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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關心所有宗教及文明系統表面差異下共通
共同的東西，即人和萬物的「神聖本原」（Divine 
Ground）或說「神聖實在」（或稱「實相」，Divine 
Real it y），認為這才是大千世界一切生命與心靈
的本質；在長青哲學的倡導者看來，個體之人最

大的生命意義在於走向終極歸宿，獲得對神聖本

原的合一認識（Unit ive Knowledge），亦即契入
生命與世界的實相；而要

想契入實相，須滿足如下

條件：充滿愛（f illed with 
love），心靈純潔(pure in 
heart)，精神謙卑（poor in 
spirit）。

二

許多哲人曾問，人真

正要什麼？在逐層深入之

後發現，人真正追求的乃

是無限，即「擺脫那拘束

我們的有限性，達到我們

的心靈真正欲求的無限的

存在、知識和妙樂」[2]，換言之，人真正追求的乃是

「解脫」。長青哲學家認為，除非藉著對神的合一

認識，否則人的這一渴欲絕不可能得到滿足」[3]，

真正追求生命品質的人，絕不會滿足於僅在外部世

界尋尋覓覓，目不暇接地搜集資訊、增長知識、

「為學日益」，而是時時反觀自身、收視返聽、探索

性靈、「為道日損」，而後者才是合一認識神聖本

原的條件和路徑，才是正確的方向。對此，赫胥黎

做過一個形象的譬喻：日常經驗裡，我們很難相信

長青哲學視角下老子的「三寶」
■ 王  坤

清華大學哲學系

兩三千年的宗教歷史一再證明，只有那些充滿愛、

心靈純潔和精神謙卑者才能清晰地直接把握終極實

在。	 	 	 						—《長青哲學》導言
吾有三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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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經》第六十七章

一

每一文化體系都有

其大傳統與小傳統、主流

和非主流；正是在這種多

元並存的巨流中，一個文

明體系始成其豐富與活

力，人的精神也於此間得

到多個向度的激發、延展

和安頓。「神秘學」傳統

可謂西方思想文化中與

「理性」、「信仰」鼎足而

三的又一傳統，「不了解

神秘學傳統，我們對西方

科學、技術、宗教、文學、

藝術等的理解就無法真正深入。」[1]而這一傳統對

東方的關注可謂深而久，藉由了解它，又可加深我

們對東方思想、宗教等的反觀與思考。

在偌大的西方神秘學傳統中，長青哲學

（Perennial Philosophy）乃是極為重要而頗具東
方色彩的一支。它自古以來不絕如縷，二戰之後因

英國學者阿爾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
1963，後文簡稱「赫胥黎」）的一本同名著作備受
關注。長青哲學著眼點為人類的終極目的( Fi na l 

摘 要：長青哲學認為，人最大的生命意義在於
獲致對神聖本原的合一認識，亦即契入生命與世

界的實相；而要想契入實相，須滿足如下條件：

充滿愛，心靈純潔，精神謙卑。老子奉以為寶的

「慈」、「儉」與「不敢為天下先」，其意涵與長青

哲學提出的心靈條件若合符契，老子的「三寶」之

說可謂「長青心靈」卓越的道家表述。事實上，這

一心靈條件近乎無我無為之境，有為之心與自我

消泯，從而給道或說神性留出空間。

關鍵詞：老子；長青哲學；愛；純潔；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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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氫和氧構成，然而，如果對水作某種激烈的化

學處理，其組成元素氫和氧的性質便會顯示出來。

同樣地，日常經驗也難以讓我們相信，「血肉之軀

的人的心靈包含著某種東西，它類似於或等同於

大千世界背後的實在。然而，如果對心靈也作某種

非常激烈的處理，作為其組成部分的神聖要素便

會顯示出來」；「只有通過物理實驗，我們才能發

現物質的內在本質與潛能。同樣，只有通過心理學

的和道德的實驗，我們才能發現心靈的內在本質

與潛能」；而日常環境下，普通人心靈的這一神聖

部分是潛在的、隱藏的，「想要實現這些潛能，我

們必須滿足某些條件並遵守特定的規則，其有效

性已經得到經驗的證明。」[4]

