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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兩漢之以儒學為正統，魏晉之際則以玄學為學術主流。名士們奉

，以老莊思想學說為主要內容，

道、名、法等諸家思想，承先啟後地提出新問題

並以新視野為傳統學術注入新內涵，開展出不同於前朝的學術風貌。魏晉知

識份子身處亂世，既未逢大漢儒生的政治實踐契機，亦失去先秦諸子批評時

政的自由，在難以積極用世的情況下，便轉移關注焦點，於文學、音樂、繪

畫等方面大放異彩，形成面貌豐富且多元的魏晉文化。或許為免著述招禍，

玄學家藉由注疏經典闡發一己思想，以達「以述為作」的目的。玄學家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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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論題成立之源起 

行儒家傳統淑世精神 並運用名家的思辨方式，

試圖融匯先秦儒、 、新方法，

高度的思辨性和批判性，運用新的詮釋方法，賦予先秦經典新意，並進一步

建構理論模式，於中國思想史上意義非凡。 

玄學家思索的諸多問題，皆以「人」為中心，而「性」既為萬物存在變

化的本體依據，亦是外在樣態之內在根源。魏晉時期著重的「才性」、「性情」

等，皆是藉由探討「性」的本質、意涵，視其如何對「人」產生影響，進而

形成人類殊異之外在表現。由於先哲的長久關注、探討，使得「人性」一詞

更加顯題化，「人性論」進而成為中國哲學之重心，如徐復觀先生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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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論不僅是作為一種思想，而居於中國哲學思想史中的主幹地位；

並且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動力。1 

較之於他朝思想家，魏晉玄學家更著重所謂「萬物之性」，郭象甚至提出「物

各有性」之說。職是之故，相較於「人性」一詞，「性」更能涵蓋玄學家之論

性範圍。況且，重要思想內涵常寓於抽象名詞之中，是以徐復觀先生又言： 

先哲的思想，是由他所使用的重要抽象名詞表徵出來的。因此，思想

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但過去研究思想

史的人，常常忽略了同一抽象名詞的內涵，不僅隨時代之演變而演變；

即使在同一時代中，也因各人思想的不同而其內涵亦因之不同。2 

「性」此一抽象名詞之意義豐富，素來為思想家所關注，更是中國思想史上

的重要概念。當「性」與其他名詞相結合時，如：才、情、心、命等，其意

義雖更易透顯，然也容易因而限制討論焦點，使得「性」意涵之開發受到局

限，以至於探討不夠全面。有鑑於此，本研究特以「性」作為主要關注焦點，

並旁及其他相應議題，以達凸顯「性」之意涵，亦不忽略與此相應探討的目

的。各個時代的思想家根據當時的知識結構、價值取向而投入論性傳統中，

作出適應現實需要的解釋。魏晉玄學處於中國思想發展的中間環節，加以玄

學家全新的詮釋方法，使得此時的「性」意涵不僅承襲前人之說，亦發展專

屬魏晉玄學之新意涵，其重要性不容忽視。然在中國論性史上，相較於先秦、

宋明等，魏晉玄學之「性」的研究成果相對不足。徐復觀先生之《中國人性

論史》只完成先秦部分，甚為可惜。所幸唐君毅先生《中國哲學原論》之「原

性」部分，凸顯魏晉之「性」的「個性」及「獨性」方面，立論有其獨到之

處；近代學者張立文有《性》一書，注意到玄學之「性」的探討。上述二書

對研究玄學之「性」有不可抹滅的貢獻，然探討若能更深入，則更能發掘魏

                                                 
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二版），頁2。 

2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再版序〉，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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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玄學之「性」的獨特意涵。凡此種種，皆為本研究論題成立之源起，以下

便分別從問題意識的形成、核心概念的建立、魏晉玄學的評價三方面，進一

步論證本研究論題之合理性。 

一、 問題意識的形成 

時代雖非造就學術風貌的唯一因素，但若抽離時空脈絡，失去社會文化

的觀照，則思想家只能活動於抽象思維，失去現實人生的依附。知識份子不

能無視現實社會的動盪，只活在自我構築的智識象牙塔中，中國思想家尤然，

其立論概針對時弊而發，並非天真、純然的抽象思考。面對人生問題，思想

家選擇自己最擅長的方式，透過抽象哲理的探求以關懷人生，試圖為人們指

出幸福圓滿之道。兩漢儒學末流與利祿掛勾，經學與讖緯合流而荒誕不經，

正統精神腐敗，王充等有識之士，試圖挑戰、質疑正統及權威思想，其於當

時雖未形成學術主流，然其批判精神卻深深影響魏晉士人。隨著兩漢大一統

政權的崩潰，適合當時需要的單一、絕對的學術型態隨之瓦解，先秦道、名、

法等諸家思想重新為士人所重，魏晉玄學於焉形成。應當留意的是，儒學並

未因「獨尊儒術」之政權崩潰而退出魏晉學術舞台，魏晉士人在相當程度上，

還是奉行儒學的淑世傳統。
3遭逢時代劇變的玄學家們，雖未能積極參與、批

評時政，然淑世精神仍深植於心。既然無法參與實際政治以服務人群，只有

轉移關注焦點，透過人生問題的探討，試圖為人群及自己指出幸福圓滿之道。

可見，玄學家雖以高度抽象哲理見長，然其終極目的與關懷，仍在「現實人

生問題」，只是迫於現況而改變其淑世方法。 

 

                                                 
3 關於魏晉玄學的學術趨向與定位，學界目前尚無定論，然多認為玄學繼承道家思想，或將

玄學視為道家的復興，如：牟宗三、戴璉璋、勞思光等。而此之謂名士奉行儒學傳統者，

是著重其淑世精神而言，強調名士並無因學術討論之漸趨抽象，而漠視現實人生的種種問

題，亦承認玄學中有繼承儒學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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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既有穩定體制及價值觀遭受時代新情勢的衝擊，社會內部矛盾日益

