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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戰國秦漢之際，中國古典哲學史上出現了道家的一支特殊支派──「黃

老」。在現有的古典文獻中，「黃老」一詞始見於《史記》，司馬遷在

論述戰國稷下學者思想時屢稱「黃老」。然而，由於史書上所載的黃老

著作全部亡佚，我們對「黃老」的思想、治術的具體內容一直難有清楚

的瞭解。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的出土，帛書隸篆

雙體的《老子》甲乙本和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十大經〉、

〈稱〉、〈道原〉等四篇、老子甲本後古佚書等直接資料的逐步公布，

才為學界揭開了「黃老」之學研究的序幕。 黃老之託始於黃帝，必因黃

老之學在思想上同黃帝之間具有某種形式的淵源與聯繫。是而本文之進



行，將由下列三個角度去追索當時「黃帝」被突顯託寓的原因：一、由

古史（傳說）中的黃帝去追尋；二、由黃老之學的思想淵源去追尋；

三、由黃帝與老子的共同特質去追尋。期能透過這三個角度的考察，增

進對於「黃帝」與「黃老之學」之間的淵源與聯繫的瞭解。 馬王堆黃老

帛書〈十大經〉一篇多以古史中黃帝逐鹿中原的統一戰爭為背景，採取

黃帝與其臣子對話的形式立論，這樣的形式，不僅闡述了本篇作者對於

統一及統一相關問題的哲學思考，更彰顯了古史中的黃帝與黃老學說之

間的密切關係，益薀藏了我們探討黃老之學何以要託寓黃帝這一古史人

物的豐富資料。以〈十大經〉為本文研究的核心範圍，輔以黃老學的相

關典籍，意欲藉由〈十大經〉中「黃帝」的形象去探求寓託於黃帝的

「黃老之學」所所開展出來的哲學思辯原則、應世原則、統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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