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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弼的家世、性格與思想 

第一節  王弼的家學淵源與荊州學風 

一、王弼家學淵源 

陳壽《三國志》並未為王弼立傳，只有《魏書‧鍾會傳》中有一小段對王

弼的敘述：「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

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98而裴松之的注解中則對王弼有較多的記

載，其中關於王弼身世的部分如下： 

弼字輔嗣。⋯⋯父業，為尚書郎。⋯⋯《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

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

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

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

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

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99 

王弼的父親是王業，祖父是王凱，外曾祖父是劉表。不過由於王粲之子因魏諷案

被誅、王業過繼到王粲家的關係，王粲便成了王弼的祖父。 

從王弼的家世來看，他很可能間接受到王粲和劉表在學術方面的影響，甚

至因為王粲和劉表的關係而間接受到荊州學風的影響。另外，蔡邕贈與王粲的書

籍後來落入王弼父親王業手中，這些豐富的書籍內容也可能對王弼的學術研究有

很大的裨益。就王粲這方面而言，《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中記載：「王粲字仲

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100由此可以追溯王弼的家世至漢末名士王龔101，他是王弼的六世祖，而王暢102則是

                                                 
98《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卷二十八，頁 735。 
99《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736。 
100《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卷二十一，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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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高祖父，王謙103為王弼的曾祖父，他們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所以王弼家

世顯赫是可以確定的，在這樣書香世家的傳承之下，王弼自幼所受之教育應當是

相當有深度的。此外，王粲善於名理，《文心雕龍‧論說篇》提到：「魏之初霸，

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104這點對王弼當也有所影響。《三國志‧

魏志‧鍾會傳》裴松之注說王弼「性和理」105、「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

理統。」106 又說「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107 說

明了指出王弼善於析言名理，連擅長名理的鍾會都對他感到佩服，可見王弼在名

理方面的表現相當傑出。 

另外，王弼的父親王業得到了由蔡邕贈送給王粲的大量書籍，《三國志‧魏

書‧王粲傳》記載： 

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101《後漢書‧王龔傳》記載王龔字伯宗，為山陽高平人，「世為豪族」。他被舉為孝廉，後來轉任

青州刺史，彈劾了一些貪婪的人，因此被安帝拜為尚書。建光元年(121A.D.)，升職為司隸校

尉，隔年遷汝南太守。他「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黃憲、陳蕃等人，黃憲不願任官，但

陳蕃則因而步上仕途。王龔痛恨宦官專權，「志在匡正」，於是上書請求懲治他們，但王龔卻

因此受讒言所誣而遭順帝降罪，幸好當時擔任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的李固為了王龔向大將軍

梁商求情，並說：「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

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栗。 …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

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梁商將這番話轉告順帝，王龔才得到赦免。見《後

漢書‧張王種陳列傳第四十六》，卷五十六，頁 1819-1821。 
102《後漢書‧王暢傳》記載：「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

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征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

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

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

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

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後

漢書‧張王種陳列傳第四十六》，卷五十六，頁 1823-1824。 
103《後漢書‧王暢傳》記載：「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後漢書‧張

王種陳列傳第四十六》，卷五十六，頁 1826。 
104《文心雕龍校注‧論說第十八》，卷四，頁 130。  
105《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106《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6。 
107《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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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

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與之。」108 

這段話中記載了蔡邕想要把自己的書籍送給王粲，根據前述《三國志‧魏書‧鍾

會傳》裴松之注對王弼身世的記載，這些書後來傳到了王弼父親王業手上，可見

贈書確有其事，而這些書可能大致並未遭戰亂而損毀或遺失，因此，王弼自幼閱

讀這些書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後漢書‧蔡邕列傳》說蔡邕「好黃老」、「少博

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並曾於靈帝熹平四年(175 A.D.)

