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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在中國古代道家宇宙論研究之中，「道」與「氣」的關係如何，一直是難

以簡單解釋的問題，學者對這問題意見不一，歧見紛呈。本文希望透過《管

子》四篇的解讀及《老子》、《莊子》、《淮南子》宇宙系統的研究來論證部分

學者主張「道」等同「氣」的意見之不妥當處，並提出「道」與「氣」實為

相互區別，「道」與「氣」並不是「同一」的看法。此外，本文會以「修心練

氣」的角度揭示古人在「修心練氣」的過程中做到「練氣體道」，繼而「氣道

並生」的效果。本文將以此提出，在先秦至漢的道家宇宙論中，「道」與「氣」

雖屬不同層次的概念，但卻是處於同一「軌跡」，「同軌並生」的看法。最後，

本文再以「氣」與「道」的關係來粗淺地回應陳漢生提出的「中國並未發展

出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 

本文的第二章將會探討人們在探尋天地秩序，生命起源時，如何回應世

界的最初起源是甚麼及其生滅法則又是甚麼這兩條問題。第二章以這兩條問

題來審視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系統與「道」、「氣」宇宙系統，從而揭示，無

論是古代中國的道家，抑或是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未能完好地回答這兩條問

題。第二章因而提出，沒有周詳考慮這兩條核心問題使「道」與「氣」的宇

宙理論存有不確定及不清晰的地方的看法。 

本文的第三章嘗試探討道家宇宙論中「氣」與「道」的關係，以此考究

「氣」與「道」究竟是「同一性」，抑或是不同層次的概念。第三章將以《管

子》四篇的文獻解讀 及《管子》四篇的理論體系來作考察，以指出「氣或精

氣等同道的理論」的欠妥當處。 

第四章將考察《老子》、〈恆先〉及《淮南子》宇宙生成系統，再次揭示

「氣」與「道」是相互區分的，它們是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 

第五章將會以「修心練氣」的角度切入，以揭示古人在「修心練氣」的

過程中做到「練氣充道」，繼而「氣道並生」。第五章將以此提出，在先秦至

漢的道家宇宙論中，「道」與「氣」雖屬不同層次的概念，但卻是處於同一「軌

跡」，「同軌並生」的看法。另外，第五章亦會以「氣」與「道」的關係來粗

淺地回應陳漢生提出的「中國並未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本文認為，

中國古人選擇的是「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相結合的世界觀來發展抽象

理論，跟西方「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截然劃分的哲學傳統不同。所以，

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系統與中國古代思想作對比，未必可以窺見中國古代思想

的真象。 



Abstract 

For many year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of “Dao” and “Qi”, 

in ancient Taoist Cosmology, has not been clearly explained. Based on a 

meticulous study of the relevant Taoist canons, mainly the Four Chapters of 

Guanzi 管子, Laozi 老子, Zhuangzi 莊子 and Huainanzi 淮南子,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reviews different views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provides his own 

observations and hypotheses.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he ancient people 

conceive to attain “Dao” by cultivating their mind and practicing “Qi”; 

meanwhile, “Dao” and “Qi” is generated simultaneously in one’s body. In 

addition, by review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t Cosmology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although 

“Dao” and “Qi” are different in concept, they can be naturally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on a same track in one’s body.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ao” and “Qi”, this thesis discuss Chad Hansen’s theory that “Chinese 

thought lacks abstract entities in anything resembling the way Western theories of 

abstract entities did”.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ncient Chinese respond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what are the laws 

governing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myriad things? In this chapter, the cosmic 

system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is also discussed to compare with its 

counterpart in China, the cosmological system of which is elaborated from the 

concepts of “Dao” and “Qi”. This reveals that neither ancient Chinese Taoists, nor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be able to fully address these two questions. It is 

hence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smological theory based on 

“Dao” and “Qi” lacks clarity and precision without addressing to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 third chapt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Dao” and “Qi” in early 

Taoist literature . Through literary reviews of the Four Chapters of Guanzi 管子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Four Chapters of Guanzi 管子, with a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se two substances, “Dao” and “Qi” , 

according to this author, cannot be equalized in the contexts of the Four Chapters 

of Guanzi 管子.  

The fourth chapter will examine the cosmogony system of Laozi 老子, 

Hengxian 恆先 and Huainanzi 淮南子, thereby emphasizing that “Dao” and 

“Qi” carry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the contexts of early philosophical works. 

The fifth chapter is core to this thesis. My original observation is that 

“Dao” and “Qi” in early Taoist literature are always paired in one’s body. The 



“Dao” can be attained by practicing “Qi”, whereas “Qi” attains its form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Dao”.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ao” and “Qi”, it also concludes that Chad Hansen’s theory that “China lacks 

notions of abstract thinking” is not applicable without noting the uniqueness of 

conceptualization in the discourse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My theory is that the 

“abstract” thinking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s unique in sense that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principles and the concrete objects. This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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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研究目的及意義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代先秦至漢時期的道家宇宙論。關於中國古代

宇宙論研究方面，馮友蘭認為： 

中國早期之哲學家，皆多數注意於人事，故中國哲學中之孙宙論，

亦至漢初始有較完整之規模。1 

馮友蘭的論斷只適用於儒家，卻不適用於道家或墨家。道家早於先秦時期已

有宇宙生成，宇宙運行模式以至宇宙之本質的論題。再加上近數十年來，戰

國楚地的古佚文獻相繼出土，對道家的宇宙生成論有大大補充之助，並且證

明了道家的宇宙論於先秦時期已有相當的闡述。至於墨家方面，其於宇宙本

質之探討，更有著很大的形而上價值。近數十年的哲學研究或中國古代思想

研究領域，學者對於中國古代宇宙論的研究越益重視，因為誠如葛兆光所言： 

孙宙時空作為價值依據成了戰國一部份思想家透視一切的思路起

點《《2 

可見中國宇宙論的重要性。而如果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思想，中

國宇宙論漸成一個不可或缺的切入點。另一方面，王愛和認為： 

不論中西，大多數的學者均視中國孙宙觀為自成一派的哲學，以區

別於柏拉圖形而上學、現代科學或西方哲學。3 

可見，中國古代宇宙論研究到得今天幾乎成為了一個獨立而被受重視的研究

領域。然而，雖然已有一定的中西方學者做過中國古代宇宙論研究，但筆者

以為先秦宇宙論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 

在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之前，茲簡述學界今天對於宇宙論研究之大概。

鄔昆如認為： 

孙宙論（Cosmology），是討論與我們相近的存有，也尌是把存有

當作整體來討論。「孙宙論」可以分為兩種模式，一種是科學的，屬於

天文觀察所得出的事實々另外一種是屬於哲學的。自然科學的「孙宙論」

是零零碎碎的討論孙宙的每一部分，然後從這零零碎碎的部分來構成整

體。換句話說，科學的「孙宙論」大部分停留在孙宙的起源、現況以及

未來的發展（從星雲、太陽系到地球），哲學的「孙宙論」是以一個整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478。 

2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54。 

3
 王愛和著、金蕾及徐峰譯：《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9。 



體的方式來討論存有所呈現出來的存在。換言之，即不問孙宙是甚麼東

西，而是問孙宙為甚麼是這樣。也尌是在孙宙為甚麼是這樣的問題上，

從因果所引導出來的是孙宙的起源如何，以及問及孙宙是否有目的。4 

鄔昆如所言是科學及哲學角度的宇宙論研究。所謂的哲學角度沒有說明是西

方的哲學角度抑或是中國的哲學角度。因此，我們不知道中國古代宇宙論的

特色為何。對於這一點，王愛和在其《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的「緒

論」中有相當的分析： 

中國的孙宙觀以「關聯（correlative）」為特徵。孙宙觀，據人類學

家斯坦利〃坦比亞（Stanley Tambiah）的定義，是一個「概念和關係的

構架，它視天地萬物或孙宙為一個有序的系統，根據空間、時間、物質，

以及運動來對其描繪，並且囊括神、人、動物、精靈、魔鬼等所有事物。」

作為這樣一種概念和關係的構架，中國孙宙觀是一個基於陰陽、四方、

五行、八卦等概念進行關聯構建的龐大體系。這樣一種關聯孙宙觀是一

個有序的系統，在孙宙不同現實領域之間建立對應關係，將人類世界的

各種範疇，比如人的身體、行為、道德、社會政治秩序和歷史變化，與

孙宙的各類範疇，包括時間、空間、天體、季節轉換，以及自然現象關

聯起來。史華茲發現，中國的關聯孙宙觀類似於列維〃斯特勞斯

（Levi-Strauss）描述的「具體的科學」（science of the concrete）──「一

種擬人化孙宙觀」（anthropocosmology），其中，自然世界的實體、過程

和現象分類與人類世界之中的實體、過程和現象之間，呈現對應或「匹

配」關係。5 

王愛和對中國古代宇宙論提出了很值得參考的分析，然而，以上分析主要是

根據中國五行系統的研究而提出來的，這種分析不大適用於道家的宇宙論之

上。事實上，除了五行宇宙系統外，先秦還有兩個極重要的宇宙系統： 

1. 《周易‧繫辭》：「易有太極，是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2. 《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 

兩者之不同，主要有二：其一，《易》以「易」或「太極」作宇宙之本源；

《老子》以「道」作本源。其二，《易》的生成系統是純抽象的；而《老子》

的則把抽象概念及具象經驗共冶一爐。 

本文所研究的便是先秦道家系統的宇宙論，探討焦點是道家的終極關

                                                      
4
 鄔昆如：《哲學概論》（台北：五南圖書公司，1995年），頁307。 

5
 王愛和著、金蕾及徐峰譯：《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 



懷：人是如何回歸「道」的。本文在探討這一問題前，會先審視道家宇宙論

中「道」與「氣」的關係。本文希望透過「道」與「氣」的關係探討以指出

「道氣同一」觀點的欠妥處，繼而論證「道」與「氣」實有區別，但兩者卻

處於「同軌並生」的狀態，以此回答道家的終極關懷：人是一邊練氣，一邊

回歸「道」的。最後，本文基於這種認識，再嘗試討論西方部分學者認為，

中國古代欠缺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本文認為，以「道」與「氣」「同軌並生」

的關係來看，中國古人「選擇」以「身體修練」（練氣）來聯繫世界運行的抽

象原理（道），中國人尋求的是把「具象經驗」與「抽象原理」置於同一領域

（如人的身體）的方法，這些方法完全不合西方哲學傳統的「身與心」、「具

象世界與概念世界」二分的理念。然而，本文認為，西方部分學者以西方哲

學傳統來評定中國古代欠缺抽象原理這一看法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文的第二章將會以兩條核心問題：世界的本源是甚麼及萬物生滅的法

則為何來審視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系統與「道」、「氣」宇宙系統。本文以此

揭示，無論是古代中國的道家，抑或是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未能完好地回答這

兩條問題。所不同的是，部分古希臘的哲學家會嘗試建構或推論出一套抽象

實體理論，而中國則沒有，中國古人直接以「道」來解答這兩條問題。中國

古人以「道」來解答這兩條問題，他們或許有建構抽象理論，但卻沒有刻意

把「理念世界」與「具象世界」分開。另外，本章認為，沒有周詳考慮這兩

條核心問題使「道」與「氣」的宇宙理論存有不確定及不清晰的缺陷。本文

的第三章將繼承第二章研究所得，再探討「道」與「氣」是否等同的問題。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但甚具討論價值。在第三章我們探討《管子》四篇「道」

與「氣」是否等同的問題中，有學者指出「練氣體道」的論點，我們想藉葛

瑞漢對「練氣體道」的分析來揭示「道」與「氣」關係的含糊： 

（氣）它不久即是作為孙宙流體應用於孙宙論，其積極者為「陽」

而消極者為「陰」，萬物由它凝聚而來並消散而去。但是在其原有的意

義上，保持著最初的意思，像其他文化如古希臘的 pneuma（風，空氣，

氣息）。它是激活軀體的有能量的流體，尤其是氣息，循環於我們之外

如空氣。尌其最純粹與最具活力的方面，它是「精」（quintessential），

在上面是完美的明光如天體，在大氣中循環如「鬼神」（在其非人格化

的階段，我們英譯為“the ghostly and daimonic”）,傳給人作為他的「神」,

給予他「神明」，於是完美清澈地領會萬物。6 

他續指出「心」如何引導「氣」使其通「道」： 

問題在於用心──思維的器官──去指導「氣」，於是人體充滿精

                                                      
6【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2。 



氣，身強體健，直至成熟的老年，因「德」的內在圖滿，人們自然地符

合「道」。操作技能在於節制飲食，調整心態與假定的氣功。目的是通

過防止情慾的擾亂而使心神安定。7 

怎樣透過「練氣」而「體道」，我們將於第五章作較詳細的探討。在這裏要指

出的是，「氣」的涵義十分複雜，它既是萬物生長的必備物質，但同時亦是連

接人們與萬物本源，世界運行原理「道」的「中介」： 

這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神秘同一（mystical oneness）體驗的闡發。

在使自我開放於自外流入的氣，我成為「精」，如至純與最為自由的循

環之「氣」，滲透與統合孙宙間萬物，我的洞察事物的直覺也了無障礙。

其反覆告訴我們，「精」與「神」，以及結果「道」與「德」，自己往來，

永不衰竭，只要做到「情」敬而「心」止。我們必頇消除障礙，這確是

個自然的過程。8 

可見，「氣」既有實存的一面，同時，它跟人之「神」、「心」及「道」連接，

所以它亦有抽象的一面。「氣」的涵義極其複雜。再以它來連結相當抽象的

「道」，兩者的關係便很難說清楚。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把「道」與「氣」

等同起來，是有欠妥當的。至於其不當之處，將於第三章及第四章詳述。在

這裏，想指出的是，把「氣」與「道」合一，無形是把「氣」的地位大大提

高了。這種做法跟史華茲所說的「還原主義」類近： 

通過運用諸如此類的原則，如凝聚或稀釋原則，或者如化合

（compournding）和建構的原則，把我們知覺到的、多元化的物理世界

解釋成由某種簡單的均勻同質的質料（它們的性質要盡可能地少）組合

或「建構」而成的。因此，通過運用這些術語，阿那克西美尼的確給出

了論述，說明火是如何從更為精緻的氣之中產生出來、水和土是如何更

為稠密的氣之中凝聚而成的。9 

然而，在先秦道家宇宙論裏邊，「氣」並沒有上昇到世界本源的地位，「道」

與「氣」並不是處於同一層次，這種把「道」與「氣」等同，類近「還原主

義」的做法並不符合先秦道家宇宙論的實況。 

第三章是從小宇宙（人體） 的角度來指出「道」與「氣」並不是處於同

一層次的看法，而第四章則是從大宇宙的角度來作分析，再次強調「道」與

                                                      
7【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2。 
8【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4。 
9【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88。 



「氣」是相互區分的。 

最後，本文第五章將會探討核心問題：人們如何以「練氣」來「充道」？

這條問題會觸及道家的「終極追求」──人們如何能把握世界之「秩序（道）」？

這條問題甚具思辨性。史華茲認為： 

一個指稱「秩序」的詞語是如何最終具有神秘主義含義的呢〇在現

代西方，指稱「非人格的秩序（impersonal order）」或「結構」（這是當

代最普通的喻象）的詞，似乎正好表示與神秘事物相對的事物。對我們

的分析理性來說，結構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我們知道它是由甚麼構成

的，以及它是如何被拼接到一起的。從理想上講，它不應當包含任何神

秘之處。然而正如前文暗示過的那樣，我們在中國所發現的秩序觀念並

非這種意義上的結構，它完全是一種有機的樣式，根本不是由部分「搭

建」而成的。當然，我注意到，即使在現代西方，「結構」這個詞的字

面意義──作為「被搭建起來的某種東西」（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built）──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棄不用了。我們因此總是說「正在

興起的結構」（emerging structure），並且，似乎也暗含了一種完整的格

式塔，它總是作為整體而興起。儘管如此，至少從思想上講，仍然給人

以持續變動的感覺（ongoing sense）〆在變動中，事物被分成部分，然

後又被拼合成整體。只要人們把秩序（無論是空間的還是時間的）設想

成為內在主義的整體（immanent whole），他們尌會注意到，它是由大

量的單獨成份和關係構成的，並且那種使得整體結合在一起的東西並不

存在於部分之中。正是這種無從捉摸的整體才使各部分結合到一起。如

果的確存在著秩序，那麼這種秩序的中心尌是某種統一性原則，而這種

統一性是人類無法把握的。的確，在動態性的秩序（dynamic order）中，

如同在生物生長過程中一樣，其組成成份及關係也許會發生巨大變化，

然而統一性原則將會保持下來。10 

史華茲認為「道」具有神秘主義色彩，「道」是一種極不清晰及極不確定的「秩

序」，史華茲的看法跟本文第一章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所言及的「那種使得整

體結合在一起的東西並不存在於部分之中。正是這種「無從捉摸的整體才使

各部分結合到一起。」筆者認為極合理，所謂： 

i.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有。衣養萬物

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々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

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11 

                                                      
10【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03。 
11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00。 



ii.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
12
 

iii.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

消自息。13 

以上三個例子正是「道」結合各個個體但卻不存在於各個個體中的明證。然

而，史華茲所言：「如果的確存在著秩序，那麼這種秩序的中心就是某種統一

性原則，而這種統一性是人類無法把握的。」本文認為道家宇宙論不會認同

這一點。事實上，「道」雖然極其神秘，極其抽象，但先秦道家的某些「聖人」

卻憑著「練氣」、「修心」以「充道」，所以，史華茲所說的「這種統一性是人

類無法把握的」這一點不大符合道家宇宙論實況。關於「練氣充道」的討論

將於第五章再展開。 

 

                                                      
12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 
13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5。 



