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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述素以概含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而见称。当中，

金庸就经常以道家思想为依据，创写了无数精彩绝伦、别出心裁的武功。本论文选

取金庸其中一部小说《笑傲江湖》为研究文本，探索小说中的武功“独孤九剑”所

隐含的老子思想。 

 

由于“独孤九剑”的描述常涉及“以无胜有”的概念，故本论文则依此线索，

探讨“独孤九剑”与老子思想“无”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从《老子道德

经》找出道家论述“无”的章句与注释，再梳理《笑傲江湖》里书及“独孤九剑”

的情节，尔后再以老子“无”的辩证论述，诠释“独孤九剑”的描述中所涵盖的

“无”的道家精神。再者，笔者还参考了道家武功“太极拳”的拳理，以作为本论

文论点的旁证。研究结果显示，“独孤九剑”的剑理及体用确实与老子“无”的思

想概念相互契合，也明确地看到了金庸小说“道家武功”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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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谢感言 

 

年届不惑而有幸重拾书香，是机缘，亦是福分。二十多年前放下书包后，在工

商界营营碌碌、东奔西跑，疲累之余，总觉得人生有所欠缺。2008 年的机缘巧

合，竟让我得以一偿夙愿，圆一个当年未完之梦，此诚上天待我之不薄也。 

 

回想“初初入学”之际，听课尚可勉而为之，写起作业时却因笔墨久疏而经常

踟蹰难行，无从下笔。后幸得老师之不吝指导、同学之切磋琢磨，才逐渐摸索着回

到中文的世界。仅此，我诚挚地感谢各位领我入门的讲师，也感谢这几年与我寒窗

共读的同学。这六年的光阴，意义非凡，收获的不仅是受用终生的学识，还有那赤

诚不渝的情谊。 

 

我还想特别感谢李乾耀老师的指导。李老师敦厚严谨，他以无比耐心，既忍受

我时而发作的倚老卖老，也磨去我粗糙而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能够及时完成这份

论文，我衷心地向李老师致谢。 

 

这几年来工学两忙，亲友间“谓我心忧”者寡，“谓我何求”者众；然此失而

复得之苦乐，实不足为外人道矣。唯心有所歉疚者，周末冷落老妻之无奈也。内子

虽不谙中文，却深明我圆梦之心切而无言支持，今仅以此论文聊作感恩之意。 

 

岁月如飞，六年的时光弹指而过，如今梦圆人散，固可喜复可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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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与动机 

 

金庸武侠小说自五十年代发表以来，备受华人世界所喜爱与推崇。其小说情节

之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人物刻画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以及故事结构之紧密合

理，此种种妙处固然乃其小说魅力之所在。然而，金庸小说之能够历代不衰，甚至

成为学者研究对象，兴起了“金学”热潮，则恐怕与小说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内

涵息息相关。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教授（2007）曾经称誉金庸武侠小说“包含着

迷人的文化气息”（172）。

1
小说中种种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深深地吸引了

上至教授学者、下至普罗大众的各阶层读者，还似乎开拓了一个虚拟的文化世界，

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学艺术、思想学说，潜移默化地陶育了众多

读者。而若从小处看，其小说的武功描述就具备了这种寓传统文化于小说书写的文

学现象。 

 

如何描写武功，乃武侠小说重要的一环，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得

凭借“武功”的牵针引线，方能为小说竖起骨架、长成皮肉，塑造小说的生命面

貌。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述，并不流于武人之间的争斗手段，反之，他“寓文化于

技击” （严家炎，2007：29），把中国的各种文化艺术融入了武功的名称、理

                                                 1  严家炎教授 1994 年在查良镛获北大名誉教授仪式上发表的贺词：〈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评论金庸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严家炎，20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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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招式。若以书法为例，其小说中化书法为武功的情节就曾多次出现：如《倚天

屠龙记》张翠山以“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

争锋？”廿四字变化而成掌法、判官笔笔法；又如《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以各种书

体戏战霍都的情节；又如《笑傲江湖》梅庄秃笔翁以名帖书法为招式等等都是。此

外，桃花岛上黄药师、欧阳锋、洪七公以音乐比拼内力；《连城诀》以唐诗命名剑

法；都在在表现了这种“文艺武功”。 

 

而更为学者重视的是，金庸“借武功写出中国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 
（严家炎，2007：31）。这种所谓的“文化内蕴”包含了各类学术思想及传统文

化；阴阳五行、太极八卦、易学、道学、佛学、医学等等文化思想，都蕴含在其武

功描述之中。而严教授认为，这些文化精神以“《周易》和道家、佛家哲学者尤

多” （严家炎，2007：31）。其中若论及“道家武功”则可稍引数例如下：《天

龙八部》里的“北冥神功”开卷就引了《庄子·逍遥篇》“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

其负大舟也无力”之句，以说明“本派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内力既

厚……犹之北冥，大舟小舟无不载，大鱼小鱼无不容”（金庸，1996E：71）的武

学道理；《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则从古宫玉室的竹简，参透了《庄子·养生主》

“庖丁解牛”所描述的“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之说，从而练成了“因便施

巧，合于音乐节拍”（金庸，1996D：721）的拳法；还有《倚天屠龙记》俞莲舟所

使的“双掌柔到了极处，空明若虚”（金庸，1996G：1526）的太极云手等等都

是。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的武功描述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可是这

一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就《笑傲江湖》一书而言，其小说的人物书写、行为模

式、爱情观、思想内涵、版本比较、修辞探析都曾经有人做过研究；可是，就尚未

见有“‘独孤九剑’之描述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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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台湾博硕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国知网 CNKI”、“香港大学学

术库”搜索了有关《笑傲江湖》的学术论文，罗列如下：（一）台湾的硕士论文计

有：（1）翁芳薇（2007）《金庸《笑傲江湖》研究》，综合地从故事内容、主要

人物、思想内涵以及叙事手法研究；其中，思想内涵一章有一段话谈及了“独孤九

剑”与老子思想的关系；

2
（2）柯丽真（2008）《金庸武俠小說《笑傲江湖》研

究》，也是综合研究，以小说的主题思想、叙事研究、情节结构为主；（3）研究

人物书写、余佩贞（2009）《《笑傲江湖》人物書寫之研究》；（4）以爱情为研

究主轴、张凤霖（2009）《《笑傲江湖》愛情敘事及愛情觀研究》；（5）研究小

说改编电影、陈孟埙（2009）《金庸《笑傲江湖》及其改編電影之研究—以徐克

《笑傲江湖》為例》；（6）研究《笑傲江湖》版本、徐荣骏（2010）《金庸及其

《笑傲江湖》新旧版本研究》。（二）中国大陆的硕士论文则有：（1）从政治权

谋做研究、杨梅（2003）《《笑傲江湖》中权、术、谋之管窥》；（2）论《笑傲

江湖》小说的影视改编、吴惇（2006）《从笔墨到光影》；（3）吴东晖（2007）

《《笑傲江湖》小说文本修辞幻象探析》研究小说的修辞；（4）马梦琳（2007）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坏人”形象分析》，研究金庸小说的“坏人”形象，包括了

《笑傲江湖》的岳不群、田伯光等；（5）研究其小说电视剧版本、陈希（2010）

《《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本之比较研究》。（三）港大的学术库有数篇有关金庸小

说的论文，但却与《笑傲江湖》一书无关。 

 

