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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針對目前存留完整的四家御注而言，以學術眼光與哲學的理論高度
而言，《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一向
獲得較高評價。玄宗的《註》蓋先成於《疏》，《疏》乃所以補充
《註》之不足。且《疏》雖非玄宗一手完成，但仍以其見解為主導
。因此，考察《御注》、《御疏》之間的思想聯繫，將兩者視為一
個有機整體的架構，發明其間思維理路的脈絡與理論宗趣的旨歸
，當是構織玄宗老學思想的重要進路。君王注《老》特別引人注目
的，在於注解者本身為政治人物的身分背景，且因位居一國之尊
，故其對於《老子》一書的叩問以及意義的萃取，很難擺脫政治身
體的思維理路與統治階級視角的籠罩。因此，資藉其解《老》的義
理向度，或可更清楚了解老子思想與當時政治之間的關係，觀察一
國之君如何將老子的政治理念實踐到國家百姓之中，此對於傳統文
化與古代社會的理解確實多所助益。就玄宗《道德真經》注、疏而
言，其後王真、李約、陸希聲、強思齊、杜光庭等皆援引其說或從
其說，說明其注、疏對當朝老子學的影響。因此，當我們力圖勾勒
唐代老子學多元詮解的具體圖象時，玄宗《御注》、《御疏》的影
響力不容小覷。不同的理解視域，總是在不斷交融互攝，以形成新
視域的過程中被把握、被理解。之於玄宗而言，從現實的政治條件
、存在處境出發的新視域，對於《老子》文本的解讀，蓋能得到一
番嶄新的發揮與應用，並且增益著後起研究者在種種理解向度上的
可能憑藉與進路。因此，玄宗眼中的《老子》究竟是一部什麼性質
的書?其間如何引發種種思考，並且進行專屬於玄宗個人的理解，皆
值得深入探究與釐析。職是之故，本專題研究計畫:〈唐玄宗《道德
真經》注疏的幾點觀察〉，初步以玄宗《御注》、《御疏》為觀察
對象，輻輳出三個主要核心論題的思考，並嘗加以解決:一、分析玄
宗《御注》與《御疏》之間思想聯繫的關係，並進一步判讀疏解團
隊是否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則，或另有「以疏破注」的現象發生
。二、釐清玄宗老學思想與初唐「重玄學」之間思想聯繫的關係。
此中的切入點為:關注「遣之又遣」的思維方式與「去執去滯」的修
養功夫;發明心性論述的內在理蘊;掘發其佛教視角底下的詮解視域
。三、針對唐末道士杜光庭所推廣、衍釋玄宗《御注》、《御疏》
的《道德真經廣聖義》一書，進行全面的閱讀與分析，並提出相關
問題的思考與論述。

中文關鍵詞：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重玄學、
心性論述、佛教思想

英 文 摘 要 ：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project will discuss the way of
annotation in “Tang Xuan Zong Yu Zhu Dao De Zhen
Jing”and” Tang Xuan Zong Yu Zhi Dao De Zhen Jing Shu”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connection of thoughts
between “Tang Xuan Zong Yu Zhu Dao De Zhen Jing”and”
Tang Xuan Zong Yu Zhi Dao De Zhen Jing Shu” will be the
first topic.Secondly,I will discuss the connection of
thoughts between “Tang Xuan Zong Yu Zhu Dao De Zhen Jing”
and Zhong Xuan Xue, ”Xin Xing”.

英文關鍵詞： “Tang Xuan Zong Yu Zhu Dao De Zhen Jing”、” Tang Xuan



Zong Yu Zhi Dao De Zhen Jing Shu”、Zhong Xuan Xue、”Xin
Xing”discussion、Buddhistic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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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老子》一書因為言簡意賅，再加上正言若反的思想特徵，導致彈性發揮的空間相

當大，衍生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詮釋效應。自韓非〈解老〉、〈喻老〉之後，兩漢以

下迄至明、清注《老》釋《老》之輩，不下三百三十餘家。根據約略統計，兩漢注釋家

約十三家，三國兩晉六朝約計七十七家，隋唐約計五十三家，兩宋約計六十四家，元朝

約計三十家，明季約計五十八家，而有清一代約計四十家，民國以來則猶未計在內1。

根據陳榮捷〈戰國道家〉的考證，從韓非〈解老〉、〈喻老〉開始，老子《道德經》至少

已有七百餘種的不同注疏，其中仍然存在的大約一半，就是鄰近中國的日本，也大約有

二百五十種注解。如果再將各種外文譯本計算在內，老子《道德經》所受的重視，恐怕

沒有一部哲學著作可以相提並論2。凡此，在在透顯出「後老子」時期，對於《老子》

這部傳統哲學經典的注目從來未曾稍歇，其影響力實不容小覷。老子學說即憑依歷來注

解、箋釋的內容而得以繼續流衍傳承，其間各家詮解的義理向度所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思

想樣貌，殆是可以想見的。 

其間百家之言說，因著時代思潮之背景與詮註者學養、學歷之殊異，復加上主觀詮

解目的之不同3，正可謂各道其所道，各解其所解。細觀歷代老子學的演變發展，有以

儒家、釋家、兵家、法家、黃老、陰陽、道教、老莊之言解《老》者，詮解向度之繁富，

不一而足。除了外緣背景的影響，註解家亦為個人門戶所限，以其固有知見詮註《老子》，

激盪出各個時期老子學內在義理的特殊性，因而也凸顯了別樣的色彩與表徵。時代思

潮、身分背景、學術涵養以及註解目的，種種因素的聚合，造就了閱讀的各式「通孔」

4。此固然形成解讀《老子》內外的諸多限制，但弔詭的是，也正因為這些侷限，締造

 
1  魏元珪：《老子思想體系探索・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 6 月）第十四章〈歷代來釋老

解老的重要派別〉，頁 205。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中國老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前言〉中亦言：「歷代注釋《老子》的著作甚多，今人嚴靈峯的《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

就收有明以前的著作 140 種，續編收錄清代、民國時期及日本、韓國的 196 種，加上較易見到的《道

藏》中所收諸種《老子》注本，其數量是很大的。」，頁 2。 
2  陳榮捷：〈戰國道家〉，收入《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1972 年 10 月）第 44 本

第 3 分，頁 444-445。此外，亦可參見嚴靈峯：《中外老子著述目錄．下編》（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1957 年 5 月 ），頁 227-303。 
3  尹志華曾從「時代思潮的影響」以及詮釋者個人的「知識結構」、「身分」、「主觀目的」等面向進行分

析，推衍老學史上「六經注我」的現象何以盛行的原因，歸納歷代注解家在對《老子》  文句進行具

體詮釋時，為貫徹「六經注我」的宗旨所採取的各種詮釋方法。參見氏著：〈從老學史看「六經注我」

的詮釋方法〉，收入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五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頁 61-74。 
4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涵蘊之問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10

月）第一講〈中國哲學之特殊性問題〉中認為「道」、「真理」必須通過生命來表現，生命本身有所

限制就像一個「通孔」，而人就是在「通孔」中表現他的精神生活。既然是「通孔」，就同時有所限

制，「道」與「真理」就在一個「通孔」上顯現，並沒有全體表現出來，頁 8-10。此處借用牟先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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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專屬於其時其人獨到的見解與想法，使得歷代老子學展開煥然一新的可能契機，而不

再只是單調的複製而已。誠如杜道堅所言： 

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時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為「漢

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5 

歷代老學研究者即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面向，立足於時代與個人的座標之上，嘗試箋解注

