可
藉描述辭之姿態出現，但專名卻不必須是描述辭。依此，若以老子之「道」之無形無
象作為「道」不可命名的理據，便似乎模糊了「專名」和「描述辭」兩者之分際。10何
9

10

Saul A.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1980), pp.
25-27.
審查委員提出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批評：專名與描述辭之區別似乎不見於《老子》
。故以這一對概
念批評王弼、范應元之說，於老子文義並無根據。在此敬答如下。專名和描述辭之區別及其背
後所牽涉的直接指涉理論（direct reference theory）和間接指涉理論（indirect reference theory）
之區別雖然是近當代西方語言哲學逐步發展出來的產物，但這些概念和理論乃是針對人類既有
的語言現象所提出，因此可將之從特有的哲學或哲學史背景抽離出來，對一切語言現象作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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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當中更有一文獻上的問題：即使把老子之「無名」一詞解作道「沒有名字」
，老子亦
沒有表示道之無法描述是其不得命名的理據。
從前文分析可見，王弼和范應元對於老子「無名」思想的詮釋實有不少理論上的
難題。就其詮釋的理路而言，既和人類言說活動的一般經驗互不相協，亦陷入了自相
矛盾的疑慮；就其與老學之關係而言，其說有非老子觀念之所涵者，亦有與老子文義
相遠者。因此，以言說活動的範圍證立道之「無名」雖可突顯老子對語言和本體之關
係的看法，但它所面對的理論挑戰亦是頗為嚴峻的。

（二）以認識能力的限度證立道之無名
1.詮釋
古代論者由人類言說活動的限制入手證立道之無名，所著眼的乃是語言與本體之
關係：對於作為形上本體的道，人類的語言只能消極地說明它「不是什麼」
，而不能積
極地說明它「是什麼」
。換言之，人類的語言只能藉由遮詮的方式對道有所敘說。11根

11

的檢視。我們不必由於它們是近當代西方哲學的產物，就預設它們只適用於西方哲學的討論，
或預設它們只適用於近當代語言哲學的討論。舉例說，邏輯學是西方學者探討推理形式的學問，
而推理形式背後所涉及的就是對各種邏輯規律的研究。假設一位研究先秦諸子的學者在論文中
說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話。當我們指出文中的矛盾時，這位學者顯然不能以「矛盾律是西方哲學
的產物，在中國哲學論文的文義中並無根據」來辯解。之所以不能以此辯解，正是由於邏輯學
雖是西方哲學的產物，但它所談論的卻是有普遍性的學問──任何說法若要言之成理，先決條
件是不能違反邏輯規律。換言之，一個說法是否有普遍性，和這個說法由什麼人或哪個民族提
出來是互不相干的。若僅以一個說法起源於某一文化或民族，就主張這個說法只能相對於該文
化或民族而成立，便似乎觸犯了所謂「起源的謬誤」
（genetic fallacy）
。同樣的，文中所援引的
有關專名和描述辭之區分，雖然是近當代西方哲學的觀點，但由於它探討的是人類普遍的語言
現象，因此這並不妨礙它可被用來檢視任何涉及語言哲學問題的說法。事實上，文中批評王弼
和范應元對道不得命名的論證預設了「命名必須立足於描述」
，非但沒有超出老子文義的問題，
反而正是要指出王、范的說法超出老子文義──因為老子雖屢說道「無名」
（屬於命名問題）
，
卻從未針對道的「無形」
（屬於描述問題）立論；亦即，老子從未以「道不能被描述」作為「道
不能被命名」的理由──也就是說，老子的說法沒有「命名必須立足於描述」的預設。再簡單
的說，王、范二子「命名必須立足於描述」的預設乃是超出老子文義者。文中運用西方哲學有
關專名和描述辭之區分批評王弼和范應元，正是要對老子的說法何以不含「命名必須立足於描
述」的預設作出理論性的補充說明。以上所論，均是撰文時未及清晰思考者。感謝審查委員指
出關鍵問題，讓筆者有機會釐清個人鋪陳相關觀點背後所涉及的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
這裡援用「遮詮」的概念討論道和語言在老子思想中的關係，主要是參考了審查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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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派看法，所謂「無名」
，就是老子以遮詮的方式說明道和語言之間的矛盾關係的一
個概念。值得一提的是，無法積極對道作出表詮，語言本身的限制固當承擔起部份的
責任；然而語言在本體面前之所以出現限制，當有一更基本的原因──此即人的認識
能力，只及於經驗範圍內的有形有象者；對於經驗範圍外的無形無象的本體，便失喪
其作用。亦即，語言在本體面前出現敘說上的限制，不當全歸咎於語言本身；人類有
限的認識能力或許能為此提供更為基本的解釋。關於這一點，在古代論者的說法中似
已見其端倪，唯言之甚隱約。例如他們主張道不可道、不可名的理由在於道之無形、
無聲、無象，當中所謂無形、無聲、無象正是針對人類有限的認識能力而有的說法。
但這些說法的落腳點畢竟仍在於道作為宇宙本體的某些特性，因此較宜將之視為本體
論的立場。而將道不可道、不可名的理由從「道」之無形、無聲、無象轉焦至「人」
缺乏全面認識道的能力，亦即從本體論的立場變更為知識論的立場，則多見於當代學
人的論述。當中，應以劉笑敢先生的研究為代表。例如他在析評《老子》首章時說：
「可道」與「可名」
，
「無名」與「有名」
，以及「恆無欲」與「恆有欲」涉及的
主要是認知問題中的辯證觀。……萬物起源既有無名之始，又有有名之母。無
名即不可道、不可名，也就是超越於人類之有限生命與感知能力的。有名即可
道、可名，也就是人類可以通過感性、知性或理性來認識與描述的。萬物起源
演變既有無名而不可知的一面，又有可知而有名的一面，……人類既知那裡確
有一個共同根源，又不知其究竟，因而只能以比喻的方法稱之為眾妙之門。當
然，驗之於第二十五、四十二、五十一章，這無名之始和有名之母的和合之體
也就是道。所以，本章的中心是從認知的角度討論宇宙總根源和總根據之「有
名」與「無名」的辯證關係和特性。12
依劉先生意，《老子》第一章言「道」是從認知問題出發：由人類之感性、理性
所不及處言，道有不可認識的一面，故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此即道之「無名」
；而
由人類之感性、理性所及處言，道卻有可認識的一面，因而道又是可道、可名的，此
即道之「有名」
。劉先生復解釋道何以難名：

12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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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為甚麼沒有名，或者說為甚麼很難命名，為甚麼只能勉強名之曰「大」呢？
這是因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本之「大」
，是超出我們個體、乃至全人類的認
知能力的。老子對它的認識是模糊的，我們今天對道所指代的宇宙萬物的總根
源、總根據的認識也仍然是模糊的。因此，對道的描述只能是大致的，不可能
是十分確切的。我們勉強稱之為「道」或「大」
，不過是給它一個符號或象徵。
13

