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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學者對王弼《老子注》的接受與反應 

第一節  王弼之後學界對「本末有無」和「自然與名教關係」的討論 

一、本末有無 

王弼在《老子注》中談論「有」「無」關係，他和何晏開啟了魏晉學者對這

個問題的討論。何晏以道為「無所有」316、王弼「以無為本」317，在何晏、王弼

二人在曹魏學術界大放光彩之後，他們的思想成為魏晉士人眼中的典範，影響當

時及其後的思想家。 

《晉書‧王衍傳》記載：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

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

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318 

《晉書》所引「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之語出處不詳，可以確定的是《晉書》的

作者認為這段話是何晏、王弼的思想主張，且他們的思想相當為王衍所重視。何、

王二人被視為「貴無」思想的代表，貴無的思想風行於魏晉時代，當時許多學者

都崇尚此說。 

在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深感時風過度貴無而力主崇有的學者，例如裴頠。

《世說新語‧文學》一二條記載：「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

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319從這段話與前引《晉

書》的記載可知王衍與裴頠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晉書‧裴頠傳》記載：「頠深

                                                 
316見《列子注‧仲尼第四》，卷四，頁 41。 
317《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四十章，頁 110。 
318《晉書‧王衍傳》，卷四十三，頁594。 
319《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一二條，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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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

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

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320貴無的思想發展到晉代出現虛浮的弊端，

然而當時人卻未意識到這一點，反而不斷仿效虛無浮誇的風氣。當時學者裴頠因

此提出了批評，他在〈崇有論〉中提到：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

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

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

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

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

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

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

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

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

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321 

裴頠認為《老子》雖有靜一守本之意，且說「有生於無」，但這並不表示《老子》

崇尚虛無而排斥「有」。裴頠說《老子》「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表示他

認為老子雖說「無」，然而目的實在於「有」。裴頠批評「有生於無」之說與以虛

為主的態度，他的思想立場和王弼是不同的。不過，王弼和裴頠反對虛華浮誇的

立場卻是一致的，王弼的「崇本舉末」，就是希望人能本末兼舉，避免虛偽美名。

王弼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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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這和裴頠說的「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一樣，都

是在批評捨本逐末的作法。 

梁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中談到了裴頠與王衍的有無之辨，

他說：「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

                                                 
320《晉書‧裴頠傳》，卷三十五，頁499。 
321《晉書‧裴頠傳》，卷三十五，頁500。 
322《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4。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82頁

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多於寂寥。徒銳偏解，

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

多抽前緒矣。」323他認為主張崇有的學者完全關注於形用，而主張貴無的學者則

專注於空無虛玄，這兩派學者都是有所偏執而未能掌握真正的道理，而後來東晉

的學者們也跳脫不出這個範圍。 

王弼與何晏建立起「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思想原則，他們的成就促進

了魏晉學者對本末有無命題的討論，雖然學者們的意見未必盡同於二人，但他們

學說的建立對當時時代潮流的趨向有指引和推進的作用，當時的學者在談魏晉本

末有無問題時，無不以何、王作為此股風潮中的首要代表。 

 

二、自然與名教關係 

何晏與王弼面對時代學術需要，著論會通儒道，圓緩儒家名教觀念與道家

自然思想的關係。在他們之後，有一些學者在面對自然與名教問題的時候，也認

為這兩者未必是對立的。這些學者的思想未必直接由何晏、王弼而來，但何、王

二人的確開風氣之先。 

例如郭象在《莊子注》中談論人事的尊卑先後時說：「此先後雖是人事，然

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324他認為尊卑先後是從至理中來的，並非聖

人之制作。郭象又說：「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

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茍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325他並不認為後天的規範是不合乎自然的，相反地，這些人們視為聖人或君主作

制定的禮法規範，在郭象眼中，都是由自然的天理中來的，因此，名教與自然是

相合而非相拒斥的。不過郭象也指出在一種情況下，名教是不合乎自然的，那就

是當名教不能因時變化的時候。郭象認為名教須適時而用，他在《莊子注》中提

                                                 
323《文心雕龍校注‧論說第十八》，卷四，頁 130-131。 
324《莊子‧天道第十三》郭象注，外篇，第五卷，頁 268。 
325《莊子‧秋水第十七》郭象注，外篇，第六卷，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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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326禮法規範如果不能因時轉變，就會僵化而脫離現實，此時一些刻意迎合禮法之

