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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弼《老子注》的時代性 

第一節  以「崇本息末」一語涵蓋《老子》思想 

一、王弼《老子注》的注疏理念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指出學者們各執片面之理而不能認識《老子》要旨，

並陳述了自己對《老子》一書的看法，提出「崇本息末」作為他對《老子》一書

的思想概括。梁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中提到一些他認為天才卓出

的作品，其中就包含了對王弼〈老子指略〉的稱許156。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說： 

《老子》之文，欲辯而詰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

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

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為在未有；無責於

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157 

王弼認為，對《老子》字句的分析解釋無法讓人掌握到整體文本的要旨，如果根

據文字去尋求對應的實質內容，更是違背了《老子》的本義，所以要認識《老子》

並不能就其字句上去下工夫，而是要超越個別字句去掌握《老子》整體之旨歸。

王弼首先說明《老子》一書的性質，他認為老子談論宇宙的最初根源是為了讓人

明白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藉此釐清人對存在與事理的迷惑，而其中的大要就在

於要人順應自然、回歸本性，以崇本息末的態度處世。 

王弼說： 

《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

                                                 
156《文心雕龍校注‧論說第十八》：「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

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卷四，頁 130。  
157《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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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瞻，眾則

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事各為意，則雖辯而愈惑。158 

王弼認為《老子》思想可以「崇本息末」一語涵蓋，懂得《老子》的中心思想，

便能推衍至五千言，通透地瞭解老子之言；若不先認識《老子》的中心思想，而

是就各個片段去理解《老子》，其結果將無法把諸多片段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思想，

反而導致迷亂。〈老子指略〉中提到，學者們用各種方法來理解《老子》，但他們

沒有看到貫通《老子》一書的中心思想，而是各執片面，眾說紛紜： 

然致同塗異，至合趣乖，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觀其齊同，則謂之

法；�其定真，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鑒其儉嗇，則謂之墨；

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鑒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

紜憒錯之論，殊趣辯析之爭，蓋由斯矣。159 

王弼認為這樣的混亂是因為學者們理解《老子》的方式有問題，他們各執《老子》

思想的一端去理解整本《老子》，所得各為片面之思想，造成每個人對《老子》

的理解各不相同：看到《老子》齊同思想的，就認為是法家之說，注意到其中察

實定真觀念的，就認為《老子》通曉名家之學，此外，還有認為《老子》合乎儒

家、墨家或是雜家理念的，這些學者各執一己觀見之片面，隨個人喜好去評論《老

子》，使得《老子》一書衍生出各種不同的解讀。 

為了證明「崇本息末」一語的確可以貫徹《老子》整體思想，王弼分析《老

子》的各種主張，指出「閑邪在乎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華，不在滋章」、

「絕盜在乎去欲，不在嚴刑」、「止訟存乎不尚，不在善聽」這些觀念其實都是「不

攻其為也，使其無心於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160有其一致性： 

謀之於未兆，為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聖智以治巧偽，未若見質素

以靜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樸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

                                                 
158《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8。 
159《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6-197。  
160《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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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私欲以息華競。故絕司察，潛聰明，去勸進，翦華譽，棄巧用，賤寶貨。

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在攻其為邪也。故見素樸以絕聖智，寡私利以棄巧

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161 

王弼認為老子所言解決各種亂象之道，並非直接針對這些亂象去剷除它們，而是

要人它們的根本著手，見素抱樸而寡私欲，棄絕人的聰明智慮、價值判斷以及對

名利、財貨的愛好，則巧偽、薄俗、華競等種種亂象自然不會產生，在上述這段

引言中，王弼提到「寡私欲以息華競」，此處「息」字為「止息」義，是對「華

競」的否定，因此其後提到的「崇本息末」之「息」字意思應當與「息華競」之

「息」字相同，且王弼在提到「崇本息末」的概念之前，有「見素樸以絕聖智」、

「寡私利以棄巧利」之語，聖智、巧利是要被棄絕的，則其後「息」字字義可見。 

 

二、王弼注疏理念的實踐 

王弼在《老子注》中的確實際運用了「崇本息末」的概念來詮釋老子的思

想，然而未必盡合於《老子》本意。例如《老子》五十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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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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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而不燿。」162王弼對這段話的注解中提到： 

以方導物，(舍)﹝令﹞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以清廉

(清)﹝導﹞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以直導

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拂﹞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以

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

不攻而使復之也。163 

                                                 
161《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8。 
16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五十八章，頁 151-153。 
16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五十八章，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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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

妖」是為了說明聖人因明看似相反的兩面其實是分不開的，因此抱持不走極端的

態度，不以非黑即白、黑白對立的二分法來看待萬事萬物，對老子來說，事物好

與不好是一體兩面，無法截然劃分開來，也不可能只保留事物好的一面，所以必

須保持事物之自然狀態，去除價值判斷。老子說「人之迷，其日固久」，是指「其

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聖人明白「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的道理，要避免施

政有為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所以便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燿」的態度處世。 

王弼的注解則將「人之迷，其日固久」解釋為「人迷惑失道固久，不可便

正善治以責」164，也就是說人民失道已久，因此不當以刑法去責求人民。他指出

聖人應當以「崇本息末」為去除事物不合於道之成分的方法，解決已出現的問題。

在王弼的思想中，事物若具有「邪」、「汙」、「僻」等情形，便應去除之，只是用

以去除些邪、汙、僻的手法不可過於強硬激烈，應運用「崇本息末」的方法，從

根本下手，長養根本，則事物不好的成分便會消失，這就是王弼所說的「不攻而

使復之也」。王弼的說法是偏重事物的光明面，和老子所說事物的對立面乃相反

相成，因此人應打破對立的觀點是不同的。然而，詮釋者在理解、解釋文本之餘，

融入了個人見解而應用文本，雖不符合文本原義，其個人見解仍有其存在價值，

適足以顯示詮釋者之存在以及展現詮釋者個人思想之獨特性。王弼以「崇本息末」

說解《老子》，這是他歸納《老子》思想加上個人創見而成，成為他《老子注》

的主要特色之一。以下將比較王弼與嚴遵注疏理念的差異，以觀察王弼對《老子》

的看法與漢人有何差異。 

 

三、王弼與嚴遵注疏理念的比較 

嚴遵，字君平，西漢末年人，原姓莊，班固作《漢書》時為避明帝劉莊諱，

改莊為嚴。《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說：「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

                                                 
164《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五十八章，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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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惠眾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165嚴遵隱居不仕，以卜筮為業，他不但教授《老子》，

