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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弼－－「自然為性」 

綜觀中國人性論史，魏晉人特重「個性」，其於現實生活中表現為超脫世

俗格套之常行，而於學術思想層面則特重「自然」之意涵，王弼論性正符合

此時代潮流。王弼（226∼249）認為「萬物以自然為性」
1，以為萬物保持本

然狀態，對外無欲無求，就能保全自然本性。因此，王弼主張人應守其真性

無為，因物之性，因為只有任其自然，方才符合萬物本性。此外，王弼之以

自然為性，亦與老莊自然人性觀有關。大體而言，老莊論性所開展出的是一

種自然無為的人性觀，這樣人性觀的提舉與其形上思維緊密相扣。「道」自然

無為，它對萬物長養卻不加宰制，以一種「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的自然態度，實現萬物的存在與生長的基本特徵，也就成為道家人性觀的基

礎。可見「自然」即是無所造作，最好的道德規範就是使人回歸到自然素樸

的本性之中，精神的絕對自由、超然物外的逍遙自在才是道家所謂的本然之

性。2 

王弼所言之性，雖不否定自然生命的新陳代謝，然更強調人應效法、順

應自然之道。人或物之「性」乃是得之於「道」之下落分化而成，而「道」

即自然，故言「萬物以自然為性」；自然之性只能順應，而不能以人為的造作

去改變，因為物有常性。是故，所謂物之自然之性，即物之各自然其所然之

個性，而人之能任順物之此性，又正賴在於人之能體無致虛以合道，然後能

                                                 
1 《老子‧29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77。 

2 江淑君：〈王弼、郭象玄解《論語》人性觀析論〉，《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

集》（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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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能公以任順之。3可以說，王弼論性之核心概念在於「自然為性」，而其性情

觀、全性、因性等說法，亦是在「自然為性」的前提下展開。職是之故，文

下便以「自然為性」作為核心概念，兼及其他相關說法，探討王弼之性論。 

第一節  貴無與崇有－－有以為無本的宇宙觀 

魏晉玄學的主題，誠如湯用彤先生所概括：「夫玄學者，乃本體之學，為

本末有無之辨。有無之辨，群義互殊。學如崇有，則沉淪於耳目聲色之萬象，

而所明者常在有物之流動。學如貴無，則流連於玄冥超絕之境，而所見者偏

於本身之靜一。於是一多殊途，動靜分說，於真各有所見，而未嘗見於全真。」

4本體之學所涉及的是對萬物本源的認識與探討，此為玄學理論架構之重心，

而貴無與崇有為玄學本體觀的兩大主流。而謂玄學為本體之學，是相對於漢

儒之宇宙觀來說。面對宇宙萬物之生成變化的議題，玄學家不像漢儒設計出

繁複的生成變化過程，只是運用「恃以化生」、「恃以成形」的簡單形容，而

偏重就萬物的存在而論存在，至於由無到有（或存在物）的生化過程，此非

玄學家思辨重點。從萬有繁複的變化中，尋覓一不變的本體，正是玄學本體

觀的特色。簡言之，玄學家與漢儒宇宙觀之基本差異在於：玄學家將漢儒複

雜的宇宙構成說，藉「無」簡化為對宇宙本體的探討。 

作為貴無一派的代表，王弼之本體思想可以「有以無為本」概括，此為

王弼玄學理論架構之基礎，故欲討論王弼之性，則不能不對「有以無為本」

之說有所認識。王弼之宇宙觀承繼老子而來，皆承認有最高根源的存在，此

根源在老子說是「道」，而在王弼說是「無」則更為貼切。王弼對老子之宇宙

觀並非全盤接受，而是以此為基礎，建構一己之本體思想。比較老子與王弼

                                                 
3 此之謂「物之自然之性」，是參考唐君毅先生之說而來，詳見氏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性

篇，頁175-176。 

4 湯用彤：《魏晉玄學》，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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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宇宙觀，老子偏重於宇宙生成方面，而王弼更著重對本體的探討，此種現

象可就《老子注．42章》進行觀察，王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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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此為王弼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注解。在《老子》原

文中，「道」為萬物生成之依據，且此之「一」、「二」、「三」有其實指內涵，

其中生成之意涵較為明顯。而王弼則淡化其中關於宇宙生成的說法，強調「一」

之意涵，並以「無」取代「道」作為存在的本體依據，此種意圖於《老子注．

40章》更為明顯，王弼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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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所謂「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之「生」，非指

實然生成之意，而是說明萬物是以「有」作為存在狀態，故此「有」與萬物

是在同一位階上；而此之「無」並非零或不存在，而是指無法以「有」範限

之本體。《老子》之有、無皆在「道」這個層次，而王弼不將有、無看成是道

的二個層次，而將其改造為：道與無在同一層次，屬形而上者；天地萬物與

有在同一層次，屬形而下者。由此可見，王弼改動《老子》有、無之位階，

建立「有以無為本」的理論架構。 

王弼之以「無」象徵宇宙萬有根源，有其用意所在，其云：「道者，無之

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

故但志慕而已。」7
王弼之以「無」取代「道」之名，是依據萬有本體之特質

而來。「道」無名無象，無法靠感官感知，僅能靠人之體驗而強為描述；然而，

道雖無具體形象，卻是無所不通、無所不由，如此才能作為萬有存在之依據。

是故王弼認為：若依據萬有本體之特質觀察，則「無」之名可能更適合用以

                                                 
5 《老子‧42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17。 

6 《老子‧40章》王弼注，同上註，頁110。 

7 《論語釋疑．述而》，同上註，頁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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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存在本體。可見在《老子》中申之無已的「道」，在王弼理論中則以「無」