人便虛偽矯飾起來，東漢時期儒教禮法僵化、士人虛偽矯作的情形就是一個例子。 

裴楷認為名教與自然有別，然而尊名教或崇自然是一種個人選擇，可以不

相衝突。《晉書‧阮籍傳》記載阮籍母親去世時，裴楷前來弔喭的情形：「裴楷往

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

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

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327裴楷並不像王弼一樣調和自然與名

教，然而他也不認為自然與名教是必然相衝突的，對他來說，這兩者可以並存。 

 

 

第二節  魏晉學者對王弼《老子注》思想及注疏理念的認同 

《晉書‧范汪傳》中記載了魏晉時人對何晏、王弼的讚美： 

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

之龍門，豪梁之宗匠。328 

何晏、王弼得到如此高的評價，顯示他們的思想相當到時人的認同與肯定，也對

當時人們有著高度的影響力。 

王弼的《老子注》曾讓何晏看了之後大感佩服，讚嘆：「若斯人，可與論天

人之際矣！」329又如《晉書‧陸雲傳》記載了陸雲的奇遇： 

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

                                                 
326《莊子‧天運第十四》郭象注，外篇，第五卷，頁 288。 
327《晉書‧阮籍傳》，卷四十九，頁659。 
328《晉書‧范汪傳》，卷七十五，頁 971。  
329《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七條，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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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

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

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330 

這事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是透過這段話可以確定的是王弼的《老》學成就是

深為魏晉士人所肯定的，即使這段記載並非真有其事，從當時人虛擬出這段故事

的用心來看，王弼《老》學成就在當時談《老》之人的心目中，是超乎常人、極

為崇高的。 

王弼《老子注》不同於以往漢儒解經的卷帙浩繁、穿鑿附會，而是直接就

《老子》原文發明義理。這樣的注疏方式未必始自於王弼，然而王弼《老子注》

的出現卻成為此種注疏方式的重要代表。王弼繼承漢末與荊州學派注解古籍的清

通精微而簡要的風格，以此注解《老子》與《易經》，使得精簡玄妙的注疏風氣

得到繼承與發揚。 

在王弼之後的郭象，其實也秉持著這樣的注疏理念。郭象在《莊子注》中

提到： 

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

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

其弘旨，皆可略之。331 

郭象自陳理解《莊子》大意的方式，當為掌握其要旨而放下《莊子》中的比喻，

不應對於字句物事細說詳解，避免侷限了《莊子》弘大廣博的意涵。郭象理解《莊

子》的方式，與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論掌握《老子》要旨的方式相近，皆認為

應掌握思想要旨，不應拘泥於字句而使原文的意義受到侷限。 

距離魏晉不遠的南北朝時期，梁朝學者劉勰在《文心雕龍‧指瑕第四十一》

提到了注解作品之要點：「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

                                                 
330《晉書‧陸雲傳》，卷五十四，頁 720。  
331《莊子‧逍遙遊第一》郭象注，內篇，第一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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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斷。」332在這段話中，劉勰則是指出注解典籍應該「明正事理」，不可以曲意

