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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政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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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世為史官，能參證歷史之故實，明乎治亂興襄之由，察乎成敗得失之故。眼

見當時社會混亂，人慾橫流，烽火兵災，不斷發生。他識為這就是「有為 J 歧治的失

敗。所以他主張為改之道，首在「無為」。這種政治思想，乃是由其形上學演繹而來

。他說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

所謂「道純任自然 J 是說道生萬物，順任其自己如此，不假外力。叉說: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Jo ω

可見老子崇尚自然，主張無為。以下就從這種觀點來探討老子的故治思想、軍事

主張、禮法觀念及理想社會。

、政治，是越

老子說: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 ω

艾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Jω

(1)見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2)見道德經第二十七章。

(3)見道德經第二十九章。

(4)見道德經第七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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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老子對於「有為J 之政所提出的警示。治理國家，若以強暴之力把持行事，

終將敗亡。物性互異，人性各別，為政者應允許殊性的發展。否則就變成削足適履了

。老子察知「有為J 之害，主張施行「無為」之政。能法天道之無為，無所偏愛，任

由萬物自然生長，則百性自能任其所適，各得其樂。

老子的政治思想，在於「無為而治J '帝王無心而為，便是治理天下之要道。他

說: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

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艾說: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J (6)

艾說:

「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的

以上皆言聖人能以無為的態度處理世事，故可使人民心思清靜，無所巧詐，安飽

滿足，故帝王治理天下，應以民心為心，渾厚真樸，無為而治。老子說: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J (8)

文說: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J (

艾說: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J (lω

(5)見道德經第三章@

(6)見道德經第四十九章。

(7)見道德經第太卡四章。

(8)見道德經第三十二章。

(9)見道德經第三十八章。

倒見道德經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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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無為而治」的優點，故侯王得道，行無為之政，白可使四海歸心，萬民賓

服。老子舉出「有為」與「無為」的比較，他說: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J (

行情靜無為的寬厚政治，人民就淳樸;行繁苛有為的嚴酷政治，人民就狡詐。政治的

優劣，顯而易見。

老子主張聖王?白天下，要效法天地之自然無為，他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獨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獨狗。 J (

所以他才會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白宮;我無為而民自樸。」

(1 3)

聖人以自然為法，效天道之無為，所以主張為政之道，在無為而治。天地生成萬

物，雖然千變萬化，而當作則作;聖人數化萬民，也是千變萬化，而當行則行o 這就

是聖人法天道之無為。聖人治理天下，不恣意行事，不.JJ:故營私，捨棄一己的計慮心

思，一切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以民心為心，以行「無為」之政，則帝王清靜，臣

F任事，萬民自化，天下自治。由此可知，老子的「無為而治」正是其故治思想的中

心。

一、軍事主張

老子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悟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

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泉，以悲衷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J (14)

何見道德經第五十八章。

叫見道德經第五章。

。司見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見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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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老子是極力反對戰爭的，因為武器是不祥之物，不應崇尚戰爭。但在

不得已的情況下，如保國衛民的防禦戰，老子仍有一番用兵之道。以下就其用兵的動

機、目的、原則及方略，加以說明:

(一)、動機

老子說:

「夫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J <I S>

聖人不會因為侵略他國而引起戰爭，但當外侮入侵時，則不得已而應戰。儘管如

此，聖人仍不以戰勝為心。其用兵動機在「慈 J '所以戰之以惑，守之以慈。老子身

處戰亂，目睹暴力殘殺的場面，深感人際問慈心的缺乏，因而極力圖揚之。聖人抱有

慈心，士兵必有慈勇。能以德勝人，而不以兵勝人者，必能負起保國衛民的重任。聖

人以慈衛民，其心與天為一，實是不得已而用兵，所以戰則勝，守則固。

(二)、目的

老子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騙，果

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J <I

戰爭總是沒有好收場的，敗者國破笨，亡，勝者所付的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所以

老子警惕世人，以武力橫行，終將自食其惡果。然若有亂臣賊子，殘民害國，或過敵

國侵略，不得已而須用兵時，只有「果J 而已。所謂「果J '即不敢取強，只為達到

救危濟難的目的而已。故老子所以主張用兵的目的，只在收到保國衛民之效果而休止

，絕不是為了取強。

的見道德經第六十七章。

(16)見道德經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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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I J J

老子說:

「用兵有言: Ii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衷者

勝矣。 J (7)

文說:

「以奇用兵。 J (8)

這個奇字正活生生的寫出了老子用兵的原則在慈，因為以奇取勝，可以避免過多

的傷亡，而能達到救助危難的目的。

基本上，老子是反對戰爭的。不得已而捲入戰爭，這不是故意肇端起事，侵略挑

釁，所以應採取被動防禦的守勢。即使有制敵的能力，也不輕於使用，這是謙退不爭

的精神。輕敵是好戰的表現，出兵輕敵則殺多，殺多則傷慈，這是老子最忌諱的，所

以說「輕敵幾喪吾寶」。由此可知老子用兵的原則在宜後，而不爭先;宜退，而不爭

進，全無輕敵之意，無好殺之心。時時懷著戒懼之心，以保全民命，這是慈愛的表現

，故能致勝。

(閥、方略

老子說: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J (9)

老子言用兵的方略，在不爭而勝，如天道不爭，而萬物自化;聖人不爭，而萬民

自順。能不爭者，才能成為強者，用兵不爭，則敵無不克。老子這種用兵的方略，類

也~兵家所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J '已略合乎現代的心理戰略了。

仰見道德經第六十九章。

倒見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叫見道德經第六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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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老于的軍事主張，雖言用兵之道，實則反對戰爭，只在不得已的