取代之。 

王弼既以「無」作為宇宙之本體，然此本體王弼又如何形容之？此本體

又有何種特質？可分幾方面說明。其一，無確實可見之實體－「無形無名者，

萬物之宗也」8、「不溫不涼，不宮不商」9，萬物之宗不是某一種具體事物，

沒有任何具體之屬性，因此也沒有任何局限性，故不能為某一種名稱以定限

之；換言之，若為可識可見有形象之具體事物，則其形體、作用將所有範限。

其二，獨立性－「寂寥，無形體也。無物匹之，故曰獨立也。」
10此以寂寥狀

其四無傍依而獨立自在。其三，遍在性－「周行無所不至而不危殆，能生全

大形也，故可以為天下母也。」
11萬物之主周行無所不至，不拘守於一體，所

以能全其大形，為天下母。其四，先在性－「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

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12因為其為萬物之宗

主，故須先於具體物而存在，才能成為存在之根源，此之「生」非實指生成

之動作，而是邏輯思維上之「先」。13其五，不可範限－作為天地萬物之存在

依據，是不可能被封限的，凡可以言說者皆落在系統中或語言本身的限制中，

因為語言本身即是人為的產物，就是萬物之一，因此，有限的語言不可能傳

達無限的本體。由此可見，王弼所言萬物本體的特質，與《老子》之「道」

有相近之處。 

宇宙本體雖是無名無形，但人並不能因此而放棄認識此本體，可經由不

同面向之特質以逼近之；也可以說，因為本體的幽深不可測，故須以不同名

                                                 
8 《老子‧14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32。 

9 〈老子指略〉，同上註，頁195。 

10 《老子‧25章》王弼注，同上註，頁63。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此之謂道之先在性、遍在性、獨立性，是依牟宗三先生之說而來，詳見氏著：《才性與玄理》，

頁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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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以說明其內涵。此種方法《老子》已採用，到了王弼則更加明顯使用「辨

名析理」、「得意忘言」的玄學方法，以認識宇宙本體的特徵。所謂「辨名析

理」，是指分析名稱或詞語的概念或涵義，比較、探尋概念的異同及聯繫，從

而把握事物的特性與規律。在此，「名」指事物的名稱或語詞及其所表達的概

念，而「理」是事物本有的特性與規律，只有把「名」（概念）的含意弄清楚，

才有可能對其所建立的理論作出合理的表述與分析。而「得意忘言」之詳細

內涵應當是：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主要意思有三層：一是對意的理解必須

由言、象入手；二是言、象為得意的工具，雖應重視但不可執著；三是只有

超越言、象，才能真正理解「意」。而這兩種方法的運用，對宇宙本體的認識

都很重要。在〈老子指略〉中，王弼對「名」、「稱」立下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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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出乎玄，眾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玄」，

謂之深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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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謂

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14 

此段文字重點雖在辨名號與稱謂的不同，而其中亦透露王弼對宇宙本體的認

識。依王弼玄學名理言之，可比照其注老方式，把「言」的內容再析為「名」

和「謂」，「名號」與「稱謂」雖同屬於「言」的範疇，然二者在意涵、作用

上不完全相同：「名」以事物為依據而產生，是出於對具體物象形狀的描摹，

而「謂」則隨順稱呼者之稱呼，是由人之主觀心態而決定對事物的某一面向、

特質的稱謂。「名」由客觀事實以確定外界事物，而「謂」出於主觀意向涉求。

「名號」是依彼而定，有客觀事物作為相對應的對象，故曰「不虛生」；「稱

謂」不能脫離主體涉求，有主觀意向的依據，故曰「不虛出」。由此可見，「名」

                                                 
14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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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謂」的作用雖同為「指實」，而其用法之偏重點不同。然此相異是相對而

言，並非絕對不變，因二者同屬「言」之範疇，只是王弼為辨析「常道」的

特質而設。 

王弼對宇宙本體的認識，基本上符合《老子》對「常道」的言說。《老子》

開門見山即點出「常道不可言說」，亦即承認言辭無法全盡「常道」。王弼承

襲此說而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

可名也。」
15將「道」與「名」分為可說與不可言說二種，「常道」因無形無

名，故無法察而見意。然王弼並未放棄藉由「言」以認識「常道」，而是透過

「名」和「謂」以說明之。王弼舉例說明「道」、「玄」之稱謂的由來：當我

們稱「道」時，是從萬物之所由的觀點來說，偏重其為萬物宗主的一面；而

稱「玄」時，則從萬物不知其作用而為眾妙之所出的觀點來說，偏重其幽深

不可測度的一面。可見無論是「道」或「玄」，都只是人們對「常道」的主觀

觀察與稱謂，各有所偏而無法全盡其意。因此，名號、稱謂雖皆出於對「常

道」的觀察，能夠突顯「常道」的其中一面，然卻無法全盡「常道」的意涵，

因名號、稱謂的設定有其限制性：「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

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

以名，此可演而明也。」16因此，雖可藉由「名」、「謂」以認識「常道」，然

在意義表達上有其局限性，是故不可過分執著於「名」、「謂」之上，否則將

無法全盡「常道」的真實意義。 

再者，王弼不僅在理論上提出「名」、「稱」的差異，更運用此規則進行

「辨名析理」，其云： 

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

「深」也者，取乎探賾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可極也；

「遠」也者，取乎綿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賭也。

                                                 
15 《老子‧1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 

16 〈老子指略〉，同上註，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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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

