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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文本中的「稱代」表現〉∗ 

丁 亮∗∗ 

【提要】 

隨著西方哲學界語言學的轉向，《老子》研究也開始注意言說的解析，

思想領域的研究因此涉入語言學與語用學的領域。而《老子》文本，如「自

然」、「抱一」、「去彼取此」等，無疑有著特殊的「稱代」表現，，本文

即在王弼〈老子指略〉的啟發下，隨其對「稱」的言說解析，引入現代語言

學中的「稱代」（substitution）理論，進行觀察。語用學又指出「稱代」在

對話語境（context）中足以產生「指示」（indexical expressions）功能，而使

話語指向言語行為者，《老子》讀者因而得以在語言的「稱代」機制中較為

自由的將自己的生存體驗納入《老子》的詮釋，這樣，「稱代」其實是以其

替代作用，如以「此」、以「一」及以「自然」概括萬物，將讀者拉入《老

子》所建立的第一人稱論述中，脫離歷史名物所成特殊時空的侷限，而使後

代讀者的視域與作者視域相融，傳遞道論。於是，《老子》文本在「稱代」

的語法功能中完成了思想論述，「稱代」則在《老子》文本的發揮下展現了

豐富的思想內涵及語用學中的溝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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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宣讀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合古今中外而冶之--紀念周法高先生百年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年 11 月 22、23 日），會中承蒙高雄師範大學王松木教授提供寶貴意見，初稿補充修改後，又經兩位匿

名審查人指正賜教，獲益良多，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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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文旨在闡明《老子》文本對於「稱代」的特殊表現。此一表現，來自《老

子》「道常無名」的主張，乃是利用語言本有之「稱代」機制，將《老子》讀

者不知不覺的引入對話情境，使讀者閱讀猶如直接聆聽作者話語。與此同時，

在作者與讀者所構成的語境之中，讀者之經歷與其對生命的體會，也得以參與

理解及體會《老子》玄妙的話語，從而進入「道可道，非常道」的「無名」之

道。因此探索將從思想與語言兩端切入，最後，嘗試跨越思想與語言的藩籬，

回到讀者閱讀《老子》，進行詮釋與理解的樸素場景，觀察《老子》文本中的

「稱代」表現。  

王弼〈老子指略〉中「稱」的論述，最早給予吾人啟發。此文當是最早指

出《老子》以「稱」言說的論述，雖然稱謂的言說方式在論道上仍「未盡其極」，

但較之「大失其旨」的「名號」則遠遠過之，而可隨言說之所涉而或稱之為「道」，

或稱之為「玄」。  但更重要的是文中「彼」「我」之分彰顯了語言功能的

兩端：一端是由言說者描述外在之「彼」而成的，王弼稱其為「名」，而在「名」

對「彼」的分別與固定中，外在事物具體有形化，相對於言說者，世界，因此

成為一由眾多具體客觀事物組合而成的外在世界；另一端則是以言說之「我」

為中心，向外在世界環視觀看，所形成的「稱」。所有的事物，均是經過「我」

的體認，「我」的衡量，「我」的許可，而後在「我」的言說中謂之成「稱」，

《莊子．齊物論》所謂「道行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於是在「稱」中，完成

了一個透過言者「我」的存在謂之而成的論述世界。顯然，在王弼心中，《老

子》的言說偏重後者，即《老子》作者以一體道者的身份，透過其言說之「我」

而將「道可道，非常道」的「無名」之道呈現出來。   

                                                 
   此處所論，可詳見本文第二節的解析。 
   按：嚴遵註老，已極重「道」與「我」的關係，《道德真經指歸．卷八》〈不出戶章〉下註便從彼我論說，而

及於重「我」，文中屢謂「原我」、「本我」、「視我」、「察我」，終謂「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蓋「審

內以知外」，「因我以然彼」也。（嚴遵註，劉固盛點校，《道德真經指歸》，熊鐵基、張繼禹主編，《中華

道藏》第九冊，北京：華夏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71。）在敦煌本《老子想爾注》中，更屢將《老子》文

本中的「吾」與「我」詮釋為道，如今本〈第四章〉「吾不知誰之子」下注謂「吾，道也」；今本〈第十三章〉

「吾所以有大患，為我有身」下注謂「吾，道也。我者，吾同」，「及我無身，吾有何患」下注謂「吾，我，

道也」等，註中並屢以彼我對照論述。（劉韶軍點校，《老子道德經想爾注》，熊鐵基、張繼禹主編：《中華

道藏》第九冊，北京：華夏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169、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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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西方哲學界語言學的轉向，近代思想界學者也開始注意《老子》言說

的解析。如沈清松〈老子的溝通理論－詮釋與重構〉與〈老子的知識論〉即是

從西方哲學觀點發出的省思，而岑溢成〈王弼之「名」「稱」之辨與名稱的兩

種使用〉則貼緊王弼學說，而間接關涉《老子》語言理論，進行闡發。其文主

張王弼提出了「名號」和「稱謂」的區分，「『稱謂』是不可名之名，這種不

可名之名雖然仍不能盡『道』之義，但在一定程度內可以用來指謂『道』，因

此使用不可名之名來談論『道』是可能的」。陳榮灼〈王弼解釋學思想之特質〉

引述上文，讚同「名」與「稱」的區分，但對岑氏以鄧納倫「指涉的使用」解

釋「稱」則不接受，而引〈老子指略〉「從謂者也」、「出乎我」、「出乎涉

求」三點說「『稱』之功能在乎『描述』」，「在描述中它關聯至一些『性質』」，

「而其定義純由主觀的意向所支配」，一種從言者出發的言說。 蔡振豐〈嚴

遵、河上公、王弼三家老子注的詮釋方法及其對道的理解〉與〈語言與道：《老

子》的語言策略與致虛工夫〉二文則更進一步，直接依據王弼之說闡述了《老

子》言語在操作上的涵養效益，前者先藉王弼的話語指出「稱謂」的「虛指」

在《老子》言說上的特殊作用，後者則又以海德格的「人言」與「道說」類比

《老子》「名、號」與「字、稱、謂」兩種言說的名言，前者指人「日常所用

相對性意義符號」；後者指「對意向性的表達指涉」，能夠改變日常語言運作

所成的「思考慣性及惰性，可以視為老子『致虛極』『守靜篤』的修養工夫」。

 如此，在「致虛工夫」的強調下，學界轉換了兩次觀注焦點：第一次是從

《老子》言說方式轉移至言說方式與思想的關聯；第二次則由言說方式與思想

的關聯轉移至此一言說方式在閱讀行為中對讀者的作用。於是透過王弼的啟

發，學者不但論述了《老子》言說方式及其與思想的一致性，而且闡明了此一

方式在語言操作上的意義，建立起讀者詮釋與《老子》文本的直接關聯，思想

領域的研究因此涉入語言學與語用學的領域。 

透過前述學者的論述，對王弼之「稱」的理解可以直接導向語言學領域中

的「稱代」。〈老子指略〉中「稱」的三點特性：「從謂者也」、「出乎我」、

「出乎涉求」正與現代語言學家的「稱代」理論相符。美國語言學者布龍菲爾

                                                 
   陳榮灼，〈王弼解釋學思想之特質〉，楊儒賓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文學與道家經典篇》（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頁 278-282。 
   蔡振豐，〈語言與道：《老子》的語言策略與致虛工夫〉，《法鼓人文學報第二期》2005 年 12 月，頁 44、4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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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語言論》從語法研究出發而謂「替代是一種語言形式或語法特徵，在一

