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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首章的文本與邏輯1 
 

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   

廖名春 

 

 

《老子》首章在《老子》思想研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歷代討論之作不

勝枚舉。但老實說，《老子》首章的本義至今還沒有讀懂，仍然還是一有待深究

的問題。下面，本文依據傳世本、帛書甲、乙本和最新出土的北大藏漢簡本，試

對《老子》首章的各句逐一討論，並進而對其邏輯與主旨作一辨析。不妥之處，

敬請批評。 

 

一  “上道”與“上名” 

《老子》首章的第一段王弼（226-249）本作：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 

帛書甲本作：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3 

帛書乙本作： 

“■道可道也□□□□□□□□□恆名也”。4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作： 

“·道可道非恆道殹名可命非恆名也”。5 

這一段的斷句河上公本與帛書甲本同，6後人雖有種種不同的標點，但要想

推倒古人，也並不容易。 
                                                           
1 本文原以《〈老子〉首章新釋》之名刊於《哲學研究》2011年第 9期，又轉刊《複印

報刊資料•中國哲學》2011年第 11期。今據新發表的北大漢簡本稍作修訂。 
2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頁，

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3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第 93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

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3月。 
4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第 218行上，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

墓帛書〔壹〕》。 
5
 圖版見榮新江主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試刊號），中華書局，2009年 12月；

釋文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 144頁，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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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文的問題則沒有如此簡單。首先是虛詞。帛書甲本每句末尾都有“也”字，

帛書乙本雖有殘損，但從現有部份看，應該也是一樣的。句尾的“也”字表示停

頓語氣，起到了斷句的作用，這與帛書甲本的標點符號所起到的作用，基本相同。

王弼本、河上公本四句後都沒有語氣詞“也”字，雖然簡潔，但也給後人的胡亂

標點開了方便之門。張政烺（1912-2004）說：“帛書本《老子》上卷有尾題‘德

三千卌（四十）一’，下卷有尾題‘道二千四百廿六’，相加即總字數，共 5467

字，這是關於《老子》字數的最早記錄。古人取成數，所以說‘五千言’。東漢

張魯所傳‘繫師本’爲了要符合‘五千言’之數，想方設法壓掉字數，除抹去兮

乎者也等虛字外，還刪掉不少關係比較大的字句，所以唐代的通行本多是 4999

字。”7因此，帛書本的這些語氣詞“也”字，應該是被後人刪去的。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則處於兩者之間，其分句後沒有語氣詞，但複句後則

有。其“道可道非恆道”後不用“也”而用“殹”，從其下文皆用“也”來看，

當爲借字。《古文苑·石鼓文》：“汧殹沔沔。”章樵（1208-1234前後）注：

“殹即也字，見《詛楚》及秦斤，下同。”8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

“秦人借爲語詞。《詛楚文》：‘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殹。’薛尚功所見秦權銘：

‘其於久遠殹。’《石鼓文》：‘汧殹沔沔’。權銘‘殹’字，琅邪臺刻石及他

秦權秦斤皆作‘ ’。然則周秦人以‘殹’爲‘也’可信。《詩》之‘兮’字，

偁《詩》者或用‘也’為之，三字通用也。”9朱珔（1769-1850）《說文叚借義

證》：“案‘ ’即‘也’字。‘殹’、‘也’一聲之轉。”10《睡虎地秦墓竹

簡·語書》：“自從令、丞以下智而弗舉論，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而養匿邪避

之民。”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道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殹。”

以“殹”代“也”是秦地、楚地的習慣。由此看來，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很可

能為楚人所書。 

《韓非子·解老》有引為：“道之可道，非常道也。”11是較各本又多出一

“之”字。此一“之”字，雖然強調“道”與“可道”的領屬關係，也當是後人

所衍。 

實詞的異同問題則更大。王弼本、帛書甲本的“名可名”，北大漢簡本作“名

可命”。“名”與“命”音義皆同，自然可以通用。但北大漢簡本要如此寫，恐

怕當是爲了區別動詞與名詞的不同，有其深意焉。 

最大的問題是以王弼本、河上公本為代表的今本系統的“常”，在帛書甲本、

帛書乙本、北大漢簡本中都寫作了“恆”，無一例外。一般的解釋是：“‘恆’、

                                                                                                                                                                      
6
 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經》，《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4頁，北京：中

華書局，1998年。 
7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第 9期，第 48-49頁。 
8
 《古文苑》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原文電子版（武漢：武漢大學出

版社，1997年，下同）。 
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三卷，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續