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

「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
17 

在王弼注老的運用中，「名」是由事物自身的形狀所決定，表達事物的客觀本

質，「字」、「稱」、「謂」則由稱呼者的觀察角度所決定，表達稱呼者的主觀認

定。因此，「道」、「玄」、「深」、「大」、「微」、「遠」皆非宇宙本體的定名，不

同稱謂只是觀察角度的差異，皆出於人們的主觀涉求，僅能代表宇宙本體的

一面，非其真正名號。因此，不同稱謂雖非宇宙本體的真正名號，然卻能依

稱謂以認識之，因為這些稱謂代表了認識對象的其中一面，此即「尋言以觀

象」、「尋象以觀意」；然而，對宇宙本體的認識雖須藉助稱呼，卻不能過於執

著，因為這些都只是勉強名之，作為方便觀察宇宙本體特質的憑藉，此即「得

意忘言」。由此可見，王弼雖以為宇宙本體無形無名，然並不放棄認識之可能，

而是以更多樣之形容以逼近本體之樣貌。 

王弼所言之本體是一無形無象、不可名狀的「無」。林麗真先生以為：本

體之所以稱為「無形」，是指沒有具體的形象可以感覺；而稱「無名」，是指

沒有特定的物事可以名謂。在王弼看，由於萬物之宗根本不是一種物質性的

東西，它不同於萬有的實際存在，所以不受形與名的限制，也不容易經由人

的感官或語言去把握。至無的道體既無可分解，亦無有止境，它當然是超越

形象與名謂的。因此在王弼思想中，萬物之相是「有」，而道體之相是「無」。

18簡單來說，王弼之「有以無為本」，意謂各種各樣的「有」是以「無」作為

存在的依據、根本。那麼，王弼之「有」與「無」何所指？此命題之真意與

意義何在？此說是否擡高「無」而貶低「有」？在在都是王弼本體思想的關

鍵所在。是故文下便針對上述幾點，深入探討王弼「有以無為本」之說。 

唐翼明師言：「王弼所謂『無』，是存有之前的狀態，是一切的根本和本

體，是未分的渾一；所謂『有』，則是一切的實有或存在，包括一切事物，尤

                                                 
17 〈老子指略〉，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96。 

18 詳細論述請參林麗真：《王弼》，頁41-42。 



- 62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其是人類社會的制度秩序。」19王弼既以「無」表無形無名的本體，相對於有

形有名的萬有而言，則此「無」顯然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林麗真先生以為王

弼所言之「無」，絕不是空無一物的「零」，也不是邏輯上否定所指的「無」。

而且，也與存在主義者所說的「虛無」，或佛家所說的無自性的「空」不同。

作為宇宙本體的「無」，就道相看，是沒有形狀，也沒有物象的；但它並不是

空洞的「無」，否則萬物怎麼可能由它而生成？然而，若說它是具有內涵的，

則又不同於一般的存有，否則它怎麼總是看不到、聽不到、聞不到、觸覺不

到呢？可見王弼所謂「有以無為本」的「無」，實是超越了「有」、「無」相對

的一種至高無上的「至無」，它是萬有「所以生」、「所以成」的本源和根據。

因此它也應該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最究底的「真」、最無偽的「樸」，也可說是

至極無限的「大」、「一」。總此，此「無」實可視同「無限的有」，或「無限

的妙用」。所以，它的玄、深、大、微、遠，的確不容易以人間的語言文字來

充分表達。以這些來描繪或指稱宇宙本體，王弼認為都是勉強名之而已。這

就表示：無形無名的本體，是絕不能理解作「零」、「非有」、「虛無失落」，或

「空幻無常」諸義的。故以「無」名「道」，除了表明道體的無形無名，同時

也正表明道用的無限偉大。
20 

然而，為什麼「有」即各種具體的存在物不能成為世界統一性的始基，

而必須要以「無」為根據呢？許抗生言：「依王弼看來，這是因為各種具體事

物都是有著自己的一定的規定性的，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

把某種一定的事物當作世界的始基，也就不能說明世界的多樣性，所以「有」

不能成為世界統一性的基礎。」21那麼，王弼又是如何論證「無」是「體」，

而「有」是它的種種表現呢？照王弼看，「無」為什麼是「體」，這必須從「有」

這方面來看。天下萬物，形形色色，既是此物，則不能是彼物；既有此形，

                                                 
19 唐翼明師：〈從王弼答裴徽問論魏晉玄學的思想綱領與論述策略〉，《魏晉文學與玄學－－唐

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163。 

20 詳細論述請參林麗真：《王弼》，頁42-44。 

21 許抗生：《魏晉思想史》（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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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能有彼形。因此，只有「無形」才可以成就任何形，「無聲」方可以做成