定的習慣環境下用來替代任何一個類型語言形式」，「替代法的語法特點在于

選擇特徵」， 如在說話中以第一人稱的「我」替代言者，以第二人稱的「你」

替代聽者，以第三人稱的「他」替代某某。但是「稱代」的重點其實不在替代，

「各種替代類型代表著說話行為的最基本環境」，  丹麥語言學者葉斯泊森

在其《語法哲學》一書亦特別以其自己和其朋友為例說明此點，其謂「對於一

個思想單純的人，要說“ I see you＂是代替“Otto Jespersen sees Marry 

Brown＂的，那該有多彆扭」，「再者，沒有人懷疑 nobody 以及疑問詞 who

都是代名詞；然而它們是用來代替什麼名詞，卻不易回答」。  故知，「稱

代」是在言語活動中的一個虛指，是以言者之「我」為中心所定義的一些描述，

這些主觀的描述形成一個集合，集合中的具體內容則隨著言者之意向，而由當

下語境所涉求的內涵主動定義，簡言之即是從言者「我」出發的某種「稱謂」

表現。王力的《中國語法理論》〈第四章替代法和稱數法〉首先將葉布二氏之

理論實際運用於中國古代語法，其後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直接將

「數」納入稱代的範圍，並另增「省略」一項，大幅擴充了稱代的內涵。文中

舉例，亦大量引用了《老子》文句，提供了十分便利的參考。而語用學的興起，

又指出語法學中的「稱代」可以在言語行為的語境（context）中產生「指示」

（indexical expressions）的功能，在言語行為的層面，傳遞話語無法描述的言

外之意， 甚至，最終以言說之「我」為中心，為主體，透過「我」的話語，

在言語行為中展現了「我」對世間各種事物的衡量、體認與意向，而以「我的

語言」，建構了「我」所體認的世界。 於是，「稱代」理論的引入，使《老

                                                 
   布龍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語言論》（北京：商務印書館，2009 年），頁 348。 
   同上注，頁 350。 
   葉斯泊森著，傅一勤譯，《語法哲學》（臺北市：台灣學生書局，1994 年），頁 84。 
   上述言語乃語用學之基本論點，即「“話語意義的恰當地表達和準確地理解＂，是在不同的語境中進行的」，

「僅理解言語形式的“字面意義＂是不夠的，還必須依據當時的語境推導出言語形式的“言外之意＂」。讀者

可參索振羽，《語用學教程》（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5 月，頁 17。 
   法國現象學者梅洛龐蒂從語言行為的角度討論了「我的語言」，一種在言語行為中，將個人生命的體驗與意向

填入符號「空白表格」中的語言觀點，語言因此呈現出我們身體所置身的生活世界。讀者可參莫里斯．梅洛－

龐蒂，《符號》，北京：商務印書館，2003 年 9 月，頁 105～119。另一位法國詮釋學者保羅．利科則討論了

語言對自我意義的建構。即在語用學領域，從「個人」通向「自我」，因為「我」對于世界是一個不可替換的

觀察角度，「我」是自己世界的界限，然而我所言說的外在世界卻在我之外，但是在語言的心理屬性上可以應

用於自身，亦可應用於他人，於是在自我與他者的言說行為之中，我們存在於世界，世界也由此而被體認。讀

者可參徐友漁等著，《語言與哲學：當代英義與德法傳統比較研究》（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6
年 4 月，頁 3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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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論述「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文本，透過言者「我」的「稱」，而可展

現成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使問題的討論不再侷限於《老子》個別獨特的思想，

而能在語言廣濶的背景與踏實的基礎上進行。 

本文因此嘗試以語法學中的「稱代」概念為基礎，擴及語用學中的「指示」

功能，觀察《老子》文本的特殊表現。雖然，基於文本敘述的固定性及作者在

實際對話中的缺席，讀者閱讀文本的語境和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真實對話的語境

略有不同，因此，《老子》文本中的代詞未必全能具有語用學中「指示」的作

用，故此不便直接使用語用學中「指示」的觀點進行論述，但是，「稱代」在

語法上的基本作用仍可引入讀者自身的生存經驗，而能進一步在讀者對文本的

詮釋中帶入讀者生存的體驗，故本文仍然聚焦於「稱代」在《老子》文本中的

特殊作用，並以之作為論文題目，在論述中由「稱代」擴及於「指示」，完成

闡釋。至於實質觀察則分成兩個層次：一是一般代詞在《老子》思想中的特殊

表現；一是一般名詞在《老子》中被注入的稱代色彩。前者舉例將從關係《老

子》言說方式的指示代詞「此」與「彼」開始，間舉數詞「一」與「兩」為例，

說明代詞在《老子》描述道之性質中的語言功能，站在語言的普遍性立場，這

種特殊的表現自然不只出現在《老子》之中，先秦諸子亦可時見，此點有助說

明《老子》文本中特殊的表現。然後終於由複指代詞（reflexive pronouns）「自」

與指示代詞「然」結合而成之「自然」一詞；後者，如不道之「道」與不德之

「德」，本指道路的道及德能的德在《老子》之中都成了「虛指」，故至唐代，

韓愈〈原道〉便用「虛位」二字來稱述道德，甚至「物」一詞語，在《老子》

「道之為物」的論述下，亦可隨著言者「我」的言說而順隨語境填入「恍兮惚

兮」的內涵，指向不物之物，於是，所有的語詞或符號都成了「空白表格」，

而可隨著言者言說灌入所指，於是，各時代之註家皆可依其時代所需注入符合

時代的詮釋內涵。結合上述兩層觀察，回歸讀者閱讀層面，可以發現稱代在語

用學上的指示功能，亦足使讀者從閱讀作者書寫文本的場域移至讀者與作者對

話的語境，好似身歷其境，而能自然的將自身的生命經驗與體悟置入話語，詮

釋經典。這樣，本文便從語言的普遍機制出發，跨越語法與思想，看到《老子》

文本中的「稱代」表現。  

以下，筆者即循上述理路，依序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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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弼〈老子指略〉的啟發 