且著有《老子指歸》一書。 

從嚴遵的《老子指歸》序文〈君平說二經目〉可以看出他對《老子》的看

法： 

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

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

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

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

眾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淪為

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

智者見其經�，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

之儀，萬物敷矣。166 

嚴遵說老子建立的是一套可以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

君臣之儀」的思想體系，且其篇章數量、內容是根據陰陽、數字的變化來進行排

列的。老子是否在這方面有所研究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老子並未在書中積

極運用這些概念來闡述他的思想。 

以嚴遵這篇序文和王弼〈老子指略〉相比較，可以看到嚴遵將《老子》一

書視為陰陽數術的系統，認為智者能夠以此「通乎天地之數」，而王弼則是指出

《老子》思想可用「崇本息末」一語涵蓋；以嚴遵《老子指歸》與王弼《老子注》

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到兩人對《老子》思想的闡發敘述篇幅落差極大，嚴遵的長

篇大論和王弼的寥寥數語不成比例。 

如果將嚴遵和王弼的著作各自放到他們身處的時代之下來觀察，可以看到

嚴遵結合陰陽、數字變化運行來看《老子》篇章，是和漢代象數易學的盛行相對

                                                 
165《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卷七十二，頁3056。 
166嚴遵：《老子指歸‧君平說二經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一版二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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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而王弼的思想則是和注重抽象玄理思辨、建立本末體用體系的魏晉學術發

展趨向一致。此外，嚴遵《老子指歸》與王弼《老子注》對《老子》思想的詮釋

篇幅不成比例，則反映了漢代到魏晉注解古籍精簡化。王弼說《老子》思想可以

「崇本息末」一語涵蓋，這和前述王充說《論衡》可以「疾虛妄」一語涵蓋是遙

相呼應的。 

 

 

第二節  建立以無為本的思想體系 

王弼在注解《老子》時，將老子所說的「道」加以改造。老子所說的道，

是若有似無、非有非無的，而王弼所說的道，則是純粹的無，他透過對「道」的

討論建立起以無為本的思想體系，因此，以下將就王弼對道的看法來看他如何建

立起以無為本的思想體系，並比較王弼與韓非、嚴遵、河上公、何晏等人對道的

看法有何異同，以觀察王弼學說的時代特色。 

一、王弼對道的看法 

(一)道的性質 

《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167王弼注曰： 

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168 

老子說道是「夷」、「希」、「微」，又說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可見道的性質應當是若有似無、非有非無的，因此人的感官不能感知它的存在。

                                                 
16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四章，頁 31。 
16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四章，頁 31。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48頁

王弼的注解當來自於老子的下一段話，老子說：「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169老子此言乃在說明道處在一

種「和光同塵」170的狀態，它並非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狀態或物象。王弼對這段

話的注解是： 

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也。171 

由王弼的這兩段注解來看，王弼所談的道，似乎也還是處於若有似無的狀態。其

後老子說「是謂惚恍」172，王弼注解為「不可得而定也」173，也是同樣的意思，

道的性質是混沌未明的。 

不過在對《老子》二十一章的注解中，王弼已經不談「道」這種未定的性

質了。《老子》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174王弼注曰：「恍惚，無形

不繫之歎。」175從這段話看來，王弼之言或許還有可能是在說道無形故不受牽繫，

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但是從他對老子下一段話的注解來看，就可以知道實際

上並非如此了。老子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76王

弼的注解是：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

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177 

從這段話來看，王弼先前所說的「無形不繫」，「無形」乃指道，「不繫」是指道

不繫成物，而非道本身無形而無所不通、無所不往。老子說「惚兮恍兮，其中有

                                                 
169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四章，頁 31。 
170《老子》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

引《老子》原文，上篇，四章，頁 10。 
17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四章，頁 32。 
17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四章，頁 32。 
17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四章，頁 32。 
17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一章，頁 52。 
17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一章，頁 52。 
176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一章，頁 52。 
177《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一章，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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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語仍是在說道的性質，然而就王弼的注解來看，他

說的「恍惚」已不是在說道本身，而是在說道生物的作用，是說物在懵然未知己

從何來的狀況下由道而生。 

此外，《老子》二十一章這裡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

物。」和前述《老子》十四章「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相對照之下，可知老子「無

物之象」之語，並非真是王弼所說的「無狀無象」178，而是沒有像物一般可為人

所感知的狀態、形象罷了。王弼在對《老子》二十一章的注解中已不再談到若有

似無的狀態，而是直接以「無名」、「無」來指稱道，例如他說「以無名(說)﹝閱﹞

萬物始也」179，「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180都已經只說「無」，

而不談若有似無了。 

如果反過來由王弼對人境界的描述來看，也可以看到王弼談道只論無的特

色。《老子》十六章：「⋯⋯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181王弼注曰：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窮﹞極虛無也 。⋯⋯窮極虛無，得道

之常，則乃至於不窮極也。⋯⋯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

之於心，則虎兕無從投其(齒)﹝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

乎！182 

從王弼這段話來看，他所說的道之常是「窮極虛無」的，人與天合德，也是至於

「窮極虛無」，而人之可以明哲保身，也並不是因為人之「混兮其若濁」、「泊兮

其未兆」，而是由於人能夠「窮極虛無」了。 

「泊兮其未兆」、「混兮其若濁」出自分別出自《老子》十五章和二十章。《老

子》十五章：「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

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

                                                 
17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四章，頁 31。  
179《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一章，頁 53 
180《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一章，頁 53 
181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六章，頁 37 
182《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六章，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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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183老子說「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是說雖其「混兮其若濁」，實蘊含「濁以

靜之徐清」的潛能，只是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因此表現出混然不

明的情態。然而王弼注解老子這段話時說：「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

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184則未提到「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只是善為士者所具備的潛

能，實際上是能為而不為的。 

又《老子》二十章：「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

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185王弼注中提到： 

⋯⋯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我獨廓

然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美

惡﹞，猶然其情不可�，我頹然若此也。186 

老子說「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說的是蘊含有「兆」與「孩」的潛能，

王弼說的則是「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嬰兒之未能孩」，則其中潛能

的因素已經消失。可見王弼所說的「道」，是全然的「無」。不過，以道為虛無，

王弼並非第一人，早在漢代嚴遵的《老子指歸》中已有這樣的思想傾向，至於嚴

遵如何提出他的主張則留待後面談嚴遵對道的看法再作闡述。 

 

(二)道生成萬物 

《老子》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187前面談過老子說的「道」

                                                 
183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五章，頁 33-34。 
184《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五章，頁 34。 
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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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章，頁 47。 
18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一章，頁 1。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51頁

是若有似無的，它兼具「無」與「有」兩種屬性，則此處「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應解釋為用道之中「無」的特質來指稱道先於天地而為「天地之始」

的那一層意義，而用道之中「有」的特質來說明道能夠生長並養育萬物的母性。 

不過王弼則解釋為：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

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萬物﹞

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188 

老子談天地與萬物之生成，王弼則只談道化生萬物。王弼說「道以無形無名始成

萬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將若有似無的道說成只具「無」

的特質，是「無形無名」的，無形無名的道創生並且長養萬物。他所說「及其有

形有名之時」的「其」字是就「物」而言，和同一段話中的「為其母」的「其」

字一樣。 

王弼在談《老子》同一章「故常無欲，以觀其妙」189時說：「萬物始於微而

後成，始於無而後生。」190若此處「始」解釋為「創生」義，則前一句「始於微

而後成」就應該兼具創生和長養之功了，又何來後一句「始於無而後生」？因此

這裡的「始」應作「開始」解，也就是整段話都在說「無」的「始物之妙」，也

就是萬物從不存在到開始存在、從開始存在時的微小到得以長成的過程。 

又如《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91王弼注中提到：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