尖銳，人心惶惶而生命頓失所依。在危機感及憂患意識的驅策下，玄學家融

匯先秦諸家之長，試圖以玄遠智慧化解困境，安頓混亂的時代與困惑的人心。

既然舊有價值體系無法再成為安身立命之道，思想家們只有重新思索，探求

是否有安定群體與個體存在之其他可能，是故，「人類存在問題」遂成為玄學

家的關注焦點，而「性」則成為問題探討之重點。玄學家雖以「性」為探討

焦點，其最關心者乃在「人性」，如唐君毅先生云： 

蓋人生之事，無不根於人性，而中國先哲言人性，亦稱天性，故又多

由天地之性、萬物之性、萬法之性以言人性。人能成聖、成賢、成佛，

而至誠以如神，乃更可由人之成聖賢之性、佛性、神性，以言人性。4 

中國哲學以「人生問題」為關懷中心，人類生命有個體與群體之分，人類生

活亦有現實與理想之別。玄學家提出「萬物之性」，雖已較先哲更注意「人」

以外之「性」，然其關注焦點仍在人類前途。玄學家試圖透過對萬物本原之探

求，反歸實際人生，而作為萬物存在變化的本體依據，亦是外在樣態之內在

根源的「性」，遂成為熱烈討論的對象。玄學家運用當時獨特的詮釋方法，對

相同議題進行熱烈討論，各有一套對「性」的詮釋系統，各自指出「性」的

不同意涵。本研究之問題意識即在觀察、探討王弼與郭象如何透過「性」來

探究人類存在問題，視其如何透過宇宙、人生等各層面的關涉，兼顧個體與

群體、現實與理想間的平衡、和諧，為人類指出幸福圓滿之道，並謀求人生

價值的最高實現。 

                                                 
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校訂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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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概念的建立 

時代新情勢的衝擊，舊有價值體系無法再成為安身立命之方，只有重新

思索，試圖建立新的生存之道，而玄學家選擇重新詮釋「性」，以作為重建新

價值體系的依據。玄學家選擇「性」作為探討對象，有其外緣與內因。東漢

選取官吏以地方察舉與朝廷徵辟為主，皆重視人物的品評鑑別。起初只是評

論人物言行之高下，作為任官選用的依據，後來逐漸轉變為對人物才性、外

貌、氣質的品評。值得注意的是，玄學家選擇「性」作為重建新價值體系之

依據，固然與外在時變相涉，亦有內部學術因素。太和年間的學術穎秀－荀

粲，提出「六籍乃聖人之糠秕」，以為讀聖賢書不應只拘泥於字面訓詁，須盡

可能探求微言大義，其立論標準除「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外，主要還根據

《論語．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以為聖人未言者方是精華所在，既然聖人未言性與天道，可見此

方為最精微之處，故後世讀書人應對此作進一步探討。荀粲本人雖未躋身正

始玄學之列，然正始玄學家除王弼外，多從荀粲為學，其在太和年間引領之

學術風潮，蔓延至正始時期。
5而「性」之探討或隨荀粲之主張，逐漸成為魏

晉玄學重點議題之一。 

不過，玄學家之論性雖上有所承，其著重點卻與東漢有明顯區別，唐君

毅先生曾指出此一現象： 

上述董仲舒以降之論人性者，皆明是欲成就為政施教之目標，乃論民

之有受教之資，與人之善惡之品級；而及于才性之同異，以為知人用

人之所據；⋯⋯於是人之性乃可分為三品九品，而有種種之才性流業

之別。此中之人性，亦初皆是種種具對政治社會之客觀的功用價值之

                                                 
5 關於荀粲之玄學思想與地位，參見唐翼明師：〈魏晉玄學與清談之先驅人物荀粲考論〉，《文

與哲》第二期（2003年6月），頁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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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而非只一具本身價值之個別之人性。至重此個別之人性與其本

身價值，則為魏晉思想之流。6 

東漢之論人性，其流品之分別，是為實際政治、教育功用所設，非對人類個

別性的討論；而魏晉之論人性，雖不乏實際政治社會之用，然此時論性之特

殊處，在於對個別人性及價值的重視，未必求符合政治社會之用。玄學家之

論性，與此時代風尚相涉，雖未完全脫離實際政治功用，然更著重「萬物之

性」、「自然之性」，可見玄學家所重者乃在「自然質性」的一面。 

萬物皆各存其性，「性」是萬物存在變化的內在依據。「性」之中有人之

性，當然也包含人以外的各種事物，如：牛、馬等，皆有其自別於他物之處，

可說萬物之性各有其殊異。然作為自然界的一份子，人與其他事物一般，皆

為生物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種類，其中自有相同之處，此可謂為玄學家透過「性」

來探究人類存在問題的前提之一，即先從萬物之性的共同處立論，建立萬有

存在之「性」的普遍意義，進而凸顯「人」在萬物之性的特殊意義，藉此深

入人類存在本質的探尋。 

對生存的不安與焦慮，驅使人們思索「存在問題」。漢魏易朝，人口銳減，

詩人筆下之「橫屍遍野」不全為誇飾。死去固然令人哀傷，存活未必是幸福

的保證，政局迭易使人惶惶不安，外在動盪與內在焦慮的雙重壓迫下，長於

思考的玄學家，進而對「人類存在本質」展開思索，藉以探求存在價值。存

在是本質的體現，而某物之所以成為某物，本質更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凡存

在之物皆有其本質，本質決定存在物之種類，使萬物具有自別於他物的特徵。

本質存在於個體之中，人類亦不例外，因而，當人們對「存在問題」感到不

安、懷疑時，自然會對自我「存在本質」展開探索，藉以了解人之所以為人

的根本因素，觀察人與萬物之互動關係，並從中肯定人類存在價值，尋求最

佳生存方式。而在玄學家的思維中，「性」便是萬物存在的本質，因此，透過

「性」來了解人類本質，藉以探究人類存在問題，便是其立論根基所在。 

                                                 
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頁160。 



第一章  緒  論  - 7 - 

玄學家對於「性」之探討，概於「群體自覺」的背景下思考，以為「性」

有重新詮釋的必要；雖共同以「性」為討論焦點，然其觀察、著重部份又各

自不同，此又與「個體自覺」相涉。
7玄學家藉由「性」以探究人類存在問題，

試圖在個體與群體、現實與理想間取得平衡、和諧。本研究之核心概念即在

探討王弼與郭象如何透過「性」來探索人類存在本質，以解決所面臨之生存

問題，完成淑世的終極關懷。 

三、 魏晉玄學的評價  

魏晉玄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皆為中國學術

重要思潮，然其評價殆因魏晉亂世而背負誤國之名。直到二十世紀初，梁啟

超尚以魏晉時期為學術思想衰落期，玄學之不受重視可見一斑。幸賴章太炎、

劉師培重新評價，其於玄學研究有篳路藍縷之功。關於魏晉玄學之評價，褒

貶不一，立論依據各異，以下概由歷史、學術思想兩方面分述。 

談史者多以「清談誤國」評價魏晉玄學，其立論根據在於王衍臨死前的

自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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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王衍傳》）其後干寶、范寧亦批評清談、玄學，但都還不至