妄斷，這是注解古籍的基本原則。另外，他在《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中還提

到：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

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

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

明暢，可為式矣。333 

劉勰說學者注疏時面對書中的眾多篇章，應該歸納其大要，而非像漢人一樣動輒

洋洋灑灑數十萬餘言，冗辭煩雜，像這樣卷帙浩繁的解經方式只會讓人感到厭

惡。他還列舉了一些學者的注疏作品，認為他們的注疏風格值得後人學習，例如

毛公、孔安國、鄭玄、王弼的著作風格皆是劉勰所讚許的。劉勰所強調的「總會

是同」、「要約明暢」的概念，和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指出《老子》的中心思

想並認為可以此中心思想遍解《老子》廣博幽微之義理334的想法一致，二人皆認

為注解古籍時當重視義理之會歸。 

魏晉時代有許多學者皆崇尚精約簡要的風氣，《世說新語‧文學》一六條記

載：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

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

約而旨達，皆此類。335 

樂廣回答客人的問題時，不剖析文句而以極為簡約的語言和肢體動作直截地將概

念傳達給客人，客人馬上就領會了樂廣所要表達的意思。樂廣「辭約旨達」，這

是當時士人所重視的，他們認為應當將概念清楚直截地傳達給聽眾或讀者，越是

                                                 
332《文心雕龍校注‧指瑕第四十一》，卷九，頁 264。 
333《文心雕龍校注‧論說第十八》，卷四，頁 131。 
334《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觀其所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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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一言以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各事而為意，則雖辯而愈惑。」

頁 198。 
335《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一六條，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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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越好，樂廣也因為這個特色而得到時人的讚賞。又如王濛論道「簡而有會」

336、劉惔清言「往輒破的」337、謝尚認為清談當「理玄旨遠，辭簡心虛」338⋯⋯等

等，都是這樣的例子。由種種記載顯示，王弼的注疏理念不僅合於漢末魏初經學

簡化和荊州學「刪�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的特

色，也是與其後魏晉學術發展的整體潮流方向一致，而非獨立於時代之外，任意

為之的。 

不過清人魏源卻在〈論老子〉一文中批評王弼等人對《老子》的理解：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

人以莊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也。⋯⋯彼皆執其一言而閡諸五千言者也，

取其翕闢，何與無為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護衛；玄牝久視，何與後

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339 

魏源批評以一語涵蓋《老子》五千言的作法。王弼曾指出《老子》一書可以「崇

本息末」一語涵蓋，這種作法來自於漢末以來不拘泥於經典文字的風氣，以及荊

州學風中直指義理的作法，但是對清代學者魏源來說，他認為「執其一言而閡諸

五千言」難免有所疏漏或限制。此外，魏源說漢人「以老為老」，又說嵇、阮、

王、何等人「以莊為老」，可見他認為王弼等人對《老子》的理解並不符合《老

子》原貌。事實上，王弼在《老子注》中雖有莊學和易學的痕跡，但這在「三玄」

盛行的魏晉時代是很普遍的，當時的人們並不覺得這樣的作法有何不妥，只是對

於身處一千多年之後、面臨不同學術環境的魏源來說，他並不認為魏晉時人的作

法是適宜的。 

較魏源稍早，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在《老子衍》自序中也曾批評王弼對《老

子》的詮釋並不符合《老子》原貌： 

                                                 
336《世說新語校箋‧賞譽第八》一三三條劉孝標注引〈王濛別傳〉：「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
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然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頁 266。  

337《世說新語校箋‧品藻第九》四八條：「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茍子年十三，倚�邊聽。既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頁 288。  
338《北堂書鈔》記載謝尚〈談賦〉云：「斐斐亹亹，若有若無，理玄旨遠，辭簡心虛。」卷九八，

頁 3。  
339《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二版)，上冊，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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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則

