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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道－ 

道，多麼淡漠沖虛，多麼幽微淵深，又多麼柔靜清澄。 

似無又有，似實還虛，恍兮惚兮，窕兮冥兮。道，構成老子自成體系的哲學，兩

三千年來，多少哲學家、思想家在探勝尋幽，多少凡常百姓奉之為圭臬準則。當迴返

到初生的「大象無形」的狀態，那便是自然無為的生命本質。因為自然，所以可以肆

應萬端。因為無為，所以可以無所住、可以生其心。 

且復歸素樸的心靈，或能遇見－永遠不老的老子。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4 

 

 

 

 

 

 

 

 

 



愛氣‧養神‧安平太－＜老子河上公注＞讀書報告 25

愛氣‧養神‧安平太 

－＜老子河上公注＞讀書報告 

洪 千 雯 (靜 雯 ) 

 

 

 

前 言 

黃老道家－丹學道家之序幕：＜老子河上公注＞ 

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曾言： 

「我從丹學道家留下來的遺產中身體力行修持，我以自己的肉體做實驗室，現在

我以自己的肉體證明中國道家實踐的生命科學。」 

本師世尊以為：丹學道家是中國傳統的生命科學，而今天的生命科學已經成為世

界上的顯學。本師世尊依據丹學道家的傳統修持，一直到九十五歲證道，證明了丹學

道家傳統文化中最豐富、美好的科學，本師世尊留給我們的經驗傳承，稱之為天人實

學。 

從道學研究所的學術角度來看，我們當從以上引言得知，丹學－是承自道家的演

變流派，而非道教。而以天帝教的修持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體認到，天人實學－與丹

學道家的淵源甚深，都是可實證、可力行的生命科學。 

循著原始道家－前期道家－黃老道家的思想發展脈絡，開始撫觸到丹學道家的思

想典籍，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學習而言，我們不但可印證道家思想一直綿綿不斷在中華

傳統文化之中；以一個天帝教弟子的情感來說，我們更可見證本師世尊的修持思想源

頭，其一就是源自道家的思想。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黃老道家隱入民間，援心入道、援氣入道的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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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開始走向養生、煉丹的方向。漢武之後，或是黃老道家思想發展至丹學道家思想

的過渡之際。而值此轉變階段，便由承自黃老思想，融合老學、易學、醫學，而蘊育

出丹學思想的＜老子河上公注＞開啟序幕。 

因此，本篇報告試從丹學道家的文化傳承談起，再進一步以＜老子河上公注＞的

思想重點為探討主體，從而確立＜老子河上公注＞與丹學道家之淵源、以及丹學思想

的精邃：精、氣、神。 

 

壹、丹學道家的文化傳承 

一、援陰陽五行入道 

1、鄒衍 

其思想特色除了以「陰陽消息」言災異，且以「五行」言「五德終始」，對政治

上傳統的天命，賦與全新的內容，而使其更具體化。 

＜史記．孟荀列傳＞描述鄒衍：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不經；

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稱引天地剖判以來，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而符應若茲。」 

「深觀陰陽消息」，即是把抽象的陰陽觀念，與經驗界中的四時現象，結合在一

起；把陰陽的消與息，散佈到四時中，由四時氣候的冷暖之度，以看出陰陽的消與息。 

「五德終始」，便是「五行」的作用，各主持一個朝代，以相勝（剋）的規律，

終而復始。這裡的五行之德，係宇宙間五種神秘力量所發生的作用。鄒衍或其後學，

把它與陰陽連結在一起，便應當是由陰陽之氣，分化而為五種各有特性之氣，所發生

的作用。 

五行當令中，把許多事物，都組入到各行中去，構成了包羅廣大的五行構造，於

是使我們感到，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即是五行所支配的世界，由此而成為爾後中國五

行的宇宙觀、世界觀。 

2、黃帝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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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帛書在推闡天人相通之理時，曾把天地間一切對等的現象與事務都作了二分

的歸納，而繫之以陰陽。舉凡一切高大的、溫暖的、強壯的、喜樂的、光明的、突露

的，都屬陽；低小的、涼寒的、柔弱的、憂悲的、黑暗的、屈縮的都屬陰。依據這樣

的歸類，天屬陽、地屬陰，一切屬陽的事物都該法天道，一切屬陰的事物都該法地道。 

＜稱＞： 

「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

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

兄陽弟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 

以上可見黃老一系的陰陽大義。這些陰陽觀念不僅影響了董仲舒陽尊陰卑的理

論，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裡，有了更詳細而大規模的推衍。 

3、董仲舒 

通過＜呂氏春秋＞、＜淮南子＞的研討，我們已可窺見，黃老道家的哲學思想，

發展到秦漢之際，已把「氣」、「陰陽」、「五行」、「四時」結合起來，解釋天地萬物的

構成問題。據徐復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指出：「陰陽五行思想，在西漢形成了更

完整的架構，因而發生了更大的影響，應當是出於董仲舒。」從＜春秋繁露＞來看，

陰陽五行思想在董仲舒的階段有以下五個演變：（註） 

（1）使陰陽、五行有了更明顯而密切的配合。 

＜五行相生＞：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列為五行。」 

＜天辨在人＞： 

「金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力而併功……故少陽因木而起，助

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 

這一段話，說明了一氣演化為五行之後，各有其特性；更各由其特性以助長陰陽

之氣；如此，陰陽五行便更為密切。 

（2）通過陰陽五行而把天與人的關係更具體化，由此以強調天人的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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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相動＞： 

「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

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 

這一段話，說明了天人之間有一種自然感通的作用，由此可推天人感應的密切。 

（3）以陰陽之說，把法家尚刑的政治，轉變為儒家尚德的思想。 

＜陽尊陰卑＞： 

「陰，刑氣也；陽，德氣也。……刑之不可任以成世也，猶陰不可任以成歲也。

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這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裡最反覆強調的思想重點。 

（4）陽尊陰卑的三綱之道 

＜基義＞：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諸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

為陽，妻為陰。」 

由此而言陽尊而陰卑，把人間化了的陰陽，作為人倫關係的根據，這就是有名的

三綱說。在三綱說裡，董仲舒雖然依附於儒家的忠孝倫常，以示貼合儒者的身分；但

事實上，這其中早已逾越了儒家的尺度，而強烈散發著「君尊臣卑」之法家的氣味。 

（5）災異說 

＜必仁且智＞： 

「災者天之譴也，異者天之威也。」 

董仲舒不僅把洪範中的實用性的五行，變質為生化性的五氣；更進一步把變為五

氣的五行，使其與五事密切關連起來，以使其受到天意通過災異而表現出來的考驗。

使皇帝的一舉一動，皆受到天的干預與約束。 

董仲舒的陰陽五行之說，實含有一種宗教性的意義。由陰陽五行之氣以言天人感

應的天，實際上只是氣而不是人格神。因此，並不能真正成為宗教神的意志。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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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天下，要求有一種新的宗教神，作為政權與生命的護持，於是各種方士和陰陽五

行之說，混雜匯合起來，要構成為統治者所需要的新宗教。董仲舒就是在此一趨勢下，

發展出天人感應的陰陽五行觀念，而陰陽五行的演變，到此亦大概成為定局。 

二、老學 

老子的理論和方法，都是由大道而來。所以老子的理想，也是與大道相合。大道

的最高形式是虛，所以老子致虛。大道的運化無息，而且是向相反的方面進行，所以

老子守靜、處反。大道是出於無有，柔若無物的，所以老子用柔，以柔持身、以柔處

世、以柔治國、以柔用兵。大道由於運化而由無生有，首先化氣，由氣而分陰陽，而

生萬物，故唯氣唯一，所以老子養氣，要精氣神專一不離，還要常持三寶；既慈且儉，

而又謙沖為懷，輔物自然。由於大道之虛，包含萬有，所以老子的致虛，是虛而不虛。

故無欲而能觀妙，無為而無不為，無智而大智若愚，無身而可寄託天下。 

整體來說，＜老子＞清靜寡欲、依乎自然、見素抱樸、儉嗇、知足知止、不矜不

伐、守柔不爭、至虛守靜的思想，正吻合丹學道家精神修養的精神；而書中的許多語

句，又恰能用作丹學道家的理論依據，此部份特於後面列表整理。於是，便使得＜老

子＞對丹學的開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易學 

＜易＞是探索現象的變化，而現象的變化，從存在以至於不存在，實際上無一不

是氣化在變動，是故＜易＞有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從最原

始的氣化：太極研究起，並循著元始氣化發展的路線，一直推演到萬有現象的產生和

消滅，裡面所有的卦，其間脈絡都是息息相通。 

「卦」是代表現象的，現象在變，代表現象的「卦」，當然也隨之而變。而構成

「卦」的變，又是由於「爻」之升降往來的動，「爻」是代表陰陽氣化的，「爻」的動

就是氣化的動。總而言之，「卦」是代表現象，「爻」是代表氣化，「卦」的變由於「爻」

的動，也就是現象的變是由於氣化的動，所以氣化乃易學的重點所在。 

＜易經＞的思想系統以為，宇宙萬物的構成是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

而「八卦」，而「太極」之意為「氣」。鄭玄釋「太極」謂：「極中道淳和未分之氣也。」

「氣」本身包含著陰陽兩種性質，也有解釋為陰陽二氣者。易學思想認為，一切都以

陰陽分為兩類而有秩序地存在著，或認為宇宙中最重要者為「天」、「地」、「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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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者之所以重要，也是因其具有對立統一的特點：「在天為陰與陽，在地為剛與柔，