於「誤國」。玄學正式冠上「誤國」、「亡國」之名，乃出於顧炎武之語：「名

士風流，盛于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

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以至國亡于上，

教淪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日知錄．

正始》）即便是近代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亦主張「清談誤國」： 

                                                 
7 此「群體自覺」、「個體自覺」之用語，係採用余英時先生之說，參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

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此為現代用語，雖可用於解讀魏晉士

人之心態，然因古今時空有異，今人問題意識未必完全吻合古人情境，運用時應注意解說

是否貼切，如錢賓四先生之誡，宜當謹慎為之。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

民書局，1991年），頁249-255。而此之「自覺」，係指自我覺醒，即本身有一價值取向，非

盲目跟從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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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那時候的西晉官場是，一面侈談名

教與自然「將無同」，一面窮極奢侈享受，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而變

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此風不到西晉最後滅亡，不能終止。
8 

其將亡國之罪推予學術，未免有些沉重，然推究其因，概與其自身遭逢亡國

之痛，而當時知識份子不汲汲營救之心理相關。其中有一點應當留意，即混

淆清談與玄學。即便是陳寅恪先生亦未將清談與玄學分而論之，未分別清談

為學術社交活動，玄學為學術思潮，二者雖關係密切，然其間亦有差異。殆

因史家是以大視野而觀時風，非專在一點上研究，故未將清談與玄學明顯分

別。觀照歷史軌跡，學術常因依附政治而興盛，二者關係密切，然學術卻不

必為政治之得失負責。倘若政治上不出問題，學風如何玄虛亦不會亡國；政

治上一旦出現差錯，縱使學風如何務實，國家照樣滅亡。因此，政治之興盛

傾覆，實不必與學術畫上等號。史家雖對玄學評價有失公允，然以陳寅恪先

生、唐長孺先生為首的史學研究，以更廣闊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背景，豐富了

魏晉玄學史的研究視野。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等論文集中，對

魏末四本論蘊含的特殊政治意義、玄學名士的人格特徵、兩晉之際玄學與佛

學的關係、名教與自然關係的論述等，皆有獨特見解。唐長孺先生之《魏晉

南北朝史論叢》在清議與清談關係、魏晉才性論、魏晉玄學思潮形成和發展

等問題上，具有真知灼見，亦為後來玄學史研究提供更完整的時代背景。 

不僅史家以「誤國」之名評價玄學，學術上亦曾以其為「衰落期」，可見

玄學所受污名之深。所幸近代章太炎、劉師培重新評價玄學，提高其學術地

位，然真正具有拓荒意義的玄學研究者，乃是湯用彤先生。其於 1938∼1947

年陸續發表的幾篇文章，理出魏晉思想淵源和流派、玄學方法、本體論、自

然觀等，勾勒、建構魏晉玄學的基本樣貌與體系，仍為今日玄學研究的基礎。

然因種種因素，湯先生未能完整理出以嵇、阮為代表的竹林玄學，亦未深入

東晉玄學之探討，為其玄學體系之缺口。因著湯先生的成就，使得學術界重

                                                 
8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3年），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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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認識魏晉玄學的價值，玄學專論著作日益豐富，如：牟宗三先生《才性與

玄理》、湯一介先生《郭象》、林麗真先生《王弼》、許抗生《魏晉思想史》等，

又如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大幅增加玄學部分的篇幅與深度，皆為

近代玄學研究經典之作。 

玄學的學術價值雖重新為今人認識，然其於中國思想史之地位，卻存有

不同評價。基本上，在今日相關中國思想史的專著中，不論作者對玄學評價

的高低，仍將魏晉玄學獨立標目，然羅光先生之《中國哲學思想史》，將何晏、

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列入「六朝道家」；而將楊泉、裴頠、歐陽建

列入「魏晉南北朝儒者」，未有「魏晉玄學」一章，可見其未將玄學列為獨立

學術。而近代從學術觀點批評玄學最劇者，殆屬勞思光先生，其以為玄學之

定名，乃是對名士清談內容之總名，是屬混淆清談與玄學界限者，其對玄學

的學術地位更是懷疑，其云： 

清談之士既未構成一有傳承關係之學派，亦未曾建立一有嚴格系統之

學說；故「玄學」是否能被看作一嚴格意義之「學」，卻有問題。然本

書取哲學史立場，既確定此一時期中有此種特殊思想傾向，則雖所謂

「玄學」之代表作品甚少，雖不見明確之傳承，仍以本章論述此類人

物所涉及之問題，及其所提出之主張及態度；且沿用已成立之詞語，

仍稱此種思想為「玄學」。9 

勞先生為今日學術泰斗，然其對魏晉玄學之評價仍有討論空間，其以玄學為

「學術」，似屈就於「歷史現象」。不僅不肯定魏晉玄學價值，更以為魏晉知

識份子無明確價值觀，未深入先秦任一學術，更無所謂「超越」，其對魏晉知

識份子之批評可謂深矣。究其原因，略有三方面：其一，玄學並無明確傳承

關係；其二，學說系統不嚴密；其三，代表作品甚少。勞先生所言雖合於魏

晉玄學發展現象，然以此作為學術評判的標準，似乎有待商榷：其一，學術

                                                 
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頁151。 



- 10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雖重傳承，然傳承並非成就學術的必要條件；其二，代表作品之多寡，並非

