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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翻譯角度分析《道德經》英譯本和美國新時代思潮的關係，探討受新時代思

潮影響的譯者如何以超譯的方式收編《道德經》，使該經典成為新時代思潮的再現媒

介。言簡意賅的《道德經》給予譯者許多想像空間，在當代產生許多不同風格的譯本，

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所崇尚的思想有時凌駕原文，形成以原文為外觀，譯者思想為

內在的超譯文本。新時代思潮則是美國當代盛行的追尋個人靈性風潮，承襲十八、十

九世紀的另類信仰，於上一世紀六○年代興起，其思想軸心為療癒，並主張以改變個

人為起點，最終目標為改善整體環境。不過，新時代思潮的重心仍經常以如何改善個

人生活為重，該思潮有三種特性：自我中心傾向、正面思考和積極化。本研究以史蒂

芬‧米契爾、韋恩‧W‧戴爾和黛安‧崔何三位崇尚新時代思潮的譯者之譯本為例，

分析新時代思潮如何透過超譯的方式進入《道德經》，而三種譯本如何具體呈現上述

新時代思潮的三種特質，將《道德經》收編為新時代思潮的一部分。超譯並非單純誤

譯，而是一種反映出當代讀者心態的文化現象，當讀者想要閱讀經典又渴望改善生活，

就可能出現譯者思想凌駕於原文的超譯文本。《道德經》和新時代思潮相似之處在於

提供讀者精神撫慰，而超譯者即以此為基礎，將《道德經》超譯為現代人的心靈支柱。 

 

關鍵詞：《道德經》、新時代思潮、超譯、自我中心、正面思考、積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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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English Tao Te Ching translations, in which the Chinese classic 

is reinterpreted in a New-Age language. With continuous popularity since 1960’s, the New 

Age Movement emphasizes the healing of selve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pursuing 

self-authority in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realm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Movement 

can be concluded in three features: self-centeredness, positive thinking, and proactiveness; 

and the three translations, respectively made by Stephen Mitchell, Wayne. W. Dyer, and 

Diane Dreher, together represent a kind of adaptation-translation that contains these 

features, turning Tao Te Ching into an interpretation endorsing New-Age beliefs. 

 

 

Keywords: Tao Te Ching, New Age Movement, adaptation-translation, self-centeredness, 

positive thinking, proa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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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從明末清初《道德經》被譯入拉丁文後，如今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化成風

格迥異的諸多版本，其中英語版本計有超過一百三十種 1。中文作品經由翻譯進入英

語市場，並進入大眾書市的作品極少。以美國為例，該國大眾書籍市場以英語寫成

的作品為主，翻譯書籍只占約百分之三，而在此險峻環境之中，中文翻譯成英語的

翻譯作品尤為稀少 2。 

 

    然而，這寥寥可數的中譯英作品裏頭，《道德經》竟擁有諸多譯本，使人不能

不好奇，為何英語讀者對《道德經》如此感興趣？這股疑惑，在發現戴爾（Wayne W. 

Dyer）的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s3之

後，成為一股熱切的研究興趣：為何這本Tao Te Ching和我所認知的《道德經》如此

迥異？它們的風格究竟有甚麼差異，背後有何原因？經過一番探索，赫然發現美國

書市還存在其他風格近似的譯本，而且似乎頗為暢銷。這些譯本究竟有甚麼共同特

色，裡面有甚麼讓美國讀者感興趣的元素？種種疑惑在心，只好自行求解，促成了

本研究的產生。 

 

                                                      
1 辛紅娟，《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文化想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頁 1。 
2 Lexy Bloom，〈美國的翻譯文學市場〉（台北：2013 第一屆出版經紀及版權人才研習營），   
http://www.moc.gov.tw/avMovie.do?method=list&id=181 （2014 年 5 月 20 日檢索）。該影片於第五分四十秒

至第六分三十四秒為 Bloom 女士對美國書市的介紹，而根據白板上字樣，中文列居常見的翻譯語種中最

後一位。 《第一屆出版經紀及版權人才研習營課程手冊》（台北：文化部主辦，灰鷹國際版權經紀公司

承辦），頁 46。 
3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Carlsbad, Calif., 

Hay House, 2008） 

http://www.moc.gov.tw/avMovie.do?method=list&id=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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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道德經》作為美國新時代文化的再現媒介 

 

 

一、詮釋多元的《道德經》 

 

    源語文本進入目標文化，通常會遭受許多誤解。不過，「誤解」一字其實蘊含

著「我是你非」的觀看角度。源語方覺得對方誤會文本意涵，但是對方未必想要理

解原文訊息，反而更想透過文本看見自己的文化。來自古老東方的《道德經》簡短

扼要、玄妙難解，更給了許多詮釋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因此當《道德經》進入美國

文化，有時我們在英譯本中看見的不一定是我們認知的古代經典，而是美國當代文

化的再現。 

 

《道德經》的客觀條件成就了這片讓譯者揮灑創意的沃土。就本書年代而言，

《道德經》是距今兩千多年的古老典籍，離當代讀者所處的時空環境甚遠；就內容

而言，《道德經》力求擺脫文字枷鎖、恢復小國寡民、超越二元觀點，這些主張對

現代讀者來說更是深奧難解。不僅如此，《道德經》的表達風格言簡意賅，寓意繁

茂，這種模糊性格也給了許多詮釋者發揮創意的機會。姑且不論其他國家，《道德

經》進入英語世界後化成五花八門的衍生創作 4。更甚者，《道德經》還影響了美國

奇幻文學的發展。美國奇幻作家勒瑰恩研讀《道德經》多年 5，若無《道德經》英譯

                                                      
4
例如 Carl Garant, Peter Sorenson, The Tao of the Circles: Lao Tzu’s Tao Te Ching Adapted for New Versions 

(Lake Worth, FL: Green Dragon Publishing Group, 2001)。本書大部分內容都是各種圓形圖像，乍看較難

理解道家思想的關連。 
5 〈閱讀勒瑰恩：在多重疆界間起舞〉（繆思出版編輯部），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段宗忱

譯，《地海奇風》（The Other Wind）（台北：繆思出版，2002，2012 再版十刷），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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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會有後來的《地海》系列、和《世界誕生之日》等諸多描寫清靜無為生活

的異星故事，而這些作品是許多奇幻小說讀者心中的經典。 

 

    除了以《道德經》為基底的衍生作品，「Tao」一字也成為流行字眼，出現在許

多大眾書籍的書名之中。只要點開亞馬遜網站，搜尋與「Tao」一字相關的書籍，即

可找到至少兩萬八千種；搜尋與「Dao」一字相關的書籍，則可至少找到一萬七千種。

只不過，這些與「Tao」、「Dao」相關的書籍，內容未必與「道家思想」有關，例

如Tao and the Art of Being a Badass: The Ancient Secret to Becoming a Complete Badass 

with Women67這種書籍，專教讀者如何把到辣妹。以上此種書名中的「Tao」很顯然

與道家思想並無直接相關，只是借用「Tao」這個酷炫字眼、取其「the way」之意。 

 

由此觀之，英語世界的讀者似乎對於「Tao」有了模模糊糊的概念，而「Tao」

一字也逐漸在英語文化生根。然而，「Tao」一字的盛行，真的意味著《道德經》原

文概念進入英語文化嗎？細究其意，很可能會發現這些與「Tao」有關的再創作多半

出自作者對於《道德經》的想像，而他們的想像正好反映出他們所熟悉的美國文化

與時代氛圍。翻譯是一需要想像力的文化活動，譯者除了辛勤研究文本，也必須靠

自身想像力填補空缺，這時譯者的文化背景便悄悄進入譯文，甚至成為譯本的主要

風格。《道德經》英譯本形形色色，有的嚴謹，有的輕鬆，有的講求從成書年代的

社經環境解讀本書，有的則是附上豐富彩圖介紹中國文化，有的甚至成為暢銷的勵

志書籍。 

二、超譯《道德經》：超譯算是一種翻譯嗎？ 

                                                      
6 Mr. Christopher James, Ms Jessica Taylor, Tao and the Art of Being a Badass: The ancient secret to becoming a 

complete badass with women,  

http://www.amazon.com/Tao-Art-Being-Badass-becoming/dp/1490551786/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

385531324&sr=1-1&keywords（2014 年 5 月 20 日檢索） 
 
 

http://www.amazon.com/Tao-Art-Being-Badass-becoming/dp/1490551786/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385531324&sr=1-1&keywords
http://www.amazon.com/Tao-Art-Being-Badass-becoming/dp/1490551786/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385531324&sr=1-1&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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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經》衍伸出各種風格迥異的相關作品，包括引發本研究動機的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s, 然而細讀該譯本可發

現有諸多悖離《道德經》原文之處，例如強調安定個人情緒(Settle Your Dust8)和慷

慨（Generosity9）等段落。該譯本的文字不僅悖離原文，也顛覆中文讀者對於《道德

經》的刻板印象。相較於原文，戴爾詮釋的Tao Te Ching是更自我中心、更為正面、

也更為積極的「新《道德經》」。而這種顛覆讀者對於翻譯印象的譯本，套句時下

台灣流行的詞彙，可謂《道德經》的「超譯」版。 

 

    「超譯」一詞的興起，與《超譯尼采》一書的出版有關。該書原作在日本相當

暢銷，中文版在台灣推出後也成為暢銷排行榜的常客 10。《超譯尼采》一書將尼采

的思想化為簡單易懂的語言，滿足讀者對於哲學的好奇心，且內容相當激勵人心，

因此廣受讀者喜愛。本書文宣部分內容如下：「於是尼采說：從尊敬一事無成的自

己開始。尊敬什麼也不會，還沒有做出半點成績的自己。只要懂得尊敬自己，就不

會做出不好的事、被人輕蔑的行為。這麼一來，你的生活方式就會改變，變成你所

期望的自己，變成值得他人學習的對象 11。」由此可知，這是一本幫助讀者改善自

己人生的作品，就算不能被輕率地歸為勵志書籍，其內容和目標也有激勵讀者的成

分。 

 

                                                      
8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USA, Hay House,          
  2008）, p. 115.  
9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91. 
10 誠品網路書店，〈暢銷排行榜_人文科學〉， http://www.eslite.com/nexhibition.aspx?id=1008855 （2014 
  年 5 月 24 日檢索） 
11 誠品網路書店，〈超譯尼采〉，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8562175360 （2014 年 5        
  月 24 日檢索） 

http://www.eslite.com/nexhibition.aspx?id=100885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856217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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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超譯尼采》一書出版後引發不少爭議，也引起網路上的熱烈討論。有

人認為作者白取春彥曲解尼采思想，只是以翻譯之名行改寫之實 12。其實，「超譯」

（超訳）一詞本身就存在著曖昧，譯者/作者就在「超譯」之名的保護下，遊走於改

寫和翻譯之間。「超譯本」有翻譯文本的外觀，譯文內容也相當清晰明確。除非採

用對照原文的方式嚴格審視譯文，或是對於原文已有相當了解，否則讀者難以發現

「超譯本」的怪異之處。所謂超譯，究竟是改寫還是翻譯？研究超譯對於翻譯研究

領域有何意義？ 

 

    翻譯學研究的翻譯種類相當多元，其中不乏對於改寫和翻譯界限的討論。在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一書中，芬蘭學者Riita Oittinen認為改寫和翻譯兩種文類客觀

上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而是取決於個人態度和觀點 13。改寫並非不能視為翻譯之

一種，Oittinen也提到，Eugene Nida和Jan de Waard亦認為翻譯有諸多種類，從相當

直譯到激烈轉變(radical transformation)的都有，而後者被稱為「culturally 

reinterpreted14」。「超譯」作為大幅改寫的翻譯種類，應該可歸類為「culturally 

reinterpretation」，即「adapted translation」，本研究暫譯為「改寫型翻譯」。 

 

    超譯本的特殊之處有三：首先，在忽略原文的情況下，超譯本通常具有完整的

內容和明確的訴求；其次，將超譯本和原文對照之下往往會發現，兩者表達的思想

迥異；第三，就算原文和超譯本表達的意旨迥異，超譯本也代表著譯者對於原文的

一種延伸想像，不能說原文和超譯本兩者截然無關。在此情況下，超譯成為連結看

似無關的兩種思想的橋樑。超譯者用超譯的方式收編原文，製造出具有翻譯文本外

觀的超譯本，但實質上卻傳達超譯者本身所崇尚的思想。透過超譯，我們一方面看

見原文可以被拉扯到何種極限，另一方面可以看見超譯者如何在文本中灌輸自己的

                                                      
12
〈Wenson 的隨筆網站〉， 〈《超譯尼采》---哲學如何讓你發大財！〉，   

   http://wensonyeh.blogspot.tw/2012/11/blog-post.html 。（2014 年 5 月 24 日檢索） 
13 Rita Oittinen,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 New York: Garland, 2000), p. 80.  
14 Rita Oittinen,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p. 78. 

http://wensonyeh.blogspot.tw/2012/1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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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超譯本是獨立且完整的作品，但是和原文對照之下，超譯本體現的卻是

迥異於原文的思想，這些現象並非誤譯一詞即可解釋，翻譯研究者應該探索的是原

文和超譯本的關係，以及超譯本傳達出何種思想。 

 

    《超譯尼采》和本研究分析的三種《道德經》超譯本，都是取自當代讀者較不

熟悉且刻板印象中較困難的哲學經典。此種超譯本簡單易讀，迎合讀者好奇卻又無

法深入閱讀原典的處境，。只不過，超譯本讀者以為自己閱讀的是原典的翻譯文本，

事實上吸收的卻是迥異於原典的思想，成為超譯者的思想追隨者，而非原典思想。

超譯現象所產生的問題，並非簡簡單單的否定及排斥此種文類即可解決。相反的，

超譯現象具有相當的學術研究意義：超譯者提供的思想究竟是甚麼？超譯者如何運

用經典宣傳自己的思想？原文和超譯本確實存在巨大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

也有其共同之處，儘管這種相似性可能非常表淺。本研究探索《道德經》原典和三

本超譯本之關聯，並發現《道德經》講求個人解脫的主張，被超譯者挪用為自我中

心傾向之想法依據，使《道德經》呈現出看似與新時代思潮共鳴的外觀，最後被收

編為新時代思潮的一部分。接下來，本研究將以《道德經》及其譯本為例，說明超

譯者如何運用經典和另一種思想的表面相似性，使經典成為其另一套思想的代言

人。 

 

 

三、《道德經》作為新時代文化的再現媒介 

 

    本研究著重的就是三位譯者偏向書籍市場上會被歸類於「心靈勵志類」的英譯

本：史蒂芬‧米契爾（Stephen Mitchell）的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15和

他與詹姆士‧奧崔（James Autry）合著的Real Power16、韋恩‧W‧戴爾（Wayne W. 

                                                      
15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c1998) 
16 Stephen Mitchell,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New York: River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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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er）的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及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17，和

黛安‧崔何（Diane Dreher）的Tao of Inner Peace18。經過本研究以下分析發現，這

三位譯者都受到美國本土的新時代思潮（New Age Movement）洗禮，而他們的譯本

也再現了這股思潮。 

 

    新時代思潮是受到通靈、天使信仰、印地安信仰以及東方宗教等影響，雜揉而

成的新興宗教運動 19。其中，道家思想的宇宙觀影響榮格的學說，後者為新時代思

潮中頗受歡迎的一門思想 20。榮格與道家思想的關聯，很可能形塑新時代思潮的信

徒對於《道德經》的興趣。但是到了美國本土的道家思想融合了所處文化與詮釋者

的想像，已卓然有別於中文讀者所熟悉的版本。道家思想既是新時代思潮的成分，

也持續受到新時代思潮的改造，在近年受新時代思潮影響的《道德經》譯本中，讀

者吸收的新時代概念很可能多過《道德經》原文想傳達的哲學。 

 

    從是否精確傳達資訊的角度觀之，本研究所探討之三種譯本錯誤叢生，難謂有

效傳遞原文資訊之譯本。不過，挑錯並非研究超譯本之重點，因為《道德經》若要

適應截然不同的英語文化，成為對目標讀者有吸引力的作品，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

為「正確的」譯本。本研究之目標並非挑出以下三種譯本之錯誤，而是分析《道德

經》如何被當收編、如何再現了目標文化。在本文接下來的三種譯本分析中，讀者

可以看見譯者如何將《道德經》挪移、收編至新時代文化中，使《道德經》成為再

現該文化的媒介。 

 

                                                                                                                                                                         
Books, 1998) 

17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Carlsbad, Calif., Hay        
  House, 2007) 
18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New York: Plume, 2000) 
19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 
20 J. J. Clarke, The Tao of the West: West Transformation of Taoist Thought (London; N. Y.: Routledge, 2000),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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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道德經》哲學簡介 

 

 

一、《道德經》簡介 

 

（一）《史記》中的老子 

 

 

    根據《史記‧老子傳》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號聃，是楚國苦縣厲

鄉曲仁里人，曾經擔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但見周朝日漸衰弱，決定遠走高飛。然而

他準備要過函谷關時卻被令尹攔下，令尹知老子是深藏不露的智者，便要求老子將

生平所學得的道理寫成書冊，寫完才願意放老子出關。老子留下了短短五千餘字，

《道德經》就這樣誕生了 21。 

 

    即使後來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幹，道家哲學對儒家哲學仍有深遠影響。

而孔、老二人似乎也曾見面談話。陳鼓應教授認為孔子並不只一次問禮於老子，兩

人於孔子年輕時見過一次，孔子中年以後又見了一次，而第二次兩人談得比較深入 22。

根據《論語》，孔子見過老子後，做了如此評論：「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成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而孔子晚年喜讀易經，

很可能就是受了老子啟發。 

 

                                                      
21 辛紅娟，《《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頁 3。 
22 陳鼓應，《老莊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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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本爭議是否影響本文？ 

 

當然，老子本人是否存在過仍有爭議。就算真有老子此人，《道德經》究竟是

他一人寫成的著作，還是集體創作，以及究竟是何年代寫成的作品，這些問題也曾

引起許多爭論。關於《道德經》成書年代，有人主張老子早於孔子，應是春秋末年

成書；也有人主張本書寫成於秦漢之際，甚至晚至漢文帝時期；也有人主張本書是

戰國時期寫成。一九七三年馬王堆帛書出土，證實《道德經》成書年代早於秦漢 23；

陳鼓應在《老莊新論》中提出《道德經》成書早於《論語》，且應成於春秋之末 24，

而一九九三年（1993 年 10 月）郭店竹簡出土，則證實了本書的成書年代絕不晚於

戰國中期。 

 

目前《道德經》注釋版本眾多，再加上近幾十年來新出的帛本和竹簡本，本研

究分析的三種譯本是否會受到不同原文版本的影響呢？本研究認為，原文版本為何

之問題，對於以下三本英譯本的分析並無太大影響。首先，三位英譯者的背景看來，

似乎無顯著的中文學習經驗；其次，本研究所討論的三種英譯本，更重要、更應探

討的面向在於此三種譯本呈現出的一致性。因此，本研究認為無論譯者參考何種版

本的《道德經》原文，對研究結果並無明顯影響。稍後要討論的這三種英譯本，是

充滿自我中心傾向和正面思考色彩的強烈風格譯本，不論其當初參考過何種原文，

原文意義在譯文中已被稀釋得所剩不多。 

 

 

二、試論「道」 

 

 

                                                      
23 何昆榮，〈老子的守柔思想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2。 
24 陳鼓應，《老莊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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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言經常被人誤解，有人認為讀《道德經》使人不思長進，生活態度會過

於消極。老子的言論確實不是拿來做勞動力引擎用的，這本經典之所以迷人，在於

其探求的並非如何適應世俗生活，而是如何找回無名之樸，成就真正之道德。《道

德經》提供的，正是人的內在意義引擎。 

 

要談《道德經》，不可避免地必須認識「道」25。整部《道德經》的哲學系統環

繞著「道」，不過在不同章節中的「道」，未必指向同一意義。根據陳鼓應的《老

莊新論》，「道」可分為實存意義的道，以及規律性的道 26。所謂規律性的道，指

的是「道」體展現的某種規律。例如第四十章「道者反之動」和第十六章「…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都敘及「道」永無止盡地在對立情狀之間反覆、轉變的現象。

古語「物極必反」也是對「道」之規律地描述，意即事務達到強的巔峰、勝的極致

時，就改變了原有狀況，而轉變成他的反面 27。而所謂實存意義的道，是指第一章

中「非常道」、「非常名」，超越言說範圍，無形無象，渾然一體，亙古存在，周

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推動萬物生滅的宇宙規律。實存意義的道，先於宇宙存

在，就「無形」的層面來說是天地之始，就「有形」的層面來說則是萬物之母（第

一章），是自然界原初的發動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第四

十二章），實存意義的道具有無窮無盡、超越時間空間的創造力。老子論述實存意

義的道，是為了建立其哲學體系的架構，用於解釋他所打造的宇宙論。 

 

    「道」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源頭，其特性也可見於各種事物。《道德經》第四十

章提到「道者反之動」，老子所見的道是不斷反覆環行的圓，黑與白只是時間行進

時的差異，兩者終究融而為一。正因如此，美醜相生，高下相長，善惡相生，許多

價值判斷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比較值。老子觀察到事物在正反面中生成，而一種特性

                                                      
25 劉笑敢，〈第六章 道與德：關於自然與無為的超越性辯證〉《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市：東 
  大發行：三民總經銷，1997），頁 183-238。 
26 陳鼓應，《老莊新論》，頁 4~15。 
27 陳鼓應，《老莊新論》，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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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極致發展，就越快抵達該特性的對立面，例如第三十六章提到的「將欲歙之，

必固張之」。老子甚至認為執守對立面產生的作用，比追逐正在風頭上的正面作用

還重要。「守柔」就是一種執守對立面的極致作法，因為事物在強盛的巔峰就是衰

敗的開始，而守住看似低下的、柔弱的特質.，正是穩居不敗之地的關鍵。第十六章

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道不只是宇宙彼端那麼古老而遙遠的遺跡，而是生

活中運作不息卻少有人發現的準則。 

 

三、試論「德」 

 

 

    形而上的道，落實到人類世界後有了另一個名字：「德」。第五十一章曰：「道

生之，德畜之」，道的特性表現在萬物之中，這些特性總稱為「德」28。道與德的關

係似二而一，前者是尚未滲入人為狀態的宇宙規律，後者是人對自然的擬態，模仿

自然節奏進而回歸自然。人為的德蘊含了那些道之精神？自然無為、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柔弱、不爭、居下、取後、慈、儉、樸等觀念都是道的體現。

其中，「自然」和「無為」之內容與本研究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因為這兩個概念正

好顯示出新時代思想與老子哲學的差異與對立。以下試簡介之。 

 

 

（一）自然 

 

    老子認為任何事物都應該順應自身情狀發展，不必以外界意志加以約束。「自

然」一概念並非指自然界，也不是任何一種實際存在的物件，而是事物自己如此、

本來如此的狀態。「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說的就是在無為政治

                                                      
28 嚴靈峯，《老子研讀須知》（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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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人民順遂自己的本性發展，在政府不干預、不加涉外力的情況下成就自己本

來的模樣。「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在人間貫徹

「道」，必要條件就是放任事物自然而行。 

 

    然而，自然並不僅止於個體自由，老子關切的還包括整體的和諧 29。第三十七

章中「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說明放任人民本然如此的狀態，個人將自然而

然的化育生長。自然生長意味著逐漸壯大，然而事物的任一特質逐漸壯大，便很有

可能走向極端，盛極而衰。老子在本章提出社會管理者的治理方法：「鎮之以無名

之樸」。有別於多數統治者強加外力於人的方式，老子的管理之道依然是貫徹了自

然而然的原則，先從管理者以身作則開始，當管理者節制個人欲望，做到寡欲好靜

的境界，其他人也會跟著改變，從原本蠢蠢騷動的狀態恢復寧靜。 

 

    除了管理者自己投身於道，自然原則中的個人約束也展現於諸多否定用語：「不

自生」（第七章）、「不自見」（二十二章）、「不自伐」（二十二章）、「不自

貴」（七十二章）等，當時常見於上位者的種種缺失，成為老子自然原則的明確疆

界。人要懂得自尊自重，但不能妄為到自矜自伐；懂得自愛，但不能成為以我為尊

的自貴；懂得天地之所以長久，才能超脫自生自私的想法，效法天地的後其身、外

其身（十七章）。《道德經》講求的是有道德的個人本位主義，老子理解用同一套

規則無法束縛住人生百態，但也深知一味的放縱終將導致粗魯狂妄的自我意識擴張，

因此他的自然而然與其說是讓人活得輕鬆愉快，更可說是賦予個人更重大的自我調

養責任。自然是發揚老子哲學的第一步，將人性從禮樂倫常的千年框架中解放出來，

回到個人原本的鬆緊彈性，再來才能實現老子哲學，使社會自然蓬勃又不失和諧的

方法：無為。 

 

（二）無為 
                                                      
29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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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思想經常起於人對當時處境的對抗。《道德經》發端於戰亂連連的年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五十三章）

可說是當時統治者荒淫無度的寫照。針對當時統治者豪奢、課重稅、嚴刑峻罰、動

不動就打仗等等過度「有為」的擾民行徑，老子欲反其道而行的作法就是「無為」。

後世常以為「無為」就是懶懶散散的不作不為，更有人以為「無為而無以為」是陰

謀家無所不用其極的策略，其實這是光看文字表面之字意所造成的誤解。 

 

    劉笑敢在《老子》書中引用龐樸的研究，主張「無為」的「無」字並非什麼都

沒有，而是「有而似無」。無的意義隨著歷史發展而逐漸增加變化，首先出現的是

先存在過再不存在，以及將來有但現在尚未存在的意思。後來人逐漸感覺到某種看

不見、摸不著，但又確信其「有」的存在，這種看似沒有的有，成了「無」的第二

層意義。劉笑敢認為後來出現的第二層意義，提供老子哲學在當時發展的肥沃土壤 30。

看似「無」而實則「有」，統攝萬物卻看也看不見的「大有」，在《道德經》中從

鬼神地位轉化成一種宇宙運行的規律，成為道家提倡的政治哲學。 

 

    「無為」看似是對一切行為的否定，實際上則不然，《道德經》所謂的「無為」

是「為而不妄為」的意思。所謂不妄為，代表著一連串反世俗、反常規的否定概念

簇，諸如「不爭」（六十八章）、「不恃」（第二章）、「不欲」（六十四章）、

「無味」（六十三章）等，都是針對當時貴族動輒掀起政爭、驕矜誇耀、耽溺物質

享受等偏向極端的行徑而發 31。老子呼籲的「無為」不是要大家立刻停下手邊動作，

而是用此字詞將事物拉回收斂節制的尺度。 

 

                                                      
30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105-109。 
31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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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無而有」並非易事，這是一種沉靜節制、不引人注意的行事風格，卻要達

成多贏局面的行事效果。「無為」的內涵可從外在行為與內在思想兩層面觀之，前

者可概括為不爭不先，第六十七章便完整體現了此種精神：「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儉、不敢為天下先都是看似渺小、退

縮、不起眼，實則被賦予了新的內容，意義幅寬大得可以成為管理天下的工具。慈

不再限於家族，而是對於無血緣之人的同理心；儉不再是苛刻的節省支出，而是珍

惜人的精神力氣，將心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不敢為天下先看似退縮膽小，實則為

世界和平的必須手段。節制個人表現自我的欲念，用同理心面對各種難以想像的情

境，這些方法既沒有大張旗鼓的吸睛，也沒有恣意妄為的快意，卻又要花上更多的

理智與精力才能達成。「無為」只是一個看似輕鬆的詞語，背後藏的是對於個人道

德的極高要求。但這個道德要求並非儒家主張的形式化禮樂制度，老子要求的是更

本質、更純粹的，發自人之內心的善念。 

 

    「無為」的內在思想則是不有不恃，例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五十一章）、「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故不欲見賢」（七十七章）、「功

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三十四章）等，說的也是一種看來不費力，實際

上非有一番修為難以達成的超人態度 32。「不有不恃」要求的不只是一般性的謙和，

而是毫不戀棧的豁達。其實這樣的要求乍看是很不人性的，就算所締造的功業不及

宇宙創生萬物的萬分之一，小小的成就仍會引發人的沾沾自喜，這時人心「自然而

然」的走向應該是想要自吹自擂一番，但是老子卻呼籲人心硬生生地往另一個看起

來無色無味的方向發展。 

 