與楊賜等人一同「奏求正定六經文字」109，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略知蔡邕在學術上

的研究範圍，並推測蔡邕贈與王粲並傳承至王弼父親王業手上的書籍內容，這些

書籍很可能對王弼的學術研究造成影響，尤其是黃老思想方面的書籍。古代尚未

有印刷業的發展，因此能得到他人轉贈的大量書籍對個人從事學術研究有很大的

幫助。 

關於劉表，《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記載：「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

少知名，號八俊。」110裴松之注引謝承《後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111

從這兩段記載中不但可以看出劉表個人的名氣，也可以看出他與山陽王家的淵

源。他曾受業於王粲的祖父王暢(也就是王弼的高祖父)，因此劉、王兩家早有學

術上的關係，加上同樣為山陽高平人的背景，所以在漢末天下大亂時王粲與王凱

才選擇前往荊州投靠劉表。以下即就荊州學術來談。 

 

二、荊州學風及其代表人物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當時劉表統治的荊州學術鼎盛，雖為一方之學術，但

                                                 
108《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卷二十一，頁 546-547。 
109《後漢書‧蔡邕列傳第五十下》，卷六十下，頁 1990。 
110《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第六》，卷六，頁 184。 
111《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第六》裴松之注，卷六，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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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引了各地前來的人才，並且展現了漢末經學的簡化與崇尚精微義理之風氣，

形成荊州學重視精簡玄妙義理的特色。荊州學者後來分散各處，各自對當地的學

術造成影響，其中尤以興盛於曹魏集團的正始玄學最為明顯，此與當時曹魏統治

者對學術的重視有一定的關係112。曹魏學術一方面承繼漢代學術變化的潮流，另

一方面，從荊州來到北方的學者們又將荊州學中精微玄妙的學術風氣帶到北方，

就小範圍來講，影響到了劉表、王粲的後人王弼，就大範圍來講，對曹魏學術走

向精緻義理探討的路線也具有促進作用。 

關於劉表治理荊州時在學術上的建樹，《後漢書‧劉表傳》記載： 

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

懷兼洽，其奸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

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

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113 

從這段話看來，劉表不但相當重視學術，而且也廣召人才。他所崇尚的學術仍是

儒家的經學，在重視五經的同時能夠不守前人舊語，讓綦毋闓、宋衷等人撰寫《五

經章句》，稱之為後定，有建立新典範的意味。王粲也曾讚揚此事，《藝文類聚‧

禮部上‧學校》引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曰：「有漢荊州牧曰劉君，⋯⋯夫文

學也，人倫之大首，大教之本也，乃命五等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

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

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114可見當時學術之興盛，學者們莫不紛紛遠道前來

共襄盛舉。關於當時荊州學的特色，《後漢書集解》記載惠棟曰： 

                                                 
112本文第一章第四節中曾提及曹魏統治者曹操等人下令修明學術，但蜀、吳二地的統治者對學術

的關懷顯然是較為薄弱的。就蜀漢來說，劉備雖曾從盧植學習，但他個人「不甚樂讀書」，後
主劉禪也未曾表現出對學術的熱忱；至於孫吳的統治者，亦未曾對學術有太多的關注，面對時

局動盪造成的喪亡亂離，他們重視的是如何復興耕織，例如孫權、孫休皆曾感嘆戰亂造成農桑

之荒廢，與曹操、曹丕等人感歎戰亂造成學術荒廢並意圖修明學術的作法並不相同。可見，同
樣面對不穩定的時局，在力圖富國強兵之餘，魏、蜀、吳三國中惟有曹魏的統治者對學術有較

多的關懷。前述關於劉備的記載參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第二》，卷三十二，頁 806-807；
關於孫權、孫休的記載則分別參見《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卷四十七，頁 1043，以及
《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第三》，卷四十八，頁 1068。 

113《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卷七十四下，頁 2421。 
114 (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禮部上‧學校》(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卷三十八，頁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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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鎮南碑曰：「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罍彝，親行鄉射，躋彼