是何條件呢？赫胥黎從千百年來往聖的教

導、啟示中總結出，要想獲得對神聖本原的合一認

識，須滿足如下必要條件：「充滿愛、心靈純潔，精

神謙卑。」數千年的宗教歷史已一再證明，只有那

些充滿愛、心靈純潔和精神謙卑者才能真正把握

終極實在。他反復強調，對於「神聖實在」，無論做

多少理論研究，「也不如一個處於愛和謙卑狀態下

的超然物外的心靈所直接領會的多。」[5]當代美國

著名超個人心理學家肯·威爾伯（Ken Welber）自詡
為「長青心理學家」，他在著述中多次強調，「實

相」無法用文字描述，然而，「通過設立一組規則、

一種實驗，並能夠全然忠實地遵循的話，就可以體

驗實相。當我們說『大心境界』或者『意識』是『實

相』時尤為如此：這並非一種描述，而是一種指

令。」[6]

三

老子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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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經》第六十七章）老子稱自己在保任大道

上，有三個終生奉持的寶貝，分別為「慈」、「儉」和

「不敢為天下先」；簡單來說，「慈」為慈柔，「儉」

為儉樸，「不敢為天下先」為「謙下」，乃是三個精

神性原則。老子說，因為慈柔，故而勇武；因為儉

樸，故而深廣；因為謙下，故而成為眾器之長。這

「三寶」看上去是弱的，為何有如此之「威力」呢？

大體而言，因為慈心是柔和而廣大的，可以包容

和涵化對立方，故而無法被戰勝；儉嗇是內斂的，

收視返聽，少私寡欲，反而會證量深廣；真正的

謙下是忘身忘我的，心空如許，方為道器。我們發

現，「慈」、「儉」與「不敢為天下先」—老子的「三
寶」與長青哲學宣導的心靈狀態在具體意涵和最

終指向上若合符契：「慈」對應「充滿愛」，「儉」

對應「心靈純潔」，「不敢為天下先」對應「精神謙

卑」。

（一）「充滿愛」—「慈」
長青哲學家發現，聖賢傳記清楚地記載，聖人

「愛他的仇敵」，如果是佛教徒，他甚至意識不到

敵人的存在，他會對一切眾生，不論是人還是動

物，都施以同樣的慈悲和善意。「最終獲得對神的

合一認識者，出發點各不相同。有男人，有女人，有

的天性活躍，有的天生靜默。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性

情和體質，生活的物質、道德和知識環境也大相徑

庭」[7]，然而在滿足「充滿愛」這一必要條件上，他

們驚人地相似。

「凡學習達到靜觀（即合一認識）者，需首先

徹問自己愛了多少。因為愛是心靈的動力

（machina mentis），它讓心脫離塵世，上達於天」
[8]，羅馬天主教教皇大格里高利（St. Gregory the 
Great, 540-604）如是說。長青哲學稱許的愛，不同
於期求回報的凡俗之愛，各靈性宗教的導師們已

經或簡明或系統地描述了其本性，並把這種愛與

其他較低形式的愛區分開來。赫胥黎考察了其主

要特徵：首先，它無私、不圖回報；其次，它因於愛

神而愛一切人和物；第三，它因無私而普遍。我們

需補充一句，它在不同的宗教傳統被冠以不同的

名字，或稱「聖愛」，或稱「大愛」，或稱「仁愛」，

而在道家，老子則稱之為「慈」。

事實上，要達到這種慈愛的境地並不容易，因

為人在給予愛的同時往往夾雜著期待，期待同等

或更多地被愛。威廉·勞說：「愛本身萬無一失，絕
沒有錯，一切錯誤都是對愛的期求。」[9]長青哲學

主張的愛是無求的，它與自然安住、清醒覺知緊密

相連，故而有力，老子稱之為「慈故能勇」。佛教講

求「慈悲心」，所謂「無緣同慈，同體大悲」，「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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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樂，悲能拔苦」，在這個意義上，孟子言「仁者無

敵」。「菩薩不是力求和善，而是自然慈悲」[10]；他

對世間自然而然流露慈愛，他處理實際生活，但心

無所住，無論何時何地，有人需要幫忙，他就施以

援手，而毫無分別計較、期求回報或自矜自贊的心

態。這種慈心與仁愛，是清明覺知的，是對他者敞

開的，中有一種慷慨的分享和溫暖的無畏。「當你

在禪修中不僅體驗到寧靜，而且體驗到溫暖時，即

是慈悲開始參與了。那時你深感內心溫暖，從而產

生一種敞開和歡迎的態度。」[11]

