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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老子》的人生及政治哲學，基本觀念在於「無為而無不為」，要達到

此一理想境地，不是只要形上的「道」，就可以必然的達到，還必須經

過主體的修養體證。聖人修養聖德有「體道」與「用道」兩個進路，其

中「體道」之人若能把握道體而發揮道用，則可以「同於道」，因此透

過「體道」把握道體，要在精神上對「道」獲得覺解，而可以達到

「道」的境界。 就「體道」的內涵來說，「體道」在於「法道」，要

「法道」則先要「知道」，而「知道」就是從瞭解「道」的變化法則開

始。「道」的變化法則，在於「道」以自己的狀況為依據，永不停息的

運動，慷慨的創生天地、成就宇宙萬物，而萬物亦在運動變化中有對立



及消長的轉化，最終將返回「道」自身，此一演變的維繫，在於「道」

的「反」。而在「體道」的實證上則必需依循「道」的變化法則，透過

「損」、「致虛」「守靜」、「觀」與「修」的過程與「道」交融。因

此，有關「《老子》修養意涵之探究」，歸結於探討「知道」的如何可

能？ 在達成與「道」的交融後，能依天地萬物的秩序而體現「道」。體

現「道」不是為了成為超越的逍遙而已，是要把「道」的慷慨意涵應用

到人世間，就是將「道」之「德」，這種宇宙論的「德」，體現於現實

世界中，開展聖人內在生命精神及政治人生的洞見，而其「用道」就是

以「道」之任運無為而用，以「道」內在之「德」而治。所以，《老

子》是由「體道」到「用道」，奠定道家從本體論過渡宇宙論而發用的

文本。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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