除此之外，笔者也从“中国知网 CNKI”和“谷歌”网页搜索论述《笑傲江

湖》的期刊论文。其中，有数篇论文讨论了“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以及一

                                                 
2
  此论文第四章第三节提到：“这‘无招胜有招’虽是武学最高的心法，证诸人情世道，则是老子  主张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无名’哲学境界，‘无’才是通达至道，达乎极境的方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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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关的道家思想。

3
然而，其论述都有欠深入，仅仅为浮光掠影的叙述。另外，

其他有关《笑傲江湖》的论文大都以人物形象为研究方向。 

 

故此，本文尝试从《笑傲江湖》一书对“独孤九剑”的描述，找出其与老子思

想中“无”的概念之相关书写，并以《老子道德经》里的篇章与注释，具体地阐释

当中“无”的各种体现，作为研究“金庸小说的武功描述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的入

门。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无”，乃老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也就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材料。笔者以王弼

著、楼宇烈校释的《老子道德经注》以及高明校注的《帛书老子校注》为主要参考

材料，从其篇章与注释中，找出有关老子“无”的概念的章句。至于《笑傲江湖》

的文本，则作如下裁择。 

 

金庸小说发表至今，共有三个版本，即五十至七十年代之初版、七十至八十年

代修订的修订版

4
以及 1999 年至 2006年修订的新修订版

5
（翁芳薇，2007：3）。第

                                                 
3
  有关论文如下：郑春元（2009）〈《笑傲江湖》中的人生哲理〉、仲浩群（2007）〈金庸小说与  老庄思想〉、高占伟（1999）〈金庸小说中的儒道佛〉、张慧（2001）〈金庸武侠小说与道家文化精神〉、陈霓（2012）〈从金庸小说看道家文化〉、廖斌（2007）〈论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 

4
   金庸小说初发表时，乃连载于报章，他每天写一段，一部小说一写就是两三年。这种“边构思边 写作边发表”（陈墨，2008：6）的方式，难免会出现故事情节错漏不合理、内容不尽准确、文句有待修饰的毛病。金庸第一次的修订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顺着各部小说的出版次序，一一修订。有删增情节者如《射雕英雄传》，他“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金庸，1996B：1620）；有修饰小说文字风格者如《飞狐外传》，他“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金庸，1996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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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修订时，各部小说的修订程度范围不一，《笑傲江湖》就修得不多，只是一些

情节的小细节。

6
 “新修订版”的《笑傲江湖》一书修订部分也很少，诚如其书后

记言道：“本书几次修改，情节改动甚少”（金庸，2007B：2143），

7
而此版本

所涉及的修订，都极少变动小说的情节。 

 

本论文参考了三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即武侠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详）出版

的初版

8
、远流出版社 1996 年修订版以及远流出版社 2007 年新修订版。论文中所

引用的文字段落，经查阅后发现，两次的修订都没有明显改变，是以并不影响本论

文的论述。笔者遂以 1996 年修订版的《笑傲江湖》为主要范本，并辅以初版与新

修订版，作为参考之用。 

 

本论文研究发现，金庸于其小说的武功书写，常常自觉地糅入了老子思想；而

“金学”学者的研究也往往提出相同的看法。笔者遂以此作为研究的发端，自“独

孤九剑”的描述中，找出内中涵盖的老子思想。本论文以“枚举论证法”为主要研

究方法，其尤见于论文的第三、第四章。笔者细读文本而统整出老子有关“无”的

概念的章句与注释；再从小说文本，梳爬出小说各回描述“独孤九剑”的情节，并

                                                                                                                                                 
5
  99 年开始修订的“新修订版”，则是“金庸先生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对广大金庸迷认真负责”（陈墨，2008：6）之作品。金庸这次的修订，“主要是文字的修订，情节并没有大改动(金庸，2007A：1961）。 

6
 《笑傲江湖》第一次修订的例子：修订版第九回（初版第二十五回），讲述田伯光猜测华山后洞有哪些五岳派前辈教授令狐冲剑法一段，初版写的是“十位”（金庸，年月不详：495）前辈而修订版就改成了“十一位”（金庸，1996F：386），再衬以令狐冲急智机灵的心理活动描述。另外，还有一些调整删增，使得其情节更为流畅合理。 

7
  新修订版修订的例子：令狐冲梅庄战秃笔翁，秃笔翁以“裴将军诗笔法”应敌，当中写了一个“如”字的草书（金庸，1996F：811），可〈裴将军诗〉一文并无“如”字，金庸在新修订版里将其改正为“若”字（金庸，2007B：1026），一如原诗。 

8
  此版本颇有年月，唯出版资料不尽完备，出版年份从缺。笔者参考了倪匡《三看金庸小说（倪匡，1997）一书，文中谈及《笑傲江湖》新旧版之差别（即初版与修订版），其中引用的情节乃修订版第十八回〈联手〉令狐冲义助向问天一幕。倪匡比较了两个版本的文字书写（倪匡，1997：7-

8），并作出了“新不如旧”的慨叹。笔者以此为线索，根据倪匡所述已删除的初版文字段落，用以对照手上版本（金庸，年月不详：931），发现两者完全吻合，是乃可以推论此版本为《笑傲江湖》的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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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归纳整理；最后以《老子道德经》经文为本，辅以经中之章句注释，一一阐释

印证“独孤九剑”练剑过程、剑理、实战各方面的描叙中，所含蕴的“无”的精神

体现。除此之外，论文的第五章参考了太极拳拳理的资料，将之与“独孤九剑”相

比较，找出两者契合之处，并探讨太极拳拳理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遂以“双重论证

法”补充本论文之论述，从而证明“独孤九剑” 的武功理论确实涵盖了老子思想

精神。 

 

第三节  研究课题 

 

第一章为绪论。绪论分作三节：第一节说明论文以金庸小说武功描述之思想内

涵作为研究之意义与动机。第二节则阐明论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第三节论述论文

的内容架构。 

 

本论文之研究乃缘自于作者赋予其小说武功描述的道家思想内涵，以及中港台

三地相关的“金学”研究论述。第二章就此论述金庸小说的武功描述中套用老子思

想的现象。文中谈论金庸以及其他学者对此论点的看法，并列举数部小说的武功描

述以为论证。 

 

第三章则为“道家‘无’的概念”，共分五节。此章旨在归纳《老子道德经》

章句、注释里所陈叙的“无”的道家概念。第一节讲述“无”为道之本质、衍生万

物之论点。第二节则论述“道”“有生于无，复返于无”的运动规律。第三节论述

“无”的无穷功用。第四节则阐释“道”自然无为的运作方式。第五节则为老子对

“无”的状态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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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论述 “独孤九剑”所涵盖的“无”的概念。全章分作五节。第一节以

“有招式就有其破法”之论陈述一般武功招式“有”的局限。第二节则以令狐冲学

剑，开始领悟顺乎自然之剑理为内容。第三节凭借“独孤九剑”的剑理，叙述“有

返于无”的思想概念。第四、五节则以“独孤九剑”的体现，阐释“道”无形无状

的状态；以及“以无胜有”、“以无为本，因循而动”、“有生于无，道生万物”

等老子思想概念。 

 