長青哲學認為，事實似乎是這樣：人越愛，便

越能愛。赫胥黎引述了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威廉·勞
（William Law, 1686-1761）的話：「由於愛沒有私
下的目的，除了自身的增長不意願任何東西，所以

一切事物都如同油之於火；它必定會擁有所意願

的東西，不會失望，因為一切事物（包括那些被愛

者的不善）都會自然幫助它以自己的方式活並產

生自己的事功。」[12]這種愛，其內裡蘊藏著一種平

等觀，即不只能愛「善者」，而且也能愛「不善

者」。赫胥黎引述禪宗祖師永嘉玄覺的言論來呼

應這一點：「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

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出自永嘉玄覺

《證道歌》）比較而言，世界各宗教之中，佛教是

最富於這種仁愛或說慈悲精神的，不止對人，也對

一切生命，其《慈愛經》中有言：「如母不惜身命保

護獨子，應對一切眾生修習無量慈心；應對一切世

界散發無量慈心，上下四維，無障礙無仇恨無敵

對；住行坐臥，不偷懶不昏睡，應培養此種正念，

此即現前梵住。」[13]如上種種，自長青哲學視角而

觀，基督教、佛教、儒家等宗教傳統的同主題文獻

似不約而同用各自的語言呼應著老子對慈心的讚

譽：「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

（二）「心靈純潔」—「儉」
在契入實相所需的心靈條件上，長青哲學明

確指出「單純」之重要以及必要，通向神聖本原的

意識狀態必是「去我」後的單純，譬如老子所謂

「素樸」、「清淨」，而要達到這種單純，最可行的

方式是「愛與謙卑」。認知依賴於認知者的模式，

而認知者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又受制於認知者

的意願。中世紀晚期神秘主義思想家呂斯布呂克

（Ruysbroeck）對前來拜訪他的學生們說：「你希
望自己多神聖，就會多神聖」，赫胥黎認為這句話

的言外之意是，「人想對實相了知多少，就能了知

多少」，因為「神的解脫知識會降臨在心靈純潔、

精神謙卑者那裡；這種純潔和謙卑儘管極難達

到，但人人皆有可能。」 [14]托馬索·迪·佩特拉
（Tommaso di Pet ra）記錄的錫耶納的聖凱薩琳
（St. Catherine of Siena）遺囑中說：「一個人要想
達到心靈純潔，就必須完全戒除對鄰人的任何評

判和對自身行為的一切空談。在萬物中，人應當只

是追尋神意」，「無論出於何種理由，人都不應評

判他人的行為或動機。即便看到真實的罪過，我

們也不應對它進行評判，而應懷著神聖、真誠的

慈悲，用謙卑、虔誠的祈禱將它呈交給神。」[15]赫

胥黎指出，全然戒除對他人的評判僅僅是達到內

在純潔的條件之一，其充分條件應為完全無我，這

是真正的「苦行」—「能夠消除自我意志、自我利
益以及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希求和想像的苦行

是最好的。極端嚴苛地對待身體似乎達不到這種

苦行。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當然，除了我們的罪過）則可能產生這種結

果。」[16]為什麼呢？人通常都會不自覺地試著改變

別的東西，而不是改變自己，都會試著讓自己以外

的事物變得恰到好處，而不是讓自己變得恰到好

處，而事實上，如果自己不恰到好處，也就不可能

讓任何東西恰到好處。用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埃

克哈特（Eckhart, 1260-1327）的話說，「神之國的
這一寶藏已被時間、多（multiplicity）和靈魂自己
的事功所掩藏，或者簡而言之就是被其受造物的