王弼〈老子指略〉己然開始探討《老子》文本中的言說問題。其以為《老

子》之道乃「無形無名」，蓋「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

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是以「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

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  道既「無形無名」，是以連「道」

之稱亦是勉強稱之，故其文又謂： 

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故歎之者不能盡

乎斯美，詠之者不能暢乎斯弘。名之不能當，稱之不能既。名必有所分，稱

必有所由。有分則有不兼，有由則有不盡；不兼則大殊其真，不盡則不可以

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

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賾而不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

而不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不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

不可睹也。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

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不可名細；微妙無形，不可名大。

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不名也。  

可知，王弼從論述的對象與論述的言語著眼，即魏晉人所謂之「名理」來看，所欲

論述的對象道乃「無形無名」，所賴論述的語言，即名與稱，則有分有由，「有分則

有不兼，有由則有不盡；不兼則大殊其真，不盡則不可以名」，描述工具與描述對象

二者特性不相符，是以「名之不能當，稱之不能既」。同樣的主張亦反覆出現在王弼

注老之中，萬物「有形有名」，道乃「無形無名」，而「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

是以萬物有名，道常無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  

由此，王弼提出了「名」與「稱」兩種運用語言的方式。王弼謂：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故涉之乎無

物而不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不出，則謂之曰玄。妙出乎玄，眾由

乎道。故「生之畜之」，不壅不塞，通物之性，道之謂也。「生而不有，為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臺北市：華正書局，1992 年），頁 195。 
   同上注，頁 195、196。 
   同上注，〈老子道德經注．第一章〉下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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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恃，長而不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玄」，謂之深也；「道」，

稱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狀，稱謂出乎涉求。名號不虛生，稱謂不虛出。故

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

中有四大」也。  

概論之，從物之「形狀」著眼的言語是「名」，從言說之我著眼的言語是「稱」。細

說之，則就言說中之物我關係言，物是「彼」而「我」是「我」，兩種言語方式之一

的「名」乃是依據外在客觀事物之「形狀」所生，以便確認與分別外在實存事物，

故謂「名生乎彼」、「名號生乎形狀」、「名也者，定彼者也」；另一言語方式「稱」乃

由內在主觀認定之「涉求」所生，是言說者「我」經過自己內在的衡量，確定當下

語境中說此話語的意義，而後發出，故謂「稱出乎我」、「稱謂出乎涉求」、「稱也者，

從謂者也」。現代學者若岑溢成、陳榮灼與蔡振豐等亦認同了此種論述，此於前已論

述。王弼因此藉著「名」與「稱」區分了兩種言說方式。 

而當我們從言語行為考慮言說者與言說方式的關係時，「名」與「稱」此

兩種言說方式也將言者之精神世界導向相對的兩端。一端因言者不斷以「名」

去分別與固定外在之「彼」而成，言者因此認定世界乃由一眾多具體客觀事物

組合而成的外在世界，「我」乃是世間序列存在的眾物之一；另一端則因言者

不斷以「稱」將其言說回歸內在之「我」而成，言者以「我」為中心向外環視，

透過「我」去理解與掌握萬物的存在，每一事物的存在均是透過言說由「我」

所出，所謂「萬物並作」，乃是指「在吾人意識內在的舞台中，種種思想、念

頭，所見對象的興起」。  《莊子．齊物論》說得更直接，「道行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於是在「稱」中，完成了一個透過言者「我」的存在謂之而成

的論述世界。  

顯然，在王弼心中，《老子》的言說方式偏重於「稱」。即《老子》作者

往往以一體道者的身份，透過其言說之「我」而將「道可道，非常道」的「無

名」之道依論述之所欲涉求，呈現出來。今本〈廿五章〉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不改，周行而不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

                                                 
   同上注，頁 197、198。 
   沈清松，〈老子的知識論〉，《哲學與文化》二十卷一期，1993 年 1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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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此章謂「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而以「道」、「大」、「逝」、「遠」、

「反」等稱道，即是稱謂涉求的表現，亦為前引王弼解析「道」、「玄」、「深」、「大」、

「微」、「遠」之言所本，當言說之我欲指涉某一「無物而不由」的價值概念，便可

稱之謂「道」，但此價值概念未必僅具「無物而不由」之特性；當言說之我欲指涉其

「彌綸而不可極」的價值概念，便可稱之謂「大」，但此價值概念未必僅具「彌綸而

不可極」之特性，甚且可反大而「微」，而「微妙無形，不可名大」， 此乃所謂「稱

謂出乎涉求」，隨境取義。如此，稱謂於宇宙人生最高之價值雖「未盡其極」，但相

對定於彼物而「大失其旨」之名號，顯然善隨言說語境而變，而在言說上多了一份

靈活變化的特性。 

更重要的是，結合「稱」之言說特性與其導引言者精神之功能，便足凸顯

其修道涵養的工夫作用。前引陳榮灼從「從謂者也」、「出乎我」、「出乎涉

求」三點指出「稱」乃言者「主觀的意向」的支配，已精闢指出稱謂更為貼近

言說之「我」，相對於外在可執之名物，在言說的「稱謂」之中，當下存在之

「我」的主體性便自然出現。蔡振豐亦引用海德格的「人言」與「道說」類比

「名」與「稱」，指出「人之言說如迷於其日常語言習慣，而忘欲了存有與變

化，此即『人言』之言說。若人之言說時，能扭轉其語言習慣，時時回應於道

之變化，則其言說是為『道言』」。  換句話說，人在說話時，不只是對其

言說之對象，可以有其「主觀的意向」的支配，而是在其言語行為上，亦可以

有其「主觀的意向」，唯此方能「扭轉其語言習慣，時時回應於道之變化」。

也即在此靈活主動的語言運用下，涵養了言者「我」的主體性，致虛極，守靜

篤，不因「名」而執著於外在眾多分裂矛盾之「彼」，是以王弼〈老子指歸〉

亦謂：  

老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老子道德經注．第二十五章〉，頁 63、64、65。又本文所引《老子》

文句，凡無特殊說明，皆出自此書，是故以下引文不再註明，僅於引文之後以括號注明章節。 
   《老子》〈第三十四章〉即謂道可左可右，「可名於小」，「可名為大」。參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

校釋》，〈老子道德經注．第三十四章〉，頁 86。 
   蔡振豐，〈語言與道：《老子》的語言策略與致虛工夫〉，《法鼓人文學報第二期》2005 年 12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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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言不遠宗，事不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瞻，眾則同類。  