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誾

誾如也.。雖洙泗之閒，學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湣末學，遠本離質，

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

機者多。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墳集，充滿州閭。」

115 

從劉鎮南碑的記載除了可以看出當時荊州人才濟濟之外，也可以看到荊州學術的

主要風格在於「刪�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這

表示荊州學術風氣近似於漢末太學中興起的精簡尚義理風氣，擺脫漢代學術煩瑣

沉重之風。從劉表命學者們改訂五經章句的作法看來，荊州學仍是重視經學的，

加上廣求遺書，可見荊州學術內涵之廣博，並非限於少數幾門學問。 

荊州學術的代表人物有劉表、宋忠、綦毋闓、司馬徽⋯⋯等人。以下是古

人對於他們學術研究情形的記載。 

(一)劉表：劉表曾受學於王暢，《隋書‧經籍志》116與《經典釋文‧序錄》117皆

記載劉表著有《周易章句》五卷。 

(二)宋忠：宋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經典釋文》記載他注《周易》九卷118，

與《隋書‧經籍志》記載他注《周易》十卷119有所出入。虞翻曾在吳上奏曰：「若

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未得其門，難以示世。」120這是

同有《易注》的虞翻對宋忠的評價。此外，宋忠也注解《太玄》和《法言》，《隋

書‧經籍志》記載他注《揚子法言》十三卷121，梁有宋忠注《揚子太玄經》九卷

122，皆已亡佚。 

                                                 
115﹝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袁劭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
卷七十四下，頁 865。 

116《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頁 909。 
117﹝唐﹞陸�明：《經典釋文‧序錄》(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一，頁 6。 
118《經典釋文‧序錄》，卷一，頁 6。 
119《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頁 909。 
120《三國志‧吳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卷五十七，頁 1222。 

121《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頁 998。 
122《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頁 998。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31頁

(三)綦毋闓：關於綦毋闓，《後漢書》與《三國志》中並無相關資料。 

(四)司馬徽：《世說新語‧言語》篇九條劉孝標注引《司馬徽別傳》曰：「徽字

德操，穎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善害人，乃括囊不談

議。⋯⋯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

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

用，會其病死。」123這段記載雖然展現了司馬徽的長才與德行，卻並未說明司馬

徽個人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不過從尹默、李仁等人曾經不遠千里前往荊州向司

馬徽與宋忠學習的情況看來，司馬徽在荊州學術界是有其地位的。 

(五)其他：《三國志》中另外還有一些和荊州學有關人物的記載，這些人物或

者曾經居留荊州，或者曾向荊州學主要人物學習。 

1.尹默：《蜀書‧尹默傳》記載：「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

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

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

說，咸略通述，不復按本。」124尹默遠遊荊州，從司馬徽與宋忠學習，可知荊州

學術之盛，在當時已名揚各地。尹默學習的內容遍及各經史，這原是荊州學術內

涵廣泛之故。 

2.李仁：尹默的同鄉李仁，也和尹默一起到荊州遊學，《蜀書‧李譔傳》記

載：「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

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

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著古文《易》、《尚

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

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125李仁也和尹默從司馬徽、宋忠學習，

傳中並未直接言明他學習的內容，但說其子李譔不但「具傳其業」，又從尹默講

論義理，廣讀五經、諸子，曾為《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以

                                                 
123《世說新語校箋‧言語第二》九條劉孝標注引〈司馬徽別傳〉，頁 36-37。 
124《三國志‧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卷四十二，頁 946。 
125《三國志‧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卷四十二，頁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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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玄》等書作注，可見李譔從李仁和尹默那邊習得的學問是很廣博的。 