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04冊，第 8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0 朱珔：《說文叚借義證》第六卷，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嘉樹山房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14冊，第 5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何犿註：《韓非子》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原文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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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義同。漢時因避孝文帝劉恆諱，改‘恆’字為‘常’。”
12
也就是說，“恆”

為本字，“常”為漢文帝劉恆(前 202-前 157)以後改。 

不過，《韓非子·解老》卻說： 

凡理者，方圓、長短、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

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而後衰者，

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

非常道也。” 13 

這裏，不但引文是作“常”，其說解還是屢屢稱“常”。當然，人們也可以說，

《韓非子·解老》的這些“常”字，並非先秦舊書的原貌，都是在流傳的過程中，

為後人所改。原因嘛？當然還是漢人避孝文帝劉恆的諱。 

不管是作“常道”、“常名”，還是作“恆道”、“恆名”，古今的主流認

識都是一致的。如《韓非子·解老》以“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

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認為“夫物之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而後衰者，

不可謂”“常”。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

可道，不可名也。”14釋者認為：“‘指事造形’指可識可見有形之事或物，非

永存恆在也；‘不可道’之‘道’，‘不可名’之‘名’，則永存恆在。”而“‘恆

道’謂永存恆在之道”，“‘恆名’指永存恆在之名”。15可見所謂“常道”、

“常名”與“恆道”、“恆名”意義上並無區別。 

《老子》雖然號稱《道德經》，但以王弼本、河上公本為代表的今本系統裏，

卻是不分篇的，沒有《上經》、《下經》或《道經》、《德經》之別。《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記載：“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宋人謝守灝(1134-1212)《混元聖紀》引《七略》：“劉向讎校中《老子》書二

篇，……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

四章。”可見司馬遷（前 145—前 87年后)、劉向（约前 77—前 6）所見之《老

子》是分為《上經》、《下經》的。而北大漢簡本《老子》也正是如此。其相當

於帛書本《德經》第一章的第二簡，其背面上端寫有“老子上經”四字；其篇末

記：“·凡二千九百卌二”。其相當於帛書本《道經》第一章的第一簡，背面上

端寫有“老子下經”四字，其篇末記：“·凡二千三百三”。16而上述的所謂《上

經》到了帛書《老子》中，則成了《德經》，而所謂《下經》則成了《道經》。

這些說明《老子》分上、下經或以“德”、“道”名篇的傳統應該很早，應該不

會晚於戰國。很有可能就反映了《老子》一書的早期面貌。17 

                                                           
12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22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13
 何犿註：《韓非子》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原文電子版。 

14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 
15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221-222頁。 

16 韓巍：《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老子〉的文獻學價值》，《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

4期，第 16-18頁。案：可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

老子圖版。 
17
 這雖然在郭店楚簡本《老子》得不到支持，但有相當一部份學者都認為郭店本是一個

摘抄本，這從王弼本《老子》第六十四章的“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至“以輔萬物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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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老子》是以《上經》、《下經》或《德經》、《道經》兩兩對舉的這

一結構特點可以給我們以啓發。王弼本的第三十八章（即北大漢簡本的《老子下

經》、帛書本的《德經》）開篇就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18這裡的“上德”與“下德”

兩兩相對，“‘上德’即最上之品德”，19當無疑義。 

《老子·德經》開篇就說“上德”如何如何，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我傾

向於後者。這一認識如能成立，我們對《老子·道經》開篇所謂“常道”內涵的

認識就會有所突破。 

筆者認為，正如《老子·德經》開篇就言“德”一樣，《老子·道經》開篇

言“道”也是點題。正因如此，這裡的“常道”也當如《老子·德經》的“上德”

一樣，讀為“上道”，訓為“最上之道”。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上道高

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則（測）也。”20《韓非子·八經》：“故以一得十者，

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21可見，在先秦，“上道”也是成辭。 

俞樾（1821-1907）很早就有了這樣的意見。他說： 

“常”與“尚”古通。《史記·衛綰傳》“劍尚盛”，《漢書》“尚”

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為安”，《賈子·宗首》篇“尚”

作“常”。並其證也。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為上道；名可名，不足

為上名。即“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

《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

一也。22 

這一意見，足以鑿破混沌，可謂先得我心。 

但俞樾的意見並沒有引起重視，尤其是帛書甲、乙本《老子》出土以來。原

因是帛書本、北大漢簡本“常”作“恆”，人們都以“恆”為本字，遂下意識地

否定了“恆道”、“恆名”讀為“尚道”、“尚名”的可能，否定了《道經》篇

首“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與《德經》篇首“上德不德”

之間的呼應關係。其實，“恆”既能與“常”通用，與“尚（上）”通用也自然

不成問題。于省吾(1896-1984)《雙劍誃管子新證》卷三“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條曰： 