釋、研究闡發《老子》的內在底蘊，並由此注《老》釋《老》論《老》的多元觀點中，

逐漸積澱、堆疊成一個龐大的學術思想體系。因為各個時代學術風氣、氛圍的不同，以

及詮釋者身分背景、知識結構的差異，使得「漢老子」自然不同於「晉老子」，「晉老子」

又不同於「唐老子」，「唐老子」又不同於「宋老子」。如此眾多詮釋《老子》的文字，

遠遠比五千言的文本多過千百倍，其間之註義一方面有傳統的承繼，另一方面也有開新

的展望。從宏觀的視野來說，若我們能將各個時期對於《老子》的解讀，加以貫串聯繫

起來，便也能同時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老子詮釋史的思想脈絡。而這條老子學的歷史長

河，必然也因為眾多支流的匯集，融合成汪洋恣肆的浩瀚大海，呈現出不同於先秦原創

時期的老學精神樣態與風貌。 

因此，「老子學」理應包含兩個層次的意義：一為老子原有的思想體系；二則為老

子思想及《老子》一書的詮釋學體系6。「老子學史」即著重在探討這些思路、體系的形

成，以及其間陸陸續續所產生發展、變化的軌跡。原創期的老子思想究竟依傍怎樣的思

路凝定成形，其後歷代註解家又採取什麼樣的角度重新覆述《老子》。揭開紛紜複雜的

詮釋方法，豁顯各有不同的詮解形式與內容，種種義理向度的抉發及其思維理路的重

構，都是研究老子學史的重要課題。事實上，注重歷代對《老子》的注解、箋釋及其相

關論說，是全面性理解老子詮釋史至關重要的起點，也是建立老子學史刻不容緩的首要

任務。因此，展開斷代式專題、專家、專著的探究，當是一個迫切的方向與目標，只有

通過對各個時期的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以及重要議題深入剖析，才能促使老子學史的研

究在質與量上都能日益提升。對於仍在發展中的老子學史而言，《老子》究竟是一部什

麼性質與內容的經典？其間詮註者觀點的差異與意見的分歧，正使得一部老子學史就像

一部學術思想史，而歷來所積累的豐富文獻與資料，亦正待有心人逐一檢視與論述。如

是，分析說明歷代老學研究者如何閱讀《老子》，採取什麼樣的義理思維去詮釋《老子》，

 
孔」一說，將其置入歷代《老子》多元詮釋的省思當中，所謂時代思潮、身分背景、學術涵養以及詮

解目的等諸多因素，在在都是形成閱讀「通孔」的限制。有了「通孔」之後，對於經典的真理必然有

所見，亦有所不見。此是面對傳統經典的詮釋問題，首先應該有的自覺性體認。 
5  ［元］杜道堅：《玄經原旨發揮》卷下第十，頁 0469。收入《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第二十一冊。 
6  董恩林：《唐代老學：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國之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緒

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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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他們如何再次與《老子》文本進行充分的溝通與對話，此對於《老子》一書的理論

抉發及其思想衡定，當能有更精到的認識與徹底的發明，亦是建構老子學史具體圖象的

重要基礎。 

    筆者近年來多注意歷代老子學的流衍與變化，目前著墨較多的是宋代、明代與唐代

的老學發展。其中宋、明兩代老子學相關研究成果業已陸續出版專書，也在前輩學者的

理論基礎之上，提出一些新的觀點與想法。然而，學術研究之路畢竟還很漫長，希望未

來也能針對唐代老子學的發展內容，提出一些全面性的判斷與理解。此際已完成的觀察

對象有：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陸希聲《道德

真經傳》與唐玄宗《御注》、《御疏》等等，對於唐代道士、將軍、儒者、君王多種不同

身分學者的詮解《老子》，其義理內蘊的特色與風格，皆有深入的闡釋與發明。本期執

行完成的專題計畫案，議題焦點即置於唐玄宗《御注》、《御疏》之上，並以唐末推廣、

衍釋玄宗老學思想甚為用心的道士杜光庭，其所撰《道德真經廣聖義》一書為輔助性參

考文獻，期能據此發表一些新的論述，對於唐代老子學君臣注《老》輪廓的構織，略盡

一點綿薄心力。因此，在《宋代老子學詮解的義理向度》、《明代老子學詮解的義理向度》

兩書陸續完成之後，乃將研究軸心置於「唐代老子學」之上，以斷代式專家專著專題為

研究重點，以求繼續深密個人的研究成果，俾使歷代老子學的歷史圖象更加具體清晰的

擘畫而出。  

二、研究目的：  

    針對目前存留完整的四家御注而言7，以學術眼光以及哲學理論的高度而言，《宋徽

宗御解道德真經》與《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8（以下簡稱

《御注》、《御疏》）一向獲得較高評價，高專誠、柳存仁即嘗分別如是說： 

表現在《老子》注疏中，唐、宋二君更近乎學者的方式，且與當時的文化潮流相

適應，多在「義理」上下功夫，使本來就很玄妙的《老子》「五千言」更加玄虛。

9 

 
7  指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與清世祖的御注《老子》。參見劉韶軍點評：《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

清世祖《老子》御批點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9 月）；高專誠：《御註老子》（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8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與《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三書皆收入《正統

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第十九冊。以下所引玄宗《御注》、《御疏》皆

依此本，僅於文後標示卷數、頁數，不另作註。 
9  高專誠：《御註老子》〈自序〉，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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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古今帝王為《老子》一書作注者甚眾，然尤以唐玄、宋徽二注為最著名。10 

宋徽宗與唐玄宗在政治上俱未能獲得長治久安之局面，然其於哲學名理，則悉浸

沉甚深。玄宗躭道教而兼習佛理……徽宗《道德經註》頗能作深沉之思，且分析

名相，亦與近世邏輯之理念相近。11 

引文中指稱徽宗、玄宗「更近乎學者的方式」、「多在義理上下功夫」、「二注為最著名」、

「然其於哲學名理，則悉浸沉甚深」、「躭道教而兼習佛理」、「頗能作深沉之思，且分析

名相，亦與近世邏輯之理念相近」等評述，顯示出兩人詮註《老子》的可觀之處。或許

也正因為這樣的原因，相對於明太祖與清世祖的御注《老子》而言，唐玄宗與宋徽宗兩

家御注確實得到學者較多青睞與關注。  

因此，若擬欲建構唐代老子學多元的詮解向度，君注臣疏當該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

研究範疇。唐玄宗的《御注》、《御疏》，以及唐末時推廣、衍釋《御注》、《御疏》甚為

用心的道教學者杜光庭，其針對《御注》、《御疏》所撰《道德真經廣聖義》12一書，理

應皆納入研究對象之中，一併加以討論與省察。玄宗《御注》、《御疏》在唐代老子學中

的地位與影響力不容小覷，此誠如柳存仁所言： 

唐賢著述中，如陸希聲《道德真經傳》（《道藏》三六八）、王真《道德經論兵要

義述》（《道藏》四一七）、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道藏》四四 0至四四八）、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道藏》三七五）、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道藏》

四 0七至四一三）等，或引玄宗《御註》，或從《御註》說。《廣聖義》之作，義

更顯明。13 

從後朝學者的相關徵引與討論頻率來檢視，君王詮註《老子》對於後朝老子學的影響幅

度似乎不大14。然而，或許也因為身為一國之尊的緣故，同一朝代學者徵引其說，或者

 
10 柳存仁：〈論道藏本顧歡注老子之性質〉，收入《和風堂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206。 
11 柳存仁：〈道藏本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收入《和風堂文集‧上》，分見頁 487、489。柳氏復評述