第一章  關於道氣的論說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道氣與抽象思維 

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可謂相當困難，而最大的困難是中國古人絕少有系統

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誠如徐復觀所說： 

中國的思想家，很少是有意識地以有組織的文章結構來表達他們思

想的結構，而常是把他們的中心論點，分散在許多文字單元中去《《中

國的思想家系出自內外生活的體驗，因而具體性多於抽象性。但生活體

驗經過反省與提煉而將其說出時，也常會澄汰其衝突矛盾的成份，而顯

出一個合於邏輯的結構《《但這種結構，在中國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潛伏

的狀態而存在。因此，把中國思想家的這種潛伏著的結構如實地顯現出

來，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務。14 

徐復觀根據多年治中國思想史提出的這番見解實在是非常重要。治中國古代

思想只能在一小個範圍內投放相當的精力與時間才望有些許成果，以「道」

與「氣」的關係為例，除了材料網羅外，還須以各種方法，如文字學方法、

西方哲學方法、文獻學方法去考察同一關注點，如論證「道、氣相別」，便是

同時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多種學科視野來作考證推論。 

另一方面，徐復觀指出，中國思想家會以獨有的方式來表現其思想體系，

無獨有偶，西方漢學家陳漢生分析西方漢學界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獨有的

方法論主張──「像中國人那樣思維」時，也論及此點。陳漢生指出「像中

國人那樣思維」這種主張被提出，是因為西方漢學界某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人

的思想邏輯是「特殊的」。有些學者會以此來指出中國古人並沒有邏輯性及系

統性。陳漢生對這種看法大表不同： 

一個哲學家可以作出正確的、有趣的、並且一致的論證，雖然他並

不知道任何邏輯理論，而有人清楚地掌握了邏輯理論，卻可能在哲學論

證方面是一個低能的技工。這正好說明，很少有文本明確說及邏輯，這

並不表明中國人的推理實踐能力從種族上說跟我們自己有甚麼差別。 

支持特殊的中國邏輯的論題，將它看作是一種支持「像中國人那樣

思維」這一方法論的經驗主張，它的最為普遍的嘗詴是想指出，人們在

漢語文本中很少發現演繹的或「邏輯的」論證，並且很多哲學文本中的

                                                      
14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東海大學出版社，1959 年），頁 2。 



「邏輯」看來很難使我們信服。
15
 

再加上，像波德（Derk Bodde）那樣的學者指出，中國哲學多以類比、隱喻，

或者寓言去表述，這樣更大大削弱中國哲學的邏輯性。陳漢生反駁謂： 

這個特徵描述並不是完全準確的，而即使是這樣，它也不能用來證

明特殊的邏輯反駁。如果說使用類比、隱喻，或者寓言去闡述觀念，尌

能從一貫的、一致的解釋中找出錯誤，那麼，很少西方傳統的思想家能

夠作出理性的解釋。柏拉圖關於洞穴的諷刺和笛卡爾邪徭的魔鬼的隱

喻。事實上都是強有力的形象，它們激發了它們的創造者的哲學體系。

熟練地使用類比對哲學說明是一種重要的方式，並且沒有明顯的理由提

出為甚麼正確的理論不能用詵的形式來表達。事實上，極少西方哲學的

古典著作是按嚴格的邏輯形式寫的，只有個別例外得（如斯賓諾莎的《論

理學》）像是「鶴立雞群」。所以除非人們將斯賓諾莎看作西方哲學家的

範例，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對中國哲學的解釋標準應該從種族上區別於西

方哲學的解釋標準。16 

陳漢生指出，「像中國人那樣思維」及中國古人的思想沒有邏輯性及系統性都

是具有偏見的學術判斷。然而，從徐復觀及陳漢生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國古

代思想的內涵及其表述方式是獨特的，並有別於西方哲學傳統的。於是，陳

漢生為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制定了兩個研究原則：其一，思想系統的解釋需

統一： 

所以，對中國古典的哲學文本中的一段話的解釋必頇與那一章的解

釋，以及與一本書的解釋具有一致性。17々 

其二，解釋思想系統的方式及語言需精確及準確： 

因而，通過語言的使用，可以對建立一種適當的解釋理論給予很大

的幫助，這種語言的使用重視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確的特徵性。從現代邏

輯學和語義學著作中所引出的哲學語言，提供一個廣泛的分析工具的範

圍，它增加了對這裏所研究的中國哲學理論的語義結構的精確表達工

具。我將精確性和準確性看作是解釋理論最迫切的東西，但這並不假定

中國作者們自己是精確的或是不精確的。問題在於我們具有了清晰的認

識，它將幫助我們理解，僅當這種認識本身是相對明晰和精確的。假定

                                                      
15【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6。 
16【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7。 
17【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7。 



某個中文語詞是模糊的，我們需要用清晰的語言工具去準確地表達那個

語詞的可能具有的多種涵義。如果像原初文本那樣不可捉摸和不精確，

對理解是沒有幫助的，那可能是唯美的或印象主義翻譯的目標。18 

本文十分認同這兩個方法論原則。本文主要是以文本分析，文本對讀來解構

思想系統，陳漢生的這兩個原則對本文的研究方法極具指導作用。 

第二節  文字學方法的應用 

陳漢生認為中國文字本身具有相當的「概念」表述能力： 

這一思想方法的核心是精神描述必頇建基於語言與世界的關係之

上。但是中國人能夠把描述或再現當作把語言繫於事物之上的方法而不

必繞一個通過心靈和精神意象的彎路。那一描述本身尌是一個語言實體

──漢字。書面形式不是聲音的再現而是事物的再現。因此，聲音與世

界上的對象之間的媒介不是由內部的、私人的主觀性觀念或其他「心靈

的經驗」提供的，而是由眾人共有的社會慣例──漢字提供的。相應地，

也尌沒有用私人心理狀態來解釋或描述思維或意義的假定。從古代中國

的觀點來看，思維的中介是語言而非觀念。在這一方面，中國古代哲學

與啟蒙時期的思想相比更像近期西方思想。當然，中國思想家並未提出

一種明確的觀點否定心靈觀念，因為在他們周圍沒有關於「觀念」的理

論發展以供否定，行為唯名論觀點是他們的常識觀點。正如洛克的觀點

是我們的常識觀點一樣。他們從未想到要設定一個精神意象或概念以溝

通聲音和對象々他們的漢字起了那一作用，並清楚地聲明語言及其語義

學是大家共有的社會現象──不是個人的，唯我的現象。19 

陳漢生之見有其合理之處，例如以「虎」字為例，《說文》虎部云：「 山

獸之君。」20，「虎」字本身便具有高度象形的一面，其甲骨文為 （甲二

四二二），金文作 （九年衛鼎），而漢印文字 （玄史虎）更把虎額頭上

                                                      
18【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0。 
19【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8。 
20【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10。 



的「王」字紋突顯出來。不像拉丁派系文字，主表音與義，漢字形音義兼重。

「虎」字本身已是高度象形，並不需要太多聯想，只看其文字便可進入文化

系統間的聯繫。可見，中國文字具有一定象形度，使其說理與視覺經驗相結

合。 

然而，若視「漢字」具有高度哲學表述力則會產生兩大問題。其一，類

近「語言決定論」的問題，這種看法會製造「文字決定論」21的問題。如果

說「漢字」象形度高對中國思想的表述具有一定影響，這看法沒有問題，但

說「漢字」對中國思想的表述具有深刻的影響，那便有問題。以道家為例，

他們對語言文字反映概念的功能存有相當的疑問。所以，「文字決定論」並不

適用於道家的看法。其二，與第一個問題相關，如果說「漢字」具有高度哲

學表述力，這種看法可能會使研究焦點顯得模糊。因為，如果我們把「漢字」

的哲學呈現力放大，便很可能會忽略中國古代思想脈絡的探究，例如，如果

我們把研究焦點置於「道」與「氣」兩個漢字的考察上，那便忽略了兩者在

意念上是否存有關係的關注，更看不清兩者的結構脈絡。基於以上兩個問題，

本文不會盡信「漢字」的哲學表述力。 

本文對於文字學的應用，主要是在字義考源上，如對「道」字及「氣」

字的字源考察。透過對「道」字及「氣」字的考察來釐清兩字的本義及引申

義，為本文研究的概念之理解及詮釋帶來一定的根據。 

第三節  宗派研究 

所謂宗派研究是指將各種思想抽出其特色歸類進若干宗派，如儒家及道

家等思想宗派，再由此綜合比較。22然而宗派研究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例

如，我們應該把《管子》及《淮南子》歸進雜家抑或道家？這又是很難說清

楚的。史華茲對此提出了解決辦法： 

漢代的學術史家及目錄學家認為，「道家」這一術語適用於更為寬

泛的戰國人物。因而，司馬遷的《史記》尌把「道家」與另一術語「黃

老學說」（黃老）互換使用，還將這一術語回溯性地運用於描述兯元前

4世紀至兯元前 3世紀的人物，如宋鈃、田駢、慎到、申不害以及韓非

子。斷代史書《漢書》則用這一術語描述宋鈃和尹文子。同一批人物，

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歸於其他「學派」，從而使得這一畫面變得更為複

雜。因而，慎到、申不害以及韓非子也被視為法家四位支柱人物中的三

                                                      
21

 筆者以為，所謂「文字決定論」是將「漢字」定為所有中國古代思想問題的基源因素，

或是把中國古代思想的特質與「漢字」「掛勾」。「文字決定論」因而有「漢字」在中國古代

思想的表達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的偏頗看法。 
22

 詳見詳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5-18。 



位々與此同時，宋鈃和尹文子則由於某種原因而被歸入墨家。 

近年來，中國的某些學者，把「黃老」道家定義成道家與法家的混

合，然而上面提到的某些人物並非法家，而且要將司馬遷劃歸「黃老」

名下的某些人物對號入座的歸入法家，困難極大。我在下文所要闡發的

是，這個在漢代初期尚未產生的術語，被用來描述一種範圍寬泛的觀

點々道家與法家的融合只是某種更寬觀點的變種而已，這種觀點被顧立

雅稱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而我將嘗詴稱為「工具性

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23 

史華茲把《管子》歸入「工具性的道家」，西方學者另創一種宗派分類，希望

不被文獻歸類限制研究的自由，其用意值得稱許。然而，本文認為還有更直

接的辦法。史華茲指出：「近年來，中國的某些學者，把『黃老』道家定義成

道家與法家的混合」，史華茲覺得這種做法甚為不妥。然而，本文卻覺得中國

學者有關「道法合流」的研究，對本文的跨宗派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支持。「道

法合流」的關鍵人物是法家的申不害和慎到。裘錫圭指出： 

道法家思想的形成，跟戰國中期兩個著名的法家──當過韓昭侯相

的申不害以及齊宣王時在稷下講過學的慎到──有密切的關係。這兩個

人都曾經把不少有道家色彩的思想組織在自己的學說裏。所以司馬遷說

申不害「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說慎到與田駢

等人「皆學黃老道德等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24 

裘錫圭便認為《管子》的《心術上》及《白心》兩篇為慎到與田駢學派的作

品。所以，《管子》裏邊，尤其是《心術上》及《白心》兩篇存有道家思想實

是極有可能。再觀及《漢書．藝文志》：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褔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

執本，清虛以自孚，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

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

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25 

「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皆符合《老子》及《管子》的學說。由此再證，

兩書思想有相通之可能性。另外，裘錫圭又指出： 

在戰國時代，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相互滲透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因

                                                      
23

 【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 年），頁 245。 
24

 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

慎到田駢學派作品〉，載入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79。 
25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32。 



此，道法家的形成途徑很可能是多元的。也尌是說，有些道法家很可能

跟慎到、田駢這一學派沒有多大關係。我們知道，莊子的思想跟道法家

是很不一樣的。但是，在《莊子》外篇所收的道家著作裏，偶爾也可以

看到類似道法家的論調。26 

可見，《莊子》與《管子》的思想在某些地方亦有契合之處。 

至於《淮南子》，高誘有言：「其旨近老子。」27近代學者方光華也言： 

《淮南子》的「道」概念，來源於《老子》，通過對道的論述，《淮

南子》詳盡地發揮了《老子》關於天道自然無為和道化生萬物的思想，

由此形成了系統的自然孙宙觀，並以此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
28
 

《淮南子》的核心思想繼承自《老子》當屬無誤之論。 

總的來說，《老子》、《管子》、《莊子》及《淮南子》皆有「守虛處靜」的

思想，四書皆以「道」作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四書思想系統實有相通之處。

本文將基於這種認識來對四書的道氣宇宙論展開研究。 

第四節  西方哲學理論的應用 

筆者於 2010 年夏天赴臺灣政治大學參加「2010 政治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研究生『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期間筆者報告〈《老子》「沖氣」考〉一

篇論文。主持人林啟屏教授給予筆者三點甚具啟發性的意見，其中一點是做

古代宇宙論研究，要「留意“Ontology”
29與“Cosmology”的分別」。筆者其後發

覺，在先秦的宇宙生成系統裏，有些時候本體與其生成物是不分的，甚至如

韋政通所言：「由這概念（道）發展出來的本體論和宇宙論，在《老子》一開

始就是混淆在一起的。」30 

再以〈太一生水〉中的「太一」為例，它既生「水」，卻又復藏於「水」

                                                      
26

 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

慎到田駢學派作品〉，載入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83。 
27【漢】高誘：《淮南子注․敘》（臺北：世界書局，1970 年），頁 1。 
28

 方光華：《中國古代本體思想史稿》（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90。 
29

 Wolf pointed out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of ontology was being as such. Being was understood 

univocally, as having one single sense." See Donald M. Borchert,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lected Writings vol5,（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New York, 

1996）, pp542. 簡單來說“Ontology”討論的是「存在」（Being）是甚麼，例如說「數」為世

界之本體，那麼“Ontology”就會探討數的本質是甚麼。在西方哲學系統裏“Ontology”與

“Cosmology”探討的側重是不同的，“Ontology”探討的是「數」之本質“Cosmology”考察的是

由「數」開展的生成系統。 
30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 年），頁 571。 



中，可見「太一」並不完全符合西方哲學裏邊「本體」的概念。由此看來，

對於西方哲學理論的應用，需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近年大量文獻出土，在

運用出土文獻時，中西哲學之不同明顯浮現出來，王愛和對此有所論述： 

自 20世紀 70年代開始，中國的考古發現提供了大量關於古代中國

的新材料。然而，這些新材料不但未能解決方法論問題，反而進一步彰

顯了其困境。在新材料而前，將思維與身體分割的缺點變得更加明顯，

「政治」與「自然」之間的分割變得愈加困難，而原被視為互不兼容的

獨立範疇變得難以區分。31 

話雖如此，本文對於西方的哲學概念如「本體」、「宇宙生成」等概念及西方

哲學理論如「本體論」、「認識論」，只要有需要，本文都會小心選用。至於中

西哲學之不同，本文將於第五章部份再作淺陋的探討。 

第五節  前人研究成果 

一、 李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32 

本書雖名為「道與氣的哲學」，觀其內容，實是「道」的哲學與「氣」的

哲學。書中探討兩者的關係為：道是物體運動的狀況，而氣是構成物體的質

料，構成物體的質料對物體運動的狀況影響極大。
33
筆者由此推論作者之意，

他認為「氣」的存在影響著「道」的運行。除這點外，全書對「道」與「氣」

的關係探討不多。而事實上，本書內容有點龐雜，書中不單探討道家的思想

系統，同時亦囊括了儒家、墨家、法家，幾乎觸及所有重要宗派的思想系統

及其相關問題，本書的研究範圍相當廣闊。因此，本書探討道家宇宙論的篇

幅不多，更不用說深入探討「道」與「氣」的關係。 

二、 王愛和著、金蕾及徐峰譯：《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 

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宇宙論研究專著。本書以先秦至漢初的五行系統嬗

變與先秦至漢初的政治系統作比較研究，以揭示宇宙論演變與政治權力演變

的關行，從而提出兩者實存有千絲萬縷並相互影響的關係。本書的研究目的

有二： 

首先，關聯孙宙觀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是人類普世性還是特異性

的〇是中國獨有，還是存在於所有文化〇如果是普世性的，那麼它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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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愛和著、金蕾及徐峰譯：《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7。 
32

 李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33

 李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頁 11-12。 



是存在於原始、前現代或準科學的人類智慧演化階段，還是一種在各時

代共存與其他思維範疇的純粹思維模式，抑或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的更

廣泛的政治、權力、實踐、行為範疇〇34 

作者以這兩個基本理論問題考察古人的政治與宇宙觀的交疊位置，其跨學科

的研究既深化了我們對中國古代思想的認識，同時，在方法論上，對本文具

有甚大的參考價值。然而，正如在本文研究目的及意義部分提及過，王愛和

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五行系統之上，其研究結論未必適用於道家的宇宙論

（這點會於本文第五章再展開討論）。所以，對於道家宇宙論，筆者認為還有

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三、 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35 

    陳漢生這本書從語言學角度分析中國哲學的特質，其研究所得引起西方

漢學界極大的關注。陳漢生從古漢語的特質加以論證，指出中國古漢語的特

質使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一套「古希臘式」的抽象實體理論。本文對此見解

甚感興趣，並以研究「道」與「氣」的關係所得來回應他提出的見解。 

四、 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36 

葛瑞漢的這本書對中外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影響極大，這本書可謂研究

中國思想的殿堂級著作。本文參考了此書的很多重要論述，從「氣」概念的

分析到中國思想的特質研究，本文都有加以引述，並以此作為進一步探討的

基礎。 

五、 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37 

    史華茲於這本書發表了許多他在中國思想研究上的獨到看法，本文對書

中數項研究多有參考：其一，氣概念的論述；其二，對道家宗派的研究；其

三，亦是本文最關注的：對陳漢生提出的「中國古代並沒有發展出抽象實體

理論」觀點的回應。基於史華茲的觀點，本文將進一步揭示論題關鍵。 

從筆者可以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關「道」與「氣」的關係專著不多，以

兩者關係去探究中國道家宇宙論的也甚少。學界談及「道」與「氣」的關係

多散見於中國古代氣論研究裏邊，所以，若要介紹前人研究成果，氣論研究

實為最重要範疇。茲介紹數本較重要的氣論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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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愛和：《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9。 
35【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6【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 
37【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六、 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及山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

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38 

此書是一本論文集，雖然出於眾人之手，但對於氣論研究來說，這是一

本非常重要的書。在內容上，其覆蓋面極廣，從先秦到民初，大部份氣論皆

有涉獵，而且研究成果頗豐，為氣論研究的奠基之作。在研究目的上，小野

澤精一說，他們並不是只關注氣這一點，而是〉 

把中國思想史上出現的『氣』概念的變遷這一個『點』，作為自然觀

和人的觀念的展開這個『面』的焦點來考究的著作。39 

這是一個很有創見的思想史研究方向，用概念史的研究來反照思想史。研究

方法上，此書之切入角度非常豐富，有從訓詁著手的，有從氣之內部系統著

手的，有從翻譯角度著手的，實在是不一而足，而且做出一定成果，例如，

在談氣與身體時，此書把《孟子》、《管子》、《荀子》及《淮南子》的相關理

論疏理得很清楚，並把其各自的內部理論放進氣與身體這一點作了有效的探

討，當然稍有「氣」如何通「道」的探討。然而，筆者認為，本書對氣與小

宇宙的探討仍可作更深入的研究，例如氣是怎樣把小宇宙與大宇宙聯繫起

來？又先秦諸子如何透過養氣而超脫其「形」／「身」／「舍」而「神遊」

於大宇宙之中？然而，此書對於「氣」與「道」的關係並沒有作出太多探討。 

七、 張立文：《氣》40 

此書亦為一本氣論專著。此書順著歷史脈絡，由先秦至民初，把大部份

氣論疏理了一遍。此書的研究目的為找出傳統文化之優點以對中國之現代發

展有所裨益。方法上，本書以歷時性方式來疏理各年代之氣論。然而，本書

對於「氣」與「道」的關係並沒有任何探討。因其為一系列概念研究的其中

一本，41亦為氣論研究專著，遂於此對其書《氣》作一簡單介紹。 

八、 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42 

此書雖名為「中國氣論探源」，但探源的工作並不很集中，事實上，筆者

認為由於材料缺乏，對氣之起源作探索，還不是時候。此書把研究目光投放

於先秦時段。李存山寫此書的想法是： 

「氣」與「仁」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初始概念，也是貫穿中國傳統哲

學始終、決定其基本發展方向的主要范疇。中國封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入

世的而非出世的、倫理的而非宗教的、君權的而非神權的特點，從思維

                                                      
38【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及山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

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39【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及山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

念的發展‧原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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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立文：《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年）。 
41

 除了《氣》外，張立文還有其他《性》、《理》等專著研究。 
42

 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方式上說，是被氣論與仁學相互作用或氣論服務於仁學的機制所決定。
43 

筆者對這個視角很感興趣，但觀乎研討章節，只把「周定王」「孔子」

「孟子／告子」「荀子」這條線帶出來，即只對論題作了簡單的梳理，並

沒有對氣論代表的自然哲學系統與仁學代表的儒家思想系統作更深的比對研

究。另外，書中常以「唯物主義歷史觀」來研究先秦氣論，甚至以因格斯、

馬克斯的理論作比附，以此其得出來的某些看法似乎曲解了先秦氣論意蘊，

例如〉 

氣論是中國古代的自然觀，中國古代素樸唯物主義學說的大宗、主

流44 

如果這樣，中國身體觀中的「形、氣、神」三層結講又是怎麼發展開來？另

一例，李存山說： 

正因為《老子》書中有「道一同」的思想，而且「道」具有一定的

客觀實在性，它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之中，這尌為以後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發揮《老子》哲學中的唯物主義成份，改造《老子》的哲學體系，提供