支補牽會，其誣久矣。迄陸希聲、蘇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閎、李贄之流，

益引禪宗，相互綴合，取彼所謂教外別傳以雜相雜糅，是猶閩人見霜而疑

雪，洛人食蟹而剝蜞也。340 

王夫之認為應就《老子》思想本身去說解《老子》，批評王弼會通《易》《老》的

作法，認為王弼的注解使得《老子》的原義遭到破壞。從他列舉的何晏、王弼以

至於鳩摩羅什、梁武帝、陸希聲、蘇子由、董思靖、焦閎和李贄等人的例子來看，

歷代學者的《老子》研究的的確確是隨時代學術風氣的變化而賦予《老子》思想

各具時代特色之不同面貌，王夫之與魏源對王弼等人對《老子》思想的闡發或詮

釋，是未能就時代背景去看學者著作，而刻意要求他們跳脫時代環境去理解《老

子》一書。然而正如筆者在談王弼對《老子》的理解、解釋與應用時提到的，學

者們在理解與解釋前人著作時，無可避免地將受到時代學術環境的影響，而有其

前在見解，且他們在理解與解釋的過程中，要讓古人的作品能夠套用在自己身

上，甚至是藉由注解前人作品以表達自己的看法，都會使得古人著作的原貌有所

變化。王夫之本身在理解王弼等人的作品、甚至他自己在撰寫《老子衍》、《尚書

引義》、《張子正蒙注》⋯⋯等書的時候，他的看法也是帶有他個人特色與時代色

彩的。 

王弼「一言以蔽之」的作法能得到魏晉時人的認同，乃是由於從漢末經學

的簡化與荊州學中精簡玄妙的注疏風氣形成了時人對注疏作品的評價標準，王弼

《老子注》繼承了此一風氣並有所展現；至於王弼以《易傳》之言解《老》，也

合乎漢魏以來會通儒道二家的學術需要，對當時的人來說，王弼的作法是很成功

的。這樣的成功作品為當時人所推崇，並被兩晉南北朝士人視為必讀的《老子》

注本，這樣的注解方式自然也對學者們有所影響。然而，若將魏晉時人對王弼《老

子注》的評價與後世學者對王弼注解《老子》方式的批評相對照來看，可知人們

對作品的評價標準並非固定不變的。 

王弼在正始學術界大放光彩，成為玄學家的典範，東晉袁宏作《名士傳》，

                                                 
340﹝清﹞王夫之：《老子衍》，收錄在《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一版二刷)，第十三冊，
頁 15。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88頁

將王弼列為「正始名士」之一341。魏晉有不少人以王弼的光輝作為榜樣或者作為

稱讚他人的依準。在《晉書》和《世說新語》中有好幾處這樣的例子。魏晉學者

喜好人物品鑒，在王弼的光輝閃耀於魏晉學術界後，王弼的學術成就成為人們稱

讚他人的依準，這樣的讚美曾經落在郭象、支遁和衛玠等人身上。《晉書‧庾敳

傳》記載： 

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342 

這段話是以郭象的傑出表現僅亞於王弼來稱讚郭象的才華。郭象善《老》、《莊》，

而王弼著有《老子注》，且於其中運用了《莊》學思想，因此時人如此稱讚郭象，

可以再次證明王弼《老子注》在當時相當受到肯定。此外，古籍中還有許多記載

可以證明當時士人對王弼的崇敬景仰，顯示王弼學術成就在魏晉時代的地位與影

響力。例如《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九八條：「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

輔嗣。』」343是王濛讚歎支遁探尋精微深奧義理的表現不亞於王弼。又如《世說

新語‧賞譽第八》五一條劉孝標注引《衛玠別傳》：「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

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

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344何晏曾對王弼的才華大加讚賞，王敦見了衛玠以後，認為倘若何晏見到了衛玠

的才華，想必會同樣驚豔。《晉書‧王濛傳》則記載載王脩二十四歲即將去世之

時的感歎：「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345
王脩面對死亡，認為

至少能夠與王弼同年齡而死，已經聊感安慰，顯示王弼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在當

時的玄學家心目中，他的光芒卻是不滅的。 

何晏、王弼的思想開啟了魏晉玄學的內涵，他們貴無的思想為魏晉學者所

重視，成為當時學術的重要內容，因此，後人在談到晉朝社會浮華之風以及晉朝

亂亡的問題時，總不免將矛頭指向何、王二人。 在史籍中不難找到對魏晉玄學

發展到後來崇尚虛無，導致政治紊亂國家敗亡的批評。《晉書‧王衍傳》記載王

                                                 
341見《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九四條劉孝標注，頁 146。 
342《晉書‧庾敳傳》，卷五十，頁675。 
343《世說新語校箋‧賞譽第八》九八條，頁 259。 
344《世說新語校箋‧賞譽第八》五一條劉孝標注，頁 247-248。 
345《晉書‧王濛傳》，卷九十三，頁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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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將被石勒所殺之前感嘆：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346 