在人為仁與義。」 

至於緯書則使這種宇宙構成理論更加系統化了。＜乾坤鑿度＞用陰陽五行建構了

一種宇宙系統論的形式：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說天地。夫有形生於無形，乾坤安從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沌。渾沌者，言

萬物相渾成而未離，視之不見，聽之不閿，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這一段話，表達了漢朝學者對宇宙構成的系統觀點： 

1、宇宙的發生有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由「無」到「有」，但這個「無」並不是

「虛無」，而是說一切都存在於潛藏的無形無聲的渾沌狀態，所以「易」是「萬物相

混成而未離」的狀態。 

2、從萬物成構的材料說，萬物都是由「元氣」構成，因為有「氣」，然後才有「形」

有「質」，而任何事物都是有形質的。 

漢時重新解釋易學，把陰陽五行的思想融入，更加豐富了易學。在外轉的部份趨

向於實用，內推的部份則趨向養生、修煉之學，結合了醫學（黃帝內經、難經），而

有今天的中醫學說；再結合內丹，而有丹學的發展。 

四、醫學 

在中醫學上，從人體的生理功能到病理變化、診斷、治療等，都是以陰陽五行學

說做理論核心。例如對五臟的生理功能，就是用五行的生剋關係來說明其相互生長和

制約關係。對五臟的病理變化，也是用相乘及反悔（順剋逆剋）來說明疾病相互的轉

變關係。對自然界的氣候變化，也是用五行來說明其與五臟病變的關係。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天有四時五行，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

氣，以生喜、怒、悲、憂、恐。」 

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五行木、火、土、金、水配合四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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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屬木，夏屬火，長夏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於是春夏為生長功能（屬陽）的發揚，

秋冬為形成功能（屬陰）的收藏，並由此而形成了自然的規律。我們人體五臟的生理

功能也是一樣，肝、心、脾、肺、腎配以五行，則為木、火、土、金、水，而生出喜、

怒、思、憂、恐五種情志。 

＜素問六微旨大論＞： 

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 

總之，在人體的生理情況上說，陰陽五行的關係是均衡的、和諧的，生剋作用最

主要的是在於相互制約，如有一行亢盛，就能產生損害健康的作用。所以，有了約制，

生命機體才有生化之機。 

依據維生先生＜天人合一研究＞資料所言，本來中醫的目的是「袪病延年」，但

到了後期中醫的發展有了以「養生、長生」做為基礎的觀念。從本草、到金石、到針

灸，後來又結合黃老思想中陰陽、五行的變化，開展出自然之氣、天地之氣與生理之

氣三者互動的理論，其中表達最完整的就是＜黃帝內經＞。關於＜黃帝內經＞的重點

思想，謹引用維生先生課程資料如下： 

1、氣：分為四－自然之氣、生理之氣、病邪之氣、藥物之氣。 

以「氣」為中心，觀察各種病源。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陰陽應象大論篇第五＞

（天地之氣） 

「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女也；左右者，陰陽之道路也；水

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陰陽應象大論篇第五＞（陰陽之

氣）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陰陽應

象大論篇第五＞（五行之氣）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

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代其本，壞其真矣。」＜四氣調神大論篇第二 ＞

（四時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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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繼承＜管子內業＞，提出心的觀念：「心者，生之本。」、「心為神之舍」、「心

傷則神去」、「神者正氣也。」人的生理病變來自於心。要安心，先安神，成為西漢、

東漢的思想趨勢。 

3、經脈：以經脈與穴道的理論架構起人體與天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大宇宙與

小宇宙的關係。 

4、製藥：不同的藥加以調和，對人體有不同功用，對養生、長生有幫助，由此

而趨向發展長生不死之藥，形成煉外丹的方法。 

自先秦扁鵲、倉公以精湛的醫術名留千古以來，秦、齊以降累積了豐富的醫學資

料，經劉向整理成七本醫學典籍，值漢朝之際以陰陽為中心，解釋心、氣，再配合五

行，深入剖析人體結構的生理、病理變化，深深影響了丹學的演變。 

誠如＜素問＞序所言：「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

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遺跡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

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我們從＜黃帝內經＞可得到印證。 

五、小結 

丹學道家綜合了老學、易學、醫學，使我們充份體會到丹學的豐富文化傳承。而

＜老子河上公注＞便在這些思想的蘊育演變中，成為丹學道家的源頭。 

 

以下開始論述＜老子河上公注＞的思想要點。 

 

貳、＜老子河上公注＞的成書年代 

＜老子河上公注＞成書的確定年代，由於史料的欠缺，向來頗有爭論。依據湯一

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文中所述，王明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即撰有＜老子河上

公章句考＞，此文對＜老子河上公注＞成書年代考證甚詳，對此書主要思想的分析也

很精要，因此關於＜老子河上公注＞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多依據王明先生的論點。 

現在所見記載＜老子河上公注＞的最早著作，為皇甫謐的＜高士傳＞。按皇甫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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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於晉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年），年六十八。故應是生於東漢獻帝建安十九年（二

一四年）。因此，＜河上公注＞最晚當成於魏晉之際。 

另外，我們也可以從各種有關河上公注本的各種材料來推測＜河上公注＞的成書

年代。＜道藏＞中有＜傳授經戒儀注訣＞、＜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洞真太上

太霄琅書＞以及＜三洞奉道科誡儀範＞等，均言及教徒應修習的經典的先後次序，從

這些書所排列的次序，我們可以看出＜河上公注＞應在＜道德經＞作成五千言後，而

在＜老子想爾注＞前。老子刪訂成五千言，約在漢末，因此推斷＜老子河上公注＞應

是漢末和三國時流傳的＜老子＞注本。 

再從思想的特色推斷其時代背景。根據注文的編撰型式所反映的天人合一、陰陽

共融的思想，以及注文慣用「氣」來解釋天地萬物的形成，並且為大小宇宙之間的溝

通媒介，這些觀念，正與東漢時期所流行的陰陽五行與氣化論等時代特色相契合，從

而推論本書應該成立於東漢末期。 

 

參、＜老子河上公注＞的作者 

＜老子河上公注＞為河上公所撰。探討＜河上公注＞作者時，常有人會把河上公

和＜史記＞所提到的河上丈人當成同一人，事實上是有所混淆。據維生先生於道研所

課程中的說明，應根據其年代背景及思想特色逐一分辨，便能有所區別。 

西漢司馬遷最早提到河上丈人，＜史記樂毅略傳＞曰：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

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暇公，樂暇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 

據史書記載，上述河上丈人的弟子樂暇公、樂臣公、蓋公，皆系戰國末至西漢初

年的著名隱士，遊學齊國，以黃老之學顯名於世。戰國後期的齊國，正是黃老道家學

派興盛之地。河上丈人應是黃老學派的一位祖師，蓋亦為戰國時人。 

然而司馬遷述河上丈人之生平事跡已「不知其所出」。至於河上丈人為＜老子＞

書作章句，不僅司馬遷未曾提到，班固＜漢書藝文志＞不曾著錄，現存漢代的所有典

籍亦從未有言及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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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魏晉之際，又有人提到河上丈人。 

＜太平御覽＞卷五一○引魏嵇康＜高士傳＞云： 

「河上公者，不知何國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

之，脩其黃老業。」 

又＜太平御覽＞卷五○七引魏晉皇甫謐＜高士傳＞云： 

「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濱，著＜老子章句

＞，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

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為道家之宗焉。」 

因此或有據此而推斷「河上丈人」就是「河上公」，而＜老子章句＞就是＜老子

河上公注＞，故斷定「河上公」是戰國時期人，注文也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然而以上說法在時代背景上與思想演變脈絡上並不相符。茲以下列四點佐證： 

一、從文體上來看：東漢時期，受古文經學影響，章句之體風行。＜老子河上公

注＞的「章句」文體正反映當時學風。 

二、從思想內容上來看：＜老子河上公注＞的特色之一，是以「元氣」的觀念來

解釋老子思想，而「元氣說」的盛行是在漢武帝之後至東漢時期。 

三、從形式上來看：據孔穎達＜禮記正義＞稱：東漢學者馬融注＜周禮＞，始採

用「就經為注」形式，改變以前經文與注文分開的形式，＜老子河上公注＞在形式上

正是「就經為注」的，故應成書於馬融（公元七九一－六六年）之後。 

四、＜老子河上公注＞引用＜黃帝內經＞思想甚多，故應完成在＜黃帝內經＞之

後，和＜難經＞差不多時期。故應在漢武帝之後。 

五、再根據＜老子河上公注＞序文裡的一段話：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常讀老子道德經