成為學術之必要條件，應針對其實際作品進行解讀、分析，視其是否具代表

性，於學術上是否有其特殊見地，是故，代表作品之數量並非學術成就之必

要判準條件，更重要者，乃在於作品是否具有學術價值與意義；其三，勞先

生透過一己之學說體系觀察魏晉玄學，其所持之立場未必與玄學家相同，而

以為玄學家未曾建立一有嚴格系統之學說，或為今人理解未必完全吻合古人

境域，故未能窺其堂奧。站在思想史研究者之立場，雖不須為古人學術圓說，

然應以發掘各種學術思想之價值為務。勞先生對玄學雖有貶意，然其觀察視

野及所指出的問題，仍值得今日玄學研究者深思。是故，本研究雖站在肯定

魏晉玄學的立場以展開研究，然亦以勞先生之說為鑑，針對可能限制提出解

決之道，以求研究之完善。 

第二節  前輩學人研究成果探索 

玄學家及其思想長久以來不受重視，直到民國以後才漸為所重，因而較

之於其他學術，玄學研究成果明顯不足，尤其論性常在儒家、理學之中，相

對忽略玄學之「性」。魏晉玄學處於中國思想發展的中間環節，加以玄學家全

新的詮釋方法，「性」發展專屬魏晉玄學的新意涵，重要性不容忽視。 

魏晉玄學之論性對象雖擴及萬物，然仍以「人」為中心，其論性雖有繼

承前人之說，然較特殊者在「自然質性」，以自然為本性，不同於漢代將人性

最終根源歸結於天命，而後郭象「任性逍遙」之說，更有肯定萬物自性價值

的意義。徐復觀先生之《中國人性論史》只完成先秦部分，所幸唐君毅先生

《中國哲學原論》之「原性」，凸顯魏晉之「性」的「個性」及「獨性」方面，

近代張立文注意到玄學之「性」的探討。上述二書專以「性」為探討對象，

縱貫中國論性史，有其特殊意義；二書雖能突出魏晉之「性」的特殊性，然

概因以歷史立場出發，著意呈顯各時代最突出之處，故於個別時代之探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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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足，是一遺憾。至於其他相關資料，雖非以「性」為探討重心，然亦有

相關論述，其涉及玄學之「性」的不同層面，足資參考。為求討論及分類之

便，文下以「性」與其他概念之連用情況為依據，分為才性、性情、心性三

部分進行相關文獻回顧與梳理，以期作為本研究思考基礎及參照視域。 

一、 才性 

「才性之辨」為魏晉時代熱門議題，劉卲《人物志》主張從人的形容、

聲色、情味觀其才性，並將人才歸結為十二類；其後，更有才性異、同、離、

合之爭，而有鍾會《四本論》。較之於他朝，「才性」為玄學論性特殊處，故

多為後世學者所留意，甚至批評玄學最劇的勞思光先生，亦注意到「才性」，

其云： 

「才性」觀念，原對「心性」而言。當以「人」本身作為探究對象時，

學者可能取不同之態度；如以「人」之「自覺能力」，「自由意志」或

「價值意識」等，作為探究中之課題，而由此層面以解說「人」，則即

是以「心性」為主；此是道德及宗教之觀點。若以「人」之生理、心

理等條件，作為探究中之課題，由此層面以論「人」，則是將「人」作

為一自然事實看。10 

姑且不論勞先生對玄學的學術評判是否得當，其以為「才性」不含道德、宗

教觀點，點出自然質性的一面，符合玄學論性的一般情況。勞先生將玄學發

展分為才性與名理兩階段，其實牟宗三先生亦如此劃分，是將玄學內容分為

才性與玄理兩階段。牟先生主張言「性」有順氣、逆氣兩路：若順氣而言，

則性為材質之性，亦曰「氣性」、「才性」、「質性」；若逆氣言之，則在「氣」

之上逆顯一「理」，即宋儒「天地之性」、「義理之性」，而玄學之「性」係由

                                                 
1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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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氣一路。11其後，江淑君從牟先生之說，以順氣言「才性」，並以為人性若

只是氣稟天定，便會落入主觀限定之中而無法自我提昇、超越。12 

周紹賢先生之言「才性」，著重魏晉品評鑑識人物的現象。13趙書廉指出

魏晉才性承東漢選吏制度而來，而後曹操選人「唯才是舉」，認為才、性可以

不統一，此種政治變化促使思想界由對具體人物的品評，進入對人才標準問

題的討論。此外，趙書廉以為品評人物標準和原則的才性問題，亦是名理之

學，影響玄學的內容。玄學家對「才」之看法大致相同，然對「性」的意涵

歧見較多，何晏強調性為先天之全，情是後天之欲，人不能任情違理；王弼

認為性不分善惡，只有濃薄不同。趙書廉由才性引出性情問題，是較特殊處。

14王葆玹之論才性，更明確將其歸為玄學範圍之內，其云： 

《世說新語．文學》篇提到鍾會撰《四本論》的事，劉孝標注云：「四

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

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由這記載可知曹

魏學術有所謂「才性之辨」，與「言意之辨」、「有無之辨」並行；⋯⋯

其實玄學主題是「性與天道」，道與形器事物對，性與情欲才能對，「才

性之辨」本應在玄學論題範圍之內。
15 

中國學術概以「天人之際」為探討中心，是思想家面對時變而發的思考，學

術無法抽離人事而單論純抽象原理，此為中國學術之性格，亦是與西方哲學

                                                 
11 關於牟先生之說，參見氏著：《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第七版），

頁1-2。 

12 關於江淑君之說，參見氏著：《魏晉論語學之玄學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255。 

13 關於周紹賢先生之說，參見氏著：《魏晉清談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頁32-53。周紹賢、劉貴杰：《魏晉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頁25-43。 

14 趙書廉之說請參氏著：《魏晉玄學探微》（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33-234。 

15 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頁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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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相異處。而「性與天道」重在探討形上根源與性下落實之聯繫，亦是「天

人之際」的範圍，顯示玄學家雖以高度抽象思辨能力見長，亦是以人生問題

為終極關懷，可見玄學並非脫離人事而高談闊論的玄虛之學。王葆玹將「才

性之辨」分由七點說明，概述如下：其一，分析「才性」本義指材料與性質，

而後引申為才能和操行；其二，才性問題牽涉到五行；其三，才性與才智相

通；其四，「才性之辨」淵源於漢末「仁孝之辨」、魏初「智行之辨」；其五，

考察才性四本的先後順序為：李豐論異、傅嘏論同、王廣論離、鍾會論合；

其六，透過「言意之辨」明「才性四本」；其七，由「名理之辨」釋「才性四

本」。
16姑且不論其立說正確與否，其中說法多有創新，開拓「才性」研究視

野。此外，錢國盈《魏晉人性論研究》17專以魏晉時代的人性論為研究對象，

分從才性思想、聖人人格及自然與名教關係以論人性。以才性概括劉卲大致

無誤，然單以聖人人格及自然與名教關係而探討王弼等玄學家之論性，似乎

不夠全面。然此書專以魏晉時代之人性論為研究焦點，有其學術意義。 

綜上所述，各家對「才性」問題的看法大致可分為三種：其一，「才性」

之「性」為材質之性、自然質性－牟先生以順氣言才性，江淑君繼之並以為

順氣發展人性，則難以自我提昇、超越，而勞先生指出「才性」不含道德、

宗教觀點的特質，此明顯與儒家論性有異；其二，「才性之辨」雖為魏晉論性

最特殊之處，然其上有所承，亦與玄學其他議題相關，開拓「才性」研究視

野；其三，「才性」亦是名理之學，影響玄學的內容，故應在玄學範圍之內。

上述各家所言，皆為魏晉「才性」的觀察面向，足供研究之參考。 

                                                 
16 王葆玹：《玄學通論》，頁594-615。 

17 錢國盈：《魏晉人性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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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情 