王衍認為自己當初若能致力於匡正天下而不崇尚虛無，則未必會招致國破人亡的

結局。王衍重視何晏、王弼之學，力主貴無，他臨死前的這段話等於是對自己學

說的否定。 

《晉書‧范汪傳》記載范甯曾對何晏、王弼大加撻伐：「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

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

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

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

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

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

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347范甯將晉人不遵禮教甚至國家滅亡的責任都推

到何、王二人身上，甚至將二人與桀、紂相提並論，這可以說是相當嚴厲的譴責。 

又如《晉書‧儒林傳》指出：「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

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

憲章弛廢，名教頹毀。」348指出虛浮之風氣乃因士人效法正始玄學所造成。顧炎

武《日知錄》根據這段記載而發議論： 

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

終；演說《老》、《莊》，王、何為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

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349 

                                                 
346《晉書‧王衍傳》，卷四十三，頁596。 
347《晉書‧范汪傳》，卷七十五，頁 971-972。 
348《晉書‧儒林傳》，卷九十一，頁1150。 
349﹝清﹞顧炎武：《日知錄‧正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第三冊，卷十七，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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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指出何晏、王弼「開晉之始」，並將晉末的教化淪喪甚至五胡亂華都歸罪

到玄學家身上。 

事實上，何晏、王弼雖開啟晉代學術的思想內涵，但虛靡的風氣並非他二

人所樂見。范甯與顧炎武對何晏、王弼的批評有其主觀性。由於何晏的思想並非

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故僅就王弼來談。首先，他們的批評並非就王弼的學術內

容而言。如同本文曾提到過的，王弼崇尚的是少私寡欲、抱樸篤實的作法，他認

為聖智巧利以及華靡淺薄的風氣都是人所應摒棄的350。范甯所說「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也不是王弼的思想。筆者在探討王弼思想時曾引用過王弼《老子注》

的一段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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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從這段話中，可

知王弼並未要人廢棄禮教，反而是認為名教與自然是可以兼得的，若能兼得二

者，則華靡邪飾不生。 

其次，學術並非影響國家命運的唯一因素。從王弼《老子注》與范甯對王

弼的批評的對照中，明顯可見范甯對王弼的是將魏晉的亂象歸咎於學術上的虛浮

之風，又將學術上的虛浮之風歸罪於王弼。然而，魏明帝大興土木、建築宮殿，

蒐集美女以充實後宮，晉朝賈后專政、八王之亂⋯⋯等，這些因素對魏晉二朝傷

害至深，後人在看魏晉之傾覆時，不能忽略這些因素的影響。王弼在他的《老子

注》中，曾提到「以道治國」
352
、「唯能是任」

353
、「崇本舉末」

354
、「器不可�，

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器也。」355、「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

制有名也。」356⋯⋯等政治理念，況且王弼除了從事學術研究，也意欲在政治上

有所表現，只是未能位居要職、一展抱負罷了。清代學者錢大昕曾為何、王二人

辯護，他在〈何晏論〉中提到： 

                                                 
350王弼在對《老子》三十八章的注解中批評了徒務外飾而不篤實的作法，見《王弼集校釋‧老子

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5。他在〈老子指略〉中也指出人應抱樸守素以止息聖智巧
利與浮華之風，見《王弼集校釋‧老子指略》，頁 198。  

351《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5。 
352《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五十七章，頁 149。 
353《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章，頁 8。 
354《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三十八章，頁 95。 
355《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十六章，頁 89。 
356《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三十二章，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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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為經濟，以放達為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輻，