玄宗《御注》、《御疏》曰：「然《註》、《疏》之間，固多有自出新解，遒然在河上、王弼二家之

外者，而於《註》、《疏》之間，偶然透露其於當時世事之觀察與主張，亦頗見深刻。」，〈道藏本

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頁 484-485。 
12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收入《正統道藏》第二十四冊。是書與一般注《老》解《老》體例不同，

杜氏先列出《老子》文本，其次是玄宗注文與疏文，最後再以「義曰」的方式，說明個人對《御注》、

《御疏》的闡釋、推廣與衍義。 
13 參見柳存仁：〈道藏本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收入《和風堂文集‧上》，頁 472。 
14 柳存仁即曾言：「徽宗生當晦世，影響實不若唐玄之廣，然《道藏》三七八至三八三收江澂《道德真

經疏義》，三六 0 至三六二收章安《徽宗御註解義》，以及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道藏》三七二）

之類，亦多以政和御註為宗。然不論唐玄、宋徽，所註影響後儒之幅度皆不大。……然清代以還，為

老子作詮註者鮮及此二書，而近世諸賢用此者亦尠。」，〈道藏本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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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說者，仍不時可見。以玄宗為例，其後中、晚唐時期援引其說或從其說的老學研究

者，諸如王真、李約、陸希聲、強思齊、杜光庭等等，針對其注、疏皆多所關注與援用。

因此，當我們立足於唐代，力圖勾勒其時老子學多元詮解的具體圖象時，唐玄宗《御注》、

《御疏》在當朝的重要性不容忽略。不同的理解視域，總是在不斷交融互攝，以形成新

視域的過程中被把握、被理解，這就是詮釋學所謂「視域融合」的意義15。對於位居一

國之尊的唐玄宗而言，從現實的政治條件、存在處境出發的新視域，對於《老子》文本

的解讀，蓋能得到一番嶄新的發揮與應用，並且增益著後起研究者在種種理解向度上的

可能憑藉與進路。因此，玄宗眼中的《老子》究竟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其間如何引發

他的種種思考，並且進行專屬於個人的理解，率皆值得深入探究與釐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的核心要點，在於建構唐玄宗《御注》、《御疏》中老學思想的論述體系。

面對《老子》一書，身為帝王之尊的玄宗，其所提出的詮解觀點及其義理向度的特殊性

何在？並進一步追索其在自身所處的文化背景底下，如何能醞釀出這些精到獨到的見

解。尤其是理論旨趣的相關發明，蓋與當時學術思潮交相激盪，更是值得聚焦的重點。

最後，則嘗試以「哲學詮釋學」的理論內涵為參照系，後設反省《御注》、《御疏》所引

發的種種詮釋問題，並進而評述其間理論得失之所在。進行步驟如下： 

1、《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與《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文本的全面閱讀與分析，並提   

出幾個值得再探究發揮的重要議題。 

2、以專題的方式作為論述的研究進路，藉此以發掘玄宗老學思想的義理內蘊。計劃案 

   兩年的執行期間，總共提出四個專題的討論。首先，擬先處理《御注》與《御疏》 

   之間思想聯繫的關係，並釐清玄宗老學思想與初唐「重玄學」的承繼關係。為了表 

   述《御疏》在形式內容上，多方補充《御註》不足之處的用心，乃取徑於「明示注 

   文暗引之處，並以按語訓解字辭」、「深廣注文理蘊，或再援引他書、他說證解」，以 

   及「進一步凸顯注文佛教化老學的詮解向度」三個面向，分析說明疏文如何加強補 

   充注文闕漏之處，且因順其立論之要點，進一步延展注文的義理內涵，並彰顯其詮 

   解的時代表徵，藉以完成輔翼注文的目標。此是《御注》、《御疏》兩者之間的思 

   想聯繫；其次，關注的專題聚焦於《御註》、《御疏》「權實」思想的建立。此蓋以「權 

 
風堂文集‧上》，頁 472-473。 

15 關此，參見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

問題〉，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

會，2002 年 6 月），頁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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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覆却相明」為其思考軸心，權實相對卻又不離，隱含的辯證性格十足強烈，而其 

   所提出「處實行權」、「權實兩行」的主張，則是旨歸所在。總體而言，在「權實覆 

   却相明」的思想前提之下，玄宗權實觀念的論述重點，即在於揭櫫「行權」即是「正 

   言若反」、「反者道之動」；「處實」即是「執大象」、「弱者道之用」的相關見解。其 

   後，則嘗試以體用範疇安頓權實，勾勒出「實之於權」即是「無之生有」的深密關 

   係，彰顯「處實行權」、「權實兩行」的圓融理境；其三則是抉發《御註》、《御疏》 

   中的「妙本」義。透過妙本與道的關係省察，申述妙本之體與妙本之用的內容及其 

   關係，並延展出以妙本之體用為生化系列的形上依據，所創構的氣化宇宙論的義理 

   間架。而妙本與心性體認的關係省察，則擬闡發妙本之性致於人身的心性問題，並 

   進一步說明為護衛此一妙性不離散於身，繼而提出致虛守靜、養氣滌心的修養，以 

   復歸、返照人的本性。此是以虛靜除欲的功夫，將欲心轉為道心，並以道心契合道 

   性，以呼應玄宗道性一貫的主張；其四，則聚焦於《御註》、《御疏》對於《老子》 

   二十五章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義理闡釋，特別針對「道 

   法自然」一句的諸多歧異，嘗試釐清其所引發的問題與爭議。老子既主張道為終極 

   本源，何以又有「道法自然」一說？「道法自然」當如何釋義？「自然」又該作何 

   解？「道」與「自然」若屬同層同值，沒有上下尊卑之別，則兩者之間又如何連結 

   銜接？有唐一代佛道論爭中，「道」與「自然」的關係成為重要爭論點之一。老學研 

   究者對於「道法自然」的討論，確實多所發揮，或亦期能順勢澄清佛教徒的誤解與 

   困惑。玄宗對於「妙本」概念，與以其為中心所展開的生成論，皆有獨到見解。隨 

   之對於佛道論爭中出現的道、自然與虛無等術語給出定義，並勾勒其間之關係，進 

   而終結「道法自然」的爭議。因此，《御註》、《御疏》對於「道法自然」之釋義，蓋 

   為玄宗老學思想的重點，而有其深究的價值。凡此，是為本計畫對於玄宗老學思想 

   的理論闡述與發揮。 

3、系統性的間架出《御注》、《御疏》老學思想中重要論述的義理內涵，並以縱貫與橫

向的歷史切面，分析說明在唐代特定的歷史時空條件之下，如何能醞釀出這些見解

與觀點，並彰顯其時代之表徵與特色。 

4、資藉「哲學詮釋學」的觀點，後設反省玄宗對於《老子》一書的再詮釋，是否為同

質性的調適上遂，抑或是異質性的歧出轉向，並分析其間詮解觀點的理論得失。 

5、進一步評騭唐玄宗《御註》、《御疏》在中國老子學史的學術價值及其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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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計畫研究成果： 

 

1、〈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幾點觀察〉 

提要： 

本文重點鎖定在考察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之間的內在聯繫，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

的思想架構，提出幾個觀察角度，企圖揭露彼此的深密關係。為了表述《御疏》在形式

內容上，多方補充《御註》不足之處的用心，乃取徑於「明示注文暗引之處，並以按語

訓解字辭」、「深廣注文理蘊，或再援引他書、他說證解」，以及「進一步凸顯注文佛教

化老學的詮解向度」三個入路，分析說明疏文如何補充注文闕漏之處，且因順其立論之

要點，進一步延展注文之義理內涵，並彰顯其詮解之表徵，藉以完成助成、輔翼之目標。 

 