    老子哲學是否有點不近人情？然而，若考慮到物極必反的概念，看似壓抑的作

法反而可以將事物保持在一種「將滿而未滿」的未完成狀態，避免進入「物壯則老」

的衰敗期。生育而不佔有，撫養而不主宰，天下有多少母親能完全不將子女看成自

                                                      
32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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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財產，能完全不將子女當成貫徹己意的工具？不有不恃看似低調無色，實則需

要極嚴苛極強大的心智力量才能駕馭，可能比「無為」的外在表現還要困難。老子

「無為」的輕鬆自在只是一種引人注意的外觀，而過程需要的則是高度克制的意念

以及不眠不休的恆心。「咎莫大於欲得」（四十六章），寡欲是無為態度的必經之

途，也是人回歸自然而然狀態的唯一方法。  

 

 

第四節 新時代思潮簡介 

 

 

    一九六○年代，美國颳起了一陣靈性成長旋風，名為「New Age Movement」，

台灣多稱為「新時代」運動（以下皆以「新時代思潮」稱之）。新時代思潮並非單

純的宗教運動，而是一股影響層面廣泛，擴及宗教、靈性、文化、社會的多面向當

代思潮 33。這股思潮融合神智學、基督教義、美國原住民信仰、東方形上哲學、通

靈等各方信仰內容，強調個人內在的神聖性，結合靈性追求與入世生活兩種乍看相

悖的渴望。狂飆的六○年代結束後，新時代思潮並未消聲匿跡，在八○年代開始更

廣泛的影響全球文化。 

 

    新時代思潮的內容為何？Paul Heelas在其著作《The New Age Movement》中說

明，這股思潮主張每個人內在都有靈性力量，人只要開始往內探求，就能轉化其生

命；此外，人與世界萬物均相繫相依，宇宙生靈皆為一體 34。新時代思潮強調個人

的神聖力量，認為改變世界必須從改變自己開始，而人開始療癒自己的同時，也正

在改變世界形貌。新時代思潮的療癒工具多元，通靈、瑜珈等乃常見手法，而且該

                                                      
33 李聿勳，〈新時代的入世精神及其在美國的形成背景〉（台北：私立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頁 1。 
34 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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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強烈主張當事人應該相信自身判斷，使得這股靈性潮流相較於其他古老宗教，

顯得自由奔放許多。 

 

    儘管新時代思潮強調其「新」，此思想浪潮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歐陸和美國本

土諸多文化的匯流，而且有許多內容是十九世紀美國靈性思想的重播。在美國靈性

發展史上，通靈、催眠等向來是民間常見的作法。儘管喀爾文新教為普遍盛行之主

流宗教，民間依然不時興起另類宗教之熱潮。其中，十九世紀出現的「新思想運動」

（New Thought Movement）對二十世紀的新時代思潮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該運動

的諸多內容都在新時代思潮中重現。在深入說明新時代思潮之前，必須先溯其歷史，

才能了解該思潮的種種面向如何產生。 

 

 

一、 新時代思潮之歷史 

 

    新時代思潮的根源繁多，例如十八世紀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靈

學思想（Swedenborgianism）、法國默思莫萊（Franz Anton Mesmer）創立的催眠術

（Mesmerism）等 35，各種不同內涵的養分形成一股思想匯流。然而，在諸多根源之

中，十九世紀的新思想運動在時間上尤為接近新時代思潮，而後者之中也經常可見

前者的影子。不僅如此，本研究分析之三種譯本，其所呈現的風格也與新思想運動

有類似之處，故特別介紹此運動之歷史，以便讀者熟悉新時代思潮的歷史脈絡，看

出兩種運動的一致性，並在接下來的譯本分析中更能理解譯者之詮釋。 

 

 （一）新思想運動 

 

                                                      
35 Nevill Drury, The New Age: Searching for the Spiritual Self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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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十七世紀殖民時期的美國，除了多數新移民

所信仰的基督教之外，通靈也是民間廣為流傳的信仰 36。儘管巫術審判時有耳聞，

但此異端信仰仍持續風行 37。十八世紀盛行的理性啟蒙思想以及日益進步的科學發

展，使通靈慣習暫時消沉或轉為地下化。然而，十九世紀的美國面臨諸多動盪，於

是通靈信仰又再度崛起。 

 

十九世紀是美國靈性勃發的時代，這個新興國度在全球經濟市場上的重要性日

增，伊利運河完工，使東北部交通更加方便，城市也越來越熱鬧。聽名人演講越發

容易，而紐約也成為當時新興宗教發展的重要端點。復興教派（Revival）牧師芬尼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就主張人性本善，所有人的靈性都能轉化，並且被救贖。

當時的美國國力逐漸強盛，「對個人經驗的樂觀和強調，成為十九世紀中期新興宗

教運動的基本前提 38。」 

 

此刻，蓬勃發展的靈性思想不僅止於基督新教，殖民時期以來尚未止息的通靈

思想、自歐陸傳來的催眠術和史威登堡學也招引了許多信徒，並衍生出超越主義

（Transcendantalism）、靈性主義（Spiritualism）、 神智學會（Theosophy Society）

等信仰上的新苗，而新思想運動（New Thought）就是在這股背景之下興起。 

 

1. 新思想運動內容 

 

十九世紀靈性思想的蓬勃發展，也拜當時醫學背景所賜。當時主流醫學面對許

                                                      
36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1 
37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 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92. 
38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5. “This optimism and emphasi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became a basic assumption underlying 

mid-nineteenth century alternative religious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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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體弱多病之人無能為力，而當時盛行的介入治療如放血、甘汞等方法又會造成更

惡劣的結果 39。於是，另類的醫療方法開始盛行，而束手無策的民眾也願意嘗試新

方法。以治療病痛為出發點的新思想運動，就是在此情況下產生。 

 

菲尼斯‧帕克斯特‧昆比（Phineas Parkhurst Quimby），後世咸認之新思想運

動的創始者，就是受到莫思莫萊的催眠術影響，才發展出「心智療法」（Mind-Cure）40。

昆比原本是一名鐘錶匠，目睹當時著名催眠師查爾斯‧波言（Charles Poyen）表演

催眠術後，決定追隨波言學習催眠。不過，儘管昆比的催眠技巧越來越好，他卻開

始質疑創始人莫思莫萊的動物磁流說（Animal Magnetism）。昆比認為人本來就是

健康的，是因為相信自己會生病，身體才會出現病痛。後來昆比不再使用催眠術，

而改採他首創的「心智療法」，即以「具象化」（visualization）手法治療病人的心

靈。他甚至不相信有鬼魂，認為降靈會上的附身現象也是當事人的信念所導致的症

狀。昆比所提倡的是一種相當樂觀的治病理論，相信人只要努力改善自己的信念就

能恢復健康，也相信人和社會之間能夠和諧共處，這些思維都反映出當時美國人對

自己的良好觀感。昆比的心智治療術後來由瑪麗‧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

繼承，後者創立「基督科學教」（Christian Science）這門教派，繼續影響美國的新

興宗教至今 41。 

 

在昆比開啟心智療法的大門後，各種以思想治療身心的宗教活動也逐漸興起。

基督科學教（Christian Science）、合一教會（Unity Church）等，以及十九世紀末由

勞夫‧華多‧崔恩（Ralph Waldo Trine）提出的「神聖能量流」（Flow of Divine Energy）

說等，構成了新思想運動的主軸。在這股靈性潮流中，人越來越肯定自身重要性，

                                                      
39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頁 109-110。 
40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7.  
41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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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越發相信自己可以和某種供給不絕的神聖能量連結。而崔恩在其暢銷作品《In 

Tune With the Infinite》中主張的神聖能量流概念，更使人相信只要打開心門、讓內

在與神聖能量連結，就能獲得愛、智慧、平靜、力量以及豐盛 42。崔恩延續十九世

紀有關思想可以改變身體狀態、萬物合一等概念，也認為不同情緒有不同作用，而

害怕和擔憂等負面情緒會關閉身體的能量流管道，內在的生命之流會變得緩慢而堵

塞，最後形成身體上的疾病。他教導讀者，若要保持與神聖能量流之連結，人必須

時時清理自己內在的污垢，使內在管道保持暢通無阻。而當人與神聖能量流合一，

其內在外在將不虞匱乏，實現「豐盛法則」（law of prosperity），獲得源源不絕的

神聖能量。崔恩把這股神聖能量比喻為水，而人只需要打開心中閘門即可 43。新思

想運動將「神」改名為「能量」，而人也越來越相信自己可以透過意念扭轉現實。 

 

2. 新思想的轉向：正面思考 

 

    儘管上述新思想運動者已經強調過正面信念的重要性，但是二十世紀初興起的

正面思考，卻引導這股靈性熱潮走向更以人為尊的境界，更強調如何用思想的能量

滿足人類的俗世需求。從威廉‧沃克‧艾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在Thought 

Vibration主張用思想力量有如聲波、電波等看不見的自然界波動，只要鍛鍊自己的

心智、練習思想的吸引立法則，就能吸引來健康、快樂、財富和事業 44。艾金森強

                                                      
42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 

396. “With God not only transcendent but also immanent, openness to the “inflowing tide” enabled humans to 

becom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Infinite Intelligence and Power can work.” This happened through the 

“inner guiding” of intuition, and it worked itself out in all domains and all ways. Trine’s chapters serially 

treated of health, love, wisdom, peace, power, and prosperity—always finding the key to the maximization of 

human life in openness to the divine flow.” 
 
43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 

397. “It is like opening the gate of the trough which conducts the water from the reservoir above into the field 
flow. The water, by virtue of its very nature, will rush in and irrigate the field if the gate is but opened” 

44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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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人應該鍛鍊自己的意念，而肯定語（affirmation）就是幫助心智堅定朝向光明的不

二法門 45。艾金森教導讀者，只要不斷重複肯定語，假以時日就能避免心智遭受負

面思想的危害。一九三○年代，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出版《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這本正向思考巨著，向大眾宣傳只要改變心智，不斷的在腦海中生

動想像財富，就可以創造真正的財富 46。這時，人的思想的強大力量已告確立，但

這股力量不再只是打開與神聖能量溝通的管道，更是賺取世間財富的重要手段。 

 

    將正面思考發揚光大的，則是諾曼‧文生‧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他

著書眾多，其中最暢銷的是《積極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皮爾是新教牧師出身，想要尋找一種能夠有效解決教徒人生問題的哲學，在他接觸

新思想之後，他融合這股思潮與基督教義，創造出這部「實際、導正行動、改善個

人的手冊」47。皮爾在《積極思考的力量》中提出十項「簡單有效的法則」，供讀者

反覆練習以鍛鍊心智，其中前三項是「一、描繪自己功成名就的心靈畫面，把那個

畫面深深烙印在心智上，使它無法抹滅。牢牢記住那個畫面，絕不能讓它變模糊。

如此一來，你的心智就會設法實現那個畫面……。二、心智中一旦出現負向想法、

質疑自己的能量時，要刻意大聲說出正向想法來消除負向想法。三、不要去想像更

多障礙，不要把所謂的障礙放在眼裡，要盡量減少障礙 48。」讀者必須時時刻刻偵

測內心的負向想法和情緒，盡其所能的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正面思考不再只是與神聖能量合一的手段，它已喧賓奪主，成為讀者必須小心

翼翼看守、保持的對象。新思想是為了擺脫喀爾文新教的枷鎖而生，但正面思考這

                                                      
45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 

438.  
46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7。 
47  Catherine L.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ACultural Hitory of Americ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p. 444. 
48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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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思潮再次將人抓回時時檢查自我的牢籠，保持光明積極的心靈成為最重要的任務。

皮爾的暢銷作品將正面思考推銷到全美各地，使大眾文化的各層面都染上了正向色

彩。 

 

3. 新思想運動的評價 

 

十九世紀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著作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是這樣描述當時興盛的靈性風潮：「…為了方便稱呼起見，

我將之名為『心智治療』運動 49。」詹姆斯談論的就是起源於十九世紀，後世稱為

「新思想運動」的新興靈性潮流。根據他的觀察，市面上為數眾多的出版品，就是

這股新興信仰已具規模的例證。這股思潮的成份複雜，有傳統的四福音、新英格蘭

地區的超越主義、柏克萊地區的理想主義、強調法則、進步、發展的靈性主義，以

及對科學發展抱持樂觀態度的科學進化主義。除此之外，來自東方的印度教也貢獻

良多。 

 

儘管來源駁雜，而且流派名稱各異，但詹姆斯卻看出這些新興靈性活動的共同

特徵：認為健康心態是拯救一切的關鍵，相信勇氣、希望、信任等信念可以治癒身

心病痛，並且對於懷疑、害怕、擔憂等負面的心智狀態抱持輕蔑態度 50。儘管詹姆

斯認為這股靈性思潮充滿不合邏輯之想法，他卻也承認這些想法有其療效，並取得

了相當實際的成果。在詹姆斯看來，這股美國原創的系統化生活哲學反映出美國人

民講求實際的性格 51。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靈性思潮已逐漸轉向，思想所引導的能量不只可以

                                                      
49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y of Religion Experiences: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Penn State University    

Electronic Classics Series, 1997), www2.hn.psu.edu/faculty/jmanis/wjames/varieties-rel-exp.pdf（2014 年 5 月

20 日檢索） 
50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y of Religion Experiences: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pp. 96-97.  
51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y of Religion Experiences: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p. 98.   



22 

治療病痛，也可以吸引世俗成就。靈性追尋的旅程方興未艾，但是尋找真實心靈的

過程中也需要擁有一定的物質生活。美國靈性文化講求實用的特性並未消失，靈性

與物欲的需求交織成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正面思考熱潮，進而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的

新時代文化。 

 

二、新時代思潮內容     

 

Paul Heelas在《The New Age Movement》中提到「一九六○年代的物質文化改

變，和十九世紀中葉有著許多有趣的相似之處，而且這兩個時代的宗教創造力都高

得非比尋常 52。」新時代思潮雖然強調其「新」，但從歷史長河來看卻是延續十九

世紀中期的靈性追尋熱潮。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新思想運動，主張人的思想有治

癒自己的能力，尋求救贖的目光逐漸從神移到自己身上，而二十世紀的新時代思潮

更加強調自身的無限力量，開始追尋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化宗教」53。 

 

    一九五○年代的美國看似平靜，時則埋藏洶湧的改變暗流。儘管一九五七年的

民調顯示 54，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國人會捐獻給特定教堂，但是當時人心已逐漸出現

另一種靈性發展的需求。五○年代末期，「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開

始嶄露頭角，他們提倡放蕩不羈的文學觀，崇尚種種驚世駭俗的枉法作為，撼動了

看似平穩無波的戰後文化。同時，「垮掉的一代」對東方宗教的興趣，也影響當時

年輕人對於東方文化的想像。《在路上》（On the Road）作者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後來創作的《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一書，就傳達出對於佛

教的好奇和渴求，認為此宗教或許可為西方文明帶來救贖。除此之外，先前流行的

                                                      
52 Paul Heelas, The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72. 

“Many of the material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1960s had interesting parallel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both eras were above all times of unusual religious creativity.”  
53 Paul Heelas, The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74.   
54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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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靈、神智學、能量療癒也未曾斷絕，再加上迷幻藥、幽浮等新事件出現，一股破

壞力強大的心靈追尋潮流在六○年代興起。 

 

（一）新時代思潮的內容 

 

    Sarah. M. Pike在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中提到，美國新時代

思潮是多種信仰和作法融會而成，新時代信徒透過通靈（channeling）、具象化

（visualization）、占星（Astrology）、冥想（meditation）、靈氣（Reiki）、虹膜學

（iridology）等另類療法，療癒自身和環境，轉化成更好的版本 55。新時代思潮固然

包含天使、奇蹟和通靈事件（clairvoyance）等美國自殖民地時期以來的基督教及民

間信仰傳統，但也摻入了美洲原住民宗教、東方宗教如佛教和印度教等其他文化。 

 

    「療癒」是新時代文化的主要內涵，這股追尋個人靈性發展的風潮，所追求的

一切都和療癒有關。新時代傾向認為身體苦痛的原因出自個人內在的傷痛，例如從

出生時離開母體帶來的痛苦、孩童時期所受創傷，甚至是過去世遺留下來的心靈傷

痕。外在世界引發的痛苦，往往是開啟靈性探索的鑰匙，因此新時代將「痛苦」視

為某種偽裝過的祝福，而「療癒」就是將痛苦轉化為祝福的方式。此外，他們也延

續十九世紀超越主義等思潮留下的萬物合一思維，認為人與萬物皆為一體，而且看

似無關聯的事件彼此相關。因此，新時代信奉者相信當人開始療癒自己，其所身處

的環境也會得到療癒。有些新時代信奉者將地球稱為「蓋婭」（Gaia），相信其有

意識，可以透過通靈和冥想與其對話。當人開始療癒內在創傷，就能感覺到萬物之

間的聯繫，孤單無助的感受也將會消弭無形。此外，人透過療癒和宇宙連結，越深

刻的療癒就帶來越強而有力的能量連結，當人的心靈越來越健全，內在潛能就更能

夠完整發揮。 

 
                                                      
55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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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信奉者所奉行的靈性療癒方法多元，但不論是瑜珈、冥想、學習通靈、

尋求靈媒幫助、各式占卜、能量療癒、天使訊息等管道，都相信探索內在才是療癒

身體和其他外在事件的根本之道，並且他們也認同正面思考的有效性，主張人有能

力透過正面思考，將負面經驗轉成有正面效果的經驗 56。同時，他們奉信「愛」是

療癒一切的不二法門，唯有釋放痛苦和仇恨、敞開身心迎接宇宙之愛，才能夠完成

從內到外的轉化。新時代的萬物一體概念，引導至每個人對所有事件皆有各自責任

的思維，因此對一個新時代信奉者而言，每日的生活功課就是在面對外在事件時，

深入察覺自己的感受，並且在遭遇負面感受時釋放痛苦、用愛包容一切。不過，凡

事「反求諸己」的要求，也意味著新時代信奉者很可能將自我形象放大到全世界，

形成自我中心的世界觀。 

 

 

（二）新時代思潮的三種特質 

 

正因為新時代講求療癒個人、療癒世界，以療癒為軸心的思想往往具備下列特

色： 

 

1. 自我中心的思考傾向 

 

    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現代性的隱憂》（The Malaise of 

Modernity）一書中提到：「...自我中心的形式在兩個方面是變質的。1.它們傾向於

集中在個人實現上，使他或她的周遭人士成為純工具性的；2.換句話講，它們沖向

一種社會原子主義。它們傾向將實現僅僅看成自我的，忽視或者弱化來自我們自己

的欲望和志向之外的要求，不論這些要求是來自歷史、傳統、社會、自然，還是上

                                                      
56 Sarah M. Pike, New Age and Neopagan Religions in America,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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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換言之，它們培養了一種激進的人類中心論 57。」當農民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工

作，原有的社群逐漸離散，人的個體性越來越明顯，人所感到的孤獨也越來越強烈。

然而，人的個體性被強化，不一定表示人更有機會活出個人風格；相反的，人越發

感覺到自己是「可替代的」，這種恐慌感引發人對於意義的尋求，但內在動機仍是

讓自己「不被替代」，因此追求意義的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採納一種「自我中心式」

的價值觀。如威廉‧詹姆斯所見，十九世紀美國原創的形上哲學是種強調實用性的

觀點，而所謂「實用」的判斷標準，就是某種事物能不能改善人的生活。以改善自

己生活為出發點的靈性思潮，不一定能用「自我中心」這種評價粗率概括，但不可

否認的是，許多人關心的就是「如何讓自己生活得更快樂」，以此想法為中心的靈

性追求，必定有一部份是以自我為軸心。 

 

    新時代思潮追求的是一種「個人化宗教」，以相信自己的無限潛能為前提，認

為既然每個人內在都有神性，自己就是最好的解答。新時代信徒實踐的生活是種「無

中介的個人主義 58」（unmediated individualism），他們不再單純仰賴教會等宗教制

度及機構，而是相信自己可以開啟心中的靈性通道，與內在的「較高自我」（Higher 

Self）連結，完成個人的靈性轉化 59。 

 

    新時代思潮要求其信奉者為自我的所作所為、甚至是所見世界的全部事件負起

責任，也認為只要在心中探索得夠深刻，就可以找到解答並獲得力量，是一種將自

我放在世界中心的生命觀。在提升個人德行方面，反求諸己是一種美德，但是將自

己視為解答來源，凡事講求先往個人內在探索答案，而且相信自己有無限潛能可以

克服挑戰，可能有過度重視個人、忽略制度性問題之虞。當新時代信徒以這種「自

                                                      
57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韓震等譯，《現代性的隱憂》（The Malaise of Modernity）（南京：譯林出

版社，2001），頁 66。 
58 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21. 
59 安東尼‧莫珍（Antoinette Moltzan），杜恆芬譯，《光的課程：開啟內在生命之光的途徑》（A Course in Light）

（臺北市：光的課程資訊中心，2000），頁 237。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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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世界」的觀點詮釋來自其他文化的事物，往往將該事物自我中心化而不自知。 

 

2. 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正面思考潮流，強調正面思想可以吸引俗世成功，而一九六

○年代崛起的新時代思潮則強調追求個人靈性與療癒，兩者看似不完全契合，實則

彼此影響。新時代認為人透過探索內在，可以和宇宙連結，進而展現出潛能；正面

思考也認定人有無限潛能，只要透過持續的正面思考、不斷改造自我，就可以吸引

夢想事物成真。 

 

新時代思潮追求的是靈性與世俗並存的生活，而非看破紅塵的出世思想，因此

教導眾多追隨者如何在俗世和靈性之間取得平衡，就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課題。在這

股重視自我神聖價值的思潮中，人的物質需求不但不會遭到壓抑，追求豐盛的物質

生活反而是許多新時代信奉者的目標。然而，當現實生活的物質條件不如我們想像，

該怎麼「吸引」，或說「實現」我們心中所渴望的豐盛狀態？新時代在此的使用方

法之一就是正面思考。當新時代信奉者想要迎接豐盛，除了要觀照內心是否有阻礙

豐盛的想法，就是藉由觀想畫面、感受等具象化手法，以及反覆默誦相關肯定語，

企圖扭轉自己的既定思維。不論觀想畫面或是肯定語，都是藉由一再肯定自己的願

望，創造正向的、光明的想法和感受，讓這股正面的思想能量吸引相應的事物到來。

皮爾的《積極思考的力量》中所述描繪心靈畫面、烙印畫面、消除負向想法等手法

儘管聽起來有些激烈，並不全然符合新時代「療癒」風格，新時代思潮中仍存在許

多正面思考潮流的內容，畢竟對於一個不排斥物質生活、甚至有時強調豐盛物質生

活的靈性思想來說，用正面能量吸引事物到來並無值得譴責之處 60。 

 

                                                      
60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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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思考除了用來吸引豐盛的物質生活，也用來幫助人療癒各層面的人生問題。

新時代信奉者相信可以隨時重新創造自我，只要釋放老舊的信念，用正面能量和話

語洗滌身心，就可以打開自我和無限宇宙之間的連結，讓更高自我或是其他神祇、

靈體幫助轉化自我，成為一個全新的人。除了基本的「我愛自己」、「我尊重自己」

之外，信奉者也用正面思考轉化經驗，用正面的、格局更大的語句重新敘述事件，

例如「我接受一切經驗，知道這背後是療癒與愛」61。正面思考是幫助新時代信奉者

看見新世界的工具，只要了解一切目的都是愛與療癒，面對再怎麼不愉快的經驗都

可以找出正面之處。當然，每個人的腦海難免會出現鬱悶、憤怒、懷疑等負面想法，

在這種心靈脆弱的時候，就要不斷使用肯定語等簡短有力的語句，讓頭腦停止譴責

自己，恢復到被療癒和愛充滿的狀態。《奇蹟課程》作者瑪麗安‧威廉森在《更豐

盛：工作與財富的奇蹟課程》一書中也贊同正面思考：「如果想要製造奇蹟，想要

喚起最強大的創造性表現，我們必須主動成為正向的人。世上有三種造成完全不同

結果的正向態度，分別是：（一）對他人抱持正向的態度；（二）對事情的可能發

展抱持正向的態度；（三）對自己抱持正向的態度 62。」正面思考的內容、方式眾

多，有些是反覆唸誦肯定語句，有些則是抱持正面態度思考，但不論如何務必保持

「正向」，因為「負面的態度會阻礙奇蹟到來 63。」 

 

不過，當正面思考變成一種習慣，往往會自然而然的成為價值觀的一部分，變

成理所當然的思考方式。適時的正面思考並非壞事，因為人若放任懷疑、鬱悶、憤

怒、怨恨等種種使精神與身體痛苦的情緒長期蔓延，許多人很可能身心崩潰，甚至

提高自殺機率。然而，過度強調正面思考很可能導致人罔顧現實，有意無意地忽略

與正面思考的價值觀不符合的事物，或者不自覺的放大其他事物的正面觀點。處理

                                                      
61 安東尼‧莫珍（Antoinette Moltzan），杜恆芬譯，《光的課程：開啟內在生命之光的途徑》（A Course in Light），

頁 490。 
62 瑪麗安‧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周群英譯，《更豐盛：工作與財富的奇蹟課程》（The Law of Divine 

Compensation: On Work, Money, and Miracles）（臺北市：方智，2014），頁 72。 
63瑪麗安‧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周群英譯，《更豐盛：工作與財富的奇蹟課程》（The Law of Divine 

Compensation: On Work, Money, and Miracles），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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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議題時，稍微誇大的正面思考也許有助生活快樂，但是詮釋來自異國文

化的資訊時，詮釋者理所當然的正面思考觀會將文本「誤讀」成更正向的版本。然

而，若說詮釋者「故意」扭曲原文意旨似乎又太過份，因為對於習慣正面思考的新

時代信奉者而言，正面思考就像是吃飯喝水一樣自然，透過這層正面濾鏡所得到的

自然而然是正面資訊。至於其他沒那麼正面的文本內容，很可能自始沒有進入詮釋

者的視野。 

 

3.從正面思考衍生出的積極性 

 

儘管東方宗教、哲學為形塑新時代思潮的因素之一，新時代文化呈現的特性仍

與吾人印象中的佛、道教等中國哲學相當不同，其中一種差異就是新時代文化的積

極性，即強調行動、力圖進取的傾向 64。儘管以下說法略顯武斷，但美國主流文化

長期以來都具有較為「積極」的傾向。喀爾文教派之信徒，終生必須辛勤勞動以排

除自己「不能得救」的可能，勤奮的清教徒文化蘊生出讚揚勞動、譴責懈怠與逸樂

的觀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種種另類信仰活動，強調藉由正向言語和思考治療身

體病痛，信奉者投入較為正面、光明的思想之後，會萌生改變自己人生的動力；二

十世紀初至今的正面思考熱潮，在運用正面思考的能量吸引、顯化財富之餘，反覆

正面思考也很可能將信奉者的思維改造得更為積極。 

 

新時代思潮吸納了先前諸多文化潮流，融匯為一體。儘管正面思考並非新時代

文化的全部，但屬於新時代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已經成為不須說出的前提。採納

思想即是能量、正面思考勝過負面思考等概念之信奉者，很可能會出現下面兩種心

理變化：第一、由於思想即是能量，只要持之以恆的正面思考，就可以吸引或顯化

                                                      
64 教育部重編辭典修訂本網站對〈積極〉一詞的解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Fn%B7%A5&pieceLen=50&fld=1&cat=&uk

ey=891617371&serial=1&recNo=2&op=f&imgFont=1 （2014 年 5 月 20 日檢索）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Fn%B7%A5&pieceLen=50&fld=1&cat=&ukey=891617371&serial=1&recNo=2&op=f&imgFont=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Fn%B7%A5&pieceLen=50&fld=1&cat=&ukey=891617371&serial=1&recNo=2&op=f&imgFo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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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不用付諸外在行動即可享受成果；第二、用正面思考轉化自身思維的同時，