了條件和基礎。45 

這種思想史觀把「道」向「物質」方向改造，更有些與李存山意見相近的學

者認為「道」的「物質化」使其與「氣」同一。然而，這種看法是否合乎中

國先秦氣論的真實情況，實在很值得商榷（這個問題將於第三章展開討論）。

本文以為，把「道」「物質化」使其與「氣」同一的做法，某程度上，跟胡適

與馮友蘭把整套西方哲學系統套在中國古代思想系統上的做法類近，都是對

中國古代思想系統的一種扭曲。 

九、 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46 

這是一本論文集，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國際研討會議

論文集。論文集撰文者眾多，來自不多國度，學術風格迴異，但對於氣概念

研究來說，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論文集中多篇論文，非常具有參考價

值，是繼《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之後，另一重要的

氣論研究著作。文集共有論文二十篇，楊儒賓把其編成四組，各組具有不同

的切入角度。唯二十篇論文切入角度各有不同，在此無法一一敘述，所以只

能撮其大概。從文集的內容上看，二十篇文章關注點雖各有不同，但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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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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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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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間接地觸碰到「氣」與「身體」的這個重要母題，並且，圍繞著這個母題以

不同角度及手法去考究，有從母題的內部理論切入，有從社會學角度切入，

有從政治角度切入，有從東西方哲學比較切入，而比較特別的是從醫學角度

切入，甚至結合現今醫學的腦電圖及精神分析學來作研究，學科之跨度已到

很大的地步，並且於「氣」與「身體」（小宇宙）的探討上，大大推進了研究

的深度，例如把「身（形）」、「氣」、「神」三層結構的分析作了周全的考察。

唯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的〈從禮的觀點論先秦儒、道身體／主體觀念的差異〉

一文，47雖已提到道家最終冀盼超越形骸這一點，但卻沒有擴展下去，以探

討「練氣如何體道」的問題。另外，他所說的儒家不冀盼超脫身軀這一點，

或許，尚有值得商榷的餘地。另外，文集集中的，只是「氣」與小宇宙的問

題，對於「氣」與大宇宙的探討，涉及者極少，只劉長林的〈說「氣」〉第四

節「氣與宇宙圖景」作了一點探討，最後以「通天下一氣耳」的整合統一論

述作簡約歸結，沒有更深入剖析「練氣如何通大宇宙」，甚至是「體道」。48所

以，「道」與「氣」之關係如何，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十、 李志林：《氣論與傳統思維方式》49 

此書為研究氣論的專著，本為李志林的博士論文。內容上，此書涵蓋氣

論的大部份範圍，許多典籍及思想家都有涉獵到。此書的研究目為冀望透過

氣概念的研究「糾正『中國傳統自然觀不發達』的流行見解」50、「對氣論發

展的規律性作出新的概括」51、「追尋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52及「發掘氣

論的理論智慧及其對思維方式的變革和現代科學的意義」53對於第二及四個目

的，筆者會於其研究方法一項再作評價。現試說第一及三個目的。這兩個目

的所牽涉的問題，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已作了很多探討，54況

且，誠如葛瑞漢認為，李約瑟所探討的問題──為何現代科學不能在傳統中

國展開，對於學術界已沒有太多的討論價值，55甚至，它已成為一個「偽問

題」。研究方法方面（並連同第二個研究目的一起討論），李氏以「察類」、「求

故」及「明理」這種哲學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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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上海：科學出版社及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0 年 8 月）。 
55【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359-364。 



氣論。他把傳統氣論分為三個時期：先秦時期──主要分類考察各類氣論，

即所謂的「察類」；漢唐時期──主要探究「氣」運行的動力來源，即所謂的

「求故」；宋至明清──主要闡釋「氣」運行的規律，即所謂的「明理」。先

不說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如何，就其分期準則已有爭議性。先秦

氣論的發展，是否只是靜態的「察類」便可解決？漢唐變化極多，只以「莫

為」、「或使」之爭便能「求故」？都是值得商榷的。再看其效果。筆者的研

究範圍為先秦至漢初，所以對此書「察類」工作特別關注。但總的來說，運

用這種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是值得深思的，如李氏用《易》來探討早期陰

陽概念的發展，其結論為： 

早期「陰陽」說的發展，表明其理性成份在增長，迷信成分在減少。

它詴圖客觀地闡明自然界的變動，這是對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的動

搖。更重要的是，它已孕育了樸素辯證法的萌芽。56 

《易》便是一本占卜書，存有相當程度的迷信，真的「孕育了樸素辯證法」？

另外，對「天」的敬畏跟陰陽的早期發展真的存在著這種抗衡關係？再看本

文十分關注的「道氣關係」的問題，李氏探究《管子》精氣說得出以下結論： 

《管子》的精氣說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沿著兩條路線進行抽象的

結果。第一條路線〆「六氣」「道」「氣（精氣）」々 第二條路線〆「五

行」「水」「氣（精氣）」。二者可謂殊途同歸，但前者顯得更為重

要。不妨說，《老子》的「道」是從「六氣五行」說向《管子》的「精

氣」說發展的一個中間環節。57 

筆者認為縱使花更多筆墨也很難說清「《老子》的『道』是從『六氣五行』說

向《管子》的『精氣』說發展的一個中間環節。」另外，李志林對「道向氣

轉化」的推論有是有點簡約。通觀「察類」一節，對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詮

釋存有相當扭曲的見解。作者抱著「糾正『中國傳統自然觀不發達』的流行

見解」的目的，運用哲學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作研究，所得出的

結論似乎不大符合中國先秦氣論的實際情況。 

今天學術界，宇宙論研究不算太多，但氣論之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

本文無法一一作介紹，在此只粗略介紹一些比較重要或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 

第六節  關鍵詞釋義 

一、 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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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金文為 （散盤），本指四通八達的道路，由此引申為一般的

道理或法則。韋政通指出： 

道這個名詞，在先秦典籍中，應用的極其泛濫，它的涵意包括合理、

正當、治平、道路、理想、方法、通達、兯平等，此外天有天道，地有

地道，人有人道，師有師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即智、仁、勇和五

仁，也都是道。但使「道」成為一個富有哲學意義的重要概念，且對傳

統哲學裏的形上學的建立與發展，具有莫大影響的，是老子的功勞。58 

在道家思想裏，「道」的涵義也很廣泛，它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又是自然運

行的法則，同時亦是政治社會的依據，「道」幾乎存在於一切自然與人事之中，

陳鼓應便謂： 

「道」是老子哲學的中心觀念，他的整個哲學系統都是由他所預設

的「道」而開展的。《老子》書上所有的「道」字，符號式雖然是同一

的，但在不同章句的文字脈絡中，卻具有不同的義涵。有些地方，「道」

是指形而上的實存者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種規律々有些地方，「道」

是指人生的一種準則、指標、或典範。因而，同是談「道」，而義涵雖

不同，卻又可以貫通起來的。59 

可見，道家的「道」涵義極其豐富。本文以為，「道」可理解為萬物的

本源及世界運行的法則。道家認為，人一出生就要想辦法回歸「道」，

這是人生在世的終極追求目標。 

二、 釋  

「氣」字在甲骨文中寫作 （前七三六‧二）（與上下兩劃相比，中間一

劃短），其構形與意義都與春秋戰國時期的氣字不同。于省吾認為，卜辭中的

氣約有三種意義：○1.「乞求」之意：「庚申卜今日气雨」；○2.「迄至」之意：「王

占曰，有希、其有來艱。气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3. 「訖終」之意：「之

日氣有來艱」。60 

到得春秋戰國之後，氣的意義變得豐富起來，大約有以下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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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 年），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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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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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雙劍誃殷契駢枝續編、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北京：中華

書局，2009 年），頁 56-58。 



1. 為一種自然現象。《說文》言「气」：「雲气也。」
61
，又於「云」條言：「山

川气也。」62。《莊子．齊物論》亦謂：「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63風

為氣之一種，也是自然現象。 

2. 呼吸之氣。《論語‧鄉黨》：「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64便

是此例。 

3. 與人生命現象有關的氣——血氣。《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少

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

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65便是此例。 

4. 化生天地萬物（包括人）之氣，如《老子》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66，又如《莊子‧

至樂篇》中的：「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67、《秋水篇》中的：「自

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68及《知北遊篇》中的：「人之生，氣之聚

也」69。而這種氣是「其為氣也……則塞於天地之間」70又化生天地萬物，

所以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71。再者，這種流動於身體中的氣，是可

以「養」的，如《管子‧內業下》：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

不涸，四體乃固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徬

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72 

其氣不但能養，而且能使形與神得以溝通：「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73。這種氣能使大小宇宙得以溝通，使形與神得以聯繫。 

本文重點考察的，是上邊第四類化生天地萬物，溝通天地與人之氣。 

                                                      
6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0。 
62【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75。 
63【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45。 
64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98。 
65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76。 
66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32。 
67【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615。 
68【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63。 
69【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733。 
70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62。 
71【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733。 
72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938-939。 
73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62。 



三、 釋「宇宙」 

中國先秦至漢初，對「宇宙」加以解釋的典籍，有《墨子‧經上》：「久，

彌異時也。」74有書說「久」可解為「宙」，75此句意為「宙」覆蓋一切的時

間。解「宇」云：「宇，彌異所也。」，76意為「宇」覆蓋一切的空間。「宙」

跟「宇」合起來則謂一切的空間與時間。《莊子‧庚桑楚》云：「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77所謂實無處意即充斥一切空間，

有長而無本剽者意即有成長而無始終，兩者合起來亦是指一切的空間與時

間。至於高誘注《淮南子》的「宇宙」亦云：「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

來今也」78亦是涵蓋一切的空間與時間。從先秦至漢初，除這數部典籍外，就

沒有其他文獻對「宇宙」一詞作出解釋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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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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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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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474。 
77【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800。 
78【漢】劉安等編著、【漢】高誘注：《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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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尸子》與《鶡冠子》也有論及「宇宙」一詞，但因有版本問題，所以本文不用兩

書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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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道家與古希臘哲學家宇宙論的理論 

在中國古代道家宇宙論研究之中，「道」與「氣」的關係如何，一直是學

界爭議不下的問題。然而，在探討「道」與「氣」的關係為何之前，我們還

得考量兩個核心問題：其一，世界的本源是甚麼？其二，是甚麼東西在背後

生滅及驅動萬物？本章將會以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系統與「道」、「氣」宇宙

系統作比對研究，以此揭示，無論是古代中國的道家，抑或是古希臘的哲學

家都未能完好地回答這兩條問題，而對於這兩條問題沒有作出周詳考慮的結

果，便是思想家所提出的宇宙論將會有不確定及理論不清的缺陷。 

第一節  世界秩序的探尋與回歸秩序之源的渴求 

春秋戰國，時局動盪。宇宙之秩序，甚至是宇宙之起源，曾經是古人很

關注的問題。當人間秩序變得紊亂，古人便要追問其所以亂之根源。葛兆光

所言：「宇宙時空作為價值依據成了戰國一部份思想家透視一切的思路起

點……」80甚為有理。再加上當時人民的思想得以解放，尤其戰國之世，百家

爭鳴，各種學說思潮蜂湧迭起。其中，某些思想家便對宇宙的起源及宇宙的

秩序燃起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各自構築了獨特的宇宙系統，並希望找出世界

的秩序，以求把「人」與「天」安置妥善。 

對於天人之秩序，早於《國語‧周語下》已有重視：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

絲竹以行之，詵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

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

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

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81 

人間之秩序（禮樂）能影響自然之秩序，人事和則自然亦安順，而人事亂，

則自然秩序也會因而受影響：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〆「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々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

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圔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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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54。 
81

 徐元誥撰、王樹民及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11。 



源圔，國必亡《《」
82
 

「民亂」是地震之因。以上兩則記載以人事比附自然現象，並未有探問天人

秩序的根源。真正對宇宙秩序之主宰作出探問的是莊子： 

天其運乎〇地其處乎〇日月其爭於所乎〇孰主張是〇孰維綱是〇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〇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〇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

邪〇雲者為雨乎〇雨者為雲乎〇孰隆施是〇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〇風

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徫，孰噓吸是〇孰居無事而披拂是〇敢問何

故〇83 

這一連串問題都可統合成兩個基源問題――天地自然的主宰是甚麼？它是以

甚麼法則來運轉天地？對於道家來說，天地的主宰當然是「道」。 

第二節  意義模糊的「道」 

那麼「道」又是甚麼？《莊子》中便謂：「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84莊子認為，「道」的形象及本質都很神秘，

他基本上沒有回答問題。而同為道家的老子又怎樣？《老子》十四章有言： 

視之不見，名曰「夷」々聽之不聞，名曰「希」々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詶，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85 

另外，二十一章也說：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々恍兮惚兮，其中有物。86 

《老子》中的道也極為神秘，同樣也沒有回答「道」是甚麼的問題，又或者

說《老子》不能清楚地表述道為何物，所謂： 

道可道，非常「道」々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々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兩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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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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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48。 
87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3。 



誠如任繼愈所言： 

老子提出的取代上帝的最高發言權的「道」，是精神，是物質，他自

己沒有講清楚。尌人類認識的水平來看，他也不可能講清楚。88 

而事實上，未能完好地回答世界本源是甚麼的情況，不是中國古代道家所獨

有，古希臘哲學家89同樣有這種情況。 

第三節  古希臘哲學家意義模糊的宇宙本源 

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之前哲學家的本源論90作了概述： 

必然有一個或多個本源。如果只有一個的話，那末這個本源若非不

變的（如巴門尼德和麥里梭所主張的）尌是可變的（如自然哲學家們所

主張的，他們之中有人說空氣是第一本源，有人說水是第一本源）々 如

果有多個本源的話，那末，其數目不是有限的尌是無限的。假設本源為

數是有限的，那末縱然是多個，也必然是兩個、三個、四個或其他某一

數。假設本源為數是無限的，那它們尌或如德謨克利特所認為的，雖然

於形狀或種是不同的，但是屬於同一類々或者不但不同類，甚至還是對

立的。91 

先看亞里士多德所言的自然哲學家。自然哲學家主要包括伊奥尼亞米利都學

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及愛非斯的赫拉克利特。 

泰勒斯認為「水」是宇宙的起源，萬物都是出於水又歸於水，水是永恆

不變的。阿那克西美尼提出氣是宇宙的本源。他認為：「我們的靈魂是氣，這

氣使我們結成整體，整個世界也是一樣，由氣息和氣包圍。」92宇宙萬物是由

無處不在的氣所生。 

而赫拉克利特則主張宇宙的本源是永恆燃燒著，不靜止的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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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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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本源的解釋。參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頁 115 至頁 116 及黄頌傑、章雪富著：《古希臘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10。 
9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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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

年），頁 18。另參看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三

聯書店，1957 年），頁 13。 



這個世界，對於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樣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創造的，

也不是任何人所創造的々它過去、現在、未來永遠是一團永恆的活火，

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93 

火與萬物的相互生化可能有兩種形式。其一種是火通過氣變為水後再變

為土，此為「下降的運動」；運動反轉又為土變為水，水通過氣又變為火，此

為「上升的運動」。另一種是火與土、水、氣，各元素通過自我毀滅相互生化，

即是「土死生水，水死生氣，氣死生火」。94 

米利都學派的哲學家憑直觀創建其宇宙學說，雖然系統不夠嚴密，但他

們從當時的宗教及神話創世學說超脫出來。而三位早期古希臘哲學家開始時

都是觀察自然，分析自然現象，並以自然中常見的幾種元素例如「水」、「氣」、

「火」作為宇宙的本源。 

然而，以自然元素作為宇宙的本源則會出現若干問題。其一，為何是這

種自然元素而不是其他的自然元素，又或者是其他的非自然元素？其二，泰

勒斯的「水」及赫拉克利特的「火」是永恆不變的。既然是永恆不變又何以

可以轉化作其他元素，從而生成萬物？其三，在這種自然元素之外，為何還

有其他元素（例如泰勒斯的「靈魂」又或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能主宰萬物？

當然，或可說本源只責生成而不主操控萬物。然而，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不

但能使萬物依其規則而運作，同時也可產生萬物，這樣說，「火」還是不是本

源？還是說邏各斯及「火」都是本源？由此而見，以自然元素作為宇宙的本

源不能完好地回答世界的本源是甚麼的問題。 

再看把本源定於「一」的巴門尼德。巴門尼德繼承克塞諾芬尼一神論中

的唯一的、永恆的、靜止不動的、絕對的概念來完整自己的「存在」理論。

巴門尼德認為，在他之前的哲學家只看到變幻不定的世界，就算畢達哥拉斯

學派提出「數」的宇宙系統，但他的系統仍是旨在解釋變幻不定的世界，巴

門尼德認為這些不是真理，真理應是永恆不變的。 

巴門尼德認為「存在」具有五種特質：其一，沒有任何東西產生「存在」，

並且，它超越時間的制限；其二，「存在」充斥一切空間，它是連續不可分的；

其三，存在是不動固定在一點的；其四，存在是有限的，有邊界的；其五，

存在是可以認知及表述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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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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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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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

頁 52 至頁 53。 



巴門尼德的「存在」理論存有一個極大問題，那就是「存在」不產生東

西。如果一個本源不產生任何事物，它還是否可稱為「本源」？誠如亞里士

多德所言：「所為本源必須是別的某事物或某些事物的本源。」96所以亞里士

多德覺得巴門尼德根本沒有回答本源是甚麼的問題。97 

最後便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德謨克里特認為： 

絕對充實的、不可分的原子是構成萬物的基本單元。原子在數量上

是無限的，在性質上是沒有差別的，各原子並不具有某種特殊的屬性。

原子之間的區別在於形狀、次序和位置排列的不同。正是這種不同造成

了無數性質不同的事物。原子構成萬物，但原子本身是不生不滅的，它

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來也如此。原子又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運

動為原子所固有。98 

以原子作為本源又與以自然元素作為本源的問題相近。同樣回答不了為

何是原子而不是其他東西。再者，怎樣確定在原子之前沒有其他東西？所以

說原子論也未能完好回答本源是甚麼的問題。 

由以上對古代中國道家及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本源的分析可見，古

代中西方的思想家皆未能完好回答「宇宙本源是甚麼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

沒有作周詳考慮，會使思想家提出的本源顯得不確定及模糊不清。 

第四節  《老子》中意義模糊的宇宙系統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於《老子》宇宙論中，不單本源「道」是模糊不清，

連帶它一同提出的宇宙系統也模糊不清。 

《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為《老子》宇宙論之重要表述，備受歷代學者重視。唯

學者對於這個生成過程詮釋不一，歧見頗多。歷來，對於「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生成過程主要有四種解釋。 

其一，王弼以「有」、「無」概念來作詮釋：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〇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〇

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〇有言有一，非二如何〇有一有二，遂生乎三。

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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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萬形，沖氣一焉。99 

王弼以「無」解釋為「道」，以「有」解釋為「一」。這種解釋存有一大問題，

便是抽象概念的「三」怎樣生成具體的「萬物」？ 

其二，范應元以《易經》系統來解：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也。一之中便有動靜，

動曰陽，靜曰陰，故曰一生二也。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一

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一也。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一亦

非一，但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初不是逐旋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

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然

陽自陰來，陰自陽來，其實一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周子所

謂二本則一亦是也，蓋二與一便是三也。自三以往，生生不窮，故曰三

生萬物也。100 

這種解釋有兩個問題：其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掛」是一

種偶數線生的系統，不適合用以解釋「二生三」；其二，太極之先是甚麼？跟

「道」之先是甚麼的問題一樣，范應元沒有作出解答。 

其三，近代學者任繼愈則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沒有更多的意義，只是

說，事物因混沌的氣（或樸，或一）分化成為萬物，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罷

了。101 

而蔣錫昌也謂： 

道始所生者一，一即道也。自其名而言之，謂之「道」々 自其數而

言之，謂之「一」。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言天得道以清也。此其證

也。然有一即有二，有二即有三，有三即有萬，至是巧曆不能得其窮焉。

《老子》一二三，只是以三數字表示道生萬物，愈生愈多之義。如必以

「一」、「二」、「三」為天、地、人々或以「一」為太極，「二」為天地，

「三」為天地相合之和氣々則鑿矣。102 

持此論者皆謂《老子》只是以數字來解釋道生萬物，愈生愈多的過程，並不

一定有具體所指。然而，如果這是一種抽象的數字表述，那麼其後的「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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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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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30。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萬物具體生成狀況又作何種解釋？最重要的，