任成聲。換句話說，也只有「無」才可以成就「有」，因此王弼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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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這就是

說，天地萬物都是有形有象的具體存在物，而這些有形有象的具體存在物得

以發生，是由於「無」作為本體才呈現為形形色色的具體事物，如果要想使

多種多樣的具體事物都能保全，就必須把握本體之「無」。 

在「有以無為本」的理論體系中，王弼尚提出本末、體用、動靜、一多

的哲學概念。這些概念在王弼之前已經出現，然原是一般性的概念，而王弼

卻賦予其哲學意涵，藉以建立其思想體系。究竟這些兩兩一組的概念在王弼

思想之意義為何，及其與有無之關聯何在，底下分述之。1. 一多－－「一，

數之始而物之極也」23，如湯用彤先生言：「凡物乃有分，分則有數，『一』者

固非數，而為物之本體，至健而能生，取象則似君德，故曰數之始（即猶言

物之始），又曰所以為主也。」24宇宙萬物之統一是由於「無」，「無」是萬物

統一的基礎，「無」即是「一」。「一」之所以能統「多」，是因為「一」是本

體「無」，是萬有的根源，萬有是由「一」派生。因而必須「執一統眾」，才

能從眾多的事物中把握本質。2. 本末－－照王弼的用法，「本」字多偏指天地

之始、萬有之母、品物之宗，也就是指宇宙的本體。
25有形有名紛紜變化的現

實存在的事物是「有」，但它們只是現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質，只有「無」才

是決定萬物生滅變化的共同根源。在現象之後，還有更本質的東西，只有掌

握了這個「本」，才能夠以簡馭繁，不為紛雜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王弼認為「無」

是「本」，「有」是「末」，「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舍無以為體也。」26王

弼雖然強調「有以無為本」，但同時也認為「本無」與「末有」為一體，「無」

                                                 
22 《老子‧40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10。 

23 《老子‧39章》王弼注，同註22，頁105。 

24 湯用彤：《魏晉玄學》，頁94。 

25 林麗真：《王弼》，頁45。 

26 《老子‧38章》王弼注，同註22，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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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有」之外、之前而獨立存在，而是貫通於「有」之中，通過「有」而

表現出來的本體、宗主，「本無」脫離「末有」是無法獨立自明的。3. 體用－

－「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一切現象之變化都為本體

之用，始終離不開本體。「無」是「體」、是「本」，「有」是「用」、「末」。「本

末有無」之間並存無間，體用不離。道所具有「無」的本體特質，是要通過

「有」的作用呈現才能掌握，故「有」、「無」是互為體用的。4. 動靜－－眾

多運動變化著的事物自身只是現象，不是事物本來的樣子，只有「至靜」的

「無」才是其本體，是事物的常態。只有「靜」才是「本」，「動」只是「末」，

「動」只是「靜」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只從運動變化的「有」看世界，世

界就是紛紜複雜，從而看不到世界的統一性，體會不到天地萬物的統一本體

「無」。因而「動」是相對，「靜」才是絕對。「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

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篤極也。」
27因而作為萬物的本體「無」

是虛無而靜篤的。這些本為一般概念的用語，被王弼運用哲學術語後，不再

是相反的意思，更多的是相輔相成的意謂，如此則便於指陳形上本體與形下

萬有的關係，因為形上本體並非孤懸，而是時時在萬有中以觀無。 

在王弼思想體系中，「無」屬道體層次，「有」則為代表形而下的萬有層

次。萬有存在、滋長之利，皆是本體無在形下世界的發用，因此也發展出貴

無、崇本的思想。但「無」絕非孤懸於萬有之上的實體，形上、形下更非截

然二分，對形上本體的掌握、體悟，仍待形下萬有證成。形上本體在萬有中

展現，形下萬有靠形上本體得到存在的基礎，二者在王弼思想體系中呈現雙

向作用，非單向指涉而已。所以在王弼思想體系中，「無」雖是萬物之宗，「有」

雖未足以「府萬物」，但仍不至於發展成貴無而賤有、崇本而抑末。其實，王

弼亦重視「有」的重要性，只是在現實人事中，一般人只見「有」的變化，

未能領悟「無」的不變，是故王弼標舉「有以無為本」的思想，企圖使人自

紛紜複雜的萬有現象中超脫出來，以回歸虛靜無為的道體之中。是故，王弼

之以無為本，並不是為了貶低有，而是在有無位階上強調無作為萬物根本的

                                                 
27《老子‧16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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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因此，唯有釐清有、無的關係與層次，才能究竟宇宙中一切的事理；

而對有、無這對概念的確實掌握，才能點出王弼本體思想的精髓。 

王弼玄學理論雖以宇宙本體為重心，然其動機與目的依然是由人生的要

求，逐步向上面推求，推求到作為宇宙根源的處所，以作為人生安頓之地。

不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發現人的根源，並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