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

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

                                                 
18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一章，頁 1。。 
189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之原文，上篇，一章，頁 1。  
190《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一章，頁 1。  
191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二章，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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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氣一焉。192 

王弼的注解乃是將《老子》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193與老子四

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兩段話相比對而得出的結果，

不過老子的「道」有「無」與「有」兩種屬性，而王弼說「從無之有，數盡乎斯，

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有」不再是「道」。王弼所說的道，只就「無」而言，「有」

已是物的層面了。 

《老子》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194王弼注曰。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195 

關於王弼所說「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莊耀郎先生在《王弼玄學》中指出：「《王

注》注『天下萬物生於有』為『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於是乎『所從出』的意

思沒有了，『生出』的意思不見了，『以有為生』的意思則是說『天下萬物都以有

的方式(或樣態)而存在』。」196說明了王弼注取消「有」的生「物」之功，「有」

和「物」同層。既然「有」已非道的屬性之一而變成物的樣態，則有便是同物一

起從無形無名的道而來的，那麼「有之所始」自然是「以無為本」了。王弼以此

建立他「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原則。王弼「以無為本」的主張亦與嚴遵以虛

無為本根的主張相近，只是兩人以此開展的思想內容並不相同，此亦留待後文再

作探討。 

 

                                                 
192《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二章，頁 117。樓宇烈先生認為王弼之言出於《莊

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

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二章，注解三，頁 118。 
193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章，頁 110。  
19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章，頁 110。  
19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章，頁 110。 
196莊耀郎：《王弼玄學》(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頁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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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的作用 

王弼從「有生於無」的宇宙論推出「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並以此談「以

無為用」。《老子》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197王弼的注解如下： 

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寡﹞統眾

也。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也。198 

老子之言，就「無」之功用著眼，認為「有」的價值乃是透過「無」才能發揮，

「無」才是人所運用的部分。王弼以此推出「無」能夠「以寡統眾」，萬物皆應

「以無為用」的概念。《老子》一章：「常有欲，以觀其徼。」199王弼注提到： 

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200 

此則再一次顯示王弼所說的「有」已非道之流，它並非道本身，而是要「以無為

用」，才算是合乎道，也才能暢通無礙。王弼在注解《老子》三十八章時也提到：

「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捨無以為體，則失其為大矣。」201

萬物不僅要「以無為本」，還要「以無為用」，王弼以此建立出一套本末體用的思

想原則。 

 

二、韓非、嚴遵、河上公與何晏等人對道的看法 

                                                 
19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一章，頁 26-27。  
19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一章，頁 27。 
199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一章，頁 1。  
200《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一章，頁 2。  
20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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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非對道的看法 

《韓非子‧解老》對「道」的描述為： 

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

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不可道也。202 

韓非所說的「道」，是「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而非《老子》所說的「先天地生」，

則韓非說的「道」失去了老子所言「天地母」的意義203。「天地之剖判」顯示天

地的物質成分，而道既是「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則「道」並非天地物質成分

之所由生。在韓非的改造下，「道」成為客觀規律中的最高準則：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

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

理，故不得不化。204 

韓非認為道是「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稽」，又說「理者、成物之文；道者，萬

物之所以成也」，則道不僅是萬物之源頭，同時也是萬物之理所依準的對象，即

客觀規律之總法則。在論道時加入對「理」的闡述，是韓非論道的特色之一205。

韓非以「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說明道對萬物之化生作用，將重點放在

道之客觀規律意義。韓非既認為道是客觀規律之總法則，則道是超越一時、一地、

一物與單一現象的，韓非說：「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

可謂常。」206由於道不固執一理一所，故能周行而不死不衰，能為「常」。韓非

認為道盡稽萬物之理，因此道「無常操」： 

                                                 
202陳啟天：《韓非子校釋‧解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第八卷，頁751。  
203參見王曉波：〈〈解老〉、〈喻老〉──韓非對老子哲學的詮釋和改造〉，《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

報》51期(1999年 12月)，頁 10。。 
204《韓非子校釋‧解老》，第八卷，頁748。 
205王曉波先生指出：「以『理』概念詮釋老子哲學，韓非」也許是第一人，但並不表示『理』的

範疇的提出，韓非也是第一人。從法家的系統來看，慎到就提出過『道理』的概念⋯⋯韓非師
承的荀子，也早以『理』論『道』了。」王曉波：〈〈解老〉、〈喻老〉──韓非對老子哲學的詮

釋和改造〉，《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1期(1999年 12月) ，頁16。 
206《韓非子校釋‧解老》，第八卷，頁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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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

興廢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

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

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

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

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

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

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

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

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

之以成。」207 

道無常操，是因為道兼攝萬物之理，而萬物之理各異，因此道因物之異而有各種

表現，不有所執守而隨時「與理相應」，則「理」決定了人之成敗。道是全然客

觀的，它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現，「萬物各異理」，人也是有差別的，道「與

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同樣得之，因人之

異而有死生成敗結果之不同，聖人和愚人得之，前者成而後者敗。 

 

(二)嚴遵對道的看法 

嚴遵在《老子指歸‧天下有始篇》中提到： 

夫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

為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為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

復，復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為為之，

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為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

208 

                                                 
207《韓非子校釋‧解老》，第八卷；748-749。 
208《老子指歸‧天下有始篇》，卷之三，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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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遵認為道無形無狀、合乎自然、以無為行事，這些思想皆同於王弼《老子注》。

嚴遵相當重視道「虛無」的特質，他說： 

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有形

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

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

於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209 

他認為所有「有形」的事物都已經算是「物」的層次了，天地亦然。他提出「虛

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顯然他所說的

「道」只有「無」性而不具「有」性。王弼亦將「道」說成「無」，而將「有」

歸於「物」的層次，在這一點上，嚴遵和王弼二人的主張是相近的。 

就萬物之生成來說，嚴遵提出了「以虛無為本根」之說： 

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背陰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

作，而形容脩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是故，虛無無形

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眾人之所惡，而侯王之

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210 

在這段話中，嚴遵再次強調萬物之生始於「虛無」，即萬物源頭在於虛無的「道」，

並指出虛無的道是「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在他的另一段話中，他提到「無

為之為，萬物之根」的看法： 

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汛汛無形，橫漭慌忽，渾沌無端。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為之為，

萬物之根。211 

嚴遵以道為「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又主張「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王弼

                                                 
209《老子指歸‧道生一篇》，卷之二，頁 17。  
210《老子指歸‧道生一篇》，卷之二，頁 18-19。  
211《老子指歸‧為學日益篇》，卷之三，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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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為本」的主張與此相當接近。不過嚴遵以「氣化分離」為基礎，作為開展