3.王肅：《魏書‧王朗傳》記載王朗之子王肅：「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

讀《太玄》，而更為之解。」126宋忠精通《太玄》，並傳授王肅，而前述李譔對《太

玄》的研究，很可能也是受到曾向宋忠學習的尹默、李仁二人影響。另外，《隋

書‧經籍志》記載王肅注《周易》十卷127，前已述及劉表、宋忠、李譔等人亦同

樣著有《周易注》，這樣看來，在廣博的荊州學術中，《易經》與《太玄》同樣佔

相當大的重要性。 

4.潘濬：曾經跟隨宋忠學習的還有潘濬，《三國志‧潘濬傳》記載：「潘濬字

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128《三國志》中並沒有記載潘濬學

術研究的內容，但他既從宋忠學習，學習的內容應大致與宋忠致力研究的學術內

容相近。 

觀察這些學者所學的內容以及治學風格，加上〈劉鎮南碑〉的記載，可以

看出這些學者廣泛研讀群經及其他書籍，學問廣博且嚴謹紮實，以及當時重視內

容精簡扼要、芟除煩重浮辭而重視義理的學術風氣。此外，劉表令人作《五經章

句》，又博求儒書，可見他所崇揚的是廣義的儒學，不過就學者們的研究內容來

看，儒家經典中的《易經》比其他四經受到較多學者的重視。對劉表、王粲的後

人王弼來說，荊州學中的《易經》與《太玄》研究透過家學教育影響王弼，對他

注《易》與注《老》時運用《易》學思想很有幫助，另外，荊州學中重視義理之

簡要精妙的風氣也對王弼的注疏觀念造成影響，使他在注《老》時不執著於章句，

而是重在義理之會歸與闡發。林麗真女士在《王弼》一書中曾對王弼的家學淵源

與荊州學風的關係做過詳盡的探析，她並且提到： 

既然，王弼的外曾祖及族祖都是荊州學派的泰斗，他的祖父及父親皆深受

荊州學風的洗禮，當然是不成問題的。而王弼生在魏文帝黃初七年

(226) ，上距漢獻帝十三年(208)荊州破亡，才十八年光景。縱使他未曾

                                                 
126《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卷十三，頁 375。 
127《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頁 909。 
128《三國志‧吳書‧潘濬陸凱傳第十六》，卷六十一，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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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過荊州，但從父祖們的口頭談話中或治學方法上，多少還是可以呼吸著

荊州的學術氣息的，許多大師的風流餘�，對他應該並不陌生，這樣便可

以想像王弼和荊州學派精神之銜接了。129 

王弼的出生與荊州學興盛時間相去不遠，加上家學淵源又為他和荊州學拉近了距

離，則王弼與荊州學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存在。不過，當時受到荊州學影響的

學者當不只王弼一人，卻未必盡如王弼一樣有卓越的學術成就與影響力，這即是

個人因素使然了。 

就整個時代學術風氣來看，荊州學者們後來分散各地，也各自對當地學術

造成影響。建安十三年(208A.D.)，曹操征荊州，劉表在曹操到達荊州前病死，曹

操破荊州後，司馬徽病死，山陽王氏隨曹操回到北方，而荊州學的其他學者或於

此時離開荊州到其他地方，或早在此之前就已離開荊州。如尹默、李譔留在蜀；

潘濬曾在蜀任職，在孫權併荊州後入吳為官；而王肅則長時間待在魏地。這些學

者在魏、蜀、吳三地，或多或少對當地學術造成了影響。尤其是回到北方的荊州

學者，他們將荊州學中的《易》學研究以及重視文字精簡、義理微妙的學術特色

帶回了北方，對曹魏集團中盛行對精妙義理的探討以及對《易》學的研究，當有

一定的促進作用。 

以上談了王弼以前的學術潮流變化情形以及王弼的家學淵源，以下則是要

確立王弼和他所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之間的關聯性。 

 

 

第二節  時代風氣與王弼 

從種種關於王弼的記載看來，王弼和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是緊密相連的，他

參加當時士人之間盛行的清談論辯活動、長於談玄論道、對聖人體無與孔老高下

                                                 
129林麗真：《王弼》(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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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解答，和他希望能得到曹爽所用而和他論道等事，顯示了王弼與時代風氣