在此，劉先生貫徹他的立場：道之所以難以冠名，是因為道乃是物之最大者，而
物之「大」實遠超人類認識能力之限度，無法為人類徹底瞭解。

2. 檢討
劉笑敢先生的解釋的確為老子之道何以「無名」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視域。他由道之難以冠名引申出人類在認知上之有限性，復據此結合老子之「無為」
觀念，警惕人類既無法全然掌握宇宙底蘊，故實不應當不計後果地為所欲為，14所論
尤其精彩。而若撇開這些現實性的關懷不談，劉先生的解釋最少有數處值得深思。
首先，劉先生認為人類的認識能力有其限度，而道之「大」超出此限度以外，這
是道難以冠名之由。若此看法要成立，得預設一項有關命名的原則：
「一物完全在人類
認識能力範圍以內是人類成功命名該物的必要條件。」這項原則在大方向上無可置疑，
唯細節處可待討論。和上文的「言說活動之範圍」的證立方式一樣，這項原則似乎模
糊了「命名」和「描述」兩者──道超出人類認知範圍以外，最多只會導致人類難以
「描述」它，卻不會導致人類難以「命名」它。蓋專名不必擔負描述責任故也。依此，
以道為人類認知能力所不及為由證立道之不可名、難名、無名，對命名原則或命名功
能的把關似乎過於嚴格。即使退一步承認一物之完全被認知是其成功被命名的必要條
件，這也不能合理地證立道之不可名、難名或無名。理由在於，非但「道」無法被完
全認知，即使是簡單如一條草、一滴水、一粒塵、一根髮，也同樣是無法被完全認知
的（沒有科學家敢說完全掌握了這些簡單事物的全部知識）
。就此而論，任何事物皆無
法被完全認知，乃是宇宙間相當普遍的常情，實不獨「道」而然也。但即便如此，這
卻不妨礙我們對草、水、塵、髮分別冠以「草」
、
「水」
、
「塵」
、
「髮」這些名稱。這反
13
14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上卷，頁 323。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上卷，頁 3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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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一個事實：在一物能否被命名的問題上，該物是否被完全認知乃是一項不相干的
因素。15據此，由「道無法被完全認知」這一點出發，似乎難以相干地證立「道」之
不可名、難名或無名。
前述是純就劉先生的解釋之內部邏輯而作的評論。事實上，劉先生若干說法亦似
有超出《老子》文義者。這主要表現在兩點上。第一點是：劉先生主張「道」超越人
類認識能力之限度是其「不可名」乃至「無名」的理由。然而在《老子》中卻似有相
反說法。如十四章云：

15

審查委員針對這裡的論證指出，道雖然超越認識，但這與微觀世界中的物質性的事物如一氧化
碳之不可見在形態上是不同的。審查委員的意思似乎是說，雖然道和某些物質性的事物都有「不
可被（完全）認識」的性質，但這兩種「不可被完全認識」卻有形態之異，因此不宜以（例如）
一氧化碳的「不可被完全認識」來類比道的「不可被完全認識」
。拙文鋪陳觀點之際，的確沒有
注意到這當中的細微差別。審查委員點出關鍵所在，筆者由衷感謝，在此補充說明如下：劉笑
敢先生之所以主張道無法被冠名，是由於道無法被完全認識。由於認識道涉及對道的描述，因
此，劉先生上述主張其實預設了「描述一物是命名該物的先決條件或必要條件」這個原則。這
裡有兩點必須釐清：一，根據這個原則，命名必須立足於描述。由於道無法被描述（或最少無
法通過表詮的方式被正面描述）
，因此道同時無法被命名。文中繼續援用當代的直接指涉理論的
觀點給予批評，即用來指涉道體的「道」這個名稱作為一個專名（proper name）
，它可以被理解
為對道體的直接的標籤，無需以「描述」作為其命名程序的中途階段。也就是說，即使道真的
無法完全被認識，從而無法被正面的描述，這亦不宜作為道難以冠名的理由──因為道所涉及
的命名程序，本就可以跳過描述的步驟而成立。二，由於這個原則是從劉先生的說法中析取或
抽象出來的，因此這個原則中的「物」字，應當被理解為邏輯上的個體變項（individual variable）
。
既然它是個體變項，則它自可由各個體常項（individual constant）所代入。依此，由於「道」和
「一氧化碳」
（也包括文中所舉的「草」
、
「水」
、
「塵」
、
「髮」等）都屬於個體常項，那麼，根據
上述原則，我們既可說「描述道是命名道的必要條件」
，也可說「描述一氧化碳是命名一氧化碳
的必要條件」──不管被描述、被命名的對象為何，皆不妨害這個原則對於「描述」作為「命
名」的必要條件的肯認。文中正是要指出，先不說老子之道這種感官無法觸及、理性難以把握
的形上存有，即使是最為客觀、簡單的物理事物也有無法被全面認識和描述的問題。但雖然如
此，人們仍可略過描述的程序而用各種專名直接標籤事物，例如以「草」標籤草，以「髮」標
籤髮等。這一語言現象反映出「描述一物是命名該物的必要條件」一原則並不是必然的。如果
這原則對於「草」
、
「髮」
、
「一氧化碳」等個體常項沒有必然的規定，則它對於「道」這一個體
常項亦應沒有必然的規定──因為道和一氧化碳等物理事物在形態上的不同，相對於「描述是
否命名的必要條件」這問題來說看來是不相干的。換言之，雖然道之超越認識，在形態上並不
同於微觀世界中的物理事物之不可見，但在「兩者均無法被全面認識或描述」這一點上是相同
的。用此觀之，如果許多物理事物均可無涉於描述而被直接命名，那麼老子的形上之道應當亦
可無涉於描述而被直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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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
詰，故混而為一。
「視之不見」
、
「聽之不聞」
、
「搏之不得」三語肯定道具有超絕於人類感知能力以
外的性格，劉先生亦同意「三者意思不同，但都可表達『道』觸摸不到的意思」16，
又謂「
『微』
、
『希』
、
『夷』在這裡都是形容視覺、聽覺、觸覺諸感官對『道』的無效」
17

。然而問題是：道雖具有這些人類感官無法把握的性格，但老子不單沒有據此斷言

道「不可名」或「無名」
，反而三謂「名曰」──名曰夷、名曰希、名曰微。換言之，
劉先生主張人類有限的認識能力造成了道之不可名和無名，似與《老子》所言稍有不
合。
或曰：老子於「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後，立謂「繩繩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
，此非明示道「不可名」
（不可命名）乎？事實上，歷代注家無不持此解釋。愚
以為「不可名」云者或別具玄義。蓋同章句首方為道冠以三名（夷、希、微）
，倘「不
可名」意謂「不可命名」
，則立成矛盾之論，以老子之智，當不致此。實則十四章所謂
18

「不可名」者，可從寬作「不可盡名」解。
「繩繩」
，陳鼓應先生釋曰「紛芸不絕」 ，
此見極是。
「繩繩不可名」
，意謂道變幻莫測，不可把捉，無論以何種名號稱之皆無法
窮透它的一切複雜性──譬如以「夷」名道，僅及於其「不可見」之性質；以「希」
名道，僅及於其「不可聞」之性質；以「微」名道，僅及於其「不可得」之性質。推
老子意，實是以此三者借代道之名「不可窮盡」
，而非謂道「不可命名」也。
第二點是：劉先生以人類的認識能力作為分判老子之道「可名/不可名」或「有名
/無名」之準據；然而，在老子的立場，人類的認識能力卻算不上是道能否被命名的相
干性之因素。無疑的，老子在說及道之命名問題時，偶有就人類認識能力立言者，如
上述十四章之分析所示；但在其他地方卻不必然如此。例如三十四章曰：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
其大。

16
17
18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上卷，頁 212。
劉笑敢，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上卷，頁 212。
陳鼓應註譯，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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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道被冠以「小」
、
「大」之名便不是從人類認識能力來立說的，而是從
道和萬物之關係來立說的。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亦然：道之
有無名號也是由它和天地萬物之關係而決定的。19此可見老子之道的命名與否，不一
定要將人類之認識能力納入考慮。
總結來看，劉笑敢先生將道之命名過程連繫到人類的感知能力之有限性，其理論
本身固需面臨若干難題，與《老子》對「名」的說法亦未必一一切合。但劉先生對「無
名」概念之詮釋，實充份表達了警剔人類在廣大的自然界面前必須自律自重之用意，
從而為我們拓展了從環境倫理的角度考察老子哲學的全新視野。