，文帝好老子之言，詔命諸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令誦之，有所不解數句，

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説河上公誦老子，乃遣詔使，齎所不了義問之。公曰，道

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率土之賓，莫

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不能自屈，何乃高乎。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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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

而止於玄虛，良久，俯而答曰，今上不至天，中不累人，下不居地，何民之有。陛下

焉能令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之，知是神人。……論者以爲，文帝好老子大道，世人

不能盡通其義，而精思遐感，上徹太上，道君遣神人，特下教之，便去耳。恐文帝心

未純信，故示神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 

河上公的身分跟老子一樣，至今尚無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不過，在序文中河上

公擁有「長生」、「飛昇」等神仙特色。所以縱觀序文全篇，亦有神仙思想的色彩。而

神仙說，正是兩漢時期的時代特色。 

根據以上幾點論證，此書成書年代應成於漢武之後，魏晉之前，大約在東漢中後

期。至於作者河上公，應是當時黃老思想的傳承者，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中，

偽託戰國時河上丈人所作。 

 

肆、＜老子河上公注＞的宇宙論 

＜老子河上公注＞的宇宙論，是以「氣」的概念，來詮釋「道」如何生成天地萬

物的形上學。茲以「道」、「天」、「氣」為討論重心，藉以架構出＜老子河上公注＞的

宇宙論。 

一、道 

在＜老子河上公注＞中，「道」是它的最高範疇。 

1、道為萬物之母 

道育養萬物精氣，如母之養子。我不見道之形容，不知當何以名之。見萬物皆從

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 ＜象元第二十五＞ 

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我何以知從道受氣？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之

精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不然。＜虛心第二十一＞ 

道淵深不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 ＜無源第四＞ 

2、道乃天地、萬物、氣的最後形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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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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天地本始也。＜體道第一＞ 

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無源第四＞ 

一者，道始所生大和之精氣也。＜能爲第十＞ 

萬物皆歸道受氣。＜任成第三十四＞  

3、道分為政教與自然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爲養神，無事安民，含光藏

暉，滅跡匿端，不可稱道。＜體道第一＞ 

常道－自然長生之道－無為養神 

可道－經術政教之道－無事安民 

4、無 

＜老子河上公注＞認為「道」的主要義理之一，落在用「無」來創生、化育萬物。

故「無」充滿了無限的生命力、創生力，萬物皆因「無」而「有」，故言「有生於無」。

由道之「無形、無色、無聲、無名、無為」，以成就創生天地萬物的「有形、有色、

有聲、有名」。正因為「無」，無執著於表象，故能大公無私，順其自然，成就萬物之

「有」。 

一無形狀，而能爲萬物作形狀也。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也。 一忽忽恍恍

者，若存若亡，不可見之也。＜贊玄第十四 ＞ 

無色曰夷，言一無采色，不可得視而見之。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不可得聽而

聞之。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不可摶持而得之。三者謂夷、希、微也。不可致詰者，

夫無色、無聲、無形，口不能言，書不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神，不可詰問而得

之也。 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體道第一＞ 

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聖德第三十二＞ 道以無爲爲常也。

＜爲政第三十七＞ 

一，無爲，道之子也。＜法本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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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 

「道」的另一種特質，即是「自然」。「道」能順萬物本然，以「生而不有，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的態度，面對天地萬物。正因道性自然，而順其本性，才能成就萬物、

生成萬物。 

道性自然，無所法也。＜象元第二十五＞ 

道一不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 ＜養德第五十一＞  

6、生生 

「道」的最大功用，乃是生生之德。就因為道之「無」，才能成就「有之誕生」；

道之「自然」，才能成就「有之開創性」；道之「安靜」，才能成就「有之和諧性」。所

謂「成就」，即創生、生生之德。 

道生萬物而畜養之。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道所施爲，不恃望其報也。道長養萬

物，不宰割以爲器用。言道行德，玄冥不可得見，欲使人如道也。＜能爲第十＞  

7、人格意識－道意 

「道」具有人格意識，這一點是＜老子河上公注＞與原來＜老子道德經＞最大不

同之處。在注文中，除了保留大部份原來的「道」之性質：無、自然、靜以外，還在

少數地方賦予「道」以人格化的意識，即「道」有主觀意識、好壞判斷的能力。 

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辯德第三十三＞ 

「道」具有意識性，則由原本的形上虛理，轉變為形上實體。  

二、天 

老子的天，只是自然天的解釋，而且不再是萬物最終的根源，在天之上還有道的

存在。＜老子河上公注＞對於「天」的解釋，仍然保持原來經文大部份精神，但在有

些地方，則漸漸賦予其意識能力。 

1、自然天－天地 

水在天爲霧露，在地爲泉源也。＜易性第八＞ 

誰爲此飄風暴雨者乎，天地所爲。＜虛無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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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識天－天意  

＜老子河上公注＞的意識天，像人一樣，具有主觀意識、好惡判斷、賞善罰惡的

能力。這或許反映漢朝的政治理念特色，希望藉由天之懲罰，約束當時帝王的行為。

如果君王多行不義，必遭天譴。人法道行善，則神明保佑之，使之平安；人行「無為」，

則天使之為天下主。反之，人君如行有為之政，好興兵打戰，則天知之，天將降惡運

於該國。故君主欲長保其位，當以「天意」為行事的指標。 

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見知。＜淳風第五十七 ＞ 

惡有爲也，誰能知天意之故而不犯。＜任爲第七十三＞ 

天知之，則神靈佑助，不復危殆。＜聖德第三十二＞ 

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天使詐爲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

天下爲之主。＜淳風第五十七＞  

  三、氣 

援氣入道，原本即是黃老道家思想的共同形態。在＜管子＞、＜呂氏春秋＞、＜

淮南子＞，都曾經普遍地出現過。＜管子＞一書，在＜心術上＞、＜心術下＞、＜內

業＞等文，提出精氣、靈氣、善氣、惡氣、養氣、摶氣如神等思想。＜呂氏春秋＞把

「氣」分為「精氣」與「形氣」，＜淮南子‧天文訓＞則提出了「元氣」： 

太始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 

這正是漢代盛行的「氣化論」思想，也是當時學術核心思想之一。 

由於時代的影響，＜老子河上公注＞最突出的一點，便是採「元氣」、「精氣」之

說，揉合起來解釋老子的「道」，這也是漢代黃老道家趨向丹學道家的進一步發展。 

1、氣化宇宙論 

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天地共

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萬物無不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萬物中皆有

元氣，得以和柔，若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道

化第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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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老子＞第四十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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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宇宙論注解。＜老子＞的原文並沒有詳細說明「一」、「二」、

「三」代表何物，而＜老子河上公注＞用「元氣」的觀點建構比較完整的氣化宇宙論，

是相當值得細讀的篇章。針對這部份，援引維生先生在道學研究所課程中的詮釋加以

分析，整理出以下幾個特點： 

（1）氣化宇宙的生成次序，可試就邏輯上列出其先後： 

道→氣→陰、陽→清、濁、和三氣→天、地、人→萬物 

（2）注文指出，「一」是氣，也就是「元氣」。「二」是陰氣、陽氣，「三」是「清

氣」、「濁氣」、「和氣」，也就是「天」、「地」、「人」。最後「天施地化」，天地人共生

萬物。 

（3）「元氣」指「先天炁」，自河上公開始。由此亦可推天帝教昊天虛無大道自

然無為心法之默運祖炁，除了源自孟子「吾善養浩然之氣」的淵源以外，亦指道家的

「先天炁」。由此可證本師世尊的修持心法結合了儒道兩家「氣」的觀念。 

（4）＜老子河上公注＞將「氣」分為「陰氣」、「陽氣」、「清氣」、「濁氣」之外，

又多了「和氣」。除了由「虛」轉向「實用」的特點，亦可對照＜天人親和真經＞：「二

大勝善，曰同曰異，質以清濁，衡以微重。質若滄浪，衡若鴻泰，清其清，濁其濁，

微至微，重執重」一段，同樣有「清氣」、「濁氣」的說法。 

（5）「迴心而就」一句，可對照＜管子．樞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在人者，

心也。」很明顯是黃老思想的體系。 

（6）「若胃中有藏與氣通」一句，與生理的觀念結合，已具有丹學理論的實用思

想。 

  2、元氣 

宇宙之創生，正是透過物質性的「元氣」，去肇生天地萬物的。「道」藉由「元氣」

的運行作用來生化萬物，天地也因含有這源源不絕的「元氣」，所以能生生化化，覆

育不已。 

元氣生萬物而不有。＜養身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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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來。＜成象第六＞ 