也沿用思考即是能量、正面能量彼此吸引等概念，詮釋生活中遭遇的其他事件，若

其中有符合此種思維的正面事件發生，就能喚起信奉者更大的信心，持續正面思考。

對生活更有信心的信奉者，相信自己的正面能量必能吸引更多正面能量，從此較不

害怕失敗、更有信心付諸行動，也因此抱持更積極的態度生活。 

 

    新時代思潮強調療癒，但療癒只是過程中的一環，人走上追尋靈性的道路後，

依然選擇了「活出豐盛的世俗生活」，因此需要能量、需要物質、需要行動。從積

極的話語、到積極的行動，動總是勝過於靜，往前走總是勝過於留在原地，開創比

守成更好更重要。這種停不下來的價值觀，雜揉於不同思潮之中，即使是已經融入

冥想、瑜珈、東方宗教的新時代思潮，也無法避免的繼承了這股從喀爾文新教而來

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不被明說，但是已經內化至譯者的思維，並反映在其文本風

格。威廉‧詹姆斯在The Varie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s: A Study in Human Nature中

認為，美國人民在新興宗教思潮中注重具體療法，反映出他們講求實用的性格，也

是他們對這套系統性哲學的唯一自創的重大貢獻 65。當信仰講求實用，是為了改善

現狀、提升生活品質，而改善必須仰賴外在行動。儘管詹姆斯的評論寫於十九世紀，

這股信仰熱潮並未消失，至今仍可見於新時代思潮之中，講求積極、注重改變的傾

向已成為新時代思潮的一部分。 

 

新時代思潮流派眾多，所種療癒方式不一，所希求的目標也不盡相同，但是無

論何種派別，都注重自我療癒以及正面思考。新時代是一種全面將靈性與世俗結合

                                                      
65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y of Religion Experiences: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p. 98. “The plain fact remains 

that the spread of the move- ment has been due to practical fruits, and the ex- tremely practical turn of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never been better shown than by the fact that this, their only decidedly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systematic philosophy of life, should be so inti- mately knit up with concrete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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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最終形成了追隨者的世界觀，而這股無所不在的世界觀也將影響他們

看待外來事物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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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蒂芬‧米契爾版本分析 

 

 

第一節 譯者介紹 

 

 

    史蒂芬‧米契爾（Stephen Mitchell），一九四三年生，為著名作家、詩人、譯者 68。

他擅長重新演繹古代經典，寫成符合現代人需求的文字，如《吉爾加美什》

（Gilgamesh）、《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伊利亞德》（Iliad）、《約伯記》（The Book 

of Job）等等，而他於一九八八年出版之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為相

當暢銷的《道德經》英譯本。米契爾所譯的《道德經》並非逐字逐句，但他認為這

是自己對《道德經》真心理解所得的翻譯文本 69。米契爾對於宗教的探索並不限於

演繹古代文學經典，他也曾著書《Meeting With the Archangel》，以虛構文學形式呈

現大天使的教導，並且與妻子拜倫‧凱蒂（Byron Katie）合著《一念之轉》（Loving 

What Is）和《A Thousand Names of Joy》，教導以簡單的自問自答，扭轉主觀上痛苦

不快的情勢，活出人生的自在喜悅，為長年暢銷的靈性書籍。 

 

    米契爾擅長與人共同寫作，並將他先前作品的內容整合進新的作品，彼此相互

激盪出新的火花。例如他和妻子拜倫‧凱蒂（Byron Katie）合著的A Thousand Names 

for Joy: How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Way Things Are，便以先前所譯的《道德經》

                                                      
68 資料出自米契爾個人網站：〈http://stephenmitchellbooks.com/〉 
69 〈Stephen Mitchell: The Tao of Translation〉，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gkr17_stephen-mitchell-the-tao-of-translation_news （2014 年 5 月 20 日

檢索）。米契爾在本段影片第一分十四秒承認自己不懂中文，並且在第一分三十一秒左右，提到他以多

年禪修經驗，所理解到的《老子》為翻譯基礎。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gkr17_stephen-mitchell-the-tao-of-translation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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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本為基礎，由凱蒂談論她對於每章內容的看法 70。除此之外，米契爾也和其他

領域的專業者共同繼續拓展《道德經》譯本的閱讀面向，例如和商界成功人士詹姆

斯‧A‧奧崔（James A. Autry）合著的《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也是以米契爾的《道德經》譯本為基底，加上奧崔的從商經驗談，將《道

德經》以柔克剛的行道方式應用於競爭激烈的商業戰場 71。 

 

 

第二節 譯本分析 

 

一、前言 

 

    米契爾的譯本和另一位《道德經》譯者暨勵志作家韋恩‧W，戴爾（Wayne W. Dyer）

的譯本皆為本研究之分析客體。不過，米契爾曾在二○一○年對戴爾提起著作權訴

訟，指控後者的《道德經》譯本有許多內容皆抄襲自前者版本 72。不過，就算文句

有許多重疊之處，兩人譯本仍存在顯而易見的風格差異。戴爾的版本在字句編排上

比較貼近《道德經》原文，而且傾向於譯出原文的每個句子；米契爾則選擇極端自

由之譯法，經常改變原文的字句順序，有時候甚至全盤改寫，展現獨特的米契爾式

風格。因此，兩種譯本仍有分開解讀之必要。 

 

    以下針對米契爾《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以下稱「米契爾的」《道

                                                      
70 Stephen Mitchell and Byron Katie, A Thousand Names for Joy: How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London: Rider Books, 2007) 
71 Stephen Mitchell, and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72 Matt Belloni, Wayne Dyer sued by Stephen Mitchell: Self-Help Guru Accused of Stealing From Tao Book, The 

HollywoodReporter. 21, Dec., 2010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blogs/thr-esq/guru-wayne-dyer-sued-stealing-63925 （2014 年 5 月 25 日

檢索）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blogs/thr-esq/guru-wayne-dyer-sued-stealing-63925%20（2014年5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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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譯本)之譯本分析，除了分析其譯文之外，也會納入米契爾與奧崔合著的《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以下稱《Real Power》)的內容，將

兩本作品合併解讀。儘管《Real Power》書中述及的從商經驗，應該為奧崔之作，但

兩人在著書過程中想必密切討論過作品內容，並且兩人並列為該書作者，因此將該

書內容視為米契爾同意的《道德經》詮釋，應該不算違背米契爾本人真意。由於米

契爾的《道德經》譯本中除了譯文之外，針對個別章節的闡釋極少，因此將上述兩

部作品合併閱讀，更能深入觀察米契爾究竟如何看待《道德經》。 

 

二、譯文分析 

 

（一）第二十三章：接受失去，才能聽見內在的聲音 

 

    本章原文如下： 

 

希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為此者？ 

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同於「德」者，「道」亦樂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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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73。 

 

    米契爾的譯文如下： 

 

Express yourself completely, 

then keep quiet. 

Be like the forces of nature: 

when it blows, there is only wind; 

when it rains, there is only rain; 

when the clouds pass, the sun shines through. 

 

If you open yourself to the Tao, 

You are at one with the Tao 

and you can embody it completely. 

If you open yourself to insight, 

you are at one with insight, 

and you can use it completely. 

If you open yourself to loss, 

you are at one with loss 

and you can accept it completely. 

 

Open yourself to the Tao, 

then trust your natural responses; 

and everything will fall into place74. 

                                                      
73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7），頁 51。 
74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c1998),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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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在本章開頭宣示其「清靜無為」的政治理想，國君最適合的治理態度就是

「惜字如金」，在上位者希言，在下位者才能活得自然。劇烈的活動必定要耗去強大

的能量，而耗能甚多的活動勢必不能長久；自然界的強風暴雨尚且持續一陣便停止，

更何況是在自然界中以脆弱出名的人類？老子以自然界的強風暴雨比喻「失道」、「失

德」之君，說這種人既然選擇不與道、德同在，必將得到失道失德的後果，而選擇

與道、德一同之人，在其寬厚無為的治理之下，人民不需要因應君主繁複苛瑣的政

策，也不需要追隨君主所訂的道德標準，既然免除激烈活動之災，便能夠徐徐緩緩

的生活，以保長久安樂。最後老子語重心長的勸戒上位者，若其不能誠信待人，必

將養成無誠無信的刁民；風雨尚且不能久，暴政虐民者必衰亡。 

 

    米契爾的譯文則將老子原本的微言大義悄悄轉了個彎，同樣是向自然現象學習，

老子將強風暴雨比喻為暴政，而強風暴雨挾帶如此強烈的勢能，其宣洩終有停止之

時，人類既然遠遠不如大自然有力量，就更應該「避免」像暴風雨一樣激烈耗能、

肆虐各處的活動 75；米契爾則在各種自然現象中發現各有各的美感，因此提倡不論

晴雨都要「盡情享受」。根據譯文「Be like the forces of nature」，我們要向大自然的

各種力量學習，不論身處何時何地，該做的就是盡情的在當下展現自己，然後歸於

沉默。例如颳風，風該起的時候就要盡情的颳，直到再也刮不動為止；例如下雨，

該下雨的時候就盡情的下，下完就乾脆的打住；颳風也好，下雨也好，都只是一時

的現象，等到這些暴烈的活動過去，抬頭一看便又是藍天白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這句話想表達飄風驟雨只是一時興起，我們應該

學習接受當下現狀，管它是飄風或驟雨？「If you open yourself to loss, you are at one 

with loss, and you can accept it completely.」老子警告失道喪德之君，必不能長久，到

了米契爾的文本卻變成人應該充分接受並擁抱「失落」，如此一來才能聽見內在更深

                                                      
75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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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聲音？ 

 

    老子用狂風驟雨比喻失道喪德的暴政，同樣喻依在米契爾筆下指涉截然不同的

喻體，原本的暴君變成生活中的缺憾，「失」一詞被譯為英文之後從「失去道德」改

為「失去生活中原本存在的人事物」76。將治國經典引為修身法門，並無不可，但是

將失道喪德之行轉為失去生活中的美好，無疑走向和原文截然不同的道路。失道喪

德，將失去人民信任；但是米契爾眼中的失去卻格外美麗，只要接受失去一事，便

能活得更有智慧。《道德經》原本的嚴正告誡，到了米契爾筆下轉成溫柔的叮嚀，他

讓我們看見「失去」其實沒有甚麼好害怕的，只要接受自己失去的事實，原本的「狂

風暴雨」就會逐漸回歸寧靜。 

 

    米契爾不但提倡擁抱「失去」，更建議讀者「trust your natural responses」，練習

「信任自我的自然反應」。老子以飄風驟雨比喻失德暴政，米契爾的飄風驟雨則是生

命給我們的考驗，而不論外在發生甚麼事件，重點是我們「內在反應」如何。儘管

言之成理，但米契爾的詮釋已不知不覺地將重心置於「自我」，外在世界是否失道失

德，若單從米契爾的譯文來看，似乎並不重要，因為重點是讀者能不能找到和自己

的內在達成更深刻的連結。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不需討論即可看出的誤譯。不諳中文的米契爾，參考多家

英譯本，再加上自己長期靜心冥想之後，運用極端自由的手法創造出的令人驚嘆的

詮釋，從切合原意旨的角度來看，誤譯之名確實當之無愧，但米契爾也從此走出了

一條獨特的詮釋道路。他藉由《道德經》構築出一個美麗新世界，而那個世界繞著

「自我」打轉，外在事件不論好壞，都是追求靈性的道路。在此脈絡之下，原文的

                                                      
76 喻依「狂風驟雨」和「失去」的連結：1.老子：喻體為「過度的政治現象」，此為君王「失去道德」的現

象，後果是「失去民心」；2.米契爾：喻體為「生命中的各種情緒和感受」，將「失去」歸到「各種情緒

和感受」集合，是以個人生命為中心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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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變成鼓勵讀者接受「失去」之意。當外在事件成為修

練自我的方法，一個強調自我的哲學觀已經透過誤譯悄悄展開。 

 

 

（二）第三十七章：transformed 和 content，兩個字將「無為」扭轉成「有為」 

 

本章原文如下： 

 

「道」常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將不欲。 

不欲為靜， 

天下將自正 77。 

 

米契爾譯文如下： 

 

The Tao never does anything, 

yet through it all things are done. 

 

If powerful men and women 

could center themselves in it, 
                                                      
77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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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transformed 

by itself, in its natural rhythms. 

People would be content 

with their simple, everyday lives, 

in harmony, and free of desire. 

 

When there is no desire, 

All things are at peace78. 

 

    道看似無為，但其實目的在於「無不為」。道沒有需要實現的潛能，其存在就是

一種目的展現，而萬事萬物只要隨著內在的道而行，自然可以順暢得當 79。若上位

者能持守道，不打擾人事物的行進韻律，萬物就能夠自行化生。從「無」中生出的

萬物，進入「有」的狀態，可能會出現進一步的欲望，而老子主張當人想要「化而

欲作」，有所為之時，就應該用道的真樸狀態來安定他。「有」回歸到其本源「無」，

處在無名的真樸狀態之中，心就會靜定下來，「夫將不欲」，原本有所為的欲望就消

散而去了。從國君至人民，大家的心都靜定下來，回到不欲不求的生活時，天下就

會自行穩定，絲毫不需多餘的教化。 

  

    米契爾將「侯王」詮釋為「powerful men and women」，強調女性的存在是本書

的特色之一，可能是當代女性主義蓬勃發展，為了公平起見，以及強調自然大母的

女性特質，故多加了「women」一字。這是脫離當時社經背景所作的自由詮釋，不

過米契爾在本書中已強調其譯法相當自由，因此可以想見他以個人體會為出發點，

從自己主觀的思想脈絡解讀《道德經》，這種情況下若他認為男女平等是當代詮釋應

該注重的觀點，因而採用「women」強調他在《道德經》一書中感受到的女性特質，

                                                      
78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p.40. 
79 傅佩榮，《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台北：天下文化，2006），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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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自然的結果。 

 

    除此之外，譯文裡頭還藏有兩個關鍵字：transformed 與 content，這是全文最值

得一觀之處。老子原意在這兩個單字中產生微妙的質變，而看似平常的用字，其實

已經顯示出譯文走上和原文截然不同的精神道路。為什麼要強調這麼微枝末節的改

變？因為用字遣詞的選擇，反映出譯者心中對於原典作何詮釋，而單字單詞雖然微

小，但是可以具體而微的看出譯者心中所繫的是何種觀念，而且可以看出譯者所處

的、並且認同的文化脈絡。 

 

    首先從較輕微的 transformed 開始。原文「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之意為

上位者若能持守道，則萬民可以順遂道而行，每個人會回到他/她應有的樣子，當人

人返歸自己原初模樣，就是社會能夠真正的和諧共處的狀態。米契爾則解讀成若強

權者能保持在道之中，「the whole world will be transformed」，即「全世界都會轉化」。 

 

    然而，自化和轉化是同一回事嗎？自化，是除去所有加諸在「原初自己」身上

的種種有形無形物，像剝開果皮一般的剝除妨礙自己展現真貌的枷鎖，卸下不必要

的欲念和執著後，曖曖內含光的真樸本我才能夠展現出來。因此侯王持守道造成的

變化，是讓人民「變回」原來的自己，是從同一人、同一事物由內而外的變化，不

管怎麼變化都發生於同一人事物，A還是A。然而transform的意思是「completely 

change the appearance or character of sth/sb80」，意即外貌或特性上的完全改變，因此

「transformed by itself」就算提到「itself」，也只表達出從自己開始的轉變，是萬事

萬物共同造就的改變，但是並沒有傳達出變回原本的自己之意，而是一種經由原本

世界的眾人共同推動的、從A事物到B事物的新變化。 

                                                      
80 霍恩比（A. S. Hornby），李北達編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字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頁 1620。韋伯線上字典（Merriam 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對〈transform〉一詞解釋如下: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ansform)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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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A 到 A，和從 A 到 B，前者是強調內在的自我化育，後者是強調變出新的東

西。雖然現在身心靈方面書籍中，強調個人「內在轉化」之類說法並不少見，但這

可能也是西方正向思考思潮翻譯至華語文化所帶來的新用法。從 A 到 B 的轉化則是

指一種從脫離自己的現狀，蛻變為前所未有「新」狀態的過程。老子強調只要大家

卸除不必要的欲望，回歸樸實不起眼的原初，才是天下和平之道，這是指解決方法

其實已經藏在我們內心，而我們要作的就是挖掘出來。儘管「the whole world will be 

transformed」一句後面接了「in its natural rhythms」，表示這種轉化是循著每個人內

在的節奏而發生的改變，但是也沒有表達出原文「自化」那種往內心挖掘，回歸真

樸狀態之意。 

 

    往內改變，或者往外改變，兩者有甚麼差別？日常口語的行文用字，自然不需

要用嚴格的眼光審視，但是當我們要探求譯者的思想背景如何呈現於其作品之中，

就必須錙銖必較。從《道德經》中可看出老子希望萬物循著自身內在節奏行進，但

是往內改變是削減，就像第四十八章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與道合一的旅程

不僅是向內探索，而且在過程中必定是一層層的剝除欲求和道德枷鎖，這種「消極

的改變」在概念上與「transform」一字所蘊含的「改變事物的組成和外表 81」之意

並不相符。方向的改變可以看出文化根源的本質差異。消極的改變，與其說是改變

事物的組成，不如說是彰顯事物內在的組成，這是一種靜態的消極改變；而transform

的變化法，則是從內而外大改造，是汰舊更新、「do something」式的積極改變。 

 

    儘管米契爾譯《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時，確實譯出「為道日損」的淺白詮釋：「in 

the practice of Tao, everyday something is dropped」，但是在其他地方的用字遣詞，仍

不經意反映出他所身處的文化，其實可能強調積極勝過於消極，以至於消極的狀態

                                                      
81 韋伯線上字典（Merriam 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對〈transform〉解釋如下: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ansform)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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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用積極的字詞呈現。 

 

    其次為content，滿足之意，根據字典為「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have82」，

對你所有之事物感到快樂與滿意。米契爾將「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

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翻譯成「People would be content with their simple, everyday 

lives, in harmony, and free of desire」，「化而欲作」不見了，「鎮之以無名之樸」也不

見了，剩下的是米契爾對於「鎮之以無名之樸」效果的解讀，究其意為「人民會對

其簡約的日常生活感到滿足，大家和諧共處，無欲無求」。其中，原文「不欲」，變

成「content」，意即對於自己擁有的事物感到快樂滿意。然而，當「不欲」變成「滿

意」，兩者間看似微妙的差異，實則出自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先舉例說明：魚游在水中，會察覺到水的存在嗎？會有意識的覺知自己游在水

中嗎？回歸於道，與道合一的狀態，就相當於魚泅游於水中，這是魚天生本能，而

魚水交融之時，魚可能也不會有意識思考「嗯，我在水裡，我在水中前進」。老子提

倡的自化境界，就是要讀者拋棄「明明是一隻魚卻想當鳥」的這種不切實際且危害

身心的欲望，返歸自己原初的模樣，不論是魚或是鳥，都依循內在本能而行，而非

忽略自己的本質，強行模仿其他不適合自己的舉措。當我們卸除外在枷鎖，呈現出

內在樸實質地時，我們與周遭人事物的相處就有如魚和水一般相容和諧。這種欲動

欲靜皆循著內在韻律，專注在眼前事物，絲毫不覺自己和周圍環境是甚麼關係的狀

態，就是不欲。人在幼童時代逐漸發展出自我意識，若說老子主張的是徹底消融自

我意識，回歸嬰兒時期，這是一種讓人難以信服的說法，應該說是老子希望大家的

自我意識可以回歸到一種不需要自我證明的狀態，簡簡單單的依循內在韻律生活，

                                                      
82 牛津進階美語辭典（Oxford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content〉

http://oaadonline.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ictionary/content-2_1#content-2_1__2 （2014 年 5 月 25 日

檢索） 

 

http://oaadonline.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ictionary/content-2_1#content-2_1_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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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藉由外在的財富、名聲甚至是道德名譽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 

 

    「不欲」不僅是「欲望的消解」，更是種與自己所處環境合一的境界，可比擬為

魚水交融之時，魚並不會對於自己所處的水域感到「滿意」或「滿足」。然而，content

是一種人的自我意識相當顯著之下才出現的情感，是人有了自我，有了自我認為歸

屬於自己的事物，才對自己的所有物生出滿意與快樂的感受，與其說是「不欲」，不

如說是一種「觀察自己擁有的事物之後所萌生的美好感受」。用 content 詮釋不欲，

其實又是一次悄悄的位移，從自我意識縮減、與周遭環境相融合的狀態，轉變成自

我意識彰顯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美好感受，其實也是從消極走向積極的一種展現。 

 

    content一詞，為第三十七章搭築了積極的橋樑，將《道德經》調性微調成積極

且正向的人生手冊，在《Real Power》一書中，兩位作者這般詮釋content之意：「But 

in this chapter, “content” is equivalent to “in harmony” and means “happy, fulfilled, 

deeply accepting of things as they are.83”」，此處content可解為快樂、實現、深刻接受

事物原本的樣貌，即評估周遭事物之後，認為自己的需求獲得實現的愉快感受；接

下來，作者開始談論如何為公司員工找出工作的意義，認為當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感

到滿足」，公司的向心力會更高，更有能力達成目標。從「不欲」到「content」到「passion 

for work84」，原本與身處環境合一的心靈狀態，變成自我審視周遭環境之後發出的愉

快感受，再變成自我從工作中找尋意義，自我的形象越來越明顯，而且行動也越來

越積極。從本章似可看出，米契爾譯的《道德經》與其說是譯出《道德經》本身，

不如說是企圖趨近於《道德經》，但事實上米契爾的詮釋並未進入《道德經》的核心，

最後反而回歸米契爾所認同之新時代文化。 

 

 

                                                      
83 Stephen Mitchell,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p.172 
84 Stephen Mitchell,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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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五章：放任與包容，無為與有為的微妙界線 

 

本章原文如下：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 

其猶槖籥乎！ 

 

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 85。 

  

米契爾的譯文如下： 

 

The Tao doesn’t take sides; 

it gives birth to both good and evil. 

The Master doesn’t take sides; 

she 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 

 

The Tao is like a bellows: 

it is empty yet infinitely capable. 
                                                      
85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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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you use it, the more it produces; 

The more you talk of it,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Hold on to the center86. 

 

    「仁」是儒家中心思想，然而對老子來說，「仁」是在人偏離「道」之後才出現

的產物，他《道德經》中提到的「仁」，例如第三十八章所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意指人為的仁愛道德。道的體現方式是無為，而仁的體現方式是有為，所謂

「仁民愛物」就是一種由主觀的愛惡情感主導的積極行為 87。相較於人為的「仁」，

天地不受人所創立的仁愛道德所束縛，而是依循道而行，其直接或間接導致萬物的

生滅，並非天地有意識的決定何萬物生死，而是天地循道而行的必然結果。本文中

天地和聖人將萬物視為芻狗，意思並不是天地和聖人殘忍輕賤的對待萬物，而是天

地和聖人無所偏愛，對於萬物一視同仁。既然無所偏愛，則不會積極的愛護或輕賤

何物，而是讓萬事萬物自由發揮，自生自滅。天地之間的虛空，就像是冶鑄用的風

箱，內部虛空但不枯竭，一旦開始鼓動，風就會不斷從中產生。正因為天地的無心

而為，創造力才能源源不絕的勃發。最後，老子從自然講回俗世，說如果我們言論

愈多、政令愈繁，就會走入窮途，還不如好好把握心中的虛靜，以道的無為取代人

的積極有為。 

 

    米契爾一開始寫道：「The Tao doesn’t take sides」，道無分別之心，確實掌握了「以

萬物為芻狗」的消極無私態度，然而接下來一句「it gives birth to both good and evil」，

便進一步拓展了原文的意涵。天地以萬物為芻狗，這句講的是天地的公平無私，因

此在人類標準中可分出高低之人、事、物，在天地之間其實並無分別，人為框架造

就的高低之差在此消弭無形，萬物一概淪為「芻狗」。然而米契爾將天地的無私、消

                                                      
86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p. 5. 
87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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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放任的態度詮釋為「道生善惡」，字面上出現兩點從無到有的轉變：第一，從消

極的放任自然，轉為積極的孕生萬物；第二，本來萬物各有不同，但不論其特色為

何，其特色在天地之間都被淡化、甚至消弭，因此萬物一律平等，然而米契爾的「good 

and evil」不但重新點明萬物的特色，更強調了事物的二元性，這是原文中未曾提過

的想法。 

 

    接著，米契爾將「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詮釋為「The Master doesn’t take sides; 

she 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原文中，聖人對待萬物的態度與天地相同，放

任萬物依自性生滅，既不偏好也不偏惡，只是靜靜地處於道之中，以無為而為的態

度治理天下。然而，這種放任發展的作法，被米契爾詮釋為「聖人或罪犯皆歡迎」。

welcome一字的字義為「greet (sb) on his arrival; show or feel pleasure or satisfication at 

(sth)88」，即主動向來客打招呼，表達友善之意，當米契爾用了welcome一詞，整個句

子不但在態度上從消極轉為積極熱情，而且本來放任萬物自生自滅，也轉變成寬容

擁抱各方價值。原本聖人視萬物平等如芻狗，放任萬物生滅的消極作法，轉變成友

善、寬容的歡迎各方人物到來，不論善惡貧賤一律張開雙手溫暖迎接。如此友善而

溫暖的「道」，儘管看似討喜，但已偏離「以萬物為芻狗」的放任淡漠，而呈現出截

然有別於原文的文化特質。 

   

    為方便討論，以下將米契爾所寫的「…gives birth to both good and evil」和

「…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暫譯成中文「生善惡」以及「聖人或罪犯皆歡

迎」。道「生善惡」，孕育出看似善之物，也會孕育出看似惡之物，強調的是道孕育

萬物的能力，同時也強調道公平、公正「包容萬物」的一面。「聖人或罪犯皆歡迎」，

則製造出一種溫暖而寬容的態度。這兩句譯文的共同點，或可說是「寬容、包容萬

                                                      
88 霍恩比（A. S. Hornby），李北達編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字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頁 1724。 
 



46 

事萬物的存在」，而相較於放任態度，寬容、包容更帶有積極行動的特性。然而，原

本第五章講的是放任，放任和寬容看似相像，實則不同，兩者會帶領讀者走向不同

的解讀之路。 

 

    第五章中，天地與聖人對於萬物採取「放任」態度，意即萬物選擇他們自己的

生滅方向，不論做了甚麼選擇，天地和聖人也不會干預他們的行動，因此後果也要

由萬物自己負責。對於天地和聖人來說，萬物依自性發展乃是常態，他們要做的就

是幫助萬物依自性發展，除此之外甚麼也不需要做，萬物是善、是惡根本非其所考

慮的問題。但是當天地和聖人採取「寬容」態度，隱而不宣的前提就是承認善惡二

元論的存在。「聖人或罪人皆歡迎」，明明白白的表現出善、惡的對立，只不過聖人

選擇採取積極行動，伸出雙手慷慨接納多元價值罷了。因此，米契爾的詮釋使得第

五章從近乎漠然的消極，轉變成積極友善的歡迎；從放任萬物來來去去，到張開雙

手歡迎每一位嘉賓。天地和聖人變得熱情包容，但也雙眼也掛上了二元論有色鏡片，

只不過他們對於世界的愛，可以讓他們包容萬事萬物---即使是惡，即使有罪也不例

外。 

 

    從極度去人為化的「不仁」，轉向成「歡迎」，從弭平差異的「芻狗」到標榜二

元對立的「聖人或罪人」，米契爾的詮釋其實已將第五章從光譜上消除人性的一端，

拉到強調人性的另一端，當《道德經》變得溫暖熱情，從哲學要求理論上一致性的

觀點來看，似乎已經是完全無效的翻譯。 

 

   不過，就算是無效的哲學翻譯，誤譯仍反映了譯者所認同的文化，可藉由分析譯

文了解文化如何被翻譯。從《道德經》到米契爾的詮釋，可查覺到新時代文化強調

自我、擁抱正面思考及積極行動的特性隱隱流動。而後，米契爾和奧崔合著的《Real 

Power》一書，其第四十二章便奠基於米契爾對《道德經》第五章的詮釋，贊成寬容

接納各種角度，強調「多面向、多角度」客觀看待事物：「True vision i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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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dimensional; it means considering all viewpoints and recognizing opponents as 

challenges rather than as enemies89.」 

 

    若依照《道德經》原文的消極放任，則領導人恐怕很難說服自己《道德經》是

一本值得適用於商業管理的經典，然而當米契爾譯出「…it gives birth to both good and 

evil」和「…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此刻原本的消極放任已經被淡化到幾

乎看不見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正向、積極的擁抱各種價值，也因此才能衍生出前

述「considering all viewpoints…」這種包容的管理態度。 

 

    第五章原文和米契爾詮釋的差異，用更白話的語言翻譯，可說是從是從「你愛

怎樣都隨你」，轉變成「不論你想怎樣都歡迎你」，當前者位移到後者，原本的消極

無為再次轉向積極有為。追溯《道德經》從原文走向翻譯及延伸作品這條道路，可

看出《道德經》如何轉變成符合美國讀者口味的實用人生指南。不過，正是因為米

契爾這種「趨近原文但未真正進入，最後又繞道回目標文化」的譯法，才會誕生《Real 

Power》這種跳脫以往商業模式論述的書籍。 

 

 

（四）第五十三章：從盜取名譽到盜取財物，關鍵詞 robbery 的文本意義凍結術 

 

    本章原文如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為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89 Stephen Mitchell,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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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90 

 

本章譯文如下： 

 

The great Way is easy, 

yet people prefer the side paths. 