他思想體系的方式，則與王弼不同： 

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

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為五。或為白黑，或為水火，或為酸鹹，

或為徵羽，人物同類，或為牝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

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

212 

王弼雖然也說「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213，但他很少談「氣」

在萬物身上的表現，而是重視萬事萬物背後運作的抽象性原理，兩人偏重的層面

不同，因此雖都重視道之「無」性，但開展出來的思想體系卻是不同的。 

嚴遵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融合了陰陽五行思想來闡述道與天地之運作，

他在《老子指歸‧萬物之奧篇》中說： 

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

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

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

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

成。變化終始，以無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群類應之，各得所行。

214 

嚴遵主張道以無形無狀之容化生天地萬物，其中包含了陰陽四時的運行與變化，

其模式為「無形→天地→陰陽→四時→有氣→華實」。《老子》書中雖提過「氣」、

「陰陽」等思想，但並未以此作為闡述道化生萬物的重點，嚴遵身處漢代陰陽五

行思想盛行之時，因此在說解《老子》思想時帶有濃厚陰陽五行思想。又如嚴遵

《老子指歸‧大國篇》： 

                                                 
212《老子指歸‧不出戶篇》，卷之二，頁 32。 
21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二章，頁117。 
214《老子指歸‧萬物之奧篇》，卷之五，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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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215 

他認為在天地之始，陰陽、四時、五行便運轉於天地之間，是天地運作的原則與

表現。他在《老子指歸‧勇敢》篇中更提出了「陽氣主德，陰氣主刑」的思想：： 

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

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群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不以生

為巧，不以殺為功。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兇之與兇。損損益

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無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

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

無問而物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

寂然盪盪，無所不圖。216 

嚴遵說陽氣主德、陰氣主刑，這段話和《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在《賢良

對策》所提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217如

出一轍。 

此外，嚴遵思想中還帶有天人感應思想，嚴遵《老子指歸‧不出戶篇》： 

自然之路，要在無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

為然也；萬物不�天地之所以，故可存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

四肢九竅不諭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

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無所不存；上下表裏，無所不然。動與異

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218 

嚴遵說明萬物有君正如形體有心，是整體之宗主，而天地之流行正如血脈之運

行，以人之身來比喻自然天地，與天人感應學說以人身比天地的作法相近。嚴遵

                                                 
215《老子指歸‧大國篇》，卷之四，頁 70。 
216《老子指歸‧勇敢篇》，卷之六，頁 102-103。 
217《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卷五十六，頁2502。 
218《老子指歸‧善為道者篇》，卷之五，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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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天地」與「人物」關係「若末若根」219，天地為根本，人物為末，二者是

相連不分、息息相關的。他在《老子指歸‧不出戶篇》中提到： 

人主動於邇，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

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亳

釐者，同體故也。220 

嚴遵指出「物類相應」，他以此將天地萬物聯繫起來，認為天地萬物相感相應，

本不分離，這和《老子》和王弼《老子注》聯繫天地萬物的方式不同。《老子》

二十五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21以道、天、地、人之

間的法效關係聯繫天地萬物，建構了自然界運行之體系，王弼亦承繼了這個觀

點。嚴遵以天人感應的思想聯繫天地萬物，與《老子》殊異，這是受到了漢代天

人感應思想的影響。 

 

(三)河上公對道的看法 

河上公《老子注》與王弼《老子注》對「道」描述之差異表現在元氣論與

養生思想上。老子雖言及氣，但對氣的重視實不似河上公之多，王弼亦少著墨於

此。 

河上公將《老子》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222解釋為： 

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

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

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223 

                                                 
219《老子指歸‧善為道者篇》，卷之五，頁 82。 
220《老子指歸‧不出戶篇》，卷之二，頁 33。 
221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五章，頁 65。 
22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一章，頁 1。  
223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體道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一版二刷)，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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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公認為道是虛無的，是天地的本始，而萬物是由有形有名的天地所生。他視

萬物由天地所生的觀點與嚴遵、王弼不同，不過他以道為虛無的觀點則是和嚴

遵、王弼相似。 

河上公主張「元氣生萬物而不有」224，他將《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225這段話解釋成： 

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

分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

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

�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226 

他將氣分為和、清、濁三種，又將之對應於天、地、人，明顯地將《老子》對「氣」

的描述複雜化。此外，他說「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人不但是不算在萬物之內，還與天地一同生養萬物，這和王弼大不相同，《老子》

亦無此說。河上公說：「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227又說：「﹝天下﹞萬物皆從

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228他認為萬物由天地生，天地才是直接

由道而生，這和王弼不談天地生，只談「萬物皆由道而生」229的說法不同。 

河上公將天地人並列，是因為他認為「天人相通」，他說：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

天氣煩濁。230 

他以「精氣」貫通天與人，天道與人道不僅相同，天與人之間還是以精氣相通相

                                                 
224《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養身第二》，頁7。 
22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二章，頁117。 
226《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道化第四十二》，頁168-169。 
227《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去用第四十》，頁162。  
228《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去用第四十》，頁162。   
229《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十四章，頁86。  
230《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鑒遠第四十七》，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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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的。王弼雖要人法天地進而法道，但那是一種法效的關係，並未以精氣貫通二

者。 

除了元氣思想，河上公《老子注》還經常將對「道」之描述與養生思想思

想結合。例如《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231，《老子道經河上公章句‧成象第六》注解為：  

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

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

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

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

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

形骸骨肉，血�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

為牝也。⋯⋯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232 

王弼的注解則是：「谷神，谷中央無(谷)﹝者﹞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

動，守靜不衰，(谷)﹝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守靜﹞不可

得﹝而﹞名，故謂﹝之玄牝﹞。(天地之根��若存用之不動)門，玄牝之所由也。本

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233河上公將《老子》之言

與養生思想結合，將《老子》對道之描述轉化為人身體「五藏」重要性的介紹，

並以「元氣」連結天地與人。王弼的注解則重在解釋谷神無形無影、處卑守靜因

此得以不死的道理。河上公重視養生，王弼則重在解釋事理，二人各有所偏重。 

《老子》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234《老

子道經河上公章句‧虛用第五》注解為：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

則神明居之也。⋯⋯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言空虛無有屈竭時，

                                                 
231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六章，頁 16。 
232《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成象第六》，頁21-22。 
23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六章，頁16-17。 
23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五章，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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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之，益出聲氣也。235 

王弼的注解則是：「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

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

籥也。」236河上公注談「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很明顯地仍

是以養生思想來發揮《老子》學說；而王弼則將重點放在辨名析理，說明天地任

自然，故能無窮。 

《老子》十章：「天門開闔」237，《老子道經河上公章句‧能為第十》注解為：  

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

闔謂呼吸也。238 

王弼的注解則是：「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

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倡)﹝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239河上公注充滿了養生思想，他將《老子》