论文第五章尝试探讨“独孤九剑”、太极拳、老子思想的相互关系。文分两

节：第一节说明太极拳的体现以及其本于老子思想的拳理。第二节则探讨太极拳与

“独孤九剑”相通之处，并以此论证“独孤九剑”实具老子思想之说。 

 

第六章为结论。此章综合了第二至第五章的论点，以作为论文的总结，并推论

出金庸武侠小说之不能归类于通俗小说之事实，并提出后续研究可延伸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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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庸小说武功引用老子思想的论证 

第一节  概论与例证 

 

绪论中提到，金庸小说的武功描述往往带有道家思想的色彩，情节中的武功门

派、武功招式与理论，都常常藉道家思想以作为论述。研究金学的香港作家吴霭仪

（1998），更视道家思想为金庸小说武功的主要泉源： 

 “……不难发现金庸小说的武功有两大泉源：在形方面，主要是取诸舞蹈，在神方面，则取自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265）  
金庸在 1969 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及书中主角（张无忌、令狐冲、陈家洛等）

最高境界的武功时曾经指出，他在创写这些绝世武功的时候，都为“中国哲学”的

理想境界所影响： 

 “中国古代一般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林以亮、陆离、王敬义访录，陈志明编，2002：236） 

 

这里所谓的“淡忘”、“无为而治”，都属道家思想的范畴。“淡忘”，乃指无虑

无思、心无所滞，即“虚”、“无”之意；而“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却更是取

经于老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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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且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金庸小说里具老子思想的“道家武功”。《射雕英雄

传》里的“九阴真经”之首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

余” （金庸，1996B：742）即引了《老子道德经》的七十七章的经文，并称道此

真经乃为饱读道藏的黄裳所作。而同书里周伯通自创的空明拳，以“空柔”为用，

“出拳劲道要虚……若有若无”（金庸，1996B：872），其拳理也套用了《老子

道德经》第十一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

室之用。”、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之章句

（金庸，1996B：688）。再者，《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里的太极拳，其

拳术讲究“圆转不绝、以静制动、以柔制刚”，与老子思想“反者，道之动”（王

弼，楼宇烈校释，2011：113）、“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王弼，楼宇烈校

释，2011：164）、“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王弼，楼宇烈校

释，2011：195）等概念相契合。本文研究的《笑傲江湖》里“独孤九剑”的剑

理，也呈现了“以无为用”、“以无胜有”的老子思想精神。 

 

第二节  道家武功“无”之延伸论述 

 

“道”，既为天下万物之根本，也是各种技艺的至高境界，而武功技艺一

途，在金庸小说的描述里亦当如是。《神雕侠侣》独孤求败的剑冢的四篇“留言”

之后两篇言道： 

 “（玄铁重剑剑下石刻）……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木剑下石刻：“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金庸，1996C：1069-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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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巧不工”，隐含“大巧若拙”之意，能达到这一点，已属难得，亦颇具

“道”的意味；而真要达致“道”的境界，就得要返回“无”的根本。对此，金庸

小说评论家陈墨（2008B）认为这是一种“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境界： 

 “金庸小说中的功夫与技能，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理想与境界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学术即‘道’的深刻的体现……往往在艺术之中包含了深刻的学术（哲理或道）。”（25）  
金庸小说里的武功之“进乎道”，尽可以上述的“无剑胜有剑”为喻：即一旦能领

悟这种武术之道，就可以摆脱器技的形式，随心所欲，达致“中国哲学的梦想境

界，即‘无’的境界”（陈墨，2008A：145），而《笑傲江湖》里“独孤九剑”的

描述就是这种境界的呈现。 

 

陈墨也认为，所谓的“无招胜有招”，当等同于“中国古人所强调的那种‘大

音稀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哲学境界”（陈墨，2008A：146）；“无招胜有

招”，乃金庸据此而扩展出来的“大武无招” （陈墨，2008A：146）之相同思

路。以此推论，《笑傲江湖》里的“独孤九剑”以及其“无招胜有招”之说，的确

涵盖了这方面的老子思想。 

 

老子思想的辩证方法深邃博大，本论文只能挑用其中有关“无”的概念，用以

印证阐释“独孤九剑”的剑理及体用，并藉此尝试更深入地探讨金庸小说寓学术思

想于武功技击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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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子思想“无”的概念 

 

“无”乃老子思想极为重要的概念。“无”，既是道的本质，亦是“道之代名

词”（高明，1996：224）。老子以“无”为本，论述“道”的本性，以及其运作

规律与效用。本章旨在梳理《老子》篇章里 “无”的相关概念，俾以阐释“独孤

九剑”之描述所隐含的道家“无”的精义。 

 

第一节  道之本质，万物之母 

 

老子认为，“无”乃道之本质，万物之根源。《老子道德经注·四十章》有

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章王弼注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

之所始，以无为本。”（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3）而第一章王弼的注也提

到了“凡有皆始于无”的说法（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2）。此外，第十四章

王弼注曰：“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5）。道家

认为，天地万物，皆始于“无”。 “无”，生育万物，乃万物之本、万物之母。  

 

对于这“没有具体形象，不可名状之无”（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

《帛书老子校注·第一章》引蒋锡昌的注释曰：  “此老子自冥想其所谓‘无名’时期一种空无所有、窈冥恍惚、不可思议之状态也……世界清静空寂，无事无为，既无生物，亦无罪恶，故即以‘无名’或‘无’为道之代名词。” （高明，199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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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乃空无所有，不可言状之状态；而“有”，指的是“万有”，即可识可见

有形象之具体事物（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有生于无”，喻意虚无恍

惚的状态生出有形象的具体事物。而所谓具体事物，则包括了天地。《老子道德经

注·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65），

“‘道’不仅先天地而生，而天地亦由其所生”（高明，1996：350）。因此，道

家“有生于无”之说可视为天地万物生成之形而上论述。 

 

第二节  无与道的运动规律 

 

道家认为，事物会“向自己对立方面发展、转化”（高明，1996：27），即所

谓：“反者，道之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3）；“反”，在这里有

“返”或“复”之意思，而返复其本，正是道之运作规律。又如《老子道德经·二

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66），也

说明了道之无所不至，而到了穷极之处，又复返其本之意。这种“往而复返、周转

不已”的现象，可喻之以月亮之圆缺盈亏；而这种自然界的往返循环，正体现了道

家“反”的运作规律。“有”与“无”之间的转化，亦复如是。 

 

《帛书老子校注》二十五章注引蒋锡昌对“反”的解释时提到： 

 “‘反’为‘返’之假，谓圣人处此去真愈远之时，应自有为返至无为，自复杂返至简单，自巧智返至愚朴，自多欲返至寡欲，自文明返至鄙野也……圣人当以无为为化，而有以返之也。” （高明，199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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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复杂”、“巧智”、“多欲”、“文明”，都是可识可见的具体事

物，乃“有”的体现，而这些体现，有违道家所提倡的虚静寡欲，是以必究返朴归

真，复归于“无”。《老子道德经注·十六章》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9），王弼注此句为：“各返其所始也” （王弼，

楼宇烈校释，2011：39）。又二十八章提到：“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

归于朴”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75），王弼注之为：“此三者，言常反

终。”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75）而“反终”，即返其本也（高明，

1996：375）。这里所提到的“根”、“始”、“终”、“本”，诚如上节所述，

指的都是“无”，而这些论述都在说明万物循道而行，最终自“有”返归于“无”