Be aware when things are out of balance. 

Stay centered with the Tao. 

 

When rich speculators prosper 

while farmers lose their land;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spend money 

or weapons instead of cures; 

when the upper class is extravagant and irresponsible 

while the poor have nowhere to turn--- 

all this is robbery and chaos. 

It is not in keeping with the Tao91. 

 

    老子主張人要回歸無為、無知的狀態，放任萬物自行其道，天下自然可以太平。

然而，「假如」遇到需要用知的時候該如何運用智性？若國君可以體悟與道合一的境

界，大概也不必煩惱該怎麼治理百姓，但生活在紅塵俗世，有些雜事恐怕難以避免，

因此學習「道」的國君，一定還是會遇到需要用「知」，也就是用智識解決的問題。

這時應該如何使用智識呢？老子給的答案很簡單，就是運用智識行走於道途上。這

                                                      
90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09。 
91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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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要從「無」的境界走回「有」的人世，但是運用智識的過程中，目標永遠都是

將自己牢牢保持在大道上。 

 

    這裡的「為施是畏」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王弼和河上公的見解，認為是「施為」

之意，另一種是王念孫的見解，認為此字應念「迤」，是斜行的意思 92。採第一種解

釋者，認為老子的意思是運用智識不應過火，足以解決問題即可，不要好施其知，

也就是不要過度運用自己的小聰明；採第一種解釋者亦認為，若將「施」解為「迤」

字，則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思重複而淺顯，都是「有大道可行，何必行小徑？」米

契爾的譯文則採第二種解釋，取斜行小徑之意。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這一句的大道有別於上一句「行於大道」所指的抽象之

道，既表達出抽象之道，也有具象的道路之意。大路坦蕩好行，但是老子發現多數

人都捨大路不走，偏要走蛇行小徑。小路走起來雖快，但是容易迷路跌跤，這是好

徑者在選擇走小路時所未想到的。世人或者貪快，或者被小聰明所囿，表面上似乎

占了便宜，其實不一定真的占到甚麼便宜，反而可能埋下災禍的種子。 

 

    接著老子開始重砲轟擊當政者荒淫無道的亂象。「朝甚除」的「除」字有兩種解

釋，第一種是清除、潔好，第二種是塗污。若採第一種解釋，則「朝甚除，田甚蕪，

倉甚虛」就是朝廷為了裝修宮殿而徵召民工，挪用公款，導致人民的田地荒蕪，國

庫空虛。儘管宮殿修治得很好，但是君主和人民之間的距離因此疏遠。若採第二種

解釋，就是朝廷亂象橫生，或人民房舍汙穢不堪，整句意思變成「朝廷荒廢，田地

荒蕪，國庫空虛」。但不論採取何種解釋，其共同點都是上位者忘卻本分，導致其統

治的人民也被迫不守本分，最後造成國君、人民皆不在其位，國家空轉的災難性結

果。 

 
                                                      
92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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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正當人民無法返鄉耕田，田園荒蕪，而國庫空虛

之時，社會風氣卻出現極大反差：上位者不守本分，講究外表衣飾，好勇鬥狠，耽

溺嗜欲，無止盡的追求財富，導致其統治的人民也開始有樣學樣，整個社會拋棄原

本自給自足的型態，忘了自己內在的豐足，全部一股腦地向外追尋。國君早已忘記

大道何在，當初為了彰顯自己的名聲而大興土木、動用民工，這種「抄小路」的習

氣已不知不覺瀰漫整個社會，都是令老子痛心不已的「好徑」行為。 

 

    「是謂盜夸」的「盜」字則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盜誇，誇大之意，若採此意則

為「這種忘本逐末的作法，就叫做盜取來的虛譽，而不是真正的有道的行為」；另一

種則是韓非子所說的「盜竽」，以竽比喻君王，竽既為五音聲之長，表示上位者帶頭

不守本分，導致整個社會隨之起舞 93。不過，採取第一種解釋的版本較多，在此沿

用多數解釋，即老子認為君主荒廢正業，明明應該往內探求，卻反而放任自己的人

性慾望恣意奔流，用外在華美的事物滿足自己的虛榮慾望，是一種精神上的盜取行

為。 

 

    米契爾的詮釋一如往常，採化繁為簡、自由改動的譯法，例如將「使我介然有

知，行於大道，為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這句話濃縮成「The great Way is 

easy, yet people prefer the side paths. Be aware when things are out of balance. Stay 

centered with the Tao.」。米契爾將「施」解釋成斜行小徑，因此整句簡譯如下：「大

道很容易，但大家偏好小路。事物偏離平衡時要小心，保持與道合一。」這是很簡

潔有力的詮釋。但是「使我介然有知」裡頭的假設句，以及從無的世界回歸有的世

界，應當如何運用人的智識，這些較抽象的論述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逸散掉了。米

契爾可能是為了讓行文簡單易懂，因而省略「從無到有(從與道合一的渾然狀態回到

有名世界)，既有又無(行使有名世界的理性智識，但又保持與道合一)」的意涵，但

這看似無關宏旨的刪減，成為接下來一整章偏離原文意旨的開端。接下來整章詮釋

                                                      
93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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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原文的開端。 

 

    接著，米契爾簡化「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

貨有餘」的原意，改成「When rich speculators prosper while farmers lose their land/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spend money or weapons instead of cures/ when the upper class is 

extravagant and irresponsible while the poor have nowhere to turn---」。全文意思變成「富

有的投機者發達了，農夫卻失去田地；政府官員花錢買武器而非疾病解藥；上流階

級奢華無度且不負責任，而窮人卻無家可歸」。米契爾將原文改寫成現代版的平民悲

歌，描繪出政府與大財團分據農地，導致上流社會愈富，窮者愈窮的困境。 

 

    再來，出現了改變全文層次的關鍵字：robbery。根據前述，原文「…是謂盜夸。

非道也哉！」若採多數解釋，意為君主不守本分，只想用外在物質為自己博取名聲，

在老子看來這是一種不實的名譽，不僅不屬於自己所有，還是誇大其辭的行為。老

子的感嘆，並非僅僅停留在君主修繕華美宮殿、耽溺美食饗宴等追求感官享樂的具

體行為，而是認為這些感官追逐的行為，為君主博得的「名譽」並不誠實。老子譴

責的是君主在精神層面而言已經不在其位，並且所作所為都不誠實，所獲得的讚譽

也是精神層次的「非道也哉」。然而，米契爾將此句譯為「all this is robbery and chaos. 

It is not in keeping with the Tao」，他文中 robbery 和 chaos 所指，就是上述他所改寫的

亂世景況：政府聯合財團搶人農地、花納稅人的血汗錢買武器而非疾病解藥，都是

上位者強取其不應取之財物，導致人民辛苦耕耘的成果被「盜取」走了。在米契爾

的詮釋中，上流階級的強盜行為顯而易見，但是原文「盜夸」的「夸」字則不見其

影，於是老子的感嘆從「上位者盜取不實名譽」，變成「上位者盜取平民財物」。老

子的盜，並非強奪民財的違法行為，而是將不屬於自己的(名譽)挪來為己所用，若將

此意看作第五十三章的精華，則米契爾的譯文無疑是省略了本章精華不談，使譯文

停留在物質層次，老子在精神上的感嘆則被稀釋至難以見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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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契爾的「robbery」一字將全文焦點移轉至物質層面，儘管已經偏離原文之一，

對於生活在俗世的讀者仍頗有幫助。對許多讀者來說，與道合一可能是一輩子也難

以體會的感受，而日常生活的挑戰總是接踵而來，因此貼近現實生活的敘述讀來可

能比老子的高遠境界還要實際多了。米契爾的現代詮釋，從傳遞老子哲學理論的角

度來看是失敗的翻譯，但仍可再次看出《道德經》在翻譯過程中的改變。米契爾的

「robbery」一字將全文的意義凍結在物質生活的不公不義，鎖住《道德經》的文本

層次，焦點放在日常生活的行為與後果，在這前提之下較容易演繹出偏向自我中心、

正面且積極的其他詮釋。 

 

    說到這裡，讀者可能開始起疑，老子不是講求要破除善惡等二元價值觀嗎？那

米契爾的詮釋不就是又回到老子所要脫離的善惡二元狀態？其實米契爾的詮釋正是

將《道德經》扭轉回善惡二元價值觀的作品，若老子講求的是超脫人性二元觀點，

則如前數章所述，米契爾的詮釋在在將原文送回善惡二元世界。但是，普世文化講

求的是褒善貶惡，而我們在心靈成長書籍中最基本也迫切的需求，就是如何發揚我

們人性的善。米契爾的譯文在哲學翻譯的角度看來是不及格的，但是不可否認，我

們這些生活在俗世的俗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解決二元世界問題的方法，而米契爾

的詮釋讓我們快速理解什麼是「正道」。米契爾捨棄高深的精神層次，造了一座適合

物質生活的橋，我們通過這座橋，才得以更廣泛的衍生運用老子的思想。即使是一

丁點的殘餘，也可以將我們推向人性更善良的一面。 

 

    正是因為米契爾的實用詮釋，Real Power作者之一奧崔便以米契爾本章譯文為基

底，做出了更為世俗、更加實用的解說。本書第十四章講到，領導者應該認知到公

司最重要的資產是人，是員工、股東等撐起公司一片天的人，不應該將這些人當成

沒有生命的商品，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94。作者將「小徑」一概念發揚光大，認為

許多公司都偏好可以在短期之內獲利的「小徑」，因此失去平衡。若米契爾沒有將小

                                                      
94  Stephen Mitchell,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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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意思簡化，則本書作者之一奧崔可能無法輕易的將小徑與商業生活中的短視近

利之舉連結在一起。接著，奧崔點名企業常見的短視行為：裁員和外包工作。若公

司長期處於虧損，則裁員乃無可避免，但是公司若處於獲利狀態，為了壓低成本獲

取更多利潤而裁員，就是不尊重員工的表現。其實公司需要靠這些員工的創意才能

活下去，裁員在短期內似乎是降低成本之道，但是長期以觀公司很難永續經營。外

包工作給其他公司，乍看之下也是壓低成本的好方法，但是卻將公司的創意與他人

共享，看似便利的舉動其實減損了公司的獨特性，將會對公司品牌造成長期的損害。

奧崔也提到，員工發現自己不被公司重視的時候，也會覺得自己被「robbed」，他/

她對公司的連結感好像被搶走了，因而導致生產力下滑。看來，「robbery」透過米契

爾的詮釋，又生出了新解，變成被統治/被領導者情感上遭受剝奪的不愉快感。「道

夸」之意從一開始的盜取之虛譽，衍伸至統治者盜取平民財物的行為，再衍伸至員

工的辛勞付出以及歸屬感遭到公司盜取或剝奪，「盜取不屬於自己之物」的層次經歷

多重轉換，環繞的主題則越來越具體有形。 

 

    米契爾在解釋為何多數人喜好挑小徑走時，毅然捨棄道與小徑之間的關係，從

此小徑的意義也從無到有，停留在有形的世界。接著，米契爾將老子所舉的例子改

為現代版，具體列出現代政府與財團的惡形惡狀，但前面簡化小徑之意後，整章譯

文的詮釋就停留在物質層次，以至於統治者的惡行也只有一個觀察角度，也就是「盜

取財貨」的角度。「robbery」一詞僵化了盜取的概念，精神意義上的盜取確定消失無

蹤，只剩下物質意義的盜取行為。不過，正是因為譯者凍結了文本的意義層次，目

標文化的讀者才能夠做出更切合其日常生活的詮釋。老子的意義只剩下一點點，但

是更廣泛的擴散至其他生活層面。米契爾的詮釋看似淺白易懂，但他的譬喻形成譯

文中的雙面刃，在營造可親形象的同時也切斷了原文中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的連結，

使得譯文停留在字面意義的強盜行為，《道德經》原文中「盜夸」所指的「不誠實」

在翻譯過程中已銷聲匿跡。「robbery」一詞不僅將本章意義滯留於物質層面，由此詞

彙衍伸出的意義也將截然不同於《道德經》原文之意。 



54 

 

    在 Real Power 的詮釋中，作者從「robbery」一詞出發，得到的感想是員工的心

力和情感遭到統治者、管理者剝奪。儘管當代中文讀者也可能從原文「是謂盜夸」

一句中得出類似見解，但是將「盜」譯為「robbery」後更容易得出「盜取」的衍伸

聯想。「robbery」的意義凍結術使得譯文變得更簡單易懂，更趨近日常生活，但也因

此與原文產生斷層。米契爾創造的文本與《道德經》原文相比，意義變得更淺薄，

使讀者繼續沿用日常生活的經驗理解文本，因此老子所要破除的二元價值反而不知

不覺地在譯文中被鞏固了。 

 

（五）第五十八章：混沌不明的福禍機制，原來運作關鍵在於「控制欲」？ 

 

 

以下是第五十八章原文：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孰知其極？其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95。 

 

米契爾的譯文如下： 

 

If a country is governed with tolerance, 
                                                      
95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20。吳怡，《新解老子讀本》，頁 37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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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are comfortable and honest. 

If a country is governed with repression, 

the people are depressed and crafty. 

 

When the will to power is in charge, 

the higher the ideals, the lower the results. 

Try to make people happy, 

And you lay the groundwork for misery. 

Try to make people moral, 

And you lay the groundwork for vice. 

 

Thus the Master is content 

to serve as an example 

and not to impose her will. 

She is pointed, but doesn’t pierce. 

Straightforward, but supple. 

Radiant, but easy on the eyes96. 

 

    本章談論的是聖人應以清靜無為之方式治國，唯有不擾民，人民才能保持純樸

善良。福與禍，善與惡，看似截然對立的兩面其實是相互包藏，在時間之流中不斷

輪轉流動，因此觀察事物不可被眼前現象所迷惑，即不可僅觀其表面。上位者行動

的出發點看似良善，但可能會構成擾民之舉，求仁非但沒得仁，反而還製造出民間

的虛仁假義。因此老子提醒我們觀察現實不應拘泥於眼前所見，應本持「道」而行

事舉措，非必要不做擾民之舉。最後，老子提出理想人格應有的型態：方正而不割

人，銳利而不傷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眼。 
                                                      
96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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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契爾在譯本最後寫了各章摘要，在第五十八章的摘要中，他明白表示自己即

興改寫（improvised）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此段原文，於是本段譯文變成這樣：「When the will to power 

is in charge, the higher the ideals, the lower the results/ Try to make people happy/ And 

you lay the groundwork for misery/ Try to make people moral, and you lay the 

groundwork for vice.」上位者的「控制欲」凌駕一切時，其理想訂得越高，事後摔得

越重。想讓人民快樂，同時也埋下悲慘的種子；想教育人民道德，同時也埋下邪惡

的種子。正復為奇，善復為妖，這句話延續禍福相倚而來，其側重的方向是「由善

往惡」，大概是因為統治者所立政策，通常是出於一片好意，但是實行後的事態發展

卻遠遠不如預期。米契爾對於本句的改寫看似與原文相去不遠，甚至有著淺顯易懂

的旨趣，但是其出發點和原文大不相同。 

 

    原文中「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依據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福禍相生相倚的準則難以辨認，且變化複雜多端，因此世人身處於福禍時時變動的

世界中，對於看似之善演變成看似之惡常常摸不著頭緒。原文只點出福禍相倚的複

雜難解，並未說明福和禍的進一步關係，而且闡明福禍的變化多端之後，便以「孰

知其極？」的渾沌無明為前提，繼續往下論述，提出聖人在福禍相倚世界的自處之

道。然而，米契爾在此衍生出「When the will to power is in charge, the higher the ideals, 

the lower the results」，作為他對於「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也」的詮釋。米契爾的作法「顯化」了福禍改變的原因，原本福禍相生的機

制是混沌不明的，但是米契爾將他的看法明明白白的寫進譯文，說明「控制欲」就

是福往禍發展的主要原因，或者是福往禍發展過程重要因素。不僅如此，米契爾的

詮釋中也闡明了福禍之間的「等量加重」原則，意即福越大，隨之來的禍也越大。 

 

    當原文中混沌不明的福禍機制，在譯文中出現明確清晰的原因，姑且不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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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否為真，都會影響其他讀者對於譯文的理解；而且因為「控制欲」是一個非

常明確易懂的原因，因此任何對於《道德經》的衍伸詮釋，都可以從此著手，提出

各自對於文本的聯想與看法。Real Power一書對於第五十八章的見解，可謂全都出自

於「the will to power is in charge」一句話。該書第三十五章中，主張公司管理者應該

拋棄「公司如家庭」的想法，因為管理者不知不覺將自己定位成員工的父兄，將自

己認為良善的政策強行施加於其他人，表面上是為大家好，其實是想要實現自己對

他人的控制欲 97。不僅如此，以家庭氣氛為經營理想的公司，內部也會出現人際小

圈圈的困擾，員工效忠的對象不再是公司，而是特定的上司。作者提倡的是，領導

者應該認清自己和員工的關係，以公正的態度創造讓大家能夠順性發展的工作環境，

做一個熱愛為善，但不會強加善於人；心思敏銳，但不會割傷人；光芒耀眼，但不

會逼退人的管理者。 

 

    老子強調福禍機制的難以捉摸，也無意辨明福禍機制究竟如何運轉，而是要大

家接受現實就是這樣。既然萬物的本質就是變，就算釐清福禍相倚的機制又怎樣？

學習在瞬息萬變的俗世安定身心，就不會常常遇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導致的

震驚與失望了。米契爾則不然，他將老子無意闡明之處闡明了，文本的角度再一次

從無的世界回到有的世界；「控制欲」成為將善扭轉為惡的因子，於是老子所告誡的

「善復為妖」，指的是「意圖控制他人而為的良善行為」，原本混沌不明的福禍機制

不但被顯化，很可能還被窄化了。米契爾對禍福相倚的現象提出解釋，意味著他認

為自己知道禍福機制運作的原因，意即人的「控制欲」會使福分減少，釀成災禍的

機率變大。然而，若將「控制欲」定調為禍福機制的運作主因，也意味著人可以將

生命中災禍的發生歸咎於「控制欲過盛」，這是過於單一且粗略的解釋，而且可以連

接到新時代思想中一再強調的「放下」(let go)作法 98。在新時代的角度看來，生命

中的不順遂經常起因於人的控制欲太旺盛，不能順其自然，因此要學習放下控制欲，

                                                      
97 Stephen Mitchell and James A. Autry, Real Power: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Tao Te Ching, p. 157. 
98 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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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迎接美好的生活。儘管《道德經》也強調「自然」，但是本章原文中並未將人的

慾望當成禍福機制的原因。米契爾將「控制欲」發揚光大為禍福機制的主因，不僅

是解釋上的單一化，也將「當事人的意念」放大為世界上許多現象的原因，是一種

自我中心的詮釋。當人的意念成為現象產生的唯一原因，則改變「意念」以改變世

界似乎就成了唯一的解決方法，米契爾將「控制欲」放大為現象主因的同時，也創

造了一個順理成章的前提，使讀者活在「只要改變意念就可以改變世界」的自我中

心觀點之中。 

 

    不過，我們又一次看見窄化後的經典詮釋，反而給現代讀者一座更方便行走的

橋，控制欲作為顯而易見的關鍵字，可以衍生出無盡的例子，教導我們如何為「沒

有控制欲的善」。其實米契爾整部譯本的詮釋，幾乎都切割了文本與「無的世界」的

聯繫，轉而從二元價值觀中尋找歸因，看似自由的譯法，其實已經與老子的世界脫

鉤。 

 

 

第三節 結論 

 

 

    米契爾的《道德經》譯文平易近人，並採取當代人能夠感同身受的詮釋，例如

將第十九章「絕巧棄利」譯為「throw away industry and profit」；同時，他也使用許

多美國讀者可以立刻理解的宗教語彙作為翻譯橋樑，例如第五章將聖人譯為「saints」，

並添加與聖人作對照組的「sinner」，此外他也將第三十一章整段改寫，加入「His 

enemies are not demon, but human beings like himself99」，由此可見，善、惡、罪這三

個基督教義關鍵字都出現了。對熟悉基督教的讀者而言，這些詮釋可以幫助他們更

                                                      
99 Stephen Mitchell,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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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理解文意，但是關鍵字背後的文化脈絡，以及關鍵字本身的意義，都可能帶領

讀者走上更有新時代色彩的道路。最後，讀者看似理解《道德經》了，其實他們只

是繞了個圈，不但沒有切入我們所熟悉的《道德經》，反而回歸米契爾所熟悉的文化。 

 

    老子《道德經》一直在討論「無」和「有」之間的關聯，而聖人身處有形的物

質世界，不得不運用人類的智慧解決事務時，老子也勸誡讀者要回歸到「無」，先安

定自身，再幫助周圍的人事物回歸常軌。在《道德經》中，最美好的狀態是將自我

消融到幾乎無形，例如「不欲」，消除自己的欲望到最真樸的境界，這是刻意將自我

意識「馴化」的結果。因此，人身處世間，但是卻能夠回歸到其本源「無」，過著超

越世俗價值觀的生活。米契爾可能是為了閱讀方便，有時會刪減老子對於「無」的

闡述，但是這種作法就阻斷了《道德經》中「有」、「無」相生的聯結。例如第五十

三章的「盜夸」，意在譴責上位者豪奢的揮霍物質，將這些華美之物帶來的名譽歸為

己有，是一種精神上的盜竊行為，然而「robbery」一詞凍結了文本意義，從米契爾

的上下文來看，「robbery」一詞說的就是強奪民財的違法行為。從不實的名譽變成不

實的財產歸屬，米契爾改變的不只是被盜竊的標的，更是阻斷了無、有之間的聯結，

在他筆下事物變得具體清晰、簡單易懂，但英譯文停留在物質世界的層次，《道德經》

原文的深度也因此被犧牲了。「robbery」看似與「盜」意相似，卻使文意停留在讀者

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即上位者對於下位者的盜取、剝奪行為，原文意義經過翻譯變

得淺薄，而老子原本要打破二元價值、帶領讀者體會「無」的境界，這層用意也在

翻譯中消失殆盡。相對於原文，米契爾的詮釋提供了一個更鞏固的二元世界。 

 

    米契爾描繪出一個積極有為的世界，代價是永遠停留在二元論的價值觀。他強

調接受失落，接受人生的狂風驟雨；對外要公平公正，敞開雙手歡迎聖人與罪人；「不

欲」變成「content」，向內自化變成煥然一新的「transformed」。不論是接受、歡迎、

content 或 transformed，共同特點都是高漲的自我意識、目標向外的積極行動。就算

content 並非對於外界某物的作為，這種滿意感也是人對於自身之外事物的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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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和原文的「不欲」就出現相當差異。當人需要積極行動，必定仰賴某種判準，

而世間長久以來的判準就是善惡、美醜等將事物分成二元的價值觀，例如「歡迎」

一詞就是對來客表達「善」意的作為。歡迎看似一種無可挑剔的溫暖舉動，但是在

米契爾的譯文中，他點出歡迎的對象有善也有惡，這表示當事人作出歡迎舉動之前，

內心早已有一把衡量善惡的尺，只不過對於惡者採取寬容態度罷了。反觀《道德經》

原文，聖人將萬物視為芻狗，這種消極放任的不作為甚至不需要採納任何標準，因

為聖人不需要積極的作為。從「welcome」一詞來看，「歡迎」意味著需要刻意透過

行動表達友善，而再往前追溯一步，即可看出米契爾隱約有區分善惡、好壞的前提。

米契爾詮釋之中所嶄露的積極性格，是由善惡價值明確的二元世界觀所支撐，而《道

德經》強調的剛好相反，是超脫各種相對的價值，追隨天地亙古的「道」。老子並不

排斥行動，但其所推崇的應該是自然而然的行動，因此截然有別於米契爾的詮釋。

透過上述微妙的語詞變化，米契爾的譯文將《道德經》封鎖在人習以為常的二元價

值世界，與原文的「無」失去連結。 

 

 

從傳播哲學理論的角度來看，米契爾的詮釋是無法達成效果的翻譯，但是他提

供了另一套更簡單易懂的世界觀，善惡價值看似不明顯卻依舊牢固，而人的「控制

欲」成為福禍發生與否的主因。《道德經》原文和米契爾的詮釋雖然都是從個人角度

出發的生命哲學，但是前者強調放下欲念、超脫日常世界，體會言語無法說明的「道」；

後者則擁抱現實生活，鼓勵積極行動，並且教導讀者相信「放下控制欲」可以改變

運氣好壞。米契爾的詮釋以現代社會以自我為中心、強調積極行動的性格為主幹，

因此提供更能與現代企業契合的世界觀，而像是「放下控制欲」等主張，則提供管

理者較有別於以往的解決方法。 

 

在米契爾和奧崔合著的 Real Power 一書中，「the will to power is in charge」這句

譯文衍伸為領導者改善公司之道，意即上位者應該為公司全體謀求利益，放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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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欲望。若是從《道德經》的原文觀之，可能不易得出同樣結論，但是米契爾將

「個人意念」解釋為禍福機制的主因，便提供一個容易操作的世界觀：當世界以自

我為中心，改變自我的意念就可以改變世界。《道德經》講求的自然、無為的觀念，

儘管也是放下個人意念之意，但並未將控制欲詮釋為唯一的原因，而只是要讀者安

定自身以免除不幸。米契爾簡單易懂的詮釋，其實就是根植於我們熟悉的二元價值，

以「自我」為世界運轉的軸心，用正面態度接受看似負面的「飄風驟雨」，並且以善

意、積極的行動包容現實世界。這是一個聽起來很有「正面意義」的世界觀，但這

是米契爾的世界觀，不是《道德經》的原意。 

 

儘管米契爾並未明說，但是他的譯本仍可見到新時代思潮的色彩。以療癒為中

心的新時代思潮，將自我療癒至於優先位置，而改變個人意念正是自我療癒的內容。

由於思想具有意想不到的能量，改變個人想法可以改變世界，因此以自我為中心的

思考觀點成為隱而不說的前提。由於控制欲屬於不當的個人意念，因此修正自我的

步驟之一包括「放下」控制欲，接受生活現狀，學習感到「滿足」，並且積極「包容」

世界的善與惡。米契爾並未使用療癒等新時代思潮的常用詞彙，但是從他著作的軌

跡觀之，新時代思潮強調自我中心、正面且積極的特色可能與他的生命哲學契合，

並融入他後來的靈性思想。他的《道德經》譯本與其說是翻譯，更像是再現米契爾

人生觀的媒介。 

 

 

 

 

 

 

 

 



62 

 

第三章 韋恩‧W‧戴爾譯本分析 

 

 

第一節 譯者介紹 

 

    韋恩‧W‧戴爾（Dr. Wayne W. Dyer）擁有教育博士學位，並曾任心靈諮商師，

後來轉為全職作家，作品包括一系列的自我成長書籍，從早年的Your Erroneous Zones，

其後他開疆闢域至靈性思想，寫成Real Magic100等講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奇蹟等