三、論人事規範上之「無名」
（一）政治事務上的不立名分
1.詮釋
王弼闡釋老子之「無名」思想，除了扣緊道體之「無形」而言其「不可命名」外，
亦從人事規範的角度發展另一條線索：所謂「無名」
，意思是政治事務上的不立名分。
例如他注釋三十二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數語時謂：
「始制」
，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
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
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也。20
王弼認為，當大道分散，有國者初設政制之時，必須制訂各種名分以區別上下等
級，這是「始制有名」的階段；然而，這些名分一經設立，便會逐漸引發人們爭逐名
位的欲望，如此國家的穩定狀態便會受到動搖。這種「失治」的結果，實因「始制有
名」或「任名以號物」所致。故王弼對「有名」的反對，即從反面表述一「無名」
（政
治事務上不當設立名分）之觀點。王弼注五十八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更直謂「無
名」一詞：

19

20

要注意的是，第一章的「名可名，非常名」
、
「無名」
、
「有名」之「名」不必解作「名字」或「名
稱」
。相關論述請見下文。這裡只是站在劉笑敢先生的立場上指出其解釋可能遇到的反例。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82。

1212

老子「無名」思想重詮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
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21
以「無事無政可舉」推之，所謂「無名」，就是指不設立區別政治社會階級的各
種名分、稱號或職別。國家「卒至於大治」
，其理在此。王弼注二十七章「是以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時說「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22，所謂「不立形名」者，亦同
於善治政者之安守「無名」也。
此外，對於世俗上各種「善」名在政治秩序上之不良影響，王弼亦深有警惕。他
這樣注釋三十八章「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諸語：
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
下德求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則有不善
應焉。23
「德名」即「善名」
，亦即道德上的高度評價之謂。如救助入井之稚子，即有「仁」
名存焉；普濟天下之庶民，即有「聖」名存焉。然而王弼認為，這些德名、善名之產
生，實意味世間有著種種不德、不善之物事，這就是為什麼他說「善名生則有不善應
焉」
。最大的德行，並非在不德、不善之物事出現後善加處理，而是在其未兆之先便將
之從根消解。此德行並非「施已然之後」
，而是「禁未然之前」
，以其無事象可顯，故
亦無德名可舉也。此即「雖有德而無德名」之義。在這些基礎上，王弼再度直接標示
出政治上的「無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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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這裡的「不以名」或「無名」
，具體來說就是不建立、不推崇「仁」
、
「義」
、
「禮」
、
「敬」這些德名或善名，唯有如此方可獲得真正的仁、義、禮、敬。其效果就是在內
21
22
23
24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151。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71。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93。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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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做到「邪不生」
、
「不興而治」25；在外交上做到「四海莫不瞻」
、
「遠近莫不至」26。
反之，若汲汲於這些德名或善名的競逐，只會取得相反的結果。故王弼注曰：
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
偽亦必生。27
真正可長久的德名或善名本是持守「無名」的自然結果，故王弼把「無名」和「有
名」視為母子關係；然而，假使捨棄「無名」而專從「有名」入手，卻只會適得其反，
而使功業有所不濟，姦偽亦由此而生。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有相似說法：
名彌美而誠愈外，利彌重而心愈競。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
實，蓋顯名行之所招也。28
孝慈的行為本當發自內心的真誠，但若徒為追逐「孝」
、
「慈」這些美名而僅僅在
物理動作上展示所謂孝慈，則不單事與願違，反會「愈致斯偽」
，招來矯情的壞名聲，
從而侵蝕社會穩定的基礎。
總而言之，王弼對老子「無名」概念的解說，既有從道體之性質著眼者──道之
無形無象構成了其不得被冠上名字的理由；亦有從人事之規範著眼者──由於政治的
尊卑上下等級以及各種德名、善名之設置足以引發人們競逐高賢的機心和欲念，因此
在人事上必須遵守「無名」
：取消政治名分之區別，以及放棄對各種道德上的高度評價
的追求。

2.檢討
王弼從人事規範的角度闡發老子之「無名」思想，以此為攸關政治社會穩定之大
事。當中所涵有的政治關懷和道德情懷，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其詮釋的理路看，
則有若干問題有待商榷。
首先，王弼所說的「無名」
、「不以名」和「不立形名」，無一處是針對老子「無

25
26
27
28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94。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93。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94。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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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一詞作闡發。考老子「無名」一詞在通行本中凡五例，分別是第一章一例、第三
十二章一例、第三十七章二例、第四十一章一例；而和「無名」一詞有密切關聯之說
法如「繩繩不可名」
、
「強為之名」等，則主要見於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反觀王弼
注中有關在人事上應當安守無名的說法，卻主要見於第三章、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二
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四章、第五十八章和第六十四章。兩者重疊處只有第三十二
章。值得一提的是，王弼在第三十二章中有關政治上不立名分的注釋，並不是扣緊「道
常無名」一句來闡發的，而是扣緊「始制有名」一句來闡發的。由是觀之，王弼論人
事上之安守無名，似乎不是循著老子之「無名」一詞提出來的。反過來看，根據上一
節的引介，王弼對老子「無名」一詞的注釋，卻無涉於探討人事上的「不立名號」
，而
僅限於論證道體的「不可命名」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王弼在人事上所提出的「無名」
，
已超出老子的「無名」而有了義理上的創新，未可依王弼注以窺測老子意也。
用此觀之，王弼所謂不立形名、不求德名，和老子有關道體「沒有名字」的討論
看來是不相干的。如果兩者互不相干，則王弼從人事規範的角度所作出的「無名」構
想便屬於其個人的發明，即使其說可視為老子思想應有之發展，畢竟不是老子「無名」
觀念之所涵。然而，若謂王弼是從道體之「無名」引申到人事規範上之「無名」
，從而
主張其所謂「無名」仍然和老子之「無名」存在某種相干性，則王弼的詮釋理路就是
犯上了歧義（ambiguity）的謬誤。理由在於：根據王弼的詮釋，當我們說道體「無名」
時，意思是道體「沒有名稱」
；而當我們說在人事上「無名」時，意思卻不是在人事上
「沒有名稱」
，而是在人事上「不應設立政治、道德的名分或名號」
。道體的「無名」
，
乃是一事實問題：由於道體無形無象，因此它不具備被冠以一個名稱的條件；而人事
上的「無名」
，則是一規範問題：由於政治等級之規劃和道德名號之設置足以引發人們
的機心和欲念，而機心和欲念的擴張又是社會致亂之所由；因此，為求國家大治，統
治者實不應當設立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各種名分、名號。根據這些剖析，道體的「無名」
和人事的「無名」在內涵上實有極大的差異。若王弼果真連繫兩者，並由前者推導後
者，則他的整個論證顯然是立足在「無名」一詞的歧義之上，其妥效性如何，實在不
問可知。就算撇開這種歧義不論，在道體沒有名稱的「事實」和人事上不應當設立名
號的「規範」之間的邏輯鴻溝如何能邏輯地跨越也是很成問題的！
除了詮釋理路本身的問題外，王弼的說法亦不一定盡合老子思想。如上所述，王
弼談及人事上的無名，主要有兩種：一是政治級別上的「不立形名」
，一是道德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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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求善名」
。誠然，老子確有不求善名的主張，他主要提出兩個理據：一，求取善
名便會彰顯不善，如此即落入相對性的窠臼，由是而有是非之爭論，如第二章「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所示。二，求取善名反會落得不
善之名，如此即適得其反、每況愈下，然後社會亂象生焉，如第三十八章「下德不失
德，是以無德。……失德而後仁，……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所示。依此，我們必須承認，王弼謂「善名生而有不善應焉」
、
「名彌美而誠愈外」
，乃
是對老子之政治哲學及道德哲學的恰當理解──雖然在他的詮釋下，老子的「無名」
一詞和這種「不求善名」的提法尚未有密切的連繫。然而，王弼把老子的「始制有名」
和「其政悶悶」諸段落詮釋為具有某種「不立形名」
、
「無形無名」的思想，卻絕非老
子的本意。案老子在第三十二章謂「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當中「始制
有名」的「名」字不一定是指政治上的名分、官職或級別（見下文論述）
。但即使假定
此語確有這個意涵，下句的「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最多只能被理解為在政治活動
中要有一個限度，勿對名位有過多的追求，而不能被理解為反對政治名分的設置。又
老子在五十八章言「其政悶悶」
，所謂「悶悶」僅表述寬厚、省事、從簡諸義，而非表
示反對政制、不設名位的理想。是故王弼對老子上述言論注以「遂任名以號物，則失
治之母」和「無形無名、無事無政」等文字，不能不說是一種過度的詮釋。
此外，王弼把老子的政治哲學闡述為一種「不立形名」的理論建構，這和老子其
他說法亦構成了義理上的衝突。這主要表現在老子的君民關係和他對國家的討論這兩
點上。首先，按傳統見解，
《老子》之旨為「君人南面之術」
。書中圍繞道和萬物之關
係的討論，實為提供侯王有效治理人民的態度和方法而設。故老子屢以「聖人」
、
「侯
王」
、
「王公」和「百姓」
、
「民」
、
「人」作對比，甚至以前者為「上」
，以後者為「下」
。
這種君民關係，顯然是一種區別尊卑上下等級的制度性設計，亦即形名之施設也。可
知王弼以老子之「無名」涵有「不立形名」一義，實與老子的君民思想相違。其次，
考老子的「國家」概念，老子並不反對構成國家的名分位別和禮儀名器；他所反對的，
只是對這些名分位別和禮儀名器作過度的或侵犯性的使用。例如第三十六章說：
「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代表國家威信的賞罰和權位。在這裡，老子並非主張拋棄
「利器」
，而只是建議有國者不應該向人民炫耀。第八十一章的「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亦是同義：老子不是要反對有國者進行軍事部署，而只是主張他們不應對其子民和鄰
國進行軍事侵略。又如六十二章說：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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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此道。」在此，老子並非反對設立「天子」和「三公」的高位，亦非反對天子和三
公接受百官進奉拱璧和駟馬的禮儀，而只是認為接受這些禮儀實遠不如遵守無為之道
來得重要。由這些分析可知，老子的「國家」概念，雖不至於積極肯定「立形名」
，但
若反過來主張老子「不立形名」
，29甚至以此為其「無名」思想之本質，則是略嫌太過
了。