之間是關係密切的。 

王弼未滿二十歲，就已投身於當時士人們經常進行的清談論辯活動中，《世

說新語‧文學》六條記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

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主客數番，皆一坐所不及。」130 

清談進行的程序是由主客雙方一來一往地進行，由主方先設定一個論點，再由客

方提出反駁，接著再由主方回答，這樣叫做「一番」131。這裡說「晏聞弼名」，

表示何晏與王弼尚未有深交，他舉出先前他人論辯中勝出之理，說自己以為這些

已是至理，想問王弼是否能夠加以反駁。王弼不但馬上提出詰難，而且所有人都

為之屈服。王弼並未就此打住，而是又「自為主客數番」，自己一個人從正反兩

面立說論難，滿座的賓客都比不上他的鋒芒。《世說新語》此條劉孝標注引《文

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132又引《魏氏春

秋》曰：「晏少有異才。」133何晏當時已身居要職，且他的才華是為時人所肯定

的，加上以他的權勢，一座的賓客也不會都是泛泛之輩，王弼的表現令滿座賓客

包括何晏都比不上，更是突顯了他的聰穎卓出。從這個事件看來，王弼年未滿二

十就對清談論辨如此熟練，可見他很早就投身當時學者們盛行的清談活動之中，

成為時代潮流的一份子。 

《三國志‧鍾會傳》裴松之注記載王弼的思想表現： 

其論道(賦)﹝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134 

                                                 
130《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六條，頁 106。 
131參見唐翼明老師：《魏晉清談》(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頁62。  
132《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六條劉孝標注，頁 106。  
133《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六條劉孝標注，頁 106。   
134《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七條劉孝標注標示此語出於《魏氏春秋》，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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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包含了三件事：(一)「論道」是當時學術的主要內容之一，何晏、王弼也

都投入其中；(二)王弼在這方面的表現是較何晏來得「自然有所拔得」，但在文辭

方面不如何晏；(三)何、王二人被並列來談，在魏晉南北朝是很普遍的。就第一

點來說，太和初年，「道」已是荀粲等人談話的主要內容之一，雖然他們所談的

「道」不必然就是道家說的「道」135，但是可以確定這個主題早已出現在清談界，

王弼談「道」，是投入了時代潮流之中。何晏論道，早已為時人所稱許，以為「盡

其理」136，王弼論道較何晏更為「自然有所拔得」，表示他在談論時代流行的主

題時思想內容比何晏更超卓，這是個人的才能使他在從事於時代流行的活動時有

著傑出的表現，其天份乘時勢而得到發揮。至於第三點，何、王經常被並舉除了

兩人友好的因素外，更是由於二人談論的主題與思想有相近之處，晉人王衍對二

人貴無思想的崇尚137、范寧對二人的批評138以及前面這段引文的作者南朝宋裴松

之對二人思想的比較皆是如此。 

《三國志‧魏志‧鍾會傳》記載王弼「好論儒道」： 

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139  

儒道二家學說並陳是當時學術風氣所趨，王弼「好論儒道」，表示他合乎時代學

術風氣，而他兼注《易》及《老子》，也表示他認為這兩者並非對立。《三國志‧

魏書‧荀攸傳》裴松之注記載： 

衍子�，位至太僕。�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

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140 

荀�之子荀融曾和王弼、鍾會等人論《易》、《老》義，可見當時兼論《易》、《老》

                                                 
135參見唐翼明老師《魏晉清談》，頁 184。  
136《北堂書鈔》引〈何晏別傳〉記載：「曹爽常大集名德，長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羲乃歎
曰：『妙哉！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既而清談雅論，辨難紛紜，不覺諸生在座。」見﹝唐﹞

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卷九八，頁 3。  
137《晉書‧王衍傳》，卷四十三，頁594。  
138《晉書‧范汪傳》，卷七十五，頁 971-972。 
139《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140《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裴松之注，卷十，頁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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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有鍾會、荀融等人。 