萬物中皆有元氣。＜道化第四十二＞ 

3、精氣  

在＜老子河上公注＞裡，「氣」是出於「道」而構成天地萬物，而源於「道」的

「氣」有時亦稱「精氣」。精氣是一種生命能量，有氣則生，無氣則亡。精氣是流動

的，因其流動，天人才能感應。 

一者，道始所生，大和之精氣也。＜能爲第十＞ 

天人相通，精氣相貫。＜鑒遠第四十七＞ 

「因氣立質」〈虛心第二十一〉可以說是＜河上公注＞關於道與萬物，天與人，

就「物」的基礎上，有所連繫的關鍵。所以，離開了「氣」的面向是無法理解「道」

的。其會通處就是〈鑒遠第四十七〉所說「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 

四、小結 

至此，＜河上公注＞在漢代以氣解道的論述中承繼或是重新開展了先秦道家學說

中本體的道義。＜河上公注＞先從氣化的漢代觀點出發，討論了宇宙生成的次序，並

且以氣為中介具象化了「道」的本體。就理解＜河上公注＞而言，這是一條必要的道

路，道與人之間，就不再是抽象的觀念連結，而是存在著接軌或是和合的可能性，人

間對於自然秩序、或是的道的秩序，也才有遵循與接榫的可能。 

從此處，我們也看到了黃老道家趨向丹學道家，由虛轉實的道論、氣論演變脈絡。 

 

伍、治身論 

循著黃老道家援氣入道、援心入道、援法入道、以及援陰陽入道的整體思想脈絡，

至＜老子河上公注＞，粹煉為兩大思想主軸：「治身」與「治國」。 

常道當以無爲養神，無事安民。＜體道第一＞ 

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 ＜仁德第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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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道無爲，治身則有益精神，治國則有益萬民。＜遍用第四十三＞ 

治國者，當愛民財，不爲奢泰。治身者，當愛精氣，不為放逸。＜守道第五十九

＞  

可以確定，＜老子河上公注＞的基本思想，就是不僅要求「治身」，而且要求「治

國」。 

但是何謂「治身」？何謂「治國」？我們可從＜老子河上公注＞第一章得到答案：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 

常道當以無爲養神，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匿端，不可稱道。 

清楚可見，不可道的「常道」係指自然長生之道，「可道」者則為經術政教之道。

歸納以上所說，於是我們可以了解： 

治身－常道－自然長生之道－無為養神 

治國－可道－經術政教之道－無事安民 

雖然＜老子河上公注＞常將治身與治國並列兼論，但若以體用、本末的關係作一

界定，則＜老子河上公注＞是以治身為體、為本，治國為用、為末，因此，＜老子河

上公注＞論「治身」者最多。個人以為，這是我們在研讀＜老子河上公注＞時要掌握

住的重要概念，因為「治身」的思想發展，正是＜老子河上公注＞銜接老學與丹學之

間的一大關鍵，同時也是＜老子河上公注＞把丹學精神源頭指引出來的指導原則。 

因為「治身」，所以＜老子河上公注＞要求「精」、「氣」、「神」三者合一而長生

久視；因為「治國」，所以＜老子河上公注＞提出「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致

太平。 

一、氣與身的互動－從生理結構看精氣落在人身的運行 

維生先生在道學研究所課程中，曾指出了一個研討方向：「黃老道家只有提到精

氣，但卻沒有提到精氣在人體結構的變化。」換句話說，進一步從生理結構描述氣與

身的連結，應是丹學道家不同於黃老道家養生觀念的思想特點。從這點，我們可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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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老子河上公注＞丹學思想的脈絡。個人尤其體會，天人實學的「實修」、「實證」、

「實用」之心法，與此亦有淵源才是。 

不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

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精神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

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

骨肉，血脈六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通，故口爲牝也。＜

成象第六＞ 

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來。＜成象第六＞ 

治身天門謂鼻孔。＜能爲第十＞ 

「口鼻」是＜老子河上公注＞論述的重心，人透過口與鼻得到天地的給養，也透

過口與鼻與天地形成一個完整的連繫網絡。 

在老子來說，只是提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只是「陰陽」的結構。

而河上公進一步將「玄牝」落在「口鼻」的位置，把生理與玄牝、天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由此得到幾個印證： 

1、河上公論述治身的觀念時，第一層關連是從生理結構去呈現，而人身上也有

諸多證據說明這樣的連結。 

2、有關生理結構的觀念，可以對照＜黃帝內經＞的醫學觀念。 

3、「五氣」、「五性」、「五味」等觀念，係後期黃老道家援陰陽入道的思想影響。 

 

結合了易學陰陽五行及＜黃帝內經＞醫學觀念的影響，我們可以從此處掌握到丹

學道家思想的發展過程。 

然而，探討氣與身的互動時，人身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在＜老子河上公注＞裡，

氣與身的互動存有著更為深刻的進程意義，這一部份必須從精、氣、神三個概念及其

關連性說起。 

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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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精」？＜老子河上公注＞有關「精」的文句共有以下十一處，整理如下： 

愛精重施，髓滿骨堅。＜安民第三＞ 

人欲鋭精，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不自見也。＜無源第四＞ 

腎藏精。＜成象第六＞ 

貪淫好色，則傷精失明也。＜檢欲第十二＞ 

目不妄視，妄視泄精於外。＜檢欲第十二＞ 

精與天通也。＜顯德第十五＞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精，實神明相薄，陰陽交會也。＜虛心第二十一＞ 

治身輕淫，則失其精。 ＜重德第二十六＞ 

治身者，卻陽精以糞其身。＜儉欲第四十六 ＞ 

人能以氣爲根，以精爲蒂，如樹根不深則拔，枝蒂不堅則落。言當深藏其氣，固

守其精，使無漏泄。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守道第五十九＞ 

當愛精養神，承天順地也。＜愛己第七十二＞ 

1、從文本上看，「精」首先是「元氣」，是氣之純者、本源。 

＜老子河上公注＞這個概念明顯受到了黃老道家的影響。我們可以從黃老道家的

思維中探尋「精」在養生論中的意義，這部分明顯地是《河上公注》所本。 

如＜淮南子‧天文訓＞中說： 

「天地之襲精為陰陽，陰陽之專精為四時，四時之散精為萬物。」 

〈精神訓〉中說： 

「有二神混生，經天營地..於是乃別為陰陽，離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煩氣為蟲，精氣為人。」 

同樣地，《管子‧內業》中也說： 



第六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44 

「精也者，氣之精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凡物之精，比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列星，流於天地之間，謂之鬼神，藏於

胸中，謂之聖人。」 

這個系絡很清楚地交代了「精」帶有氣的質性，而且是氣中較為精煉的部分。進

而，由此連繫了人的行為思考，將一連串人的身心活動都從根本的氣（即精）來引發

詮釋的可能，相當程度反映了黃老道家對於「精與氣」是從物質而精神的認知。 

2、「精」的另一層含意是「專一」。 

「專一」是「精」的一種表現，不僅是靜的延伸，同時也是「神」的前導。因為

如此，論者以為「精」當然是「氣」與「神」之指導，故言「精氣」或是「精神」。

更進一步說，「精』兼具了物質與精神兩種屬性，而且由物質起始，存有往精神方面

移動的向量。 

＜管子‧心術上＞也有同樣的看法：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

則神矣。」這裡說了「由靜而精，由精而獨，由獨而明，由明而神」的幾種狀態，可

以看出「專一」是精的一種表現，亦是延伸自黃老思想體系。 

於此，我們可以確立在＜老子河上公注＞裡，「精」帶有「氣」的物質特性，亦

帶有「靜」的精神意義。 

所以，丹學道家的治身方法中，精、氣、神三個概念合併一起討論，不是沒有來

由的，它說明了一個「形神相養」以及「由精而神」的連貫可能。 

因此，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討論「氣」。 

三、氣 

「道」透過「氣」的生化，生成天地萬物。「氣」是萬物的基本構成分子，不管

是有形的身體或無形的精神，都離不開「氣」的範疇，故「有氣則生，無氣則死」。

不管內丹或是外丹，「氣」都是中心思想。 

不過，作為道的物質性基礎的氣，與萬物身上的氣，固然有其可以會通之處，但

是恐怕不能夠齊一視之。道能生一，一又生二，後生三，復衍生萬物，所以，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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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顯然是未經分化過的太和之精氣，這與〈同異第四十一〉所說「言道善稟貸人精