決定人生與自己根源相應的生活態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定立足點。王弼將人

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安放在宇宙根源的處所，而要求與其一致。王弼之「有

以無為本」，是為萬有的存在尋找終極的源頭，各種存在物的生化、發展，都

有亙久不變的依歸。是故，王弼所言本體之「無」，亦是其性論的形上根據與

性之根源，只是在宇宙觀所言之「無」，到了性論，便是以「自然」為性之本

然狀態。關於王弼「自然」之所指，則為下節之討論重點。 

第二節  理則與境界－－自然概念的多重意涵 

先前提到，王弼性論之核心概念在於「自然為性」，意謂自然為萬物之性

的最原初狀態。既然是以「自然」為性，則不能不對王弼之「自然」意涵有

確切認識。實際上，王弼之以自然為性，是源自於老莊，尤其是《老子》之

自然觀。關於《老子》之「自然」概念，可從三方面進行理解：首先，「自然」

與「道」為同質概念——在總體上，「自然」代表哲學的最高原則，「道」可

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代表著規律，依循著自然，在這層意一上來說，「自然」

與「道」是同質的概念。「道」之所以尊貴，並非來自萬物報答其生就之恩而

給予的品位，而是以自身的虛靜無為，任萬物之自然本性，按照自然規律運

行的結果，簡言之，就是「自然」。其次，物的自然狀態或自然本性——「萬

物之自然」就是萬物的自然狀態、自然本性，可以說是對物的靜態的觀止，

這可謂「自然」在存在論上的展開。最後，工夫方法上的自然而然——即「無

為」，聖人貴在因循物之自然本性，如此便可達到無為而無不為，凡人應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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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自然為原則，避免違反自然本性之過度行為。28由此可見，《老子》之「自

然」隱含宇宙論、存在論、工夫論（或境界論）之意義，此亦是王弼之「自

然」的重要意涵。 

簡言之，道家所言之「自然」，是用來說明道家思想中的無為精神。萬事

萬物雖複雜多變，但只要去除人為的偏執，由競逐物欲、勞神耗智的生活方

式，歸返於宇宙最真實的存在，即是不加外飾的質樸。「自己而然的樣子」，

可說是一種高度自覺的認識；而「自己如此」，則在破除無窮人為欲望的追求，

這些都是道家使用「自然」一詞的用意。作為哲學概念，「自然」不僅為「道」

的內涵，更代表著萬物存在的本然狀態。道家藉「自然」展現宇宙的本然狀

態，更希望超越人文世界的自我中心與偏執，回歸宇宙自然生命，契入道的

境界。因此，「自然為性」之宗旨，雖不否認自然生命的新陳代謝，然更強調

人性應效法自然之道、順應自然之謂。此種「自然」之意涵，在魏晉南北朝

時期則更為明顯。 

何以魏晉南北朝著重「自然」之意涵與精神，此與當時時代氛圍有關。

余英時先生曾將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分作三期：春秋戰國為形成期，漢代為定

型期，魏晉則是轉變期。何以知識階層會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轉變？此與

當時之重「自然」有何關係？則須從社會史及思想史的角度進行了解。從社

會史的觀點看，知識份子在此時已成為最有勢力的特權階級，其中所謂高門

不但壟斷了知識，並且也獨占了重要的仕途。恆產化導致大莊園的興起，宗

族化衍生了門第制度，鄉舉里選變為九品中正，家學的遠源則在漢代的累世

傳經。極其所至，終於造成了一個所謂「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時代。而從

思想史的角度觀察，漢晉之際的知識份子對以前有關群體秩序的一切思想重

加評估，這種敢於懷疑一切流行價值與觀念的批判精神，充分說明知識份子

在個體自覺方面已經成熟。比較而言，如果說漢代儒生的持道論政尚是站在

                                                 
28 此之言老子「自然」概念三方面，係參考許建良：〈王弼「自然」三維義〉，《江蘇大學學報》

（2004年3月），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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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階層的共同立場上發言，那麼魏晉談士的「如心揣度，以決然否」29，則

更能代表個人的判斷與反省。30而此種反省又與士大夫之自覺有關。自覺云

者，區別人己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自覺之意識亦愈強，而魏晉之自

覺概有群體與個體之分。東漢中期以後，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

於激烈爭鬥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愈趨明顯。而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

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

在，以期為人所認識，此對知識份子之轉變尤其相關。
31大凡愈重視個體自覺

者，其自我意識愈強，愈重視自我之價值，而道家之「自然」內涵，恰巧符

合名士們極欲回歸自我本然狀態的心理。因此，魏晉南北朝所言之「自然」，

通常不是用以指稱自然界，而是用以強調「自己而然」，即超越人文世界的自

我中心與偏執，回歸自然生命，展現宇宙的本然狀態。是故，魏晉之重「自

然」，不僅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亦是人類重視存在本質，以求契入道境的嚮往。 

此種對個體存在本質，以及對道境的追尋，反映於王弼哲學中，即是對

「自然」一詞的重視。究竟王弼所言「自然」有何意涵？其對「自然」如何

描述？此可就以下五點進行說明：其一，本體概念－－「天地任自然，無為

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32作為宇宙萬物之本體，可以「道」、「無」、

「自然」等形容之，本來就無固定名稱。若欲強調萬物之生化本體非有刻意

之作為，是依循事物之本然而為者，則常以「自然」形容之。其二，特質描

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33所謂「自然」

即是無具體形象可範限，亦無刻意之作為，無法以人間語言形容之，人們僅

能隱隱感受其作用。其三，理則－－「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

                                                 
29 語出《論衡．知實》，見楊寶忠：《論衡校箋》，頁841。 

30 詳細論述請參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自序〉，頁1-4。 

31 同上註，頁206-275，尤其是頁206、231。 

32 《老子‧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3。 

33 《老子‧7章》王弼注，同上註，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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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34自然作為萬物運行的理則，其