王弼「好論儒道」，他對儒道二家及孔老高下等問題的看法明顯地表現在他

和裴徽的問答之中：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

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141 

這段話除了顯示王弼的天才外，也談到了當時士人面對的重要問題。如何會通儒

道與區別孔、老地位高下是當時士人所關心的，裴徽之問，顯示當時「無」在學

者心目中已有重要地位，在貴無的風氣下要確保孔子至聖的地位是一件看似矛盾

的事情，裴徽此問是提出當時已存在卻仍未解決的問題。王弼用「聖人體無」的

答案輕而易舉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從這個答案中可以看出王弼同於時代潮流，以

無為貴卻又以孔為尊，不同於其他士人之處是王弼以個人的智慧對這個問題作出

高明的解答。王弼指出「聖人體無」，又說老莊恆言無，顯示儒家聖人孔子與道

家學者老子、莊子的思想有其相通之處；王弼說聖人體無，而老子未能體無，其

境界是低於聖人的，意即老子不算聖人，照王弼這樣說，那麼他撰寫《老子注》

雖是在為《老子》作注，實際上他談道論無都是在描述儒家聖人孔子所體會的境

界了。王弼用「聖人體無」思想將孔老思想聯繫了起來，這一點和他在《老子注》

中聯繫自然與名教思想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為儒道二家找到相通之途徑。 

王弼其實不善與人相處，容易與人交惡，史書說他：「頗以所長笑人，故時

為士君子所疾」142 ，又說：「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

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143從他因被奪黃門郎的職位而仇恨王黎之

事來看，王弼是很重視功名職位的。《三國志》裴松之注記載了這件事： 

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

                                                 
141《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八條，頁 107。 
142《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143《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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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

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

黨與共相進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

不得在門下，晏為之嘆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

144 

正始年間，曹爽、何晏等人專擅朝政，何晏向來欣賞王弼，因此找機會推薦他任

黃門侍郎之職，只是最後曹爽選擇了王黎，只以王弼補臺郎之職。從王弼對這件

事的反應來看，他很希望能夠得到更高的職位，所以才會跑去找曹爽論道，不過

即使如此，他的心願還是未能得遂，從此不留意事功。《三國志》裴松之注將這

件事放在何晏讚嘆王弼「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145

之後，而《世說新語》又記載何晏對王弼的讚嘆是就王弼《老子注》而發146，則

王弼《老子注》的成書當在王弼錯失黃門侍郎職位之前147，也就是他仍有希冀用

事之心時。 

從上面提到的這些關於王弼的記載來看，王弼與時代風氣是密切關聯的，

他的思想與時代學術相呼應。此外，從他對孔老高下的區別以及他希望能得到曹

爽重用的這些事看來，王弼屬於積極用世、以孔為尊的儒家學者，而非有消極自

守、以自隱無名為務的道家思想傾向，因此他在注解《老子》的時候，主要還是

是以儒家的立場作為出發點的，這將對他《老子注》的思想內容造成影響，這是

下一部分所要談的內容之一。 

 

 

                                                 
144《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145《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卷二十八，頁 735。  
146《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七條：「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頁 107。 
147至於更精確一點的時間，王葆玹先生根據《三國志》記載此事在何晏讚嘆王弼之後，以及裴

秀始遷黃門侍郎時應在正始九年三月，得出王弼《老子注》的成書當以正始八年為下限的結論。

參見王葆玹：《玄學通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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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王弼對《老子》的詮釋 

一、王弼注《老子》時的前理解 

王弼對時代學風、王弼家學淵源與個人思想性格等因素的吸納、融合與表

現形成了王弼在注解《老子》時的前理解，即王弼因前述種種因素而形成的個人

觀點或預設的立場。 

就王弼前理解的形成而言，時代學風與家學背景雖是由外而來的，但是在

王弼與它們遭逢相遇，進而擇取、吸收並與個人思想性格相融合的過程中，已有

其個人所發揮的作用在其中。這些因素共同造就王弼注解《老子》時的前理解，

使得王弼對《老子》的注解除了個人特色之外，還具有相當程度的時代性。 

例如就王弼的注疏理念來說，漢魏之際不再墨守章句而追求義理的風氣所

形成的繁瑣經學的簡化、荊州學中「刪�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

探微知機者多」的特色，與王弼個人擅長抽象思辯作形上思考的特質共同形成了

王弼追求義理之幽微、不當執著於章句文字的注疏理念。 

又如就王弼對儒道二家的看法而言，漢魏之際會通儒道二家思想與維護名

教秩序的學術需要、荊州學中的《易》學研究、王弼自幼對老學的愛好和以儒家

經學教育為主的思想背景，共同形成了王弼對儒道二家學說的認識以及會通儒道

二家學說的動機。 

其他如漢代神秘天道觀念日趨自然、魏初學者發言玄遠精微、時人對「道」

「無」「自然」等概念的關注、王弼善於辨名析理的才能、論道自然多有拔得以

及和傳統儒家士人相同的應世之心等因素，也都成為王弼注解《老子》時的思想

基礎，影響了他對《老子》一書所抱持的看法，決定以什麼樣的方式建立並開展

自己的一套思想，也使得他在注解《老子》時特別關注於其中某些特定概念或思

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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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弼對《老子》的理解、解釋與應用 