對天道的描述直接解釋為人之治身；王弼則以人事政治對《老子》之言作出解釋，

以治亂解釋天門之開闔。河上公和王弼在注解《老子》時，前者偏重養生思想，

後者重在辨名析理，二人的思想傾向是很不同的。 

 

(四)何晏對道的看法 

《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

為事，由無以成。」240這段話顯示「無」在何晏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亦即他是以

無為本的。又《列子‧仲尼篇》張湛注引述何晏〈無名論〉之部分內容：  

                                                 
235《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虛用第五》，頁18-19。 
236《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五章，頁14。 
23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章，頁 23。 
238《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能為第十》，頁35。 
239《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十章，頁23。 
240《列子注‧天瑞第一》，卷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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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

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

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

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

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

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

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

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

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

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241 

何晏說道無名，又說道無所有，他和王弼一樣貴無。其差異之處在於何晏說「同

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

從」，可見他雖然以無為本，但還是以陰陽二氣、感應之說來開展他的宇宙觀，

他的學說還是帶有一些漢代盛行的陰陽感應學說之色彩。 

 

三、從比較中看王弼對道的看法之時代性 

就各家對《老子》所言道與世界之生成運作的闡釋來說，從韓非、嚴遵、

河上公到王弼，呈現了「素樸(韓非)→複雜(嚴遵、河上公)→素樸(王弼)」的變化

歷程，相應於由戰國時代較為客觀理性的天道觀念、漢代天人感應陰陽神秘思想

的盛行與漢末以來宇宙觀的簡化的演變過程。 

先秦時代，殷人的神秘鬼神崇拜已經逐漸消褪，從對天的迷信畏懼轉移為

對人事的關注，韓非身處這樣的時代思想背景之下，面對國家危弱、戰禍不斷的

情形，他重視的是「道」的客觀規律意義如何為法家所運用，以作為他富國強兵

學說的理論基礎。到了漢代，董仲舒向迷信的漢武帝提出天人感應之說，在得到

                                                 
241《列子注‧仲尼第四》，卷四，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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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肯定之後，這樣的學說大為流行，嚴遵也未能置身其外，他以天人感應和

陰陽五行思想來建構一套涵蓋天道人事的思想；河上公的學說則是反映了東漢時

期養生思想的盛行，在談道時經常與養生(尤其是養身)思想作結合。其中，嚴遵

和王弼思想之差異，正好反映了漢代宇宙論從神秘的陰陽感應之說走向魏晉重視

本末體用思想的變化。 

就同時代的何晏與王弼來說，他們都以無為本，但是何晏的思想則是介於

嚴遵與王弼之間，相較於嚴遵，他的理論是較為簡化的，而和王弼相較之下，則

又帶了一些漢代陰陽學說在其中。漢魏之際，漢代繁瑣複雜的天道思想因過度發

展與士人的抨擊而逐漸衰頹，天道觀念得到簡化，同時也從神秘走向自然，何晏

的思想雖然有此一傾向，但仍呈現新舊思潮交替時的特色，帶有一些漢代陰陽學

說的色彩；而王弼論道「自然多有拔得」，則是符合時代潮流的趨勢，他以無為

本，以有為末，建立一套本末體用的思想體系，不僅是個人抽象思辨能力的發揮，

也與時代學風從繁瑣走向簡化、從神秘感應走向精緻思辨的潮流趨勢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有韓非重視道的客觀規律意義、嚴遵與河上公重視

道虛無的特質，王弼的思想雖未必與他們直接相關，但是有了這些先例，再加上

漢魏之際天道觀念的簡化與自然化、重視精緻義理思辨的風氣的環繞，王弼從對

道的討論中建立起一套抽象的、以無為本的思想體系也就不完全是陡然而起的

了。 

 

 

第三節  主張自然與名教並存 

一、老子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老子肯定人有內在自然德性並能發而為外在之道德行為，內在自然德性的

存在是先於外在道德行為的。他否定道德規範的存在價值，是因為由預先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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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標準去要求人們的道德行為，那麼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是虛浮淺薄

的，並無內在德性的支持。 

老子說：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

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

下，其德乃普。242 

老子這段話所說的是他心目中的「上德」，人的德性若是自然而然地內懷而外發，

那麼這樣的德性是真實的、是可以普遍流行而不斷絕的，在這樣的情形下，人的

德性自然而然流露而形成外在之道德行為，換句話說，此時人雖有道德行為卻沒

有意識到自己的德性，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243他認為這樣的道德才

是真實的。 

至於「下德」的情形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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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道德淪喪之時，主政者設立道德標準以供人們遵守，甚至強制要求人們不可不為

之，此時人們外在的道德行為只是浮淺的表面功夫，空洞而不具實質的內在德

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德行為並非由內在德性自然而發，而是不得不服從外在

標準而為之表面功夫。因此，老子抨擊預先設立道德標準的作法。《老子》書中

還有其他類似的觀點，《老子》十八章說：「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245又《老子》十九章：「絕仁棄義，民復孝慈。」246

                                                 
24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五十四章，頁 143-144。 
243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三十八章，頁 93。 
24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三十八章，頁 93。 
245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八章，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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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思想中，自然與名教是相對立的。 

 

二、王弼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王弼不贊成忽略道德實質、只重視道德規範形式的作法，他認為： 

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

美焉，偽亦必生。247 

王弼認為捨本逐末的作法使人徒重虛名形式而忽略了根本內涵，虛名再美，也是

假的，對虛名的重視造成了虛偽的風氣，所以王弼不贊成忽略根本內涵、只崇尚

形式規範的作法。 

應當注意的是，王弼雖不贊成忽略根本內涵、只崇尚形式規範的作法，但

他並非要人去除形式規範，而是追求形式規範與根本內涵並存的理想結果。他說： 

 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248 

他說「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是指不可以名教振興道德，意即不可從「末」下

手，而應從「本」著手。王弼提出了兼顧自然與名教的方法，在這個方法運用的

理想的結果中是「形名俱有」而非否定名教的。王弼說： 

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篤；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

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

失。249 

                                                                                                                                            
246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十九章，頁 45。  
247《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4。 
24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5。 
249《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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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崇本舉末」的思想聯繫起自然與名教，他以人內在自然德性為「本」，外

在之行為表現為「末」，崇本舉末，則自然與名教不再是對立的，兩者有其可聯

繫處，人內在之自然德性與外在之名教是能夠同時兼顧的。湯用彤先生在《魏晉

玄學論稿》中指出： 

《三國志》注引《王弼傳》中記裴徽問《論語》書中何以不講無，王弼答：

「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其所不足。」

聖人要教人，故不說無。且就聖人自己講，亦不必說。王弼把孔老拉在一

起，以名教為訓，形上學為體，形上學為名教之根本，而名教為形上學之

例證。250 

王弼回答裴徽之問以解決孔老高下、聖人體無而未言無的模式與他在《老子注》

中聯繫自然與名教的方法是一致的，他用本末體用的關係將孔老思想聯繫在一

起，使得二者不再是相對立、衝突的。 

《老子》三十八章內容主要是在批評仁義禮教，王弼對此章的注解篇幅遠

超過其他章節，顯示他對這個問題的關切。此外，王弼在他的《周易注》中注解

〈訟〉卦九四時說「為仁由己，故吉從之」251，在《論語釋疑‧學而》中亦提到

「自然親愛為孝，推愛及物為仁也」252，可見他的確並不像老子一樣認為人應當

絕仁去義。。 

 