的道理。另外，《老子道德经注·四十章》校释（三）曰道：“……如果万物动作

而都能返还其根本，居处于无，就可包通万物”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

114）；“万物”，亦属于“有”，其运作务必归返于无才是根本，方能包通万

物，无所不容。 

 

上节曾提到：“有生于无”，无为万物之本，然则若将“无”喻之为“母”，

“有”自然乃其“子”也。《老子道德经注·五十二章》曰：“天下有始，以为天

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王弼注曰：“母，本也。

子，末也。”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43）又三十八章王弼注曰“以无为

用，则得其母”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99）；综合上述论点，可以看出道

家视“无”为道之根本，“有”为末节；由无生有，以“无”为本，再探索“有”

之意义，而最后复归于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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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无”之无穷功用 

 

老子认为，“无”虽是惚恍无形，但这“无状之状”却包涵无穷无尽的功用。

诚如《老子道德经注·第四章》所言：“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王弼注解之为：

“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 （王弼，楼宇烈校释，

2011：12）； “冲”，解作“虚”之义，即“无”；冲而用之，即“以无为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3）；意即：“无”的用处无穷无尽，就像是深渊之

无穷而作为万物之本，亦即是《老子道德经注·四十五章》所言“大盈若冲，其用

不穷”之义（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27）。 

 

而《老子道德经注·十四章》王弼的注也说道：“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

无所不通，无所不往”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5），也在强调“无”之包

容无限、无远弗届的功用。再者，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20）的论述，更是阐明了“无”（即“道”）能衍

生万物之无穷妙用。 

 

除此之外，老子以言明了事物中“无”的作用。天下事物，有无并存，可是却

必得赖以“无”的作用，才可显出“有”的功能。《老子道德经注·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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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因其中空，才能承接轮辐；器皿因其中空，方能容物；房屋也因凿其门

户，才能住人。老子以这些例子，显示了天下事物“无”的作用，亦即是“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29）的含义。 

 

第四节  以无为本之“道”的运作方式 

 

“虚无”与“自然无为”，乃道家思想的主要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里

司马谈对道家的评述，正好阐述了这两种概念的相互关系：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司马迁，1972：3292） 
 

道家视“虚无”为万物之根本，上文已作论述，而“道”之运用，却以“因循”为

其基础。有了“虚无”为根本，方能以“因循”为用。“因循”，即顺应自然之

义。《老子道德经注·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王弼注为“顺自然也”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95）；又《老子道德经注·二十五章》写道：“道法

自然”，王弼注曰：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66）  
都说明了“道”顺应物性，自然无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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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然无为”，《帛书老子校注·二十七章》高明注释为：“……以物之

性，因物之数，顺乎自然” （高明，1996：364-365），意即应对事物时，该当顺

应事物的习性规律，配以自然的做法；此外，自己还得要“不造不施，不言止行，

修本偃智，守静无为” （高明，1996：365），避免一切外力干扰，静观其变，无

为而任其自化。反之，若不顺乎自然而硬加施为，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78），则难免会失败无功。因而，只要明白、顺应物

性而行，处事不为不施，反而能收其“不为而成”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

130）之效。 

 

而“无为”的概念，乃一种“无念之念”，真要达致“无为”的境界，就得连

“无为”的念头都不得兴起。《帛书老子校注·三十八章》的注引了《韩非子解

老篇》的篇章为此作了解释：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高明，1996：3-4） 

 

所谓“虚”，就是无为无思之义，真正的无为，不必思虑如何能达致“无

为”；时常为“无为”下功夫；有意识地去思虑“无为”的人，反而不能无为无

思，常遭“无为”的念头所牵制，也就是所谓的“制于为虚，是不虚也”。（高

明，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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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道的状态 

 

无形无名之“道”，不容易以具体的文字描述形容。《老子道德经注·二十五

章》曰：“有物混成”，王弼注曰：“混然不可得而知” （王弼，楼宇烈校释，

2011：65）  ，说明了“道”的混成无形之不可知、无可名。《十四章》曰：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5）之论述更点

明了“道”无形无声、无状无象的特征。而《帛书老子校注》同一章，注内所引的

蒋锡昌校释，也仔细地阐释了这种“无”的状态： 

 “……谓道若有若无；若可见，若不可见；其为物也，无色无体，无声无响；然可思索而得，意会而知。此思索而得之状，意会而知之象，无以名之，名之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 （高明，1996：287）  
“道”，说其有，却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说其无，又可以意识体会而知，是

以无法以名名之，只可将之形容为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再者，“道”因

其“无”而无所不容，堪称至大，是以老子喻之以“大方无隅、大器晚（免）成、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6），借此强调“道”之无

形无声、至大无边、无为自成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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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道无一体，老子以“无”喻“道”，并视之为万物之本。而“无”之以为本，

蕴藏了无穷功用，并藉以呈显“有”之功能。“道”，无形无象却无远弗届，无所

不容；其以无为本，因循自然，行无为之事，任由万物自化自成，进而体现其无穷

无尽之能。此乃老子对“无”各方面的论述辩证。下文将以此为据，辨析《笑傲江

湖》书中描述“独孤九剑”的字里行间，所呈现的相关老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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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独孤九剑”与老子“无”的概念 

 

“独孤九剑”，为独孤求败所创，当为他“四十岁后，不滞于物……渐进于无

剑胜有剑之境”（金庸，1996C：1070）的巅峰之作，华山派前辈风清扬得以习

之，并因缘巧合地传授给令狐冲。书中对此剑法的描述极为精彩细腻，当中还隐隐

透现了老子思想。而若以“道”来比喻“独孤九剑”之剑道，则处处可见老子

“无”的精神。现且以令狐冲学剑的过程、剑理的叙述，以及他闯荡江湖时体现此

剑法的情节，来诠释老子“无”的概念。 

 

第一节  限于“形”的武功招式 

 

《笑傲江湖》一书固然将“独孤九剑”描绘得活灵活现，然而，“独孤九剑”

登场之前，金庸已经在前面的章回，以各种武功招式之巧、快、奇，演绎了其所代

表的“有”之功用，也同时显示了“有”之局限所在，并以此作为下文“无招”的

铺垫。 

 

文中所述，令狐冲身为华山大弟子，为众师弟妹的表率。他原来练剑时，一丝

不苟，严于律己，务必做得十全十美。这种招式上的严谨分明、形式上的规矩俨

然，反映了对“有”的执著。可令狐冲自衡阳遇上田伯光，就一直让田伯光的快刀

打得无从还手，遍体鳞伤。田伯光刀法之快之奇，无以伦比，可以在谈笑之间伤人

于无形，令狐冲的华山绝招也技穷莫敌。可这凌厉莫测的快刀亦非无敌于天下，华

山师徒回山后，钻研破其快刀之法，只见岳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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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一声清啸，剑锋闪烁不定，围着令狐冲身围疾刺，银光飞舞，众人看得眼都花了。猛地里她一剑挺出，直刺令狐冲心口，当真是捷如闪电，势若奔雷。”（金庸，1996F：295-296） 
 

从而创出了“无双无对，宁氏一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纸上谈兵”地破

了田伯光的快刀，并藉此点出了“有招式就必有破法”之实。 

 