本性所掩藏。但就靈魂可以與這種多分開而言，靈

魂在自身之中顯示了神之國。在這裡，靈魂與神是

一體。」[17]只有「我們的國離去」，才會有「你的國

到來」，自我越多，神就越少，而自我越少，神就越

多。「只有特意消除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感受、

希求和行動，有意喪失貪婪、自利的偏狹而分離的

生命，才能獲得神聖圓滿的永恆生命。基督教、印

度教、佛教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宗教的經典著

作，還有踐行和闡述過長青哲學原則的所有那些

以神為中心的聖人或靈性改革者，都堅定地教導



哲
思
慧
語

王 

坤
：
長
青
哲
學
視
角
下
老
子
的
「
三
寶
」

３１

苦行或有意死去自我。」[18]不評判他人，反求諸己，

收視返聽，乃至「死去自我」，皆是致力於達致質

樸、純潔的心靈狀態，其在方向性上是收束的、內

斂的。

老子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道德經》第六十五

章）當人能棄智，離棄狡猾的心智和心機，便回歸

了樸素與淳樸。所謂「為道日損」，「絕聖去智」，

「吾有三寶，二曰儉」，都旨在勸人放棄多餘的心

思、心機，降伏妄念，少營為算計，回歸素樸單純。

在長青哲學看來，老子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

損」，說的正是通向神聖本原之正途，行者在途中

精勤不懈，「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至此，一切

造作歇去，妄心不起，那個先天無為的東西—
「道」，禪宗喚作「本來面目」、「那個」、彼「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者—便顯露出來。老
子有時將這種返本還原的涵養功夫形容為「嗇」，

有時呼為「損」，有時稱為「儉」。稱謂不一，所指

則一。這「儉」，包括少肥甘厚味，少聲色追逐，乃

至少言語，少情緒；老子指出過度的聲色味享會令

人耳聾目盲口爽，而馳騁田獵會令人心神外散、發

狂，全真體道莫若「儉」與「嗇」，他規勸體道者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塵」（《道德經》第五十六章）這「儉」，有自我收

束、自我否定的意味。赫胥黎強調，「就社會關係

而言，自我否定的形式不應是自稱謙卑的賣弄行

為，而應是控制語言和情緒，避免說任何苛刻或無

聊的話（這意味著大約有一半日常交談可以省

了），當外在環境或身體狀況使我們容易焦慮、憂

鬱或過度興奮時仍然安之若素，寧靜欣喜如常。」
[19]

長青哲學認為，基督教的「單純」和老子及其

後學所希求的美德是同一個東西。儉事而修，見素

抱樸，最終涵養素樸清寧的心神境界，亦即長青哲

學所強調的「純潔」的意識狀態。「純潔」有時被

表述為「赤裸」或「貧窮」，用埃克哈特的話說，

「人必須變得真正貧窮，像出生時一樣擺脫其受

造性的意志。我告訴你，藉著永恆的真理，只要你

還想履行神的意志，對永恆和神還有任何渴望，你

就還不是真正貧窮。只有『他』才真正精神貧窮，

一無所願，一無所知，一無所求。」[20]這種「變得貧

窮」的努力，用淮南子的話說便是「去其所本無」，

用老子的話說就是「復歸於嬰兒」，用香嚴智閑的

話說就是「錐也無」：

（仰山慧寂）問香嚴：「弟今日見處如何？」嚴曰：

「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

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景德

傳燈錄》卷十一）

（三）「精神謙卑」—「不敢為天下先」
精神謙卑的關鍵，不在禮儀的持守、外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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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讓，而在心靈狀態的謙下，這一狀態是廓大、沖

虛與柔和的。這一狀態下，人內在的傲慢消泯，從

而能夠虛己以待神。赫胥黎將謙卑和無心之境相

聯繫，他發現，在印度和東亞，這一主題得到了最

系統的討論。「『無心』境界仿佛介乎凡俗之人的

漫不經心與狂熱追求解脫之人的過度渴望之間。

要達到『無心』，須步步在意；要保任它，須學會將

高度警覺與寧靜柔順的自我否定相結合，將不屈

不撓的意志與完全順從靈性的指引相結合。黃檗

希運說：『將心無心，心卻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

議。』換句話說，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絕不能嘗試

去想它，而要讓它想我們。在《金剛經》中我們也

讀到，在試圖達到真如的過程中，『若菩薩有我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蘇菲派哲

學家加紮利（Al-Ghazzali）同樣強調需要保持理
智上的謙卑與順從：『一個處於「無我」（fana，大
致對應於禪宗的「無心」）之境的人若有空掉自我

的想法，那是缺陷。最高的境界是連空也空掉。』

在梵我的內在高度裡有一種狂喜的空亦空；此外

還有一種更加全面的空亦空，不僅在內在高度裡，

而且在平凡的世間，在對完滿的神的覺醒認識

中。」[21]