（二）修養工夫上的不立名號
1.詮釋
丁亮先生則從修養工夫的角度理解老子之「無名」
。他認為，在《老子》中，名、
物、欲三者有一種連帶的關係：老子有見於欲望乃是世間一切動亂的根源，為求天下
，便得斷絕外
大治，老子遂堅決斷絕欲望，此即「無欲」的主張。30而要做到「無欲」
物對人心的擾攘，此即「無物」的主張。31又外物之所以成為一固定的、可區分與可
重複呈現的存在，乃繫於心智取捨活動對外物之形色、價值作出主觀的分別。此一心
智取捨活動即各種「名」之設立。依此，若要做到「無物」
，則心念便要放棄對外物作
「無名」是最基本的修煉方法，
「無物」
、
主觀的分別，此即「無名」的主張。32依此，
「無欲」乃至「無身」皆承「無名」的工夫而來：
如果「名」的基本內涵乃為名稱、名分與名言，即符號，而「名」的意義在指
稱或表現某物，則人心只要進入沒有名稱或事物與名稱沒有固定關聯的「無名」
狀態，便可不再遭受名相束縛，不再分別事物的價值，也不再執著事物具有個
別的固定價值，而能由「無名」而「無物」
，
「無物」而「無欲」
，自此進入「無
身」的存在而無咎無禍，完成其最終的修身狀態。33

29

30
31
32
33

嚴格言之，老子認為現實世界不得不建立政治社會制度（有名）
，但又主張制度之設立或運作不
宜過度，甚至嚮往一「歸真返樸」之理想，故實不宜非黑即白的主張老子「不立形名」或「立
形名」
。因此文中一方面說老子並未積極主張設立形名，同時亦指出老子也未如王弼所言是「不
立形名」
、
「無事無政」
。這一點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丁亮，
〈
《老子》文本中的修身與無名〉
，
《臺灣人類學刊》7 卷 2 期（2009 年 12 月）
，頁 121。
丁亮，
〈
《老子》文本中的修身與無名〉
，頁 122。
丁亮，
〈
《老子》文本中的修身與無名〉
，頁 128-129。
丁亮，
〈
《老子》文本中的修身與無名〉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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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在丁先生的詮釋下，老子所謂「名」
（名稱）
，不僅涉及語言問題，也涉及
存有問題、工夫問題，此三問題是層層遞進的：
「名」作為事物的名稱，是人類認識事
物和互相溝通的媒介。可以說，只有通過「名」
，人類才能分辨何物存在，以及各種物
類在功能上、價值上之諸般差異。也就是說，只有經由命名的程序，事物才稱得上是
存在的。如此，
「名」便由語言問題進入存有問題。而人類一旦藉由各種名稱而認識到
萬物的存在，則會引發各種情識欲望，使生命狀態起波動。要之，
「欲」隨「物」而發，
「物」循「名」而來，
「名」遂為「物」
、
「欲」所由生之根本。故要消解「欲」
，得從
「名」入手作工夫。如此，
「名」便由存有問題進入工夫問題。由是老子之「名」論，
遂由語言、存有、工夫三層次構成。丁先生如此總結「名」
、
「物」
、
「欲」三概念的關
係：
既知欲望最深最深的根源在「名」
，便可徑直推論「無名」則「無物」則「無欲」
；
「有名」則「有物」則「有欲」
。……我們可以總結之謂：有名則有物，有物則
有欲，而無名則無物，無物則無欲。34
由於「欲」乃是對物之欲，故「有物」方可言「有欲」
；又由於「物」是某名之
物，故「有名」方可言「有物」
。於是「有名」然後「有物」
，
「有物」然後「有欲」
。
反過來說，要「無欲」
，則「物」不得存在，故「無物」方可言「無欲」
；要「無物」
，
則「物」不得命名，故「無名」方可言「無物」
。於是「無名」然後「無物」
，
「無物」
然後「無欲」
。
「無名」遂成「無欲」最基本的工夫入路。

2.檢討
丁亮先生把「無名」視為一種道德修養的工夫，不僅是對於老子哲學的恰當解讀，
而且對於沉迷世俗功利的現代人來說亦深有警剔的作用。唯思之再三，仍覺當中尚有
若干可斟酌處，試析論如下。
首先，丁先生的詮釋和《老子》第一章文義似略有不相符處。他認為「無名」則
「無物」
、
「無欲」
，而「有名」則「有物」
、
「有欲」
。根據這種關係，
「有名」
、
「有欲」
相對於修養工夫來說即含一負面意義。但在第一章的「有名，萬物之母」和「常有欲，