教導大眾提升心靈層次的書籍。早在民國六十五年，台灣的開源出版社便引進戴爾

的Your Erroneous Zones一書，取名為《唯我獨尊 101》；後來好時年、新潮及橡樹林

出版社等皆曾出版其作品。 

 

    戴爾以提供心靈諮詢起家，教導正面思考，後來他對《道德經》產生興趣，並

寫成兩本與道德經有關之作，一本為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102，內

容為作者閱讀道德經後的感想隨筆，與《道德經》章數相同，一共八十一則。另一

本為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s103，此為

作者比對許多英文譯本之後所寫成之《道德經》譯本，每章譯文附有一篇作者寫就

的肯定語，即方便讀者常記在心以改變想法的自我成長工具。 

 

    若要研究譯本，而譯者又剛好是知名作家，便可從其先前作品一窺作者思想端

                                                      
100 Wayne W. Dyer, Real Magic (Carlsbad, Calif., Hay House, 1992), http://www.hayhouse.com/real-magic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101 戴爾（Wayne W. Dyer）著，馬龍譯，《唯我獨尊》（Your Erroneous Zones）（台北：開源，1976） 
102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Carlsbad, Calif., Hay 

House, 2007) 
103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s (Carlsbad, Calif.: 

Hay House, 2008),  

http://www.hayhouse.com/real-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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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譯者在詮釋文本時，幾乎無可避免的受到自身價值觀主宰，譯者站在自己最熟

悉的文化及思想脈絡下理解文本，從文本中找出自己最熟悉的一種詮釋途徑。戴爾

的思想體系，以《唯我獨尊》一書為起點，剖析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例如罪惡感、

焦慮等等，他主張人要獲得快樂，必須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教導讀者如何自愛，

如此一來才能活出獨立自在的人生。他主張用積極的做法扭轉生活現狀，例如停止

拖延、探索未知等等，讀者可藉此克服書名提到的「錯誤地帶」（Erroneous Zones）

等等，提倡透過刻意的行動扭轉人的劣根性。 

 

不過，戴爾對心靈領域的探索越來越深入，他想要教導讀者的不再只是「克服

人性弱點」，而躍升至「活出奇蹟」。一九六○年代以降，美國人對於新式的心靈探索

途徑越發感到興趣，同時加上一九五○年代起盛行的正面思考風潮，以往被視為遙不

可及的「奇蹟」，在新時代運動的各式靈修方法推波助瀾之下，也逐漸成為許多人探

索心靈的目標，即活出心想事成的人生，將奇蹟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戴爾於一九

九二年出版的 Real Magic，便反映了這股行之有年的思潮。從此以後，如何活出與

神性合一的生活、如何找回與較高自我的連結，真切的活出完滿的自我，成為戴爾

的寫作主題。 

 

第二節 譯本分析 

 

一、 前言 

 

 

    本章分析的是戴爾 Living the Wisdom of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s 這本作品(以下稱「《道德經》譯本」)，但此《道德經》譯本應該與前述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這本書(以下稱為「《道德經》感想隨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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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解讀。 

 

    在戴爾的《道德經》譯本中，文本內容為一篇譯文搭配一篇肯定語。肯定語通

常是譯者長時間深入閱讀《道德經》後所悟得的感想，作為讀者快速理解譯文之用，

並且可供讀者反覆讀誦。然而，儘管閱讀戴爾的《道德經》譯本已有助推測他的詮

釋角度，若能閱讀更多戴爾所寫的相關主題文本，應能更深入了解他如何定位及詮

釋這本經典。 

 

    而在戴爾的《道德經》感想隨筆一書中，每一章先針對譯文內容寫幾段短文，

用現代人的角度講述該篇譯文的意義，接著說明譯本中的肯定語之意，最後附上一

則「Do the Tao Now」，提供讀者簡明快速的方法實踐該章之「道」。戴爾的《道德經》

譯本內容僅包含譯文和肯定語，規格較為輕薄；隨筆的內容則除了譯文，還包括戴

爾的閱讀感想和實踐方法，兩者功能不同，後者較注重實用性。綜合閱讀分析之，

可更全面的理解戴爾如何運用《道德經》，在他手中翻譯不只是翻譯，更是呈現新時

代思想的一種媒介。 

 

 

二、 文本分析 

 

 

（一） 第五十六章：從「和光同塵」到整理情緒 

 

    以下是第五十六章原文： 

 

知者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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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 

是為「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104。 

 

本章英譯為如下： 

 

Those who know do not talk. 

Those who talk do not know. 

 

Block all the passages! 

Close your mouth, 

cordon off your senses, 

blunt your sharpness, 

untie your knots, 

soften your glare, 

settle your dust. 
                                                      
104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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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primal union or the secret embrace. 

 

One who knows this secret 

is not moved by attachment or aversion, 

swayed by profit or loss, 

nor touched by honor or disgrace. 

He is far beyond the cares of men 

yet comes to hold the dearest place in their hearts. 

 

This, therefore, is the highest state of man105. 

 

本章講述的是理想的人格境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她能做到「挫銳」、「解

紛」、「和光」、「同塵」，完成這些步驟後，就能抵達「玄同」境界，也就是自我的所

有固閉隔閡都消除了，這時她的眼界已超越世俗的種種價值觀和標準，故能用開闊

的心胸及無所偏頗的心境接納眼前的人事物 106。原文翻譯成白話文大致為：瞭解的

不談論，談論的不瞭解。塞住出口，關上門徑，收斂銳氣，排除紛雜，調和光芒，

混同塵垢，這就是神奇的同化境界。所以人們無從與他親近，也無從與他疏遠；不

能讓他得利，也不能讓他受害；無法使他高貴，也無法使他卑賤。因此他受到天下

人所重視 107。 

 

根據本章，若要得「道」，須先卸下自己的萬丈銳氣。戴爾在《道德經》感想隨

筆中也體認到這一點，他說當我們瞭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後，首先會發現以

往認為聰明伶俐之人，很多都是為了被認可而夸夸其談；另外，我們也會更敏銳的

                                                      
105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USA, Hay House, 

2008）, p. 115. 
106 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出版，2003 九刷），頁 283。 
107 傅佩榮，《究竟真實》（台北：天下文化，2006 出版，2006），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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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自己想要說服、勝過他人的多言欲望。就算是聰明傑出之輩，也必須認知到過

於突出並非好事。收斂光芒並非否定自己的才智，而是選擇一種更柔和的方式表達

自己，以免讓他人感覺被比下去而不舒服。收斂光芒後，接著要「同其塵」，也就是

安然的與自己以往認為平庸、平凡的人事物共處塵世，即使自己因此顯得平淡平凡，

也欣然接受。 

 

然而，戴爾對於本章則有截然不同的詮釋。他在隨筆中對「settle your dust」之

解釋為：「Don’t kick it up the first place!」原文中「混同」、「同化」之意，到這裡反

而變成「別揚起情緒沙塵！」。本來「同其塵」的意思是讓自己與俗世的人事物混同，

「塵」指的是平凡、平庸的人事物，到這裡反而變成「情緒波動」。他在此段對讀者

提出的建議是，當你認為別人應該怎麼怎麼做時，你心中就出現「想要揚起沙塵」

（stir up the dust）的傾向，此時請停止拍桌咆哮，好好觀察自己內心活動，學習「看

著情緒回歸廣大、冷靜、全知的本源」（learn to watch them return to the vast, calm, 

all-knowing Source108.） 

 

然而，「混同塵垢」到「安定自己的情緒沙塵」，並非譯者單純的從許多解釋中

選擇一種出來而已，而是意義範圍的窄化、特定化。從混同他人塵垢，到安定自身

內心沙塵，戴爾的詮釋將《道德經》意義的幅員從悲憫天下縮窄至追求個人平靜。

從俗世到自身，面向聚焦於自己身上，譯者之所以作出如此詮釋，原因其實可從譯

本名稱中推敲而知：「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改變世界，從改變

自己的想法開始，因此譯者詮釋文本時，取向十分明確：如何讓讀者一讀就知道該

如何做起？最窄化的解釋，很可能就是最明確好懂的解釋。與其唱「混同塵垢」的

高調，不如告訴讀者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波濤。 

 

    最後，戴爾給大家的建議是，找一天練習「別人沒開口問意見，就不要沒事給

                                                      
108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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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not giving unsolicited advice109）。這也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化為實踐

行動中最易懂的作法了。只不過，意義浩瀚的《道德經》在心靈書籍譯者的操作之

下，與實踐沒有密切關聯的、更高層次的意義枝枒就這樣被刪剪去了。 

 

    從「同其塵垢」到「別揚起情緒沙塵」，視角窄縮至自身情緒的轉折，也反映出

譯者在這段文本中所重視之層面為何：修復個人內在是重要的，而多餘的情緒就像

灰塵一樣必須掃除。沙塵本來比喻的是世俗，而且老子的態度是智者應該學習收斂

光芒，讓自己混跡於平凡人群中，在此並無否定塵世之意。當譯者將沙塵轉喻為情

緒，而且表明需要掃除，他就標明了截然不同於原文的主張：沙塵是不好的、對人

生沒有幫助；同時，將焦點轉移至個人情緒，意味著「自我中心化」的詮釋是本章

重點。 

 

（二）第四十四章：從消極的知足走向積極的慷慨 

 

    本段討論先從一段戴爾的譯文開始：「Love is the fruit of sacrifice. Wealth is the 

fruit of generosity110.」愛是犧牲之果，財富乃慷慨之實，這段文字讀來實為感人。不

過，如果我們了解這段譯文出自哪一章道德經，可能會升起疑惑。 

 

    以下是道德經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 

得與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 

                                                      
109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273. 
110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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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111。 

 

    這是戴爾的全譯文： 

 

Which means more to you, 

you or your renown? 

Which brings more to you, 

you or what you own? 

I say what you gain 

is more trouble than what you lose. 

Love is the fruit of sacrifice. 

Wealth is the fruit of generosity. 

A contented man is never disappointed. 

He who knows when to stop is preserved from peril, 

Only thus can you endure long112. 

 

    第四十四章的大意是，常人往往輕身而徇名利，得而不顧危亡。原文翻譯成白

話文，大概是：聲名和生命比起來哪一樣親切？生命和貨利比起來哪一樣貴重？得

到名利和喪失生命哪一樣為害？過分的愛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耗費；豐富的藏貨

就必定會招致慘重的損失。所以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屈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帶

來危險，這樣才可以保持長久。老子認為，假若愛名愛利過了頭，則這些外在事物

                                                      
111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 p. 94. 
112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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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反過來傷害自身。老子認為耗費太多心思在追求虛幻的名與物，是搞不清楚重點

的表現，忘記最豐富的寶藏就在自己身上。耗費心思追求外物，將會導致自己滅

亡 113。 

 

    在《道德經》源語文化中，本章意旨在於知足可以免於毀壞，因而生命得以長

久。看見生命本身的豐足，勝過任何名與利的追求。就這樣，重點是了解生命的貴

重，因而停止從事任何會損及生命之事。珍惜生命之人可能是謀求他利之人，也是

慷慨之人，但我們在詮釋本章時少有此衍伸見解，通常是停留在「知足」、「知止」

的程度，即珍惜自己所有，不做危及生命之事。畢竟，我們生而為人的價值，並不

是獲得多少成就可以衡量的，一旦人生起想要藉由頭銜、人脈、財富等等外物證明

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對老子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凶兆。我們克制自己別走太遠，也

許我們有的在他人眼中不夠多，但「知足」的觀點給了我們一個舒服安全的停損點。 

 

    本章譯文一直到「I say what you gain is more trouble than what you lose.」這句，

都與原文「得與無孰病」頗為類似，頂多只是《道德經》原文採反問法，而戴爾直

接把反問背後的答案寫得更明白，即所得之物給人的苦惱更甚於所失之物。然而，

下一句原文「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的翻譯則似與原文有相當差距。原文

和戴爾所譯的 sacrifice、generosity 有何關聯呢？或許，戴爾認為老子要說的真意是

「若想要讓自己不被虛耗殆盡，就應該盡可能的給予他人，為他人奉獻犧牲」。心中

無我，將小我置於大我之後，如此方能成就無條件的愛；將自己的財產慷慨與他人

分享，如斯將受眾人愛戴，心中才能生出真正的富有感受。但是，戴爾的詮釋真的

是《道德經》原文所指嗎？ 

  

    慷慨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唯有看輕私利之人才能做到慷慨；而累積自身財富的

快樂，和慷慨予人的行為所獲得的滿足感相比，也可能後者較為持久。只不過，這

                                                      
113 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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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非《道德經》第四十四章本意，而是將「知足」、「知止」概念進一步延伸，加

上積極行動後的結果。戴爾的詮釋已不知不覺的置入更多屬於他的價值觀，在他筆

下「知止」是不夠的，還需要更積極地向外行動，「慷慨」才是他所認知的「道」。

不僅如此，戴爾在他的《道德經》感想隨筆中，更詳細的說明他在第四十四章學到

的功課，由此更能清楚看見他認同的價值。 

 

    此外，戴爾在《道德經》感想隨筆中，將第四十四章散文題目訂為「Living by 

Knowing When to Stop」，知止的生活。其中他認為老子已領會到追求外物將永無止

盡，同時老子也領悟「道」本身從來不會為了私利而有所庫藏，反而是無窮無盡的

向外給予，渴望與萬事萬物分享「道」之生生不息力量。因此「When you give for 

yourself, asking nothing in return and withdrawing your need for recognition, you’ll 

experience more contentment. The fruits of wealth and love are seen right there before 

you when you simply stop the chase114.」在戴爾的詮釋之下，《道德經》警告我們透過

外在世界滿足物欲的下場，並希望我們學習「道」的慷慨無私，置己身於度外，如

此才能活得長久平安。 

 

    在隨筆文末，戴爾也提供了幾項「知止」的實踐作法，例如購物時提早十分鐘

離開賣場、不要買沒有列在購物清單上的物品、克制自己不要喝太多咖啡、不要寫

太多電子郵件等，作為放下物之執著（attachment）的練習。他也提到有次他稱讚兒

子的衣服非常好看，結果兒子看爸爸那麼喜歡，就把自己那件心愛的衣服送給爸爸。

戴爾以此句作結：「…, and both of us felt the wealth that is the fruit of generosity.」藉由

這項慷慨舉動，身為贈與方的兒子和接受方的父親都覺得很富有。 

 

    戴爾之所以為上述詮釋，有兩個可能的影響因素，其一為他的新時代思想背景，

其二為自助書籍注重「改善自我」的功能。新時代思想注重療癒自我，講求凡事從

                                                      
114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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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個人的內在創傷開始，搭配上各種正面思考的技巧，使人修復自我，適應世俗

環境。教導大眾讀者如何實行「道」，本來就注定往積極面向前進，因為實踐本身通

常是積極、向外的行為。不過，正因為實踐需要積極作法，而且所實踐的概念必須

簡單好懂，因此譯者的詮釋必然較原文更有行動力，而老子在《道德經》原文中的

柔弱、低調、消極性也必然因此被省略了。與其說被省略，不如說是被譯者當成橋

梁一樣的跨越過去，從消極轉向積極。因此，戴爾的《道德經》譯本不可避免地染

上一層積極光明的色彩。 

 

 

（三）第七十九章：從按兵不動的債主，到熱心付出的大善人 

 

 

    本章原文如下：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115。 

 

    戴爾譯文如下： 

 

After a bitter quarrel, some resentment remains. 

What can one do about it? 

Being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115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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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ways best in the end. 

 

Someone must risk returning injury with kindness, 

or hostility will never turn to goodwill. 

So the wise always give without expecting gratitude. 

 

One with true virtue 

always seeks a way to give. 

One who lacks true virtue 

always seeks a way to get. 

To the giver comes the fullness of life; 

to the taker, just an empty hand116. 

 

    曾經發生過爭執的雙方，就算已化解表面上的紛爭，當事人之間的疙瘩通常持

續存在，若忽略人心的複雜難解，則所謂的言歸於好不過是一層虛假的面具 117。《道

德經》的作者深知此道理，因此於本章寫明「和大怨，必有餘怨」。 

 

    如果協調紛爭仍不夠完滿，要怎麼做才是面對現實又能真正化解紛爭的方法呢？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債權人大可以主張借據上白紙黑字的寫明雙方的

義務與權利，根據這紙契約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而如果債務人逃避義務，債權人

大可以借用外力逼迫債務人履行債務，可能是請求國家代他逼迫債務人，也可能是

私下逼迫債務人拿出其他等值之物，但是聖人不這樣做，他握有可以要求別人就範

的工具，但是他選擇消極不行使自己的「正當」權利，既然不逼迫他人履行義務，

對方自然不會升起防衛之心，雙方就有足夠時間讓傷口慢慢癒合。 

                                                      
116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161. 
117 傅佩榮，《究竟真實》，頁 50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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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有德之人寬裕，無德之人計較，雙方差別就在於如何

對待手中握有的那紙借據。真正有德之人，不會計較對方有沒有履行義務，因為他

不需要別人的給予，自己就活得十分滿足；無德之人，不論有沒有那紙契約，總會

想方設法從他人身上榨出幾滴油，念茲在茲的就是別人還欠自己多少債務。若想要

從裡到外的化解紛爭，就要知所當止，讓自己停在一個微妙的點上，因為再進逼下

去對方就會開始恨你了。 

 

    就「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這句原文，戴爾沒有採取較貼近原文意象

的譯法，而是擴寫成許多句：「Being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is always best in the 

end/ Someone must risk returning injury with kindness, or hostility will never turn to 

goodwill/ So the wise always give without expecting gratitude.」安於你所有，就是最好

的解決之道。儘管雙方都受到傷害，總是要有人冒點風險，先做出仁慈舉動，否則

雙方敵意永遠不會化為善意。因此，智者永遠先給予，不期待他人感謝。另外，戴

爾也在本章隨筆中，以親身故事為例，說明給予的重要性遠遠大過向他人獲取利益，

並且要讀者開始練習給予，如此才能體會到「fullness of life」。 

 

    執左契，是一個人自認生活寬裕情況下的按兵不動，但是戴爾將其進一步衍生

成「不期待感謝的向外給予」。握有借據而消極以待，是一種知所當止的微妙平衡，

是擁有足夠安全感之後才能生出的消極不作為，而光是不做為就可以提供讓人民安

居樂業的平靜氛圍。與道合一的聖人確實有源源不絕給予的能耐，但是本章講述的

可能更傾向於一種平靜無為的寬裕。 

 

    傅佩榮教授在詮釋「有德司契，無德司徹」這句話時，認為「『司契』總是借錢

給人，所以寬裕和樂，受人歡迎」，也提到「有能力幫助別人的那種感覺是無可取代

的」，這個說法也帶出有德之士的快樂來源是源源不絕的給予，但是回到《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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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點應在於借錢給別人之後不急著討債的寬宏大量。先有積極的給予(借錢給

人)，才會生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的從容不迫，而讓債務人心存感謝的，正是債

權人明知可以討債卻徐徐緩緩給他人生存空間的泱泱大度。 

 

    戴爾直接跳過知所當止的階段，因此讀者從譯文表面上讀到的是源源不絕的給

予，而且是不管他人感不感謝、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給予。按兵不動的從容，轉變成

積極向外發射的善心，沉靜的氛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澆不熄的奉獻熱情。老子

強調給萬物寬敞的生存空間，為政者盡量不要干預百姓生活，儘管「無為」並不是

甚麼都不做，但是將焦點轉為強調給予的話，有可能不小心就給得過多。 

 

    《道德經》意涵深邃浩瀚，允許各種角度的詮釋和檢驗，可以當作給在上位者

的為政指南，也可以作為個人生活的實用手冊，只不過老子的核心思想「無為」，化

作實踐行動時，應該是以靜制動、有而似無，仍保有那一絲絲的消極以待的心態，

讓時間慢慢去化解、調整眼前事態的走向。儘管戴爾應該深知此點，但是不知不覺

的積極行動的風格還是滲入諸多譯文，因此老子在這個版本中靜觀以待的風格就這

樣消失了，變成積極奉獻的熱心人士。 

 

 

（四）第三十五章：從「樂與餌，過客止」到「戒除癮頭」 

 

    本章原文如下： 

 

執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太。 

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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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 

用之不足既 118。 

 

    本章英譯如下： 

 

All men will come to him 

who keeps to the one. 

They flock to him and receive no harm, 

For in him they find peace, security, and happiness. 

 

Music and dining are passing pleasures, 

yet they cause people to stop. 

How bland and insipid are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when one compares them to the Tao! 

 

When you look for it there is nothing to see. 

When you listen for it, there is nothing to hear. 

When you use it, it cannot be exhausted119. 

 

    淡而無味的道，儘管無法帶給人立即的感官享樂，但卻是吸引天下人前來歸往，

為天下帶來幸福安樂的唯一法則。老子將仁義禮法之治比擬為「樂與餌」，表面上誘

人，但不如行守自然無為、無形無跡的大「道」，才是長治久安之法 120。本章的白

話翻譯大致為：守住最大的形象，天下人都來歸往。歸往而不互相傷害，於是大家

都平和安泰。音樂和美食，能使過路的人停步。而「道」如果說出口來，卻淡得沒

                                                      
118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76。 
119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73.   
120 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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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看它卻看不見，聽它卻聽不完，用它卻用不完 121。 

 

    這是人生在世必然遭遇的難題：如何體驗快樂卻又不被「快樂」牽著鼻子走？

《道德經》作者深知人對於感官刺激的渴求，難以抗拒立即可得的「快樂」，但也知

道人真正的快樂在於平淡持久的生活，而支持這種生活的方法在於與道合一。活在

道之中並不會使人狂喜，至少從《道德經》的言說來看我們很難相信作者是在狂喜

迷亂的情緒之下寫成這本經典；相反的，《道德經》中提到快樂來自最平淡無味的事

物。 

 

    戴爾翻譯出「與道合一」的吸引力，以及道的有而似無，看不見、聽不到卻用

也用不完。然而，他在翻譯「道之出口，淡而無其味」這句形容道之無色無味的話

語時，將前一句「樂與餌」和「淡而無其味」合在一起詮釋，結果老子說的話變成

「Music and dining are passing pleasures, yet they cause people to stop. How bland and 

insipid are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when one compares them to the Tao!」根據本段譯文，

音樂美食僅是俗世之樂，會妨礙人對於永恆道理的追求，看看這些世俗歡愉和永恆

的道相比之下，是多麼平淡乏味！ 

 

    在戴爾筆下，「道」似乎變成源源不絕的歡樂泉源，快樂濃度、深度遠遠勝於世

間其他感官享樂，否則世間歡樂相較之下怎麼會顯得「bland and insipid」？根據這

段譯文，若滿足於生活中立即可見的感官刺激，將會使人止步，離永恆的道越來越

遠，我們只會終生在虛假之中，與真正的快樂永隔兩地。 

 

     

    戴爾的譯文和《道德經》原文看似相近，實則曲異而不同調。老子強調「道」

的超越性，但是他的目光始終留在人世，希望人可以載道而安穩活在塵土之上。對

                                                      
121 傅佩榮，《究竟真實》，頁 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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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道德經》原文，戴爾這句「How bland and insipid are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when 

one compares them to the Tao!」是典型的誤譯，不但過度誇大「道」的快樂，而且也

造成重點轉移，我們接下來討論譯者的感想隨筆時便可發現。 

 

    戴爾為本章隨筆訂的標題是「Living Beyond Worldly Pleasures122」，如何不被感

官享樂束縛的生活，內容是教人看清世俗享樂的空虛本質，當我們追尋豐盛的物質

生活，刺激的感官體驗，我們永遠也填不滿內心渴求更深層滿足的空洞。當你體驗

到「道」的無窮無盡，過往的享樂追逐再也無法滿足你，於是「addictions become 

impossible because you no longer try to get worldly pursuits to satisfy you123」，我們現代

人的種種上癮症頭，在瞭解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後，就會停止擾亂我們的身心。 

 

    ，此外，戴爾聲稱老子為本書讀者提供的兩帖心靈建議是「Notice the eternal bliss 

that’s always with you--- even when the delicacies are out of sight!124」，就算美食音樂不

在觸手可及之處，也要記得環繞我們身邊的永恆祝福！以及「Introduce transcendent 

thankfulness to your everyday life125」，將超越世俗的感謝之意帶入你的生活！至於要

如何練習本章的道呢？戴爾建議可以從禁食二十四小時開始，在這過程中不斷與身

體對話，並冥想道的能量運行體內，讓你感受到滿足或者狂喜或者幸福，並將這種

感覺與你平日的世俗享樂相比，看看哪種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從戴爾兩本作品的詮釋看來，他提倡的是戒斷感官癮頭，看見世俗享樂之蒼白

無味，發現周圍無色無味的永恆祝福，然後升起對日常生活的感謝。在隨筆文末，

戴爾寫道：「Open yourself to the unlimited love and abundance of the Tao and you’ll 

attract more of that same love and abundance to you126」；活在道之中，就是活在無盡的

                                                      
122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171. 
123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172.  
124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173. 
125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173. 
126 Wayne W. Dyer,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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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豐盛之中，你自然就會吸引更多愛與豐盛進入你的生活！ 

 

    以上敘述乍聽頗為吸引人，但似乎離原文有一段距離。儘管戴爾強調，活在道

之中不代表你從此以後就要棄絕世俗娛樂，而是在享樂過程中為了背後源源不絕的

道而驚奇驚喜，但是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太正面、太積極了。當觀念轉為實踐時，

由於實踐的本質就是積極改變現狀，不可避免的會染上積極色彩，但是整篇文章的

焦點都是教人如何戒斷感官癮頭、體會真正永恆綿延的祝福，以及建議讀者透過短

暫的禁食體會「與道合一」的快樂，這種詮釋《道德經》的觀點都很難讓人與老子

清靜無為的印象連在一起。戴爾的詮釋角度不僅是《道德經》視野從寬到窄的改變，

《道德經》原本味淡而回甘的筆觸，也轉身一變成教你如何戒癮頭、吸引愛與豐盛

的實用手冊。 

 

    當譯者詮釋《道德經》的焦點放在個人實踐，本來格局宏觀的文本必定會在窄

化過程中失去原本龐然的意象，但是風格從平淡變得積極，不僅是因為自助書籍的

本質使然，也是因為譯者想要藉由《道德經》原文的若干意象引出他所崇尚的靈性

思想，例如愛，例如豐盛，例如在禁食過程中體會到的美妙。 

 

    由大到小，由寬到窄，由概念到實踐，這些都是眾譯者詮釋《道德經》的過程

中必然面臨的抉擇，但是當譯者詮釋的內容和語調明顯與《道德經》文本相逕庭，

當淡而回甘的原文變成積極向上的實用手冊，這就是值得深入討論的焦點轉移現象：

顯然，譯者抱持某種特定思想，並將之混入《道德經》文本，因此原文聲道才會出

現這樣大的轉變。「與道合一」，必然是活出「愛與豐盛」嗎？從這裡，我們可以發

現許多新時代思潮的特徵。 

 

 

（五）第三十八章：我們活在美好天性之中，都是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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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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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127。 

 

    戴爾的譯文如下： 

 

A truly good man is not aware of his goodness 

and is therefore good. 

A foolish man tries to be good 

and is therefore not good. 

The master does nothing, 

yet he leaves nothing undone. 

The ordinary man is always doing things, 

yet many more are left to be done. 

The highest virtue is to act without a sense of self. 
                                                      
127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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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st kindness is to give without condition. 

The highest justice is to see without preference. 

When the Tao is lost, there is goodness. 

When goodness is lost, there is morality. 

When morality is lost, there is ritual. 

Ritual is the husk of true faith, 

the beginning of chaos. 

The great master follows his own nature 

and not the trappings of life. 

It is said: 

“He stays with the fruit and not the fluff.” 

“He stays with the firm and not the flimsy.” 

“He stays with the true and not the false128.” 