形雖不可見，然自有明晰之條理，萬物莫不由此規律以行。其四，自然而然

的狀態－－「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

何加焉？」
35此之「自然」是與人為造作相對。天生而成的部份即自然，不須

經過學習，也不須人為造作，長、短都是自然之質，都應各安其分，由此掌

握自然真義。是故，「自然」即是事物的最佳狀態，不須強加改變，因為「自

然已足，益之則憂。」
36其五，生命本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

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37盧桂珍以為王弼

所舉的四者，是指人的四種官覺及能力。其中耳、目、口三者，屬於人的外

感官，職司接收聲、色、味等外界刺激，這種能力是與生俱來的；而「心」

則當屬內感官，它可以使人因為美名榮利、馳騁畋獵等外物刺激，而產生喜

悅、希望、恐懼、悲傷等情緒，而有爭取、逃避等意欲。
38可見王弼所言「自

然之性」，並不否認生理官能層面。 

由上可見，王弼之「自然」概念，隱含本體論、存在論、工夫論（或境

界論）三層意義：其一，在本體論方面，「自然」可說是宇宙本體的內容之一，

此與《老子》所言之「道」為同質概念：若「道」不違自然就能得其性，可

以說，道的本質是自然，遵循自然也就是不違自然，具體地說，就是本於物

的自然狀態，依循自然而然的方法以成就物，在這層意義上來說，「自然」亦

是萬物的本源。其二，就存在論方面，自然而然就是事物最原始、質樸的樣

態，「不學而能者，自然也。」39不學而能即是指自然，這是生來就有的人性

                                                 
34 《老子‧1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 34。 

35 《周易．損卦》王弼注，同上註，頁421。 

36 《老子‧20章》王弼注，同上註，頁47。 

37 《老子‧12章》王弼注，同上註，頁28。 

38 盧桂珍：《王弼與郭象之聖人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頁37。 

39 《老子‧64章》王弼注，同註34，頁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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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原本質素，亦是萬物存在的最佳狀態。其三，就工夫論與境界論而

言，「因而不為，損而不施」，所說的是因循本性，讓本性自然而然地運作，

這是「自然」在方法上的必然；而經由「無為」的工夫，亦能達到無為而無

不為境界，此即「自然」在境界論上的意義。 

綜觀王弼之自然意涵，大致可從主客觀二層意涵進行觀察。40從客觀意義

來說，「自然」可說是理則、規律－－「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

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而不惑。⋯⋯故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

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
41「自然」是有規律、

有秩序的整體，這種繁而不亂的規律性，具有簡易的特徵。王弼又稱這種規

律性為「所以然之理」或「必然之理」，可說是本體（即道、自然）的體現，

沒有任何目的性的支配。
42「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

所違也。」43「自然」之作為萬物運行的規律，非憑一己之私或固執己意，完

全是隨順萬物之自然狀態，而不強加作為；而萬物只要依循自然理則，遵循

世界自然之秩序，便能達到「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44的最佳

狀態。而在主觀意義上說，「自然」亦是一種境界－－牟宗三先生以為「自然」

亦是沖虛境界所透顯之「自然」，非吾人今日所謂之自然世界或自然主義所說

之「自然」。「自然世界」之自然乃指客觀實物自身之存在言，而境界上之自

然則是指一種沖虛之意境，乃是浮在實物之上而不著於物者。故「天地任自

然」是依沖虛而觀所顯之境界上之自然。又，自然世界中之自然物，一是皆

他然者，即是相依相待而有條件者，依條件而存在。依此而言，正因皆非「自

然」，而實是他然。而境界上之自然既不著於物而指物，則自亦無物上之他然，

                                                 
40 此之謂「自然」之主客觀意涵，係參考李玲珠之說法而來，詳見氏著：《魏晉新文化運動－

－自然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頁127-132。 

41 《周易．明彖》，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591。 

42 蒙培元：《中國心性論》，頁190-191。 

43 《老子‧25章》王弼注，同註41，頁65。 

44 《周易．無妄卦》王弼注，同上註，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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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卻真正是自然。45 

當「自然」指涉形上本體時，是不可言說者，只是名號、稱謂上的託辭，

不可落於名相的言詮，僅能憑靠感覺加以認識。形上本體無形無名，「自然」

是本體境界在萬有中的一種表現方式，萬物各如其己，圓滿自足，是「天地

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
46可以說，任何生化都是隨順自然的結

果，所以自然的主觀義即朗現出在道體涵攝下，萬物存在圓滿自足的意義。

而在「自然」的境界義上，王弼不時強調「順」、「任」、「歸」對於自然的重

要，因為隨順自然才是掌握形上本體的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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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理、靜、動都是達到自然