2、〈處實行權：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權實思想〉 

提要： 

玄宗權實思想的建立，蓋以「權實覆却相明」為其思考軸心，權實相對卻又不離，隱含

的辯證性格十足強烈，而其所提出「處實行權」、「權實兩行」的主張，則是旨歸所在。

本文研究進路，擬先分別釐析權實的義理內容，其後再圓融彰顯彼此之間相互發明、相

依相須的關係。在清理思路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玄宗不時強調「權道反常」的特質，

且明言乍聞斯語，亦多有以為非道德之意。再者，權實相對卻又相即相攝的情狀，皆是

促成此理「玄極」、「難曉」的原因。總體而言，在「權實覆却相明」的思想前提之下，

玄宗權實觀念的論述重點，即在於揭櫫「行權」即是「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動」；「處

實」即是「執大象」、「弱者道之用」的相關見解。其後，則嘗試以體用安頓權實，勾勒

出「實之於權」即是「無之生有」的深密關係，彰顯「處實行權」、「權實兩行」的圓融

理境。 

 

3、〈虛極至道：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妙本義〉 

提要： 

本文焦點在抉發玄宗《御註》、《御疏》中妙本論述的思想底蘊。首先，透過妙本與道的

關係，申述妙本之體與妙本之用的義理內涵及其關係，進而觸及以妙本之體用為生成系

列的拱石，所創構而出氣化宇宙論的理論框架。其次，則是探究妙本與心性體認的關係，

除了發明妙本之性致於人身的心性內容之外，並進一步說明為護衛此一妙性不離散於

身，繼而提出致虛守靜、養氣滌心的修養，以復歸、返照人的本性。此是以虛靜除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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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將欲心轉為道心，並以道心契合道性，以呼應玄宗道性一貫的主張。 

 

4、〈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之「道法自然」釋義〉 

提要： 

對於「道法自然」，《御註》、《御疏》以學者姿態進行理論構設。《御註》強調人的能動

性與王者心性體認的重要性，揭示漸次做到法地法天法道，則能契合道法──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的內容，蓋從法地法天法道的精神象徵中萃取意義。《御疏》則引入妙本，對

於妙本的內涵，及其與虛無、自然、道三端的關係，進行體系化的論述。其間對於妙本

與道的界定，與以妙本之性詮解自然的新說，皆為「道法自然」的爭議，提供解答的可

能路徑。從《御註》的自然之性過渡到《御疏》的妙本之性，關照重點勢必落入道、自

然與妙本的三角論述中。尤其是妙本與道的理論糾結，更是不得不先行釐清的問題。妙

本與道既分且合的發展進程，理論銜接的動態辯證關係，皆是釋義「道法自然」的前理

解。玄宗著實看重妙本，其將老子言道的本體義歸之於無名妙本，以之作為天地萬物生

發的玄妙本根。而道則是彰顯妙本功用義的名稱，以之作為妙本產生生化作用的基本動

力。事實上，當道動用生化功能時，其運行的法則理序，就是無所造作的妙本之性。「道

法自然」就是對於妙本自然之性的如如實踐與呈現，而王者的功夫入路，乃在於充分完

善此一妙本之性，因為妙本之性致於人身，即是人內在的自然真性。若能時時歸根復命，

便是妙本之性與自我本性的通貫與完成，也就是天人合一。此時，「道法自然」既是功

夫也是境界，蓋為人君修身理國的不二法門。職是之故，玄宗妙本義的確立，誠為「道

法自然」別出新解，構設出不同以往的思想格局與規模，也為佛教徒的論難提出最終的

解答。 

 

討論： 

除了深入闡述玄宗老學思想之外，筆者亦關注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與《御注》、《御

疏》之間的有機關係及其思想聯繫。是書主要以推衍闡釋玄宗《御注》、《御疏》為主。

杜氏立言的基礎，乃奠基於《御注》、《御疏》的相關論說，而玄宗本身對於哲學名理浸

沉甚深，其多在義理用心的詮解態度，當亦促使杜氏所廣之義，在理論建樹上頗有可觀

之處。尤有甚者，玄宗注疏中所流露出的重玄思維，亦多為杜氏所承繼，且其自下己意、

別立新解的部分，當更值得注意與發揮。杜氏對於《御注》、《御疏》的訓解詳盡，其以

採摭眾書、廣徵博引的方式，再次演繹玄宗老學思想的內容，是為歷代注《老》解《老》

著作中卷帙最繁者，其間理論推闡亦極繁富。因此，若能仔細爬梳其間的理論精華，對

於唐代道家道教老學的整體論述，當能有更具義理規模的樹立。尤其杜氏身為頗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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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門領袖，此書蓋為其詮構道家道教哲理的重要代表，書名謂之「廣」聖義，「廣」

字即兼具有廣集、廣成、弘廣、推廣、廣揉、廣融的多重涵義，內容豐富不在話下。在

唐代老子學流衍的過程中，特別是道教學者所締造的老學研究成果，絕對是一個不可輕

忽的範疇。因此，對於玄宗《御注》、《御疏》有了基礎理解與把握之後，擬欲進一步釐

析《道德真經廣聖義》一書與玄宗《御注》、《御疏》之間思想聯繫的關係，檢視兩者立

說或同或異之處。故將觀察視野擴大，深入刨掘《道德真經廣聖義》中道家道教的哲學

義理，靜心沉潛到文本內部之中，篩選重要論題加以申論。凡此，是為本期專題計畫案

執行完成之後，對於未來研究方向的期許與展望。 

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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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勤六樓專題討論室，2020.10.17。(附

註：因疫情之故，主會場(第一會場)在大陸陝西師大，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第二

會場則在台北臺灣師大，採實體會議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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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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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自評： 

1、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對於建構唐代老子學多元詮解的義理向度，當能有更具體清晰

的分析與說明。 

2、剋就中國老學史的歷史長河而言，唐代老子學對於魏晉老子學的承繼，以及如何往

下開出宋代老子學，實處於重要的中介地位。本計畫的完成，亦能有效就此相關議

題進行反省批判與分析評述，俾使中國老學史的書寫內容更趨完善而周備。 

3、本計畫目前所關注的各項論題，皆屬新開發或尚未被充分討論的重要議題。此理論

之發揮，當有助於補充和加強唐代老子學中，一向被忽略或疏漏的研究重點，且對

於唐代老子學全幅景象的建構，亦有實質之助益。 

4、針對全面性論述唐玄宗《御註》、《御疏》的老學思想而言，當亦有補強之功。 

5、對於君王詮註《老子》的學術價值及其歷史定位，亦能有進一步的省察與評騭。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12月 3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9年 11月 9日 報到 

地點：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學院大學 

 

2019年 11月 9日 研討會日程 

 

09：00－09：20 開幕式 

「第十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由臺灣師範大學江淑君教授主持，而分別由名古屋學

院大學國際文化部前部長木村光伸教授、長崎大學楊曉安教授、名古屋學院大學黃名時教授致詞。 

 

09：20－10：30 第一場 

第一場是青年學者獎候選人專場。由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主持，發表人為教育部社科中心李彥姝、

臺北教育大學曾世豪、臺灣大學何維剛。何維剛〈隱匿的太伯：六朝吳地太伯廟考察〉嘗試爬梳

六朝存留的太伯祠祀文獻，並探討六朝以降對六朝太伯祠祀的文化記憶。文中分別詳細考證「吳

郡閶門」的「太伯廟」與「無錫鴻山」的「太伯塚」，的歷史記錄，並得出「太伯廟於兩漢之際記

錄甚少，直至晉宋之際才逐漸出現相關紀錄；其原因或許為南北分裂之時，南方必須塑造出新的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79－MY2 

計畫名稱 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幾點觀察 

出國人員

姓名 
江淑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9 年 11 月 9 日 會議地點 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學院大學 