玄學之「性」的討論中，「性情」為後代學者關注焦點之一。湯用彤先生

雖未專論玄學之「性情」，然於〈王弼聖人有情義釋〉中提到： 

蓋輔嗣之論性情也，實自動靜言之⋯⋯夫有以無為本，動以靜為基。

靜以制動，則情雖動也不害性之靜。靜以制動者，要在無妄而由其理。

人之性稟諸天理，不妄則全性，故情之發也如循於正，由其理，則率

性而動，雖動而不傷靜者也。
18 

湯先生之說有二點值得注意：其一，以「動靜」詮釋「性情」關係－心性本

屬靜，感於物而發動者為「情」，故「情」之發動應符合「性」；其二，從「有

以無為本」強調性情合一而不相礙－「有以無為本」是王弼本體論的重心，

而本體論是屬形而上學，湯先生運用「有以無為本」論說「性情」，完成「論

性情為形上學問題」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王弼「性其情」之說，乍看之

下似乎有貶低「情」的意味，然王弼之意只是在強調不可縱情而不加節制，

正如同「有以無為本」之說，並非貶低「有」或者「賤有」，其實有與無、性

與情都很重要，不可偏廢，只是若一意任情發展則會為情所累而不得其正，

因此需要「性」的適度導正，才能動不違理。湯先生之說甚為精闢，後世解

王弼「性情」者多從其說，然多偏重以「動靜」釋「性情」方面，於「性其

情」之說則常貶抑「情」，研究者宜當審慎。 

林麗真先生以為王弼之「性情」觀，可由「本體」與「作用」兩方面來

認識：其一，本體方面，王弼主張「即性非正」，否定先驗的性善，認為性的

本體原無所謂正邪善惡，簡言之，「性之本」乃是與道同體的「無」；其二，

作用方面，王弼主張「近性者正」，並強調須使「情近性」（即「性其情」），

                                                 
18 湯用彤先生：《魏晉玄學》（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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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離本趨末，流蕩失真。林先生並指出兩點質疑：其一，「即性非正」真能

保證「近性者正」，一個無正善的本體，能夠產生絕對的正善作用嗎？其二，

王弼未化解「性」與「善」間的鴻溝，又附上道家形上思想的內涵，故於《論

語》其他篇章之說解難以深入。
19林先生從儒家觀點論王弼「性情」觀，故有

上述質疑。確實，自注解者觀點視之，王弼之注及論性情未得孔門深意，然

王弼是一玄學家，其注疏經典恐非只為發揚前人之說，更採取「得意忘言」

的方法，建立一己學說體系。況且，論性情並非儒家專利，王弼本人也未以

繼承儒家之說自居，故其「誤解」自有意義。 

論玄學性情之說，大致完成於上述兩位先生，其後論者多為發揮，如：

李中華以情為末，以性為本20，是承湯先生而來。曾春海先生從性之本為善為

惡、性之質為陰為陽、心性之動靜、天理人欲關係等四者，以論王弼的人性

論及工夫實踐，是承湯先生之說，然曾先生提出二點：其一，對王弼而言，「性」

係本體論層級，「情」是宇宙發生論－－「性」不等同於「情」，但當性具實

於個體生命或個別化的人物時，則構成自然如己的個體差異，善惡的差異繫

於「性」能否端正「情」，或「情」能否依順於「性」；其二，繼承漢代道家

人生論－－「性」所蘊含的自然儀則，就是事物的自然本性，亦即是天賦的

規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此為發揮漢代道家之說。
21而韓強之說有二點值

得注意：其一，王弼之人性論是先秦兩漢以來儒道兩家人性論的總結－－「性

靜情動」的心性論，是以道家的自然人性改造儒家的道德人性，把人性提升

到「以無為本」的高度，從本末關係說明自然人性為本、禮義道德為用，使

之成為「名教出於自然」的理論根據；其二，魏晉玄學的人性論是在「名教

出於自然」的基礎上，把道家的人性自然與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結合起來，

                                                 
19 林麗真：《王弼》（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144-149。 

20 在許抗生等著：《魏晉玄學史》（西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中，王弼一章是由

李中華撰寫，見頁123。 

21 曾春海：《兩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第二版），頁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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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體論的高度討論人的性情問題。22韓強之說注意到玄學「性情」與儒、道

人性論之關係，並將玄學人性論與「名教出於自然」論題結合，是在前人基

礎上凸顯玄學「性情」的意義。 

上述幾位先生之論玄學「性情」，主要偏重在王弼，而王葆玹則以整個玄

學為考察對象。王葆玹將「性情之辨」分由七點說明，然其中有相關而可合

併者，概述如下：其一，說明漢魏兩晉人性論的分歧點－－漢代是將性情二

端與陰陽、善惡和動靜相比附，而玄學人性論則超乎形上，視性情關係為體

用關係；其二，劉卲的「陰陽中和」說，只體現於聖人身上；其三，何晏以

為「性靜情動」、「性善情惡」；其四，鍾會以為「性靜情動」、「性無善惡」；

其五，王弼論性情則較複雜，有「性靜情動」、「性無善惡」、「情有善惡」。23王

葆玹之論玄學「性情」，範圍不限於王弼，凸顯「性情」於玄學論性之重要，

立說頗有可觀，足資參考。 

綜合上述，各家對玄學「性情」的說法大致可分四種：其一，以「動靜」

詮釋「性情」關係－－湯用彤先生首先提出，以性為靜，以情為動，後世論

者多承襲之；其二，「性情之辨」雖承漢代論性而來，然與玄學其他議題相關，

如：「有以無為本」、「名教出於自然」等，故能發展出專屬玄學之「性情」意

涵；其三，除以「動靜」釋「性情」關係外，亦可由「本體」與「作用」兩

方面來認識。應當注意的是，論玄學「性情」勿將性、情截然劃分，或偏重

一端，如湯先生是以「有以無為本」釋性情關係，而非「以無為本」。細讀王

弼之言，雖強調「無」、「性」的重要，然其主要用意在平衡有與無、性與情

之關係，強調彼此合一而不相妨礙，才是王弼「性情」關係之真意。 

                                                 
22 韓強：《王弼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54-162。 

23 王葆玹：《玄學通論》，頁5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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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性 