                                                                                                                                                                      
而不敢為”一段既見於其甲本又見於其丙本可以得到證明。案：《老子》原是《道》篇、《德》

篇分別單行，既可將《道》篇置於《德》篇之前，又可將《德》篇置於《道》篇之前。將《德》

篇置於《道》篇之前而分“上”、“下”，就形成了帛書甲乙本、北大竹書本的次序；將

《道》篇置於《德》篇之前，就形成了以王弼本為代表的今本的次序。所以，從邏輯上看，

《老子》稱《道》篇、《德》篇要早於稱“上、下篇”。所謂“上、下篇”或“上經”、“下

經”只不過是對《道》篇、《德》篇的不同編排而已。至於“某章”或“第某章”之稱，更

是後起之說。 
18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101

頁。 
19
 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 27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87頁。 

21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韓非子》卷十八，原文電子版。 
22
 俞樾：《諸子平議》卷八，第 1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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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恆”上脫“不”字是也。惟俞謂“恆”為“愼”字之誤則非。“恆”

本應作“常”，此漢人避諱所改。如“常山”亦作“恆山”、“田常”亦作

“田恆”。此例古籍習見。 “常”、“尚”古同字，金文“常”字通作“尚”。

此謂“法者不可不崇尚也”。下云“故明王之所恆者二”，“此二者主之所

恆也”，“恆”均應作“常”，讀為“尚”。23 

《管子》的此三“恆”字都當讀為“尚”，帛書《道經》篇首的“恆道”、“恆

名”自然也可讀為“尚（上）道”、“尚（上）名”。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帛書

甲乙本、北大漢簡本的三“恆”字影響了對《老子》本身邏輯的理解。 

治《老子》者，多將“道”視為其哲學的最高範疇。從《老子》首章“上道”

與“上名”並稱來看，“道”與“名”其實是相等的，視為最高範疇並不合適。

韓愈（768-824）《原道》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24作為“虛位”

的“道”，其內涵並不確定。因此，各家有各家的“道”，各行也有各行的“道”， 

“道”有大有小，自然也有高低上下之分。 

 

二  “无”與“有” 

《老子》首章的第二段王弼本作：“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25帛書甲、乙本作：“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26北京大學漢簡本同，

只是“无”寫作了“無”。27 

以王弼本為代表的今本系統“天地”二字，出土的三本都作“萬物”，而《史

記·日者列傳》所引《老子》也作“萬物”，這說明“萬物”當是故書的面貌。

其實，從王弼注“則為萬物之始”看，王弼本原來也作“萬物”，28所謂的“天

地”，當爲後人所改。 

出土的三個本子都有“也”字，而以王弼本為代表的今本系統皆無，說明這

兩“也”字當為故書原有。 

《史記·日者列傳》載宋忠有“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

說。29王弼注：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

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

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30 

                                                           
23 于省吾：《雙劍誃群經新證 雙劍誃諸子新證》，第 23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 
24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原文電子版。 
25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案：標點根據王弼注文義所加。 
26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第 93行、《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第 218行

上。 
27
 圖版見榮新江主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試刊號），中華書局，2009年 12月；

又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老子圖版。 
28
 馬敘倫：《老子校詁》，第 31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蔣錫昌《老子校詁》，

第 4頁，成都古籍書店 1988年影印 1937年商務印書館本。 
29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史記》卷一百二十七，原文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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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看，其是以“有

名”為讀；從“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看，其是以“無名”為讀，與宋

忠同。 

河上公注也說： 

“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

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

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31 

後來的注家，多本此說，以“無名”、“有名”為讀。其理由近人蔣錫昌

(1897-1974)說得很清楚： 

按天地未開闢以前，一無所有，不可思議，亦不可名，故強名之曰“無

名”。……迨天地既闢，萬物滋生，人類遂創種種名號以為分別，故曰“有

名”。質言之，人類未生，名號未起，謂之“無名”；人類已生，名號已起，

謂之“有名”。故“無名”、“有名”，純以宇宙演進之時期言。《莊子天

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此莊子以“無名”為泰初之時期也。“無

名”為泰初之時期，則“有名”為泰初以後之時期也明矣。……三十二章“道

常無名”，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道”、“無”二字與“無名”同為萬物之始，可見“無”