氣，且成就之也」的精氣，當有所區別才是，因為人所秉自於道的是第三層的和氣。 

因此本段所引證的「氣」之文句，主要以落在人身的「精氣」、「和氣」為主要範

疇，以與宇宙論中等同於「道」的「精氣」有所區隔。 

（一）精氣 

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體道第一＞ 

天中復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亂汚辱，則生貪淫也。

能知天中復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戸也。＜體道第

一＞ 

不如守德於中，育養精神，愛氣希言。＜虛用第五＞ 

天食人以五氣。＜成象第六＞ 

用氣常寬舒。＜成象第六＞ 

專守精氣，使不亂，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爲第十＞ 

治身者，愛氣則身全。＜能爲第十＞ 

治身者，呼吸精氣，無令耳聞也。＜能爲第十＞ 

守五性，去六情，節志氣，養神明。 ＜檢欲第十二＞ 道唯怳忽，其中有一。經

營主化，因氣立質。＜虛心第二十一＞ 

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虛心第二十一＞ 

人能自節養，不失其所受天之精氣，則可以久。＜辯德第三十三＞ 

萬物皆歸道受氣。＜任成第三十四＞ 

大音猶雷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同異第四十一＞ 

道善稟貸人精氣，且成就之也。＜同異第四十一＞ 

萬物中皆有元氣。＜道化第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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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道化第四十二＞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精氣相貫。＜鑒遠第四十七＞ 

赤子未知男女之合會，而陰作怒者，由精氣多之所致也。 ＜玄符第五十五＞ 

治身者，當愛精氣，不為放逸。 ＜守道第五十九＞ 

人能以氣爲根，以精爲蒂，如樹根不深則拔，枝蒂不堅則落。言當深藏其氣，固

守其精，使無漏泄。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守道第五十九＞ 

自愛其身，以保精氣也。 ＜愛己第七十二＞ 

（二）和氣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流行，故萬物自生。＜虛用第五＞ 

好聴五音，則和氣去心，不能聴無聲之聲。 ＜檢欲第十二＞ 兵者，驚精神，濁

和氣 。＜偃武第三十一＞ 

其德合於天地，和氣流行，民得以全也。＜論德第三十八＞ 

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不變易者，和氣多之所致。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益於人

者，則爲知道之常也。 ＜玄符第五十五＞ 

而反使妄有所爲，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也。＜玄符第五十五＞ 

人生含和氣，抱精神，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精神亡，欲堅強也。＜戒強第七

十六＞ 

從以上有關「氣」的引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概念： 

1、萬物的形構離不開物質性的氣，然而在稟受此種物質性的「氣」之同時，此

種物質的屬性也傳遞而至。雖然「氣」在萬物身上開展的結果不一，然而卻由於「氣」

是物質而精神，而且都來自於原生的「元氣」，因此，存在著向「道」回歸的可能動

量。這就是＜體道第一＞「稟氣有厚薄」一句話的義蘊。 

換句話說，唯有透過「氣」的精煉，才有歸本體道的可能。這就是《管子 ‧內

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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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氣如神，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

乎？能勿求諸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不通，鬼神將通之。非

鬼神之力也，精氣之極也。 

2、「精氣」就是「和氣」。氣，是一種生命能量，有氣則生，無氣則亡，故人當

節制養氣以長生。如 

＜辯德第三十三＞：「人能自節養，不失其所受天之精氣，則可以久。」 

＜戒強第七十六＞：「人生含和氣，抱精神，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精神亡，

欲堅強也。」 

皆強調此意。 

3、天人皆由「氣」所組成。氣是流動的，透過「氣」之運行，貫通天地萬物，

達到「天人感應」的境界。如： 

＜虛用第五＞：「天地之間空虛，和氣流行，故萬物自生。」 

＜鑒遠第四十七＞：「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精氣相貫。」 

四、神 

在＜老子河上公注＞裡，「神」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茲先引用以下幾段有關「神」

的篇文句，再進一步探討： 

谷，養也，人能養神，則不死也。神，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 

心藏神，腎藏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神去矣。〈成象第六〉 

守五性，去六情，節志氣，養神明〈檢欲第十二〉 

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神乃歸之也。〈無用第十一〉 

人所以生者，為有精神，精神託空虛，喜清淨，若飲食不節，忽道念色， 

邪僻滿腹，為伐本厭神〈愛己第七十二〉 

天地神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去用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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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明保佑含德之人，若父母之於赤子也。＜玄符第五十五＞  

據此，＜老子河上公注＞裡的「神」有幾個層次的意義： 

（一）「神」與「精」是同質性的，這部份是物質層次的，或者可以理解為是「變

化莫測的精氣」。 

這個部分很像＜管子‧內業＞中所說「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

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以載神，神隨精至，說的都是有關純粹

精氣的變化 

（二）「神」指「精神」，與情欲相對，這個部分是精神層次的。而且，必須對物

質欲望的適度約制之後，「神」才歸之。這點與＜淮南子‧本經訓＞中所說「故至人

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的「神」意義上是相近的。所以在性質上像是心的作

用，而不帶有形而上的性質，不是形而上的存在。 

（三）「神」謂「五臟之神」，是人生命延展的重要條件，有魂、魄、神（這個神

或指思慮）、精、志五個次項，分別與五臟相對。這顯然仍是陰陽五行、醫學觀念的

結合。 

（四）「谷神不死」的「谷」，河上公解為：「谷，養也。」而王弼則注為：「谷，

中央無者也。」我們可從此處對照，王弼是從「虛」的觀念解釋，走向玄學。而河上

公則將「虛」的觀念落實下來，開啟了丹學。 

（五）神，在「天地神明，蜎飛蠕動」中是指「生成力量」，在「神明保佑含德

之人」中則又指「神仙」之義，即對「生成力量」的神格化。 

也因為「神」可以是物質而精神的，這樣一來，「精」與「神」的關係就不是單

純的「精神」連用一義而已。《河上公注》中對於這樣的關係看來有一定的排序理解： 

專守精氣使不亂，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精

神不去也〈能為第十〉 

從以上引文，我們似乎可以看出，「精」與「神」的互動看來也有幾個層次，而

且彼此交相涵有： 

（一）精是神的前導，唯有專一才有神的可能，這裡，精氣與精神是不同的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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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二）精是氣的精煉化，這樣的精煉說明了身體作為場域的可能，這部分讓精、

氣、神相貫的內丹修持理念有了開啟及依循的思想脈絡。 

（三）神包含了精，所以「腎藏精」的「精」屬於「神」的一部分。 

（四）精與神連用，所以「精神」一詞反覆地出現。 

通過以上精、氣、神的分別探討，我們可以歸納出＜老子河上公注＞中最為重要

的概念範疇－ 

＜老子河上公注＞透過「氣」的承載與精煉的說明，安排了「精」與「神」的相

對位置，在這種觀念中，人身是「氣」所形構與運作的場域。只是「氣」如何儘可能

向道的本源處純粹化與素樸化，也就是如何透過某些特定的方法精煉與昇華，成了＜

老子河上公注＞或是同時期漢代思想的思想核心。 

而在這個昇華的精煉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這部分徹底反映歸根復命的老子思

想，同時也須進一步探討＜老子河上公注＞的丹學道家思想由精、氣、神三者合一所

開展出的治身方法論。 

五、由黃老走向丹學的養生論－治心、治氣 

＜老子河上公注＞討論了精、氣、神三個概念的意義，也呈現了三者合一的可能。

在思維中固然是從身體或是物質的實用觀點出發，然而並非因為這樣的角度而偏廢了

精神或是心的重要性。因此，它依然存有著承繼老莊思想，向上與道冥合的期待，從

主體的層次向上往本體的層次復歸。 

因此，從黃老走向丹學的養生論，「安靜無為」是其主要的追尋境界。而它的具

體方法，則分從治心：「安靜無為」、「除情去欲」，治氣：「愛精重施」、「愛氣養神」、

「形神兼養」，及心氣結合之「抱一」、「精氣相貫」、「長生久視」兩個範疇探討等八

部份探討。 

＜老子河上公注＞談治心，亦談治氣；援氣入道，亦援心入道。通過心、氣的結

合，我們才能清楚掌握＜老子河上公注＞的治身理論。 

（一）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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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河上公注＞的心，除了有心臟的意義之外，其大部份提到的「心」，是指

認識主體而言。 

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若冬渉川，心猶難之也。 ＜顯德第十五＞ 

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仁德第三十五＞ 

1、安靜無為 

「靜」，充滿生命的泉源，是「動」的基礎與根源。「道」呈現「安靜」之性，以

「安靜」為常，不受時空的限制，突破生死的瓶頸，永存不滅。因此落在人身的「安

靜」並非一灘死水，而是充滿無限生機的活源。能靜，方可長久。 

湛然安靜，故能長存不亡。 

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不復死也。言安靜者，是爲復還性命，使

不死也。＜歸根第十六＞ 

人當法地，安靜柔和也。＜象元第二十五＞ 

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論德第三十八＞ 

「道」的另一特性即是「無為」。因其「無為」，故能成就天地萬物，其創生過程，

乃是順萬物的本然，不加任何主觀概念而化生萬物。也唯有如此，萬物方可自然發揮

其本性，而成就其生為其物的最高價值與意義。故人所行所為，當法道之無為，方有

益身心。 

道以無爲爲常也。＜爲政第三十七＞ 

吾見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益於人也。＜遍用第四十三＞ 一，無

爲，道之子也。＜法本第三十九＞ 勇敢有爲，即殺身也。勇於不敢有爲，則活其身。

＜任爲第七十三＞ 

民之不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貪損第七十五＞ 

「有為」相對於「無為」。＜老子河上公注＞以為，對個人以為，「有為」治身，

則有殺身之禍；對國家而言，以「有為」治國，則百姓奸偽難治。  

2、除情去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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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道家對於「欲」的看法，多採取適度節制的態度，如＜呂氏春秋＞所提出的