誠如傳佩榮所言，持此論者，有逃避問題之嫌。103持此論者沒有回答道是甚

麼。 

其四，河上公注本以「氣化」來作解釋： 

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陰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

人也。104 

而《淮南子》以「氣化論」來解就更具系統，其〈天文篇〉謂： 

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為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精神篇〉又云： 

有二神（陰陽）混生，經天營地，《《於是乃別為陰陽《《萬物乃

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受於

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茲將以上兩段引文的《淮南子》氣化系統圖列如下： 

（一） （二）             （三） 

 陰                      精氣      人 

  道           和合      萬物 

陽                      煩氣      蟲 

這種氣化過程也犯同一問題：道是甚麼？另外，陰陽又是甚麼？ 

大致上說，目前為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仍未得其

必然合理的解釋，可能因其為一抽象的生成表述，除最後一環「三生萬物」

中之「萬物」，「一二三」皆無明確指涉。於是，馮友蘭便認為「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例證」，
105而楊柳橋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是對「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注解」，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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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佩榮：《解讀老子》（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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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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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陰而抱陽』，尌是解釋的一個『二』字 『々沖氣以為和』，尌是解

釋的一個『三』字。106 

兩位所言雖有一定道理，但觀及整個生成過程，是有其序列的，要「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才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況且，

兩位所言，在邏輯上看，似乎也有問題。既然要到「三」才生「萬物」，那麼

被認為是「二」之注解的「萬物負陰而抱陽」中的萬物又是甚麼？從以上分

析來看，《老子》四十二章的宇宙論，從整體上來看都是模糊不清的。 

至此，已淺略探討了古代中國道家及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論，從而

揭示中西方的思想家皆未能完好回答「宇宙本源是甚麼」的問題。接下來，

本文再探討另一問題。 

根據亞里士多德所言，無論是自然事物或人類行為（例如製作手工藝） 都

是有個目的的，世間沒有偶然。如果我們凡事從結果往前推，必然會發現一

個起始點，那一點便是目的。107我們以此來看看究竟是甚麼東西在中國道家

及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論中作為驅動萬物的動力？自然萬物又是因著何

種目的來運作？ 

第五節  道家萬物生滅及運行法則的含糊性 

在古代道家學說中，究竟是甚麼東西主宰萬物並驅動萬物？《老子》二

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8《老子》指

出萬物盡皆依著自然的規則運作。那麼自然是甚麼？它又以甚麼準則驅動萬

物？《老子》二十五章沒有解答。《老子》三十四章又說：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有。衣養萬物

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々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

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109 

「道」生萬物而不擁有萬物，同時，「道」也不主宰萬物。那麼究竟是甚麼消

滅萬物？又是甚麼驅動萬物？《莊子》在對於人是如何生成的論述上，有相

關的回答。《莊子．至樂》篇有言：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

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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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110
 

另外，在〈知北遊〉篇也說： 

人之生，氣之聚也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聖人故貴一。111 

可見，人之生滅，甚至是萬物之生滅與「氣」有莫大關係，生命的生滅是由

「氣」的聚散所造成。那麼是甚麼產生「氣」？又是甚麼使「氣」有聚散的

運動？《莊子》一書沒有論述。 

由以上分析可見，無論是《老子》抑或是《莊子》，都沒有考慮究竟是甚

麼東西生滅及驅動萬物。然而，當審察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的宇宙論時，發現

他們也有相同的情況。 

第六節  古希臘哲學家萬物生滅及運行法則的理論 

亞里士多德在敘述自然哲學家時指出： 

在第一批哲學家中間，大多數認為質料性的本源是所有事物的惟一

本源。所有事物由之構成，它們最先從它產生，最後它們又消融於它《《

正因如此，他們說沒有甚麼東西生成出來或不復存在々因為有某種自然

物──或一種或多於一種──永遠持續存在，所有其他事物都從它產生

出來。112 

從亞里士多德的敘述可見，自然哲學家的萬物生滅觀是非常奇特的。甚麼是

「沒有甚麼東西生成出來或不復存在」？生化出來了便生化出來了，消亡了

便消亡了，何以是甚麼也沒有發生？依亞里士多德所言，自然哲學家彷彿沒

有好好考慮萬物是如何生滅及運作的，更不用說去探究萬物生滅及運作的依

據。 

而以「數」作為萬物本源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也同樣犯了沒有考慮萬物生

滅及運作原則的問題。亞里士多德便評論到： 

但他們根本沒有告訴我們，如果僅僅假定有限、無限以及奇數和偶

數的話，怎麼能有運動呢〇或者說，沒有運動和變化，怎麼能有生成壞

滅，或者能有運行於天空的物體的活動呢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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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某些古希臘哲學家會考慮到萬物是如何生滅及運作的，例如，

赫拉克利特便指出邏各斯是永恆存在的，它產生萬物並指導萬物。人人都具

有邏各斯。114赫拉克利特的這種看法跟道家以「道」或「自然」作萬物生滅

及運行的法則的看法相近。115同樣，兩種看法存有相同的問題。究竟邏各斯

是甚麼？它又以甚麼原則生滅及驅使萬物？除了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之外，

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也是，沒有說明原子生滅及驅使萬物的原則。 

面對這一問題，阿那克薩哥拉以精神性的奴斯來回答： 

將來會存在的東西，過去存在過現在已不復存在的東西，以及現在

存在的東西，都為奴斯所安排。116 

然而，問題是精神性的奴斯如何生成物質性的東西？而奴斯又何以這樣

有規律地生成萬物？最後，克塞諾芬尼直接以宗教回應這問題：「神是全視、

全知、全聞的……神毫不費力地以他的心思左右一切。」117以宗教回應問題

已超越哲學範圍，在此不作討論了。 

總的來說，無論是古代中國道家抑或是早期古希臘哲學家，都未能完好

地回答究竟是甚麼東西生滅及驅動萬物這一問題。 

總結而言，古代中西方的思想家皆未能完好地回答「宇宙本源是甚麼」

及「是甚麼東西在背後生滅及驅動萬物？」這兩條問題。所不同的是，自柏

拉圖始，部分古希臘的哲學家嘗試建構或推論出一套抽象實體理論，而中國

則沒有。中國古人直接以「道」來解答這兩條問題。以「道」來解答這兩條

問題時，他們或許有建構抽象理論，但卻沒有刻意把「理念」與「具象」分

開。思想家對兩條核心問題沒有作周詳考慮，會使他們提出的宇宙論顯得不

確定及模糊不清。在古代道家宇宙系統裏這種不清晰尤其顯著。後世學者又

因為這種不清晣，在討論道家宇宙系統時找到了很大的詮釋空間。然而，本

文以為，詮釋空間縱然很大，但部分學者把「道」與「氣」等同起來實為不

妥。本文會於第三章探討「道」與「氣」是否同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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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另外，邏各斯與火的宇宙系統又與「道」跟「氣」的宇宙系統相近。邏各斯與火的系

統裏，活火能創生萬物，但要跟循邏各斯的規則。而道氣系統也一樣，「氣」雖能化生萬物，

但其化生萬物的過程也是在「道」的運行規則內進行。 
116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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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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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之氣化說」再議 

第二章我們探討了古代道家宇宙系統，發現無論是本源的「道」，抑或是

「道」如何生滅萬物，驅使萬物的法則都是模糊不清的。因為這種模糊不清，

後世學者得而有很大的詮釋空間來解構道家的宇宙系統。然而，本文以為，

縱然詮釋空間很大，但部分學者把「道」與「氣」等同起來實為不妥。本章

將考察道家宇宙論中「氣」與「道」的關係，探討「氣」與「道」究竟是「同

一性」，抑或是不同層次的概念。由於「氣」與「道」的關係問題牽涉範圍過

廣，所以本章將以《管子》四篇作主要考察對象，盼以具體例子來推論核心

問題。一直以來，有好一部份的學者都主張「氣或精氣等同道」的理論。本

文便嘗試從文獻解讀及《管子》四篇的理論體系作考察，以指出，縱然道家

宇宙論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但學者提出的「氣或精氣等同道的理論」實

有欠妥當之處，並以此揭示，「行氣」只為「體道」的必要條件，「氣或精氣」

並不是與「道」處於同一層次，從而提出「氣」與「道」並不是「同一」的

看法。 

第一節  「道氣同一」的理據 

《管子》四篇為〈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及〈內業〉。四篇連著一

起說，並且被受重視的情況早見於宋之張嵲：「〈白心〉〈心術上、下〉、〈內業〉

諸篇是其功業所本。」118。近來，學界對此四篇於思想史上的意義又作了一

番新的討論，四篇因此再次成為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研究焦點。然而，楊儒

賓指出： 

目前研究《管子》四篇的論文已不算少，觀點也相當紛歧。紛歧當

然不代表衝突，但筆者相信這當中還是有本末輕重的分別。精氣與心、

身、道之間的關係如何，筆者認為即是理論構造之主軸々而如何轉化或

提昇其間的關係，尤為主軸中之軸心。119 

筆者頗認同楊儒賓的看法，因為探討精氣與心、身、道之間的關係，便可把

《管子》四篇的深層理論結構找出來，更能找出中國宇宙論的特質。 

在《老子》中，「道」一般意為世界的本源及自然運行的法則，是一個頗

抽象的概念。然而，「道」於《管子》中，一方面既有世界本源的抽象向度，

另一方面亦有落實於身體上的具體面向。本章首感興趣的便是《管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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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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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49。 



「道」怎樣落實於身體上這一點。首先，湯淺泰雄論及東方身心觀時討論到： 

東方身心觀著重探討下述問題，如「（通過修行）身與心之間的關

係將變得怎樣〇」或者「身心關係將成為甚麼〇」等。而在西方哲學中，

傳統的問題是「身心之間的關係是甚麼〇」換言之，在東方經驗上尌假

定一個人通過身心修行可使身心關係產生變化。只有肯定這一假定，才

能提問身心之間的關係是甚麼這一問題。也尌是說，身心問題不是一個

簡單的理論推測，而是一個實踐的、生存體驗的、涉及整個身心的問題。

身心理論僅僅是對這種生存體驗的一種反映而已。120 

如果真若湯淺泰雄所言，中國的身心觀具有強烈的實踐及體驗傾向，那麼，

頗為抽象的「道」又怎樣透過修練來使人「體悟」其奧妙的呢？ 

對於這一個問題，有好一部份學者以「氣」與「道」對舉，指出兩者的

共通性，並以此揭示人體悟「道」便像體悟「氣」一樣，而「道」也能像氣

一樣停留在身體上，甚至是流行其中。學者多舉以下三段引文來建立自己的

論述： 

i. 氣者，身之充也（〈心術下〉） 

ii. 道在天地之閒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心術上〉） 

iii.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閒，

謂之鬼神々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

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內業〉） 

裘錫圭以 i 與〈內業〉篇中的「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對比，並言：「可

證這一句的『道』應該理解為精氣。」。121而楊儒賓也以此兩句作對比，得出

的結論是： 

道可充形，顯現這種道已不僅僅是泛泛而論的形上實體或自然律，

而是構成人的生命，與人的存在息息相關的本質122 

這樣說，本為形而上的「道」，似乎確然可降於形而下的身體上。楊儒賓續說： 

引而論之，由於這兩篇（〈心術下〉）及〈內業〉）特別強調道的體

證性質，道即是氣，氣即是道，兩者實泯不可分。因此，如果我們從「屬

性」的觀點考察，可以發現〆這兩篇對於氣的屬性之描述，往往可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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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淺泰雄著、馬超等編譯：《靈肉探微》（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90 年），頁 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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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14。 



於道。反過來說，描述道的屬性之語彙，也可施用到氣的概念上。
123
 

楊儒賓認為「氣」與「道」可以是等同的，兩者的屬性是一樣的。 

而對於 iii 的分析，裘錫圭以同是〈內業〉裏的道「卒乎乃在於心」一句

與 iii 裏的精氣「卒乎如在於己」對舉，認為兩句之意是相同的，124即亦是把

「氣」與「道」作等同看待。125而楊儒賓則為 iii 作列表分析： 

表層： 五穀≠列星≠鬼神≠聖人≠其他萬物 

底層： 精氣＝精氣＝精氣＝精氣＝其他萬物之精氣 

於表下，楊儒賓言： 

對於表層諸項之所以不同，管子未曾深論。但底層所以相同，管子

卻很確切地指出〆唯一的原因，乃是精氣的緣故。126 

何謂精氣的緣故？即是指： 

精氣偏布一切，是所有個體存在的根基。能具備創造性，又能成為

存有根基的終極實體。127 

所以，楊儒賓認為：「從《老子》以來，我們就不能不聯想到這是『道』。」128

即是說，「精氣」就是「道」。持相同論說的學者頗多，如劉長林便言：「氣作

為宇宙的本根，生化之源，又稱之為『道』。」
129
他於另一篇文章中亦說： 

當《管子》宣布神是氣，道也是氣之時，氣概念則不僅在本體論的

意義上躍升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氣也從僅具有自然屬性而變成兼有

社會屬性了。130 

還有李存山： 

《管子》書中的《內業》《心術》上下和《白心》等四篇的作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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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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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長林：〈《管子》論攝生和道德自我超越〉，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179。 



造了老莊的哲學體系，認為「道」尌是「精氣」，從而明確地提出了以

「精氣」為化生世界萬物的元素和本源的思想，並且較多地探討了生命

和精神的本質問題。131 

第二節  「以氣改道」的理據 

除了把「道」直接等同「氣」外，還有部分學者提出「精氣」改造了「道」

的見解，如樂愛國認為： 

《管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氣的思想，改造了老子的『道』，提出

了『精氣說』132 

他續說：《管子》則把老子的「道中有精」的「精」改造成為「精

氣」。「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在很多場合，《管子》中的「道」和「氣」

是互相通用的。比如「氣者，身之充也」和「夫道者，所以充形也」々

氣「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和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々 精氣「下生

五穀，上為列星」和道「萬物以生，萬物以成。」《管子》把老子的「道」

改造成為精氣，因此，精氣不再是老子的「道」產生萬物過程的中間環

節，而直接成為萬物的本源。133 

與樂愛國抱相同看法的還有周立升和王德敏兩位： 

正是由於精氣論改造了老子的「道」，改變了道與精氣萬物的關係，

它才更深刻地說明了世界萬物的本質統一性。134 

 總括而言，無論是主張「氣」、「道」等同說的學者，抑或是「精氣」改

造「道」說的學者，都會以 i、ii 及 iii 中的「氣」的特性與「道」的特性作

對比，以指出「氣」或「精氣」是可以與道――世界萬物的本源，處於同一

層次。另一方面，學者的論述亦揭示了「道」能下降到身體上的這一向度，

指出「道」具備形而下的特性，「道」不再只是世界運行的法則，宇宙的本源，

同時，它還可被體悟，還可望透過修練而留於身體中。對於人能像體悟「氣」

的方式體悟「道」這一論說，以《管子》四篇的實際情況來看，應是確實無

誤的。但就這樣說「氣」便是「道」，那還須再加考察。茲從《管子》四篇中

關於「虛靜」的論述來考察這一問題。先看兩段引文： 

i. 是故有道之君子，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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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心術上〉） 

ii.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心術上〉） 

所謂有「道」之君子奉行的是「靜因之道」，而「精」135（意為精氣）則需

「靜」才能被體悟。可見，「道」與「精氣」皆與「靜」有直接關係。而〈內

業〉又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即謂「精氣」

乃天所出，而天則是：「天之道，虛其無形」（〈心術上〉）。既言「精氣」乃

天所出，那麼「精氣」也必定包含有天之「虛」的特質，《莊子•人間世》

便言：「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可證，「氣」也具有「虛」的特質，所以，

「精氣」亦能「偏流萬物而不變」（〈心術上〉）。而「道」為何物？〈心術上〉

言：「虛無無形謂之道」。由此而見，「道」與「精氣」皆有「虛」的特性。

而「精氣」怎樣落實於人身上，〈內業〉有言：「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

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精氣」

藏於心中則可成聖人。除此，聖人還有甚麼特別呢？「唯聖人得虛道」。這

樣說，「精氣」與「道」都集於聖人這一「藏器」中，但不知能藏於聖人之

中是否與兩者皆有「虛」的特質有關？再者，無獨有偶，「精氣」藏於聖人

胸中，而「道」也是藏於人之心中：「卒乎乃在於心」（〈內業〉）。兩物同藏

於心中，不得不令人想到，兩者是否存有很大的關係。從《管子》四篇關於

「虛靜」的論述來看，「氣」與「道」確實有著很大的連繫，無怪乎大部份

學者皆主張「氣」即是「道」說。 

第三節   對「道氣同一」說的反思 

大體上，學者以「氣者，身之充也」和「夫道者，所以充形也」；氣「其

細無內，其大無外」和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道「卒乎乃在於心」和

精氣「卒乎如在於己」作比較分析，以此指出「道」具有某些與「氣」相同

的屬性，是頗合理的。然而，若再細看︰ 

iii.「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閒，

謂之鬼神々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

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內業〉） 

這個「精氣」生物的過程，便會發現「精氣」生物落到「生人」這一環節，

便會產生一些解讀困難。 

如果精氣能化為列星、生五穀，就像「道」一樣能生萬物，那麼對於人，

為何只能把其「藏於人的胸中」，而不是直接「生人」呢？另外，為何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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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可把「氣」「藏於胸中」，而其他人卻不能？這些疑問會使人質疑―—「精

氣能組成人嗎？」〈內業〉篇中能找到答案：「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

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對於這段論述，可以歸納出兩點： 

1. 「精氣」為天之所出，它是天的生成物； 

2. 人之組成，天之「精氣」只為一半，另一半為地之形，而且，兩者須相

混得「和」才能組成人。 

推而論之，在《管子》四篇中，不管其他事物如何，但就人的組成來說，是

有層次的，並不是有「氣」或「精氣」就能直接生人。類近這種論說，《淮

南子•原道訓》亦有：「形為生之舍，氣為生之充，神為生之制」。人的組成

應是有層次的。 

不認識這一點，有時會遇到解讀文本的困難，例如楊儒賓在分析《管子》

四篇中人的身體結構，提出「即身是氣，即心是氣」時便遇到類近的困難： 

如果「即身是氣，即心是氣」，是否也可以說〆即身是心呢〇我們

能接受將身體的現象詮釋成為心靈的現象嗎〇或者我們能接受現在所

謂的生理學之詞彙和心理學之詞彙之相互詮釋嗎〇如果可以的話，那

麼，「身」還有甚麼作用〇是否它本身還具有獨立於心、氣之外的一種

價值〇
136
 

楊儒賓把《管子》四篇中人的身體解構為「身＝氣＝心」的模式，可以說，

楊儒賓看到了人身之中各部分的「通」，所以他為其遇到的困難作解釋： 

《管子》認為尌「終極」的意義說來，這些現象是不難理解的──

或者該說〆不是『理解』的問題，而是自然的呈現。因為這本來尌是人

之所以為人的結構性因素，只要「人」的概念一成立，即潛藏著這種身

即是心，心即是身，身心一如的可能性。137 

茲從《管子》四篇中關於身與心的論述來考察這一看法。〈心術上〉有

言：「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所謂「九竅之有職，

官之分也」，意為身體中的各竅各司其職，138可見，九竅是要分開來看待的。

那麼心又如何，《管子》用了一個比喻，謂心之在體，便如君之在朝。君以

無為之理念管治國家，大臣便會各盡其能，各盡其職，而心也一樣，只要心

中無欲，各竅便能自己運作。從心與九竅之關係可見，《管子》雖重身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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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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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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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竅是身體的一部分，所以，心與九竅的關係也可視為心與身（最少是一部分）的關係。 