 

本章譯文並未完整呈現原文，例如「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就明顯誤譯成「The 

highest justice is to see without preference」，「義」在位階上的低落被省略了，簡化成

人盡皆知的「公平看待事物」，成為一種可供瞻仰的道德理想；至於「上禮為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更是完全省略。 

 

不過，相較於戴爾的英譯文，本章更有趣之處在於他所寫的肯定語：「我信任我

的本質。我放開所有極端，安居於合一的道之中。良善與神性本屬合一，我信任我

自己，我是神之子。」（I trust my essential nature. I let go of all polarities, and I live in the 

in divisible oneness of the Tao. Goodness and Godness are one, and I trust who I am, a 

child of God.129） 

                                                      
128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79. 
129 Wayne W. Dyer,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The Complete Tao Te Ching and Affirmation,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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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肯定語？根據譯者戴爾在封面介紹的說法，「肯定語」源於他翻譯時的領悟

感想。短短一句話等於是譯者對於該篇散文詩的歸納，而對於不諳原作的讀者來說，

這一句話可以在短時間內幫助他們了解內容，因此接收肯定語過程中，讀者心中對

於此篇章的內容已先形成一定框架。這個框架，會影響讀者對於文章的理解，譯者

這般作為就操控了讀者認知走向。 

 

「肯定語」（affirmation）這種以句為單位，篇幅甚短的文字，功能在於將概念

化繁為簡，令讀者朗朗上口，將書中概念內化成潛意識的一部分，不知不覺的將內

容運用在生活之中。「肯定」面向的語句，與「否定」面向的語句比較起來，閱讀前

者不須在腦中轉一個彎才能理解語句意涵，舉最粗略的例子：「保持安靜」和「不要

玩耍」可能在某種情境下是功能、意圖極為相似的告示，「不要玩耍」是取「玩耍」

此動作的否定，但否定「玩耍」之後，這個告示的讀者又該如何舉措？讀者可能隱

約知道與「玩耍」具有相似特質的行為不適宜在該地呈現，例如會產生噪音、影響

身旁他人的活動，但是讀者無法確切得知要實踐那一種行為。此時，「肯定」面向的

語句，就給了一條非常明確的實踐道路。 

 

本章講的是「道」從實質到流於形式的倒退，並主張看穿浮華的形式，回歸內

在的道。所以，肯定句開頭寫道「I trust my essential nature」，指的內在本質就是每

個人與「道」相繫之處。而為了找回中道，必須避免掉各種越來越徒具形式的作法，

例如等而下之的仁、義、禮，這些是人失去道之本心後，想要模仿卻不得其法的概

念。 

  然而，肯定語中接著出現了「Godness」一詞，為《道德經》這部講求宇宙真理的

經典沾染上了宗教色彩。「Godness」似乎是一個辭典也查不到的單字，從字面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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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我們可以譯為「神性」。神性是什麼？神是全能、全面的，難道可以被劃歸為一

種特性嗎，這會不會構成對於神的汙衊？「God」通常被特地標出的特性是

「goodness」，，可解釋為神代表的是一切美善，那麼依本研究之淺見，「Godness」

表現的是比「goodness」更神聖的一種性質，或可理解為「包括至美、至善在內，

一切神聖至高的特質」。 

 

    不過，身處源語文化的我們，在《道德經》中追尋的是萬事萬物的源起，回歸

最自然而然的狀態。我們從未說出「神」一字，中國哲學中追求的也非追尋人的「神

性」。我們禮讚「道」的原始、自然、素樸，「道」雖然玄之又玄，浩瀚無邊，但我

們並沒有將「道」視為一種超越我們人類的「存在」。我們崇敬「道」，但「道」並

非我們祈禱、懺悔的對象。雖然「神」這個字意義之深遠浩大，我們不僅可以將「神」

當成一種無邊的存在，也可以理解成無邊的「狀態」，這種超越時空、瀰漫於萬事萬

物的特性，可以說和「道」是相近的，但兩種仍是不同的概念。 

    因此，「Godness」一詞出現在本章肯定句中，從源語讀者的角度來看，《道德經》

的走向忽然改變了，變成另一種思想體系的支撐。這個思想認為老子的「道」就是

「神的狀態」，而這種神的狀態存在於每一個人之中，亦即人人都有成為神的可能，

而「child of God」這個詞更明白顯示出「人人皆有神性」這個想法的存在。 

    雖然肯定語是譯者戴爾於翻譯過程中的感想，但如前所述，本書肯定語具有總

結、概括右頁《道德經》篇章內容的功能，作為不諳道德經內容的讀者參考之用，

因此必定會左右讀者想法。《道德經》從未提到神或神性，只談普及存在於萬事萬物

的「道」，但戴爾譯本的讀者已經透過肯定語「肯定」了《道德經》與神的關連。每

一個譯本都是一種詮釋途徑，這本書的詮釋，將《道德經》帶往宗教信仰之途，對

於道的追尋，經過譯者詮釋後轉變成「回歸內在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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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思潮作為一種追求神性的個人主義思想，強調個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

和宇宙連結。在此前提之下，崇尚新時代的詮釋者面對文本時，可能出現將文本詮

釋為有利於自身思想的傾向，意即將文本形塑為更自我中心、更強調個人神聖性的

版本。《道德經》三十八章並無宗教意涵，但是在戴爾的詮釋之下卻出現有關神性的

見解，透過譯文和肯定語強化《道德經》和內在神性之關聯。《道德經》允許多樣的

見解，但是戴爾充滿新時代思潮的詮釋無疑使個人風格蓋過原文，使《道德經》文

本成為新時代思潮的再現媒介。 

 

 

第三節 結論 

 

 

    戴爾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教導讀者的「和光同塵」，指的是清理心裡布滿塵

埃的角落，避免自身情緒帶給自己和他人困擾；第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

後亡」，在戴爾的詮釋之下變成唯有「慷慨待人」才是真正的富有；第七十九章「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這種知所當止、不強人所難的寬容雅量，譯為英文後變成

積極向外付出；第三十五章說「道」之無色無味卻長長久久，在戴爾筆下變成一則

勸人戒斷感官享樂的教戰守則；第三十八章講「道」逐漸流於形式的倒退過程，但

是在戴爾附加的肯定語中，卻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本源，大家都是「神的孩子」。前述

五章譯文依序讀下來，可以得出這樣的摘要：清理情緒，戒斷感官癮頭，看見生活

的微物之美，慷慨助人熱心奉獻，體認到我們都是神的孩子，是時候該回歸本源。

戴爾的《道德經》譯文形式乍看與原文相似，實質上卻早已和原文分道揚鑣。他所

詮釋的《道德經》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新時代思潮的再現。 

 

戴爾於一九四○年出生，最早以心理諮詢實務起家，教導如何正面思考，他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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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恰好也是新時代思潮風起雲湧之時，經過一九六○以降數十年的新時代運動洗禮，

原本似乎有些排斥的他最後也成為新時代運動的推廣人之一。在《心想事成的九大

心靈法則：我要我就能》（Manifest Your Destiny: The Nine Spiritual Principles for 

Getting Everything You Want）一書中，戴爾開始分享他研究心靈法則的心得，並向

大眾介紹「較高自我」等靈性思想，而他所領略的靈性思想中包括許多新時代運動

迸發出的新思潮，例如人要改變世界，須先要求自己為眼前一切負責，學習清理自

己的情緒，清理完畢後眼前世界也會跟著改變，循著內在直覺走，最終可以活在愛

與豐盛之中等等 130。 

 

    新時代運動逐漸改變戴爾的著作走向，而他在一路上的思考轉向，最終也影響

他對於《道德經》的詮釋；他在《道德經》中看到更多前人所未見的想法，並認為

老子的言簡意賅中含藏著如此詮釋可能，因此成就了我們剛才討論的這兩本書：非

常積極，非常正向，而且非常實用。只不過，若譯者本身的思考已抱持相當特定且

明顯的意識形態，則該意識形態必定會更劇烈的影響文本走向；如果譯者當初的目

標，就是藉由《道德經》證明其思想的正當性，那麼《道德經》更是可能成為譯者

將其思想發揚光大的工具。 

 

    戴爾的兩部《道德經》詮釋文本，提供讀者八十一帖相當實用的心靈藥方，讀

者可以把肯定語寫下來貼到冰箱上，開始練習與道同在，練習透過短時間的禁食了

解感官癮頭對我們造成的束縛，以及生活中最恆久的美好事物往往來自不為人道的

雞毛蒜皮事，隨著書中章節走，讀者也會逐漸脫胎換骨，成為懂得付出且不強求回

報的好人。只不過，讀者照著操盤演練的文本究竟是《道德經》，還是《道德經》的

衍伸產品？從消極到積極，從隱微低調到積極正向，在戴爾的塑造之下，《道德經》

被填充了新時代的內裡。 
                                                      
130 韋恩‧戴爾（Wayne W. Dyer），卓季美譯，胡雅沛總審訂，《心想事成的九大心靈法則：我要我就能》

（Manifest Your Destiny: The Nine Spiritual Principles for Getting Everything You Want）（臺北縣新店市：世

茂，1999） 



86 

第四章 黛安‧崔何譯本分析 

 

 

第一節 譯者介紹 

 

 

    黛安‧崔何（Diane Dreher）為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英語系教授，並擔任該校靈

性與健康研究所（Spirituality and Health Institute）的副所長 131。崔何除了UCLA的英

語文學博士學位，尚取得靈性諮詢與整全療法的證照，且為大眾書籍暢銷作家。她

身兼教授、作家和正向思考教練三職 132。崔何著名作品包括：《內在平靜之道》（The 

Tao of Inner Peace）、《女性之道》（Tao of Womenhood）、《個人領導之道》（Tao 

of Personal Leadership）、《個人文藝復興》（Your Renaissance）、《內在園藝》（Inner 

Gardening）等，並被翻譯成十國語言。崔何的著作曾登上《今日美國》（USA Today）、

《達拉斯晨間新聞》（The Dallas Morning News）、《聖地牙哥聯盟先鋒報》（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舊金山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紅皮

書雜誌》（Redbook）、《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Glamour》

雜誌、《Cosmopolitan》雜誌、《職業婦女》雜誌（Working Women）和《企業家》

雜誌）（Entrepreneur）。 

 

 

第二節 譯本分析 

 

                                                      
131 Santa Clara University，〈Prof. Diane Dreher〉，http://www.scu.edu/cas/english/faculty/dreher.cfm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132 Diane Dreher，http://www.dianedreher.com/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此為崔何個人網站。 

http://www.scu.edu/cas/english/faculty/dreher.cfm
http://www.dianedre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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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譯本介紹 

 

 

    《內在平靜之道》為崔何所寫的《道德經》系列作品中的第一本，於一九九○

年出版，後於二○○○年出修訂版。從書本背面的標語「亙古彌新，給二十一世紀的

的道之原則...為您的生活帶來更多平靜（peace）、喜悅和和諧的必備手冊 133」這句

話可知，《內在平靜之道》與其他心靈勵志類型書籍的訴求相近，即幫助讀者找出

生活平靜自在的方法。接著，書背的首段文宣寫道：「《道德經》被翻譯成多國語

言，版本之多僅次於《聖經》，數百年來一直是許多人的靈性嚮導，幫助數以百萬

計的人找到通往內在平靜、與人和平相處、與自然和平共存的道路。《內在平靜之

道》將道之原則適用到今日世界，告訴我們整合日常生活的各種層面，創造出平衡、

動態且和諧的整體 134。」從上述文宣看來，「和諧」、「平靜/和平」和「喜悅」似

乎是出版社主打的《道德經》特色，即出版社認為可以使讀者產生興趣的精神境界。

同時，這幾個關鍵字也出現在本書章節名稱之中，例如第十一節〈Creating Greater Joy 

in Life〉、第十二節〈Natural Harmony〉和第五章〈THE WAY OF PEACE〉，由此

看來，上述關鍵字可視為崔何認定《道德經》具備的特質。 

 

    詮釋原典的途徑有許多種，每種途徑的功能、風格都不同，而廣告文字的關鍵

詞，可以視為作者及出版社希望讀者看見的文本特色。這些關鍵詞，未必是原典概

念的關鍵詞，反而可能是重新形塑原典的模具。原典本身是豐富百態的，但是詮釋

者有意無意之中，往往透過詮釋途徑壓抑了某部分的概念，並刻意放大其他部分的

                                                      
133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The Timeless Principles of Tao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Essential 

Handbook for Bringing Greater Peace, Joy and Harmony into Your Life” 
134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A book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more often than any other except the 

Bible, the Tao Te Ching has been a spiritual guide for centuries, helping millions of people seeking the path to 
peace within themselve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round them. The Tao of Inner Peace 
adapts the ancient principles of Tao to today’s world by showing us how to integrate the many facets of our 
everyday lives to create a balanced, dynamic, harmonious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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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層層疊疊的構建出「詮釋者所見的原典」。此時，譯本已經偏離原典的中心，

反而成為譯者重新演繹目標文化的工具。身處於目標文化的譯者，往往將她認為相

似的目標文化元素，與原文概念揉合為一。然而這些相似並非相同，只要仔細探究，

會發現兩者指向截然不同的源頭，而且譯本意圖達成的目標完全不同於原文。這時，

翻譯文本已不能看作傳達原典的詮釋，而是譯者以沾染到原典色彩之筆，重新演繹

其目標文化的產物。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可見，崔何與其說是翻譯《道德經》，不如

說是將她所崇尚的新時代思想透過《道德經》再現。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崔何如何

形塑「道」的概念，觀察《道德經》通過自助書籍此一文類的詮釋，由東至西的變

形歷程。 

 

 

二、 譯本分析 

 

 

（一）德（Te）的變形 

 

 

    劉笑敢教授在《老子》一書中提到，老子的道應該被看作超越二元性的一元論 135。

道是一種蘊含豐富的概念，既形而上也形而下，是萬物的總根源也是總根據 136。不

過道無心無情、不恃不宰，和西方的絕對精神或「神」又不同。儘管道為萬物之根

本，其作用和地位都是自然的，在道與萬物之間完全沒有決定者和被決定者的緊張

關係 137。正因為道之概念的幅員廣闊，超越任何二元關係，所以若要描述道的作用、

效果，往往會過度縮減道之概念，得到的也只是變形的結果。 

                                                      
135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202。 
136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208。 
137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209。 



89 

 

    崔何在本書開頭先引用部分《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138，勉勵讀者「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starts with a single step.」。千里之行既然始於足下，購買本書的讀者

當然應該從改變自己做起，崔何說：「Whatever the conflict in our lives, the first step on 

the path of peace is to shift our attitudes139.」從改變態度做起，人人都可以成為她所說

的「Tao person」。 

 

    接下來章節中，崔何開始介紹何謂「德」、何謂「道」，然而熟諳中文的讀者，

在閱讀過程中可能越發困惑，為何作者口中的 Tao 與 Te，和我們所熟悉的道、德乍

看相似，細讀起來又備感陌生？崔何所演繹的《道德經》，似乎融合了其他思想，

因此在背離源語文化的同時，再現了她所服膺的新時代思潮。 

 

    

1. 第二十三章：「道」和「德」變形的開端 

 

    崔何在本書第二章開始探討何謂老子的「道」與「德」，並引用《道德經》第

二十三章，以該章的譯文作為討論基礎。 

 

    第二十三章原文如下： 

 

希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孰為此者？ 

天地。 

                                                      
138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3. 
139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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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尚不能久， 

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同於「德」者，「道」亦樂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140。 

 

    崔何的譯文如下： 

 

Follow the Tao 

And live in harmony. 

Cultivate character (Te) 

And develop your highest potential. 

Te and Tao 

Are the way of life. 

Abandon either 

And live in confusion141. 

 

    上述譯文並非完整的《道德經》第二十三章譯文，應該視為摘譯，崔何所摘譯

的原文很可能為如下段落：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140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51。 
141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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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 

 

    上述三句原文之意，可譯為「合於道的就得到道；合於德的就得到德，至於不

道不德者，便有不道不德的結果 142」。這句話承接原文「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從自然界的自然現象，衍伸其意義至人事行為的現象。飄風驟雨這種激烈的自然現

象，尚不能持久，而人所發動的種種激烈、「不自然」行為，更不可能比自然現象

還要持久。學什麼像什麼，學習道的人就能合乎道，學習德的人就能合乎德，而學

習激烈現象的不道不德之人，也必然承襲了暴風驟雨「為時短暫」的效果。根據吳

怡的《新譯老子解義》，此處道與德乃指二事，道者為自然本體、宇宙法則，而德

是合乎自然的結果，是人模仿天道之後創造出的德行修養。總括來說，「道是天之

道，德是人之德 143。」德是行於道的途徑，也是道在這個世界的規範體現。 

 

    然而，崔何過度直率而武斷地劃分道、德的效果：追隨道的，活得和諧；培養

德的，發揮個人最高潛能。道與德是生命之道，放棄其一，便要活在混亂之中。原

文中的「同於道」被詮釋成和諧生活，而「同於德」則是發揮個人最高潛能。至於

「同於失」，則變成失去生活的秩序。我們或可理解，道、德概念之廣袤，任何一

種界定都會犧牲其他無可囊括的內涵，因此讀者面對詮釋者的界定應該給予某程度

的包容。但是崔何的譯文卻開展出截然不同的道德世界，將道、德的效果明白指向

「harmony」與「highest potential」。若生活不再和諧，那會是何等模樣？和諧的對

立面就是混亂、無秩序，而不能發展個人潛能，下場就是活得渾渾噩噩。這種武斷

劃分帶給文本極大影響，甚至主宰了讀者對於接下來文本的理解。 

 

                                                      
142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162-167。 
143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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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何在本章中對於「德」的解釋如下：「In Chinese Te means personal power, the 

ability to see clearly, to act decisively, to b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e 

ancient Chinese referred to seeds as Te, for they have the power to spring forth a new 

life144.」她在本書附錄中標明，本段文字參考的出處為R. L.溫（R. L. Wing）的《力

量之道：老子道德經翻譯》（The Tao of Power: A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by Lao 

Tzu145）。從上述文句開始，崔何的詮釋使德在轉譯過程中歷經崩壞，重生為Te。根

據這段文字，所謂的德是個人力量的展現、是洞悉事務的能力、是果決行動的能力，

也是抓住正確時機地點的能力 。而且根據此文，「德」在古代中國有種子之意，因

此德的內涵也包括像種子發芽一樣，萌發新生命的力量。 

 

    R. L.溫在該書頭幾頁提到德(Te)時確實解釋成「personal power146」，但是接下

來進一步的詮釋，則是崔何自己的體悟。另外，初看英文，熟諳中文的讀者可能會

疑惑，德字甚麼時候曾經有種子的意思了？《說文解字》中解釋德字當初的象形字

為「行」加上「直」，取其看清道路方向、大道坦然直行之意，未曾與種子、新生

有關聯。 

 

                                                      
144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2.  
145 R. L. Wing,The Tao of Power: Lao Tzu’s Guidance to Leadership, Influence, and Excellenc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6), p.9.  (出處：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

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146 R. L. Wing, The Tao of Power: Lao Tzu’s Guidance to Leadership, Influence, and Excellence(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6), p. 11. “Build up your personal power 

(Te) through your awareness knowledge of the physical laws as they operate both in the universe and in the 

minds of others (Tao)--- then use that power to direct events, without resorting to the force.” (出處：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

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e=UTF8&qid=1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hing#reader_038519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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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崔何標記出她引自何人著作，但是有更多是她的心得。在《內心平靜之道》

的第二章中，崔何花了很多篇幅談論何謂「Te」：「Te Is Seeing Clearly」、「Te Means 

Self-Acceptance」、「Te Means Detachment」、「Te Means Not Trying But Doing」、

「Te Means Thinking Independently」、「Te Means Expanding Our Self」、「Te Means 

Faith in Life」、「Te Means Living Here and Now」、「Te Means Embracing Life 

Joyously147」。在崔何看來，德者，清楚見物；自我接納；不強求不執著；腳踏實地

的做事；獨立思考；擴展自我；對生命懷抱信心；活在當下；歡喜生活。究竟崔何

筆下的「Te」和「德」字有何關係？崔何所謂的「Te」和「德」字發音上雖相近，

但是兩者起源迥異，也指向不同目標。崔何的「Te」，是借用《道德經》中的「德」，

闡述自己對人類典範的想像。老子強調無我，去除「我」的所欲所求，以求超脫過

度重視個人利益而帶來的苦難；崔何的「Te」特徵非常明確，且皆帶有自我本位的

色彩。「獨立思考」是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強調的質疑能力，而「對生命懷抱信心」

其實和「對神懷抱信心」的基督教義相去無幾，至於「不強求不執著」可能是受東

方宗教哲學影響，最後「拓展自我」和「自我接納」，都是改造自我的手段，以求

自我可以繼續適應環境。 

 

    由此可見，「德」在崔何詮釋之後已經有了新生命，褪去了中國色彩，變形成

具備各種現代正面價值的集合體。不僅如此，Te 之「清楚見物」特性更暗示著看清

真實與虛矯的能力，從而強化真實與虛假的二元性，將 Te 合併至崔何所服膺的新時

代思潮之中。 

 

2. 第七十一章： 映照出真實與虛妄的「Te」 

 

                                                      
147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p.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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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成為 Tao person，須循著「Te」的途徑而行，而崔何認為「Te」境界的第

一個要件就是清楚見物，看穿表象，直抵真實。她引用《道德經》第七十一章證明

何以「seeing clearly」可以使人有道。 

 

    本章原文如下：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148。 

  

    本章譯文如下： 

 

Those who know they do not know 

Gain wisdom. 

Those who pretend they know 

Remain ignorant. 

 

Those who acknowledge their weakness 

Become strong. 

Those who flaunt their power 

Will lose it. 

 

Wisdom and power 

Follow truth above all. 
                                                      
148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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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ruth is the way of Tao149. 

 

 

    知，不知，何以此為上？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新經驗，而這些經驗成就了我

們的知：對外界的認識，對內在的了解。不過，這世界等待我們去懂的事物太多了，

即使當下此刻我們感覺到自己吸收了許多知識、擁有許多體會，這不過是一種主觀

上的自滿感受。當我們只懂得生命的一小部分，卻無限放大自滿的感受，這就是老

子所說的「病」。聖人不病，正是因為她/他體會到自己的知只不過是受到侷限的知，

是一種看不見全景而產生的滿足和驕傲。時時警覺自己的無知，才能脫離無知之害。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中闡釋了二元價值觀的相對性，從「天下皆知美知為

美，斯惡已」出發，我們了解二元價值看似明確，其實不過是視野受到侷限之下的

產物。美、醜如此，知、不知也是如此。二元價值只有在某種層次之下才得以成立，

一旦超脫，從高處俯瞰將不復見。老子的道，就是超越二元價值的一元論，二元價

值觀也蘊含其中，但是價值光譜變得浮動，一種事物可以既美且醜，可以既善且惡，

這些面向都是道的體現。 

 

    知、不知，這兩種狀態似乎可被詮釋為智慧與蠢笨，而且老子說「不知，知，

病」，聽起來似乎在斥責不知自己蠢笨還要假裝有智慧之人，但其實老子並沒有很

明確的切割出知與不知的界線。一個人永遠是既知且不知的，她/他的知會因為體認

到自己的不知而提升，但面對無限廣大、無限深邃的世界，她/他的知相較於未知，

只是廣大海洋中的一粒沙而已。第七十一章中，聖人正是因為了解自己「知的有限

性」，並時時謹記於心，才能因此免於無知所造成的後果。老子強調自知之明，但

並未否定知與不知的二元對立，而是使之交融，形成多維度的理解。 

 
                                                      
149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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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自知之明」在崔何的詮釋之後搖身一變成「卸下偽裝」、「追求真實」，

從二元消融的特性恢復成截然對立。崔何第七十一章譯文的前言中提到：「Tao people 

see clearly, without illusions about themselves or their world. Te means seeking the truth 

in all experience, recognizing nature’s patterns and our own. The search for truth frees us 

from pretense150.」崔何認為，當我們為幻象所囿，我們會習慣偽裝，忘記什麼才是

真實的自己。若要成為Tao person，首先要辨明真偽，分清楚何者為虛幻、何者為真

實。這些可能是崔何閱讀《道德經》之後的體悟，但更可能是崔何用新時代思潮的

概念框架去理解《道德經》的心得感想。 

 

    崔何所譯的「Wisdom and power follow truth above all. For truth is the way of Tao.」，

似乎是「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語意濃縮後的

詮釋。然而，翻譯後的文本注定變得更清晰、明白，所露出的部分不僅是原文本來

蘊含的意義，也包括譯者安藏其中的新概念。崔何的英譯文中多了三個新名詞：

wisdom、power、truth，這三個詞彙並未出現在原文，這是原文中本來就蘊含的意思

嗎？還是譯者在詮釋過程中將原文導向某種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人貴自知，自知之明是了解自己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從自知之明推論到發現「真

實」，兩種概念看似交集、實則走向迥異道路。自知就是自知，為什麼要強調真實？

崔何的譯文塑造出 truth 對抗 pretense，真實與虛假的對立，其實這和新時代思潮的

自我神聖化現象息息相關。新時代思潮強調個人與萬物的連結，以及人擁有難以想

像的潛能等待釋放。然而，這一切必須從療癒自我做起，療癒同時也是探索自我的

過程，探索得越深，越能看見以往被忽略、被遺忘的自我面向。向內探索，意味著

一層層的卸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包裝的形象，而新時代思潮認為這些外在的形象

                                                      
150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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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偽」的，內在的自我才是「真實」的。唯有看見真實的自己，才能與萬物連

結，回歸到前面提到的萬物誕生之源，在那裏獲得源源不絕的創意、智慧和力量。 

 

    在新時代思潮中，自我可略分為小我(Ego)和較高自我(Higher Self)151，小我是人

類在二元對立價值觀的環境生活之後的產物，內容有人的生存慾望、虛榮心等，類

似佛家所說的「貪、嗔、癡」等妄念。小我所追求的，是種稍縱即逝的幻象，若要

追求更有靈性的人生，必須打破諸多幻象，回歸本真。確立了小我和真實自我的區

別後，自然也會確立虛假與真實的區別，以這種對立分明的前提理解《道德經》，

自然會將「自知」看作了解「真實的自己」，進而談論「自我接納」之類療癒個人

創傷的方法。 

 

    了解自己所知的侷限性，使人學會謙卑的待人處事，這是一種了解自己後的表

現。然而，將「自知之明」和「自以為是」兩種狀態，等同於「追求真實」和「臣

服於小我的偽裝」，是概念間不知不覺的換軌。自知之明只是了解自己的一種表現，

強調的是人永遠處於既知而不知的狀態，老子並未強調何者為真實、何者為虛假，

只說自以為懂是一種「病」。一旦將「自知」置入「追求真實」的脈絡之下，謙虛

待物就成了連結宇宙萬物的一種手段，本章的目的被擴大了，焦點也從「自知」轉

移到更積極的「追尋真正自我」、「學習新事物的能力」等關於「創造全新自我」

的敘述 152。 

 

    最後，崔何引用了艾爾（Al）的故事勉勵大家別不懂裝懂，如此才能活得真實 153。

艾爾來自愛荷華州的農場，是家裡唯一上大學的人。其他同學看起來比艾爾懂得多

了，他們聊著泰唔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文學評論，語氣

                                                      
151 安東尼‧莫珍（Antoinette Moltzan），杜恆芬譯，《光的課程：開啟內在生命之光的途徑》（A Course in Light），

頁 21-22、頁 40-42、頁 237。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19. 

152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3. 
153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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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得好像認識那些文學評論家，當那些同學問艾爾看過某些書了沒，艾爾臉紅脖子

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感覺非常丟臉。不過，後來艾爾勇敢的面對這種尷尬場

合。他決定誠實以告：「我沒有看過，你可以多說一點嗎？」崔何則將艾爾的勇敢

行為詮釋成「Te」，並解釋「Te means choosing truth above ego. Al realized the questions 

were a test of truth. He could lie to protect his ego or accept each ques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在追尋真實自我，與宇宙本源連結的道路上，真實和虛偽之間

呈現劇烈的二元對立，艾爾選擇真實的同時，也就超越了他的小我，捨棄了過往的

虛假。自知之明原本是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包容狀態，現在又回到二元對立的框架

之中。 

 

（二）宇宙「Wu」能量加油站的成形 

 

1. 從第二十一章看「無」的轉變 

 

    在本書第三章〈PRINCIPLES OF TAO〉，崔何先引了《道德經》第二十一章向

讀者介紹「Tao」這個核心概念。道惚兮恍兮，既有且無，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崔何

如何連結 Tao 和 Wu，並將 Wu 轉化成源源不絕的自我改造能量庫。 

 

    本章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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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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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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崔何譯文如下： 

 

The greatest wisdom 

Is to follow the Tao. 