尔后，令狐冲受罚思过崖，无意中发现后洞石壁上刻满了五岳剑派的剑招，以

及魔教长老的各种破法。这些五岳剑派的剑招，都是各派一些精妙无方乃至失传的

招数。比如石壁上刻着的华山派剑招，一些为令狐冲制敌保命所用之绝招，也有雷

同“宁氏一剑”的妙着，更有百余招令狐冲认为“连师父、师娘也不知道的”的失

传剑招，但最终皆为魔教长老所破。他们以更高明的招数，或巧或拙，精妙绝伦，

一一破去五岳剑派种种神妙的剑招。然而，这些魔教长老的高明招数，在风清扬的

眼中，只不过是一些“死”的招数。他认为：“……死招数破得再妙，遇上了活招

数，免不了缚手缚脚，只有任人屠戮”（金庸，1996F：396），这些招数，都算

不得上乘武学，其实不堪一击。 

 

这一段段的情节，层层叠叠，似乎都在反复地说明：无论招式如何高明，只要

有心经营，总有其破解之法。诚如令狐冲玉女峰上斗田伯光，他从后洞现学各派绝

招应敌，却都无法取胜；他使的各种剑招无论多么变幻诡异，都一一为田伯光所

破。这正如风清扬所言：“只是招数虽妙，一招招的分开来使，终究能给旁人破

了……”（金庸，1996F：395），意即只要有剑招之形式，就难免会显其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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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终究为人所破。这其实解释了各种招式“有”的局限，“你的剑招使得再浑

成，只要有迹可寻，敌人便有隙可乘” （金庸，1996F：397）。 

 

《老子道德经注》三十八章王弼注言道：“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

末，名则有其分，形则有其止”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00）；若言“无”

为母为本，“有”为子为末，这句注则可引申为：舍弃“无”而着重于“有”，则

其有形之物（招式）固然有所局限。以此说明执著于招式之不智，从而道出“无

招”之无穷。 

 

第二节  顺乎自然之剑理 

 

风清扬教授令狐冲剑术，从“行云流水，任意所之”（金庸，1996F：392）的

剑理为始。云在空中随风而动，水于溪河随地势而流，皆契合道家之所谓“自然”

也。风清扬要令狐冲将他所习的三四十招融会贯通，串成一起，一气呵成： 

 “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倘若串不成一起，也就罢了，总之不可有半点勉强。”（金庸，1996F：398） 
 

以此促使令狐冲随意挥洒，顺其自然地串连剑招。虽则剑招联成一片后还是“斧凿

痕迹太重”，但至少令狐冲已经摸索到“自然”的门槛；使剑之际，已懂得随意变

通而不再拘泥于招式之形，开始摆脱一板一眼对剑招的执著，只重剑意，自然圆

转，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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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道家“顺自然而行”之意，道家认为，万事都应“因物之性，不以形制

物”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72），顺应物事之天性而自然为之，无为无作，

因势而动，心无所滞，不为形之所制，才能“不为而成” (王弼，楼宇烈校释，

2011：130）。剑招，为“形”之一种，使剑时不为剑招的形式所限，顺势变化，

才能活使活用、趋向剑术之道。 

 

可是这种“自然无为”却不能经营而得。令狐冲初习“独孤九剑”，特意排除

之前所熟悉之剑法，后来才发现此乃拘泥之举而有违自然： 

 “练了一会，顺手使出一剑，竟是本门剑法的‘有凤来仪’。他一呆之下，摇头苦笑，自言自语：‘错了！’跟着又练，过不多时，顺手一剑，又是‘有凤来仪’，不禁发恼，寻思：‘我只因本门剑法练得纯熟，在心中已印得根深蒂固，使剑时稍一滑溜，便将练熟了的本门剑招夹了进去，却不是独孤剑法了。’突然间心念一闪，心道：‘太师叔叫我使剑时须当心无所滞，顺其自然，那么使本门剑法，有何不可？甚至便将衡山、泰山诸派剑法、魔教十长老的武功夹在其中，又有何不可？倘若硬要划分，某种剑法可使，某种剑法不可使，那便是有所拘泥了。’”（金庸，1996F：416）  
诚如上章所言，“无为”的概念，乃一种“无念之念”，要真正的自然无为，必得

无思无虑，不为“无为”做功夫；而既然是顺其自然，亦当然不得界分事物而有

“此是彼非”之念。各种招式，应任其随意融入，无定可否，方符其自然之意，达

其“不以无为为有常，则其意无所制也” （高明，1996：4）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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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有返无之“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繁复无方，虽称九剑，可每一剑都有极多的变化，光第一剑“总

诀式”就有三百六十种变化。而其奇妙之处，有点不可思议。令狐冲只是学了第一

剑总诀的一些择要，再钻研了第三剑“破刀式”专门针对快刀法的部分两个晚上，

就把田伯光打得贴贴服服。金庸把“独孤九剑”形容得非常神奇，每一剑每一式都

能破解一门兵器，如：“破剑式”能破天下各门派的剑法，“破刀式”可破种种刀

法不等： 

 “……那‘破枪式’包括破解长枪，大戟、蛇矛、齐眉棍、狼牙棒、白蜡杆、禅杖、方便铲种种长兵刃之法。‘破鞭式’破的是钢鞭、铁锏、点穴橛、拐子，蛾眉刺、匕首、板斧、铁牌、八角槌、铁椎等等短兵刃，‘破索式’破的是长索，软鞭、三节棍，链子枪、铁链、渔网、飞锤流星等等软兵刃。”（金庸，1996F：413-414） 
 

练了独孤九剑，“虽只一剑一式，却是变化无穷，学到后来，前后式融会贯通，更

是威力大增”（金庸，1996F：414）。换言之，学会练通了“独孤九剑”，就能破

解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 

 

“独孤九剑”，传授的固然不是姿势分明、形式严谨的剑招，而是上乘武学的

道理。“九剑”之妙，在于其无所不破；而要破天下各种武功，必得先明究各种武

术招式之原理，再顺应敌人之招式来势，观其朕兆、寻其破绽、制敌机先，“攻敌

之不得不守”。这套剑术剑理的基础，文中作如此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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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独孤九剑’中的‘破剑式’虽只一式，但其中于天下各门各派剑法要义兼收并蓄……”（金庸，1996F：852） 
 

“破剑式”如此，其他“破刀式”、“破枪式”等亦当如是。换而言之，要学成

“独孤九剑”的剑术剑理，必须掌握天下各种武功之要义；而若以“有”喻之于武

功招式，则学习“独孤九剑”必定得先掌握“有”之极限。然则“有”之极限，等

同于实心的器皿，并不能显现其功能；唯有“掏空”取“无”，方能达其“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29）之效。 

 

道家认为，“反者，道之动”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3）、“大曰

逝，逝曰远，远曰反”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66），道虽然无所不至，而到

了穷极之处，又会复返其本。同样的，代表“有”的世上各种可识可见的具体事

物，纷纷纭纭，到其极致之处，最终还是会回到“无”的根本状态，亦即是所谓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9）之意，而“独孤九

剑”的剑理也暗合这种道的循环规律。 

 