在家則綱紀廢，在朝則公務廢。⋯⋯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則不

可。史載平叔為尚書，奏言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

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

聽，遠佞人而弗近⋯⋯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以浮

譽重者。甯奈何不考其本末，而輒以膏梁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357 

錢大昕為何、王辯護，顯示了不同的觀點。他提出何晏曾上書說明人君為政應先

正身，遠離小人，不聽浮華之言，顯示何晏重視君主正身以治國，王弼深為何晏

所知，應當也非虛浮之人。他認為范甯將晉代浮靡之風歸罪於何、王二人，是不

正確的。  

第三，范甯與顧炎武的批評與其個人對學術的期待標準有關，他們對王弼

的批評有其歷史背景。他們身處國家混亂甚至滅亡的時代，對於學術思想的評論

標準自然也受社會環境的需要所影響，在他們的心目中所期許的，是能夠匡正扶

危、救國救民且重視實際運用的學問。就顧炎武來說，面對外族入侵、明朝滅亡，

心懷舊朝的他深深對明末學者徒言心性而不務實事的作法感到憤恨，對心學的憎

恨轉嫁到對玄學的批評上，對他來說，明朝因心學而導致外族入侵，正如晉朝崇

尚貴無玄虛之學而導致五胡亂華的道理是一樣的。因此，在看顧炎武對王弼的批

評時，不能忽略了顧炎武自身的經歷對他評斷學術的觀點所造成的影響。就王弼

所處的正始時期來說，王弼的學術成就受到當時士人的肯定，到了晉朝的王衍也

還重視何、王二人的學說，王弼的思想在魏晉時期是受到多數士人所肯定的，王

衍臨死前所說的話，表示他後悔自己過去徒尚虛言、不務實事，不代表對何、王

學說的否定，王衍自己並沒有實踐何、王思想中政治理念的部分。 

第四，學術當因時變化創新，去除過度發展所造成的流弊。就像前面曾提

及郭象《莊子注》之語：「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

所以興矯效之端也。」358禮法規範如果不能因時轉變，就會僵化而脫離現實，此

                                                 
357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何晏論》，收錄在《四部叢刊正編》八九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9)，卷二，頁 30-31。  
358《莊子‧天運第十四》郭象注，外篇，第五卷，頁 288。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系碩士班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學風 

 
 

 
 

第92頁

時一些刻意迎合禮法之人便虛偽矯飾起來，東漢時期儒教禮法僵化、士人虛偽矯

作的情形就是一個例子。學術風氣亦然，魏晉學者未能覺察虛無之風逐漸形成的

流弊，反而仍繼續談虛論無、不務實事，因此招致國破家亡的後果。 

何晏、王弼並非徒務玄言，而阮籍發言玄遠、頹廢自放，也是因政治險惡

而然，並非本志如此。後來的玄學家過度發展清虛之言談與自我放任之舉止而造

成弊端，然而他們卻未能發覺缺失，不能棄絕不合時宜的行為與思想而因時變

化，反而在面對外在的變動甚至亂象時無動於衷，執守玄言、無所事事，終致家

國亂亡。這已非正始玄學家之初衷，也並非正始玄學家的責任，正始時期有正始

時期的時代環境與思想潮流變化之需要，後來的士人在面對時局的變化時卻仍崇

尚正始之音(且他們心目中的正始之音已非正始學術的原貌)，甚至變本加厲地務

尚玄言、不務實事、無心於政，這其實已不符合王弼在《老子注》中所提到的思

想，虛浮之言所造成的亂象應是後來的士人的責任。 

 

 

第三節  王弼《老子注》與魏晉老學的興盛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批評一些學者對《老子》的理解，如前一節所述，

王弼的《老子注》也在後世受到學者的批評。從王弼與嚴遵、河上公⋯⋯等人對

《老子》的注解來看，學者對《老子》學說的解讀本就受時代與個人因素而有不

同的面貌。 

《老子》學說在歷史變遷中得到讀者的各種解讀，使得《老子》不是一個

死寂陳舊的古老思想，而是一個開放性的文本，在不同的時代反映出各種新的時

代意義，也在眾多讀者的解讀之下發掘出各種幽微隱約尚未被發掘的意涵。王弼

以「崇本舉末」聯繫起名教與自然，有其時代環境的因素在，當時學術上已有會

通儒道之現象與提供論證方式的需要，王弼提出「崇本舉末」的原則，為儒道會

通提供了銜接的橋樑，同時也使《老子》的地位在儒學仍居主流的環境中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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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王弼的《老子注》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而《老子》學說被賦予新的意涵也