即“無名”，“無名”即“道”也。 

“有名”、“無名”為《老子》特有名詞，不容分析。三十二章：“道

常無名，……始制有名”；三十七章：“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四十一章：

“道隱無名”。32 

但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卻載宋人司馬光（1019－1086）、

王安石（1021—1086）“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33他們

的讀法近代以來影響愈來愈大。高亨（1900-1986）說： 

梁先生曰：“以‘無’名彼天地之始，以‘有’名彼萬物之母。”亨按：

先生之說是也。四十章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其明證。34 

古棣（1919-2005）進一步指出： 

《老子》書中，凡言“無名”者，都是說道本來沒有名字，上引三處都

是從道“無名”（沒有名字）這方面說的；但是又要勉強地給它起名字，把

它叫做“無”、叫做“有”。所以不能以彼例此；在此章如讀作“無名”、

“有名”就捍格不通了。“無名”，怎麼能成了萬物的創始者？“有名”怎

                                                                                                                                                                      
30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 
31
 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經》，《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4頁。 

32
 蔣錫昌：《老子校詁》，第 4-6頁。 

33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郡齋讀書志》卷三上、《後志》卷二，原

文電子版。 
34
 高亨：《老子正詁》，第 2頁，中國書店 1988年影印 1943年開明書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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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成了萬物的母親？也不能說給它起個名叫“無名”，起個字叫“有名”，

這於理難通。35 

梁啟超（1873-1929）、高亨、古棣的意見是正確的。“天下萬物生於有”，

所以以“有”，“名”彼“萬物之母”；“有生於无”，所以以“无”，“名”

彼“萬物之始”。這裡的“无”應該是宇宙的本體，是《老子》書中最高的哲學

範疇。這一道理，在下面的文字裏，更加清楚。 

 

 

三  “尚无”與“尚有” 

《老子》首章第三段王弼本作：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36 

帛書甲本作： 

“□恆无欲也以觀其眇∟恆有欲也以觀其所噭”。37 

帛書乙本作： 

“故恆无欲也□□□□恆又欲也以觀亓所噭”。38 

帛書甲、乙本兩句“欲”後都有“也”字，而以王弼本為代表的今本系統則無。 

自王弼、河上公以來，注家都是以“常無欲”、“常有欲”為讀。而宋人司

馬光、王安石、蘇轍（1039-1112）、范應元（南宋理宗年間人）、林希逸（1252

前後）、白玉蟾（1194-1229）等則以“常無”、“常有”為讀，明人陳景元（1024-1094）、

釋德清(1546-1623)，清人楊文會(1837-1911)，日人大田晴軒（明治年間），近

人易順鼎(1858-1920)、馬敘倫(1885-1970)等同。其理由今人古棣之說可謂集大

成。39而俞樾雖以“常無”、“常有”斷句，卻將“常無”、“常有”讀為“尚

無”、“尚有”，他說： 

“常”字依上文讀作“尚”。言尚无者欲觀其微也，尚有者欲觀其歸也。

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

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40 

這一反詰，抓住了《老子》的內在邏輯，可謂擊中了以“常無欲”、“常有欲”

為讀的要害。但馬王堆帛書甲、乙本其“无欲”、“有欲”後皆有“也”字，從

字面上看，顯然當讀為：“故恆无欲也，以觀其眇（妙）。恆有欲也，以觀其所

                                                           
35 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 4-5頁。 
36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案：標點根據王弼注文義所加。 
37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第 94行。 

38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第 218行上、下。 

39
 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 6-13頁。 

40
 俞樾：《諸子平議》卷八，第 1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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噭。”
41
這樣，“常無”、“常有”的斷句就遇到了帛書甲、乙本極大的挑戰，

當代學者們因而又多回到王弼注斷句的老路上。42 

筆者認為上述意見中，俞樾說最為有見。但也有一些值得補充的地方。 

首先，此處的兩“欲”字，當訓為“可”或“能”。《國語·晉語四》：“我

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作：“我欲戰矣，

齊、秦未可，若之何﹖”“齊、秦不欲”即“齊、秦未可”，是“欲”與“可”

義同。《韓詩外傳》卷九：“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

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欲當

之者也”，即“能當之者也”，“欲”義為能。《呂氏春秋·禁塞》：“無道與

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雖欲幸而

勝”，即“雖能幸而勝”。《順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

必欲得民心也。”“必欲得民心也”即“必能得民心也”。所以，“故尚無，欲

以觀其妙；尚有，欲以觀其徼”即“故尚無，可以觀其妙；尚有，可以觀其徼”。

這裡的兩“欲”字，都不能訓為“將”，都是可、能的意思；所謂“欲以”，都

是能夠以此、可以憑此之意。俞樾據唐景龍本，以為兩“以”字當無。43顯然有

誤。 

王弼本的“徼”字，王弼注訓為“歸終”，河上公注為“歸”，陸德明《經

典釋文》訓為“邊”，蔣錫昌釋為“求”。馬王堆帛書甲、乙本都作“所噭”，

高明以為“徼”為本字，也依蔣訓為“求”。44朱謙之（1899-1972）曰： 

宜從敦煌本作“曒”。十四章“其上不皦”，景龍本亦作“曒”，是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十九、卷八十三引：“說文‘曒’從日，敫聲，二