境界的方法，殊途同歸，萬物不同的所處，以自然為依歸，各自秉持不同的

修道方法，也是自然的真實面相，擺落一切人為造作，觀照物我皆自然，各

自回歸生命的本質，即是體道的境界，故以「自然」釋境界，也是修持工夫，

由此可言「自然」的主觀義。48 

莊耀郎師師以為王弼將「無」當作超然的本體，而把「自然」當作道的

虛妙玄德，當作不為不倡的運作規律，當作自足自全的超越境界。萬物既然

依循自然規律而來，則萬物即以自然為性。所謂「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

是指任物之本質而不禁不塞，因無違於自然，故能全「道」之「無」性，由

是可知「道」的內涵即自然。而人或物之「性」乃是得之於「道」之下落分

化而成，故言「萬物以自然為性」。王弼與道家以自然為性的意義在於：其原

有一預設，即生命之本然是美好的，即所謂之「自然」狀態，一切的執著、

造作去除之後，回歸於自然的狀態，即「道法自然」所指稱最原始渾成的最

佳狀態。49可以說，王弼之性論是其本體思想在人類身上的體現。 

                                                 
45 詳細論述請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144。 

46 《老子‧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3。 

47 《老子‧1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34。 

48 詳細論述請見李玲珠：《魏晉新文化運動－－自然思潮》，頁126-130。 

49 詳細論述請見莊耀郎師師師：〈魏晉玄學的有無論〉，《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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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曉毅先生指出：王弼運用「自然」描述了許多事物，意指事物

自身的自然狀態或自然本性。「自然之智」，指如嬰兒般生而俱來的生存本能；

「自然之氣」，指氣的自然運動狀態；「自然之至言」，指真實反映萬物狀態的

質樸語言。總之，「自然」一詞就是指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即人們常識中的

那個無須解釋，也無法解釋的自然。
50所以，王弼稱之為：「自然者，無稱之

言，窮極之辭也。」應當注意的是，王弼雖強調「自然」的重要，然並非一

味反智。「智為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

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51王弼所反對的是違反自然本性的

人為智巧，並非一味要人無知，故此用「自然之智」以說明之。可見王弼之

以自然為性，並非排除其他一切人文制度，而是要求其存在必須合乎「自然」

原則，而將其收攝於「自然為性」的核心概念之下。此外，王弼除了認為人

有自然之性外，亦承認人有自然之情，「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感應

而動，則發乎聲歌。」
52此之謂「民之自然」，指的不是自然之性，而是自然

之情；而所謂「自然之情」，是指因感物而發自內心的、不加偽飾的真情。由

此可見，王弼肯定了人有自然真情存在的合理性，認為人之性與情非對立關

係，其間亦有並存的可能。然而，自然之情與自然之性之間有何聯繫，二者

何以有並存的可能，這就涉及到性情關係的討論。 

第三節  任情與任道－－性情合一而不相礙 

王弼雖以為「萬物以自然為性」，然並不因此而否認「情」的存在。大體

而言，漢魏思想家多主性情對立，以為性屬陽、為善，情屬陰、為惡，是故

                                                                                                                                       
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241。 

50 王曉毅：《王弼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57。 

51 《老子‧6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74。 

52 《論語釋疑．泰伯》王弼注，同上註，頁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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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情」之存在多持反面態度。而王弼以動靜釋性情，並在「崇本舉末」的

原則下，以為情若能符合自然，則自然之情就能與自然之性並存，達到性情

合一而不相礙。王弼何以有如此之性情觀，則須自其聖人有情說與「性其情」

說詳加觀察。 

「聖人」是名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典範，代表著知識份子嚮往的精神境

界。因此，名士常將現實生活中難以達到的種種條件，加諸於「聖人」的身

上。是故，「聖人」便成為名士最高理想境界的代表符號。而在種種「聖人」

條件的討論中，有情與無情即是爭論焦點之一，此於史書中有相關記載： 

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

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53 

可見當時對此議題的看法分為二派，二方均言聖人無累於物，但何晏、鍾會

以為聖人無情，王弼以為聖人有情。二派之說法各有其立場與論理依據，以

下先從「聖人無情說」進行討論。聖人無情之說，蓋出於聖德法天。聖人為

人倫之至，則天之德，聖人得時在位，則與寒暑同其變化，而未嘗有心於寬

猛，與四時同其推移，而未嘗有心於喜怒；聖人不在其位，固亦用之則行，

捨之則止，與時消息，亦無哀怨。是故聖人內聖外王，則天行化，用捨行藏，

順乎自然，賞罰生殺，付之天理。與天地合德，與治道同體，其動止直天道

之自然流行，而無休戚喜怒於其中，故聖人與自然為一，則純理任性而無情。

然而聖人以降則是性外有情，下焉者則縱情而不順理，上焉者亦只能以情為

理，而未嘗無情。由上可見，聖人無情說所據之理有二：其一，漢儒上承孟

荀之辨性，多主性善情惡，推至其極，則聖人純善而無惡，則可以言無情；

其二，魏晉之間自然天道觀盛行，天理純乎自然，貪欲出乎人為，推至其極，

                                                 
53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八〈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北京：中華書

局，1982年），頁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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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聖人道合自然，純乎天理，則可以言無情。54可見「聖人無情說」應當是漢