二、韓非、嚴遵、河上公與何晏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一)韓非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韓非子‧解老》篇中提到： 

                                                 
250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42。 
251《王弼集校釋‧周易注‧訟》，上經，頁250。  
252《王弼集校釋‧論語釋疑‧學而》，頁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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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

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

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

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

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

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

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253 

他認為人的內在有情，但未必能為他人所感知，而禮是人情之表達展現。一般人

為禮未必發自內心，而是為了符合禮之形式而為，因此不能持恆，時而勤於行禮

時而荒廢；君子則不然，君子情發於內而禮行於外，心中恭敬而手足行禮，雖然

眾人執禮時勤時廢，君子仍不受影響，「攘臂而仍之」，奮力執禮。王弼注本則作

「攘臂而扔之」254，「扔」字與「攘」字意義相承，整句話指道德淪喪，君主倡

行禮教而人民不從，故以強制手段強迫人民遵從。韓非說聖人「攘臂而仍之」是

指聖人奮力執禮，不因人民執禮不勤而有所動搖，聖人並未強制人民行禮；王弼

說「攘臂而扔之」，則倡行禮教者強制人民順從於禮。在韓非的思想中，只有聖

人行禮是由內�而外發的，王弼則無此區別，他指出人要「崇本以舉其末」，便

可以兼具內在德性與外在之禮。 

韓非認為不能用外在的「禮」去要求人的內在情感：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

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

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

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

「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

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

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

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

                                                 
253《韓非子校釋‧解老》，第八卷，頁725。 
254《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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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255 

他說「禮」是「為情貌者」，又說「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可知韓非對禮

教的否定，他認為父子之情本厚，但父子之禮則是「貌薄」的、「其禮樸而不明」。

「禮」只是「情」之表面，是薄而不能涵蓋人情之厚的，因此韓非說「禮繁者、

實心衰也」，以禮來作為人「相責之分」，難免引起爭亂。韓非認為以禮作為人相

責之分將引起爭亂，與儒家聖人孔子所言定名以責事以免言不順、事不成之觀念

正好相反。情為人之自然，而禮只是情之表面，以禮來論情，其情為惡，可知在

韓非學說中，自然與名教是對立的。 

韓非認為君主當以「法」作為人民行事之絕對準則，他強調的是法制的強

制規範(他律)，並不認同以提倡道德規範(自律)教化民眾的作法，關於這方面，

可以參照他在《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對儒家倡言仁義的批評，他認為「貴仁

者寡，能義者難」256，父母愛子而子未必不亂，孔子重視仁義卻仍不得不臣服於

魯哀公之「勢」而為其臣下。韓非主張君主當以勢鞏固地位，以術統馭臣子，以

法作為人民行事之準則，這些都不是儒家仁義禮教所能達成的。 

 

(二)嚴遵對於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嚴遵在《老子指歸‧上德不德篇》中指出： 

帝王根本，道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

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

末（降）﹝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

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

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

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

                                                 
255《韓非子校釋‧解老》，第八卷，頁727。  
256《韓非子校釋‧五蠹》，第一卷，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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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惑之所由作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

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

味不可以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

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

也。257  

嚴遵和王弼一樣用「本末」來談自然與名教關係，但二人立場不同，嚴遵對禮教

始終抱持否定的態度。嚴遵以合乎道之自然狀態為「本」，以禮教為「末」，對制

禮作樂者捨本逐末的作法大加批評，並說明天地事理不可預設，預設則不能因應

時事而有變化。嚴遵在《老子指歸‧為學日益篇》也提到： 

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憂）

﹝愛﹞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迕心。非道崇知，上功

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地，經

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偽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敗

常。改正易服，萬事盡彰，鐘鼓琴瑟，間以竽笙，升降進退，飾象趨翔。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舛並爭，興事�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舉

毛起，益以無窮。是以天下背本去根，嚮末歸文，博學深問，家知戶賢。

258 

嚴遵認為人自然之德行淡薄、不再體認大道之後，才出現了禮樂教化，這些禮樂

教化是虛偽不實、不合乎人自然淳樸本性的，名教使人們離自己自然之根本越來

越遠。對嚴遵來說，唯有拋棄這些世俗的禮教，人才有回歸大道的可能，他說： 

違禮廢義，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豫設然。秉微統要，與時推移，取舍

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求之於己，百祥萬福，無情於人。259 

嚴遵並不認為名教與自然有並存的可能，他認為只有廢棄禮教，人才能回歸自

                                                 
257《老子指歸‧上德不德篇》，卷之一，頁 6-7。 
258《老子指歸‧為學日益篇》，卷之三，頁 36-37。 
259《老子指歸‧上德不德篇》，卷之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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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聖人即是如此：「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己。

所言日微，所為日寡，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冥，使民無�。滅文喪事，

天下自已。損之損之，使知不起。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因存亡之

機。不為事主，不為知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為。」260他認為當人能夠放下世俗

仁義禮教、拋棄典章制度，擺脫後天教化加諸於人的影響之後，人才能回歸自然

大道，清虛無為。 

 

(三)河上公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61河上公注曰：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自然常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

含光藏暉，滅�匿端，不可稱道。⋯⋯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自然

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

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262 

經術政教即名教，《河上公注》以名教為可道之道的內容，以自然養生之道為不

可道之道的內容，則名教與自然是相對的。王弼對這段話的注解則是以語言文字

的侷限性立論263，他認為語言文字不能涵蓋無限寬廣之大道，因此一切對道之描

述都是不完整的。王弼身處曹魏時代，面對當時學術界會通孔老之需要，而在其

學說聯繫自然與名教，所以不以自然與名教來區別可道之道與不可道之道。 

河上公說：「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

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264認為仁義是道德淪喪之時才出現的，他主張人應

                                                 
260《老子指歸‧為學日益篇》，卷之三，頁 37。 
261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一章，頁 1。 
262《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體道第一》，頁1。 
263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見《王弼

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一章，頁1。 
264《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俗薄第十八》，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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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265，方能回歸真樸。河上公和老子一樣直

接明確地否定了仁義，並未如王弼一樣聯繫二者。 

 