34

丁亮，
〈
《老子》文本中的修身與無名〉
，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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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其徼」二語中，除非藉由以「有」
、
「無」斷句來消解道是否「有名」
、
「有欲」的
棘手問題，否則「有名」
、
「有欲」必須被理解為「道」的兩種性質。而作為道的性質，
其意義當然不可能是負面的。所謂「有名，萬物之母」
，一般被理解為道體產生萬物之
後，萬物配合著不同的名稱而在人類世界中呈現其自身；而所謂「常有欲，以觀其徼」
，
若以人類為「有欲」的主體，則這句一般被解作人類抱持著特定的動機，以觀察道體
的廣大無邊；而若以道體為「有欲」的主體，則這句一般被解作道體藉由涵括萬物的
欲望之達成，以顯示它的廣大無邊。但在這兩種理解中，
「有欲」皆無負面意義。依此，
由於在丁先生對「無名」概念的詮釋下，
「有名」
、
「有欲」皆被賦予負面意義，故他的
觀點實與《老子》首章義理稍有出入。
其次，丁先生對「名」
、
「欲」關係之說明亦有待商榷。從「無名則無欲」
、
「有
名則有欲」這些論述看，丁先生是把「名」理解為「欲」的充要條件（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然而問題是：
「名」既非「欲」的必要條件，亦非其充份條件。
就前者來說，即使一物無「名」，欲望亦有產生的可能。例如許多科學家指出，甫
出生嬰兒的心靈尚未形成人、我之區分（無名），但這事實卻不妨害他們以哭叫表
達飲食之欲（有欲）。再考慮獅子撲殺野鹿的本能行為：獅子沒有語言能力，不識
「獅」
、
「鹿」之名，但這卻不妨害獅子以獵殺的行動來滿足自己的食欲。這些例子
反映出，就算不為事物建立名目，人和一般動物亦會展現欲望。生物的欲望乃是通
過改變世界或世界的某些項目來達到自我滿足的目的，至於這些項目有沒有名稱，
或行為主體是否已為這些項目賦予名稱，相對於欲望來說乃是不相干的因素。依
此，
「名」並非「欲」的必要條件（無名亦可有欲）
。更何況老子嘗言「欲不欲」
（第
六十四章），而第五十七章的「我無欲而民自樸」，郭店竹簡本35和北大漢簡本36均
作「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可見聖人亦有「欲」
，只是其所欲者與一般人之所欲不同
罷了。又第二十四章和第三十一章的「故有道者不處」，在帛書《老子》甲、乙二
。
「有欲者」的「欲」即「欲不欲」
，其所
本37和北大漢簡本38均作「故有欲者弗居」

35
36

37
38

荊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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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頁 149。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頁 338、389。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
，頁 6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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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乃是和世俗之價值相反者，即第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笑之」的「道」。
故「有欲者」就是欲人所不欲的聖人，其與「有道者」並非矛盾，而是異名同謂者。
必須指出，老子之「聖人」和「有道者」，正是能夠安守「無名」之道的人。也就
是說，依《老子》的用法，「無名」亦可「有欲」。這便從文獻證據上消除了「名」
和「欲」之間的必要條件關係。
而就後者來說，即使我們對世界有著各種名號之區分（有名）
，這亦不妨害我們
進行無欲的修養（無欲）
。因為所謂「無欲」
，乃是對物事不作過度追求之謂。由此可
知，
「名」並非「欲」的充份條件（有名非必有欲）
。甚至可以進一步說，
「有名」乃是
「無欲」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對天下萬物不建立區分、不賦予名稱，則我們怎麼
知道要對「什麼事物」不作追求？事實上，觀老子之「聖人」有「君」
、
「民」的名號
之區分，亦可謂「常使民無知無欲」
（第三章）
、
「我無欲而民自樸」
（第六十四章）
。可
知在老子心中，
「有名」並不充份支持「有欲」
，相反「有名」並不妨害「無欲」的修
養。也就是說，
「名」不是「欲」的充份條件。
第三，丁先生的「無名」概念和老子哲學──尤其是其政治哲學──似稍有差距。
丁先生之「無名」要求人心進入萬物沒有名稱的狀態，此即涵蘊政治制度、國家名器
之廢棄，蓋政治制度、國家名器皆依賴名號之設置而得成立。但如上所述，老子實肯
定各類政治名號之存在價值。舉例說，在等級劃分上，老子同意有「天子」
、
「三公」
等名位之設立（第六十二章）
，亦屢作「聖人」
（或侯王）和「人民」之對比（第三十
二章、第五十七章、第七十二章、第七十五章）
。在社會名器上，老子不反對什伯之器、
舟輿、甲兵之設（第八十章）
；在外交關係上，老子甚至承認眾多國度和諧共存的可能
性（第三十一章、第六十一章）
。這些建立制度、創設名位之主張，無疑和丁先生所說
的「無名」難以共容。事實上，老子並非反對政治制度、國家名器之設，而只是反對
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的某種偏差或越軌的狀態，或對國家名器引發了不恰當的執求
之欲。換言之，丁先生把老子之「無名」理解為人心不存有萬物名相的觀點，或不能
恰當地說明老子的政治哲學背後所預設的語言思想。
最後，丁先生的「無名」詮釋所碰到的最大難題，就是缺乏實踐基礎。依其說，
人心只消進入「無名」狀態，則不受名相束縛，再無對外物之主觀分別，如此即可「無
物」
。物為欲之對象，既「無物」
，遂得「無欲」
、
「無身」矣。然而問題是：如果要進
行這一意義下的「無名」之修養工夫，首先我們必須知道要針對「什麼」事物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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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名。換言之，我們心中必先存有對天地萬物之分辨以及對萬物的名號之瞭解，
丁先生所理解的「無名」工夫才有實踐之可能。倘若我們心中對任何東西皆不作分別，
亦無對事物名號的了解，則我們便不知道要消解些什麼，亦即無法踏出無名修養的第
一步了。39

四、
「無名」思想中的「無為」觀念
藉前文分析可知，循「命名」的入路將「無名」理解為「沒有名字」
、
「不得冠名」
實得面臨不少難以克服的理論困難。這些理論困難顯示了「命名」的入路即使能夠把
握老子「無名」思想的某一方面，卻未必能兼顧其他方面。如此，要對老子「無名」
思想作補充性的說明，便似有另覓詮釋途徑的必要。後文即試從老子之「無為」思想
著手，佐證「無名」在「道不可冠名」的本體問題外，也可被視作有關名望問題的概
念──倘將「無名」理解為「不求取聲譽」或「勿把持名望」
，則「無名」便和「無事」
、
「好靜」
、
「無欲」
、
「柔弱」
、
「不爭」
、
「處下」諸觀念一樣，可被理解為「無為」的一

39

審查委員認為這裡對丁亮先生的批評並不成立，理由是「分別名號」不是進入「無名」境界的
工夫，反而得放掉分別名號，才能進入無名之境。審查委員亦指出「丁先生說的是果地境界，
作者說的是因地工夫」
。審查委員的辯護極有說服力，他對「放掉分別名號」和「無名」之間的
「即工夫即境界」的分析很能補充丁先生有關「無名」和「無欲」的關係之觀點。事實上，文
中所要考察的，正是「放掉分別名號如何可能」的問題。照丁先生的說法，心靈要進入「無名」
之境，在工夫上必先做到「割裂事物和名稱的固定關聯」
（即「放掉分別名號」
）
。然而文中想要
釐清的是：要割裂事物和名稱的固定關聯，先決條件是知道事物和名稱有何固定關聯。然而既
然已知該固定關聯，那麼，除非將「割裂」強解為忘記一切詞語的用法或失去如何運用語言的
記憶，否則在「割裂」的同時而又能如常運用語言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也就是說，即使「放掉
對名號的分別」是進入「無名」境界的先決條件，但問題在於「對名號的分別」是「放不掉」
的。而這「放不掉」不僅是實踐上的放不掉，更且是邏輯上的放不掉。因為當我們說「我放掉
了『草』這個名號了，它不再指涉草這事物」時，其實恰好反證了以「草」之名稱呼草之實仍
舊屬於我們的觀念。甚至當我們說「我」怎樣怎樣時，我們仍舊是放不掉以「我」之名來指代
正在說話的我們本人的名實關係。這些分析顯示出，丁先生關於「藉割裂名實關聯而進入無名
狀態」的說法可能隱含了自我否定（self-refuting）的困難。這情況類似有「世界禪者」之稱的
鈴木大拙的名言：
「禪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的枷鎖。」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疑問：禪對二元
對立的思維方式的批評若要成立，則它必須預設「二元對立」和「非二元對立」之間的二元對
立。但這樣一來，如果要說含有二元對立的觀點是一種對思維的枷鎖，那麼，由於禪預設了上
述的二元對立，則禪亦是一種對思維的枷鎖。換言之，禪終究是「超不出」二元對立的思考方
式的。筆者認為，丁亮先生論「無名」時所面對的困難，和鈴木大拙的「超越二元對立」的困
難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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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表達方式。