王弼能夠理解老子思想，原因在於老子與王弼的精神與文化有其可相通之

處。他們二人精神可相同之處，在於老子所面對的中國早期的歷史文化背景也同

樣地為王弼所認識，二人面對的文化本有重疊之處，並非截然不同。其次，人類

的精神除了外在的生存環境和教化對人的影響和個人精神的獨特性之外，還有一

部分是人類精神相通甚至統一的部分，這一點使得人類先天即具有共通性148。 

但是如同前一章所述，王弼受到時代學術背景、家庭教育與個人思想性格

的影響，已有個人的前理解在，這使得他在理解老子思想時，與老子之間存在著

一定的距離。王弼生於曹魏時期，當時的學術與教育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王弼

身為一個懷有積極用世之心儒家學者，他面對儒家經學的轉衰與名教秩序的僵化

敗壞、道家學說的再次興盛與個人自幼對老學的喜好，這些因素造就了他在面對

《老子》時，在心態上與思想與生於先秦時代、「以自隱無名為務」149的老子並

不相同。 

王弼對《老子》的理解，是以他對《老子》的前理解為出發點與前提，透

過兩人精神與文化相通之處，逐漸趨近老子的思想，這個趨近的過程實際上是從

相反的方向經歷老子的創作過程150，從《老子》五千言去推知老子的思想內涵，

在這個趨近的過程中，種種對老子思想理解的可能性出現在王弼面前，等待他去

發現並作出選擇151，而他所作的選擇，又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前理解的影響。 

                                                 
148﹝德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指出：「因為此在之在是共同存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中已
經有對他人的領悟。這樣的領會和一般的領會一樣，都不是一種由認識得出的知識，而是一種
源始生存論上的存在方式，唯這種源始的存在方式才使認識與識知成為可能。」見海德格著，

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1993初版二刷)，頁 173。  

149《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卷六十三，頁 2141。這句話是司馬遷對老子的描述，老子在五
千言中自言「我獨昏昏」、「我獨悶悶」、「我獨頑似鄙」(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
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章，頁 47-48) ，無論老子是否在性格上有自隱的傾向，他在行
為表現上傾向於隱默不顯是可以確定的；而王弼在清談時鋒芒畢露、毫不掩飾個人才華，在

與人相處時表現出驕傲的態度，以及向曹爽談道以謀求官職的行徑，都顯示出他相當積極地

想要有所表現，這和老子是大不相同的。 
150參見﹝義大利﹞貝蒂(Emilio Betti)著，洪漢鼎譯：〈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詮釋
學經典文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所收錄，上冊，頁 132-133。 

151﹝德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理解在面對種種可能性時，會對這些可能性進行籌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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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發展和對它的整理被稱為解釋，解釋是以理解為基礎，並以理解作