风清扬传授了“独孤九剑”后临走前的一番话，总结了剑术的终极道理，也道

出了武术“有”复归于“无”的道家运作规律： 

 “独孤大侠是绝顶聪明之人，学他的剑法，要旨是在一个‘悟’字，决不在死记硬记。等到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临敌之际，更是忘记得越干净彻底，越不受原来剑法的拘束。”（金庸，1996F：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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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独孤九剑”，必先参悟剑理的各种繁复变化，融会贯通，再将其忘掉，先

“悟”后“忘”，忘得越彻底，就越能自由施为。“忘记”，即无滞于心，即

“无”。从繁复的剑招变化回归至“无招”的剑理，乃一种自“有”返“无”的剑

道的提升，顺乎于“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书中至此对武功的描述，从招式纷

陈、相互克制，到后洞各派绝招所意喻的“有”之升华，再延续至“独孤九剑”所

代表的“有”之极限，到最后回归“无招”之根本，这正契合于道家自有返无的运

作规律。 

 

然而，这种自有返无之“无”，与原来始初之“无”，却又不一样。就“独孤

九剑”而论，始初之“无”，即不曾学过武功、一无所知之“无”；而先悟后忘之

“无” ，却是将外在的技巧转化成内在的本能、不再拘泥于形式之“无”， 其招

式之出，无须强记而作，不必思索而得，自然无为。 

 

风清扬阐释“无招”的剑理时这么提起： 

 “......要切肉，总得有肉可切；要斩柴，总得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剑招，你须得有剑招给人家来破才成。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常人，拿了剑乱挥乱舞，你见闻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那里，砍向何处。就算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只因并无招式，‘破招’二字，便谈不上了。只是不曾学过武功之人，虽无招式，却会给人轻而易举的打倒。真正上乘的剑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金庸，1996F：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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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武功的常人，随手挥舞，固然是没有招式，也无从可“破”，可是最终还是轻

易为人所制。然而，参透了“独孤九剑”后复返之“无招”，却是“能制人而决不

能为人所制”的上乘剑术。 

 

无招，才能不为人所破；无招，方能化作无穷之变化。《老子道德经注·四十

章》的注曰：“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3），将

之比喻“独孤九剑”与“无招”的剑理，则可看到两者契合之处：若欲融通体现

“九剑”无穷的剑法变化，必得返回“无”的境界，即以“无招”为本。 

 

第四节  无形无象之剑道 

 

上文叙述“独孤九剑”之剑理以及其学习过程，已阐释了剑术自有返无、自繁

归简、自巧还朴的转化。种种的巧妙绝招、繁复变化，最终都回归至“无”的根

本。而老子思想“无”的概念，则随着令狐冲以“独孤九剑”闯荡江湖，当中的情

节里一一呈现。 

 

“无招胜有招，乃剑法之极诣”（金庸，1996F：522）；虽曰“无招”，并不

意味着剑不出鞘，就能制敌取胜，而是一种剑无既定招式之说。所谓“守母以存其

子，崇本以举其末”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00）；“无招”，即其

“母”，乃剑理之根本，而若要破敌，还需递出“无所定形”的剑招，此“剑

招”，即其“子”也。老子亦云：“有生于无”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

113），“无”涵盖了万物之“有”，以此推论，这种剑道之“无招”，自然胜于

“有招”之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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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九剑”，据以“无招”之剑理，出手无定，缥缈无方，犹如“道”无形

无象之状态。书中多个情节都有这样的描述： 

 “……（令狐冲）轻吁一口长气，斜斜刺出一剑，这一剑不属于任何招式，甚至也不是独孤九剑中‘破剑式’的剑法，出剑全然无力，但剑尖歪斜，连自己也不知指向何方。”（金庸，1996F：522） 
 

又如十九回于梅庄战丹青生、黑白子之役： 

 “……长剑一起，挺剑便向他肩头刺出。这一剑歪歪斜斜，显然全无力气，更加不成章法，天下剑法中决不能有这么一招。” （金庸，1996F：806）  “……令狐冲随手虚削，长剑在空中弯弯曲曲的蜿蜒而前。黑白子一怔，心想：‘这是甚么招数？’” （金庸，1996F：813） 
 

这种看起来无从捉摸、毫无章法、随手而出的剑法，代表了“无”之“无形不系”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55）；而这“极诣”之剑道，无形无象，更展示了

“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6）之至大特质。 

 

令狐冲每次如此使剑，都让对手摸不着头脑，其剑法“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

见其后”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5），既看不透，亦无以招架。对手往往

“一征”而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拆解。而“无招”之出，往往并不在乎于攻击对

方，其实也是一种“不敢为先”之表现；既然如此，对手“无招可破”之窘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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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80）之谓，乃一

种由于谦退而“使得他人欲战、欲斗、欲用兵、欲为敌而都找不到对立的一方” 

（高明，1996：170）的情况。 

 

此外，书中二十三回仙霞岭夜助恒山派之情节，也侧写了“独孤九剑”无招无

式之妙： 

 “……（令狐冲）提起腰刀，指东打西，使的全然不得章法。‘独孤九剑’本来便无招数，固可使得潇洒优雅，但使得笨拙丑怪，一样的威力奇大，其要点乃在剑意而不在招式。”（金庸，1996F：935-936） 
 

招式无分潇洒笨拙，不具固定形式，只求剑意，乃合“用不以形” (王弼，楼宇烈

校释，2011：99）之意。“道”，“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 (王弼，楼宇烈校

释，2011：65），没有固定之形态；“独孤九剑”，乃剑道之极，故亦以无定无招

而见称。而这种剑道之“无”，于令狐冲战武当冲虚道长之役，又展现了另一层的

道家精义。 

 

令狐冲率众攻打少林寺，营救任盈盈，在武当山脚下为冲虚道长师徒所阻拦。

武当师兄弟使出了“两仪剑法”，其剑法阴阳互补，一朴拙、一狂乱，可在令狐冲

眼中，也不过是两人分使的两种剑法。剑既分作阴阳，就难免堕入“有”的范畴；

有招式，就有破绽；最后自然为“独孤九剑”所破。这段情节，虽然写得有点夸大

其文，但是却凸现了“无”能涵盖一切（包括阴阳两仪）的道家思想。令狐冲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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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本不用出手，光用眼睛看一下，“无招”之出，就能制服 “剑仍分阴阳、未

能混而为一”之“两仪剑法”。 

 

冲虚道长感叹“两仪剑法”之不济，随而以“圆转如意”的剑法（估计为“太

极剑法”）

9
与令狐冲交手。他用柔韧之劲以剑幻出千百个光圈，看来毫无空隙破

绽，以守为攻，逼得令狐冲步步相退。这“纯采守势，端的是绝无破绽”（金庸，

1996F：1074）的剑法，可视为冲虚道长练就经营而得的“无”。大大小小的光

圈，虽无实有，遇上令狐冲无惧生死的随手一剑，刺入看起来最为凶险的剑光圈

中，“无有入无间”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23），即为“独孤九剑”剑道

之“无”所破。 

 

第五节  “独孤九剑”“无为”体用之展现 

 

《老子道德经注·四十章》王弼注曰：“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 (王弼，

楼宇烈校释，2011：113），意即“如果万物动作而都能返还其根本，居处于无，

就可包通万物”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14）；又《老子道德经注·第四

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2），都说明了

“道”以虚无为本，却包涵了无穷无尽作用的道理。同样的，“独孤九剑”的剑理

也以“无招”为本，却能演化成无穷的剑招，因循变化，制敌取胜。 

 