很明顯的，言是末，言者是本，言雖千萬，而言者則一，是以「文雖五千，貫之者

一」，此言當本《老子》〈第七十章〉「言有宗，事有君」，並與《莊子》〈齊物論〉「言

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相呼應，言說中對話者主體性之重要及言語與主體涵

養的關係，至此可明。 

王弼〈老子指略〉因此以「稱」揭示了符合《老子》思想內容的論述形式。

短短篇幅中，「稱」從謂者的定義、隨境取義的性質與出乎言者之我的作用全

都得到說明，在詮釋的角度之下，《老子》思想內涵與語言形式的一致，因此

得以為人理解。另外，在現代學者的發揮之下，「稱」的言說行為積極展現了

言者「我」的「主觀的意向」，我們的言說，不是純粹由外物的形狀決定的，

我們的言說，是出乎我們的涉求，展現了主動的「意向」，從而擺脫了外在名

物對意念的束縛，從語言運用的層面闡明了「稱」對《老子》作者與讀者的涵

養工夫。然而王弼一旦將《老子》玄妙的義理植基於言說的語言形式，便將討

論的焦點自然的引入一般語言的領域，對「稱」涵義的瞭解，便可從王弼少少

的文字論述推擴至語言學領域中的「稱代」理論，從而得到更為堅實深刻的掌

握。  

三、語言中的「稱代」作用 

從語言的角度來看，王弼所言之「稱」在性質上，實與語法理論中的「稱

代」相合。陳榮灼指出「稱」的「從謂者也」、「出乎我」、「出乎涉求」三

點特性，亦是一般言說者使用「稱代」的特性。美國語言學者布龍菲爾德

（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對語法中「替代」（substitution）的論述

足資參考，其言謂：  

替代是一種語言形式或語法特徵，在一定的習慣環境下用來替代任何一個類

型語言形式。……替代法的語法特點在于選擇特徵：代詞只替代某一類的形

式，我們不妨稱之為代詞的領域。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頁 198。 
   布龍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語言論》，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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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以為，就語法言，「替代」只是一種「語言形式或語法特徵」，這種形式或特徵

的實際表現則為「代詞」，在語言中替代某一類詞彙。上述語法定義使「代詞」具有

兩種意義，布氏謂： 

每一個代詞的意義裏都有一個因素，就是作為該代詞領域的形類的類義

（class-meaning）。……除類義以外，每一個代詞還含有一種意義因素，就

是替代類型（substitution-type），包括在使用替代法時的習慣環境裏。比如，

I 代替任何單數實體詞語（這個領域給了 I 的類義），假使這個實體詞語表

示說者，就在所說的話裏使用了 I：這就是 I 的替代類型。  

一個「代詞」具有「類義」與「替代類型」兩種涵意：其中「類義」是由替代詞彙

的特性而來；「替代類型」則藉其語法功能而連係到說話語境，因為「使用替代法時

的環境是現實環境」。 布氏因此暫時離開語言學的立場，而從社會學或心理學的

角度進行了一下考察，其言謂： 

我們即時能發現各種替代類型代表著說話行為的最基本環境。I，we 和 you

裏的替代類型是建立在說者－聽者的關係上的。This，here，now 和 that，

there，then 的類型代表著距離說者或說者和聽者的遠近關係。who，what，

where，when 的疑問類型刺激聽者提供一個言語形式。  

亦即「替代類型」彰顯了「代詞」的內涵是順隨著言說者而定的。這點，若與一般

語詞比較，將更能清楚的說明，布氏謂： 

因為替代類型除類義以外還代表一個代詞的全部意義，我們能夠可靠地說代

詞的意義一方面是更加概括和抽象，而另一方面，如果同尋常的語言形式的

意義相比則更加簡單和穩定。從類義上看，代詞比起尋常的形式來距離現實

世界更遠了一步，因為代詞并不表示實在事物，而是代表語法的形類；代詞

可以說是第二度的語言形式。另一方面，就替代類型而論，代詞比尋常的語

言形式更為原始，因為代詞是表示說話進程的直接環境的簡單特徵。  

                                                 
   同上注，頁 349。 
   同上注。 
   同上注，頁 350。 
   同上注，頁 35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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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語詞指稱具體事物的「類義」而言，「代詞」替代一個名稱是「第二度的語言形式」。

但就言說情境中的使用而言，「代詞」卻是最原始最根本的表現方式。事實上，替代

一個名稱不是「代詞」必然的功能，在言說情境中的直接表示才是其主要功能，著

名的丹麥語言學家葉斯泊森謂： 

對於一個思想單純的人，要說“I see you＂是代替“Otto Jespersen sees Marry 

Brown＂的，那該有多彆扭。……我也可以說“I, Otto Jespersen, hereby 

declare…＂這其中如果說“I＂不過是我的名字的代用字，那將是多麼的可

笑。就語法而言，重要的是，“I＂是第一人稱，人名是第三人稱，這在許

多語言都可由動詞的形式看出。再者，沒有人懷疑 nobody 以及疑問詞 who 都

是代名詞；然而它們是用來代替什麼名詞，卻不易回答。  

葉氏所言亦適用於中國古代語言，雖然中國古代語言動詞無形式變化，但這沒有很

大影響。「代詞」實際上便由言說之「我」所出，依從言語者之言說情境以取得其義

的語言表現，此種內涵正與王弼所言之「稱」相同，故知「稱」在性質上，即語法

中的「稱代」。 

然而上述語言學的分析指出，「稱代」乃是言語行為直接而素樸的表現，

「稱代」要在言語言說的環境中發揮其作用，產生靈活的語義變化。因為理解

代詞，一定得從言說語境進行理解，而未必能從語句中理解，此乃因「稱代」

並不一定要替代什麼語詞，它是言說對話的直接產物，故謂「代詞比尋常的語

言形式更為原始，因為代詞是表示說話進程的直接環境的簡單特徵」。據此回

觀，《老子》全書的書寫形式正提供了「稱代」發揮作用的語境。  

首先，在溝通上《老子》即重視語言，而不重視文字。書中有關語言使用

的論述不少：或者是對言說的紀錄，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豈虛言哉！」（22）、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禮處之」（31）、「故建言有之」（41）、

「用兵有言」（69）、「吾言甚易知，甚易行」（70）；或者是對言語的態度，

如「言善信」（8）、「善言無瑕謫」（27）、「正言若反」（78）、「信言

不美，美言不信」（81）。即使是從反面觀點論述，亦多從語言角度出發，而

非文字，如「不言之教」（2）（43）、「多言數窮」（5）、「悠兮其貴言」

                                                 
   葉斯泊森著，傅一勤譯，《語法哲學》，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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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希言自然」（23）、「知者不言，言者不知」（56）。至於與文字