「節欲」。而＜老子河上公注＞對於「欲」的看法，則傾向於負面地看待這些外在干

擾因素。 

嗜欲傷神，財多累身。＜運夷第九＞ 

貪淫好色，則傷精失明也。＜檢欲第十二＞ 

心貪意欲，不知厭足，則行傷身辱也。＜檢欲第十二＞ 

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離德，故身毀辱也。＜聖德第三十二＞ 

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易謀止也。禍亂未動於朝，情欲未見於色，如脆弱易破

除。＜守微第六十四＞  

治身者，嗜欲傷神，貪財殺身，民不知畏之也。＜制惑第七十四＞ 

可以發現，欲念不僅是關乎生理性的，進而會造成心理性的影響，＜老子河上公

注＞就認為原本「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生理性的影響，事實上會延伸成為「嗜

欲傷神」般精神性的傷害，所以養生不袛是對於精氣與身體場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

擴展到精神的層面。 

於是提出了「除情去欲」的看法： 

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戸也。＜體道第一＞ 

除嗜欲，去煩亂也。＜體道第一＞ 

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神明居之也。＜虛用第五＞ 

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贊玄第十四＞ 

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歸根第十六＞ 

能知道之所常行，去情忘欲，無所不包容也。 ＜歸根第十六＞ 

少私者，正而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還淳第十九＞ 

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不害精神也。 ＜反樸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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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之人，絶利去欲，不辱於身。 ＜立戒第四十四＞ 

損之者，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情欲斷絶，德

與道合，則無所不施，無所不爲也。＜忘知第四十八＞  

關於治身的論述，＜老子河上公注＞從物質而歸於精神，對於此二者而言，「欲」

是一個中介的概念，雖然＜老子河上公注＞多用到『去欲』的字句，但我們還是可以

看到「寡欲」、「制欲」、甚至於「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的論點，據此，我們

可以看到＜老子河上公注＞對於「欲」的處理態度仍有黃老思想的延伸。 

（二）治氣 

1、愛精重施 

此處的「精」即「精氣」，「精氣」能貫通於身體內部而使之得到協調統一，所以

人必須守住「精氣」使不離於身，若能好好保存，則身體可以柔順而長生，甚且與天

地相通。 

愛精重施，髓滿骨堅。 ＜安民第三＞ 

治身者，當愛精氣，不放逸。＜守道第五十九＞ 

畏之者，當愛精養神，承天順地也。＜愛己第七十二＞ 

2、呼吸行氣和緩寬舒 

用氣常寬舒，不當急疾懃勞也。 ＜成象第六＞  

3、愛氣養神、形神兼養 

關於＜老子河上公注＞的「神」之概念，前文已有論述，大致有兩個概念。一指

「與道通神」的「神」，是指「精神」；一指「五神去矣」的「五臟之神」。精神層面

的方法論，發展出「愛氣養神」的觀念；物質層面的方法論，則延伸出「形神兼養」

的說法。 

（1）、愛氣養神 

常道當以無爲養神，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匿端，不可稱道。＜體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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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如守德於中，育養精神，愛氣希言。＜虛用第五＞ 

修道於身，愛氣養神，益壽延年，其德如是，乃爲真人。＜修觀第五十四＞  

精神層面的「養神」，是趨向於「道」的規律，回歸宇宙本體，臻於安靜無為的境界。 

（2）、形神兼養 

谷，養也。人能養神，則不死也。神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神，

腎藏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神去矣。＜成象第六＞ 

照中國傳統醫學看，「五臟」是人身體內部的重要器官，都和人的「精神」有關。

如＜黃帝內經‧素問＞：「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

是謂五臟所藏。」與＜老子河上公注＞＜成象第六＞所說，幾乎是如出一轍。 

把五種精神現象與五個人體內部器官連繫起來，並以為這些器官能不受到傷害，

則「五神」就不會離去，這樣人的「精神」就可以有一個永久依托之處，因之形、神

便可得結合而長生不死。 

所以＜老子河上公注＞又說： 

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神明居之也。＜虛用第五＞ 

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神乃歸之也。＜無用第十一＞ 

傷害五臟的是人的情欲，因此必須把情欲去掉，使五臟清淨，虛無所藏，這樣「五

神」才能有所依歸。這便是＜老子河上公注＞「形神兼養」的觀念。 

根據許地山先生＜道家思想與道教＞一書所說：「形神兼養的理論，事實上有往

形氣相煉或者更精細地往內丹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思想範疇中，是將人身視為一個小

天地，萬物皆備於其中，無需再假外求，講究將精、氣、神寄寓於上、中、下三個丹

田，以自煉自還的方式，因應坎離水火，讓陰陽的升降透過內觀的方式得到適當的調

整，這樣的還丹可得真空與真念，然後進於超脫的境界。過程中「煉精化氣，煉氣合

神，煉神還虛」，也就是說身中的日月與天地的造化調和同途。」這部份的說法，適

度補充了「形神兼養」、「由精而神」的理解，也由此印證＜老子河上公注＞中的治身

理論已有丹學思想的開展。 

（三）心、氣的結合：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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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河上公注＞對於「一」的解釋，並不是唯一的、單一的，而是呈現多樣的、

多意的面貌，總共達下列六種之多。 

1、一指數字上的一 

古者車三十輻，法月數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輻共湊之。＜無用第十一＞ 

2、一表心態上的專一不二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並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三寶第六十

七＞ 

3、一乃無為也 

一，無爲，道之子也。 

4、一即德也 

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養德第五十一＞  

5、一指元氣、精氣 

道始所生者，一也。 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道

化第四十二＞ 

一者，道始所生，大和之精氣也。＜能為第十＞ 

「一」在＜老子河上公注＞雖有多種解釋，但一般皆多指「氣」，也就是「元氣」、

「大和之精氣」。在「道」中有「一」，因此「守一」、「知一」、「抱一」便可以「得道」。 

懷道抱一，守五神也。 ＜安民第三＞ 

言人能抱一，使不離於身，則長存。＜能爲第十＞ 

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益謙第二十二＞ 

道爲天下萬物之母。子，一也。既知道已，當復知一也。已知一，當復守道，反

無爲也。 ＜歸元第五十二 ＞ 

知者，謂知道之士。不博者，守一元也。＜顯質第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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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守一」、「抱一」，就是「守氣、「養氣」，不僅可以使人長生不死，而且

可以使人「得道」。有氣，有精神，則可長生久視；行氣、養氣，可去心中情欲，則

心如明鏡，知天下萬物，進而德與天通。 

（四）天人相通，精氣相貫 

道含元氣，當落在人心，則「天」、「人」皆是由「氣」構成，而且都以「道」為

最後的同一終極根源，故可以相貫通。因為天人同一，所以可以天人相應。「天」是

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知悉人之所行、所為，並且能給予適當的獎懲。＜老子河上公

注＞表達「天」的能力之無限性： 

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行惡，各蒙其報也。天所網羅，恢恢甚大，雖疏

遠，司察人善惡，無有所失。＜任爲第七十三＞ 

然而，天人相感，是指雙方面的，不只天知人之所為，人也要能知天意，否則天

人相應就無法成立。於是＜老子河上公注＞提出： 

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爲第十

＞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精氣相貫。＜鑒遠第四十七＞ 

「心」能知天意，乃是「氣」的作用。透過行氣、去情、除欲的「洗心」，心中

無塵埃，心亦如明鏡，便可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天人合一。 

（五）長生久視，肉體飛昇 

受到漢末神仙思想的影響，＜老子河上公注＞亦有提到「長生不死」的觀念： 

言人能抱一，使不離於身，則長存。＜能爲第十＞ 

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為道第六十二＞ 

人，經由養氣、修道、養生，則可以長生，透過長生不死的過程而達到神仙的境

界。 

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神，當有何患？＜厭恥

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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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生不死，是為了突破時間的限制，與天地同壽；肉體飛昇，則是為了跨越空間

的隔闔，而無所不在。此處的「使吾無有身體」，並不是沒有身體，而是「經由適當

的修煉，使身體產生質與量的變化，好像沒有重量」，較符合「形神兼養」的主張。  

 