                                                 
9
 作者这一段文字没有明写剑法名称，只在《笑傲江湖》二十七回藉向问天言明交待：“久仰冲虚道长的‘太极剑法’天下无双…..”（金庸，1996F：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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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上一节所述，“独孤九剑”乃剑术的道理，而非一招一式的死功夫，领悟

了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其剑术不为招式所限，随着对方的招式而应

对，自然施为而从容破敌。比如第十二回令狐冲药王庙击退“剑宗”丛不弃一幕： 

 “……岂知令狐冲不避不格，只是剑尖斜指，候他自己将小腹撞到剑上去。丛不弃身子跃起，双足尚未着地，已然看到自己陷入险境，忙挥剑往令狐冲的长剑上斩去。令狐冲早料到此着，右臂轻提，长剑提起了两尺，剑尖一抬，指向丛不弃胸前。”（金庸，1996F：520）  
令狐冲不仅无招无式，也不必刻意攻击，他只是顺着敌人的招式，轻轻巧巧地把剑

“摆”在敌人必救之处，让“敌人自己撞上剑尖”。又如第十九回梅庄战丁威的描

述： “……他使到第五招时，令狐冲已看出了他剑法中的十八个破绽。当下说道：‘得罪！’长剑斜斜指出。其时丁坚一剑正自左而右急掠而过，令狐冲的剑锋距他手腕尚有二尺六七寸左右，但丁坚这一掠之势，正好将自己手腕送到他剑锋上去。”（金庸，1996F：805）  
同样的，令狐冲也是顺着敌人的招式，寻其破绽，使得敌人自然受制于无形。类似

的情节，书中比比皆是，都在凸显“独孤九剑”“因循而用”之妙，叙其“知物之

性，识物之宗，因势而趋，虽弗为而物自成” （高明，1996：53）之理。 

 

九剑只求剑意，以“无招”为本，并无固定招式，依循敌人的攻势而自然衍生

应对之法。敌人只有一招，九剑也只有一招；敌人有千招万招，九剑也就相应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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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穷的招数。且取书中两处情节以阐释这个概念。其一、第十九回令狐冲梅庄湖

底地牢战任我行，任我行的剑法变幻无方、武功高强，令狐冲却遇强愈强，与他针

锋相对： 

 “再拆四十余招，令狐冲出招越来越是得心应手，许多妙诣竟是风清扬也未曾指点过的，遇上了这敌手的精奇剑法，‘独孤九剑’中自然而然的生出相应招数，与之抗御…… 那人接连变换八门上乘剑法，有的攻势凌厉，有的招数连绵，有的小巧迅捷，有的威猛沉稳。但不论他如何变招，令狐冲总是对每一路剑法应付裕如，竟如这八门剑法每一门他都是从小便拆解纯熟一般。”（金庸，1996F：853-854）  “……任我行武功之高，世所罕有，但不论他剑招如何腾挪变化，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之中，定有相应的招数随机衍生，或攻或守，与之针锋相对。”（金庸，1996F：1508） 
 

其二、又如第三十六回，岳灵珊死后令狐冲于荒谷逼着与岳不群交手一节，岳不群

施展“辟邪剑法”，繁复诡异，快疾莫测，令狐冲还是相应地“即场创出”无穷的

相应招式： 

 “拆到数十招后，岳不群变招繁复，令狐冲凝神接战，渐渐的心中一片空明，眼光所注，只是对方长剑的一点剑尖……林家辟邪剑法虽然号称七十二招，但每一招各有数十着变化，一经推衍，变化繁复之极。倘若换作旁人，纵不头晕眼花，也必为这万花筒一般的剑法所迷，无所措手，但令狐冲所学的‘独孤九剑’全无招式可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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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招之来而自然应接。敌招倘若只有一招，他也只有一招，敌招有千招万招，他也有千招万招。”（金庸，1996F：1508）  
令狐冲以“无招”为本，演化了“独孤九剑”的精义，因循而动，衍生了层出不穷

的剑招，破了变化繁复、却终究为剑招所限的“辟邪剑法”。而这“随机衍生”、

无穷无尽的剑法，其实正点出了老子“有生于无”、“道生万物”的论述。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曰：“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王弼，楼宇烈校

释，2011：15），形容风箱虽然中空无物，却一动而不可停歇；若以此形容“独孤

九剑”的剑术也颇为贴切。“独孤九剑”以无为本，一经触动就能生成应敌剑招，

由“无”生“有”，并如“道生万物”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120），衍生出无穷无尽的招式，“用之不足

既”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91），以“无穷”制“有穷”。任我行的剑法所

知虽繁、“辟邪剑法”虽然繁复诡异，但都无法脱离 “有”的范畴，是故最终都

为以“无”为本的“独孤九剑”所破。 

 

小结 

 

“独孤九剑”的剑道与体现，与第三章所叙老子思想“无”的概念一一契合。

无论是“‘无’为万物之宗”的论述，还是“有生于无，复返于无”的规律，又或

者是“道”无形无象的状态，再加上“道”以无为本、自然无为的运作方式以及

“无”的无穷功用，都在《笑傲江湖》“独孤九剑”的描述里纷纷呈现，说明了

“独孤九剑”之创写，的确本于老子“无”的思想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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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极拳、“独孤九剑”、老子思想之相互关系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述常以老子思想为本，此说法已可在上文略见其一二。然

而，这是否仅是小说家之言，抑或有其武术之根据？《讲武论剑》一书分析了金庸

小说里的武功的方方面面，当中，其作者提出了另一相近观点： 

 “太极拳理是金庸武学观念（即小说中所言‘剑意’）的根本。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历史上的太极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金庸自己的许多武功观念其本质就是太极拳理（如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等）……”（洪振侠，2006：75） 
 

这里所提到的太极拳，乃是与道家思想息息相关的武功，既然金庸的武功描述也基

于太极拳的拳理，故此可依据此一线索，以作探讨。本章首先考证了太极拳拳理与

老子思想的关系，再找出“独孤九剑”与太极拳的契合之处，并藉此以“双重论证

法”证明“独孤九剑”实符老子的思想概念。 

 

第一节  太极拳体现中的老子思想 

 

清代王宗岳《太极拳论》的开篇首句写道：“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

也”（沈寿，1997：3），太极拳学者认为，此句源自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太极

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等句子（沈寿，1997：5）。而周敦

颐《太极图说》的学说理论乃依循“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 （杨胜

良，2009：88）之规律，这与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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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无极’即老子之‘道’，‘太极’即‘一’，‘阴阳’即‘二’”（杨

胜良，2009：88）。 

 

再者，《太极拳讲义》一书里，也道出了太极拳理中的道家思想：如其第一章

所言：“若太极发明，因其法纯任自然……”（姚馥春、姜容樵，1934：3）；又

同书的“无极”说：“……其心中无形无象、无意无识、混混沌沌、一气浑

沦…..”（姚馥春、姜容樵，1934：41）；以及其“太极”说：“太极者，无极而

生，阴阳之母也” （姚馥春、姜容樵，1934：42）（与上文《太极拳论》同），

都与老子思想“道法自然”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66）、“无状之状、无物

之象” (王弼，楼宇烈校释，2011：35）、“道生万物”的说法丝丝入扣，如出一

辙。而若论及太极拳拳理的体现，其中亦不乏与老子思想契合之处。 

 