(四)何晏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 

何晏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的看法，可以參見《世說新語‧文學》一○條劉孝

標注引〈文章敘錄〉記載： 

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266 

從這段記載來看，何晏否認老子「絕禮棄學」，他「著論行於世」，致力於會通儒

道兩家學說，維護儒家名教思想。《世說新語‧文學》一○條記載的是何晏作《道

德論》這件事，劉孝標將〈文章敘錄〉的這段話放在此事之下，當是認為《文章

敘錄》所提到何晏所著之論或者即為《道德論》，或者思想與《道德論》相近。

何晏之論與王弼《老子注》的相近之處，在於二者皆為會通孔老思想之作，且何

晏否認老子「絕禮棄學」，而說其「與聖人同」，則其說必聯繫道家自然思想與儒

家名教觀念，此舉與王弼《老子注》聯繫自然與名教的途徑未必相同，但目標卻

是一致的。 

 

四、從比較中看王弼對自然與名教關係看法的時代性 

對韓非來說，他既認為儒家的仁義對君主統治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身為法

家學者的他當然也沒有為《老子》對仁義禮教的批評圓緩的必要；嚴遵隱居於市、

河上公重視養生，儒家的仁義禮教並不是他們所要維護的目標。雖然嚴遵與王弼

皆身處儒家學說立於典範地位、經學教育盛行的時代學術環境之中而對道家《老

                                                 
265《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還淳第十九》，頁76。  
266《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一○條劉孝標注引〈文章敘錄〉，頁 108。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73頁

子》學說作出詮釋，但是二人思想性格並不相同：嚴遵寧願隱逸而不願任官，與

以自隱無名為務的老子有相近之處，對嚴遵而言，並沒有聯繫自然與名教的必要。 

到了漢魏之際，儒教的僵化造成虛浮不實之風，名教觀念日趨薄弱，與王

弼同時代的何晏否認老子棄禮絕學，而說「與聖人同」，並為之著書論述，可知

他認為道家自然思想與儒家名教觀念並非對立，其論述目標與王弼一樣，都在於

聯繫自然與名教二者。這反映了時代學術的需要，當時名教秩序受到動搖，因此

在曹魏集團任官的何晏與有應世之心的王弼皆為了維護名教秩序而努力，他們以

儒家學者的觀點去注解《老子》，論證自然與名教並不相悖，其觀點迥異於韓非、

嚴遵與河上公等人。可見，王弼在《老子注》中聯繫自然與名教的作法，與時代

學風相關，並非單單僅由個人思想而來。 

 

 

第四節  王弼《老子注》的語言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提到：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故涉之乎

無物而不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不出，則謂之曰玄。⋯⋯「玄」，

謂之深者也；「道」，稱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不

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267 

在這段話中，王弼指出「名號」的限定作用，這樣的限定作用將對「道」的無限

性造成妨礙，他以此說明道之不可言喻，不可為語言文字所侷限。但這並非表示

王弼否定名號(語言文字符號)的功用，他在〈老子指略〉的另一段話中提到：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凡名生於形，

                                                 
267《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7-198。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74頁

未有形生於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

智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夫察見至微者，明之極也；探射隱伏者，

慮之極也。能盡極明，匪唯聖乎？能盡極慮，匪唯智乎？校實定名，以觀

絕聖，可無惑矣。268 

人們固然不能以語言文字來限定至高無上之大道，然而說明事理與指物乃人們生

活之必須，所以王弼在這段話中指出了名號對言理論實的必要性，若不能辯名，

則不能析理，因此必須「校實定名」，才能避免言說時的混淆模糊。《老子》說「道

隱無名」269、「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70，而王弼在注解《老子》

時雖然承繼了老子道不可道的觀念，也認為不可執著於《老子》書中的文句271，

但他也同時注意到「名」對論說之必要。為了兼顧這兩者，他在注解《老子》時

一方面辨名析理，一方面也能超脫語言文字之侷限而去看《老子》文字背後所蘊

藏無窮無限的道理。王弼〈老子指略〉的這個觀念，和他在《周易略例‧明象》

篇中藉用《莊子‧外物》篇的荃蹄之喻272來談「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觀

念是一致的。 

王弼不主張「言盡意」也不主張「言不盡意」，他在《周易略例‧明象》篇

中提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

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

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

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

                                                 
268《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9。 
269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一章，頁 113。 
270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一章，頁 1。  
271王弼指出：「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事各為意，則雖辯而愈惑。」見《王弼集校

釋‧老子指略》，頁 198。 
272《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見郭象註：《莊子‧外物第二十六》(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雜篇，
第九卷，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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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273《周易略例》雖為王弼注《易》之

主張，但卻明確地傳達了王弼對言意關係的看法。依王弼的說法，可知「言」與

「象」是傳達訊息的工具，人們必須透過「言」而得到「象」，由「象」而明白

「意」，在得「意」之後，人們就不應再執著於「言」與「象」，此時「言」與「象」

才是非必要的。這與他在〈老子指略〉中一方面談文字不能涵蓋道的內涵，卻又

強調辯名才能言實的作法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肯定文字有其作用，一方面要人領

會意涵而不要執著於文字本身。 

因此，王弼注解《老子》時，便能靈活開闊而不失章法原則。他除了辨名

析理之外，還在注解時多處運用《老子》原文和《莊子》、《易傳》的思想。王弼

在注解《老子》時，多次點出《老子》不同章節意義之相通處，甚至直接援引《老

子》此篇之原文以注解彼篇之內容。例如《老子》二十章：「絕學無憂。」274王

弼注曰：「下篇﹝云﹞，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275指的是《老子》四十八

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276這段話。他明確地指出《老子》二十章與四十八章

思想是相通的。 

有時王弼並未明確指出《老子》篇章內容的相通之處，而是直接引用彼篇

內容注解此篇，例如《老子》二十七章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277，王弼

在注解時提到：「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

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278
這段話其實是由《老子》三

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279這段話而來的。又如《老子》三十章：「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則已。」280

王弼注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281語出

《老子》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282王弼此舉將

                                                 
273《王弼集校釋‧周易略例‧明象》，頁 609。 
27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章，頁 46。 
27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章，頁 46。 
276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八章，頁 127-128。 
27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七章，頁 71。 
27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七章，頁 71。  
279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三章，頁 8。 
280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三十章，頁 79。 
28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十章，頁 79。 
28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三章，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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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各章之關聯性明顯化，顯示《老子》的思想是可以會歸融通的。 

《莊子》思想則出現在王弼對《老子》二十章和四十二章的注解中。王弼

在注解《老子》二十章時提到「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283，此語出於《莊子‧

�拇》284；至於王弼在注解《老子》四十二章時說「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

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

道之流。」285這段話則是出於《莊子‧齊物論》286。 

另外，王弼在《老子注》中有引易學入老的情形，例如《老子》四十九章

「聖人皆孩之」287句下王弼注提到：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

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288 

王弼之語出自《周易‧繫辭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289又如王弼運用《周易‧復卦‧彖辭》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290之語，在

注解《老子》三十八章時提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291可見王弼認為

道家《老子》與儒家《易傳》有其可相通之處。 

就王弼在《老子注》經常運用的概念來說，他除了經常談到「道」、「無」、

「有」和「無為」等概念外，也經常運用「自然」、「本末」等概念來說明他的思

想。《老子》談「自然」，但王弼對「自然」概念的運用卻較老子更為頻繁。王弼

在《老子注》將「自然」的概念大量運用於天道人事等各方面思想中，例如他在

                                                 
28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章，頁 47。  
284《莊子‧�拇第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外篇，第四卷，頁 181。  
28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二章，頁 117。  
286《莊子‧齊物論第二》：「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內
篇，第一卷，頁 51-52。 