陸、治國論 

黃老道家的思維中，是道法融合的，因此也是治身與治國兼論的。在＜老子河上

公注＞裡，我們也找到了由身而心、由身而政治的道路。然而，在探討＜老子河上公

注＞的治國論之前，或應先對老子、及漢末的時代思想背景談起。 

老子的思想，並不是虛無的空中樓閣，而是真實的關懷人間。研讀＜老子＞的思

想，可以感受到他是藉由道之「無為而無不為」的生生之德，來反映民生的凋蔽、社

會的混亂與國家的動盪，其關鍵，就在於「君主之有為、無道」。 

另外，在漢末的時代背景中，正值戰爭不斷、政治黑暗、民生困苦的時局。董仲

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其承自黃老一系的陰陽觀念，架構了人副天數、同類相動、

災異譴告的理論，其思想餘緒，也影響了＜老子河上公注＞的治國理念。 

＜老子河上公注＞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最後根源，所以國君治國，也須有

「法天地」 精神：無為、自然、虛靜，更要以「民意就是道意」為依歸，如此才能

達到治國的最高理想－安平太。 

一、治身、治國的兼論 

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精氣，無令耳聞也。

治國者佈施惠德，無令下知也。…… 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當如應變，和

而不唱。＜能爲第十＞ 

在這段話裡，河上公連續舉了三次治身、治國並提的實例，充份強調其治身與治

國的道理是一致的。 

二、治國與治身都是以「道」為根源 

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淳徳第六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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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者本身除了需有養生之方法，更當有「體道之心」，與天同德，貫徹而行。 

三、陰陽相生相輔的政治思維  

鬼與聖人倶兩不相傷也。夫兩不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

鬼得保其精神，故德交歸焉。＜居位第六十＞ 

四、天人相感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精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

濁。＜鑒遠第四十七＞ 

這種天人相感的論述，特別是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最為明顯：「天有陰陽，

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天地之陰氣亦宜應

之而起，其道一也。」或是「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

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 

以人副天的論述，明顯地與漢代受到黃老思維影響，與其從氣的具象化談論宇宙

生成是有關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對應的主體是落在人君之上。 

五、柔弱不爭 

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去用第四十＞ 

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道

化第四十二＞  

夫攻堅強者，無以易於水。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舌柔齒剛，齒先舌亡。知柔

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任信第七十八 ＞ 

道的柔弱性質如水，在圓則圓，在方則方，因此幾乎是無孔不入、無堅不穿、無

所不在無物不歸道受氣而成。因其柔弱，處眾人之所惡，故不爭；夫唯不爭，才能保

其全。 

此處充份保留了老子「柔弱勝剛強」的精神。 

六、匿名藏譽 

聖人爲德施，不恃其報也。功成事就，不處其位。不欲使人知己之賢，匿功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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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畏天損有餘也。＜天道第七十七＞ 

「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所以「謙受益，滿招損」。故聖人「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匿名藏譽，功成而不處，法道而不居其位，否則易遭天威受損。 

七、無為、無欲、無私 

無，是道的性質之一，其具體表現，在人性修養上，乃是無為、無欲、無私。君

王無欲無私，必能依理行事、大公至正，天下百姓，才能心悅誠服受其管理，否則必

遭天下萬民的唾棄。 

明人君不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 ＜無爲第二十九＞ 

法道無爲，治身則有益精神，治國則有益萬民。 ＜遍用第四十三＞  

公正無私，可以爲天下王。＜歸根第十六＞ 

八、愛惜民用 

人民所以饑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饑。民之

不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 人民輕犯死

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利以自危。 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 

對於漢末的行劫景象，描述得如此寫實，讀這一段，令我默然。在歷史的動亂中，

或因君王無道、或因戰爭肅殺、或因課稅欠收，惡性循環之下，必定產生流民、飢民

的社會現象。於是反映在思想上，＜老子河上公注＞亦提出了節用、惜財的觀念。 

治國者，當愛民財，不爲奢泰。治身者當愛精氣，不為放逸。＜守道第五十九＞ 

九、刑罰  

基本上，＜老子河上公注＞的思想也是反對刑罰的，尤其對殘殺人民，更是激烈

表示不滿。其認為天生萬民，君主不可代天行司殺之權，否則即有違天意，天必降災，

人民也會挺而走險。 

司殺者天，居高臨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不失也。天道至明，司殺有常。

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度行之。人君欲代殺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

木，勞而無功也。人君行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則方圓不得其理，還自傷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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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殺者，失紀綱，不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制惑第七十四＞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不聊生，故不畏死也。＜＜制惑第七十四＞ 

以道教化而民不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殺之，誰敢有犯者。老子傷時王不

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制惑第七十四＞ 

上位如好行酷刑，加重人民的負擔與限制，百姓生不如死，則不畏死，國家必陷

於動盪不安之間，故刑罰不可不慎行。所以＜老子河上公注＞以為在行刑罰之前，應

先行以道德教化，治國者應以「仁」為主，以「刑」為輔。 

十、兵  

先秦諸子，一般都是反對戰爭，就算是法家，對於戰爭的態度，也仍然採取謹慎

保留的態度，不喜輕率為之。可知，動兵戰爭，必有所害，而且調用民力至前線，必

有害農時。所以，治國者應戒之、慎之。 

＜老子河上公注＞原則上反對「用兵」、「戰爭」。這點，或許反映當時，年年兵

荒馬亂所引起的厭戰心理有關。但是從實際觀點而言，仍以是否符合「天意」、「民意」

為主。 

不敢先舉兵。客者，和而不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玄用第六十九＞ 

十一、小結 

從精氣純粹的形神相養與循養生之道治理天下，示現了聖人到無為政治的關懷，

這就是＜老子河上公注＞所說的： 

道德洞遠，無不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為道第六十二 ＞ 

天生萬物，愛育之，令長大，無所傷害也。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不與下

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顯質第八十一＞ 

在＜老子河上公注＞裡，印證了治身到治國無疑是一條可行與必行的道路。 

 

柒、＜老子河上公注＞與＜老子王弼注＞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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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書，今盛行於世者，有河上公章句本與王弼注本。兩本著作各有其特

色，也各有其影響。河上公的老子注本結合了老學、易學、醫學，由虛入實，開啟了

丹學；王弼的老子注本則結合了莊學，由虛入玄，走向玄學。 

茲以下列幾段篇章對照，對照兩家注本之差異，亦突顯兩家思想的特色，以更掌

握其觀念要點。 

 

■＜老子第一章＞ 

老子原文 河上公注＜體道第一＞ 王弼注一章 

道可道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爲養

神，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匿端，

不可稱道。 

名可名 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

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

閒，內雖昭昭，外如愚頑。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

形，非其常也。故不可道，不

可名也。 

無名天地

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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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天

地本始也。 

有名萬物

之母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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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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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以始

以成而不知其所以然，玄之又

玄也。 

 

■＜老子第六章＞ 

老子原文 河上公注＜成象第六＞ 王弼注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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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不死 谷，養也。人能養神，則不死也。神，

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

神，腎藏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

神去矣。 

谷神，谷中央無者也。 

是謂玄牝 言不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

爲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

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

精神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

雄也，主出入，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

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

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脈六情，其鬼曰

魄。魄者雌也，主出入，口與地通，故

口爲牝也。 

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不

動，守靜不衰，物以之成而不

見其形，此至物也。處卑守靜，

不可得而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

門，是謂天

地之根 

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

元氣，所從往來。 

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

與太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

根」也。 

緜緜若存 鼻口呼翕喘息，當綿綿微妙若可存，復

若無有。  

欲言存邪，則不見其形；欲言

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緜緜

若存」也。 

用之不勤 用氣常寬舒，不當急疾懃勞也。  無物不成而不勞也，故曰「用

之不勤」也。 

 

■＜老子第十六章＞ 

老子原文 河上公注＜歸根第十六＞ 王弼注 

致虛極 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

虛極。  

言致虛，物之極篤。 

守靜篤 守清淨，行篤厚。  守靜，物之真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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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並作 作，生也。萬物並生也。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 言吾以觀見萬物，無不皆歸其本也。人

當念重其本也。 

以虛靜觀其反復。凡有起於虛，

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

復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 芸芸者，華葉盛。   

各復歸其

根 

言萬物無不枯落，各復反其根，而更生

也。  

各返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 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

不復死也。  

歸根則靜，故曰「靜」。 

是謂復命 言安靜者，是爲復還性命，使不死也。 靜則復命，故曰「復命」也。 

 

捌、＜老子河上公注＞與＜管子‧內業＞之對照 

「精氣」、「元氣」是＜老子河上公注＞的主要思想要點，其與黃老道家的脈絡相

承是很明確的。然而黃老道家只有提到「精氣」，＜老子河上公注＞進一步提到「精

氣」在人體的變化，這是由黃老道家趨向丹學道家之際，必須掌握的關鍵。 

茲以＜老子河上公注＞與＜管子‧內業＞對照，一方面可追溯其「精氣」觀念的

源頭，也藉此突顯＜老子河上公注＞的「氣」之思想。 

     

思想要點 老子河上公注 管子內業 

精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精，實神明相

薄，陰陽交會也。＜虛心第二十一＞ 

精與天通也。＜顯德第十五＞ 

 

 

凡物之精，比則為生，下生五

穀，上為列星，流於天地之間，

謂之鬼神，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 

精也者，氣之精者也。氣，道乃

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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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氣 

 