太极拳讲求“虚无自然”。“虚无”，即太极拳理所谓的“无极”。上文所叙

的“无极而太极”，乃太极拳的根本观念，旷文楠在〈太极哲理与太极拳〉一文里

提到： 

 “……这‘无极’更要求练太极拳者心胸无比辽阔而纯无杂念，意识如茫茫大宇，宁静空寂。这便是太极拳与道家的‘守一’……相通之处。”（余功保编，2005：470-471）  
这种虚无的境界，是一种“心神泰然”后自然的稳静，可以“养其大脑中枢神经”

（李雅轩著，余功保编，2005：73），触发人身的灵机。而达致了“虚无”之境，

“才是太极拳最上层的功夫” （李雅轩著，余功保编，2005：75），就如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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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李雅轩所言：“……盖轻灵仍有物也，如到虚无则无物也，则一切无不从心所

欲，以达通玄通妙之境界。” （李雅轩著，余功保编，2005：75）此乃太极以虚

无为根本之说。 

 

心境稳静虚无，乃太极拳之基础，其拳术仍得配合因循自然之道。李雅轩在

〈太极拳精义〉一文里也提到，“（使拳时）……势如行云流水，抽丝挂线，绵绵

不绝，又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李雅轩著，余功保编，2005：74）除此之

外，太极之出手，若以“推手”为论，则得要“顺乎其对方变化而变化”（郑琛

著，余功保编，2005：81）。这就涉及太极拳里所谓的“听劲”、“懂劲”之道

理。香港金庸小说评论家潘国森（1996），在《武论金庸》一书谈到太极拳时，有

一段深入浅出的介绍： 

 “太极拳最重懂劲，即是所谓听劲……听劲的功夫就是身体四肢百骸的感觉，身体感觉比对方灵敏百倍，方才谈得上‘人不知我，我独知人’”（157）  
练太极者，若能达致“稳静虚无”、“无极”之境，身体四肢就会加倍灵敏，一接

触就能感觉到对手之来劲、意向重心之变移。这就是所谓的“一羽不能加，蝇虫不

能落”（沈寿，1997：4）的灵敏感触。懂得听劲后，即“知道对方之来劲，便可

顺其来势，随其方向……跟随沾粘”（李雅轩著，余功保编，2005：73），从而逼

出对方的弱点而趁势击之，自然无不胜之理。这也就是《太极拳论》里所谓的“动

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随曲就伸”、“舍己从人”之说（沈寿，1997：3-

4）。结合了“虚无稳静、顺乎变化”之理，太极拳就能化敌人之攻势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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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方找不着实地，摸不着重心，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雅轩著，余功保

编，2005：75） 

 

太极拳之学问极为广博，唯本论文只论述其与老子思想有关的拳理与体现，即

“稳静虚无”、“因循自然”两方面。 

 

第二节  太极拳与“独孤九剑”的相通之处 

 

上文所述之太极拳理，在在合乎老子思想精神。其拳理以“虚静”为本，修练

者一旦意识空明无滞，身体对外界的感应就越趋敏锐，从而能够应随对方的来势来

劲，不拘于成法招式，以无穷变化制敌于无形。“道”以无为本，能衍生万物。

“无”即“道”，其用之不穷，无所不容。道之运作因循自然，因势而趋，守静无

为，却无为而无不为。两相较之，即可见太极拳之深得道学之妙。 

 

此太极拳之拳理，若将之与“独孤九剑”相喻，亦可见其异曲同工之处。“独

孤九剑”与太极拳之修练都以“无”为本，亦讲求心无所滞；应敌之际都以“因

循”为用，随着敌人之来势，生出无穷无尽之招式，出手无招而制敌于无形。以此

观之，“独孤九剑”虽只小说里的武功，但却暗合太极拳之拳理，也合乎老子思想

之精髓，实乃其来有据的武功描述，而非仅作小说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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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独孤九剑”的书写别出机杼，强调“以无胜有”。其剑术的描述透显着老子

思想“无”之妙用，乃金庸小说寓文化思想于武功之典型例证。 

 

本论文探讨了《老子道德经》有关“无”的概念的章句和注释，将之归纳整

理，并以之剖析“独孤九剑”的书写描述。综合资料论证后，研究发现“独孤九

剑”的描述确是涵盖了老子思想“无”的精神内涵。“独孤九剑”之视为“剑

道”，其剑理与体用都展现了道家“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复返于无”、“道

生万物”、“大盈若冲，用之不穷”、“自然无为”、“无状无象”之各种“无”

的思想精神。 

 

除此之外，本论文也尝试以实际的武术理论来核证上述论点。论文藉以太极拳

的拳理叙述与推手要诀，整理出其基于老子思想“无形无象、稳静虚无、因循自

然”之根本概念；并据此对照“独孤九剑”所展现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的剑理，遂以论证“独孤九剑”乃依据老子思想所创写的“道家武功”。 

 

本论文之研究探讨，仅根据金庸的一本小说里的一种武功，但已经略可看出其

小说文化内蕴之一二；所谓见微知著，可见金庸小说确实“深含文化气息”，而不

仅于一般的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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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乃“君子弗为”之“小道”，

10
而武侠小说更是“‘小道’中的‘小

道’”（严家炎，2007：5）；是故，武侠小说长期以来难登大雅之堂，只归类于

通俗文学类型。这些通俗文学类的武侠小说，往往流于“‘叙事上的模式化’

11
、

‘形象上的概念化’

12
、‘粗制滥造、情节上漏洞百出’

13
”（陈墨，2008A：

16），而只能供作娱乐消遣之用。金庸武侠小说固然也是精彩妙绝，娱乐性十足，

可是其小说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严家炎，2007：149）。 

 

金庸小说书写武侠之余，糅入了各种文化艺术、人文哲理的元素；他“寓道于

游戏之中，寓情于娱乐之中，寓理于消遣之中”（陈墨，2008B：12），提高了小

说文化学术的品位，造就了雅俗共赏的作品，诚如严教授所言：“（金庸）以精英

文化改造通俗文学”（严家炎，2008：133）。本论文之研究所得，金庸小说确实

具有老子思想，足见其小说“精英文化”之一斑，然而这仅止于相关研究之其中一

个层面与角度。 

 

诚如上文所述，金庸小说的武功论述，常以道家思想为其根据，若以本论文之

研究结果为例，这方面的研究当可延伸至金庸的其他小说，以探讨这些小说的武功

描述里的道家思想精神。除此之外，亦可作一综合研究：“金庸小说的武功描述与

道家思想”。又抑或再向其他学说思想进军，探讨其小说武功里儒家、《周易》、

佛学等的思想内涵。此等研究，当有待开展。 

                                                 
10

  此《汉书艺文志》论小说家之言。《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小说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為。’”（班固，1955：39）。 
11

 此指小说叙事千篇一律，“无非复仇、夺宝、伏魔、情变，好一点的，再加上救国与探案…...”（陈墨，2008A：16） 
12

 此指人物之塑造，离不开“侠士—英雄—高人—好人……变化不多。” （陈墨，2008A：16） 
13

 此指小说情节“怪诞荒唐而又驴头不对马嘴......” （陈墨，2008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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