內心的謙卑不是一項道德條目，如果以它為

道德條目去恪守，便背離了初衷，或致行動畏手

畏腳、言語閃爍不定，倘如此，便成虛偽。人無需

削足適履，局限自己，讓自己去俯就什麼職位或

環境，企圖把自己分門別類塞入種種狹隘固定的

環境，以謙虛和隨緣之名，行虛偽和逃避之實。老

子看透了「自是」、「自彰」、「自伐」、「自矜」的幼

稚，這些爭相「為天下先」的躁動恰是「不敢為天

下先」的反面教材。在老子看來，個人的偽詐到社

會的失調，根本都是由於人脫離了道這一神聖源

頭，人根據自己的意志、觀念而不是據於道來生活

所導致。在長青哲學家看來，道即邏各斯，道即萬

物的本性，道是貫通的，從物質層面到動物層面，

再到精神層面以及靈性層面，無所不在。當我們真

正在內心謙虛下來，放棄自我意志，一任大道在周

遭世界和我們內在的身心中運行，就會了悟，「既

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常

清靜經》全神合道章第三）

四

實現對神聖本原的合一認識，這本身是遠大

於道德的，但缺乏道德基礎則永遠不可能實現。

「充滿愛」、「純潔」與「謙卑」，這三點既是意識

狀態條件，又是德性條件。這必備的德性條件是起

點，實際上也可能是最高境界，因為普通人很難滿

足這一條件。長青哲學家發現，「人對分離自我的

執迷和固守是通向合一認識的最難以克服的最終

障礙。對他們而言，成為自我就是原罪，而自我在

感受、意志和理智上的死去則是具足一切的最終

的美德。」[22]在這個問題上，老子有句經典的話：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道德經》第十三章）人之所以會有禍患煩

擾，乃是因為人執於自我，當人能夠無我，又何禍

患煩擾之有？赫胥黎引用基督教神秘主義靜觀書

《不知之雲》（The Cloud of Unknowing）說：「自
己的認知和感受仿佛被自我這個污穢的臭皮囊所

佔據和填滿，若要按照登山寶訓成為神的完美信

徒，就必須痛恨、鄙視和唾棄它。」[23]他追問，在能

真正認識神之前，必須加以猛烈懺悔並完全死掉

的這個自我，其本質是什麼？進而引述各宗教言教

後作出回答，長青哲學認為，人由身、心、靈組成，

「自我或個人是前兩種要素的產物，第三種要素

則近乎甚至等同於作為萬物本原的神聖靈性。人

的最終目的、人存在的目的就是愛和認識這個內

在超越的原神並與之合一。只有通過『死掉』自

我，活在靈性裡，才能把自己與這個靈性的非我等

同起來。」[24]

埃克哈特說：「神的種子在我們裡面。有了聰

明勤勞的農人，神的種子就會茁壯成長為神，它的

果實也會相應擁有神性。梨的種子長成梨樹，堅

果種子長成堅果樹，神的種子長成神。」[25]一個聰

明勤勞的農人要做的工作，就是日復一日地去除自

我的雜草，耕耘自己的心田，漸漸使自己「充滿愛，

心靈純潔，精神謙卑」，給神的種子的萌芽生長創

造條件。經由這個過程，人最終學會以無心應物，

「無心恰恰用，自然合乎道、真如或說神意。那些

順應道的人，不是抱著貪婪和敵意，而是帶著愛，

自然應物，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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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自我」，佛教稱為「消除我執」、「放下

自我」、「人法兩空」。譬如「空去」一杯水，並不是

說喝掉它，而是「空去」人先前具有的觀念，即我

們對存在的種種概念，諸如大或小、圓或方、甜或

鹹。真正的自我消泯必然「充滿愛，心靈純潔，精

神謙卑」，而這一條件的道家表述—「慈」、「儉」、
「不敢為天下先」，則必也發乎自然，而歸於自

然。

此文初稿為清華大學110周年校慶「思想史視域
中的中國宗教研究」會議論文（2021年10月10日），今
為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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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aozi’s Three Tr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Wang Ku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the greatest signif icance of human life lies in the 
attainment of the unitive knowledge of the Divine 
Ground, that is, to integrate into the Reality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To step into the Reality, one must meet 
three spiritual conditions: filled with love, pure in heart, 
poor in spirit. In Laozi this fundamental Taoist Classic, 
Laozi explicitly states that he has Three Treasures: 
Benevolence, Thrift and that Dare not b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we found that the implications of which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ual conditions proposed 
by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Hence it can be agreed 
that Laozi’s Three Treasures statement is actually an 
excellent Taoist expression of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s 
spir itual condit ion theory. In fact, this spir itual 
condition is close to Laozi’s Inaction, while the Self is 
vanishing, the room for the Tao or Divinity is left.

Key Words: Laozi,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love, purity, poor in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