部分的「通」，
139
但同時也會強調身體各部分的「區分」。 

回到人的組構來說：「天出其精，地出其形」，既需天之精氣，也需地之

形骸，顯示的也是「區分」的理論。樂愛國在其〈《管子•內業》精氣說的

再探討〉也說： 

〈內業〉主要是把物分為精氣和形體兩大要素，並認為精氣為本質

要素，形體為非本質要素，進而強調精氣對於物的重要。至於形體是否

經由氣化生，〈內業〉中沒有直接的實證材料。 

樂愛國強調了「區分」的重要，他接著說得更透徹： 

〈內業〉強調精氣之形體的重要是以二者的區分為基礎。如果形體

也是氣，精氣也是氣，那麼，孰主、孰本〇而〈內業〉反覆強調的尌是

精氣為主、為本。當然可以稱形體是形氣而與精氣相區別，但這還是一

種區別々而且把形體說成形氣以與精氣相區別，還不如直接說形體與精

氣區別來得簡明。140 

不知是否如樂愛國所言，〈內業〉中萬物者皆由形體與精氣組成，但就

人而言，肯定是這樣的。《管子》四篇談身心，心與身是有所區分的，人之

組成是有層次的。以此再看楊儒賓的列表： 

表層： 五穀≠列星≠鬼神≠聖人≠其他萬物 

底層： 精氣＝精氣＝精氣＝精氣＝其他萬物之精氣 

表層之分析當仍是合理，但底層則需改為 

底層： 精氣＝精氣＝精氣≠精氣≠其他萬物之精氣 

「精氣」不能直接化成人。「精氣」只能流於人心中，以至「心全於中，形

全於外」（〈內業〉）的境界。但「心全於中，形全於外」這對並列句式，又

再一次揭示了《管子》四篇心與身能「區分」的一面。 

基於此，學者的「氣或精氣等同道說」就需重新檢定了，因為「氣」只

是組成人的其中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所以，「氣」與能創造萬

物的「道」不能處於同一層次。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先秦卷下）》

便明言： 

《管子》四篇仍然把道視為天地萬物之本源，道無形無聲，道無所

不在，生生不息，並決定著萬物萬事的存在與發展。很明顯，四篇中的

道論與老子之道是一致的，道仍居於最高的主宰地位。精氣則沒有道這

                                                      
139

 在《管子》四篇裏，人只要通過修練，如靜心養氣，人身體各部份便能達到通，甚至可

與天地相合。這只是大概來說，篇中修行的方法與通過修行而達到的境界則有不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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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愛國：〈《管子．內業》精氣說的再探討〉，《管子學刊》，1998 年第 2 期，頁 60。 



種絕對性。
141
 

再看「氣」與「道」的關係。〈內業〉中有言：「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道無所，但只要「心靜氣理」道便可停留於身中。由

此可見，「行氣」是「體道」的其中一個條件，因為「體道」還須「心靜」，

所以，「行氣」不是「體道」的充份條件，「氣」並不能等同於「道」。 

第四節   對「以氣改道」說的反思 

馮友蘭於 1958 年發表了〈先秦道家所謂道的物質性〉142一篇文章，其對

「精氣說」之論述見於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 

稷下黃老之學認為人的精神意識是由物質的原素──精氣組成。精

神能力的強弱決定於體內貯藏的物質元素──精氣的多少，這實際上是

肯定物質現象是第一性的，精神現象是派生的，第二性的。143 

這種論說影響深遠，以至有好一部分學者把古代的氣論標舉為唯物主義的先

聲，如周立升、王德敏兩位在言及《管子》一書時便說： 

唯物主義思想在全書中佔著主導地位，它集中體現在〈心術〉上下、

〈白心〉、〈內業〉、〈宙合〉、〈樞言〉等篇所闡述的精氣理論上。144 

甚至乎，把「精氣唯物論」與「道」相提並論： 

（精氣論）把「道」詮釋為由精氣所構成的物質性實存，這不僅克

服了老莊道家關於世界本源與構成世界本源的質料相分離的缺陷，而且

它把「道」根置於物質概念之上，從而實現了「道」、「氣」合一，使「道」

由一種抽象性存在演變成一種物質性實體145 

這樣的論調直接把「道」物化了。 

先不要說「道」與「精氣」有層次之分，於《管子》四篇中，「精氣」修

練得好固然可致「全心」的境界，但另一方面，心之安靜才能使「精氣」流

動於其中，這樣可證，「精氣」與精神是互相影響的，甚至乎，是必須由心去

欲，寧靜下來，「精氣」才能進入心中，「精神現象是派生的，第二性的」論

調似乎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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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1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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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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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43。 



史華茲對於古代中國的氣概念與物質的類比便明確指出： 

氣還包含有我們稱為心理的、感情的、精神的、超自然的，以及甚

至可以稱為「神秘主義的」那些性質。西方人對於物質以及物體的定義

系統地排除了這些性質々因此，恰好由於這一原因，他們對於「物質」

的定義與「氣」一點也不符合。146 

史華茲認為中國古代的氣概念涵義龐雜，兼且包含許多抽象元素，所以不能

與「物質」等同。從史華茲的見解與本章的分析可證，「精氣唯物論」是不對

的，而「氣或精氣等同道說」也不正確。 

總結本章，本章從文獻解讀及《管子》四篇的理論體系兩方面來作考察，

論證了「氣或精氣等同道的理論」的欠妥當之處。蓋學者在建構論說時，只

從「道」與「氣」的某些共通屬性入手，似乎忽略了《管子》四篇理論體系

的複雜性，如四篇談身心關係時，既把側重放於心上，但同時又強調心與身

的區分；又如在組成人時，既重「精氣」對人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強調了「精

氣」與「形」的區分。誠如史華茲所言： 

在氣的概念中，它既被賦予了「物理」性質，又被賦予了「非物理」

的性質，它無所不在而又呈現為連續的質料／能量々但在先秦的中國思

想中，和如下整體性的孙宙秩序和社會秩序概念（通常通過「道」這一

個詞而被提及）相比，顯然遠不能說它佔有中心地位。在許多典籍中，

它只是作為一種與大而全的秩序有關的連接性實體的面目而出現，人們

經常討論的是其分化了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不是將其視為均勻同質的實

體。147 

簡而論之，「道」及其運作法則雖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氣」只是宇宙生成

中的一個部份。「道」畢竟是宇宙的本源，而「氣」只是「道」的下位概念。

「氣」不能是「道」而「氣或精氣等同道的理論」實在值得商榷。最後，文

中提到的「行氣」為「體道」的必要法門這一點，將會在第五章論及「『氣』

『道』並充」時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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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子》、〈恆先〉及《淮南子》中的大

宇宙：道與氣的相互區別 

第三章從中國古代身體觀揭示「道」與「氣」份屬不同層次的概念，本

章將從先秦道家宇宙生成系統來討論「道」與「氣」的關係。本章主要考察

《老子》、〈恆先〉及《淮南子》的宇宙生成系統，藉此揭示三者宇宙論中「氣」

與「道」相互「區別」，它們是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 

第一節  宇宙生成空間強調了道與氣的相互區別 

在《老子》四十二章中，歷來對「沖氣」之解說，學者各說不一。其中，

有學者認為，「沖」應通假作「盅」，但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沖氣以為

和」一句應保留本字——「沖」。 

蔣錫昌認為： 

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之「沖」當作「盅」，此「沖」當從本

字。《說文》〆「盅，器虛也」々「沖，涌搖也。」二誼不同。道之盈虛，

譬之以器，故用「盅」々 陰陽精氣涌搖為和，故用「沖」々 此其別也。
148
 

於是，蔣錫昌再進一步解釋說： 

按《說文》〆「沖，涌搖也。」此字《老子》用以形容牝牡相合時，

搖動精氣之狀，甚為確切。「和」者，陰陽精氣互相調和也。《莊子〄田

子方》〆「至陰肅肅，至陽赫赫《《兩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荀子〄

天論篇》〆「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賈子〄道術篇》〆「剛柔得適調之和。」

並與此誼相同。「沖氣以為和」，這搖動精氣以為調和也。「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即萬物生育之理，乃所以釋上文生生之義者也。149 

蔣錫昌強調了「沖」字的使動性，突出了「氣」被「搖動」的一面；而「盅」

含有虛之意，所以讀「沖」為「盅」實為不妥，因兩字本義有別。 

然而，范應元卻持不同的論調： 

古本作盅，器虛也。河上兯作沖，虛也，和也。今從古本。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器有形也，道無形也。凡有形之物皆有無

形者寓其間也，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萬物負陰抱陽，盅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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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皆自然之理也。河上曰〆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

臟，骨中有髓，草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150 

范氏謂「蓋器有形也，道無形也」一句可見，他很可能是把《老子》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中的「沖」之意思混和了，也正是這種混和，他把「道

沖」之「沖」含有「虛」之意的一面套用到「沖氣以為和」一句的「沖」上，

他把這句同樣解釋為「陰陽之氣交通成和」，「沖」字亦當動詞用。 

茲列舉《老子》三個版本「沖」字之使用情況： 

i. 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大盈若 ，     其用不窮。 

ii.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大盈若 （
沖

皿  

iii.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大〕盈如沖，   其〔用不窮〕。 

iv. 《老子》王弼注本：      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 

按：郭店《老子》為最古版本，作 ；帛書《老子》甲本用篆書體，乙本

用隸體，所以，相比乙本，甲本抄寫年代應為較早。帛書甲本寫了個別字（ ），

有學者把其棣定為上部「沖」，下部「皿」，似乎是處於「盅」轉化至「沖」

之間。觀乎此章文意，用多對意義相反的詞語對舉：成與缺；直與詘；巧與

拙，所以盈（某些學者認為盈當訓為滿）應與盅對，《說文》云：「盈，滿器

也。」又云：「盅，器虛也。」滿與虛對立，因此，學者多主張此章之「沖」

應讀為「盅」。 

i.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道（沖），而用之有（又）弗盈也。 

ii. 《老子》王弼注本：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按：郭店本並無此章，帛書甲本殘缺嚴重，只能以乙本與王弼本作對照。乙

本把「沖」寫作「沖」此句句意為「道」若為虛，則用之不窮，所以，此「沖」

亦應訓為「盅」。 

從版本上來看，郭店本為最早版本，但上部偏旁「二」過份簡化，不知

能棣為何字。151范應元謂古本（郭雲、王弼本）皆寫作「盅」，卻不知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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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信芳及魏啟鵬兩位皆把郭店版《老子》的「沖」解作「盅」之意。參見劉信芳：《荊門

 



是否真確。他又說，後來「盅」字慢慢被沖字假借了，清朝學者對此亦有所

論述，段玉裁注《說文》沖字條便謂： 

凡用沖虛字者，皆盅之假借。老子道盅而用之。今本作沖是也。尚

書沖人，亦空虛無所知之意。152 

於注盅條又曰： 

盅虛字今作沖，水部曰，沖，涌繇也。則作沖非也。沖行而盅廢矣。
153 

朱駿聲亦言： 

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字亦以沖而為之 

朱氏便把盅與沖歸於豐部，皆為東韻。154聶中慶對此論述更詳： 

簡《老子》乙本 14簡有「大盈若中（當為盅）」句，句中「中」子帛

甲本作「 」，帛乙本及通行本作「沖」。中，《說文》〆「中，內也。」

沖，《說文》〆「沖，湧搖也。」 ，從皿沖聲，義同盅。盅，《說文〄皿

部》〆「盅，器虛也。從皿，中聲。《老子》曰〆「道盅而用之。」「中」

為端母冬部字，「沖」、「盅」為定母冬部字，三字疊韻，端定旁紐。「中」、

「沖」借作「盅」。
155
 

而《汗簡古老子》之「沖」寫作 ，其字構體則與「盅」之金文寫法

相近，同是上部為「中」，下部為「皿」，再見「沖」借作「盅」之線索。 

因此，「盅」為本字，有一定可能。「沖」甲骨文寫作 （後二‧三

六‧六【甲骨文編】）或 （後下 36‧6【續甲骨文編】）；金文作 （沖子鼎

【金文編】）。「沖」為形聲字，水為形部，中為聲部，《說文》云：「沖，涌繇

                                                                                                                                                 
郭店竹簡老子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頁 62 及魏啟鵬：《楚簡老子柬釋》（臺

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52。 
152【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47。 
153【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12-213。 
154【清】朱駿聲編著：《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38。 
155

 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25-126。 



也。」
156
涌字云：「涌，滕也。」

157
滕字則云：「滕，水超踊也」段注曰：「超、

踊皆跳也，跳躍也。」158搖字又云：「搖，動也。」可見，「沖」之「涌搖」

是頗猛烈的，馬敘倫便謂：「今俗謂水涌出曰沖」159；「盅」暫沒有甲骨文相

證，而金文寫作 （鄧子午鼎【金文編】）或 （盅鼎【金文編】）「盅」亦

為形聲字：中為聲旁，皿為形旁，《說文》云：「盅，器虛也。」馬敘倫謂：「器

虛也即器中空也。」160
 

從字義上看，「沖」字強調的是「涌搖」之猛烈，「盅」字則為器血之中

空狀態，《說文》云：「盅，器虛也。」「盅」字所強調的是一個空間，一個生

成場所。如果代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句，把「沖」定為「盅」，

則強調的是「給予陰陽二氣交流的生成場所」。在道家的宇宙生成系統裏邊，

這種生成場所是時被提出的。《淮南子．天文訓》便有：「虛霩生宇宙，宇宙

生氣。氣有涯垠……」161其中「虛霩」便是生成場所。如果「沖氣以為和」

一句中的「沖」字通假作「盅」，其所帶出的意義便能增多一重：「氣在器皿

之範囿中混和」。「中」字原本寫作 （續四．七．一），其一種解釋為測日

影的日圭，後來抽象作 （甲一二六四 中宗），但其下半皿部由甲骨文之

（燕七九八）到汗簡的 （古文四聲韻）都相當具象，用意很可能要凸出這

下半部的空間。拿「盅」之對立字「盈」來看，盅為「器虛」，盈為「器滿」。

「盈」字睡虎地秦簡文字作 （法一六三），漢印文字作 （盈睦子印

章），下半部亦皆為象形極高的皿部。 

「盅」字的下半皿部是相當具象的，意味著這個生成空間是可能有一個

                                                      
156【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47。 
157【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49。 
158【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48。 
159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九冊，頁 88。 
160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五冊，頁 214。 
161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79。 



設想界限的。在整個宇宙生成過程中，萬物的生成便在這個設想的界限中完

成，氣也在這個設想的界限中運行。然而，「沖氣以為和」一句中的「沖」雖

可棣定作「盅」，為整個宇宙生成過程提供了一個生成空間，為萬物生成提供

了生成的界限。這個生成空間為宇宙論中各部增加了一重「區別」之特質。

我們再以〈恆先〉中的「恆」、「或」、「氣」的生成關係來作進一步探討。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恆先〉一篇也有一個生成空間。〈恆先〉

開首便談宇宙生成： 

恆先無有，樸、靜、虛。樸，太樸々靜，太靜々虛，太虛。162 

這頗合道家生成之初為「無」的宇宙生成觀。接著是「自厭不自忍，域作；

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所謂「自厭不自忍」

是指「恆先」是「自我滿足，卻又不作自我克制。」163之後談到「由無到有」

的生成過程，與《淮南子》有近似處，總需要先有一個生成場所才會發展至

其他生成階段。〈恆先〉篇中的「域」便是這個生成場所。 

李學勤便認為： 

「或」應讀作「域」《《「域」字郭店簡《老子》作 ，馬王堆

帛書《老子》甲、乙本作「國」，都是通假字。近人陳柱著《老子集訓》

已指出〆「此『域』當作孙宙解」，然而同意的學者不多。「域」訓為界，

和「孙」意義類同，所以「域中」、「域外」即「孙中」、「孙外」，尌道

家孙宙論而言，係指空間。164 

而廖名春認為：「『域』是一個相當抽象的表示空間的概念。」165陳靜亦

認為：「『域』不是物理屬性的空間，而是形而上的空間觀念。」166 

朱淵清也指出： 

〈恆先〉又有「有出於域。」這說明〈恆先〉的域實際上只表明一

個范圍，而不是具象物質世界的孙宙。在這個範圍內討論的實際上完全

是關於抽象屬性的概念。〈恆先〉〆「有出於域，生出於有，音出於生，

言出於音，名出於言，事出於名。」在這裏，在「域」的范圍內的所有

一切概念都不是具體的物質而全部是事物的抽象屬性關聯，從而完全擺

                                                      
162

 《恆先》一篇的下限被眾學者推定為戰國中至末。另，本文主要參考李零、李學勤、廖

名春、陳靜諸的《恆先》釋文，有需要亦會參詳其他學者之意見。 
163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恆先》新釋〉，《中國哲學史》（2004 年第 3 期），頁 84。 
164

 李學勤：〈楚簡《恆先》首章釋義〉，《中國哲學史》（2004 年第 3 期），頁 81 至 82。 
165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恆先》新釋〉，《中國哲學史》（2004 年第 3 期），頁 84。 
166

 陳靜：〈《恆先》義釋――思想史視野下的一種解讀〉，《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3。 



脫了現實經驗而進入形上思辨。
167
 

誠如朱淵清所言，「或」具有形而上屬性，而在「（或）範圍內討論」的

一句亦指出了「或」不單是「氣」的生成場所，更是範囿其他概念衍生的「彊

域」。現試從文字學上考察「或」字，則可得出「或」本來帶有界限、限制的

同一論調。《說文》曰：「或，邦也。」段玉裁注曰：「邑部曰，邦者，國也。

蓋或國在周時為古今字。古文衹有或字。既乃復製國字。」168，《說文》於「國」

字條云：「國邦也。從口從或。」169再考「或」與「國」之古文字，「或」之

甲骨文寫作 （鐵一一七．三）或 （後二．三八．六），金文作 （禹

鼎）；「國」則寫作 （續甲骨文編），金文作 （毛公厝鼎）或 （王

孫鐘），漢印文字則為 （金鄉國丞）。從構體上可見，「國」為「或」的後

起字，兩者原本字義亦相當。馬敘倫釋「或」便云： 

徐鍇曰〆「此會意。鈕樹玉曰〆「繫傳韻會從口戈以孚一。」嚴章福

曰〆「華嚴經序音義引作封也。」許槤曰〆「從口。疑即鐘鼎文國字。」

倫按周禮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封邦一義。蓋古之所謂國，不過

有封樹以為界立城郭以自固而已。口為垣之初文。亦即國之初文。口音

喻紐三等。或音亦然。國音匣紐。皆次濁摩擦音也。初即以垣之初文為

國。後乃作或字。從口在一上。戈以孚之。會意。而國之義愈明。及以

或為疆域之域。後造從凵或聲之國。其實疆域之義，與國不殊。謂某地

至某地為某國也。此從口從戈又從一者，涉重文說解而衍又字。鍇本作

從口戈以孚一，亦通，然非許文。依義當入口部。以或為正，國為重。

一地也者校語。左隱元年正義引，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亦校語。
170 

馬敘倫亦指出了「或」與「國」的關係，「國」是「或」的後起字。然而，馬

氏在此段論述中，還提出了一點：「蓋古之所謂國，不過有封樹以為界立城郭

                                                      
167

 朱淵清：〈「域」的形上學意義〉，載於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頁 276。 
16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631。 
16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77。 
170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九冊，頁 959。 