和氣 

愛精重施，髓滿骨堅。＜安民第三＞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流行，故萬物自

生。 

＜虛用第五＞ 

 

精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

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

之不涸，四體乃固，泉之不竭，

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

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葘，心全

於中，形全於外，不逢天葘，不

遇人害，謂之聖人。 

精氣 天中復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

液，則生賢聖，得錯亂汚辱，則生貪淫

也。能知天中復有天，稟氣有厚薄，除

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戸

也。＜體道第一＞ 

 

摶氣如神，萬物備乎。能摶乎？

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

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

諸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之而不通，鬼神將

通之。非鬼神之力也，精氣之極

也。 

神 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神

乃歸之也。〈無用第十一〉 

 

谷，養也，人能養神，則不死也。神，

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

神，腎藏 

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神去矣。  

＜成象第六 ＞ 

有神自來，一往一來，莫之能

思，失之必亂，得之必治。敬除

其舍，精將自來。 

形神兼養 專守精氣使不亂，則形體能應之而柔

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

則精神不去也〈能為第十〉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不能

固。其往不復，其來不舍。 

心 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

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爲第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

成。其所以失之，必之以憂樂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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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怒欲利。能去憂樂喜怒欲利，心

乃反濟。彼心之情，利安以寧。

勿煩勿亂，和乃自成。 

心 不如守德於中，育養精神，愛氣希言。

＜虛用第五＞ 

損之者，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情欲斷絶，

德與道合，則無所不施，無所不爲也。

＜忘知第四十八＞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

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 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論德第三十

八＞ 

靈氣在心，一來一逝，其細無

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守一 懷道抱一，守五神也。 ＜安民第三＞ 

言人能抱一，使不離於身，則長存。 

＜能爲第十＞ 

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

也。＜益謙第二十二＞ 

一物能化謂之神，一事能變謂之

智。化不易氣，變不易智，唯執

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不

失，能君萬物。 

天人合一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精氣相貫。

＜鑒遠第四十七＞ 

 

乃能戴大圓而履大方，鑒於大

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

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

發其充，是謂內得。 

 

玖、＜老子河上公注＞的易學、醫學思想 

易學 醫學 

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體道第一 神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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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腎藏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神去

矣。  

＜成象第六 ＞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精，實神明相薄，

陰陽交會也。 ＜虛心第二十一＞ 

 

不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

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

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精神聰明，

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

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

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

骸骨肉，血脈六情，其鬼曰魄。魄者，雌

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通，故口爲牝也。

＜成象第六＞ 

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存能亡，故無

常名也。 ＜聖德第三十二 ＞ 

 

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

當愛養之。喜怒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

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

志道不亂；魄安，得壽延年也。＜能爲第

十＞   

懷道抱一，守五神也。 ＜安民第三 ＞  

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神明居之

也。＜虛用第五＞  

 

神謂五藏之神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

神，腎藏精，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神去

矣。  

＜成象第六 ＞ 

 

好聴五音，則和氣去心，不能聴無聲之

聲。  

人嗜五味，於口亡。言失於道也。 

＜檢欲第十二 ＞ 

 

守五性，去六情，節志氣，養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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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欲第十二＞ 

五內清淨，至於虛極。＜歸根第十六 ＞  

若道散，則爲神明，流爲日月，分爲五行

也。 

＜反樸第二十八＞  

 

質樸之人，若五色，有渝淺不明。 

＜同異第四十一＞  

 

 

拾、＜老子＞與丹學思想 

丹學思想 老子思想 

長生不死 故能長生。（第七章）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第五十九章） 

天地相合，以降甘露。（第三十二章） 

內丹之煉心：靜 靜為躁君。（第二十六章） 

清靜天下正。（第四十五章） 

至虛極，守靜篤。（第十六章） 

虛其心。（第三章） 

不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三十七章） 

歸根曰靜，是謂復命。（第十六章）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第十五章） 

內丹之煉氣 

 

專氣致柔。（第十章） 

心使氣曰強。（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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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營魄抱一，能無離乎？（第十章） 

虛其心，實其腹。（第三章） 

內丹之陰陽觀念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第四十二章） 

谷神不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若存，用

之不勤。（第六章）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第十章）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精之至也。（第五十

五章） 

 

拾壹、＜老子河上公注＞思想與天人實學之對應初探 

             天人實學           老子河上公注 

 

 

精神鍛煉 

總原則 

   ｜ 

性命雙修 

 

性功－煉心 

      ｜ 

立志希聖希賢， 

做好道德行為 

上之修養， 

以教則、教約 

規戒身心， 

將此一顆凡心 

人心煉得不動， 

煉得一無所有。 

 

 

治心 

 

 

安靜無為 

 

除情去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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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功 

      ｜ 

生命外在形體上鍛煉 

生命內在精氣神之鍛煉 

      ｜ 

    煉精化氣 

    煉氣化神 

 

 

治氣 

 

 

愛精重施 

 

愛氣養神 

神功 

 ｜ 

煉神還虛 

煉虛合道 

 

 

 

心氣結合

 

 

抱一 

 

天人相通，精氣相貫 

 

 

直修 

昊天虛無大道 

自然無為心法 

 

心無所住，一切放下，放

下一切； 

心無所注，一切不想，不

想一切。 

修持時不用絲毫人為力

量，全在修一己之陽炁，

以接上帝靈陽真炁 

就是配合本教特有的組

炁，一經調合，聽其自然

運化。 

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

不覺身心放鬆的心理狀

 

 

 

 

道始所生者一， 

一生陰與陽也。 

陰陽生和、清、濁三氣，

分爲天地人也。 

天地共生萬物也， 

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萬物無不負陰而向陽，回

心而就日。 

萬物中皆有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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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得以和柔， 

若胸中有藏，骨中有髓，

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 

故得久生也。 

 

拾貳、總結－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 

整體來說，＜老子河上公注＞在漢末黃老道家的思想脈絡中，開展了「治身」與

「治國」關連性的討論，深刻顯現出對於「生命與政治」這兩個議題的基本關懷，並

且在這樣的議題上呈現出思想的深度與思想體系的完整性，無疑的，這不僅是一部注

＜老子＞的著作而已，同時也示現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氛圍。 

這部份，是屬於黃老道家的延伸。 

另外，＜老子河上公注＞透過「治氣」的觀點，深刻地討論「道」如何經由「氣」

與「人」起了連繫的可能，進而將「人身」的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在「氣」的觀念導

引下，向至高的本體推進，粹煉出「精」、「氣」、「神」三個重要的思想範疇，再落實

在「治心」、「治氣」的養生方法上，創造性地詮釋＜老子＞「道體」與「道用」兩個

面向兼重的思想特色。 

「治身」、「治國」、「治氣」的結合與實踐，隨著漢末黃老道家從在朝顯學，跌落

為隱學、甚至潛學，走入民間，「治國」的部份隱去，保留了「治身」、「治氣」。長生、

養生的觀念再結合了神仙家、煉丹術，進而影響及深刻地拓展了道家外丹煉製與內丹

煉養的丹道思想，在＜老子河上公注＞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丹學序幕。 

這部份，應屬於丹學道家的開啟。 

於是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丹學道家是思想的傳承，更是經驗、方法的傳承。從精

神到物質，從思想到行為，也從虛學到實學。於是，我們漸漸地從更多的經典探討中，

對照到天帝教昊天心法的脈絡與源頭，從而印證天人實學與中華文化的接軌處。 

站在那接軌處，我們當省思，天人實學繼承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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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維生先生在道研所課程中提到，「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是中國內

丹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們在＜老子河上公注＞裡，探討到「精」、「氣」、「神」的丹學

啟蒙，而在＜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四十四頁裡，我們可以讀到同樣的兩句話：「打

坐即在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這是本師世尊的言教。而＜老子河上公注＞裡所

提到了幾個重點觀念： 

「除情去欲」，是煉心的功夫；「愛精重施、愛氣養神」，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之觀念開啟；「安靜無為」，不正對應「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定要用心在靜中自

然去求」、「一切要自然，身心要放鬆」的昊天心法，而這亦是天帝教同奮承自本師世

尊的身教、心教。 

而本師世尊亦言：丹學道家是中國傳統的生命科學。的確沒錯，從生命的角度來

討論丹道，是最具深刻意義的。它宣示我們的生命可不斷地轉化或提昇，而且有突破

時間、空間的能，且能以我們自身精、氣、神的鍛煉及性命雙修來驗證。 

這就是維生先生曾闡釋過的天人實學：實事求是的精神、生生不息的變化、積極

進取的行為、廣大深度的思考、學以致用的效果、人性開展的境界。 

就讀道學研究所兩年的時間，在每一次的課堂學習及讀書報告中，我於焉體認一

種見證天帝教修持心法可以實實在在、真修實煉的踏實，更是一種貼近本師世尊身

教、言教、心教的真真實實的情感。 

莫忘：實則只要把工夫做將去，自能體會到虛中有實，無中有真。 

且以此做為＜老子河上公注＞讀書報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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