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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中) 

體道、體無名、用名、用有名、真精之體、妙物之用、以性正情、化情

復性、形神、魂魄、性情之極、取天下人之心、化今復古、以靜為主、

以弱為用 

關鍵

字(英) 

To realize Tao itself,To use the function of Tao,The real noumenon,The function 

of producing things,To be corrected desire by na 

摘要

(中) 

面對前人注《老》思想逐漸朝向理身治國、儒家化演進的背景下，生活

於唐末僖宗、昭宗時代的陸希聲以他勤於讀史，並精通《易》與《春

秋》，又身為禪宗門下弟子的基礎下，寫出了他的老學作品：《道德真

經傳》。 陸希聲注《老》之思想，是以體用論為核心而展開。首先，陸

希聲以為「道」之所以「無名」是就其為形而上之「本體」而言，而

「道」之所以「有名」是就其生成畜養萬物之「作用」而言。聖人欲述

說此「道」，則須體悟內在於萬物而呈顯的道之「作用」或「物之

理」，並據以賦予事物之「名」，進而字之曰「道」。換句話說，因著



道體無形無狀而不能得而名之，但就道之作用於萬物所透顯之理來說，

聖人與道合體，從而能制定事物之相對的種種名相，並使「名止其實，

事止其理」，正名以治天下。人君侯王體道而用名，修身而治天下，這

便是《老子》全書的主要內容。   陸希聲在傳述《老子》之形上道論

時，同時把握住其宇宙生成論及本體論之意涵，認為所謂「道生一」意

指真精之道體生妙物之道用，繼而此道用分化出陰陽二氣而有形構萬物

之潛能，即所謂「一生二」。陰陽二氣又相互交感化淳而生沖和之氣，

即所謂「二生三」；此沖和之氣運作便使萬物得以生成，這即是所謂的

「三生萬物」。然而道用在生成萬物之後仍內在於萬物，從而沖和之氣

得以運行其中，使萬物擁有其生命。此內在於萬物之道用稱為德，它畜

養萬物但不加以支配宰制，此謂大道之玄德。若萬物能抱道之德，則可

復返其所生之始，而順遂其生命之理。 陸希聲以為道用內在於萬物之

中，在人身上則成為其天生之本性，亦即其心志中柔靜之本體，而由道

用所產生的陰陽沖和之氣則成為其情欲之動作。聖人修身體道，法道用

之柔弱以復歸其清靜之本性，亦即以本性之清靜制約、端正其情欲之動

作，也就是所謂的「以性正情」。蓋因聖人為體道之士而與道合體，故

其德行之體現便是無為，「順物之理，因其無欲而守以清靜」 。然而因

著人文化成之進程，無名之道流散、轉化為有名之治術，聖人用名以治

天下，亦即以仁義之節文（禮）教化人民之情欲，「適物之變，因其有

欲而行以節文」 ，使百姓亦能復歸其本性。換句話說，聖人用有名而體

無名，教化人民之有為以至於無為，復歸於太古大同之治世、自然之

道。 最後，陸希聲強調《老子》全書的治國論之目的，便是聖人將以其

清靜之本性端正、制約天下人民動作之情欲，也就是要教化百姓之情欲

以復歸其天生之本性。他認為人們心中相對之價值觀皆源自於其感物之

情欲，因人而異，但人心之本體或本性則是相同的。人民之好惡相繆、

美惡無主，皆是其心中的情欲所造成的，而情欲又是本性所產生，故聖

人以人性為治道，教化萬民之情欲以復返其本然之性。其具體之作為便

是以聖人本身之德性之清靜無為，因循弊亂而教化人民之情欲。也就是

百姓若有好善之心，聖人則以之回應；百姓若有善之本性者，聖人因循

而以善輔之自然；至於有不善之心的人民，聖人也因循之，從而以善待

之，使其感受聖人之善心而轉化為善心。聖人密用此知常之術，使善與

不善皆化於道，使天下之人皆不知善之為善，不善之為不善，復歸於清

靜之本性。這便是《老子》所謂的「無為而事自定」。然而隨人文化成

之進程，聖人施行有名之術，亦即以仁義之節文──禮法來教化人民之

情欲，使之復歸質樸之本性。這便是《老子》所謂的「不言而教自

行」。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troduce a whole new commendary of 

LaoTzu made by Lu Si-Shen,which is better than Wong 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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