會議名稱 第十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題目 

虛極至道：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妙本義 

The Ultimate noumenon of Commentaries and Notes of Tang Xuan 

Zong"Dao De Zhen Jing 



文化符碼以厚植自身的文化號召」的結論。曾世豪〈論《三國演義》105 回後「魏」之忠臣人物

及其敘事意義〉企圖自「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賊之義」、「魏得其狗」及「借漢以存曹」等不

同面相的評價，推敲相關人物在魏、晉鼎革之際的道德模糊性及其敍事旨趣。最後，曾氏亦由此

回應近代學者對《三國演義》結尾多半陳述角色結局而導致審美性不足的諸般問題。三位青年學

者問題意識強烈、論證過程細緻，論文自然各有見地，引發學者熱烈討論。 

10：30－10：50  紀念攝影、茶敘 

10：50－11：50  第二場 

第二場由陝西師範大學陳學超教授主持，發表人為臺灣師範大學胡衍南、元智大學許嘉瑋、陝西

理工大學李宜蓬、陝西理工大學雷勇。胡衍南〈《金瓶梅詞話》與明朝萬曆年間艷情小說性描寫比

較〉逐一對照《金瓶梅詞話》與當代其他「艷情小說」中性交描寫的優劣差異，再進一步回應近

代金學學者的相關看法與評價後。因此，胡氏得出《金瓶梅詞話》作為一部世情小說，其中寫實

敘事自有補充人物性格、交代人物處境以及提點人物社會關係等各式意圖，而與其他類似「淫書」

層次有雲泥之別的結論。另一方面，許嘉瑋〈浙西詞派初期之詞體認知與模習典範探賾〉從「雅

俗」與「寄託」兩個層面頗析朱彞尊視南宋姜夔、張炎為典範的原因，並指出浙西詞派其他六家

個有其取法對象。許文堪稱還原歷史語境以重建浙西詞派的理論脈絡，並釐清詞學史上的誤解。

兩位學者重點皆在破解陳說，再立己論。表現可圈可點，確有啟發。 

11：5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三場 

第三場由臺灣師範大學胡衍南教授主持，發表人為臺灣師範大學江淑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方

駿、長崎縣立大學祁健民、閩南師範大學陳凌弘。本人論文題目為〈虛極至道：唐玄宗《道德真

經》注、疏的妙本義〉旨在由「體」、「性」、「用」三大面向闡述「妙本」義的義理內蘊及唐代重

玄學與老學交相互動的哲學痕跡，全文附於報告之後。同時，方駿〈瓷皇柴窯研究〉與祈建民〈1960

年代農村幹部的「階級」話語〉都能自出機杼而饒有新意。至於陳凌弘〈井上哲次郎之荻生徂徠

政治論的哲學思考〉則放眼東亞漢學廣闊視野，意在分析井上如何詮釋徂徠學的理論內涵。陳氏

認為井上以道德與政治為徂徠儒學的核心且從此說明其「聖人典範」與「用人策略」，更進一步強

調日本儒學的實用意義。陳文論述深刻，觀點清晰，相當有參考價值。 

14：00－14：30  茶敘 

14：30－15：30  第四場 

第四場由陝西師範大學李繼凱教授主持，發表人為臺北科技大學黃雅雯、淡江大學林偉淑、中國

傳媒大學王俐麗、西北大學陳靜與馬春燕。黃雅雯〈林紓筆記小說中的臺灣地景〉細緻說明林紓

如何理解、看待臺灣作為一個「地理空間」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其從林紓航行、居處及其與

原民互動等書寫中呈現當時臺灣的另種樣貌，並申述這些文字隱藏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圖像。另外，

〈《醋葫蘆》的世情書寫〉探討古代小說中常見的「妒婦」形象，並指出這類小說雖然書寫妻妾特

殊的人倫關係，亦著墨妬／悍婦對家庭所有權的控制；事實上，其所描繪的是欲望與權力的拉扯，

以及近代中國家庭倫常、社會秩序崩毁的焦慮。兩篇論文皆立足文學作品，而企圖解釋社會與文

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同場其餘兩篇論文焦點都在「都市」意象如何在現代文明中被建構與被



解構。十分有趣。 

15：30－16：00  茶敘 

14：30－15：30  第五場 

第五場是博士生論壇。由陝西理工大學李宜蓬教授主持，發表人為長崎大學梁雨、臺灣師範大學

趙雄健、臺灣師範大學劉鐔靖、政治大學張豔。趙雄健〈為情造文：論溫庭筠〈菩薩蠻〉十四首

的政治解讀〉資藉敘事理論而重新分析詞作的創作策略且再次確認文本真義。逐步釐清詞作的「敘

述主體」、「敘述視角」、「敘述層次」以及「敘述時間」等重要元素之後，趙氏認為詞旨恐非如清

代張惠言所謂「感士不遇」而是「韞櫝待價」。劉鐔靖〈從種姓制度到眾生無別——以漢譯佛典「種

姓起源神話」論述為核心〉則以「首陀羅」作為關鍵詞，勾勒漢譯佛典如何回應「種姓制度」的

方法。其先探討佛典中的種姓論述，再進一步聚焦三部經典，最後嘗試呈現《起世經．最勝品》

文本系統的發展脈絡。另外，張豔與梁雨則是同步關注文學藝術中的美感。整體而言，博士生論

壇的成果充實完備，迭有新見。 

17：40－18：00  閉幕式 

閉幕式由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主持，臺灣師範大學江淑君、胡衍南以及名古屋學院大學黃名時總

結會議、發表感想。另外，由東亞漢學研究學會新任會長陝西師範大學李繼凱頒發本屆青年學者

獎給教育部社科中心李彥姝與臺灣大學博士候選人何維剛，替本屆研討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二、與會心得 

此次東亞漢學研究學會與名古屋學院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辦之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所發表之論文，將近五十篇，其內容涵蓋經、史、子、集，現代文學、

語言學、文獻學以及漢學研究等各方各面，成果豐碩，可謂為東亞漢學研究之發展盡一份推擴之

力。此次會議期間，與各國學者與博士生討論、分享漢學研究的心得與省思，相當熱烈踴躍，彼

此對於學術研究的專注與熱忱，加以不同領域之對話，往往激盪出許多火花。其成果相當可觀充

實，也開闊了研究者的觀察視野。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虛極至道：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妙本義 

江淑君* 

一、 問題的提出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細察目前保留完整的君王注《老》1，《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2 (以下

簡稱《御註》、《御疏》) 與當時的文化潮流相適應，且多在義理上下功夫，近乎學者的方式3，一向獲

得較高評價。其諸多老學見解中，「妙本」一義的提出，蓋引發學者最多關注。此觀念雖承自成玄英

而來，然玄宗所構築的理論間架更顯突出。盧國龍評述其注疏時即曾言： 

總觀其注疏，以「妙本」之說融通本體論和本原論哲學，并在這個基礎上闡發清淨以修心性之道、

養中和之氣以修仙之學，對初盛唐重玄學的歷史發展，是一種總體上的理論概括，具有代表一門

學術歷史發展最終水平的基本特徵。4 

文中以妙本為玄宗老學的理論軸心，並據此輻輳出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形上學說與心性論述，進而彰顯

其總體概括唐代重玄學理論發展的歷史性地位。日本學者麥谷邦夫也曾揭示玄宗《御註》、《御疏》的

精隨，即在於闡發妙本，並以此為貫穿注疏的中心概念，同時也是了解其對《老子》解釋的實質關鍵
5。天寶元年四月玄宗即曾下詔曰： 

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為德。其義至大，非聖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與道喪，我烈祖玄元