以自固而已……及以或為疆域之域。後造從凵或聲之國。其實疆域之義，與

國不殊。謂某地至某地為某國也。」這段論述頗具意義，其重點是從「國」

取代「或」的過程中，「封樹以為界立城郭」的意思愈明，「謂某地至某地為

某國也」，強調的是邊界、疆域，意味著「或」與「國」的空間是有限制的。

陳夢家釋「國」亦指出： 

說文把「或」與「國」都當作會意字，彷彿所以從戈是孚衛邦國之

義，這是大錯的。周銅器上的銘文或字的寫法有三個形式〆一作或，二

作 ，三作 。第三式只見到一次，第二式是西周通用的，第三式通

行於西周晚期與東周。故此「或」字最早從 從戈， 象城邑之外有

兩疆界，戈是聲符，所以從「或」字最初是形聲字。金文國字的寫法有

四個形式〆一或，二 ，三 ，四域。第一式以「或」作「國」，第

二式於「或」之外更加匚象三面疆界，第三式象四圍有界，第四式是說

文或的重文《《171 

陳夢家所言，「或」與「國」在字體形構演變中，「疆界」的意義一再被

強調。從分析「或」的字體構形中可見，「或」字原初都帶有具象屬性，總強

調邊界、界限之義。而就「域」字而言，《老子》二十五章便有一例：「故道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其中之「域」便

有界限之意思，而且是既具象（王居其域即謂其管轄之疆域），又抽象（因為

從整句看，「道」「所居」之域為抽象的概念）。而《郭店楚簡老子乙本》也有

一例：「莫知其 （讀為「極」，邊界之意），〔則〕可以有 172。有

之母，可以長……」173這裏編者把 釋為「國」，上邊已說，「域」與「國」

互用多有，不必執著，因兩字意義相通。另一方面，這個例子之「域」都指

實有之疆域。所以，以「或」及「域」之概念而言，它的字體構成很可能會

令人聯想到邦城被自身的疆域圍住。再次言明「或」字本有界限之意。再舉

《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

一焉。」之例，「道」、「天」「地」與「王」皆存於「域中」，但它們是並稱而

又各自獨立的範疇，所謂「王居其一」，即是「王」佔其中一個範疇。所以，

「域」字不但本身具有界限之意，在其作為「範囿」的使用上，更強調了「區

分」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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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六冊，頁 239。 
172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7。 
173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18。 



第二節   「氣是自生」強調道與氣為相異概念 

生成空間強調宇宙論中各概念「相互區分」的意味，而再從「恆」、「或」、

「氣」的生成關係來看，「恆」、「或」與「氣」也是相互獨立，相互區別的，

本文以此再強調「道」與「氣」也並非同一的看法。〈恆先〉有言： 

自厭不自忍，域作々有域焉有氣々有氣焉有有々有有焉有始々有始

焉有往。 

明確指出，要先有「域」才能有「氣」。〈恆先〉接下再說：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

域恒焉，生域者同焉。 

文中的「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說明了「氣」是自足自動

的，「域」只是參與了它的運動（提供了一個運動場所）。這種自生自作是與

《老子》所言相近的，《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萬物之運行是自主的。 

既然「氣」是「自生」，即是說明「氣」是獨立於「域」之外，「恆」與

「域」不能生「氣」，它們三者是相互獨立，相互區別。廖名春對此點有深刻

的論述： 

『恆莫生氣』，（氣）不是恆產生出來的。兩者沒有化生關係。174 

對於「恆氣之生」的解釋： 

此句李零作「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龐樸作「恆氣之生，不獨，

有與也」。按，龐樸「不獨」斷句是。「恆氣」，李零以為「終極的『氣』，

最原始的『氣』」，龐樸以為「終極的『氣』」。按，既然「恆莫生氣」，「恆」

尌是與「氣」並稱的範疇，不能將「恆氣」釋為「恆之氣」，當為「恆、

氣」即「恆」與「氣」。「恆、氣之生」是「恆」與「氣之生」，並非「恆

之生」與「氣之生」。因為「氣」有「生」之說，而「恆」無「生」的

問題。上文說「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強調「氣」「生」

的獨立性，「氣」與「恆」不同的一面。175 

誠如廖名春所言：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強調『氣』『生』的獨立性，『氣』

與『恆』不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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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恆先》新釋〉，《中國哲學史》（2004 年第 3 期），頁 85。 
175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恆先》新釋〉，《中國哲學史》（2004 年第 3 期），頁 85。 



由此而知，作為萬物的本源「恆」是不同於「域」與「氣」，而「域」與「氣」

的相互獨立，便證明宇宙論中各部份是相互區別的。另一方面，三者雖然相

互區別，但又「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域恒焉，生域者同焉。」陳靜便

認為，這是︰ 

恆、氣、或有先後關係、相與關係，而沒有母子關係。176 

它們既有區別，卻又相互牽涉，所以這種宇宙觀是各組成部份「同軌並生」

的宇宙觀。 

事實上，〈恆先〉這種獨特的宇宙觀並不是孤立之證，因為到得漢初，《淮

南子》亦提供了類近的宇宙生成系統：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

孙宙，孙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滯凝而為地。
177 

李學勤便指出〈恆先〉與《淮南子》的對應關係： 

由「恆先」而有「或」，有氣，有有，有始，有往，這一序列當對

照《淮南子〃天文訓》所說〆「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

太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孙宙，孙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

為天，重濁者滯凝而為地。」在《天文》篇中，道始於虛霩即無，相當

〈恆先〉的無有，而在虛霩與氣之間是孙宙，在「恆先無有」與「氣」

之間是「或」。不難看出，「域」和「孙宙」彼此相當。在道家學說中，

它們是類似的概念。〈恆先〉後面也講到「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更印

證其在孙宙論上同《天文》的相近。178 

廖名春對此也持相同見解： 

《淮南子〃天文訓》〆「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孙宙，孙宙生氣。」「道

始於虛霩」即「恆先無有」，「虛霩生孙宙」相當於「域作」，「孙宙生氣」

相當於「有域，焉有氣」。可見《淮南子》說與此相當接近。179 

本文以為把「宇宙」解作氣的生成空間，當沒有問題，然而「道」之所

居及生「宇宙」的「虛霩」則很值得考察。所謂「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

洞灟灟」即世界之起源狀態，其時混沌一片，事物存於恍惚之間，處於無形

到有形之間。如《老子》所言：「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惚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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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從出土簡帛文獻看戰國楚道家的道論及其相關問題——以帛書〈道原〉、〈太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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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淮南子‧精神訓》所言之〉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

知其門。」180 

「道」便處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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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兮寥兮便是形容「道」恍恍惚惚的狀態。莊子有說：「萬物出乎無有。有不

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181「無」與「有」說來抽象，以「無形」生「有

形」來說：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182 

這便說得通透，氣化萬物之先，「無形」生「有形」之際，世界便「雜乎芒芴

之間」。「虛霩」便是這個「芒芴之間」。 

「虛霩」一詞只在《淮南子‧天文訓》這一段出現過一次，但其意仍粗

略可明。在《老子》中的盅氣一節，已指出盅具備虛之意，而虛即空虛的意

思。所謂「霩」即通「廓」，為邊界之意。「虛霩」即是「空虛之場域」之意。

而「道」便居於其中：「虛無者，道之所居也」，183而「道」在裏中的特質是： 

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184 

再一次，「虛無之軫」便可解作「虛霩」。 

另外，在《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中有「寥廓」一

詞： 

帝曰〆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〆五氣運行，各終朞日，

非獨主時也。帝曰〆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〆臣積《考太始天元冊》

文曰〆「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摠統

坤元《《185 

查姚春鵬注「太虛寥廓」一句為「太空蒼茫遼闊，無邊無際。」186這詞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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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雖不知「太虛」於其間有何內涵，但「廓」有邊界之意，「寥廓」又

怎樣無邊無際？查《說文》「寥」字條不果，但「 」條卻言：「 ，空虛

也。從广。膠聲。」段玉裁注謂：「此今之寥字」187始知「寥」字還有另一重

意思，而「寥廓」則意謂「空虛之邊界」。以「寥廓」一詞證「虛霩」一詞，

兩者皆可謂「空虛之邊界」。 

〈恆先〉中，「氣」化生萬物的生成模式第一步是：「有或焉有氣」，只一

個生成場所，但《淮南子》卻先要經過一個相對較虛無的「虛霩」才到「宇

宙」，總共需要兩個生成場所，又多一層轉折。誠如李學勤與廖名春兩位所言，

〈恆先〉的宇宙生成系統是與《淮南子》的宇宙生成系統呈對應關係的。由

此推論，由〈恆先〉到《淮南子》，都展現了一種各組成部份相互「區別」的

宇宙觀。而「道」（或「恆」）與「氣」也應是一組相互「區別」的概念。 

總結本章，第四章考察了《老子》、〈恆先〉及《淮南子》的宇宙生成系

統，從而指出三書中的宇宙系統是各組成部份相互「區別」的。討論至此，

焦點全放在「道」與「氣」是「同一」的抑或是雖相分卻又互有牽涉的關係

上。還有兩個重要問題：其一，中國道家宇宙論是如何「處理」具象世界與

理念世界的問題（例如萬物如何與「道」相合）；其二，亦是西方學者很關心

的「古代中國是否便沒有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尚未作出探討。本文的第五

章嘗試探究人如何回歸抽象性的「道」，從探究這一問題當中，本文將提出古

代道家宇宙論是「理念世界」與「現象世界」共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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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練氣充道：道與氣的同軌並生 

第三及第四章著重論述「道」與「氣」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但完全沒

有探討兩者究竟是何種關係。「氣」在宇宙論中多有出現，它在宇宙本體「道」

之下究竟又扮演著何種角色？這條問題的追問會使我們逼近道家的終極關注

──人是如何回歸本源的「道」？本章將會從這一終極關注點作切入，揭示

古人在「修心練氣」的過程中做到「練氣充道」，繼而「氣道並生」。本章將

以此提出，在先秦至漢的道家宇宙論中，「道」與「氣」雖屬不同層次的概念，

但卻是處於同一「軌跡」，「同軌並生」的看法。 

第一節  氣與道的關係並非類比關係而是同一系統的兩

個概念 

首先，我們得釐清「道」與「氣」究竟存有何種關係。劉長林於其著作

《中國系統思維──文化基因探視》以系統性思維去分析道家的宇宙生成

論，他認為： 

道家其實也是一種系統哲學。關於孙宙的生成和發展，老子提出了

著名的貫穿系統原則的理論，至今還對一些自然科學家有所啟示〆「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斷定多種多樣的孙宙萬物是道之內蘊的外現，

潛隱的展開。這是對物質系統，特別是生物系統發育和繁衍規律的天才

猜測。188 

接著劉長林以「陰陽調和互濟」的看法來解釋「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和」這兩句： 

這種思想早在《易經》處理乾坤二卦以及陰陽二爻的關係時已經蘊

含了。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可能是陰陽無所不

在，陰陽通過沖氣彼此調節而統一這種思想的最早表述。陰陽互補互

濟，彼此制約，以維持整體動態平衡的理論，後來在哲學和其他學術領

域又有所發展完善，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靈魂。189 

劉長林以系統性思維來分析《老子》的宇宙生成論，以指出《老子》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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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論具有「陰陽互補互濟，彼此制約，以維持整體動態平衡的特色。然而，

對於「道」與「氣」的關係並沒有提供更多的資訊。如果我們進一步考究劉

長林的觀點，可以發現所謂的「系統性思維」是以「類比」方式建構的： 

由於把每一事物都看作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的循環性整

體，因而當認識向外擴展時，人們很自然地會走借助於一個整體去認識

另一個整體的途徑，而不習慣於打通這些獨立整體之間的壁障，尋找一

個個圓圈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樣，尌更為加強了尋找事物的相似點的要

求和趨向。因為只有找到更多的相似點，才能進行更多更深入的類比推

理。故此，類比方法和素樸的模型理論得到特別重視和普遍應用，求同

觀念成為中國的傳統思維。
190
 

以「類比」來建構關係便是「尋找事物的相似點」，而「找到更多的相似點」

便可「進行更多更深入的類比推理」。如果說「找尋整體與整體間的相似點」

為系統性思維的特徵，我們看《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天」、「地」及「王」本屬不同

系統，卻聯在一起，不知是否四者皆有相似點。然而，最大的問題是，當四

者同處於「域」中，這便很難判斷四者這時候是各自從屬不同的系統還是已

融於同一系統之中。如果我們以這種「找尋整體與整體間的相似點」的特質

來重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和」這一生成系統，「陰陽」與「氣」屬於同一系統，便談不上有「整體與整

體間的相似點」。 

對於以「類比」來建構關係這一特點，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C﹒Graham）

在其名著《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中指出關聯性思維也具有相同特點： 

在漢初以前即呈現出持久形態的中國孙宙論是個龐大體系，它始於

陰陽相關聯的對立鏈，分解為與「五行」相關的「四」與「五」（四季、

四方、五色、五覺、五味《《），往下與《周易》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相

關的依次划分，提供諸如天文學、醫學、音樂、占卜以及後世的方術

（alchemy）和風水（geomancy）等原始科學的有機化觀念。191 

接著他以雅各布遜（Roman Jakobson）的結構語言學方法和術語分析關

聯性思維的「隱喻及換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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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與獅子相比如人與獸相比，所以用隱喻講來，獅子是百獸之

王，而國王是人中之獅。國王（king）與御座（throne）相比似主席

（chairman）之與椅子（chair），故用換喻來說，御座指君主制，而椅

子指主席制。
192
 

以「隱喻及換喻」來建構關係，便是以「尋找事物的相似點」作主要手段，

所以，在這一點上，系統性思維與關聯性思維是相通的。 

把問題放回劉長林分析過的《老子》書中的「陰陽」概念上，史華茲提

出很有洞見的看法： 

有人認為，在中國，二元對立（dyad）一直是「辯證的」和動態

的，但這種說法並不正確，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它似乎指的是並不屬於

動態的互補、對立或簡單的置換。進而言之，陰陽觀念本身並不必然蘊

有相關性孙宙論。在《老子》中，無論是運用於自然界還是人事界，陰

／陽觀念都處於核心的地位，因而要以如上所述的特殊的「非對稱」方

式加以處理。儘管軟性和硬性（software and hardness）在自然界（與人

事無關）和人事界中都曾表現出剛性與柔性，但不存在任何表示兩個領

域之間存在著「共鳴性」互動關係的暗示。儘管《莊子》在敘述自然界

和人類有機體的過程中也曾用過「陰陽」一詞，但並未暗示在自然界和

人事領域的過程和事物分類之間存在著特殊的相關性的互動關係。兩個

領域所有過程都不斷地「沿著垂直軸向」，向著處於不可言說之「道」

中的源頭回歸。193 

史華茲論述「陰陽」概念，把關注點放在「自然界」與「人事界」的聯繫問

題上，認為「陰陽」並沒有為兩界建構「共鳴性」的互動關係，更指出︰ 

兩個領域所有過程都不斷地『沿著垂直軸向』，向著處於不可言說之

『道』中的源頭回歸。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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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領域向道回歸」這一點甚為關鍵，因為系統性思維與關聯性思維的

特點是系統與系統（領域與領域）之間處於共鳴與平衡的關係，並沒有包含

所有系統最終向「一點」回歸的特點。但道家宇宙論中的各系統或領域卻盡

皆向「道」回歸。因此，以系統性思維與關聯性思維來分析道家的宇宙系統

是不恰當的。 

另外，史華茲指出，關聯性思維要求系統中的各部分要清楚明晰，這一

特質也不符合道家的宇宙論實情： 

其實，李約瑟曾直截了當地論述過，人們不要指望否定古代道家思

想中含有濃厚的神秘主義成份，然而總的說來，他卻十分渴望能將他關

於有機體的概念與神秘主義的含義分離開來。他因此論述道，在中國式

的關於有機主義的概念中，「不論是在活的形體的還是孙宙的組織關係

之網中，藉助於意志的和諧，各部分本身尌足以解釋人們觀察到的現

象」。然而，他又補充道〆「有機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合作不是被迫

的，而是絕對自發的，即便不是出於自願。」「意志間的和諧」和「合

作」這類文字似乎告訴我們〆存在著這樣一種獨立的實體，能通過刻意

安排（express design）而「自願地」走到一起進行合作。這一意象暗示，

在它們最終決定進行「合作」以前，部分卻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

然而，李約瑟又通常如下說法來清除人們的這一印象〆「組織性關係」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在邏輯上要先於各個部分々此外，他還十分

清楚地表述，各個部分之間的合作不是「自願的」，而是由整體決定的。

所有這些術語如組織性關係、組織性原則、有機體、過程等等似乎都是

指關於某種相當於確定事物的確定性知識，而《老子》卻似乎堅持認為，

那種能夠解釋整體秩序以及各個部分的「自發」行為的東西本身卻超越

於語言之上。的確，甚麼是「組織性原則」自身呢〇假如像「組織性原

則」一類術語的意思是指任何可描述的和具有確定性的事物，那麼它尌

不是「道」，因為「道」是非存在（無）的、不可言說的。然而，《老子》

卻寧可對不能命名的事物不命名，或者對於任何關於「它是如何行得通」

的知識不作任何暗示。195 

所以，史華茲認為： 

個體（在《老子》那裏是道家式的共同體）通過與不可說的「道」

重新結合而找到了拯救之路。最終講來，其中心思想是極端強調「道」

是不可說的，而相關性孙宙論者卻相信，他們具有探索一切事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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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兩者顯然是不同的。
196
 

由以上分析可見，道家的宇宙系統不能以系統性思維與關聯性思維來歸

類，而「道」與「氣」的關係也不是以「類比」、「隱喻及換喻」及「共鳴互

動」這三種方式來建構的。如果說「道」、「陰陽」及「氣」是處於同一系統

上，那麼「道」與「氣」便是在同一系統上建構關係的。在探討兩者如何建

構關係時，我們同時也在回答另一條問題：人們是如何回歸虛無抽象的「道」

的？誠如史華茲所言，「道」是不可說、不明確的。本文的第二章已對此加以

論述，再補引《莊子》之言佐證：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夫大道不稱，大辯

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
197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〆「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〇」

無始曰〆「道不可聞，聞而非也々道不可見，見而非也々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〆「有問道而應之者，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

也々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孙宙，內

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大虛。」198 

這些不可說、不明確並且不能傳於人的特點使許多聖人或神話人物在追求與

「道」合而為一時產生很大的困惑： 

舜問乎丞曰〆「道可得而有乎〇」曰〆「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〇」舜曰〆「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〇」曰〆「是天地之委形也々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々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々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

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199 

從自己推及身邊以至世間所有事物皆不可掌握，更何況「道」，所以連儒家聖

賢孔子也感到不得要領：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〆「子來乎〇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〇」孔子曰〆「未得也。」老子曰〆

「子徭乎求之哉〇」曰〆「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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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徭乎求之哉〇」曰〆「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200
 

然而，從老子回答孔子的說話： 

老子曰〆「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々使道而可進，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々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々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

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々由外入者，無主於中，

聖人不隱。名，兯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201 

及黃帝回答知的說話：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〆

「予欲有問乎若〆何思何慮則知道〇何處何服則安道〇何從何道則得

道〇」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

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〆「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黃帝曰〆「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旡從無道始

得道。」202 

人們似乎找到了「個體通過與不可說的『道』重新結合而找到了拯救之路」，

我們找到了歸根的辦法。 

第二節  欲復歸根──去仁義除成心 

首先，我們必須去「名」及「仁義」，並且靜心修神，讓自己處於「無思

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的狀態。事實上，「名」及「仁義」是使人類遠

離「道」的主因，尤其是「仁義」，《淮南子．繆稱訓》： 

道者，物之所導也々德者，性之所扶也々仁者，積恩之見證也々義

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

體道而不德，中世孚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

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

所以活々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203 

及《淮南子．齊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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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