（一）
「無名」、「無欲」和「無為」之關係
1.「無名」與「無欲」
老子的「無欲」
，可作為連繫「無名」和「無為」的中介。「無欲」的「無」
，固
被視為消極義的描述語，表「沒有」
、
「不存在」之意，但更重要的是作工夫字之運用，
表「消除」
、
「清理」之意。故所謂「無欲」
，就是指對欲望作某種消除、清理的工夫─
─這正是老子「無為」思想之一重點。易言之，
「無欲」乃是「無為」的某種表現方式。
此外，考慮到老子對「無名」的討論，幾乎都是置於「無欲」的脈絡上進行，因此「無
名」便意味著消除求名之欲的某種工夫。如此，
「無名」亦屬「無為」的某種表現方式
──不介入名望、聲譽的標榜和追逐，以免適得其反。
茲以第三十二章說明「無名」和「無欲」之關係。在該章開首，老子便指出道之
「無名」是侯王之所應守：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從「道不可名」的角度出發，
「道常無名」可意謂「道不得被冠以任何名稱」
；而
從「無為」思想的立場入手，
「道常無名」的「無名」或可作「無欲」解。當中的關聯
可由「小」一概念看出。以第三十四章為例，老子即以「小」字稱呼道的「無欲」狀
態：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道輔育萬物而不居功，這是其「無欲」的表現，老子以「小」名之。而在第三十
二章，老子則以「小」字稱呼道的「無名」狀態。據此，在「小」一概念的連結下，
「無
名」和「無欲」遂被賦與了某種相關性。從這個角度看「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諸語，就是指道雖不以萬物之「主」這一尊貴之名自我標榜，但萬物沒有不
臣服其下者。而道這種對待萬物的態度，便構成了「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的
超越的實踐理據──侯王仿傚道的「無名」
，不以民眾之「主」之名自我膨脹，民眾才
會樂意賓服其下。用此觀之，老子之「無名」
，可納入「無欲」的脈絡進行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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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侯王治國理民，不得伸張威勢，不應標榜身份。要之，
「無名」也者，可意指對求
名之欲的消除和清理。

2.「無欲」與「無為」
老子言「無欲」
，多針對侯王發言，其意在要求侯王消除物欲或權力欲，免使天
下紛亂。此一「無欲」之建言，乃是老子「無為」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可從第三
章、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七章加以析論。如第三章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
以聖人之治，……為無為，則無不治。
「不尚賢」
、
「不貴難得之貨」
、
「不見可欲」三者有一共同點：要求統治者在政治
學術、經濟貿易等領域避免伸展物欲或權力欲，當中顯然涵有一「無欲」的觀念。對
此，老子以「為無為」一語統攝之，意即做到了前述「無欲」之要求，就可稱之曰「無
為」
。第三十七章則以「無為」和「無欲」作首尾呼應：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
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天下大亂，多因侯王意有所為。而侯王意有所為，則是物欲太多所致。如果說侯
王之「欲」推使侯王之「為」
，那麼侯王之「無欲」
，就是消除其「為」的根本辦法。
此章以「無為則萬物自化」和「無欲則天下自定」作前後比照，益見「無為」和「無
欲」之密切關係。又第五十七章謂：
故聖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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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雖然老子把「無為」
、
「好靜」
、
「無事」
、
「無欲」並列，但學界一般同意「無
為」是四個概念中最為基本的概念。如陳鼓應先生說「靜、樸、不欲都是『無為』的
內涵」40，又指出本章結尾四句是「老子『無為政治』的理想社會情境的構想」41；劉
40
41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189。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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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敢先生亦謂「無為」不是一個孤立的語言形式，而是一個集合式的「簇」概念或曰
「概念簇」
，它「代表了無欲、無爭、無事、不居功、不恃強、不尚武、不輕浮、不炫
耀等一系列與常識、習慣不同或相反的行為和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系列反世俗、反慣
「無欲」既是「無為」的諸項目之一，而「無名」又
例的方法性原則」。42總而言之，
代表了「無欲」的某種特殊表現，則「無名」亦當為「無為」觀念之所涵。

（二）
「無名」、「有名」和「無為而無不為」之關係
「無為」作為一種工夫，必定關連著所要達致的某種結果，故老子又有「無不為」
之說，如「無為而無不為」
（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一語所示。所謂「無不為」
，
其義約略相當於「無不成」
，即任何事情在「無為」的操作底下，皆能順當地完成之謂。
如果視「無為而無不為」為一「總說」
，則它在不同脈絡上可呈現為各種「分說」
。舉
例言之，
「無私」屬於「無為」
，其「無不為」乃是「成其私」
（第七章）
；
「不爭」亦屬
「無為」
，其「無不為」則是「無尤」
（第八章）
。
「不自見」
、
「不自是」
、
「不自伐」
、
「不
自矜」皆屬「無為」
，其「無不為」分別是「明」
、
「彰」
、
「有功」
、
「長」
（第二十二章）
；
「知足」
、
「知止」同屬「無為」
，其「無不為」則分別是「不辱」
、
「不殆」
（第四十四
章）
。同理，
「無名」若屬「無為」
，則必有與之相關的「無不為」的結果。在老子，這
就是「有名」
。

1.「無名」和「有名」
簡言之，「無名」若是一種工夫，則「有名」就是此一工夫所達致的結果──放
棄對名望、聲譽的追逐（無名/無為），則名望、聲譽自然來歸（有名/無不為），不需
刻意執求。以道和萬物的關係為例，第三十二章肯定「道常無名」可達到「天下莫能
臣」的結果。如果「道常無名」屬於「無名」
，那麼「天下莫能臣」當屬「有名」
。夫
何故？「天下莫能臣」反過來說就是「萬物臣服於道」
，此義同於第三十四章所謂「萬
物歸」
。萬物歸服於道，老子謂之「名為大」
。結合第二十五章說道「強為之名曰大」
的理由在於其「可以為天下母」
，以及第一章所說的「有名，萬物之母」
，可推知「天
下莫能臣」一語，正是在「有名」的脈絡上提出。合言之，第三十二章的「道常無名，

42

劉笑敢，
《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5 年）
，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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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所要表達的正是道由「無名」
（不求大、母之名）而「有名」
（被賦予大、母之名）的過程，亦即是道由「無為」
（道不求成為萬物之母）而至「無
不為」
（萬物視道為母）的過程。43
老子有關統治者的說法亦體現了前述「無名」和「有名」之關係。第四十二章說：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王公自稱孤、寡、不穀，就是說統治者自甘污名，不標榜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實
即「無名」也。問題是，統治者為何得握守「無名」之道？老子對此提出兩種解釋。
首先從消極面看，這是由於以尊榮之名自我膨脹，反會失喪聲名，如第三十九章「侯
王無以貴高將恐蹶」一語所示。其次從積極面看，這是由於實踐「無名」
，則可令民眾
心悅誠服，從而使主名長存不墮，如第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和第
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二語所示。合言之，統治者由「無名」
（自居污名）
而「有名」
（取得貴、高、天下貞之名）的過程，亦可循「無為而無不為」的觀念而得
善解。