玄學論性除了才性、性情兩方面，尚有「心性」。心性論之探討常在儒家、

理學，而較少於玄學中，然就心性論的探討問題來看，「心性」亦是玄學重要

內涵，如蒙培元所言： 

中國心性論，既是本體論，又是價值論；同時還包括許多認識論和心

理學問題。它以探究人的本質、本性、使命、價值、理想和人生的終

極意義為根本的內容，以揭示主體精神、主體意識為特徵的存在認知、

本體認知為基本方法。一句話，它所討論的是關於人的存在和價值的

問題。24 

玄學之「性」屬本體論層級（亦有以「存有論」角度觀察、討論者），藉由對

宇宙、自然及「天」的探討，以思索人類存在問題，是屬「天人之際」的範

圍。玄學家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名教與自然等問題，看似純思辨哲

學，其核心仍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探討。因此，「心性」問題亦是玄學論性的

重要內涵。蒙培元從自然超越、天理自然、獨化自性、肆情恣欲四方面，論

述玄學之「心性」。其一，自然超越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屬此，何

晏把「道」說成一切事物存在的本體論根據，即所謂「自然」；王弼繼承老子

「自然無為」的思想，並以「自然」為萬物本質，而人性貴於萬物，是因其

有「心」，能夠實現自我超越；阮籍以為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故以自然為性，

並強調精神作用，以此作為自我超越的憑藉；嵇康以「自然」為人的真性情，

此自然就是「道」，以無為、清靜為特點，超越倫理與功利，其「越名教而任

自然」，反對違反本性的仁義，主張回到自然之性，使人性得到自由發展。其

二，天理自然說－－向秀將生理欲望、心理情感、社會情感、社會倫理視為

天理，出於自然，就是人性；裴頠以為人的自然情欲和知性能力，皆是人的

                                                 
24 蒙培元：《中國心性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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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稟受，並以倫理為自然天理，然其「自然」是「有」而不是無，是萬物

的具體存在。其三，獨化自性說－－郭象否定造物者化生萬物之說，以為萬

物「獨化」，並擁有「自性」，雖能各任其性而自得，卻也有不可超越的定限。

其四，肆情恣欲－－《列子．楊朱》篇一反玄學的自我超越境界和名教自然

合一，提倡性即欲說，以心性為情欲，充分肯定情欲的存在。
25蒙培元之說頗

有創發，足供論玄學「心性」之參考。 

以上是由才性、性情、心性三部分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皆涉及玄

學論性的重要意涵，對玄學之「性」的闡發有不可抹滅的貢獻。然因非專書

以論玄學之「性」，難免各有所偏，探討不夠全面，甚為可惜。應當說明的是，

以上所羅列之三種討論面向，並非將玄學之「性」的研究成果限定在其中，

亦承認其他面向的可能。本研究除以前人成果為基礎及參照視域外，並對王

弼與郭象作品進行全面考察，試圖深入前人未發之處，以呈顯王弼與郭象之

「性」的獨特意涵。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說明 

一、 研究對象與範圍 

關於本研究之問題意識及核心概念已在第一節詳述，至於何以定題為「王

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概可分兩點說明。其一，何以選定王弼與

郭象為研究對象－首先，在中國傳統性論中，人性討論常在儒學之中，被視

為以道家思想為主流的玄學，因而常被一語帶過，忽略此時關於儒、道性論

的繼承與改造。其次，在魏晉玄學家中，王弼與郭象之玄學理論較完整且具

代表性，其理論可說是玄學兩大巔峰，亦是今所見玄學家資料中保存較完整

                                                 
25 蒙培元：《中國心性論》，頁18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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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較易作為討論依據，是故將此二人相比較，能較清楚看出兩大玄學性論

類型之差異。況且，玄學家論性雖注意到自然之性、萬物之性，然此種特徵

又以王弼與郭象最為明顯，故本研究以此二人為探討範圍，藉以突出玄學性

論之獨特處。其二，題目不以「人性」稱之，是因玄學家所論之性雖以「人」

為中心，然已較前人更注意物性，故不以「人性」限定之；又，先哲重要思

想常由其所使用之重要抽象名詞而呈現，且「性」此一抽象名詞意義豐富，

為中國思想的重要議題，為免限制討論焦點，使得「性」意涵的開發受到局

限，故以「性」取代「人性」之探討。 

本研究雖以王弼與郭象為研究對象，然於選用材料上有幾點亦須說明。

其一，關於材料檢核方面，為求謹慎起見，是以作品中出現「性」字的引文

為主要判定依據，依此先建立王弼與郭象之主要論性概念，而後旁及其他未

直言「性」字而與此相關者。其二，王弼與郭象的討論材料，是以其代表作

品為主，並參以其他相關或輯佚資料，說明如下：王弼部分是以《周易注》、

《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為主，而《論語釋疑》全本今雖不存，

然其論性情重要部分在〈陽貨〉一篇，足資代表，故亦在討論之中；至於郭

象部分則以《莊子注》為材料，採取作者非向秀之立場。 

本研究於章節安排上，首先觀察玄學性論焦點的轉移，而後分論王弼與

郭象之「性」，以利分別論述說明，同時亦可保留二人性論之完整性。最後，

綜論王弼與郭象性論之共同特色與相異處，試圖發掘並凸顯二人性論之獨特

處。 

二、 研究方法說明 

王弼與郭象面對時變，藉由重新詮釋「性」意涵，試圖重建安身立命之

道。王弼與郭象既面對相同詮釋對象，在身處時代接近的情況下，為何能開

展出各自獨特的「性」意涵，而王弼與郭象性論的核心概念、理論根據、重

要意涵何在，且其共同處與差異點何在，在在都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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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部分對問題意識、核心概念的確立，顯示本研究論題之選擇並非隨機