28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四十九章，頁 129。 
28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九章，頁 129。 
289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繫辭下〉，卷八，頁 176。 
290《十三經注疏‧周易‧復》，卷三，頁 65。 
29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3。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77頁

談《老子》「道常無為」時說：「順自然也。」292，談《老子》「天地不仁」一語

時說「天地任自然」293，在談「絕學無憂」時說：「自然已足，益之則憂。」294，

在談聖人的時候則說「聖人達自然之﹝性﹞」295，這樣的運用在王弼《老子注》

中是很頻繁的，他將老子的許多思想皆歸諸「自然」，這個概念大致有「事物天

生的本來面貌本質」與「事物天生內具的發展原則」兩種意涵，前者如「自然已

足」，後者如「天地任自然」。在王弼的思想中，「自然」與「無為」是緊密相繫

的，前面提及他在注解《老子》「道常無為」一語時說「順自然也」，表示「無為」

就是順自然而行的意思，「自然」是事物先天的本質或發展原則，「無為」則是道、

天地與人面對事物時維持事物自然本質或發展原則而不造不施的態度。 

至於「本末」的概念，也是王弼經常運用的。《老子》偶爾言「本」但不言

「末」，例如二十六章「輕則失本，躁則失君」296、三十九章「貴以賤為本」297。

王弼則大量運用「本」的概念，其中很多時候是以「本」「末」相對來談的，例

如「人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298、「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299。老子

未將「本」「末」並用，但將「母」「子」概念相對來談，王弼將「本末」等同「母

子」，以此為基礎發展本末思想。《老子》五十二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300王弼注解為：「母，本也。子，末也。得本

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301在此基礎上，王弼發展他「崇本息末」、「崇本舉

末」的思想，成為他《老子注》的重要內容。 

此外，王弼經常以「物」之反應來說明老子所主張之態度行為能夠得到的

結果，以此作為對《老子》原文的注解。例如《老子》七章：「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302王弼注解為：「自生則物爭，不自生則物

                                                 
292《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十七章，頁 91。  
29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五章，頁 13。 
294《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章，頁 47。  
29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九章，頁 77。  
296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二十六章，頁 70。  
297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三十九章，頁 106。  
298《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二十章，頁 49。 
299《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五十七章，頁 150。  
300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下篇，五十二章，頁 139。   
30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五十二章，頁 139。   
302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七章，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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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也。」303又如《老子》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304王弼注曰：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眾，為物所病，故大費、

厚亡也。」305這樣的注解方法多次出現在王弼《老子注》中。王弼希望能在政治

上有所表現，則他在注解《老子》時多關注《老子》之言在實際運作層面所能得

到的結果，尤其是在政治理念闡述方面，更有助於他展現自己的政治才能。 

還有，原文版本也會對注解內容造成影響。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稱

讚王弼《老子注》所保存《老子》版本： 

王弼註本《老子》詞氣鬯舒，文理最勝，行世亦最廣。晉唐註家於馬遷所

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各逞私意，陰為筆削。欲洗鉛華而對真質，

涴脂粉以出素面，吾病未能。原文本相，其失也均，寧取王本而已矣。306 

錢鍾書先生除了稱讚王弼本《老子》的詞氣文理，更比較了唐中宗景龍二年易州

龍興觀碑本、河上公本與王弼注《老》之版本，認為王弼保存《老子》虛詞的作

法是正確的：「龍興碑本之尤可笑者，在其節省助詞，句法每似無名之指屈而不

伸，當緣道士陋妄，書字既『從古』，文詞亦以削去虛字為古。譚獻《復古堂集‧

日記》卷五云：『易州石刻語助最少，論者以為近古。』⋯⋯河上公本與碑本無

異，唯王弼本六句末皆著乎字為詰質語。」307後人在注解古籍時，若以己意任意

增刪原文，將造成原文之內涵與風格之改變，如此詮釋出來的注解文字勢必與原

文之意涵差距更大，這是注解者所不能不注意的。 

從時代學術背景來看王弼的《老子注》，可以看到其中的關聯性。王弼在〈老

子指略〉中說明他注解《老子》的要旨，其中提到辯名方能言理、定名才可論實

308的看法，這和曹魏時代名理之學的盛行是有關聯的。《晉書‧傅玄傳》引《傅

                                                 
30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七章，頁 19。   
304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所引《老子》原文，上篇，四十四章，頁 122。   
30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四章，頁 122。  
306錢鍾書：《管錐編‧老子王弼註》(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二冊，頁 401。 
307《管錐編‧老子王弼註》，第二冊，頁 102-403。 
308《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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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上疏》提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309而劉勰在《文心雕龍‧

論說》篇中也提到曹魏初年重視名法，傅嘏、王粲等人皆善名理310。當時刑名法

術之學的盛行除了和執政者的喜好有關外，品藻人物與辨名析理之需要也是促使

名理學盛行的原因。除了傅嘏與王粲，《三國志‧魏志‧劉劭傳》記載夏侯惠對

魏明帝推薦劉劭時說「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311，又如與王弼友好的鍾會就擅

長名理，《三國志‧鍾會傳》說鍾會「博學精練名理」312，死後家裡還發現他有

二十篇《道論》，內容即為刑名家之學313。傅嘏、王粲、劉劭、鍾會等人都是曹

魏時代擅長名理的學者，其中王粲為王弼之族祖，鍾會與王弼友好，這對王弼重

視名理析辨之思想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王弼在辨名析理的的同時能夠不執

著於《老子》文字，則合於漢末與荊州學中重義理而不執守章句的風氣。 

此外，王弼在《老子注》中運用《易經》和《莊子》思想，也反映了時代

學術的特色，《老》、《莊》、《易》三者為當時士人學術研究之重心，何晏、王弼

等人皆投入其中。《顏氏家訓‧勉學》提到：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談雅論，辭

鋒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

非急務。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314 

當時學風如此，王弼亦將這種風氣表現在他的《老子注》中。對當時士人來說，

《老》、《莊》、《易》有其相通或關聯之處，並非全然格格不入，因此，他們既談

《老》談《莊》又談《易》，並不覺得有何不妥。管輅說他「數與平叔共說《老》、

《莊》及《易》」、「相得見清言」315，就是這樣的例子。 

                                                 
309《晉書‧傅玄傳》，卷四十七，頁635。 
310《文心雕龍校注‧論說第十八》：「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卷四，頁

130。 
311《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卷二十一，頁 566。 
312《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卷二十八，頁 724。 
313 見《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卷二十八，頁 735。 
314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勉學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三，頁 186-187。  
315《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第二十九》裴松之注，卷二十九，頁 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