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

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204 

皆對其作了論述。而史華茲也有相關的看法： 

不知何故，在道的伊甸園中，興起了那種深思熟慮的分析性心靈，

它具有將不同的形式、組成成分以及自然從它們所居住的整體隔離開

來，對它們仔細觀看，並使它們成為新發明的慾望和衝動之對象的能

力。藉助於這種新的意識，人類心靈自身尌能從「道」的流行中孤立開

來，並在肯定它的單獨存在、反對整體的過程中發現其自身的意義，於

是，一個由有意識的目標組成的全新世界尌被設定了，這些目標包括新

的滿足感覺的方式、快樂、財富、榮耀、權力的目標，甚至還包括個人

道德完善的目標。由此，「巨大的人工機巧」（大偽）尌誕生了。205 

「巨大的人工機巧」便是「仁義」。追求「仁義」的心使人類離自然質樸的「道」

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如果說「仁義」是外在誘因，那麼「成心」便是人類

遠離「道」的內因： 

人「心」（心／心靈）這種器官卻具有一種致命的能力，它潛稱能

賦予自己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完全個體化的實體屬性（attributes），

這尌是「徹底完成的或個體化的人心」（成心）々通常一種自我封閉手段，

它尌能建立一種只屬於自身的自我，從大「道」的流行之中分離出來。

「成」這個詞被用來指稱如下的一般過程，它們具有只屬於自身的自

我々這個詞自始至終都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加以使用的。任何事物與過

程，一旦完全地將自我封閉起來，與大「道」的流行分離出來，都意味

著對於「道」的傷害。一個令人好奇的例證是，音樂家昭氏完成了完美

無缺（成）的琵琶表演々正是其音樂的完美無缺──作為一種自我封閉

的實體──反而割斷了它與無限的、更高的音樂之「道」的聯繫。206 

當人們追求「仁義」，心便會受到蒙蔽，而當人的心存有分析及批判，便會產

生「成心」，「成心」會產生自我隔離及限制的狀態，這種狀態會阻礙人們回

歸無限制的「道」。所以，黃帝說我們要「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

完全處於無分析無批判的狀態，我們才能回歸「道」，《莊子．知北遊》便有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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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〆「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々攝汝

知，一汝度，神將來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

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說，行歌而去之，曰〆「形

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

謀。彼何人哉〈」207 

所謂「心若死灰」便是使心處於無分析無批判的狀態，這樣便「道將為汝居」。

由此而知，要回歸「道」人們首要停止思辨及批判，並要去「仁義」。對於去

「仁義」能回歸「道」這一點，《莊子．知北遊》中還有以下記載： 

知問黃帝曰〆「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〇」黃帝曰〆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々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

禮相偽也。故曰〆「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〆「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

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

聚也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

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徭者為臭腐々 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208 

我們既「已為物」，今「欲復歸根」，回歸於「道」，我們就要「損之又損」以

至「無為」的狀態。而損的對象則是「仁義」及「禮」。當中除了重複去「仁

義」的觀點外，還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便是在回歸「道」的過程中，「氣」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引文提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死處於互

為替換的狀態，因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人的生

命由「氣」組成，「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所以「氣」對人至關重要。

不但如此，「氣」還組構了天下萬物，所謂「通天下一氣耳」。所以，在「欲

復歸根」的過程中，我們要非常重視「氣組萬物」的原理，即「聖人故貴一」，

其中的「一」便是「萬物由一氣組成」的原理。基於此點，我們得以把一直

探討的兩個問題：「道」與「氣」的關係如何及人們怎樣回歸「道」合而為一。

因為在回答「道」與「氣」的關係如何之時，我們會進入人們如何「練氣充

道」的範疇，而這個範疇亦會引領我們去探討人是怎樣回歸「道」的核心問

題上。由此，本章再以「修心練氣」的角度作切入，以圖對這核心問題作進

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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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欲復歸根──守虛處靜 

第二章我們在探討《管子》四篇「道」與「氣」是否等同的問題時，已

有學者指出「練氣充道」的論點，而葛瑞漢對此更提出較詳細的論述： 

（氣）它不久即是作為孙宙流體應用於孙宙論，其積極者為「陽」

而消極者為「陰」，萬物由它凝聚而來並消散而去。但是在其原有的意

義上，保持著最初的意思，像其他文化如古希臘的 pneuma（風，空氣，

氣息）。它是激活軀體的有能量的流體，尤其是氣息，循環於我們之外

如空氣。尌其最純粹與最具活力的方面，它是「精」（quintessential），

在上面是完美的明光如天體，在大氣中循環如「鬼神」（在其非人格化

的階段，我們英譯為“the ghostly and daimonic”）,傳給人作為他的「神」,

給予他「神明」，於是完美清澈地領會萬物。209 

他續指出「心」如何引導「氣」使其通「道」： 

問題在於用心──思維的器官──去指導「氣」，於是人體充滿精

氣，身強體健，直至成熟的老年，因「德」的內在圖滿，人們自然地符

合「道」。操作技能在於節制飲食，調整心態與假定的氣功。目的是通

過防止情慾的擾亂而使心神安定。210 

如果要進一步去探討這種「靜心導氣並充道」的模式我們要再回到第三章，

「道」與「氣」的特質比較上。於《管子》四篇「道」與「氣」是否等同的

討論中，學者多舉數項論述以比對「道」與「氣」的特質： 

1. 「氣者，身之充也」對比「夫道者，所以充形也」； 

2. 「道在天地之閒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對比氣「其細無內，其大無

外」； 

3. 氣「卒乎如在於己」對比道「卒乎乃在於心」； 

4. 「是故有道之君子，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對比氣「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 

茲以這數項「道」與「氣」的比對論述擴展到道家其他典籍： 

                                                      
209【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2。 
210【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2。 



  

可充形或身 
充斥天地 

之間 

卒乎在於 

己或心 

具有靜或虛 

之特質 

1.  《老子》中的

「道」 

 大道汎兮其

可左右 211。

（第三十四

章） 

 致虛極，孚

靜篤《《歸

根曰靜，是

謂復命。 212

（ 第 十 六

章） 

 

道常無為，

而 無 不

為《《不欲

以靜。213（第

三十七章） 

2.  《老子》中的

「氣」 

    

3.  《莊子》中的

「道」 

 老子曰〆「夫

道，於大不

終，於小不

遺，故萬物

備。廣廣乎

其 無 不 容

也《《」 214

《莊子〃天

道》 

  

4.  《莊子》中的

「氣」 

   欲 靜 則 平

氣，欲神則

順心，有為

也。 215《莊

子〃庚桑楚》 

5.  《淮南子》中  道 至 高 無  是故達於道

                                                      
211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00。 

212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24。 

213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09。 

214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86。 

215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815。 



的「道」 上，至深無

下 ， 平 乎

準 ， 直 乎

繩 ， 員 乎

規 ， 方 乎

矩，包裹孙

宙 而 無 表

裏，洞同覆

載 而 無 所

礙。216《淮南

子〃繆稱訓》 

者，反於清

靜々究於物

者，終於無

為。217《淮南

子〃原道訓》 

 

故得道者志

弱而事強，

心 虛 而 應

當。所謂志

弱者，柔毳

安靜。218《淮

南子〃原道

訓》 

 

是故聖人孚

清道而抱雌

節《《柔弱

以靜219《淮南

子〃原道訓》 

 

古之聖人，

其 和 愉 寧

靜，性也々

其 志 得 道

行，命也。

是故性遭命

而後能行，

命得性而後

能明。220《淮

南子〃俶真

訓》 

6.  《淮南子》中    古之人有處

                                                      
216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18。 
217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0。 
218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4。 
219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7。 
220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77。 



的「氣」 混冥之中，

神氣不蕩於

外，萬物恬

漠以愉靜。221

《淮南子〃

俶真訓》 

從列表比對可見，「可充形或身」這一點只有《管子》四篇有相關論述。而「充

斥天地之間」方面，《老子》中的「道」、《莊子》中的「道」及《淮南子》中

的「道」皆有相同特點。至於「卒乎在於己或心」一項，除了《管子》四篇

外，其他道家典籍中的「道」與「氣」皆沒有相應特點。然而，如果把焦點

放在「具有靜或虛之特質」一項上，《老子》中的「道」、《莊子》中的「氣」、

《淮南子》中的「道」及「氣」皆有相對應的特質。由此，我們作個初步歸

結：「靜或虛」應是「道」與「氣」相通的特質。事實上，就是基於「道」與

「氣」皆具備「靜或虛」的特質才能使兩者相通，並建立起「靜心導氣並充

道」的模式。在分析「靜心導氣並充道」的模式之前，還有一點是很值得注

意的：在回歸「道」的過程中，「靜或虛」甚為重要，先看《老子．第十六章》： 

致虛極，孚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222 

天下萬物「各復歸其根（道）」，必先令自己處於極「空虛」及「寧靜」之狀

態，因為《莊子．刻意》中有言：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223 

「靜或虛」是「道」的本質，如果令我們自己處於極「空虛」及「寧靜」之

狀態則能與「道」相契合，是為回歸「道」之始，《淮南子．原道訓》便有相

關論述：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々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

處神，則入於天門。224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而事強者，柔毳安

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

為先唱，感而應之。225 

當處於「虛靜」的狀態，便能與「道」相感應，遂能走上回歸「道」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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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48。 
222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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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38-539。 
224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0。 
225

 劉文典撰、馮逸及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4。 



步。史華茲似乎也留意到這種體「道」的模式： 

《黃帝四經》的古代佚文。「只有聖人才能識別那些沒有形狀的東

西，能聽見那些沒有聲音的東西，並知道那些虛空的實體，《《聖人－

君王運用了它，於是這個世界尌被降服了。」（故唯聖人才能察無形，

能聽無（聲），《《聖人用此，天下服。）在《莊子》的《天道》篇中，

我們發現了一段與之非常相似的關於聖人－君王的描述〆「虛空、靜止、

純淨、沉默、無為，都是「道」的實體以及它的能力，因而，皇帝、君

王以及聖人尌停留於這裏。在虛空中，他們達到充實々在充實之中，他

們可以把握事物的樣式（倫）。因為虛空，所以它們靜止々因為靜止，

所以它們可以居留於「無為」之中々由於「無為」，那些被委任以事務

的人才便能完成他們應盡的責任。」（《莊子〄天道》〆「夫虛靜恬淡寂寞

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體則虛，虛則實，實

質倫矣。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226 

史華茲認為這種「守虛處靜」的模式能令有限的人類體會無限的「道」： 

在本質上具有局限性的人類身上也能呈現出非存在的本質，並能

「運用」他的靈智去建立控制人類世界的「道術」。227 

對於人們如何體「道」的問題我們暫作一個小結：我們先得放棄向外追

求「仁義」，並防止內心產生批判及分析的「成心」。然後使自己處於「空虛」

及「寧靜」的狀態，以接近「道」的本質。以此，我們再探討「靜心導氣並

充道」的模式。 

第四節  欲復歸根──靜心導氣並充道 

《莊子．人間世》有一段至關重要的說話： 

回曰〆「敢問心齋〇」仲尼曰〆「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228 

史華茲對「心齋」運動中的「氣」只簡單地說： 

「氣」，在這裡被設想成「形而上的」神秘主義實體，它似乎起著

把多元化的、決定性的和分立的世界與非存在的世界連接起來的作用。

                                                      
226【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56。 
227【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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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47。 



229
 

葛瑞漢對「心齋」運動也有相關分析： 

聖人的自然是在他的神經中樞而不是神經末梢，這可從一個假借孔

子與其高足顏回的對話中得到說明。如同《內業》與孟子那樣，莊子把

「道」的修煉視為通過控制心境和呼吸而對有活力的流體「氣」的純化

（「真人之吸以踵，眾人之息以喉」）。這種努力是把「氣」純化和淨化

為精妙稀薄的東西，以便它自由循環流通於相對稠密和遲鈍的身體部位

並激活它們。存心養性時，「心齋」使之空無所思，思想一般認為是此

器官的功能，虛靜以待精妙稀薄的流體「氣」按不同方位響應與運動。
230 

葛瑞漢分析「心齋」運動還是過於簡略，尤其後半部的︰ 

通過呼吸而對有活力的流體『氣』的純化《《以便它自由循環流通

於相對稠密和遲鈍的身體部位並激活它們。231 

這段分析並沒有闡明關鍵之處。《莊子．人間世》提出的「心齋」運動頗符合

本章提出的「靜心導氣並充道」的修練系統。「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就是拒絕接收外界信息，

並使自己處於「空虛」及「寧靜」的狀態。然後所言「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虛」更明確指出本章所強調的「道」與「氣」皆具備「靜或虛」

的特質。當人處於「空虛」及「寧靜」的狀態，再呼吸具備「靜和虛」特質

的「氣」，讓其流佈全身，同樣具備「靜和虛」特質的「道」便會慢慢在身體

中流轉。《管子．內業》中便有言： 

憂微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

彼道自來，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來一逝，其

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首先是心要去欲及靜，「彼道」便會「自來」，於是「精氣」便會注入心中，「靈

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於是「道將自定」，「道」便是透

過這樣「靜心導氣」的方式而被「體悟」的。其實，這種「靜心導氣以充道」

的模式還可以於《老子》第十章找到： 

                                                      
229【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26。 
230【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232。 
231【英】葛瑞漢著、張海英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232。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〇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〇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〇愛民治國，能無為乎〇天門開闔，能為雌乎〇明白四達，能無知

乎〇232 

這段引文也是說明如何「靜心專一導氣」以回歸「道」。討論至此，我們還得

問一個問題：人們在回歸「道」的過程中，究竟是先練氣後體道，還是同時

練氣又同時體道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把焦點放回道家宇宙論中，人

是如何生成的論述上。《莊子．德充符》有言人之生是：「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233〈知北遊〉篇又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234由此可見，在人的生成中，「道」與「氣」是直接參與的，「人」既是由「道」

所生，同時也是由「氣」所成。可以這樣說，人從出生的那一天，身體中便

同時有「道」及「氣」。基於這種認識，「道」與「氣」的關係如何，我們也

可找到眉目：在人們以「靜心導氣並充道」的模式回歸「道」的途中，「氣」

與「道」同具「靜和虛」的特質，人們在練「氣」的同時，「道」也會慢慢被

擴充起來。可以說在回歸「道」的過程中，「練氣」和「體道」兩個步驟是一

同進行，所以，他們的關係是「同體並存的關係」。另外，他們雖具備相同特

質，但正如第三及第四章論述過的，他們終究不是相同的東西，他們沒有母

子關係，所以，「氣」與「道」是處在同一條軌道上並行並生235 

於此作個小結。本章以劉長林的系統性思維來分析「氣」與「道」的關

係，指出「氣」與「道」並不是以「類比」方式建構關係的。接著本章從人

們如何回歸「道」的問題作切入，論證「氣」與「道」同具「虛或靜」的屬

性，當人們在「練氣」的同時也在「充道」，揭示「氣」與「道」是處於「同

軌並生」的狀態。 

第五節  關於「中國哲學是否有抽象實體理論」的探討 

在研究「氣」與「道」的關係中，我們接觸到東西方學者的意見，發現

中西方學者對中國先秦至漢初的思想內涵存有很不同的看法。西方漢學家以

陳漢生提出的問題：中國並未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最具討論性。對於這個

問題，西方漢學家葛瑞漢及史華茲皆有回應。本文亦冀以研究「氣」與「道」

的關係所得來粗淺地回應這一問題。 

陳漢生主要從西方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先秦的思想特質，他指出：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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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所說的生不是指由「無」到「有」的生，而是指本身已有，現在只是繼續擴充，不

斷生發而已。 



語法的解釋傾向於闡明在「形而上學」方面的巨大差別々漢語激發

起來的是部分──整體二分法，而不是一與多的二分法。我認為這有助

不僅說明缺少柏拉圖主義，而且也缺少了心靈主義（mentalism）和概

念論的心靈哲學。這種哲學的發展是建基於涉及意義的抽象圖式之上的

（如概念論），而且它是甚至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是難以期望到的。236 

從方法論上看，陳漢生以語言學來分析中國古代的思想特質，揭示中國語言

系統很難發展出柏拉圖式的「一與多」的哲學系統。陳漢生認為古漢語系統

欠缺抽象實體理論系統，影響所及，中國古代思想也欠缺「抽象實體理論」。

陳漢生從語言學角度切入，指出中國是以「命名」來區別事物，他認為這是

一種「整體與部分」的認識論。中國的這種認識論與古希臘（如柏拉圖） 哲

學中的認識論很不同，古希臘哲學中的認識論存有一套「一與多」的系統，

此系統會從抽象概念、屬性、本質等不同範疇把世間事物加以分類，再加以

認識。237由此，陳漢生提出以下觀點： 

我們的結論很簡單，中國思想家從未發展關於觀念、概念或共相這

類抽象實體的理論，這不應被當作不合理的或缺乏哲學深度。這類理論

無論是本體論、語義學、心理哲學還是知識論（認識論）都受到語言特

徵的促動和刺激，這些語言特徵把漢語語系同印──歐語系區分開來。

因為哲學問題是由我們通常的說話和寫作方式所引起的，我們可以期望

哲學問題的不同提問形式將推動理論化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抽象理論在

中國並不是不可以的，只是不必要而已《《 

中國哲學中的抽象問題應是一個關於理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關於

有無曲折變化的問題，也不是關於指稱抽象對象的可能性問題。238  

對於陳漢生的看法，葛瑞漢頗為看重： 

最近，陳漢生（Chad Hansen）提出視點的基本轉移一說，像是從他

的有疑問但又重要的假定而來，即中文的名詞類似於物質名詞而非印歐

語系的可數名詞。這意味著「馬」的功能如同英文的物質名詞“sand”，

而不同的馬將被理解為像分散的沙礫々類／成份（class/number）關係

變成了一種整體／部分（whole/part）的關係，在部分的相似性的方面

而有別於其他關係。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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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漢從語言學角度認同陳漢生古漢語分析上的貢獻，對於陳提出的重要看

法：「中國古代思想欠缺抽象實體理論」卻沒有加以討論。然而，另一位漢學

大師，史華茲對陳漢生的論點大加駁斥： 

我在本書中還是不打算處理這些重大問題。然而，人們並不能繞開

這個主題。關於語言的文化後果，人們有過一些概括，這些概括的基礎

是這樣的〆在句法體系或語言的符號庫存（semiotic reservoirs）中，存

在或不存在著那些明確的語言設置（language of explicit devices），它們

能夠表達或不能夠表達某些特定的區別（distinctions）。講英語的人可以

說“a book is on the table”（有一本書在桌子上）。俄國人尌必頇說“book on 

table”（書在桌子上），即使他的語言中也存在著很多在英語中所沒有的

明確的語言設置，難道我們因此尌假設〆語言中沒有冠詞所指稱的那些

抽象區別嗎〇或者，在見不到此類明確語言設置的地方，言語行為

（speech act）尌完全依賴於情境與語境嗎〇俄國人十分清楚地知道「桌

子上有甚麼〇」與「書在哪裡〇」這兩類提問是有區別的。中國古代典

籍中的語言是極其簡約的，譬如說，它缺乏單複數、冠詞和表示抽象性

的後綴。它十分依賴於情境性的語境，或是依賴於大家都能理解的上下

文。但是，僅僅憑藉著缺乏明確的語言設置這麼一點理由，人們又能夠

推論出多少東西〇 

舉個例子來說，我傾向於否認中國古典語言缺乏抽象的能力，儘管

它缺乏象徵性的後綴。陳漢生（Chad Hansen）注意到，中國思想並不

太關注「與抽象實體有關的理論」。我承認，從總體上講，中國思想並

沒有將其知性的注意力集中於抽象理論自身之上（大多數講印歐語系的

古代文明也同樣沒有）。然而，那些被我們譯作「人文性」（Humanity）

（仁）或「合道義」（Righteousness）（義）的術語，當人們討論它們時，

的確與具體的例子分離了開來，尌基本意義而言，這些術語的確是抽象

的。」240 

史華茲認為，陳漢生單從語言學角度論證中國古代欠缺抽象理論是欠妥當

的。首先，史華茲質疑，沒有像印歐語言系統一樣的設置，便是否等同欠缺

相關的抽象概念？其次，史華茲指出，中國古代雖然沒有關注抽象實體理論

的建構，但不能就這樣簡單地說中國古代思想就沒有抽象概念及抽象理論，

他以「仁」及「義」這些概念作分析說明。其實，除了「仁」之外，道家系

統的「無」也是屬於極抽象的原理，只是它會連繫著有限的實存世界： 

「無」是一種與任何一種能被命名的、確定而有限的實體、關係和

                                                                                                                                                 
頁 100-101。 
240【美】本杰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1。 



過程都無法對應的實在。然而它顯然是「真實的」，並且是一切有限實

在的根源。241 

史華茲所言極有道理，就以本文的「道」與「氣」而言，道是宇宙本體，又

是宇宙萬物運行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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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遠，遠曰反。242 