徐本無。”田潛曰：“案慧琳引《埤蒼》‘明也’，《韻會》云‘明也’，

未著所出。《詩》‘有如曒日’，《詩》傳云：‘曒，光也。’《說文》古

本舊有‘曒’字，後世或借用‘皎’。‘皎’，月之白也，《詩》‘月出皎

兮’是也。或借用‘皦’，皦，白玉之白也，《論語》‘皦如’是也。字義

各有所屬，‘有如曒日’之‘曒’，碻從日，不從白也。”（《一切經音義》

引《說文箋》卷七）經文“常無觀其妙”，妙者，微眇之謂，荀悅《申鑒》

所云：“理微謂之妙也。”“常有觀其噭”，“曒”者，光明之謂，與“妙”

為對文，意曰理顯謂之曒也。45 

其說是。王弼本的“徼”、帛書甲乙本的“噭”，本字當從敦煌本作“曒”訓為

“明”。46“尚无，欲以觀其妙；尚有，欲以觀其所曒”，是說崇尚“无”，可

                                                           
41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10頁。 
42
 可以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增訂本），第 138-139頁，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5年）、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225-226頁）、劉笑敢（《老子古今》，

第 93-9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為代表。 
43 俞樾：《諸子平議》卷八，第 143頁。 
44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225-226頁。 
45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 6-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6
 北大漢簡本作“僥”。其注釋曰：“三字音近可通，讀為‘徼’是。傳世本‘徼’上

無‘所’字，故常作名詞講，釋為‘邊際’、‘歸止’；帛書兩本及漢簡本皆有‘所’字，

故‘徼’顯係動詞，義為‘求取’，較傳世本義長。”（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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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悟到理之微妙；而崇尚“有”，則只可以觀察理之顯明，也就是表面。“尚

无”與“尚有”兩相對比，“尚无”遠勝於“尚有”，其推崇“无”之主旨，躍

然而出。 

易順鼎(1858-1920)曰： 

按《莊子·天下》篇：“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

有”即此章“常無”、“常有”，以“常無”、“常有”為句，自《莊子》

已然矣。47 

案易說當本於由宋入元的丁易東（1268 年進士）。48其云： 

以“有”字、“無”字絕句者，本於《莊子》。蓋《莊子·天下》篇言

“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
49
 

丁易東此說影響頗大，今之“以‘有’字、‘無’字絕句者”多好援引。但丁氏

之說，其實是對《莊子·天下》篇的誤讀。以《莊子·天下》篇“建之以常無有”

為“建之以‘常無’、‘常有’”，有兩大問題。 

一是不合語法。以“建之以常無有”為“建之以‘常無’、‘常有’”，很

難找出先例，明顯違反上古漢語的語言規律。 

二是違反《老子》的本義。如上所述，《老子》首章此段“尚無”與“尚有”

兩相對比，強調的是“尚無”而非“尚有”，用《周易·繫辭傳》的語言來說，

是“天尊地卑”，而非“乾坤並建”。如果說“建之以常無有”是“建之以‘常

無’、‘常有’”，顯然不合《老子》的本意。因此，當另作別解。 

筆者認為《莊子·天下》篇的“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當讀為“建之

以‘尚無’，又主之以‘太一’”。“有”與“又”互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

例證頗多，此不煩舉。所謂“常無”即“尚無”，“建之以‘尚無’”正概括了

《老子》首章此段之意。而“又主之以‘太一’”，傳統的說法皆未中的。李學

勤認為郭店《老子》丙組與《太一生水》就是一篇，50是“道家後學為解釋《老

子》所增入”，“荊門郭店楚簡《老子》可能係關尹一派傳承之本，其中包含了

關尹的遺說”。51這樣，就給《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又主之以‘太

一’”說找到了根據。所以，從《莊子·天下》篇來看，以“尚無”為讀，言之

成理。52 

                                                                                                                                                                      
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第 144頁）案：其說不可信。如果傳世本與帛書本、漢簡本三者的

本字相同，從句式上看，帛書兩本及漢簡本的‘所’字則當為衍文。 
47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 6頁。 

48
 蔣錫昌（《老子校詁》，第 8頁）、古棣（《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 7頁）

皆已指出。 
49 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卷四引石潭曰，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12冊，第 316