2.「道隱無名」和「道褒/殷無名」
順此理路，或能為第四十一章的「道隱無名」進一新解。古今論者恆以此「名」
表「名稱」義。按此，道之所以無以冠名，是由於其無形無象，即所謂「隱」也。此
一「形以定名」或「無形故無名」的思路，其實就是把「形」規定為命名的必要條件，
王弼和范應元諸傳統注家，無不持此見解，關於此點，前節業已詳論。事實上，
「道隱
無名」應可容許另一詮釋的可能性。從上述對第三十四章的分析可知，道因「衣養萬
物」而使「萬物歸」
，但始終保持「不為主」的態度。所謂「不為主」者，即不以「主」
之名位自居之謂，實即「無名」也。循此釋讀「道隱無名」
，則當中的「隱」字，可被
理解為道退隱於萬物背後，並不居高臨下地指令之、裁制之的「功成不名有」之狀態。
而此一「隱」之狀態，正是道不以「主」名自許（無名）的一種表現。依此，
「道隱無
名」一語，恰可置於第三十四章的脈絡得一新義。第三十二章「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43

有關《老子》三十二章中「無名」和「有名」之關係，筆者嘗撰文探討，頗可補充文中所論。
請參看蕭振聲，
〈
《老子》三十二章「始制有名」重詮〉
，
《興大中文學報》39 期（2016 年 6 月）
，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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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知止」
，以及第三十七章「鎮之以無名之樸」的「鎮」
，都是與消解權力欲有
關之字詞，故與「隱」有相通之誼。
此外，第十七章有「大上，下知有之」之語。按學界通見，此語意謂君王最理想
之施政就是無所事事，任百姓之自為，而和民間保持適當距離。故百姓不感權力施壓，
只知有君王的設立，而未識君王安在，亦不知君王何所作為，故王弼注曰「故下知有
之而已」44。倘若說此一形態的君王乃是自隱於百姓背後，而無心高臨其上，則顯然
這是對於道退隱於萬物背後的「不為主」的態度之仿傚。如此，在「道隱無名」和「大
上，下知有之」之間，遂有一義理之連結。由此可見，
「道隱無名」除了可被詮釋為有
關道的無可稱謂的說法外，亦可被理解為表達道的「無為」──道輔佑萬物，使之生
長遂成，卻甘隱於其後，不以「主」之名自我膨脹。
通行本「道隱無名」一語，在郭店竹簡中因簡綴殘缺，無可辨識；45而在帛書乙
「道
本和北大漢簡本中分別作「道褒無名」46和「道殷無名」47。北大漢簡本面世不久，
殷無名」少有討論；至於帛書乙本的「道褒無名」
，學界一般同意帛書整理小組以「褒」
為「大盛」的釋讀，例如高明先生即主其說。48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早於 1940 年─
─即帛書《老子》重現人世前三十三年──即已獨具卓識的指出「大道無名」方為本
，而「道大」實即「大道」
，
句真貌。49黃釗先生直承其說，主張「道褒」猶言「道大」

44
45
46
47
48
49

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40。
荊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
，頁 59。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
，頁 2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
，頁 115。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
，頁 25。
高亨先生說：
「道隱無名疑當作大道無名。蓋大字轉寫挩去，後人以意增隱字耳。」參見高亨，
《重訂老子正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年）
，頁 96。按一：本書原於民國 29 年 6 月
初版，是則「大道無名」的觀點於 1940 年即告提出。若根據高先生於〈自序〉中說，本書初稿
曾於民國 18 年用作大學講本，則「大道無名」之提出甚至可提前至 1929 年。按二：嚴格而言，
高先生的注文並沒有說明「道隱無名」何以當作「大道無名」的理由。他只是提出一個假說：
「大」
字因傳抄脫落，後人遂以「隱」字補之。但從其在頁 95 對同章中段的分析看，不難推想他何以
認為本句當作「大道無名」
。蓋在第四十一章中段，有「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三
句。高先生引劉師培之言，認為「真」當作「德」
，理由是「德」之古體為「惪」
，與「真」字
相似。如此，
「質德」方能與「廣德」
、
「建德」保持一律。根據此看法，
「一律」
（相同句式）乃
是高先生將「質真」視為「質德（惪）
」之誤的主要理由。倘此論有理，則我們可用相同理由分
析何以高先生視「大道」而非「道隱」為本貌。蓋「道隱無名」之前四句，分別為「大方無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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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帛書本的「道褒」正好印證了高亨先生之見。50尹振環先生則另有見解，主張「褒」
即「褒獎」、
「讚揚」，
「道褒無名」意謂道總是褒獎不求名之人。51兩造相比，尹說擬
人化色彩太濃，以「褒」表「大」義當較可取。之所以採納此義，除了考慮到兩漢之
交的嚴遵以「道盛無號」52詮解此句，故有理由相信嚴遵本的「道隱無名」的「隱」
字或原作與「盛」義相通的「褒」字外，53也是考慮到北大漢簡本的「殷」字亦含「大」
、
「盛」之義。段玉裁謂「殷」字「引伸之為凡盛之偁，又引伸之為大也」54是其證。
此處是想指出，若「道褒（殷）無名」和「大」有關，其實仍然可被納入前文的詮釋
框架而得到相同的解釋。蓋第三十四章已言「功成不名有」
，所謂「功成」
，即同章後
文的「萬物歸」
，而「萬物歸」正是道之所以名為「大」者。然而道雖「大」
，卻始終
不自以為大，此正是道之能成其大的根由。而所謂「以其終不自為大」
，就是道雖輔育
萬物而不自居其功，不欲以「大」之名自我標榜，此即「無名」之義。在此義理脈絡
下，所謂「道褒（殷）無名」
，遂可被理解為道雖得到萬物的歸附（大、褒、殷）
，但
始終保持「不為主」
、
「終不自為大」的卑遜態度（無名）
。第三十二章謂侯王在「萬物
自賓」後必須「知止」
，第三十七章亦謂侯王在「萬物自化」後必須「鎮之以無名」
。
根據老子「以天占人」之思維方式，侯王這種事功有成而消解名位之欲的處世律則，
正是取法於道對待萬物的態度──非但「衣養萬物」時不以主勢發施號令，就連「萬
物歸焉」時亦不以「主」名自彰。由此可見，無論是「道隱」還是「道褒」
，當中的義
理是一樣的：道無論在萬物生成的任何階段，都不欲求取萬物之主的名望，反而甘願
在萬物背後作無私的輔育。道的這種「無名」表現，正好構成了人間的侯王「後其身，
外其身」
（第七章）
、
「悠兮其貴言」
（第十七章）
、
「自稱孤、寡、不穀」
（第三十九章）
、
「以言下之，以身後之」
（第六十六章）的治世律則。可堪一提的是，帛書整理小組嘗