而來，正如王弼與郭象選擇以「性」作為詮釋對象，是以人類存在問題為終

極關懷。其次，經由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探索，析理出「才性」、「性情」、「心

性」等三種論性觀點，探討玄學之「性」與其他概念的連用情況，以作為本

文思考基礎及參照視域。然而，此三種觀點並非觀察玄學之「性」的全部面

向，其中仍隱含不少詮釋的空間，誠如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言： 

人類此在的歷史運動在於：它不具有任何絕對的立足點限制，因而它

也從不會具有一種真正封閉的視域。視域其實就是我們活動於其中並

且與我們一起活動的東西。視域對於活動的人來說總是變化的。26 

可見詮釋者和文本在詮釋活動中，並非斷為兩橛，分處於現在與過去的情境

中。詮釋者和文本雖各有不同的視域，然在詮釋活動中，二者都不能只處在

自己的視域而不活動。視域同歷史一般，總是不停的運動，它是理解在時間

中進行交流的場域。當詮釋者的視域與文本視域相遇、交融，於是形成新的

理解、詮釋，即所謂「視域融合」27。詮釋者的現在視域與詮釋對象的過去視

域融為一體，從而達到詮釋者和文本的融合。由此來看，因為視域的改變，

每一次理解都是一次新的理解，但這並不表示詮釋可以和作者原意毫無關

聯，在某種程度上，詮釋者還是應在理解作者原意的基礎上進行詮釋，加上

自身所處的新情境而展開思索工夫，才能維持詮釋的客觀性，而不招致「望

文生意」之譏。 

本研究雖希望能透過原典之重新閱讀、理解，而對王弼與郭象之「性」

作出新詮釋，以補充前人研究成果；然而，在重新理解、詮釋文本的同時，

縱使須讀出新意，亦不可因過度詮釋而形成意義偏差，導致研究的不客觀。

職是之故，本研究之「創造性詮釋」，是在不違背作者原意的前提下，進行新

的理解、詮釋。而本研究之重心，一方面在抽繹王弼與郭象性論的核心概念

                                                 
26 加達默爾原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頁398。 

27 「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 Fusion of horizons）或稱「視界融合」、「境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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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要意涵，另方面重在「比較」部分，試圖分析王弼與郭象性論之共同處

與差異點。因此，在詮釋觀點上，亦為因應上述兩點而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從詮釋觀點與研究進路兩部分說明。 

（一） 詮釋觀點的導出  

唯有掌握原典真意，才能直指玄學論性核心。玄學家透過詮釋經典，以

建立學說體系，故其詮釋是否符合經典，常為後世關注焦點。由經典注疏傳

統來看，研究者常藉由比對經典原文與玄學家注文，視其詮釋是否符合經典

原意，或符合某一家派學說，故玄學家常蒙上誤解或背離經典原意之名。然

由玄學觀點視之，玄學家所創立之學說有其獨特性，只是藉由注疏經典的方

式完成。因此，本研究雖亦比對經典原文與玄學家注文在意義上的傳承與改

造，然重點仍將玄學家視為學說創建者，而以其注文為學說研究對象，試圖

還原各玄學家的理論原貌。是故，本研究之首要工作，即在藉由分析文本，

以釐清各玄學家之論性意涵，故採取「內在研究法」28，以玄學的內部發展著

眼，抽繹各玄學家論性的核心概念及重要意涵。再者，將「性」視為一不可

細分的「單位觀念」，先聚焦於「性」的細緻分析上，而後將與「性」相關之

探討，如：心、才、情、命、道等，視為「觀念叢」，一方面將研究聚焦於「性」，

盡量開展其可能意涵，另方面藉由與其他相應概念之比對、結合，透顯「性」

的特殊意義，以達凸顯「性」意涵，亦不忽略與此相應探討之目的。 

為求讀出原典新意，本研究尚運用傅偉勳先生自創之「創造的詮釋學」，

將詮釋方法分作五個辯證層次，其云： 

(1)「實謂」層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2)

「意謂」層次－「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或「他所說的意思到底

                                                 
28 余英時先生在治清代思想史時，注重發展上的「內在理路」，黃俊傑將此種研究方法概括為

「內在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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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3)「蘊謂」層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

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是什麼？」⋯⋯(4)「當謂」層次－「原思想家

（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思想家說出什

麼？」⋯⋯以及(5)「必謂」層次－「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

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

須踐行什麼？」
29 

讀懂文本字面意思，是所有研究工作的起點，而如何透過疏通文獻而深入義

理，更是治思想議題者之首要工作。此與原典校勘、版本考證等基礎工夫有

關，作為以下詮釋方法的基礎。在讀懂字面意思後，則應通過脈絡、邏輯、

層次的分析，及考察思想家時代背景，了解並詮釋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意思。

藉由親身與文字面對面之閱讀、接觸，雖能大致掌握原典意思，然更深刻的

蘊涵，仍應透過思想史上已有的古今詮釋進路，以發掘原典的深層義理。透

過以上工夫，思想家之理論體系大致已有雛型，然從過去閱讀經驗中，常發

現思想家的語言常有相互矛盾之處，是故，詮釋者除疏通文獻外，還應嘗試

還原思想家本來想要表達的意思，澄清、修補矛盾之處，適當安排其思想體

系的多層義蘊。應當說明的是，本研究雖以發掘玄學論性新意為目標，試圖

在此研究上有所創新，然在「創造的詮釋學」方法運用上，仍以經典原意為

依歸，避免主觀任意的詮釋。 

抽繹王弼與郭象論性的核心概念及重要意涵，為本研究之首要工作，然

探討二人論性意涵差異，亦是本研究關注面向，此部分則採用沈清松先生之

「對比哲學」方法，其云： 

所謂「對比」（contrast），是指同與異、配合與分歧、採取距離與共

同隸屬之間的交互運作，使得處在這種關係的種種因素，相互敦促，

而共現於同一個現象之場，並隸屬於同一個演進之韻律。30 

                                                 
29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頁10。 

30 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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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抽繹王弼與郭象論性重要意涵，以建立觀念體系後，擬將其置於玄學史