書寫相關的則不多，就今本《老子》言，「文」字只出現兩次，一為「此三者

以為文不足」（19），一為「服文綵」（53），與文字無關，而「字」字只於

「字之曰道」（25）出現一次，依顧炎武《日知錄》的意見，「以文為字，乃

始於史記秦始皇瑯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字之名，自秦而立，自漢而顯

歟」，即便以其「春秋以上言文不言字」之言，  將《老子》此「字」視為

文字，亦僅一例。另若鄭玄以「名」為文字之古稱來考察《老子》，《老子》

中用「名」亦多指「命名」之名，或「名言」之名，而難定為「書名」之名，

書中〈第八十章〉論小國寡民時甚至要去除文字，「使人復結繩而用之」。沈

清松以為「老子可以有充分的理由來反對會走向概念化、系統化、固定化的文

字溝通。文字只能表象，不能臨在；文字是固定死的，不是活生生的；文字只

能記載，不能知覺，這一切都會導向道的遺忘，而在道的遺忘下之語言溝通不

能是真純的溝通」，  考察《周易．繫辭上傳》「書不盡言，言不盡意」與

《莊子．天道》「書不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隨者，不可以言傳也」，可知，在古人心中，語言在傳達意思的精細度上本就

勝於文字，此當為《老子》較為重視言說的原因之一。  

其次，《老子》所載，猶如當下進行之言說。全書所載，既少第一人稱，

亦無第二人稱，風格之特殊，即在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所分第二

期「語錄和議論盛行」的先秦諸子書中亦屬獨見。若周書中所舉第一身代詞

「余」、「予」、「台」、「朕」、「卬」、「我」、「吾」、「身」、「儂」

與第一身謙稱「孤」、「臣」、「走」、「僕」、「民」、「下官」中，可見

「我」、「吾」、「身」的用法。至於書中所列第二身代詞「汝」、「爾」、

「若」、「戎」、「乃」、「而」與第二身尊稱「子」、「夫子」、「公」、

「君」、「卿」、「官」、「足下」、「先生」則完全不見。這自然是一奇特

現象，且全書不見特定時空之歷史人事，今本《孫子兵法》雖為格言體，各篇

篇首仍有「孫子曰」，至若《論語》、《孟子》、《管子》、《莊子》等更不

用說，書中充斥著特定的歷史人事，即使是單篇格言體的《逸周書．周祝》中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錄集釋》（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66 年），頁 21、22。 
   沈清松引用哈柏瑪斯溝通理論論述老子的溝通理論，而在「使人復結繩而用之」句的詮釋之下，辨析了《老子》

對於文字及一種描述性語言的觀點，筆者以為，從通篇文章來看，亦指出了《老子》反對文字而較重語言的態

度。參沈清松，〈老子的溝通理論－詮釋與重構〉，《哲學年刊》三期，1985 年 6 月，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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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明顯的第二人稱「汝」。於是《老子》書第一二人身稱代的運用，使得讀

者成為文本直接述說的對象，好似作者老子在與讀者直接講話，形成一個由言

者與聽者所構成的語境，言談之中間，則無有特定歷史時空的人事物介入，而

儘量使用通用性較高的辭彙。《老子》文本既似原始言說的忠實流露，不是當

事人或第三者對言說的記錄，不以第三人稱的角度進行文字記錄，而更像言者

在當場的直言，《老子》之言語，因而便於直接進入讀者生存的情境。   

而從「稱代」回頭審視《老子》的言說，《老子》文本在語言中的運作過

程將更為明晰。在日常語言中，「道」當然不像你、我、彼、此等是一個代詞，

但以《老子》對「道」的論述而言，「道」這個語詞其實是一個虛詞，這個虛

詞可以隨著言者在論述語境中之涉求而填入其它種種內涵，如「玄」、「深」、

「大」、「微」、「遠」等等，一如「我」這個代詞可以填入任何一個正在說

話的言者，在文本中，這個言者也不必是一個現存對話中的人，如《論語．先

進》載「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不及門也。』」這個「我」指的是孔子，

而《論語．雍也》載「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這個「我」指的是閔子

騫。「道」亦然，當言者對「道」的體悟是「玄」時則「道」為「玄」之代詞，

當言者對「道」的體悟是「深」時則「道」為「深」之代詞，當然，當言者對

「道」的體悟是「仁」時則「道」亦可為「仁」之代詞。總之，當「道」作為

一個虛詞時，其往往可為一些實指的稱代。其實，「道」指道路時其本身即是

一個實詞，是「彼」之「名」，但當其包含不可道之道時，它就成了一個虛指

的「道」，而在言詞、言詞所指稱與言說者三者間產生了「稱代」的作用。若

就語用學的觀點來看，則此「稱代」指引了語境與言者的存在，發揮了「指示」

關涉語境與言者的作用，特別是當其論述產生一些恍兮惚兮的描述或矛盾衝突

的悖論時，如道可「大」可「逝」可「遠」可「反」或道可「大」可「小」可

「左」可「右」時，甚至，道可不道時，讀者便得超越名定於彼的一般實詞讀

法，而得將自己對道的體悟透過「指示」代入虛指，完成理解。  

這樣，我們就在語言「稱代」的基礎上，對《老子》當下言說的書寫策略

有了一種普遍的掌握。去除了特定時空之歷史人事後，以「省略」為第一二身

                                                 
   或許為了建立道教權威，道教經典中的《老子》文本則在人稱的使用上起了變化，如清代黃元吉所用《道德經》

文本則在各章章首多了「太上曰」三字。讀者可參黃元吉撰，蔣門馬校註，《道德經註釋》（北京：中華書局，

20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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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詞的方式，閱讀《老子》，好似作者當下在與我們言說。雖然，我們不能否

認這種表現和時代潮流相關，「民間講學之風興起，語錄和議論盛行，語法也

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也不能否認《老子》自身的獨特表現。然而

當下言說的意義是什麼？這種意義和《老子》文本的稱代運用的關聯又有多

深？而稱代，如指示代詞「此」與「彼」及數詞「一」與「兩」，在《老子》

文本中的具體表現又如何？這是本文要進一步探討的。  

四、《老子》「稱代」的特殊表現 

接續前面的分析，涉及《老子》「稱代」表現的詞彙便分成了兩類：一類

本是語言中的「代詞」，如「彼」與「此」；另一類則非代詞，而是作為思想

術語的一般語詞，如「道」與「德」。本文將在兩類之中擇取具有代表性的例

子，分析觀察，以助具體掌握《老子》文本中的「稱代」表現。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在各類代詞下舉了豐富的《老子》文句