50
51

52
53
54

「大器晚成」
、
「大音希聲」
、
「大象無形」
。照高亨先生的邏輯，
「道隱無名」必作「大道無名」
方合此數句體例也。
黃釗，
《帛書老子校注析》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頁 225。
尹振環，
《帛書老子釋析──論帛書老子將會取代今本老子》
（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
，
頁 55-57。
漢．嚴遵著、王德有點校，
《老子指歸》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頁 16。
這一觀點由高明先生提出。參見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
，頁 2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頁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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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道隱」猶言「道小」
。55若「道隱無名」是言道之「小」，則「道褒（殷）無名」
就是言道之「大」
。但無論是言道之「小」或「大」
，老子皆歸之於「無名」
。這一觀點
正好可從第三十四章獲得印證：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
「名於小」即「道隱」
，
「名為大」即「道褒（殷）
」
。但無論是名於「小」或名為
「大」
，道之於萬物皆安守「不為主」之原則。
「不為主」即不以「主」之名自居，即
「無名」也。唯道於「小」之階段的「無名」是達致「有名」
（大）的程序，於「大」
之階段的「無名」是維繫「有名」的方法。依此，道「小」固為無名，道「大」亦當
無名，也就是說，
「道隱無名」和「道褒無名」
（或「道殷無名」
）可同時成立。此二句
雖涉及文獻學或訓詁學之問題，但在思想義理的層面無疑是可會通的。
要之，所謂「無名」
，可被詮釋為不追求、不把持名望、聲譽；於是所謂「有名」
，
遂可解作名望、聲譽之獲得。在這解讀下，
「無名」被視作某種工夫或程序，其所欲達
成的乃是「有名」的結果或成效。如果說「命名」的入路彰顯了老子「無名」思想中
語言和本體的關係，那麼可以說「無為」的入路發揮了將「無名」提昇為一工夫論概
念的效能。56

五、餘論：循「無為」的入路詮釋「無名」概念之說明效力
55

56

轉引自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
，頁 25。按：將「道隱」理解為「道小」
，或可從王弼的《老子
注》中取得佐證。王弼將「道隱無名」的「隱」字理解為「不見其成形」
。而對第三十二章開首
「道常無名，樸，雖小」諸語，王弼亦謂「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
。依此，對
王弼而言，無論「道隱」或「道小」
，都是從道之「無形」
（不見其形）立論，故「隱」和「小」
可由「無形」一概念取得連結。王弼注第一章也有類似說法。其注「無名，天地之始」謂：
「凡
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而注「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則說：
「妙者，
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
「微」即「小」義，萬物「始於微」即其「未
形、無名之時」
，是則「小」
（微）亦和道尚未創造萬物之具體性之前的混沌狀態有關，即「未
形」也。依此，
「道」之「隱」如果是基於「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
，那麼「隱」在老子的用
法中確可被視為與「小」義相通。這就構成了把「道隱」理解為「道小」的強烈理由。前引王
注分別參見樓宇烈校釋，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頁 113、81、1。
文中論述老子「無名」
、
「有名」
、
「無欲」
、
「有欲」
、
「無為」諸概念之關係，恐以篇幅有限，分
析難免欠周。對這問題較詳細之探究，請參看蕭振聲，
〈試論《老子》首章「形上之道」與「無
為工夫」之關係〉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36 期（2016 年 7 月）
，頁 6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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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前文所論不誤，
「命名」的入路固然不失為詮釋老子「無名」思想的有效途徑，
但其遭到的理論困難似乎是甚難克服的。相較言之，
「無為」的入路既和老學相融貫，
又能令老子哲學避免前述種種質疑，因此它可成為「命名」的入路外的一個理想選擇。
以下循三方面給予說明，以為全文總結。
首先，就文獻解讀的一致性來說，諸種循「命名」的入路所作的詮釋似難以回應
一個問題：倘使老子之「無名」是指道「沒有名字」
、
「不得命名」
、
「難以冠名」
，那麼
如何解釋老子為「道」所設立的眾多「名」？根據第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
章的說法，老子論道之「名」
，最少有「小」
、
「大」
、
「夷」
、
「希」
、
「微」五者。依此，
以「沒有名字」釋「無名」
，立時與《老子》構成矛盾。或曰：這些名只是第二十五章
所謂「強為之名」
，
「強」即勉強而為之也。唯必須指出，
《老子》原文為「強為之名曰
大」
，是則只有「大」一名是「強為之」
，老子從未說過「小」
、
「夷」
、
「希」
、
「微」四
名亦「強為之」者。何況第二十一章有「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之語，學
人公認此「名」所指為道之「名」
。設道果無名之物，則斯語無可解也。然若由「無為」
的入路著手，將「無名」解作「不著意求取聲名」
，則既合乎老子之「無為」宗旨，與
作為萬物本原的道有多少名稱亦屬不同範疇之問題，固不構成非此即彼之對立關係也。
其次，就詮釋活動之融貫性來說，除非有明顯的證據證明文本有錯漏，否則必須
盡可能將文本內容詮釋成是具備融貫性的整體。然而，
「命名」的入路在這一方面似無
法滿足上述原則。依道家或老學傳統，人道必須依據天道來制定，此即學人常稱的「推
天道以明人事」
。依此，侯王的「無名」當是仿傚道體之「無名」來進行的。上文指出，
王弼先據「形以定名」的命名原則把老子之道的「無名」解作道「沒有名稱」
，後據「不
立形名」的政治構想把侯王的「無名」解作「棄除政制級別」
。然而，這兩種「無名」
在內涵上相異甚大：前者是「沒有名稱」
，後者是「無事無政」
。由前者無法對確地或
相干地推論後者。有別於此，將「無名」理解為「無為」之表現方式，則道基於其「不
求取聲名」之態度最終取得了「萬物之主」之聲名，卻可合理地成為侯王必須學習的
治事原則：不著意於求取「主」之名，才是獲得天下人支持而取得「主」之名的途徑；
自居污名，乃所以從萬民處贏取尊名的方法。這一詮釋，不僅建立了道體的「無名」
和侯王的「無名」之間的相干性，同時亦與老子之無為思想構成一致性。
最後，就修養工夫之有效性來說，如果「無名」是指取消世間一切事物之名稱，
並以此證立「無物」
，作為防止欲望出現（無欲）的釜底抽薪之計，則這種「無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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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實際上是此路不通的。理由在於：如果我們心中不或多或少對萬物之名號及它們之
間的區別有所瞭解，則我們便不知道該針對什麼對象來化解什麼欲望。尤有甚者，倘
此一「無名」工夫真的可能，我們甚至要破除「自我」
（self）的觀念，但如此一來，
我們便不知道「我」和「他人」有何區別，從而也就無法落實「自我修養」的程序─
─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自己」正在從事某種道德修養，甚至根本不識有「自己」
的存在。且不論此一詮釋難以在《老子》中尋得文本依據，單就其內部邏輯而言，已
有難以自證之困境。前文依老子義將「無名」詮釋為「無為」之子概念，僅為「無名」
賦以「化解對名望之追求」一義，而無涉於「取消萬物的名號」
、
「破除萬物的分辨」
這些看似過強的立場。化解求名之欲，固然難於踐履，畢竟是經驗可能，並無邏輯矛
盾；而摒乎萬物稱號，盡去心中名相，卻有邏輯上的自我否定（self-refuting）之嫌。
由於邏輯上的自我否定涵蘊了經驗上的自我否定，則將「無名」理解為在工夫上盡數
破除對名號的認知，在實踐意義上不免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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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aozi’s Thought of“Wu-Ming”
Chun-sing Siu*
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naming”, historically taken by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s, Laozi’s describing Dao as “wu-ming”（無名） has been
understood,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as asserting that Dao is nameless, or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Dao a name. It is also a common view that as all characters of
Laozi’s Dao are seen as equivalent to what an ideal ruler is capable of, the concept
of “wu-ming” at the same time refers to a certain method that is available in governing a society. But, as will be argued, to view “wu-ming” as being without a name
needs not exclude other alternatives, though such an approach is undoubtedly reasonable as well as textually rigid.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avoid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naming approach, this article aims to situate the concept of
“wu-m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ought of “wu-wei” （無為）, which is often
translated literally as “action without acting”, and to justify that what the term
“wu-ming” refers to can be consistently understood as being undesirable to seek an
honor and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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