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50
 “《郭店楚墓竹簡》學術研討會”發言，1998年 6月 10日，北京炎黃藝術館，轉引

自邢文：《論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不屬一系——楚簡〈太一生水〉及其意義》，《中

國哲學》第 20輯，第 165頁，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51
 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所見關尹遺說》，《中國哲學》第 20輯，第 161、164頁。 

52 案:《經典釋文》卷三十五《老子道經音義》：“老子…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

虛無無為，凡五千餘言。”“虛無”、“無為”皆為“無”，“尚虛無無為”即“尚無”，

也是以“尚無”為《老子》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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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有”為讀，最大的問題是帛書甲、乙本“欲”後的兩“也”字。

根據帛書甲、乙本，的確不能在“無”、“有”後斷句。我們不能說是帛書的抄

手抄錯了，因為即使甲本抄錯了，乙本也不會錯。可見帛書甲、乙本“欲”後的

兩“也”字淵源有自，是其戰國時期的祖本已經如此。 

但文獻學家嚴靈峰（1903－1999）、王叔岷(1914-2008)、古棣等爲什麽都

堅持“無”、“有”為讀，以帛書甲、乙本為誤呢？主要還是取決於《老子》的

內在邏輯。只有去掉帛書甲、乙本的這兩個“也”字，文本前後的思想才能貫通。 

其次也要看到，在現行的《老子》各本中，帛書甲、乙本畢竟也只是其中最

有權威的本子之一，不能說是唯一。如傅奕本是唐初傅奕主要依據北齊武平五年

（574年）徐州項羽妾墓出土古本校定的，雖不免有後人改動，但大體可據范應

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所引傅奕本文字加以訂正。傅奕本出自項羽妾墓，與

帛書甲、乙本時間相當。53皆無兩“也”字。而北大漢簡本也作： 

        “故恆無欲以觀其眇恆有欲以觀其所僥”。54 

其“恆無”、“恆有”後都沒有“也”字，與王弼本、傅奕本同。因此，我們不

能說帛書甲、乙本就是唯一的選擇，唯有帛書甲、乙本是正確的。 

高明自己就承認：“帛書《老子》甲、乙本在當時只不過是一般的學習讀本，

皆非善本。書中不僅有衍文脫字、誤字誤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極不慎重。”55 

最有趣的是今本《老子》第三十七章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在帛書《老

子》的甲、乙本中，均作“道恆无名”；而第四十八章的“無為而無不為”六字，

帛書甲本、乙本則全殘。高明認為：“凡今本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在甲乙

本中皆無蹤跡，此一問題甚關重要，對研究老子思想極有意義”，“從甲乙本觀

察，老子只主張‘無為而無以為’，並沒有講過‘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無

不為’的思想本不出於《老子》，它是戰國晚期或漢初黃老學派對‘無為’思想

的改造。”56鄭良樹也據帛書甲乙本立論說：“老子談‘無為’，談‘無以為’，

老子不談‘無不為’。”57學界一時皆以帛書本為是，今本為誤。但郭店簡本出，

其相當於今本第四十八章的乙組“為學日益”章赫然就有“亡為而亡不為”

句。58這一教訓難道不值得吸取嗎？ 

所以，當帛書本與《老子》的內在邏輯發生矛盾時，我們應該優先考慮其內

在的邏輯，要以能說清楚文本的思想為先。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既要極其重視帛

書本但又不能唯帛書本是從。因此，儘管帛書甲、乙本兩句“欲”後都有“也”

                                                                                                                                                                      
 
53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卷末有《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對照表》，帛書整理小組在

今本的諸多版本中，唯取傅奕本為代表與帛書甲乙本對照，足以說明傅奕本的價值之高。 
5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老子上經圖版。 

55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5頁。 
56
 高明：《帛書〈老子〉甲乙本與今本〈老子〉勘校劄記》，《文物資料叢刊》第 2輯。

相同的論述又見高著《帛書老子校注》第 421—425頁。 
57
 鄭良樹：《論帛書本老子》。相同的論述又見鄭著《老子新校》（四），臺灣：《大

陸雜誌》第 58卷第 4期，1979年。 
58
 詳見廖名春：《〈老子〉“無為而無不為”說新證》，《中國哲學》第 20輯，第 148-159

頁。案：北大漢簡本此處有殘缺，其說明詳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

漢竹書•貳》第 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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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我們還是要以“尚无”、“尚有”為句，將此段讀為：“故尚无，欲以觀其

妙；尚有，欲以觀其曒。” 

 

四  “同”與“異” 