為例。 如在第三章指示代詞「此」下舉「此三者以為文不足」（19），「彼」

下舉「是以聖人為腹不為目，故去彼取此」（12）；「然」下舉「吾何以知其

然？以此」（57），「焉」下舉「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25）。又在

第四章詢問代詞「孰」下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15）。第五章無定代詞「人」下舉「眾人熙熙如享太牢、如春登臺。我獨泊

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云云（20）、「或」下舉「故物或行或隨，或歔或

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29）；互指和偏指代詞「相」下舉「故有無相生，

難易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2）。第六章稱數「一」下舉「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2）、「普通序數」下舉「我有三寶，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不敢為天下先」（67）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

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17）、「幾」下舉「唯之與阿，相去

                                                 
   周法高著，《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上冊（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 2。 
   周法高採用布氏理論在《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中具體整理了中國古代語法中的「稱代」。書分八章論之：

首章〈通論〉；第二章〈第一、二身代詞〉；第三章〈第三身代詞和指示代詞〉；第四章〈詢問代詞〉；第五

章〈其他代詞〉；第六章〈稱數〉；第七章〈代詞性助詞〉；第八章〈省略〉。此後，每章下再細分為若干條

目，每一條目下再舉若干用例，其中包括《老子》之例句。很明顯的，論述架構著眼於布氏對代詞「處于說話

環境中具有最簡單的基本特徵」的定義，（布龍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語言論》，頁 351。）而非代詞對

其它語詞的替代，故而詳細論述從說話情境中之第一、二身代詞開始，不但舉例較王力《中國語法理論》〈第

四章替代法和稱數法要詳實太多，且增加〈省略〉一章，故取為依據。 



．〈《老子》文本中的「稱代」表現〉． 

 ．263．

幾何﹖」（20）、「分數」下舉「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50）、「兩」下舉「夫兩不相傷，故德交歸焉」（60）。

《老子》文雖五千，然其代詞之運用極為豐富，本文則將於其中擇取明確可信

的例證，說明《老子》代詞在語用中發揮的特殊表現。  

「此」與「彼」是值得觀察的第一對代詞，因為二者直接涉及《老子》的

語言運用。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此」，而在《老子》之中有著表現整齊的句

式：   

是以聖人為腹不為目，故去彼取此。（12）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不居其薄；處其實，不居其華。故去彼取此。（38） 

是以聖人自知，不自見；自愛，不自貴。故去彼取此。（72） 

吾何以知眾甫之狀哉！以此。（21）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4）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57） 

在常見的注解中，如王注或河注，多視「此」為普通的近指代詞，一如周法高以「是

以聖人為腹不為目，故去彼取此」為「彼」「此」指示代詞之例。這點，無庸置疑，

但本文要論述的是，在如此整齊的句式表現下，以一般代詞的功能為基礎，此處之

「此」，兼及「彼」，難道沒有其它特殊表現涵義？若據上述複見之整齊句式推測，

「此」應當已是《老子》一貫的表現手法，如同「『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

『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賾而不可究也；『大』也者，

取乎彌綸而不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不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

不可覩也」，「此」也者，乃是取乎存在之當下，以概括指稱當下所能知覺的此時、

此地、此境、此身與此在，即王弼所謂「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

名生乎彼，稱出乎我」，「稱謂出乎涉求」。反之，如果將此處之「此」只視為相對於

「彼」的代稱而與《老子》書中其它之此等同，則不僅這麼整齊的語文現象難以解

釋，即連「去彼取此」與「以此」之知的論述也成了沒有任何作用的贅文，就力求

                                                 
   本文所引《老子》文例均以今見王本為主，至於其它版本，如郭店簡本、帛書甲乙本、漢簡本、河上公本、嚴

遵本、想爾注本與傅奕本等，雖可因缺脫傳抄而與今本文字略異，但經筆者比對，均不影響本文主要論述，故

不一一詳述，以免文章篇幅過長，論述支蔓。讀者若有意比對上述九本，可自行參考〈《老子》主要版本全文

對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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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古籍，2012.12），

頁 17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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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的《老子》而言，這可能嗎？ 

以《老子．第十二章》為例，先秦諸子的詮釋即不僅於此。《老子．第十

二章》全文如下：  

五色令人目盲，五音令人耳聾，五味令人口爽，馳騁畋獵令人心發狂，難得

之貨令人行妨。是以聖人為腹不為目，故去彼取此。（12） 

依此為準對照先秦諸子之論述，則知諸子實以「此」為無形無色之內在本體。如《莊

子．天地》謂「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亂目，使目不明；二曰五聲亂耳，使耳不

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滑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所謂「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皆生之害也」的「生」

乃指「性」，此處明顯是以人抽象內在之「性」釋「去彼取此」之「此」，而以致生

欲望之外在聲色為「彼」。又如《韓非子．解老》謂「目不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

耳不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聾，心不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由聲色欲望所致生之「盲

聾悖狂」所費者指的乃是「精神」。 或如《文子．九守》論「五色亂目」、「五音

入耳」、「五味亂口」、「趣舍滑心」之文字中，「內守形骸而不越」，可「觀乎往世之

外，來事之內」而「不可使外淫」者亦是「精神」。 《淮南子．精神訓》亦有相

似文字，文謂「五色亂目，使目不明；五聲嘩耳，使耳不聰；五味亂口，使口爽傷；

趣舍滑心，使行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累也」，以言「精神之不可

使外淫也」，則聲色四者亦當為「彼」，而以內在之「精神」釋「此」。 則諸書釋

「此」與「彼」顯然不止於語法上的代詞，亦不只跨越語文與思想的界限，而是直

接將言說者與聽讀者當下內在的聽說主體帶入文本的閱讀。 

參考時代相近之論述，「此」與「彼」，特別是「此」，亦用為哲學論述

之詞語。如《莊子》〈齊物論〉謂：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不見，自知則知

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莊周著，郭慶藩編，《莊子集釋》（臺北市：群玉堂，1991 年），〈天地〉，頁 453。 
   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解老〉，頁 394。 
   文子著，王利器撰，《文子疏義》（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九守〉，頁 117。 
   劉文典撰，《淮南鴻烈》（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精神訓〉，頁 223。 
   莊周著，郭慶藩編，《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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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與「我」「是」相對而言，此處之「是」即為「此」，一如上古「是謂」亦可

寫為「此謂」，則由此段專論「彼」「我」與「彼」「是」之文可知代詞在先秦文獻中

己具特殊意指。《管子》中更出現找不到替代語詞的論述，如〈心術上〉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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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者至貴也，故館不辟除，則貴人不舍焉，故曰不潔則神不處。