The Tao is mysterious, unfathomable, 

Yet within is all that lives; 

Unfathomable, mysterious, 

Yet within is the essence; 

Shadowy, intangible, Yet within are vital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truth 

Informing all creation, 

The lessons of life 

Inherent in Tao155. 

 

    本章原文之意，即「道乃德的本體，德則是道的作用。大德的一切表現，完全

隨著道而轉移。道說無又有，說實又虛，是恍恍惚惚的。可是在恍惚之中，它又具

備了宇宙形象，也涵蓋天地萬物。道是那麼深遠昏暗，但其中卻具有一切生命物質

的原理和原質。這原理和原質非常真實，也確實可信。從古到今，道一直存在，也

一直創造萬物。我怎麼曉得萬物本源的情況？就是由於道。」崔何的譯文，則可視

                                                      
154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47。 
155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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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德經》第二十一章的簡略版本。其中「mysterious, unfathomable」，應該是原

文中「惚兮恍兮」。 

 

崔何並未仔細解釋第三章譯文的意思，她引用第三章只是作為一個引子，向讀

者宣示 Tao 之難以捉摸。接著，她開始論述「PRINCIPLES OF TAO」，主張 Tao 的

第一種內涵是「擁抱神秘」（Embracing the Mystery）。她在解釋「Embracing the Mystery」

如何運作時，搭配的是《道德經》第一章前四句。 

 

本章原文為：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譯文如下： 

 

The Tao that has been charted is not the eternal Way. 

A word we can define is not the eternal Word. 

Wu, the eternal,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We know it as yu（有）, the source of ten thousand things. 

 

    崔何先帶領讀者了解道的其中一個特性是「mysterious」，是抓不住也摸不著的

神秘，再引《道德經》第一章強調道的無名無狀。此時，崔何將Tao、mysterious和

Wu連結在一起，使「Tao」就像宇宙遠端的無盡黑洞一樣使人迷惑。然而，無法描

述形體之事物，其實正是詮釋者最能夠發揮想像力的改造對象。越是無法解釋、無

法證明之概念，詮釋者越能提供自己的解釋，進而帶領讀者前往詮釋者要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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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何認為無名無狀的Wu是「our unlimited capacity for growth and change156」，一個

可以隨時前往的無限量加油站，提供我們改造、成長的力量。接著，崔何用她父親

的生命故事，向讀者說明身處「Wu」之中究竟是何種滋味，藉以勉勵讀者找出自己

的「Wu」時刻。 

 

    法蘭克‧崔何生長於一九二○年代肯塔基州的小農場，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童年忙著各處打○工，他的父母也不喜歡看見兒子玩樂，因此

法蘭克不敢夢想什麼，打算自天主教高中畢業後當個牧師維生。然而某天，他看見

一架小飛機從不遠處的天空飛過，他看呆了，丟了手邊工作，腦袋空空的也沒多想

甚麼，自然而然的追隨飛機跑了起來。他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著飛機，看著那架黃

色小飛機降落，引擎轟轟作響。飛機是那麼有力、那麼自由！可以御風而行，飛上

藍天，遠離肯塔基州土地上的窄房和黑色土壤。 

 

    接著，崔何說：「Frank ha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wu. The limitless potential welled 

up inside him. He knew he had to fly157.」那一刻，法蘭克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了，他非

得飛上天不可。他想盡辦法在機場打工，幫駕駛清洗、保養機身，即使父母激烈反

對，他也不改其志。皇天不負苦心人，法蘭克十六歲那一年，他總算拿到飛機駕駛

執照，是肯塔基州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機師，後來還成為美國空軍一員，官拜上校。 

 

    崔何藉由這個生命故事告訴讀者，當法蘭克看見飛機滑過天際，理性思考停擺、

只能放任直覺往前跑的那一刻，法蘭克終於和「人類無限可能性」這一團神秘不可

名狀之境界交融在一起。只要發現了 Wu，我們就能發揮無限潛能，御風而行。只要

和「Wu」連線，我們就可以重新創造自己。作者所說的「Wu」，有如某種大力神

丹，吃下去後可以扭轉生命走向，逼出人體前所未有的內力。這個「Wu」和我們所

                                                      
156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6. 
157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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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無」，究竟有何關聯？有沒有可能，崔何只是借用了「無」的概念，創造出

表面類似但內裡完全不同的「Wu」，開闢一種東方風味的美式自我成長園地？ 

 

 

2. 如何將「無」改造成無限量加油站 

 

 

    根據《道德經》第一章，萬物的起源，是神祕、模糊而不可解的境界，若焦點

放在起源，則可稱之為「無」；若將焦點放在化生萬物，則可稱之為「有」。這片

惚兮恍兮的神祕，究竟該怎麼「應用」到生活中？崔何認為，所謂的「Wu」，既然

是萬物起源，則必定充滿無限可能。既然充滿無限可能，只要我們時時保持與萬物

本源的連結，我們就能乘道而行，成為與萬物為一體的Tao person。她認為我們就像

Tao一樣，充滿各種可能性，無法被簡單的分門別類。我們不僅是當下活出來的樣子，

其實每分每秒都處在新的創造循環之中，有著尚未發揮的無限潛能 158。只要我們可

以運用「Wu」的力量，就能帶來改變。「無」是未知之地，儘管我們時時刻刻都受

到無的影響，這個概念卻高遠難解，不過當無變成Wu，頓時便從遙遠的宇宙另一端

掉落至地面，成為供人類無限量使用的能源庫。崔何的解釋，帶有「萬物皆為我所

用」的自我中心傾向。 

 

    為什麼崔何的詮釋有濃厚的自我本位風格？其實只要觀察她的履歷，就可猜出

一二。譯者感興趣之事物思想，往往會極其深遠的影響她/他的詮釋觀。觀察崔何個

人網站的履歷，便可大膽判定她深受新時代思潮的影響。她自稱擁有靈性諮詢和整

全療法的證照，擔任正向思考教練，還是聖塔克拉拉大學靈性與健康研究所的副所

長。崔何對於靈性探索的深入研究，必然形塑她的想法，而她對於《道德經》的詮

釋也不可避免的會從靈性探索的角度出發。要了解崔何《內在平靜之道》演繹的《道

                                                      
158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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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之特色，必須先認識美國當代流行的靈性文化，也就是新時代文化。稍加掌

握新時代思潮在美國當代文化的意義之後，就可發現崔何在本書中對《道德經》的

詮釋，其實說是用新時代的概念重新發明《道德經》亦不為過。 

 

Paul Heelas在《New Age Movement》中提到，新時代思潮的重心就是各方面的

療癒：療癒自身創傷和疾病、療癒工作場所、療癒地球等 159。新時代追隨者的療癒

起始於內在，在療癒自己的同時也將療癒的效果如同心圓一般向外擴散，因此當事

人必須先往內在探索，進入神聖的內在空間，清理阻礙自己生活的諸多信念。《道

德經》恰好有許多切中新時代思潮需求的特徵：這是一部歷史悠久、探求如何提升

個人智慧的東方經典，適合被拿來印證、發揚新時代的思想。不過，受新時代思潮

影響的詮釋者，在新時代的框架之下詮釋《道德經》，也因此難以跳脫原本的思維，

真正進入這部中國經典。 

 

正是因為新時代思潮強調自我本位的療癒，「無」一旦置於「積極改變自我」

的文本脈絡，就變成可以無限量使用的「Wu」加油站。根據新時代思潮中萬物一體

的概念，人在探索途中會發現自己和外界息息相關，所感知到的萬事萬物都是自己

的一部分。因此，發現自己的潛能，是發現「更大的自己」，而萬物本初的「Tao」，

就是自身無限可能的起源。當自我無限擴大，不論發現什麼都可以解釋成發現自我

的新面向，而看似遙不可及的「無」，也會被無限擴大的自我概念所包覆，成為人

類潛能的「Wu」寶庫。 

 

從本書章節的安排，亦可看出與新時代思潮共鳴之處：本書分為五部分，總共

二十四章，而第一部至第五部的名稱依序為：THE WAY: THEN AND NOW160、THE 

INNER WAY161、THE WAY OF NATURE162、THE WAY OF LIFE163、THE WAY OF 

                                                      
159 Paul Heelas, New Age Movemen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Sacralization of Modernity, p. 81. 
160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 
161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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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164，範圍由內而外、由小而大，首先是療癒自己，進而療癒幅度逐漸廣泛，

最終擴及全世界。而THE INNER WAY包含的章節標題如下：「The Way Begins at 

Your Own Doorstep」、「Facing Your Fears」、「Releasing Tension」、「Seeking Simplicity」、

「Finding Your Center」、「Exploring Your Dualities: Yin and Yang」、「Creating Greater 

Joy in Life165」，循序漸進的教導讀者如何面對內心的陰暗，正視生活的種種不快，

藉由崔何提供的《道德經》詮釋以及冥想練習逐漸釋放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物，讓

自己煥然一新。不過，療癒自我的目的不只是清理內在的灰塵髒污，同樣重要的是

透過與更廣大自我的連結，獲得新生的力量，展現出自己以往不敢想像的潛能。 

 

    一旦掌握了新時代思潮中自我神聖化的核心概念，就可理解崔何在詮釋《道德

經》時，為何緊扣著療癒、發展潛能這兩個主題。她試圖在文本中找出描述人無窮

創意根源之處，並且透過看似真實的生命故事，讓讀者了解原來古老的東方經典也

提到「萬物創意之源」。 

 

 

（三）第十三章：療癒個人恐懼，在變動中求成長 

 

 

    《道德經》傳授的是超脫二元價值觀的處事態度，並且不斷強調唯有放下自身

利益執念之人，方能擁有治理天下的資格。老子的「自愛」，和現代許多「愛自己」

的論調迥異：同樣是「愛護自己」，許多人傾向於追求豐盛的物質、顯赫的地位，

用各種資本堆砌自己的階層，而《道德經》第四十四章對此種行為的評論是「甚愛

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老子所說的自愛是一個人卸下對於名利的追求欲念之後，

                                                                                                                                                                         
162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23.  
163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199. 
164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33. 
165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49-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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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身重要性與天下萬物同等視之的平等態度。符合《道德經》自愛態度之人，會

自願安居於「處眾人之所惡」，隱藏自己的銳利光芒，與眾人和光同塵，擔任默默

推動事物自化的角色。老子的自愛，是一種刻意讓光芒晦暗，以求自保與長久之道。

然而，身處低下暗處，不僅僅是貪生怕死的自保方式，更是蘊積治理天下的動能。

第七十八章說「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這種自愛與其

說是亂世中保護自己的做法，更應該說是卸下貪生執念，以慈心包容天下萬物的「普

世之愛」胸懷。 

 

    然而，從講求個人靈性成長，以適應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觀點看來，老子的自愛

也許更適合被詮釋為「自我接納」，其超脫寵辱的態度，更適合轉化為現代人在競

爭力越發激烈的社會，在變動中求新求成長的自我惕勵箴言。以下將探討崔何在《內

心平靜之道》中，對《道德經》第十三章的詮釋。在本書第六章第一節「FACING YOUR 

FEAR」中，崔何以《道德經》第十三章勉勵讀者走出恐懼，重新掌握人生主導權。 

 

    本章原文如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若驚？ 

寵為上，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是為寵辱若驚。 

何為貴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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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166。 

 

    崔何節譯如下： 

 

Measuring success 

By others’ words 

Creates anxiety. 

What you desire 

And what you fear 

Are within yourself167. 

 

    崔何的譯文只取第十三章的開頭，探究其意，其出自的原文應為：「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乍看之下，原文和譯文似乎出自截然不同的文本，難以看出關聯。

然而，這確實是崔何「提取」其所見的原文精華後，加以解說而構成的英譯文。 

 

老子在第十三章開頭引了一句古語：「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這句古語提

醒人要謹慎看待寵辱，不僅受辱為人生大患，連看似榮耀的受寵也會成為人生大患。

而老子在此更進一步探問，為什麼我們會將受寵、折辱看作人生大患呢？我們為何

要追求榮寵，即便冒著日後從高位跌下的風險也在所不惜？原來，我們之所以陷在

「辱也驚，寵也驚」的兩難局面，源自內在對於榮華富貴的追求執念，更深一步探

求會發現，這一切向外追逐，都源自於我們對於身體的執念。我們緊抓著各種使自

己顯赫、高貴、大鳴大放的機會不放，但抱著這股動機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可能使

我們下一秒陷入人人避之不及的敗者谷底。老子話鋒一轉，從「愛身」講到「無身」，

強調唯有放下自己貪求己身安樂的欲念，將自己的安危與萬物的安危一視同仁，才

                                                      
166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27。 
167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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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具有治理天下的資格 168。若要從老子的「自愛」角度看待第十三章，會發現一

種非常有趣、非常「正言若反」的弔詭趣味，那就是老子的「愛自己」其實是「將

自己置於所有人之後」，看似忽略自己、作賤自己，實則此種「將己身至於度外」

的無所謂態度，反而能撐出包容天下萬物的胸襟。 

 

崔何主要是從「寵」、「驚」二字理解「寵辱若驚」的涵義。不僅如此，她也

幫原文新添了好些東西，比方說她認為我們追求世俗成功，其實是根基於「恐懼」。

她引了本段譯文後，開始談論恐懼如何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阻礙，並且引了一對夫婦

的故事來強化她的論點。哈利與蜜卓是一對住在富裕郊區的退休夫婦，看似該有的

都有了，但兩人卻長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擔心在路上遭搶，擔心遭到遊民攻擊，

晚上出門散步時還要帶球棒自衛。崔何認為，恐懼使我們看不清真相，使我們將內

在的恐懼投射到外在世界，使得我們活在恐懼組成的宇宙中。而《道德經》可以教

導我們的，就是看清甚麼是幻象，甚麼又是應該預防的，讓我們穿透恐懼的薄紗，

重新「taking charge169」，抓回自己的人生主導權。 

 

    崔何的原文和《道德經》原文有稀薄的相似度，例如同樣都是從「個人角度」

尋求智慧，以及打破「非寵即辱」的兩難。然而，老子的目標是打破非寵即辱的二

元對立，從更高的角度看待世人以為「寵」和「辱」的狀態，將它們一視同仁。當

人超脫了原本的追逐心境，就能做到無入而不自得的不敗境界。然而，崔何的目標

並非打破非寵即辱的二元對立，而是要我們繼續活在有寵也有辱的生活中，只是我

們可以不受「恐懼」的宰制，勇敢的在寵、辱的循環間學習、成長。兩人思想呈現

的結果表面上看來有交集，但是一個是超脫二元價值，一個是找回自己在二元價值

中的主導權，後者所詮釋的《道德經》與其說是提供一條通往更上層智慧的管道，

                                                      
168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86-92。 
169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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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說是將讀者圈養在魚缸裏頭，讓讀者一窺東方智慧，事實上仍繼續活在原本的

世界觀框架之中。 

 

    崔何的解釋十分詳細，她先引了一段《道德經》譯文，再賦予各種解釋，並佐

以其他人的生命故事，以說明內心的恐懼會扭曲我們的人生觀，最後鼓勵我們看清

恐懼真相，找回生命主導權。這一切聽起來十分美好有力，只不過她的詮釋和她引

用的文本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崔何的詳細說明，使我們清楚看見詮釋者將《道德經》

收編為新時代思想的完整過程，亦即透過詮釋、給予理由，再用例子證明這個理由

的有效性，任何一個蘊藏豐富的概念都可以被納入某種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詮釋者

將概念縮幅、折曲之後，只要運用概念的殘餘，就可以提供其論述話語的動力，讀

者仍被保護在詮釋者提供的文化框架之中，看似吸收了古老東方的智慧，實際上仍

繼續在自身文化中不斷循環。 

 

 

（四）第六十七章：普世的「慈」到自我中心的「愛」 

 

 

    崔何在「THE WAY OF LIFE」這一部分，教導讀者用更開闊的態度面對生活。

在第十九章「THE WAY OF LOVE」，她引了《道德經》第六十七章講述愛的力量，

但依舊明顯可見的是，《道德經》被譯為英文之後，幅員的寬度、高度都再次被收束

成自我層面，萬事以自我為出發點，也終結於自我的提升。 

 

    《道德經》第六十七章原文如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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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170。 

 

    以下是崔何的節譯文： 

 

“I hold three treasures 

Close to my heart. 

The first is love; 

The next, simplicity; 

The third, overcoming the ego171.” 

 

    上述節譯，應是出自第六十七章以下段落：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約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所謂的道，看起來無形無狀，故世人曰「不肖」，即沒有與之相似的形體。然

而這是貫穿世間的大道理必然呈現的樣貌，因為包容萬物，必須無形無狀，否則就

有遺漏的可能。老子也說，如果道真的像了某種東西的形貌，就稱不上是大道了。

                                                      
170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頁 137。 
171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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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再怎樣無形無體，道依然有幾種可以掌握的特徵，只不過這特徵和我們的日

常想像大相逕庭。我們想像事物，往往仰賴其有形，某種可以感知的特性。所謂特

徵，就是有突出之處的徵象，然而道的特徵與其說是突出之處，不如說是謙退、收

斂之處，剛好與世人對「特徵」一詞的想像相反。 

 

    根據第六十七章，道有三種特性，一種是慈，一種是儉，另一種則是不敢爭先，

先從儉和不敢爭先這二種特性說起。「儉」之意為嗇，然而並非吝嗇之意，而是在

其他人誇耀炫富之時，表現出退讓收斂之行為。行為若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可

以使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有形有狀的作為，而非「應該做點什麼卻沒有做」的不

作為。「儉」就是一種在眾人擺出張揚姿態時，相形之下退隱無形的表現，不僅是

花費上的收斂，也包括精神上的收斂。正因為將不必要的作為都省去了，等待合適

時機再順勢而為，將蓄積已久的精力用於真正重要之時，才能真正深入、廣泛的達

成目的，所以說「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亦為謙退待人，不與人相爭之意，

根據劉笑敢的《老子》，此「不敢為先」可能包括兩種狀況，一種是雖不先而不爭

先，安於原有地位，另一種則是雖先而不自居於先 172。相較於「儉」著重的是在精

神、氣力與財貨上的收斂，「不敢為天下先」側重的則是人際關係中，退居於眾人

之後的不爭態度與低調行為。「儉」和「不敢為天下先」這兩種特性看似消極倒退，

但它們創造出一種虛懷若谷的寬廣空間，使眾人眾物可居於其中而自得，成就出《道

德經》中聖人的宏大氣度。 

 

    至於「慈」，看似比「儉」和「不敢為天下先」還要有形有狀，為何會被老子

說是「不肖」？例如第十八章「六親不和，有孝慈」和第十九章「棄倫絕義，民復

孝慈」，說的都是倫理上父母對於子女的愛，此處的慈看起來特徵相當鮮明，似乎

與「儉」、「不敢為天下先」這兩種特質不一致 173。然而，其實這三種道之特質都

                                                      
172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頁 127。 
173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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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共同特徵，即其定義超乎一般人對於這三種特質的想像。老子持而保之的慈，

其實是超乎常民範圍的慈愛，是將視野拉廣至國家天下，包容各種人事物的慈心善

念。人若要慈，需先無我，放下自我利益優先的慣性想法之後，才能擁有真正廣闊

的同理心。正因如此，「慈」能夠包含「儉」和「不敢為天下先」這兩種特質：待

物以慈，因此能不鋪張、不浪費；待人以慈，才能不爭不先，不為一己私利而盤踞

高位。 

 

    許多看似兩相悖反的特質，從更高層次觀察往往是一體兩面，甚至任何一種特

質的完滿都需要其對立之特質做為基底。真正的完美不是無懈可擊，而是即將完美

之時畫龍點睛的一抹粗鄙；要讓一種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反面特質不可或缺。

老子說正言若反，說為道日損，其實都傳達出一種光與暗、正與反之間的平衡。慈

乍看似乎是勇的對立特質，前者柔弱後者剛強，然而若要成就真正的、有益於群體

的剛強，卻須以慈為基底；儉似乎是種小家子氣的特質，然而若要成就持久宏大的

廣度，卻必須以儉做為基底，否則只是徒勞的浪費物資與人力；不敢為天下先，乍

看是懦弱之徒掩飾自己貪生怕死的藉口，但正因為體認到人皆有其苦，懂得同理他

人，不以爭鬥獲取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才能夠成就治理天下者必須擁有的胸襟，

「故能成器長」。 

 

    「慈」為擴及天下之慈，「儉」為廣澤天下之儉，「不敢為天下先」為有如山

谷般包容天下萬物之先，這三種道之特質都超乎常人對於這三種概念的想像，而多

數人難以想像的原因，則是因為他們是從個人安危的層次忖度之，而老子則拋棄了

從個人利益度量的角度，改以「無我」的層次觀之，因此他所見的慈、儉、不敢為

天下先，是整合了許多乍看之下對立、悖反概念的豐富概念，是三種以利他為目標

的人生態度。這三種特質外觀看似簡僕，實則內在的幅員已被拓寬、拉高、加深，

到達前所未有的開闊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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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經過崔何的詮釋，《道德經》第六十七章加以擴張的三種概念在譯文中

縮回不令人意外的普通尺寸，而且還更加的自我本位。「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先」在她筆下成為「The first is love/ The next, simplicity/ The third, 

overcoming ego」，其中尤以「慈」到「love」，「不敢為天下先」到「overcoming ego」

的變化最大。 

 

    「慈」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中指的是一種無我的大愛，一種遍及萬物的同

理心，其作用的對象並非自己，而是自己以外的人事物。love也有很多層次，根據

心理學家佛洛姆（Enrich Fromm）的《The Art of Loving》，若以所愛對象為區分標

準，愛可以分成同胞之愛（Brotherly Love）、母愛（Motherly Love）、激情之愛（Erotic 

Love）、自愛（Self-Love）、對神之愛（Love of God174）。其中同胞之愛是其他各

種愛都包含的一種基本之愛，意即對其他人類的責任感、照護、尊敬和認識，主要

特徵是包容 175。佛洛姆所舉的例子，是《聖經》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節的「你

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 176」，不過這種同胞之愛與老子所說的「慈」相比，較為

積極向外，後者同時蘊含收斂謙退的特色。儘管如此，同胞之愛可以說是最接近「慈」

意涵的愛之種類。「love」一字意涵繁盛，因此「慈」被譯為「love」注定要比「compassion」

等詞彙還要熱情洋溢。然而，「love」應歸類於何種愛，仍須視譯者如何進一步的

詮釋。 

 

    崔何在〈THE WAY OF LOVE〉這一章中引用數篇《道德經》的段落作為她教

導「如何去愛」的例證，她提出的步驟依序是〈Love Is an Active Process〉、〈The Way 

Beyond Ego〉、〈The Way of Self-Acceptance〉、〈Transcending Judgment〉、〈Transcending 

Anger〉到〈Living in the Present177〉。而在〈Love Is an Active Process〉這一節，崔

                                                      
174 En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56, 2006), pp. 43-76. 
175 En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pp.43-44. 
176 En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p.45. 
177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p. 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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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認為愛人須先從愛自己出發 178。第六十七章的「慈」既然是為了佐證「愛自己」

此一論點而存在，崔何對「慈」的解讀必然傾向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切入。 

 

    崔何對「慈」的詮釋，顯然較偏向佛洛姆所說的「自愛」。她認為《道德經》

講述的其實是「The Way of Love」，因此儘管她也認同「慈」(tz’u)是「compassion」

之意，但可能是認為慈這個目標一時間難以達成，因此身為自助書籍作者，她在書

中先提供讀者通往「The Way of Love」的幾個步驟。首先，我們要學會愛自己。在

〈Love is an Active Process〉這一節中，崔何說了一個朋友的生命故事，告訴我們愛

自己的重要性：有位很焦慮的金髮美女Phyllis，她對自己很沒自信，老是向外尋找

愛與成就。但是她一直遇人不淑，最後只好尋求團體治療的幫助。Phyllis說：「What 

can I do to meet the right man?」治療師並未針對問題回答，反而建議Phyllis先找出自

己喜歡做的事。她聽了很不可置信，怎麼可能在烹飪班上找到真命天子呢？但Phyllis

還是報名了烹飪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停止將焦點放在別人身上。後來Phyllis成

功擺脫依賴、猶豫不決的個性，擁有許多朋友，並且決定往科羅拉多州發展。崔何

認為，Phyllis變得這麼快樂，就是因為她不再等待別人愛她，先開始愛她自己的生

活。這樣一來，她就不會因為寂寞而談戀愛，而是因為想要分享她活力十足的人生

而愛人 179。 

 

    教人愛自己並非壞事，只不過這並非《道德經》第六十七章中「慈」的意涵。

老子開拓了讀者對於「慈」的理解，將這個字的意涵人倫制度中的小親小愛，提升

至個人對於全體人類乃至諸種生靈的關懷。第六十七章中「慈」、「儉」、「不敢

為天下先」三種特徵的共通性，就在於每種定義都顛覆了讀者原先的預期，原本看

似柔弱的「慈」、格局狹小的「儉」、懦弱不前的「不敢為天下先」被賦予新的意

義，也再次彰顯「道」由暗處見其明、由小處見其大的特性。如果詮釋第六十七章，

                                                      
178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p.211-212 
179 Diane Dreher, The Tao of Inner Peace, pp.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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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將焦點放在「如何愛自己」，就是置《道德經》原文的多層次意義於不顧。這時

候我們可以輕易看見，崔何取「慈」字之意只是作為一種宣傳方式，營造出她的教

導與老子哲學相關的外貌，事實上只取了表面上的相似性，用以強化自我中心哲學

的觀點。如果說自我成長是人不斷提升內在視野的過程，則閱讀《道德經》很可能

達成這般效果，然而《道德經》本身傳達的是博大包容的無為哲學，講求拋棄人之

欲望，除去人以自己為世界中心的慣性觀點，這些特性其實和崔何講求從自己出發、

愛自己、療癒自己的哲學是背道而馳的。 

 

    愛自己，確實和愛其他人有連動關係。佛洛姆認為，愛其他人和愛我們自己並

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反而是那些有能力向外付出愛之人，同時也對自己有愛 180。

然而，《道德經》第六十七章中「慈」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無我的博愛之心，若

將焦點放在愛自己，無疑是捨棄了本章中最重要也最能代表道的概念。崔何用第六

十七章的「慈」解釋如何愛自己，或可稱為偷天換日之術，看似講解《道德經》中

的無私大愛，事實上卻是關注於自我之愛。崔何也許是認為若要愛人，必先愛己，

因此最重要的是從自己做起，療癒自己的同時也就改善了人在人際關係中的狀態。

但是這種解讀並非自《道德經》的原文而來，而非常可能是崔何信奉的新時代哲學

影響所致。 

 

    講求療癒自我的新時代思潮，一再強調個人和萬物的共生關係，而療癒自我有

助於療癒整體。那麼，究竟該如何療癒自我？一言以蔽之，即無條件的愛。若人可

以接納自己的所有面向，願意以愛澆灌之，原諒自我所犯的過錯，則因為不原諒自

己、自卑等種種貶低自我心態而產生的精神和身體上苦痛，都會得到舒緩及釋放。

不僅如此，人因為上述負面情緒而產生的種種信念及行為模式，也會因為正視自我

的需求而出現改變。Phyllis 不停向外索求愛情，就是一種自我缺乏愛的表現，因此

要從她的內在開始療癒。當 Phyllis 正視自己，問自己究竟喜歡什麼事物，就是接納

                                                      
180 En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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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開始，當她開始從事自己喜歡的活動，即是療癒向來遭到忽視的自我，給予

自我養分，使之不再往外界索求關注與愛。從故事結尾看來，Phyllis 似乎過得很快

樂，很懂得「愛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樣缺乏自信。不過，《道德經》第六十七章

的「慈」究竟和 Phyllis 的快樂人生有何關聯？其實「慈」在這裡，只是作為供讀者

瞻仰用的遠大目標，崔何的焦點其實是放在《道德經》未曾提到，但卻是新時代思

潮重心的自我療癒概念。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中所提倡的的慈愛是一個很宏大的目標，裡面包