可見「道」本身就是一種抽象原理，它不可命名，「道」強調了運行的原則。

我們再看「氣」，於第二章中已援引史華茲對於古代中國的氣概念與物質的類

比便提到： 

氣還包含有我們稱為心理的、感情的、精神的、超自然的，以及甚

至可以稱為「神秘主義的」那些性質。西方人對於物質以及物體的定義

系統地排除了這些性質々因此，恰好由於這一原因，他們對於「物質」

的定義與「氣」一點也不符合。243 

可見，「氣」甚至具備了精神的一面。對於「道」具備抽象原理特質，從某些

學者對「道」性質的分析或可看到端倪。陳鼓應分析「道」一詞時認為： 

「道」雖然沒有固定的形體，雖然超越了我們感覺知覺的作用，但

它卻並非空無所有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都說明了「道」是一個實有的存在體。老子又告訴我們，這個實有的存

在體，在這孙宙間是唯一的、絕對的（萬物則是雜多的、相對的），它

的本身是永久常存，不會隨著外物的變化而消失，也不會因著外在的力

量而改變，所以說〆「獨立不改。」（第三十五章）在這裡，有些人把老

子的「道」和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存在」（Being）

相比附。這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巴門尼德所說的「存在」，固然是指唯

一的、絕對的、永存的，同時又認為它是不變不動的。但是老子的「道」

卻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卻是不斷地在運動著，所以說「周行而不殆。」

（二十五章），「道」乃是一個變體，是一個動體，它本身是不斷在變動

著的，整個孙宙萬物都隨著「道」而永遠在「變」在「動」（任何事物

在變動中都會消失熄滅，而「道」則永遠不會消失熄滅──「獨立不改」

的「不改」，尌是指不會消失熄滅的意思。）由於「道」的變動，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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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天地萬物。
244
 

陳鼓應把「道」與「存在」作比較（雖然主要是想說明兩者的不同），但從側

面反映了一點，「道」與「存在」在某些性質上是相近似的，即是說，「道」

同樣具備抽象原理的特質。 

事實上，如果我們拿「道」與陳鼓應提及的巴門尼德的「存在」論作比

對研究，不容懷疑「道」確實具備原理性的一面。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簡略

介紹了巴門尼德的「存在」理論，巴門尼德認為「存在」具有五種特質：其

一，沒有任何東西產生「存在」，並且，它超越時間的制限；其二，「存在」

充斥一切空間，它是連續不可分的；其三，存在是不動固定在一點的；其四，

存在是有限的，有邊界的；其五，存在是可以認知及表述的。245 

兹以這五個特質來審察「道」。其一，道不是任何東西產生的，道為「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它之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生化它，它周行而不殆，也

超越時間的限制。《莊子》也說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而《淮南子．天文訓》中的一句「道始於虛霩」，也只

是說「虛霩」之後有道，不是說「虛霩」生道。所以，道符合巴門尼德「存

在」論的第一項特質。 

其二，道是充斥一切空間，它是連續不可分的。《老子》三十四章有言：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管子．心術上》也說：「道在天地之閒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可見，道也符合第二項特質。 

其三，道是流動不定的，《老子》中便有謂「道」「周行而不殆」。因此，

道不符合第三項特質。 

其四，如果說道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道就應該沒有邊界的。因此，

道不符合第四項特質。 

其五，道於《老子》中是「道可道，非常道。」在《莊子》中是「夫道，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道」很難被認知及

表述。因此，道不符合第五項特質。 

從以上分析可得，以巴門尼德「存在」的五種特質比對，「道」符合第一

及第二項特質，但不符合第三、第四及第五項特質。我們假若作進一步探討，

黄頌傑及章雪富兩位認為： 

巴門尼德把運動的世界和生滅變化的萬物歸為「非存在」，否定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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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他要人們超越可感覺的變化無常的自然世界，用理性的思想去認

識動變後面的不變的「存在」。雖然他並沒有明確地把「存在」和「非

存在」說成兩個世界，但他十分明確地把兩者分為真實與非真實的對

立，以及相應的思想和感覺、真理和意見的對立，這種劃分和對立正是

西方哲學本體論和知識論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礎。246 

如果我們審視兩位對巴門尼德的看法，便會發現巴門尼德最核心的主張是真

正的本源應當是永恆不變的。從這一點來看，「道」似乎接近巴門尼德的系統。

另外，再看在早期希臘哲學中有重要地位，又與「道」的特質相似的德謨克

里特的原子論。德謨克里特認為： 

絕對充實的、不可分的原子是構成萬物的基本單元。原子在數量上

是無限的，在性質上是沒有差別的，各原子並不具有某種特殊的屬性。

原子之間的區別在於形狀、次序和位置排列的不同。正是這種不同造成

了無數性質不同的事物。原子構成萬物，但原子本身是不生不滅的，它

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來也如此。原子又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運

動為原子所固有。247 

原子論派力圖用原子在虛空中的運動來說明各種自然現象乃至精神

現象。248 

原子的很多特質跟「道」很接近，例如原子和「道」皆能生成萬物，兩者皆

是不生不滅，兩者皆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兩者皆能說明自然現象及精神

現象。唯不同的是原子在數量上是無限的，但道則只是「一」。由此而知，以

「道」與古希臘某些哲學家的抽象原理作對比，可證「道」也存有一套抽象

理論。 

然而，筆者認為，史華茲對陳漢生的批評很值得商榷。陳漢生質疑的是

「中國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的看法，他並不否認中國哲學中存有「指稱抽

象對象的可能」。史華茲似乎弄錯了批評焦點。以「道」來說，問題的關鍵不

是「道」是否具備作為「一」的特質，而是「道」化生萬物背後是否具備一

套純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論（例如「一與多」的理論）作系統建構的支持。葛

瑞漢對此持否定態度： 

如果我們自己傾向於把「道」看做一個絕對實在（Absolute Reality），

那是因為我們的哲學大體上具有對存在、實在與真理的訴求，而中國人

的問題總是「道在何方〇」中國思想家孜孜於探知怎樣生活，怎樣治理

社會，以及在先秦末葉怎樣證明人類社會與自然孙宙的關聯。至於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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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何為存在，眼睛可睹，耳朵可聞，觸覺可感，又何問題之有〇在

西方人看來，佛教傳入前的中國哲學是天真而樸素的。對中國人而言，

探尋「多」後面的「一」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某種比映現於感官的表

象更為真實的東西，而旨在發現在各種不斷變化與相互衝突的生命與統

治之道背後的常道。249 

葛瑞漢指出「道」的提出，不像「存在」那樣，是為了釐清世界萬物背

後的真理，自然背後的唯一。他認為中國人追求「道」不是為了探求表象背

後的真理，而是為了找出人生在世的「依據」。本文大致贊同葛瑞漢的看法，

尤其他指出︰「如果我們自己傾向於把『道』看做一個絕對實在（Absolute 

Reality）西哲學的終極追求是不同的，本文十分贊同這一點。從這一點來看，

中國古人不大可能有意識，有系統地建構一套抽象實體理論。陳漢生的看法

似乎有其合理處。 

然而，葛瑞漢的另一點又令人推想中國古人不發展抽象實體理論的因

由。他認為〉 

國人的問題總是「道在何方〇」中國思想家孜孜於探知怎樣生活，

怎樣治理社會，以及在先秦末葉怎樣證明人類社會與自然孙宙的關聯。

至於何為真實，何為存在，眼睛可睹，耳朵可聞，觸覺可感，又何問題

之有〇 

以本文第五章探討過的問題「人是如何回歸『道』」來看，則很可能會使

人產生與葛瑞漢不同的看法。本文第五章探討「人是如何回歸『道』」的問題，

在討論這條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已揭示了，有一部份「聖人」及神話人物對

於人們如何回歸「道」極其關注。假使「道」是屬於純經驗世界的，人們何

必這樣苦惱？又或者說「道」只像儒家的道德概念如「仁」、「義」那樣，我

們又是否能較輕易地找到一套相配合的方法來實踐它？如以「禮」來實踐「仁」

一樣。由此可見，「道」很明顯不是簡單的抽象概念，它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

宇宙運行的法則，其性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々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々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々在太極之先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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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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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葛瑞漢所言「至於何為真實，何為存在，眼睛可睹，耳朵可聞，觸覺

可感，又何問題之有〇」就恰恰不適用於「道」。另外，勞思光在分析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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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追求時，便言： 

道家所肯定的真我，只是一超越一切條件，而無所拘繫的主體々尌

其無所拘繫而言，莊子乃有「逍遙遊」之觀念。自我能悟見形軀之虛幻，

認知與德性之無實性，便自駐一逍遙無拘的自由境界中，而觀賞現象。

此種觀賞只是一境趣，不是一理，也不是一種經驗的感受。它是思與感

之外的自覺。道家之自我即棲息於此一自覺中。251 

勞思光所言甚是有見地，與本文第五章討論所得有相近之處：人們在回歸「道」

的過程中，得去除仁、義道德觀，也得去除感官判斷及思維判斷，接著是靜

心守虛，最後才「氣道雙修」。從中可見，「道」具備不可見、不可聞、不可

傳授的性質，所以我們不能以感官來「接觸」「道」。無可否認，「道」擁有具

象的一面，但同時，它亦確實具有原理性的一面，只是我們須仔細解讀文本

才讀出這樣一種信息。再加上在第二章分析道家以「道」作為宇宙的本源及

其主宰時已指出，道家是以「含糊」的方式來回應宇宙的本源為何及宇宙的

運作法則為何這兩條問題。然而，「含糊」不代表沒有，含糊提出的也可以是

一套自然世界背後的抽象原理。在「人們如何回歸『道』」這一點上看，人們

不多不少在思考著表象世界背後的原理世界，從而進入抽象理論的思辨。然

而，問題的關鍵不是「道」與「一」（Absolute Reality）的差異如何，而是「道

氣化生萬物」的系統背後沒有一套如「存在」與具象世界二分的理論作支持。

中國古人或許意識到「道」的原理性，但卻沒有以此發展出一套抽象實體理

論。葛瑞漢提出的中國人不在乎「何為真實這一問題」的看法，放諸道家思

想中看，似乎還有探討的空間。中國古人有想象「真實」，只是沒有以此建構

抽象實體理論。 

第六節  道家宇宙論中的獨特抽象理論 

基於第五章第六節的分析，陳漢生所言「中國古代欠缺抽象實體理論」

這一點是有見地的。然而，他論證的「因為中國語言中並沒有抽象實體理論，

所以，中國的哲學並未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這一點則值得商榷。因為，我

們不能確定究竟是古人心中沒有這套理論，因而沒有發展出相應語言形式，

抑或是古人使用這樣的語言系統，因而不能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何者正確，

誰先誰後，我們難以確定。不過，如果我們再以西方認識論去看中國古人何

以不發展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則見其有趣之處。根據石里克的說法，所謂

認識就是「再認知」的過程。其中又有分具象事物（石里克說是「日常生活

事物」）的認知和法則（石里克說是「科學」）的認知，兩者甚為不同。具象

事物的認知主要動用我們的感官經驗去辨識事物，而法則的認知則為原理的

                                                      
251

 勞思光著：《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9。 



認知，靠的是實驗分析，或抽象原理的推算歸納，兩者甚為不同。252從「道」

的特質來看，無疑它有抽象原理的一面。另外，「氣」既可成為萬物組成的基

本「質料」，但在「練氣充道」的過程中，又同時連繫著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

甚至是萬物本源的橋樑。從認識論來看，中國古人頗有趣。中國古人意識到

抽象原理的存在，但他們卻沒有作「抽象原理的推算歸納」，他們只走了道路

的一半。中國古人不發展抽象實體原理，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重視抽象原理如

何於現實生活中落實，所以人們對於超然的「道」最關心的是其如何落實於

人之中，而不是如何以「道」發展出一套「一與多」的二分性抽象理論。原

因是，中國古人並不把抽象世界與具象世界作「對立」看待。就以「練氣充

道」為例，古人冀望的是如何一方面修練身體，又同時一方面擴充「道」，古

人著重的是「抽象原理」與「物質世界」的連結交合，而不是找出兩者的分

野界限。亦如本文第二章援引過的湯淺泰雄論及東方身心觀的意見： 

東方身心觀著重探討下述問題，如「（通過修行）身與心之間的關

係將變得怎樣〇」或者「身心關係將成為甚麼〇」等。而在西方哲學中，

傳統的問題是「身心之間的關係是甚麼〇」換言之，在東方經驗上尌假

定一個人通過身心修行可使身心關係產生變化。只有肯定這一假定，才

能提問身心之間的關係是甚麼這一問題。也尌是說，身心問題不是一個

簡單的理論推測，而是一個實踐的、生存體驗的、涉及整個身心的問題。

身心理論僅僅是對這種生存體驗的一種反映而已。
253
 

可見，中國古人選擇的是「身、心如何通過修行而產生變化」來展開思辨，

古人從一開始便把二者相合，他們不選擇以「身、心關係如何」這種二元對

立的方式來認識世界。正如「練氣充道」一樣，古人認為透過「練氣」，「原

理世界的道」是可以與「具象世界的人」共融的。古人選擇的是「相合」而

不是「相分」的觀點來思考世界。基於這種認識，本文認為簡單地以西方哲

學系統與中國古代思想作對比是不妥當的，葛瑞漢對此也有討論： 

讓我們用哲學家郝大維和漢學家安樂哲的觀點來總結這一部分。他

們在《通過孔子而思》（1987年）一書中把孔子樹立為擺脫西方人對超

驗（transcendent）的長期依賴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t）的楷模。

西方思想迄今為止一直被諸如上帝／塵世、心／身、實在／表象、善／

徭的二元對立所主宰，其中，“A＂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是超驗的。「不

訴諸“A＂，“B＂的意義與重要性尌不能得到充分分析與解釋，但反之

則不然。」另一方面，中國思想則傾向於概念的兩極性（conceptual 

polarities），“A＂與“B＂每一方面「都需要對方作為充分表達。」在陰

陽的關聯上人們注意到中國思想的這一特色，但我們依舊認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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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定分享了我們自己的超驗原則。然而，在西方科學領域的自然

法（law of nature），正像神聖命令（divine command）或柏拉圖的形式

（form）那樣，如果不被宣稱之為超驗的、在體現它的現象的變化中保

持不變的，尌將喪失其權威性，孔子知道認識到這一原則是毫無困難

的，即源之於人與服務於社會往來。我們忽略了孔子曾把「天」看成與

人相互作用，人在回應亦作用於「天」，影響「命」復歸於「道」。這裏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他的著名格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種不訴求

超驗而安頓生命的能力，無論是作為前存在（pre-existing）與可普遍應

用的道德法則，法律規定抑或自然法，都是可能的，因為他對孙宙與社

會秩序有著不同的概念。254 

葛瑞漢同樣留意到，孔子注重的是「人」如何努力與「天」相合以求「道」，

「人」與「天」是處於「可合」的狀態，中國古人不像古希臘先哲柏拉圖那

樣，是用「原理」與「具象」相對立的世界觀來認識世界的。 

總結全文，本章繼承第三及第四章的研究所得：「道」與「氣」在道家宇

宙論中實屬兩個不同概念：「道」是宇宙的本源及萬物運行的規則；「氣」為

組成和連結宇宙萬物的元素，「道」與「氣」在道家宇宙論中處於不同的概念

層次。本章繼而探討「道」與「氣」的關係，並以另一條問題：人們是如何

回歸「道」作為切入點，揭示人們以「練氣充道」的方式來回歸「道」，而「道」

與「氣」是處於「同體並存，同軌並生」的狀態。最後，本文以這點來粗淺

地回應陳漢生提出的「中國並未發展出抽象理論」的問題。本文認為，中國

古人選擇的是「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相結合的世界觀來發展抽象理論，

跟西方「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截然劃分的哲學傳統不同。中國古人並

未把「道」抽離於現實世界，從而推論出一套「一與多」式的抽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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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當人們探究天地秩序，生命起源時，一定要面對「第一因」是甚麼，世

界的最初起源是甚麼的問題。某些早期古希臘哲學家希望超脫神話及宗教的

匡架，提出以自然元素如「水、氣、火」或抽象理念如「存在」作為宇宙的

本源。但當我們追根究底地去審視他們的本源論時，發覺早期古希臘哲學家

沒有一人能完好地回答宇宙的「第一因」是甚麼。另一方，中國古代道家則

以「道」作為超脫「天帝」的宇宙「第一因」。同樣地，若我們進一步審視「道」

的內涵，則發覺「道」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道家以「道」作為本源甚至

有回避「第一因」為何物之嫌。無論是早期古希臘哲學家抑或是中國古代道

家都不能，甚至是沒有回答「第一因」是甚麼的情況。 

另一方面，如果說第一因是甚麼是哲學及科學都不能回答的問題，那麼

我們再以另一問題：「萬物何以生滅」來考察早期古希臘哲學家及中國古代道

家的宇宙論。考察結果是，面對「萬物何以生滅」的問題，古代希臘及道家

都很難有完好的回答。他們都很難解釋如果宇宙是精神作主宰，何以會生物

質；而如果宇宙的主宰是物質，又何以有精神存於生物中。至於道家，只是

說宇宙萬物由「道」與「氣」而來，實在是過於籠統及模糊。 

從第二章的探討可知，古代道家對於宇宙的起源及世界運行的法則用充

滿神秘及不確定的論述來表達，這樣的做法使道家的宇宙論顯得模糊不清。

後世學者因著這種模糊不清，得而在討論道家宇宙系統時找到了很大的詮釋

空間。 

本文的第三章繼承第二章探討所得以考察道家宇宙論中「道」與「氣」

的關係。第三章透過探討「道」與「氣」究竟是「同一性」，抑或是不同層次

的概念這一問題，提出縱然道家宇宙論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但學者提出

的「氣或精氣等同道的理論」實有欠妥當之處的看法。第三章從文獻解讀及

《管子》四篇的理論體系兩方面來作探討，揭示「行氣」只為「體道」的必

要條件，「氣或精氣」並不是與「道」處於同一層次，從而提出「道」與「氣」

並不是「同一」的看法。第四章則考察《老子》、〈恆先〉及《淮南子》宇宙

生成系統，再次揭示「道」與「氣」是相互區分的，強調了它們是屬於不同

層次概念的看法。 

第三及第四章著重論述「道」與「氣」之不同，第五章則從「練氣充道」

的角度來探討兩者的關係。在第二章談到，道家的本源「道」及「道」的運

行法則充滿神秘性及不確定性，這為人們回歸「道」帶來極大的困難。第五

章以古人「修心練氣」的方式作研究重心，從而提出古人是「練氣充道」，並

達到「氣道並生」狀態的看法。本文以為先秦至漢的道家宇宙論中，「道」與

「氣」雖屬不同層次的概念，但卻是處於同一「軌跡」，「道」與「氣」實是



「同軌並生」。最後，第五章亦以「道」與「氣」並生的這種特殊的宇宙論來

回應陳漢生提出的「中國並未發展出抽象實體理論」的問題。本文認為，中

國古人選擇的是「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相結合的世界觀來發展抽象理

論，跟西方「抽象原理」與「具象世界」截然劃分的哲學傳統不同。所以，

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系統與中國古代思想作對比，未必可以窺見中國古代思想

的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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