情況下，為了保國衛民，才主張用兵。他起為用兵之道，在以「慈」為心，以恬淡為

上，不以武力橫行，否則必自取敗亡。他有這種宜後宜退，不敢輕敵的觀念，自能不

爭而勝。

三、禮法養晃去告

老于所處的時代，禮法煩瑣，虛偽失員，紛紛擾擾，無休無吐。他認為人民之所

以生活困苦，邦國之所以分崩離析，不是制度殘缺不全，而是制度本身有偏差。不僅

制度本身不好，而是有一些制度根本不該存在。老于在禮法方面的見解是: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l禮。夫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ωω

由此可知， r 禮」乃是道德失去之後而有，是補忠信的不足，而為禍亂的開端。

禮之起源，是因為失道愈遠所致，禮既為禍亂的開端，道德的虛華，叉豈能以禮治天

下呢?

老子說:

「大道靡，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 J (2 1)

某種德行的表彰，正是由於它特別欠缺的轍故，等到崇俏仁義的時候，社會早已

經不純厚了。因為若是「大道」不廢，便無所用於仁義，故老于忍為禮的起源，在於

大道廢棄之後，這時世道人心，漸失其真，失真愈遠，襄敗愈耳。唯有捨棄「禮J r
法 J '恢復天賦的「道德 J '才能去亂之源，才能使人反樸歸真。老于以為帝王應情

靜無為治理天下，所以主張棄去仁義禮法，返其本具。仁義禮法的產生，在於「聖」

人用「智」過度，所以老于叉主張「絕聖棄智」。他說:

剛見道德經第三十八章。

削見道德經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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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彼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

以為文，不足。 J (22)

他文說: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朝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J (別

憨山大師老子道德經住說:r 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為斗會主↓權衡符璽仁義

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制權衡

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為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為，而天下自

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為亂，反為害民，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

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為不幸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為亂，若苟棄之，則民

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由此可知，老子所以主張除去「禮J r 法 J '以「無為

」治理天下的道理了。「聖」與「智」雖是用以世也，但以聖智治國，即是有為而治

，則不免擾民。所以聖王治民，能無為而化。絕棄「聖智」、「仁義」、「巧利J '

人民便可恢復天性，返其真樸。總而言之，老子激烈否定傳統的禮制，是針對當時社

會離道日遠的習氣而發。儒家的仁義道德，人為制度，在老子看來，是毫無效果的。

唯一的方法，是清除現實的污濁，掃蕩君上所假藉依附的人為標準，拋棄禮法制度，

引導人民進入那清靜無為的「道德」境界里。

四、王里去皂社會

人人都有「止於至善」的理想，無論世界文明如何進步，人心總有無盡的追求。

古往今來，無數思想家，政治家，都希望有一理想國度，能滿足人心的嚮往。如柏拉

國的烏托邦，胸淵明的桃花源，莊子的至德之世。老子也有一個理想的社會，那就是

小國寡民。老子說:

向見道德經第十九章。

串串見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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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寡民，便有什柏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徒。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結繩而用之。H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閣，民至老死，不相往來。J (圳

老子的理想社會，秩序無鎮制力量維持，只憑各人純良的本性便可相安無事。這

里沒有兵禍，沒有重稅，役有暴庚，民風淳樸，文明的污染問隔在外。這真的人民沒

有焦慮，役有不安，也役有恐懼和失落的感受。各國村落，由於經濟上白給自足，因

此大型的交通往來也不必要。這就是老了，所理想的社會。

「小國寡民」的「國」字，古代的用法很多。慈舉例如下:(1) r 諸侯」的封地，

對「天于」而言，只是「地方自治單位 J 0 (2)城市，去日孟子離量下「偏國中無與立談

者 J '這里的「國」是指城市。 (3)地方，如王維相思子詩「紅豆生南國 J '這真的「

國」是指地方。 (4)故鄉，如蒞仲淹岳陽槽記「去國懷鄉 J '這真的「國」是指故鄉。

由此看來，老子「小國寡民」的「國」是指「地方自治單位」。所謂「小國寡民」是

古代農村生活的描繪，這是單純樸質的社區。中國古代農業社會，是由無數自治的村

落所形成。老子眼見當時各國戰爭殘殺，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傷今思古」而描繪出

此一理想J仕會。他不是要由一高度文明社會，回返到太古時代的簡陋世界。他的「小

國寡民 J '吾人不必以「不可能實現」而否定其價值。老于實則在勾繪心中的理想境

界，以其為樸素社會的象徵，所以意不在回返到原始野蠻的社會。在思想中，在心境

上所要返者，就才又體而言，當返歸常道;就知識而言，在使各相混誠;就人生而言，

當返歸太古時代民心之淳樸;就政治而言，當返歸太古時代之清靜無為。因此老子的

理想社會模式，從世俗(形而下)的眼光看來，雖不適合於返回今日，但是從超越世

俗(形而上)的眼光看來，太古民心之真樸，實足為今日道德修養與精神胸治所取法。

五、結 一
語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老子的政治思想，在崇尚自然，行無為之治。軍事主張，雖

然反戰，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用兵以「慈 J '惟只求達到保國衛民的目的而11::。無

何見道德經第八十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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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殺之心，無輕敵之意，用兵不爭，則無敵不克。老子反對傳統人為的制度，主張廢

除「仁 J r 義 J r 禪 J r 法 J '棄絕「聖 J r 智 J r 巧 J r 利」。其理想社會為小國

寡民，狀似消極，實是高度智慧的流露。這就老子思想與各家不同之處。所以歸結老

子的思想，它是一門智慧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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