皇帝，乃發明妙本，汲引生靈，遂著玄經五千言，用救時弊。義高象繫，理貫希夷，非百代之能

儔，豈六經之所擬。6 

詔文特別申明老子(玄元皇帝)「發明妙本，汲引生靈」的思想重點，不僅對於五千言拯救時弊的作用

高度肯定，甚且將玄經置於六經之上。因此，本文即以妙本論述為探究焦點，力圖抉發玄宗老學思想

之精髓。妙本當為玄妙本根之意，《老子》全書並無此二字，玄宗將其置於形上學的頂端，擘劃妙本

與老子之道的深密關係，蓋為思想體系的重要維度，而有其值得著墨之處。 

    《御註》、《御疏》實為一思想聯繫的有機整體7，疏文的完成蓋為補充注文之不足8。針對妙本的

闡釋，注疏中確實所在多有，且《御疏》的論述篇幅遠遠超過《御註》甚多，義理內容也發揮更精到。

整體而言，根據二十五章疏文或可一窺妙本之端倪，其云： 

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

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御疏》卷三第十九，頁 0667） 

此中以體、性、用，發明妙本眾妙之歸趨。妙本之「體性」非有物，所以「虛無」；妙本之「本性」

非造作，所以「自然」；妙本之「功用」無非通生，所以名之曰「道」，此蓋追索妙本之三端9。事實上，

妙本之妙無法一一遍舉，虛無是妙本存在的體態狀辭，自然是妙本授予萬物的本性，而道則是妙本所

生發的功用。因此，本文即據此三端為研究進路，藉以闡發《御註》、《御疏》中的妙本底蘊。首先，

透過妙本與道的關係，申述妙本之體與妙本之用的內容及其關係，並延展出以妙本之體用為生化系列

                                                 
1
 指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與清世祖的御注《老子》。參見劉韶軍點評：《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

御批點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9月)；高專誠：《御註老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1月)。 
2
《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十九冊。以下所引《御註》、《御疏》 

皆依此本，僅於文後標示卷數、頁數，不另作註。 
3
 高專誠：《御註老子》〈自序〉云：「表現在《老子》注疏中，唐、宋二君更近乎學者的方式，且與當時的文化潮流相

適應，多在『義理』上下功夫，使本來就很玄妙的《老子》『五千言』更加玄虛」，頁 6。 
4
 盧國龍：《中國重玄學──理想與現實的殊途與同歸》(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 8月)，頁 410。 

5
 麥谷邦夫：〈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中的「妙本」〉(《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第 2期)，頁 82。 

6
 《冊府元龜》(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67年 5月)卷五四〈帝王部．尚黃老二〉、卷六四 0〈貢舉部．條制二〉，分見

頁 598、7673。 
7
 參見拙著：〈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幾點觀察〉，《東亞漢學研究第八號》(東亞漢學研究學會：長崎大學多文

化社會學部)，頁 202~212。 
8
 柳存仁：〈道藏本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有言：「玄宗之《註》蓋先成於《疏》，《疏》所以補充《註》之不足者也」，

《和風堂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484。 
9
 柳存仁言：「玄宗又析妙本一物為體、性、用三端，……玄宗以道為妙本，妙本之體曰虛無，妙本之性曰自然，妙本之

功用亦曰道」，同前註，頁 489。 



的形上依據，所創構出氣化宇宙論的義理間架；其次，妙本與心性體認的關係，則擬省察妙本之性致

於人身的種種問題，及其與功夫修養的密切綰合，進而彰明道性合一的思想主張。 

二、妙本的義理內涵 

1、妙本之體用－－妙本與道的關係 

檢視《御註》、《御疏》中妙本與道的關係，最可作為代表論述的，當以首章注疏為主，其云： 

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偁。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无

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御註》卷

一第一，頁 0588) 

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

可稱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徧舉。故或大、或逝、

或遠、或近，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首一字亦標宗也。

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得一雖不殊，約用則

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御疏》卷一第一，頁 0639) 

「虛極」是虛無之極，乃形容妙本自體的存在樣態，一如「妙本不雜」10、「妙本湛然」11、「妙本深靜」
12，皆屬抒發妙本體性之辭。文中揭示「道」即虛極妙本的妙用與強名，妙本雖為「萬化之宗源」13，

然其質性沖虛深靜、湛然純粹，萬化未作、不即於物之時，其自體本身實無可名狀。《御疏》復有相

類之說，其云： 

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

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

母。(《御疏》〈釋題第二〉，頁 0638) 

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故《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名者，應用匠成，

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

(《御疏》卷一第二，頁 0639) 

文中援引《莊子》作解，闡述妙本之所以無有無名，蓋因其生化作用尚未啟動，神妙本體不即於物，

無有具象可言，故無法為其立名表述，此即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14之謂。然而，當作用通即

萬物，萬化既作、品物生成，遂得以立名以言說之。此乃揭示妙本之體離言絕相，而妙本之用則因道

動而旁通生化，其作用於現象界歷歷分明，故得以據某個觀察角度而施立名號，作為彰顯妙本體性的

種種表徵，此是「即用以顯體」。因此，玄宗乃主張妙本無名，其為天地之本始；而道則有名，其為

萬物得以應用匠成之母。母象徵微妙母性，蓋取其茂養之義，是生化作用的基本動力。妙本與道，一

是天地之始，一是茂養之母，一體一用，一靜一動，體用不二、動靜如如，咸為生化天地萬物的形上

根據，亦是支撐玄宗建構宇宙生成圖式的重要磐石。 

   玄宗將道訓解為通、徑之意，力圖發明妙本「通生萬物」、「萬物之由徑」之理蘊，故以道為妙本

之強名，透顯妙本作為玄妙本根的本體義與作用義。妙本之體不可道不可名，而妙本之用則可道可名，

透過道的相關立說，即可多方展現妙本的體性與功用。然而，妙本之體用，蓋神妙莫測、變化無窮，

                                                 
10
《御註》卷一第五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頁 0590。 

11
《御註》卷一第十六曰：「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无物」，頁 0595。 

12
《御疏》卷一第十曰：「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頁 0643。 

13
《御疏》卷一第一〈道可道章第一〉章名下曰：「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頁 0639。 

14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元月)卷五上〈天地第十二〉，頁 424。 



文前徵引首章疏文，乃暗引二十五與三十九章互訓之。首先，其指出道或大、或逝、或遠、或近的面

向，以說明道體的特性。細察二十五章疏文，亦有針對此說之發揮，其云： 

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

名，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

強名之曰大。……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

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徃矣。自

徃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

於細不遺。(《御疏》卷三第十六~十七，頁 0665~666) 

道的作用無所不容、無所不在，其內化於萬物之中，任何大的物體沒有不包，任何小的物體也不遺漏，

此是道的至通之處，亦即莊子言「於大不終，於細不遺」15之意。然而，道除「大通於物」之外，又

有或遠、或逝、或返等特性，此無疑資藉道的作用以彰明妙本體性。以大為例，蓋因「見其包含無外，

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之曰大」，可見得稱道為大，乃取妙體包含無外的特性。事實上，妙本自

身「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故為表述其存在體性與生化功能，相關立說皆自可道可

名的道觀察而來。但此種種名相亦僅是方便法門，故當隨說隨掃，不必拘執。其次，首章疏文復引三

十九章，藉以表述名號與作用的關係。此中闡述道之通即萬物，蓋因即物之不同，其間所生發之作用

亦有殊異。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皆因道作用其間之故。玄宗主張名

生於用，然物有殊異、用有不同，故名亦有別，此即《御註》言：「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卷一第一，頁 0588)。玄宗實透過可道可名之道，以彰顯不可道不可名之妙本，其所涵之體性與功用。