《老子》首章第四段王弼本作：“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

之門”。59河上公本、范應元本等同。 

帛書甲本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胃∟玄之有玄眾眇之[門]”。60帛書乙本作：

“兩者同出異名同胃玄之又玄眾眇之門”。61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作：“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有玄之眾眇之門”。
62其釋文為：“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有（又）玄之，眾眇（妙）之門。”

其注釋稱：“傳世本作‘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多‘之玄’二字，句

讀亦異。帛書除無‘此’字外，皆同於漢簡本。”“帛書、傳世本皆作‘玄之又

玄’。‘有’讀為‘又’，凡傳世本‘又’字，漢簡本皆作‘有’。”63 

王弼本與帛書兩本、漢簡本的差別主要在前兩句上。誰是誰非，值得斟酌。

筆者認為從邏輯上而言，王弼本應該勝過帛書兩本、漢簡本。 

“兩者”謂何？學人們見解不一。王弼注：“‘兩者’，‘始’與‘母’也。” 
64河上公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65范應元注：“‘兩者’，

‘常无’與‘常有’也。” 66王安石注：“‘兩者’，‘有’、‘無’之道，而

同出於道也。”67俞樾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

‘無’二義而言。”68高亨曰：“‘兩者’，謂‘有’與‘無’也。” 69張松如

（1910-1998）云：“細審文義，當是承上兩句‘其妙’、‘其徼’而言，也就

是說的無名自在之道的微妙與有名為我之道的運行這兩個方面。或曰：‘兩者’

逕指‘道’與‘名’，即‘恆道’與‘可道’、‘無名’與‘有名’，此義自可

與‘其妙’、‘其徼’相通。”70這些註釋中，可信的應是俞樾和高亨說。 

上文“故尚无，欲以觀其妙；尚有，欲以觀其曒”，比較了“尚无”、“尚

有”的高下，強調“尚无”遠勝於“尚有”，突出“无”的重要。這裡接著繼續

比較“无”、“有”的異同，揭示其價值的不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是總說。

                                                           
59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 
60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第 94行。 

61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第 218行下。 

62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老子上經圖版。 
6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老子上經圖版。 
64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武英殿聚珍本，《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82

頁。 
65
 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經》，《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4頁。 

66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上》，第 587頁。 

67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227頁。 
68 俞樾：《諸子平議》卷八，第 143頁。 
69
 高亨：《老子正詁》，第 3頁。 

70
 張松如：《老子說解》，第 6頁，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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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即下文“同謂之玄”，是言“无”、“有”之同。“異名”是言“无”、

“有”之不同，下文“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是說“无”、“有”之異，也就

是“无”、“有”價值不同之處。“有”與“无”雖然“同謂之玄”，但“有”

只是一般的“玄”，而“无”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遠遠勝過了“有”。

因此，這一段話當標點為：“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 

把握了這一段文字的內在邏輯，就會發現帛書本“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與漢

簡本“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說有問題。“同胃（謂）”如果是“同謂”“玄

之又玄，眾眇（妙）之門”，既看不出“无”、“有”之異，而且甲本“胃”字

後還有斷句標誌“∟”，因此“同謂”與“玄之又玄，眾眇（妙）之門”之間肯

定不能連讀。如果以“異名同胃（謂）”連讀，則“異名”與“同胃（謂）”矛

盾。因為既是“異名”，所“胃（謂）”就應當不“同”，而不應當“同胃（謂）”。

因此，我們只能說帛書本、漢簡本“同胃（謂）”後有脫文，至少脫落了一個“玄”

字。如果是“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的話，這些矛盾就自然消除了。從帛書

甲、乙兩本皆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胃”、漢簡本作“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來看，

這並非帛書或漢簡本抄手之誤，而是其祖本的問題。應該早在戰國時期，“玄”

字就脫落了。其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個“玄”字本來應當是重文，作“玄=”，

後來重文符號“=”被抄手抄漏了，“兩者同出異名同胃玄=之又玄眾眇之門”就

成了“兩者同出異名同胃玄之又玄眾眇之門”。少了一個“玄”字，“兩者同出

異名同胃”自然就不通了。不懂得這一點，盲目地迷信帛書本，不敢正視帛書本

的錯誤，決不是科學的態度。漢簡本“玄之有（又）玄之”，雖然多了一個“之”

字，但文義與王弼本、帛書兩本並沒有什麼不同，可能是抄手隨手增添的衍文。

我們同樣也不能迷信。 

不過，帛書本的異文也自有用處。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以“此兩

者同”為句，吳澄（1249-1333）、釋德清同。嚴復（1854-1921）也說：“‘同’