使得《老子》學說更易為當時人所接受。 

東漢末年，老學已逐漸再次受到世人注意。到了王弼《老子注》問世並大

放光彩之後，《老子》學說更加為學者所重視。《世說新語‧文學》八五條劉孝標

注提到：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359 

何晏、王弼等人對《老》、《莊》的愛好使得《老子》成為當時人矚目的學問與清

談的重要內容，可見王弼對《老子》的研究的確對當時《老子》學說的興盛有著

推波助瀾的作用，加深了當時學者對《老子》學說的重視。 

南北朝離魏晉時代不遠，由南北朝人對王弼老學的評價，可知王弼《老子

注》的價值為南北朝士人所肯定。《南齊書‧王僧虔傳》記載王僧虔曾教誨其子： 

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

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

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

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

端可復言未嘗看邪？360 

從這段話中可知，在當時人對《老》、《莊》、《易》三玄的討論中，研究老學者不

可不讀王弼的《老子注》。一旦文本被提升到了典範的地位，這就表示它的意義

廣為時人所接受與讚賞，也表示它對時人的影響將比其他的著作來得更深更遠。 

其他如《晉書‧庾敳傳》記載：「(庾敳)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

闇同。』」361可知《老子》已成為合乎一般士人思想生活的學問362。《世說新語‧

                                                 
359《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八五條劉孝標注，頁 143。 
360 ﹝梁﹞蕭子顯：《南齊書‧王僧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三十三，頁 598。 
361《晉書‧庾敳傳》，卷五十，頁675。 
362晉朝時亦有對老學持批判立場的學者，例如孫盛作〈老聃非大聖論〉、〈老子疑問反訊〉，見《文

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048冊，頁 284-288。此外，本文也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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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一三條：「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

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宏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

以抗衡。」363可見《老子》已成為當時主要的學問之一。又如《世說新語‧文學》

六三條記載：「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364可見對殷

仲堪來說，《老子》已成為思想生活之必需。 

王弼之後，研究《老子》的學者除了上述庾敳、諸葛宏、殷仲堪等人，和

《隋書‧經籍志》中記載有著作傳世的羊祜、王尚述、程韶、邯鄲氏、常氏、孟

氏、盈氏、孫登、劉仲融、巨生、袁真、張憑、釋惠琳、釋惠嚴、王玄載、盧景

裕、李軌、戴逵、梁曠、葛僊公、梁簡文帝、韓壯、劉遺民、宗塞、山琮、釋慧

觀、孟智周、韋處玄、梁武帝、戴詵等人365外，還有許多「述而不作」的名士，

例如《晉書》中提到山濤366、王衍367、郭象368、謝鯤369、殷融370、殷浩371、阮修372、

庾敳373⋯⋯等人時，皆提到他們愛好《老子》學說。這些學者或者愛好《老》、《莊》，

或者愛好《老》、《易》，都不離《老子》。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一九條記載：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臣失色，

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帝說，�臣歎服。374 

                                                                                                                                            
過裴頠說老子之言旨在全有，與王弼等人貴無的立場並不相同。這樣的情形與漢代經學繁瑣龐

雜時有揚雄主張作者行文不應橫生枝蔓、荀淑等人不好章句，在漢代瀰漫神秘思想的環境中有
桓譚反讖、王充倡言自然，在儒學興盛時有嚴遵等人愛好《老子》思想，諸如此類，是學術潮

流發展過程中常有之現象，這些「與多數不同」的少數聲音，促使學術思潮有所變化，即使未

必皆造成學術潮流顯著的變化，他們的思想言論也展現了個人思考的獨特性。 
363《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一三條，頁 109。 
364《世說新語校箋‧文學第四》六三條，頁 133。 
365《隋書‧經籍志》，卷三十四，頁 1000-1001。 
366《晉書‧山濤傳》，卷四十三，頁588。 
367《晉書‧王衍傳》，卷四十三，頁594。 
368《晉書‧郭象傳》，卷五十，頁675。 
369《晉書‧謝鯤傳》，卷四十九，頁 666。 
370《晉書‧殷浩傳》，卷七十七，頁999。 
371《晉書‧殷浩傳》，卷七十七，頁999。 
372《晉書‧阮修傳》，卷四十九，頁 661。 
373《晉書‧庾敳傳》，卷五十，頁675。 
374《世說新語校箋‧言語第二》，一九條，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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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楷之語出於《老子》三十九章。裴楷藉《老子》之語化解了大殿上尷尬的氣氛，

晉武帝與百官也大表讚嘆佩服，顯示《老子》學說已廣為君臣上下所接受，其思

想已深入人心與當時士人的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