最後，則以妙本之體的「不常於一道」，與妙本之用的「不常於一名」，詮解「非常道」與「非常名」

的玄妙理趣。故體是妙體，用是妙用，率皆不滯於一方。《御疏》〈道可道章第一〉章名下言：「故可

道可名者，明體用也」(卷一第一，頁 0639)，即揭示此一理論意向。 

    至此，可以覺察玄宗賦予老子之道雙重意涵：其一，特就道為妙本之強名而言，道的內容實與妙

本無二，故其言「道者虛極之神宗」(《御疏》卷六第五，頁 0689)、「妙本，道也」(《御疏》卷七第

五，頁 0698)，此揭櫫道與妙本的同一性16；其二，則專就妙本的功用闡釋道，強調其所別具的應用義17，

此誠如「道者，虛極之妙用」(《御註》卷一第一，頁 0588)所言。因此，道一方面直接與妙本劃上等

號；另一方面也單指妙本生發的作用義。玄宗有時採圓融說，道與妙本無有區別；有時則取分別說，

以體用範疇安頓兩者關係。後者乃以妙本為體、道為用，其間以不即不離、不一不二、體用如如的思

維構設，往下開啟生化天地萬物的門徑，故兩者實為眾妙之門。事實上，於此圓融理境，妙本與道其

間相去不能容髮，道依然概括於妙本之中，故玄宗乃不時以兩者為同義詞。立足於生化終極之妙本，

乃可言其既無始又有始，既無名又有名，既虛又實，既靜又動，既隱又顯，既無為又有為。妙本與道

並非斷為二橛，實為一體交融、相即相攝的整體存在。《御疏》五十一章有云： 

道生之者，言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

道也。至道降炁，為物根本，故稱妙本。 (卷七第五~六，頁 0698) 

文中即直言「妙本，道也」，復指出「至道降炁，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可見得與妙本等同的道，玄

宗亦稱之為至道。值得注意的是，此中引發另一重要觸角，亦即表明生化要素除以妙本與道作為形上

                                                 
15
 《莊子集釋》卷五中〈天道第十三〉，頁 486。 

16
麥谷邦夫有云：「如果檢查玄宗注疏中的用法，就會發現，『虛極』經常構成對『道』、『妙本』的修飾關係，如『虛

極之道』、『虛極至道』、『虛極妙本』等。……由此可知，『虛極』表示『道』或者『妙本』的終極狀態，而『妙本』

則表示過去一直被稱為『道』的、世界根源性的始元性的實體」，同註 5，頁 83。此中所述實即側顯出妙本與道的同質性

關係。 
17
 玄宗相當重視妙本的應用義，如《御註》言：「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卷一第六，頁 0590）；「應用若存，

其用无心，故不勤勞矣」（卷一第七，頁 0591）；「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殆」（卷二第九，頁 0603）。 



根源之外，若要與現象世界連結，尚待「至道降氣」的程序。氣概念的提出，乃使得玄宗擬構的生成

圖式，形成氣化的論域，妙本、道與萬物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環節，此即「妙本動用降

和炁」、「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的生化歷程。 

    關於氣的論述，《御註》、《御疏》所在多有。諸如： 

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御註》卷一第一，頁 0588) 

但其妙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為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

儀也。(《御疏》卷一第二，頁 0639) 

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御註》卷一第五，頁 0590) 

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御疏》卷一

第十，頁 0643) 

引文指稱一旦妙本降氣，陰陽分化，隨即開天闢地，爾後天地相資、陰陽相融，遂啟動生化歷程。因

此，妙本實為天地本始18，此即《周易》「太極生兩儀」19之謂。據此勾勒而出的，大抵為氣化走向的

生化輪廓。就根源義而言，氣雖本之於妙本之體，然就其完成義而言，則尚有待於「道動出氣」的生

化作用。玄宗特別指出，所降之氣乃是道以沖虛為用的渾淪和氣，以此和氣陶冶萬物，物方得以生成，

故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依此，妙本是靜體，而道則是其動

用，道的動用即是出沖和之氣，此沖和元氣乃是萬物生化的基礎動力與茂養之母，《御疏》嘗言：「是

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卷六第五，頁 0689)，即指賴此本源沖氣，生化方得以向前演進。沖和是道

的沖虛為用，沖虛亦即無為，沖虛無為才能生機勃發、永不窮竭。〈道沖章第四〉章名下言：「此章明

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御疏》卷一第十，頁 0643)，即是此意。因此，道的動用出氣，蓋以沖虛

為用，以無為自然的方式實現萬物，此乃其「有而能無」的玄德表現。 

    尤有進者，以妙本與道為形上根基的生成系列，尚待資藉四十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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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註內容，方能明其氣變演化的全貌，玄宗注疏曰： 

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

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  三也。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

云三生萬物。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也。(《御註》卷三

第八，頁 0615) 

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應化之理由自未

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生萬

物者，陰陽交泰，沖和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

氣而得其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御疏》卷六第五，頁 0689) 

此中闡釋形上道體與形下萬物兩端之間，如何歷經生化的各個階段，以完成創生的義理規模。疏文言

「道者虛極之神宗」，可推斷此處所言之道，蓋與妙本同一層級，兼具妙本之體、用的雙重意涵。「生」

即「動出」，表示妙本的道用即將興發感動，氣化歷程即將上演。第一階段「道動出和氣」，即是「道

生一」，一指沖和之氣，此是氣之精妙者。此精妙之氣，乃是渾淪完整、純一不雜，尚未分化的和諧

                                                 
18
 玄宗亦重視天地設位，其云：「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御

註》卷一第八，頁 0591)；「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

以是之故，故能長久」(《御疏》卷一第十四，頁 0645)。此說明天地資稟於妙本(道)，覆載萬物、長育群材的功用。 
19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1 月）卷第七〈繫辭上〉第七，頁  156。 



之氣，代表創生的動力因，生化關鍵即在此道之動用20。因此，「道生一」是演化程序的重要階段，說

明妙體、妙用在相涵相攝之下，即將動用現氣，引發萬物興作。此時尚未產生分化，故仍屬形上層次，

象徵妙體已進入動用狀態，宇宙生化即將由無形質落實到有形質的一個過程。而一既是沖和妙氣，則

一所生之二，二所生之三，大抵皆是氣變分化的結果。 

    事實上，僅有精妙和氣並不足以生成萬物，尚待分化積生出的陽、陰二氣，然後與道動出的和氣

相資相融，天地設位、陰陽交泰，三氣沖和化醇之後，群物乃得以徧生。因此，玄宗認為生物應化之

理必須具足三氣，此即沖和元氣、陽氣與陰氣。〈道生一章第四十二〉章名下即曰：「此章明萬物生化

之由，必資三氣」(《御疏》卷六第五，頁 0689)。「積陽氣以就一」，謂之「一生二」；「積陰氣以就二」，

謂之「二生三」。沖和之氣是形上的元一之氣，蓋以其沖虛為用、綿綿若存的柔弱方式啟動生化開關，

而形下的陰陽二氣則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物質存在。陰、陽、和三氣得其全，亦即道動出的形上和氣，