及論性史中，觀察其間既差異又互補的現象，以凸顯王弼與郭象之「性」的

特殊性及價值及其於中國論性史之地位。 

此外，沈清松先生於《對比、外推與交談》中所揭示之詮釋學方法，亦

是本研究取資對象，其云： 

詮釋學特別針對符號系統的意義，首先用解釋來處理那些決定符號意

義的結構，確定該符號系統的涵意（sense）和指涉（reference）；其

次再剋就該符號系統整體，理解其所指涉的人存在的處境，或其所開

展出來的世界；最後則對那些決定意義形成的個人與社會的無意識加

以批判，藉以補理解之不足。由此可見，理解的確是吾人的詮釋學的

核心，解釋僅為其預備，批判則更補其不足。31 

本研究雖站在肯定玄學的立場以進行詮釋，抽繹王弼與郭象論性核心概念及

重要意涵，但在思想史研究上，除重建思想家學說體系外，亦應對論述或觀

點偏頗、不足處進行批判，以求思想史研究之進步。是故，除釐清王弼與郭

象論性核心概念、特色外，亦從玄學史及論性史的立場，觀察王弼與郭象之

「性」的傳承、創新，並確立其性論之獨特性。應當說明的是，本研究在詮

釋觀點上，為因應王弼與郭象論性意涵及意義，而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然

在原典詮釋上，仍以不背離文本原意為前提，亦不使方法凌駕原典之上，而

造成「過度詮釋」之流弊。因此，本研究試圖於文本與方法兩端取得平衡，

以達發掘王弼與郭象性論新意涵之目的。 

                                                 
31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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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進路的開展 

根據前輩學人研究成果探索，關於玄學之「性」的討論，基本上包含才

性、性情、心性三部分，這是否代表著玄學家只由此三種進路論性，抑或後

世研究者只在此三部分中討論玄學之性，是否隱含其他可能路徑而有待開

發，此為本研究所關注之焦點。在思想史的研究上，新觀點之提出若非新材

料出現，則有賴新的詮釋方法，賦予原典新意，此即本研究於詮釋觀點中取

資多方之因。然而，新觀點之提出能否為大眾接受，且具有學術價值與意義，

解讀、詮釋是否合乎文本，則是首要工作。因此，在研究進路上，首先以閱

讀玄學家文本為基礎，將作品中出現「性」字之引文為主要材料檢核依據，

蒐集、整理「性」之引文。整理過程中，雖選擇通行者作為底本，然亦參校

不同版本，以為校勘之資，若非明顯錯誤者，則並存於引文中，避免主觀認

定而產生之錯誤判讀。 

資料蒐集工作完成後，進入文獻理解、詮釋階段。此進路最重要者，在

於盡可能「照原意理解」32，推究作者意圖，使往後研究維持一定的客觀性。

然研究者畢竟不是作者本人，解讀難以完全符合原作之意，只有在盡可能的

範圍中保持客觀，以作為往後研究之基礎。在理解、詮釋文本階段，首先運

用「創造的詮釋學」，將資料分作五個詮釋、辯證層次，透過文本字面意義之

疏通，了解玄學家欲表達之意，而後推究當言明而未形諸文字者，藉此析理

出文本新意。其次，將「性」的「單位觀念」與「觀念叢」相互比對，一方

面盡量開展「性」的可能意涵，另方面透顯「性」之特殊意義。再者，由於

先秦以後之學術思想大多不是原創性的開發，而是依存於典籍注疏中，如玄

學家之理論建構多藉詮釋經典完成，一方面成為經典注疏系統之重要研究進

路，另方面又藉此創建學說體系，樹立個人學術風格。本研究雖將玄學家注

                                                 
32 「照原意理解」一詞出自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爭論看

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收於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通論篇（臺北：

喜瑪拉雅基金會，2002年），頁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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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文字視為「以述為作」的一家之言，然亦不忽略其文字作為經典注疏之角

色，是故，除忠實理解玄學家文本之外，亦將其與先秦儒家、道家經典比對，

以凸顯玄學家發揮、改造先秦典籍思想之處，作為研究參考的視域。 

經由理解、比對以疏通文意後，須近一步建構王弼與郭象論性核心概念。

在此一階段中，忠實理解文本內在義理固然重要，與外緣背景之交涉亦不可

偏廢，是故，在微觀哲學義理的疏通、詮釋，抽繹各玄學家主要論性意涵後，

更應從宏觀視野省察，將理論與社會之橫向關係加以聯繫，俾使論性意涵中

所蘊含的時代與文化意義不至於被抽離，兼顧內在理路與外緣因素。因此，

於章節安排上，首先針對王弼與郭象之論性概念、意涵作一整體梳理，析理

出其不同論性體系，以求得一完整論性模式，因而在第三章與第四章中，是

以單一玄學家作為研究、考察對象，而非依主題之劃分而分章，旨在忠實反

映王弼與郭象不同之論性面貌，以作為往後比較分析之依據。 

綜觀前人對於玄學之「性」的研究，多鎖定單一或特定面向，雖能有深

度闡發，然難免有所偏頗，探討不夠全面，甚為可惜，故本研究希望能在前

人基礎上，深化並擴大玄學之「性」的研究面向。是故，本研究的首要關注

焦點，即在探索玄學之「性」中前人所未發掘的新意涵。為達此預期成果，

本研究重新對王弼與郭象作品進行全面考察，細讀與「性」相關之文字，並

運用新的詮釋觀點，以求呈現玄學論性新意。魏晉文本與現代詮釋觀點，彼

此存在時間落差，如何運用新方法適當詮釋文本，便是本研究限制之一。因

此，在新詮釋觀點的運用上，仍以經典原意為依歸，避免主觀而任意的詮釋，

並防止新方法凌駕於文本之上。 

本研究將焦點置於王弼與郭象玄學內部之「性」的梳理上，雖能抽繹其

論性要點，然難免有與外在歷史脈絡脫節的限制。因此，除微觀哲學義理的

疏通、詮釋外，更應從宏觀視野省察，將理論與社會之橫向關係加以聯繫，

俾使論性意涵中所蘊含之時代與文化意義不至於被抽離。應當注意的是，勞

思光先生對玄學雖有貶意，然其觀察視野及所指出之問題，仍值得今日玄學

研究者深思，有其特殊價值。是以，本研究雖站在肯定魏晉玄學的立場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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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研究，然亦以勞先生之說為鑑，企求研究之完善，並凸顯王弼與郭象之「性」

的獨特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