為它的前提。王弼在理解過程中所面對的理解老子思想的眾多可能性，在此時得

到了結果，亦即王弼對《老子》一書的內容已經有了確定的掌握方式並開始進行

整理152，他對《老子》中的語詞、段落章節的意義和對《老子》的整體精神都有

了清楚的理念，並努力使它系統化。 

時代與個人特性對王弼理解《老子》造成影響，自然也對他以理解為基礎

所作的解釋造成了影響。王弼對《老子》的解釋，包括對個別詞語或內容的解釋、

對整段話內容的解釋和對《老子》整體精神的掌握153，都在《老子》內容之外兼

具了王弼個人的主觀意見，其中包括時代與個人色彩的展現。前面曾經提及王弼

對《老子》的理解是一個趨近老子思想的過程，而以此作為基礎與前提而進行的

解釋結果則是一個趨近老子思想的近似值。 

王弼的歷史文化背景影響了他對《老子》的理解與解釋，造成他在詮釋文

本時溝通了現在（就王弼而言的曹魏時代）和過去（老子所處的先秦時代），使

得古代文本《老子》的意涵被轉化，亦即應用於現在154；換句話說，王弼通過個

人理智按照他的觀點和傾向領悟《老子》而作出詮釋，在他的詮釋中，老子的思

想內容將成為一種被重新構造的再生品155。古代文本的意涵被轉化或重新構造所

形成的詮釋樣貌有眾多的可能性，視詮釋者個人主觀性的不同而有結果上的差

異。就《老子》一書來說，它在戰國時代的韓非、漢代的嚴遵與河上公、曹魏時

代王弼等人的詮釋之下，各自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是因為這些學者們在解釋《老

子》時以他們個人的主觀性填補了老子在詞語之間留下來的空間，也聯繫起由於

                                                                                                                                            
動。參見《存在與時間》，頁 202。 

152﹝德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領會的籌劃活動具有造就自身的本己可能性。我們
把領會的造就自身的活動稱為解釋。⋯⋯解釋並非要對被領會的東西有所認知，而是把領會中
所籌劃的可能性整理出來。」見《存在與時間》，頁 206。 

153參見﹝德國﹞阿斯特(G. A. F. Ast)著，洪漢鼎譯：〈詮釋學〉，《詮釋學經典文選》所收錄，上冊，
頁 9。 

154﹝德國﹞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中提到：「由於他會受其
自身歷史上的前見解(Vor-Meinung)和發揮作用的前判斷(Vor-Urteilen)所支配，他就會『錯誤地』
行事，這又完全意味著對過去和現在的溝通，即意味著應用。」伽達默爾著，王才勇譯：《真
理與方法》(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 41。 

155參見﹝德國﹞阿斯特(G. A. F. Ast)著，洪漢鼎譯：〈詮釋學〉，《詮釋學經典文選》所收錄，上冊，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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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背景與個人特質的差異所造成他們和老子之間的間隙，而這些填補、聯繫的

部分又都是由他們在理解《老子》時面對眾多理解可能性所作出的選擇而來的，

因此，不同學者在同樣面對《老子》一書時將作出不同的詮釋。透過應用，這些

學者把發生在老子身上的經驗或老子的思想套用在自己身上，以自己能理解的方

式將它轉譯為自己的理念，從而能夠使老子的經驗或思想為自己所熟悉或吸收，

甚至將自己的思想理念融入其中，以藉由對《老子》一書的詮釋傳遞自己的思想

給周遭的讀者們。 

王弼身處魏晉時代，他在詮釋《老子》時無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學術風氣包

括思想和語言的影響，加上他個人才能秉性之展現，都使得《老子》的意涵在他

的詮釋之下發生轉變，因此他的《老子注》帶有王弼個人的主觀性。老子認為道

是無法用言語概括的，道無限廣大，並非侷限在《老子》中的數千個文字上頭，

這數千個文字只是對道的速寫，文字背後的的留白並非空白而是無限的大道。王

弼以他的想法詮釋《老子》五千言背後所蘊藏的玄妙義理，試圖將這對道的速寫

描繪得更加清晰一點，釋放出《老子》語言中的潛能，使它更能為魏晉時人所理

解，在這個過程中，王弼不但是在填補五千言之間的留白，也是在試著聯繫了先

秦到魏晉這段時代間隔以及王弼個人與老子之間的差異。 

此外，王弼《老子注》是在魏晉時代撰寫的，要認識王弼的《老子注》，應

當認識王弼和他的讀者之間的關係。王弼在撰寫《老子注》時所面對的讀者，上

至能決定是否授與他更好職位的執政者，下至當時一般的士人。希冀用世的熱

忱、談玄論道之風氣、會通儒道思想之學術需要都成為王弼注解《老子》思想時

的考量因素，他的《老子注》自然也因此帶有魏晉時代學風與他個人特性之展現。

以下要探討的即是王弼《老子注》的時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