加上分化積生出的陽氣與陰氣，繼而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玄宗特別強調道的沖虛為

用，並將此內化為畜養萬物的動力，俾使此和氣與陰陽二氣交相愛養，均調出柔和的天地氣象，此即

「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之意，蓋亦就萬物之所以茂養不息的構成狀態而立說。

沖和之氣是虛的，萬物除陰陽二氣之外，尚須賴此一虛氣，方得以成就生命之和諧，此可見虛之可貴
21。凡此，蓋可謂三氣之說，實為玄宗構築氣化宇宙論的軸心。 

2、妙本之性－－妙本與心性體認的關係 

    妙本顯然非虛懸的形上存在，虛極之道致於人身，即為人所稟受之真性，此乃揭示道性一貫的主

張。換言之，妙本不是超絕空無的存在，其與生命主體無隔無礙，妙體的質性亦能落實成為人的本性。

而當本性離散之時，亦能透過心性體認的內省功夫，復返道性合一的狀態。玄宗十六章疏即云： 

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

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

自致於身。（《御疏》卷二第十二，頁 0655） 

此中指出沖虛雌靜為妙本質性，亦即人所稟受的本始真性。然而，一旦受氣成形，殆因六根愛染、五

欲奔馳之故，原先稟受的真性，終將有流失離散的可能。因此，必需持守虛靜，絕情去欲，篤厚性情，

方能阻隔塵境染滯的外在攀緣，此是妙性復歸於身的不二法門。易言之，凡人皆有與生俱來的妙本真

性，其氣質原是雌靜篤厚，但受到情欲愛染的干擾，遂導致精粹本性離散。玄宗復云： 

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

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物歸根則安靜，人守

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

也。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御疏》卷二第十二~十三，頁

0655） 

此乃透過「歸根復命」一說，企圖建構心性論述的思想維度。歸根，蓋與氣化相關涉，萬物皆受氣而

生，妙本動用現氣，代表道氣亦為萬化之源，是萬有氣化主體之本根，而妙本則是氣化生成系列的終

極源頭。此元氣乃一沖和妙氣，其下委布氣於個體之中以茂養之，個體即稟之以為性，形成所謂氣性

主體。特就人初稟之氣性而言，蓋完足具備「道氣」沖虛雌靜、無為自然的特質。此即《御註》言：

「萬物既得沖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卷

三第十七，頁 0619)。所謂復命，即是復返此離散的性命本真，面對情欲熙熙，時時透過內省功夫，

持守此一沖和妙性。之於人而言，妙本之性蓋因愛欲之心而離散，故當持守虛極之道，使其固著於身。

                                                 
20
 《御注》卷三第四即云：「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頁 0613。 

2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3 月)第十一章〈文化新理念之開創──老子的道德思想

之成立〉中亦持此說，頁 335。 



此乃轉欲心為道心，並以道心契合道性的體悟，而能力行虛靜除欲的功夫，即為有德之人。有德之人

便是體道之士，故玄宗云：「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御註》卷二第四，頁 0601）。因

此，道氣沖虛為用的創生方式，落入現象界便是柔弱之德的人生準則，故老子乃勉人謙退不爭、處下

居後，此是以沖和之道「抑止銛利，釋散紛擾」(《御註》卷一第五，頁 0590)。道遂從形上的存有論

述，轉化成為生活實踐的價值指標，功夫修養與形上學說密切綰合，道亦為人的精神安頓提供一種實

踐的方向與境界。 

    尤有進者，玄宗復教人養氣、滌心以歸根復命。養氣是為避免和氣離散，滌心則為避免耽染欲心。

關於養氣，其言： 

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

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御疏》卷一第十九，頁 0648） 

為使形神相親，玄宗乃戒人凝神專氣，務使氣性沖和柔弱，無所染雜、耽著，彷若固守柔和的純全嬰

兒。和氣為人性之本，故養氣實即存本，玄宗又云： 

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因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御疏》卷六

第五，頁 0689) 

氣既為生之本，復提點養氣存本的實踐入路，即在於「因柔和，守雌弱」。而關於滌心，玄宗則云： 

人之躭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御

疏》卷一第二十，頁 0648） 

滌心對峙的也是欲心耽染的危機，只有洗滌除理愛欲之心22，方能心照清淨而無有疵病。因此，滌心

蓋為使心恆常清靜，然後愛欲不起，氣性和諧平暢。可見養氣滌心一體兩面，心氣互相牽制、培養的

義理趨向。玄宗戒人切勿役心使氣，因為心智介入所引發的是非慾望，最是干擾沖虛和氣的清通自然。

誠如《御註》言：「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卷三第二十二，頁 0622)，

玄宗認為此即莊子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23之故。《御註》首章亦有相類見解，其云： 

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

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卷一第一，頁 0588） 

返照正性的關鍵，即在於「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如是乃能克服「性失於欲，迷乎道原」的狀態，

終至觀照妙本正性的如如存在。「解心釋神」語出《莊子》，說明形氣主體如何透過養心復根，消融形

知、心神的遣蕩功夫，達至與自然之氣合體的境界24。此是體道經驗的描述，莊老共觀的詮解向度，

蓋為玄宗建立氣化論域不可忽視的路數。 

三、結語 

    本文重點乃嘗試以妙本之體、性、用三端，企圖抉發玄宗《御註》、《御疏》的妙本義。首先，透

過妙本與道的關係，申述妙本之體與妙本之用的內涵及其關係，連帶延展出以妙本之體用為生成系列

的發端，所架構出的氣化宇宙論。其次，則是探究妙本與心性體認的關係，除了提出妙本之性致於人

身的問題之外，復強調因柔守雌、養氣滌心的功夫，以避免情欲浮動、役心使氣，俾使離散之沖和本

性能復歸其身。此蓋以虛靜除欲的功夫，將欲心轉為道心，並以道心契合道性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妙本的提出，導致妙本與道之間，產生理論糾結的現象。唯有釐清兩者時為

                                                 
22
 關於欲心，玄宗嘗提出防微杜漸之道。《御註》〈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卷四第五~六，頁 0627。 

23
《御疏》卷七第十八即援引莊子此說相比附，頁 704。《莊子集釋》卷二中〈人間世第四〉，頁 147。 

24
 《莊子集釋》卷四下〈在宥第十一〉，頁 390。 



同義詞，時為體用相即的關係，方能明晰玄宗形上論述的輪廓。體用離而合、合而離的辯證思維，蓋

為支撐玄宗老學體系的鋼樑。正因體用不二的圓融理趣，玄宗方有將道等同妙本，或稱妙本為虛極至

道的立說。此亦透顯妙本自體並非死寂之體，而是活動之體，體即用，用即體，全體是用，全用是體。

玄宗特別標舉道的功用義，即為表明此妙體並非虛掛，而是至真至實、即超越即內在的活動之體。除

了妙本與道，道與德25、權與實26率皆以體用安頓彼此關係，顯現出玄宗的體用觀，實擔負著擴展老學

論述的重責大任。 

    此外，文中述及的生成圖式，蓋亦因妙本之故，擘劃出有異於漢代氣化宇宙論的別樣色彩。老子

的形上本體為妙體，功用為妙用，所降之氣為妙氣，致於人身則為妙性。此眾妙之歸趨，當出自於妙

本與道之間，即體即用，即靜即動，即虛即實的理論格局。妙本一辭雖源出佛典，然於釋教並非重要

概念，亦無頻繁使用之例27。玄宗援引佛說建立老子的形上論述，不僅彰顯佛老會通的問題意識，亦

與當時文化潮流相適應，重玄思維的特徵不言而喻。然而，移用佛教思想豐富《老子》的詮釋，雖應

合唐代重玄學的特色，卻也改變老子學說的體質，此亦當適度批判與追究，以維護思想的原創性。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連清吉主編：《東亞漢學研究・第 9 號》（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2019 年 11 月） 

 

六、其他 

 

                                                 
25
《御疏》〈釋題第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頁 0638。 

26
 參見拙著：〈處實行權：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的權實思想〉，《東亞漢學研究特別號 2018 年》(東亞漢學研究

學會：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2018年 12月)，頁 123~132。 
27
 同註 5，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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