括很多子集合，或者說是很多種層次的愛依序遞增。如果詮釋者只提取某一層次的

愛，就算最後沒有解釋老子的慈為何，所提取的概念仍然可被包括在慈裡面，畢竟

慈的幅員太大了。然而，詮釋者提取的概念究竟停留在何種層次，會顯現出其對《道

德經》的需求、目標是什麼。 

 

作為一自助書籍，最重要的功能是幫助讀者改造自我，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種種壓力，

而主打心靈勵志功能的自助書籍，自然應該提供一個精神層次高超的目標。然而，

更重要的是作者應該提供簡便、快速的步驟，並且幫助讀者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立即

的改變。「慈」這個概念即一視同仁的慈悲心，並非一蹴可及的簡單目標，而且看

上去離現實生活太遙遠，不知從何做起。此時，崔何服膺的新時代思潮以及自助書

籍的功能特性，兩者相輔相成，可以將《道德經》轉化成一本人人可讀的輕鬆勵志

小品。 

 

    新時代思潮則具有自我神聖化及正面思考兩種特性，強調凡事應從自我療癒開

始，先學會愛自己才能夠愛世界，因此不論是何種問題，皆主張從個人的內在苦痛

著手；自助書籍的目的在於提供讀者一種快速改變人生態度和生活的方式，如果作

者可以提供循序漸進的步驟，並且著重於讀者日常生活層面的改變，就可以增強讀

者的購書誘因。《道德經》經過這條詮釋管道的改造，只留下遙遠而宏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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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讀者和目標之間的巨大空白，則交給受到新時代思潮影響的詮釋者發揮創意。

最後，讀者依照崔何提供的步驟，達成了「愛自己」的目標，也獲得與東方經典親

近的類似感受，而「慈」究竟是何等境界，已不再是大家想探尋的重點。 

 

    將老子的「慈」降格為「愛自己」，一方面可以維持和東方哲學的聯繫，營造

思想相通的熟悉感、救贖感；另一方面又提供短時間內可達成的步驟和目標，因此

符合現代讀者想要獲得精神上支助，但又要在現代社會中保持勞動力的兩難需求。

崔何服膺的新時代思潮填補了讀者與「慈」此一概念的空白，並輔以自助書籍容易

上手、激勵人心的簡潔文本架構，提供讀者一條光明的改造自我道路。 

 

 

第三節 結論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現代性的隱憂》（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中認為「...自我中心的形式在兩個方面是變質的。1.它們傾向於集中在個人實現上，

使他或她的周遭人士成為純工具性的；2.換句話講，它們沖向一種社會原子主義。

它們傾向將實現僅僅看成自我的，忽視或者弱化來自我們自己的欲望和志向之外的

要求，不論這些要求是來自歷史、傳統、社會、自然，還是上帝；換言之，它們培

養了一種激進的人類中心論 181。」而現代社會中，人隨著求職機會從城市流動到城

市，過往的人際紐帶被切斷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欠缺人情味與深度的交往，因此以

個人為中心的文化變得越來越堅固。此外，技術統治、官僚統治導向的社會，越來

越強調工具理性的重要性，此改變必然助長了個人利益至上的思潮，以人類為中心

的論點從此滋生。現代社會的多數人將事業當成人生的核心目標，因此遭遇挫折時

                                                      
181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韓震等譯，《現代性的隱憂》，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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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也以修復自己作為核心目標，期待自己能更有能力的重返社會。讓自己快樂是

最重要的，因此焦點都放在自己身上。 

 

    泰勒所描述的社會原子主義，反映在現代社會的多種層面，比如說新時代思潮

的自我神聖化特性，就是一種自我無限放大的生活哲學。而服膺於新時代思潮的譯

者，詮釋《道德經》這部東方經典時，便非常可能用新時代的概念解讀老子言簡意

賅的文字。《道德經》經過崔何的演繹，再加上自助書籍功能性顯著的架構改造，

已不再是我們所熟悉的千年經典，而是一部提供當代美國讀者撫慰的心靈勵志手

冊。 

 

    從傳播哲學理論的角度來看，《內在平靜之道》無疑是失敗的翻譯。但這世界

上還有很多《道德經》的英文譯本，若將焦點全放在崔何的譯文有多牽強、多錯誤，

這種顯而易見的瑕疵已經無須深談。我們應該研究的，是這種譯本反應出何種時代

風潮。自助書籍，是人對於大時代的改變感到無能為力，只能將希望寄託於自己身

上，為了鞭策自己在嚴苛的社會中存活，因勢而生的文化產品。許多人儘管活得不

快樂，卻沒有勇氣也不願意拋開舒適的物質生活，與世隔絕的遁入宗教。對這群人

而言，他們可能不需要真正了解東方經典，而是需要幫助他們認命活在現實世界的

信念。例如人應該練習活在變動之中，如此一來人便可適應朝不保夕的險峻勞動環

境；練習克服恐懼，就可以平靜的面對生活中的大起大落；學會愛自己，可以為自

己帶來自信，相信自己在大環境中仍能健康存活。 

 

    若要觀察崔何對《道德經》的詮釋，不能只看譯文，《內在平靜之道》包含的

各種生命故事、個人練習及肯定語都是她對於《道德經》的讀後感想。只不過服膺

新時代思潮的崔何，很可能也意圖在《道德經》中找到和新時代概念相契合的元素。

崔何在翻譯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將《道德經》收編至新時代思潮，因此原文中許多

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都變形成表皮相似，內裡早已本土化的新時代產物。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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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Te」，崔何藉此重新創造出理想當代公民的典範，並且強化了老子企圖超脫的

二元價值，使得有德之人成為在二元世界中力圖改善自我的有 Tao people。原本「寵

辱不驚」說的是超越個人利益的生命觀，但是到了自我本位的詮釋脈絡之下，變成

克服內在恐懼，療癒自我，勇敢地迎向變動不斷的人生。最後，原本一視同仁的「慈」

幅員也收縮至個人尺寸，重點改成如何愛自己。 

 

    從超脫自我到強化自我，《內在平靜之道》提供了一個正面迎向人生挑戰的《道

德經》詮釋，看似東方風味十足，內裡卻紮紮實實的是發源於美國本土的新時代思

潮。乍看之下本書有不少荒謬之處，但若只強調本書誤譯之程度，不啻是眼界過於

狹小。翻譯研究者應該做的，是分析文本反映出的時代思潮，以及讀者透過這部譯

本可以滿足何種需求。文化翻譯是一種各取所需的過程，從誤譯中可以看出譯者企

圖強調的概念，並了解到他們的詮釋其實是在幫目標文化內的問題尋找解決之道。

新時代思潮就是反抗主流文化而興起的浪潮，而崔何的新時代傾向詮釋，就是利用

《道德經》將其所服膺的新時代概念重新演繹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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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道德經》高深隱晦，衍生諸多研究素材，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了綿延千百年的

思想論辯。不過，前述米契爾、戴爾和崔何三位譯者的詮釋，似乎已遠超出原本中

國文化的討論範圍。以中文讀者的角度觀之，這三位譯者詮釋的《道德經》並非吾

人所聽聞或熟悉的《道德經》，並有多處重大誤譯。但是我們認定誤譯之處，換個角

度來看，正是他們欲傳達的新時代思想。《道德經》英語版本眾多，每種版本各有特

色，也反映譯者的意識形態。受到新時代思潮影響的譯者，在《道德經》中看見的

是自己原本崇尚的思想，而他們的譯本也成為新時代思想的再現媒介。 

 

    如前所述，新時代思潮強調個人的靈性力量，人只要向內探求就可轉化其生命；

只要和宇宙中的無限能量保持連結，就可發展出個人無限潛能。新時代思潮講求個

人責任，認為自己負起責任的同時就可以改變世界，也因此講求從個人生命事件中

領悟宇宙要帶給自己的生命功課。新時代思潮標舉「療癒」大旗，主張用愛及能量

療癒個人及環境的所有創傷或負面現象，並以正面思考轉化原本的思維及認知，這

種溫暖的論調觸及許多現代讀者，因此從六零年代至今仍欣欣向榮。 

 

    新時代思潮觀念駁雜、流派眾多，不易歸納重點，勉強歸納可能淪為以偏概全。

但是本文仍試圖歸納出三種新時代思潮的特質，而前述討論的三種譯本也展現出這

三種特質。首先，新時代思潮帶有自我中心化的思考傾向，崇尚者的思想目標和關

注焦點皆在個人的生活層面。所謂的「療癒」，就是以療癒自我為出發點的思考方式，

儘管終極目標是改善世界，但以個人療癒為出發點的觀念仍會左右個人行動，可能

肇衍出過度重視自身心靈完整，忽略人和政府、體制之間的關係，以個人角度過度

詮釋外在人事物。其次，當今的新時代思潮強調擺脫負面想法，重視正面思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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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以正面態度轉化原本的認知，並且吸引美善的人事物來到身邊。當前的心靈暢銷

書《秘密》(The Secret)所推廣者即屬此種思想。崇尚者認為，使用正面思考可以療

癒身心創傷或腦中有害於人生的思想模式，而正面思考帶有的能量也有益於整體環

境。不過，當正面思考成為習慣，可能的副作用為過度放大正面思考的效用，並且

忽略帶給人中性或負面感受但是重要的現實事件。習於正面思考者，可能會在《道

德經》中看見激勵人心的敘述，但更可能扭曲或過度放大原文的意義，使得中性的

字句朝向正面態度傾斜。最後，當正面思考成為習慣，和積極化的思考傾向和行動

幾乎成為必然。講求實用的新時代思潮，重視的是如何透過療癒改善人生，而這樣

的態度也影響譯者對於文本的詮釋。積極行動並非《道德經》的初衷，但是在前述

三種譯本的詮釋之下，《道德經》也開始強調行動。不知不覺中，《道德經》已經成

為強調心靈改造、迎接豐盛的新時代典籍。以下為前述三種譯本的簡短回顧。 

 

 

第一節 史蒂芬‧米契爾譯本 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及 Real 

Power 分析回顧 

 

   

    在第二十三章中，米契爾將文本焦點從「失道失德」轉向學習「接受失去」。原

文的「飄風驟雨」指涉的是失去道德的非常態，不會持久；米契爾則轉化這則風雨

比喻，提倡欣賞飄風驟雨之美，並且「trust your natural responses」，藉由體會失去的

感受，深化與內在自我的連結。 

 

    在第三十七章中，米契爾使用「transformed」和「content」二字詮釋人在「道」

中的平靜感，但這兩個單字卻透露出和原文境界迥異的人生觀。原文「萬物將自化」

指的是若侯王能持守道，萬物將順遂道而行，回歸原本和諧共處的狀態。當「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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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transformed」，譯文傳達出的意思不僅是變化，還是改變形貌和本質的變化，

但是《道德經》原文並非提倡改變，而是回歸原本應有的狀態。從用字效果來說，

「transformed」將文本重點移轉至「改變現狀」，並賦予文本積極風格。「content」

一字所標示的心理境界，更是呈現出原文和譯文的反差。「夫將不欲」指的是處於真

樸狀態之人，其心平靜如水，原本有所為的欲望消散而逝。《道德經》講求的境界，

是降低人以自我為中心、與周遭環境融合的意識，但是「content」卻是人在充分意

識到自我和環境差異之下，對其所處現狀感到愉快的心理狀態。「不欲」和「滿足」

乍看相似，實則前者為自我意識削減後的結果，後者則是充分意識到物我之間的區

分，自身需求得到填補後的愉快感受。 

 

    在第五章中，原文「芻狗」意指天地對萬物並無好惡，也不受人所訂出的仁義

道德束縛，而是循道而行，放任萬物自生自滅。《道德經》原文用「不仁」、「芻狗」

等詞表現出打破既有道德觀的意圖，並尋求超乎善惡、好壞等二元價值的新制高點。

然而，米契爾將上述原文意譯為「it gives birth to good and evil」和「she welcomes both 

saints and sinners」，再次彰顯老子哲學中意圖超越的二元哲學，並且賦予文本更強烈

的行動風格。「welcome」相較於「不仁」，傳達出主動招呼、問候的訊息，原文中放

任淡漠之意經翻譯後轉化為溫暖包容；而「good and evil」及「saints and sinners」這

種兩極價值並陳的形式，不但抹除「芻狗」所帶有的消極放任色彩，更是重新強調

原文中所欲消除的二元價值，並且衍生出「包容多元價值」的意義。米契爾的譯文

將《道德經》移轉至較為積極正向的調性，也因此在他和奧崔合著的《Real Power》

一書中，本章變成提倡「包容多元價值」的道家企業哲學。 

 

    在第五十八章中，原文「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點出禍福相倚的

循環，但是並未說明背後的運作機制。然而，米契爾在譯文中添加他對於禍福循環

的解釋，即「the will to power」，假若人對眼前事物有控制欲，善的意圖將導致惡的

結果。米契爾以自我為中心的詮釋，將世間禍福流轉的原因歸諸於己身，不僅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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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未有之見解，更過度放大「人之意念」在外在世界因果關係的地位。 

 

    儘管米契爾並未明說，但他的譯文經常可見新時代思潮的影響，在他自由奔放

的詮釋之下，《道德經》成為變得更自我中心、更正面也更積極。 

 

 

第二節 韋恩‧W‧戴爾譯本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 和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分析回顧 

 

 

    在第五十六章中，原文「和其光，同其塵」描繪出理想的人格，真正的聖人並

不會享受鶴立雞群的優越感，而是遁入凡俗之中，收斂銳氣、混跡塵世，以達「玄

同」境界。然而，戴爾詮釋之下的「和光同塵」比喻轉化為截然不同的意義，全文

意旨變成「掃除情緒灰塵」，學習面對個人的情緒波濤。當文本的重點從混同塵世轉

移至面對情緒，讀者的視野也頓時窄縮至個人事務，原文打破多數人對聖人想像、

模糊優越與凡俗界線等令人眼睛一亮的道理，到了戴爾的文本中變成以自我感覺為

中心的心靈雞湯。此處文本重心轉移至自我狀態的改善，即為自我中心傾向的思考

結果。 

 

    在第四十四章中，原文「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意指過度追求名利，將招

致慘重損失，因此人要懂得適可而止才能活得長久。當戴爾將本章詮釋為「love is the 

fruit of sacrifice, wealth is the fruit of generosity」，不僅已背離原文意旨，更將文本推

向愛與慷慨的溫暖路線。原文讚揚的知足、知止態度，到了譯文中取而代之的是鼓

勵慷慨和給予的積極作風。原文和譯文的主題都攸關自身狀態，但前者強調的是知

止以避免禍害，後者則強調給予和分享。當譯本的積極性升高，老子哲學強調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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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自然原則就被削弱，就精確傳達哲學理論這一點來說，戴爾的譯本無疑失敗。

新時代思潮的風格，則在本書中隨處可見。 

 

    在第七十九章中，原文「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講求的是真正化解紛

爭的方法，即使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人履行義務，也要懂得「知所當止」的藝術。

然而經過戴爾的詮釋，文本的重心從「不責於人」轉向至「returning injury with kindness」

和「always seeks a way to give」，《道德經》變成強調慷慨和給予的一門哲學，繼續

展現出原文沒有的積極和行動性格。 

 

    在第三十五章，原文「道之出口，淡乎無其味」點出「道」並非能帶給人感官

喜悅的享樂，但是卻淵遠流長，可以使天下人歸往。《道德經》講求清心寡慾，因為

削減個人慾望、使長期麻痺的感官重新活化敏銳之後，才能夠體會「道」的無色無

味。然而，戴爾卻將「道」詮釋為超越感官享樂的另一種喜樂境界：「how bland and 

insipid are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when one compares them to Tao!」原文中無色無味的

道，經過翻譯成為超越感官層級的神聖享樂。老子要求讀者戒斷感官欲求，因為耽

溺於感官享樂會阻礙讀者查覺「道」的甘味；但是戴爾的詮釋似乎將「道」當成更

高層級的享樂，至此譯文已背離《道德經》追求平淡的風格，將文本改造成通往永

恆狂喜之路。 

 

    在第三十八章中，戴爾在肯定語中寫道：「…Goodness and Godness are one, and I 

trust who I am, a child of God.」原文說的是「道」從實質流於形式的倒退歷程，強調

大丈夫要認清「道」的本質。當戴爾的詮釋出現「神性」一詞，就偏離了老子「天

地不仁」的拒斥鬼神主張。戴爾的詮釋強調個人內在神性的彰顯，而此正是新時代

思想的重要觀念。 

 

    從消極到積極，從中性到正面，戴爾的譯本呈現出鮮明的調性轉變。原本內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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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強調靜止藝術的《道德經》經過戴爾的詮釋，已經成為迎接愛與豐盛的新時代典

籍，教導讀者發現自己的內在神性。 

 

 

第三節 黛安‧崔何譯本 The Tao of Inner Peace 分析回顧 

 

  

    在第二十三章中，崔何武斷的區分遵道和循德的效果：「Follow the Tao and live in 

harmony. Cultivate character (Te) and develop your highest potential.」原文只寫出「故

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但崔何在譯文更進一步闡釋了追求道、德所

要達到的終極目標：活出和諧以及發揮最高潛能。崔何在譯文中所添加的詮釋，和

新時代思潮所要達成的目標不謀而合：透過療癒自身傷害和不足之處，發揮個人最

高潛能，並且和周圍環境和平共處。崔何對《道德經》的誤譯極其明顯，但也因此

提供新時代思潮棲居之處，而上述兩種目標也貫穿崔何對於《道德經》的其他詮釋。 

 

    在第七十一章中，崔何將「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意譯為「Wisdom and power follow truth above all. For truth is the way of Tao.」

其中，「widsom」、「power」和「truth」此三字的浮現格外引人注目。崔何對「Te」

的詮釋為發現真實，但這種區分方式粗率地將「知與不知」割裂為「智慧與愚笨」，

進一步衍伸為「偽裝與真實」。老子的知並非發現真實，而是隨時了解知的有限性，

但崔何將「Te」塑造為某種終極真實的境界，並推論出《道德經》鼓勵人卸下偽裝、

追求真實，其實是再次將新時代思潮引入她的詮釋。在崔何創造的《道德經》宇宙

中，真實和虛妄是相對立的，原本《道德經》意圖超越的二元框架再次籠罩文本，

並且和新時代思潮中有關宇宙無限能量的思想產生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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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十一章和第一章中，崔何將「無，名天地之始」翻譯為「Wu, the eternal,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並且在文章其他段落將「無」描述為「our unlimited 

capacity for growth and change」，正式將「無」轉化為宇宙無限能量供給站，身處「Wu」

之中可以提供讀者源源不絕的能量和潛能，並勉勵讀者找到自己的「Wu」時刻。崔

何在文末所寫的艾爾發現真實自我的故事，其實已與原文無關，而是她從自己《道

德經》譯文中衍伸出的聯想結果。 

 

    在第十三章中，崔何將「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意譯為「Measuring success by 

others’ words creates anxiety. What you desire and what you fear are within yourself.」原

文企圖超脫因肉身欲念而起的種種風險，跳出非寵即辱的兩極化選擇，並將它們一

視同仁，也因此無所畏懼。但是崔何將重點轉移至「恐懼」，並教導讀者要學習超越

心中的恐懼，並且在變動中成長。崔何還寫了一則退休夫婦生活在恐懼中的故事，

告訴讀者要懂得區辨幻象和真實，找回人生主導權。至此，原文的重心已經完全轉

移，再度進入真實與幻象的二元框架，而進入真實、找回人的無限潛能，而方法就

是放下恐懼、勇敢的在變動中成長。《道德經》第十三章原文中削減肉身欲念、到達

更高層次「愛身」的境界等道理，變成人應如何改造自我的指導方針。 

 

    在第六十七章，崔何用《道德經》傳授愛的力量。「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被譯為「I hold three treasures close to my heart. The first is love; the 

next, simplicity; the third, overcoming the ego.」原文企圖顛覆當時對於慈、儉、不敢

為天下先的刻板印象，並描繪出將自身安危置於最後，以天下利益為優先的「慈」。

然而，崔何將之譯為「love」，而其教導讀者從「愛自己」開始學習愛。崔何另外寫

了一則 Phyllis 學會愛自己的故事，此時全章重心已轉移至如何愛自己，只要學會愛

自己就可以分享愛給他人。新時代思潮的「療癒」概念此時順理成章的進入《道德

經》，而視角也從普天下的利他觀點變成從自我出發的利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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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崔何的詮釋，《道德經》的重點已從超脫自我蛻變為強化自我，她的詮釋將

《道德經》收編至她所崇尚的新時代思潮之中，而這部中國古代典籍也成為傳播新

時代思潮的媒介。原文企圖打破的二元價值框架，在本書中重新以「真實/幻象」之

姿現身，而其他以利他觀點出發的省思，也轉變為強化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生存的改

造方針。 

 

第四節 超譯《道德經》是新時代思潮的再現媒介 

 

 

    新時代思潮強調療癒，但療癒只是過程中的一環，許多信徒走上追尋靈性的道

路後，最後選擇「活出豐盛的世俗生活」，也因此需要能量、需要物質、需要行動。

從積極的話語、到積極的行動，動的選擇總是勝過於靜的選擇，往前走總是勝過於

留在原地。這種以改善自我為中心，且「非動不可」的積極價值觀，雜揉於不同思

潮之中，即使是已經融入冥想、瑜珈、東方宗教的新時代思潮，也無法避免以積極

的態度思考世界。這個價值觀不被明說，但是已經內化至譯者的思維，並反映在其

文本風格，因此產生了超譯版本的《道德經》。 

 

    超譯後的《道德經》產生三種質變：首先，《道德經》文本重點變成關注自我。

例如，米契爾將第二十三章詮釋為「接受失去」的藝術，又如戴爾將第五十六章「與

光同塵」詮釋為掃除情緒灰塵，以及崔何將第六十七章的「慈」詮釋為愛自己，皆

為自我中心傾向的詮釋結果。其次，《道德經》的行文風格由中性轉為更為正面，若

以善惡、好壞等二極光譜來衡量語詞造成的感受，上述三種譯本許多處都往更「美」、

更「善」、更「好」的一邊傾斜。例如米契爾對第五章的詮釋，用「welcome」一詞

描述天地對萬物的包容，已經完全背離「天地不仁」所傳達的中性放任，而傳達出

更強烈的情感。又如戴爾對第四十四章的詮釋，以及崔何對第六十七章的詮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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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love」一詞，此時英譯文的情感鮮明度已經超過原文，往光譜上美、善、好

的一端靠攏，此處的正面化傾向，通常伴隨更有行動性的詮釋，即本文所謂積極化

的效果。第三，翻譯文本的風格比原文更為積極。例如戴爾在第七十九章將「不責

於人」詮釋為原諒及主動給予，賦予原文所無的積極性格。又如崔何將第十三章「寵

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轉化為破除恐懼、迎向未來。原文企圖超脫二元價值、削減

個人肉身欲念等省思不復見於譯文，取而代之的是主動且積極的人生態度。 

 

    超譯後的經典看似簡單易懂，但實情是並非經典變得易懂，而是譯者在超譯過

程中代換成另一種思想，而這種思想正好投合當代讀者的處境，讀者才會在閱讀過

程中對文本產生親切感。超譯拉近了經典與讀者的距離，但是讀者接觸到的原典思

想僅占超譯本的極少比例，更常出現的情況是透過和原文有表面相似性的譯文，讀

者不知不覺被引向超譯者所服膺的思想。新時代思潮如今尚未退燒，其講求「從愛

自己開始」的自我中心傾向文化受到許多現代讀者的喜愛，而《道德經》這本東方

哲學經典若和新時代思潮出現交集，也會使得這股新興文化的外貌看起來更古老、

更有文化深度。不過，當《道德經》被詮釋為自我中心傾向化、正面化和積極化的

文本，從傳達哲學理論的角度觀之已難稱為翻譯，而是以翻譯名義再現新時代思想。

從前述三種譯本可看出，《道德經》文本被譯者用「超譯」的方式翻譯，在文本內騰

出安放新時代思想的空間，再將《道德經》收編至新時代體系，成為新時代思想的

東方代言人。 

 

    超譯究竟算不算翻譯？假如我們將超譯摒除於翻譯種類之外，其實是錯過了研

究當代文化如何交會和彼此詮釋的機會。超譯挑戰我們對於翻譯的既有認知，尤其

是在比對原文和超譯文之後，最直觀的反應是挑出誤譯之處、並因為誤譯過多而判

定超譯不屬於翻譯而是改寫。但如果將超譯直接歸類於改寫，否定其和翻譯的關聯，

就是忽視了超譯終究是「對於原文的詮釋」此一事實。超譯者可能也認知到自己對

於翻譯的要求過於寬鬆，但他們很可能也認定自己是根據對於原典的感悟而做出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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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在《道德經》碰上新時代思潮的超譯案例中，此二種思想至少有一點是相似的：

許多人讀了《道德經》而得到精神上的撫慰，而追尋新時代思潮之人，也透過各種

方式療癒自身的苦痛。只不過，在超譯過程中，《道德經》較為艱難的部分被隱匿起

來，其神秘玄妙的氛圍、尋求個人解脫的主張則被強調，最後看似與新時代思潮合

而為一，成為幫助讀者改善生活的實用書籍。 

 

    每種譯本都反映出譯者的視角和價值觀，或許可反過來說，每種譯本都呈現出

原典的延展性、詮釋可能性。若將譯本和原文的關係製成一道光譜，超譯本的狀況

是譯者的價值觀取代原典，譯本和原典的距離被拉扯至最遙遠的狀態。超譯本仍然

屬於翻譯之一種，但原典在超譯本中所剩不多，這些稀疏的原典思想在超譯者的詮

釋之下，變成超譯者思想的再現媒介。在上述三種《道德經》超譯本中，我們試圖

理解並分析超譯者的世界觀。其中，三位超譯者都出現正面思考的詮釋傾向。經過

超譯的《道德經》，不只反映出譯者的樂觀視角，也讓讀者看見這種視角的侷限。 

 

    《失控的正向思考》其中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不管是自己定位的形象還是別

人認為的刻板印象，我們都遠比別人「正向」，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是全球最

快樂、最優秀的民族呢？我想答案就是，正向態度並不能真切反映我們的狀況或心

情，它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是我們解讀世界的方法，是我們認為該如何處世的方法。

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正向思考』182。」受新時代思潮影響的譯者，就如同受基督教、

佛教或其他宗教或各式文化影響的許多詮釋者，早已形成自己觀看世界的特定方式，

而這些不同的視角也成為各有特色的譯本，使《道德經》的翻譯領域多元而有活力。

然而不可忘記的是，每種觀看視角都有其侷限，當譯者認同自我中心傾向、正面化、

積極化的思考方式，《道德經》文本中某些不符合這些要件的省思，可能不是被扭

曲轉化，就是自始沒有出現在觀看者的視角之內。 

                                                      
182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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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經》的新時代風格超譯，反映的是當代人在擁抱俗世的前提之下，企圖

找尋人生意義，尋求某種不需拋棄舒適生活的心靈解放風潮。經過新時代思潮收編

的《道德經》依然具有經典外表，卻又能快速改變讀者生活，這種超譯現象呈現出

當代讀者渴望閱讀經典，卻又期待經典具有實用功能的矛盾期待。超譯之易讀，和

超譯本與原典的距離呈現反比。經過文化再詮釋的《道德經》，在源語文化讀者的角

度看來幾乎看不出原典的存在，但這樣易讀的《道德經》卻成為目標文化讀者的心

靈港灣。超譯《道德經》中被翻譯的並非《道德經》的文句，而是使心靈獲得沉澱

的氛圍。藉由觀察《道德經》如何與新時代思潮連結，我們可以看見當代讀者的傾

向與侷限，看似矛盾的超譯本，其實正是我們許多人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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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Clara University, Prof. Diane Dreher, 
<http://www.scu.edu/cas/english/faculty/dreher.cfm>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Amazon, Wing, R. L. The Tao of Power: Lao Tzu’s Guidance to Leadership, Influence, and 
Excellenc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6), 
<http://www.amazon.com/The-Tao-Power-Leadership-translation/dp/0385196377/ref=sr_1_3?i
e=UTF8&qid=1379664944&sr=8-3&keywords=the+tao+of+power+a+translation+of+tao+te+c
hing#reader_0385196377> （2014 年 5 月 2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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