字逗，一切皆從同得。”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瑞典，

1889—1978）更提出“同”、“名”為韻作根據。古棣本之。71朱謙之曾經指出：

“惟‘同出’、‘異名’為對文，不應於‘同’字斷句。”
72
但人多不信。帛書

本作“兩者同出異名”，無“而”字。劉殿爵（1921-2010）指出：“這樣便不

可能以‘字’為句，因為餘下三字不能成句。”73其說是也。漢簡本與帛書兩本

同，更添新證。 

 

由此可見，《老子》首章是通過“无”、“有”的對比，論述“无”之重要。

“可道”之“道”“非上道”，“可名”之“名”“非上名”，為什麼？因為它

們都是“有”而不是“无”。“无”，“名”彼“萬物之始”；“有”，“名”

彼“萬物之母”。“无”重於“有”。“尚无”，可“以觀其妙”；“尚有”，

則只可“以觀其曒”。所以， “尚无”勝過“尚有”。“无”與“有”雖然“同

謂之玄”，但“有”只是“玄”，而“无”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所以，

“无”高於“有”。這些一層深入一層的對比，揭示“无”乃是《老子》書中哲

                                                           
71
 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 13-14頁。 

72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 7頁。 

73
 鄭良樹：《老子新校》，第 4頁，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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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最高範疇、宇宙本體。只有從《老子》首章的內在邏輯出發，撥開籠罩在歷

史文本上的層層迷霧，才能凸顯出《老子》首章的主旨，把握住《老子》首章的

題中之義。 

 

附 錄 

 

寫完上文後，筆者發現今本《老子》其他章還有一些“常”字也當讀為“尚

（上）”。試列舉如下，以供參考。 

第二十七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

襲明。”“常善救人”之“常”，帛書甲、乙本，郭店楚簡本、北大漢簡本都作

“恆”。案：“聖人常善救人”疑當讀為“聖人尚善救人”，即“聖人以善救人

為尚（上）”；“常善救物”疑當讀為“尚善救物”，即“以善救物為尚（上）”。 

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諸“常”字，帛書甲、

乙本，郭店楚簡本、北大漢簡本都作“恆”。案：此“常德”或“恆德”疑都當

讀為“尚（上）德”。 

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常”字，帛書甲、

乙本，郭店楚簡本、北大漢簡本都作“恆”。案：“道常無名”或“道恆無名”

疑都當讀為“道尚無名”，即“道以無名為尚（上）”。 

第四十六章：“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常”

字，帛書乙本、郭店楚簡本、北大漢簡本都作“恆”。案：“常足”或“恆足”

疑都當讀為“尚（上）足”。“知足之足”針對“不知足”之“足”而言，故謂

之“尚（上）足”。 

第四十八章：“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常”，帛

書甲、乙本都作“恆”。案：此“常”或“恆”疑都當讀為“尚（上）足”。“取

天下常以無事”即“取天下尚以無事”，也就是“取天下以無事為尚（上）”。 

第四十八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帛書甲本作“[聖]人恆无心，

以百省（姓）之心為心。”北大漢簡本作“聖人恆無心，以百生（姓）之心為心。”

案：“聖人恆無心”當讀為“聖人尚無心”。今本“聖人無常心”，“無常”詞

序顛倒，高明已有說。
74
 

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

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常”，帛書甲、乙本、北大漢簡

本都作“恆”。案：“常自然”或“恆自然”都當讀為“尚自然”，即“以自然

為尚（上）”。 

第六十五章：“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

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常”，帛書甲、乙本、北大漢簡本都作“恆”。

案：“常知稽式”或“恆知稽式”都可讀為“尚知稽式”，即“以知稽式為尚

（上）”。 

                                                           
74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 58-59頁。 



14 
 

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
75
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常”，帛

書甲、乙本、北大漢簡本都作“恆”。案：此“常”或“恆”都當讀為“尚”。

“若使民常畏死”即“若使民尚畏死”，亦即“若使民好畏死”。“常有司殺者

殺”即“尚有司殺者殺”。《呂氏春秋·長利》：“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

高誘注：“殺，衰也。”《詩·豳風·鴟鴞》“予羽譙譙，予尾翛翛”毛傳：“譙

譙，殺也；翛翛，敝也。”鄭玄箋：“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 

第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常”，帛書乙本、北大漢簡本作

“恆”。案：“常”或“恆”當讀為“尚”。“常與善人”即“尚與善人”，也

就是喜歡幫助“善人”。《國語·晉語八》：“其爲人也，剛而尚寵。”韋昭注：

“尚，好也。” 

 

 

                                                           
75 北大漢簡本作“民恆不畏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