人皆欲知，而莫索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不修之此，焉能知彼？

修之此，莫能虛矣。  

此段乃接續論述外物之「欲」使人盲聾而言，哲理通於前舉「五色」「五音」之論述，

而主張若欲真知，便得「去欲」，故當「修之此」，「不修之此，焉能知彼？」其議論

主題與用語皆似《老子》，而「此」明顯用為專門術語。〈內業〉亦謂： 

凡物之精，此則為生，……是故此氣也，不可止以力，而可安以德。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精，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  

文中之「此」用法亦同，無有替代對象，而自為專門術語。可知，「此」已特化為一

思想中專指當下臨在或當下言說的「此在」，相對的，「彼」則具有指稱外在足以勾

引欲望之外在形狀聲色的功能。於是「此」與「彼」在《老子》文本中以其代詞功

能為基礎，而將其作用擴充至讀者閱讀《老子》的語境，發揮其指示作用，而將讀

者當下的存在直接引入，甚至，王弼也曾擁有如此經歷，並在上引諸文的激發下，

引生前述「名出乎彼，稱出乎我」的觀點。 

另一組更為明確的表現是數詞「一」與「兩」。周法高以《老子》「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為例說明數詞「一」在稱代中的用法，然數

詞「一」在《老子》文中決非僅為一二三四的一，而有思想上唯一、一體的重

大意涵，故此句後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惡，唯孤寡不穀，

而王公以為稱」云云，王弼注則與《老子．第三十九章》「萬物得一以生，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是以侯王自謂孤寡不穀」聯結而謂：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

                                                 
   管子著，黎翔鳳撰，《管子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心術上第三十六〉，頁 767。 
   同上注，〈內業第四十九〉，頁 9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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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豈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

數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流。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

一焉。百姓有心，異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得一者］主焉。  

注中「已謂之一，豈得無言乎？」至「從無之有，數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流」

云云實取《莊子．齊物論》之意，〈齊物論〉曰「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曆不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況自有適有乎！」。而「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亦為周法高取為說明數詞

「一」之例，則知代詞「一」正為思想中之「一」，是思想中之「一」使用了數詞「一」

稱代無有分別之一體物，而在《老子》書中形成「抱一」（10）（22）、「混而為一」

（14）、「得一」（39）等種種論述。《老子》中的「二」、「兩」或「兩者」又表達了

配套的對立與互補關係，與「一」搭配論述，其後戰國諸子更是大加發揮，並且形

成中國思想中的「一二論」。 最終，思想上的涵意竟為《說文》所取，而完全無

視語文與思想的分別，以「惟初太始，道立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解說「一」

字。至於讀者，則在直接面對經典文本的狀況下，自然而然的也被包容入此之「一」，

從而體會了其中的深意。 

最為有趣的是「自然」一詞。「自」乃為複指代詞，不但可以指稱名詞，

而且可以指稱人稱，其稱代對象可說無所不包；「然」則可為指示代詞，二代

詞組合，即成「自然」這一奇妙語詞，一個沒有具體內容且難以加以解釋的語

詞，卻成為《老子》書中極為重要的術語，甚或為其所創之稱代專詞，連至高

無上之道也要「法自然」，王弼謂：  

道不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

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  

若將「自然」視為一獨立的名稱來看，「自然」什麼具體內容也沒有，什麼也沒說，

但若將「自然」視為一代詞，而置入各種不同的言說情境，則「自然」可以因於言

說行為而指稱任何一物，沒有限制，於是什麼都說了，故王弼謂其為「無稱之言，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老子道德經注．第四十二章〉「或益之而損」下注，頁 117。 
   張立文著，《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北市：五南圖書，1996 年），第十四章〈一二論〉，頁

503-541。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老子道德經注．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下注，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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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極之辭也」，無名而無不名在語言上的具體表現，簡言之，「自然」是《老子》將

語言稱代化的極致表現，因其無所不包的「虛指」功能，而以「道法自然」之語將

此表現推崇為思想的最高境界，同時，此一境界又足以落實適用在所有讀者身上，

自然而然。 

然而一般代詞在《老子》言說策略中蘊藏了表現哲理的意涵，發揮了語用

學中的指示作用，將作者與讀者帶入，一般名詞則在此策略中打開了語義的空

間，發揮了「稱代」的功能，使讀者自我之生命有機會注入其中。如《老子》

中十分重要的「道」「德」概念即是，「道」「德」非為代詞，本各有其實指，

但在《老子》恍兮惚兮的論述下，道與德二語以其「虛指」成了「虛位」，而

在表現上染帶了「虛詞」的色彩。《老子》論道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立不改，周行而不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不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25） 

又謂：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不為主，可名為

大。（34） 

又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 

則知，本指道路之「道」，在描述《老子》所謂之「道」時，即可名於大，亦可名於

小，可名為逝，亦可名為反，甚至可推翻「道」原本可道可導之意，而名為不可道

之道，以包含萬事萬物之理，而成為天地萬事萬物之理的稱代，此意前述王弼理論

之啟發己言之甚明，本處僅據《老子》本文再次闡明。而其論德亦曰： 

上德不德，是以有德；下德不失德，是以無德。（38） 

則在「上德不德」的論述下，以「德」一語言實指「德」一概念的作用己然破解，

而使「德」一語言成為具有稱代功能的「虛指」，是故王弼謂：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利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

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不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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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焉，則不足以免其生。……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不德其德，無執無

用，故能有德而無不為。不求而得，不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  

「德」一語言本以「得」為名，但「以無為用，則莫不載也」，是以只能成了「不德

其德」的「無」，於是「德」在《老子》之中於「得」的指稱外亦以「虛指」的方式

可以包含無得與無德名，形成其稱代作用。 

另若「物」、「有」、「無」等概念亦然，今且以與道相對之「物」為例。

「物」，《說文》謂「萬物也」，則知其本即萬物之總稱，也是個別事物之代

稱，但絕非道，故《易經．繫辭上傳》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即器物，這是一般的理解。但《老子．廿一章》謂：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精。其精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

名不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狀哉！以此。（21） 

則在「道之為物」的論述運用下，「物」也可指稱非物之物，如「道」，《莊子》〈齊

物論〉謂： 

道行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則充份表現「道」、「物」二語本無必然之內涵，未必皆為定名，而可為言說時言者

所用，方便稱代，而讓讀者將其自身之體會灌入其中，進行理解，完成其與作者的

互動，是以道可指稱不道，物可指稱不物，沈清松指出「老子似乎正在以此若反之

言，辯證地指向一有與形上界的道相溝通為基礎的人際互動」。 至於「有」、「無」

亦可同樣視之，「有」乃是一切有之代稱，包括「有名」、「有物」、「有欲」、「有為」

等等，「無」則乃是一切無之代稱，包括「無名」、「無物」、「無欲」、「無為」等等。 

經過上述實例解析之後，可知《老子》中之代詞，如「此」與「一」，可以發

揮語用學中指示的效果，而將正在閱讀《老子》之讀者拉入語境，注入體會，

在語用學的合作原則下，使讀者與作者的視域融合，而將原本外於讀者的《老

                                                 
   同上注，〈老子道德經注．第三十八章〉「故去彼取此」下注，頁 93。 
   莊周著，郭慶藩編，《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69。 
   沈清松，〈老子的溝通理論－詮釋與重構〉，《哲學年刊》三期，1985 年 6 月，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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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本成為梅洛龐蒂所講的「我的語言」；而《老子》中之一般語詞，如「道」、

「德」、「物」，亦可在其恍兮惚兮的詭辭與正言若反的悖論中，敞開空間，接納讀者

注入其自身之生命體會，導致河上公可以氣注道，而謂「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

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王弼可以名注道，而謂「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

﹝萬物﹞以始以成而不知其所以﹝然﹞」； 唐玄宗可以真性注道，而謂「於諸法

中體了真性，行無行相，故云善行，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進可尋求」； 蘇轍

可以心性注道，而謂「蓋道無所不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

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 憨山可以唯識注道，而謂「老氏所宗、

以虛無自然為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離等昧為冥諦者、是

已。此正所云八識空昧之體也」； 魏源可以本源注道，而謂「道之在天下，猶水

之在江海，自本而末，末而不離其本也。為侯王者，可不守樸以御物乎？」； 嚴

復可以西人第一因注道，而謂「以道為因而不為果故曰不知誰之子使帝而可名則道

之予矣故又曰衆甫衆甫者一切父也西哲謂之第一因」。 《老子》思想，因而可以

在歷代注疏大放光采，活潑潑的接引後人入道。 

五、結論：稱代之於「道」的表現作用 

《老子》運用語言中的「稱代」機制，導引讀者進入經典的語境，形成了

特殊的閱讀效果。且先勿論《尚書》、《國語》、《左傳》這類專明特定歷史

事件的文獻，即與先秦一般的語錄體或議論體文獻相較，亦極不同，若《論語》

所載，往往明言「子曰」或「有子曰」等，言者具有明確的歷史身份與時空背

景，則讀者閱讀其言時，面對「定名」描述之「彼」的世界，自難直接融入。

《老子》則以「省略」言者與聽者的稱代法，消除了歷史時空的隔闔，而其言

                                                 
   王卡點校，河上公注，老子著，《老子道德經河上公章句》（北京：中華書局，1993），〈體道第一〉「無名

天地之始」下注，頁 2。 
   王弼著，樓宇烈校釋，《王弼集校釋》，〈老子道德經注．第一章〉「有名萬物之母」下注，頁 1。 
   老子著，唐玄宗注，劉韶軍點校，《中華道藏．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北京：華夏書局，2004），善行章第

二十七〉「善行無轍迹」下注，頁 372。 
   蘇轍著，《老子解》，曾棗庄、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五冊（北京：語文出版社，2001 年），頁 409。 
   憨山大師著，《老子道德經憨山解》（臺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3 年），頁 40。 
   魏源著，《老子本義》（臺北：華聯出版社，1973 年），〈第二十七章〉，頁 35。 
   王弼註，嚴復撰，《嚴幾道先生評點老子道德經》（臺北：廣文書局，1961 年），〈第四章〉，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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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舉例之事物，多為普遍且一般的事物，如「水」，極少具有特殊時空背景的

專用詞彙，這在閱讀與表現上均形成了文本的開放性，稱代所建構的「我」的

語言，使讀者好似身歷其境，直接與老子作者進行對話。 

「一」、「兩」、「彼」、「此」等代詞的運用，便主動邀請讀者參與對

話。由於代詞的可替代性，讀者得以將其自身的經歷與存在情境灌入其中，好

似梅洛龐蒂在《符號》（論語言現象學）一文將言語提至行為層次觀察，以為

「所有的符號都如同一個還沒有填寫的空白表格」，言者只是將其生命之體驗

填入其中，完成「我的語言」。 51雖然《老子》作者言說時之「一」、「兩」、

「彼」、「此」與讀者所處時空之「一」、「兩」、「彼」、「此」的具體內

容不一樣，但讀者仍可以其自身具體之生存經驗去理解「抱一」、「此兩者同

出而異名」與「去彼取此」等話語，再由此向外在世界展延，從而將《老子》

之道實踐於讀者所處之歷史時空，作者與讀者處身的時空背景雖異，「道」則

可一，一如《老子．第七十章》謂「言有宗，事有君」，《莊子．齊物論》謂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語言，是由言說者在特定時

空中所言，是以言有所宗，其理解有賴其所產生的言者與語境，也應如此，《老

子》才會特別重視稱代的運用，因為稱代的作用己然進入語用學中言者言說活

動的操作層面，而非僅存在於語言指涉的內容層面。  

也在這種經驗的湧入中，《老子》將其「無名」之道發揮於極致。雖然「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雖然「道常無名」，名與其所指之實兩相

分離，語言與其指涉之內容間沒有必然的聯結，故「正言」可以「若反」，《老

子》破除了人心對於概念事物的執著。但是「稱代」在言者言說的操作層面，

使不可言說之道在讀者當下的存在得以湧現，接引了各時代讀者存在時空中之

具體內容與其活生生的體會，因此在破執之外，話語的內涵直接開放給讀者，

而可在讀者心中引起新的反思與理解，歷代讀者因可在其時代具體情境下，湧

現新的詮釋，進而發為行動上的改革。故套用「無為而無不為」的模式，語言

中稱代的機制也使《老子》「無名」之道成為「無名而無不名」，得以在任何

歷史時空中發揮其作用。  

                                                 
 51   梅洛龐蒂著，《符號》，頁 10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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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age of “Substitution” in Lao Tzu 

Ting, 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sage of “substitution” in Lao Tzu. It is noticed that 
there are special meanings in the presence of words like “here (此)”, “one (一)” 

and nature (自然) in Lao Tzu. Wang Bi w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mentioned this 

observation. Through his argument, we further observe that the usage of 

“substitution” in the context of Lao Tzu has some indexical express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words “here (此)”, “one (一)” and “nature(自然)” in the text may enable 

its readers to use their own experiences to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Lao Tzu. 

Through this mechanism, the state of “the fusion of horizons”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Lao Tzu and the minds of the readers can be reached. 

 

Keywords: Lao Tzu, Substitution, Syntax, Pragmatics, Wang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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