魏之間流行意見，故名士多述之。 

再者，從「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一語

看來，「聖人無情說」似以何晏之論述為重心。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鍾

會等人又繼承此種看法。然何晏之說已不可詳考，僅能根據一些材料略加推

測。首先，何晏以為：「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55性是先天所受，是先天

本有者。又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

怒當其理，不移易也。」56湯用彤先生以為：推何晏之意，聖人純乎天道，未

嘗有情；賢人以情當理，而未嘗無情；至若眾庶固亦有情，然違理而任情，

為喜怒所役使而不能自拔。
57何晏此說代表了當代關於「聖人無情說」的主要

看法，亦繼承了漢代聖人則天之德的舊義。 

有別於何晏等人之說，王弼以為聖人應當有情。王弼以為聖人在境界上

雖高於一般人，然其間亦有相同部份，即在皆有五情。王弼是自動靜以論性

情，湯用彤先生言：「心性本靜，感於物而動，則有哀樂之情。感物而動是民

之自然，因此聖人亦感物而有應，然應物則有情之不同，故遇顏子而不能不

樂，喪顏子而不能不哀，哀樂者為心性之動，即所謂情。然而，聖人雖與一

般人同有五情，但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無累於物者，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亦可謂應物而不傷。正如有以無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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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由此可見，王弼以為五情是自然的一部份，因而不能去之。那麼，聖人與一

般人同有五情，何以聖人能不累於物，則因其獨有神明之茂。王弼以為「聖

                                                 
54 此段論述係參考湯用彤：《魏晉玄學》，頁92-101。 

55 出於《論語集解．公冶長注》，請見孔穎達等正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8》，頁43。 

56 出於《論語集解．雍也注》，同上註，頁51。 

57 同註54，頁93。 

58 同上註，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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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茂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乃謂聖人智慧自備，自備者意謂不為不造而順任自

然。正因為聖人之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之道而返於無，而所謂「沖和」，意指

各種條件達到最和諧、最自然的狀態。是故，王弼以為聖人在境界之所以高

於一般人，不是因其無情，而是其具備神明，故能應物而不累於物。 

綜合上述，王弼「聖人有情」觀點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聖人有情」

否定了「性情善惡」的說法，而以「性靜情動」為根據。王弼承襲老子學說，

故自動靜言性情，而於此更有其深刻意義。為什麼聖人也有情呢？照王弼看，

因為「情」乃是人之「自然」的一部份，既是「自然」則不須去掉，聖人只

能做到「動不違理」、「應物而無累於物」，而無法除去「情」。至於為什麼「情」

乃「自然」的一部份，則因「性靜而情動」，不能只有靜而無動，故動非對靜，

而動不可廢。如果只有靜而無動，那麼就是指執著「無」而否定「有」，則「無」

這個本體就成為空洞而無用，即把「體」、「用」割裂為二，王弼要堅持「體

用如一」，則不能以「聖人無情」立論。其二，聖人既然「有情」，為什麼還

能「應物而無累於物」，「有情」而「動不違理」呢？照王弼看，這是由於聖

人「茂於人者神明」的緣故。「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之意，是指聖人「智慧自

備」、「自然已足」，所謂「自備」則非學而得，也就是說出自「自然」。由於

聖人「智慧自備」，則可順應自然，不為不造；而德合自然，故可以「應物而

無累於物」。但是，一般人在這方面則和聖人不同，不是「智慧自備」，而是

執著一偏；執著一偏，則不能無為無造而有違自然。59 

比較整理何晏與王弼之說，可得以下幾點結論：其一，在基本命題上——

何晏主聖人無情，而王弼言聖人有情，並以為聖人有情而能性其情。其二，

凡聖區別——何晏以為凡人有情而聖人無情，王弼則言凡聖之別不在情之有

無（因均感物而動），而在動之應理與否。其三，二人均言聖人無累，但何晏

以為聖人之無累是因純乎天理而無情，王弼則以為聖人性其情，故能動不違

理。其四，何晏論凡聖之別，則以為聖人無情，賢人動不違理，小人則違理

任情。王弼論聖人性其情，有情而動不違理，而小人是情其性，為情欲所累

                                                 
59 此段論述係參考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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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能自拔，而事必違理。其五，聖人雖有情，但因為聖人能「性其情」，能

「體沖和以通無」，聖人身處凡世，崇無之本、舉用之末，卻又不為人倫情欲

所左右、困擾，就這一點來看，王弼的主張是反對何晏等人「聖人無情」的

說法。 

綜合以上討論，可見王弼之「聖人有情」說有其玄學意義。其一，在體

用方面——王弼主體用如一，故動非對靜，而動不可廢。蓋言靜而無動，則

著無遺有，而本體遂空洞無用。體而無用，失其所謂體矣。王弼既知體用之

不二，故不能言靜而廢動，故聖人雖德合天地，而不能不應物而動，其論性

情是以動靜為基本觀點。60其二，在名教出於自然來說——王弼認為，如果把

聖人看成是在現實世界之外和一般人無共同處的「神人」，這樣就把聖人和一

般人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那麼聖人和一般人之間就無法溝通，也就是

說把「理想境界」和「現實社會生活」、「自然」和「名教」視為兩截。王弼

認為聖人雖有和一般人不同的一面，但在聖人和一般人之間也還有其共同的

一面，因此聖人既能「體沖和以通無」（體）又能「應物而無累於物」（用），

或者說惟其「應物而無累於物」方可「體沖和以通無」，理想境界並不在現實

生活之外，而應在現實社會之中，「名教」應當而且必然反映「自然」。61因此，

「聖人有情說」的意義是相對於「聖人無情說」來說的。言「聖人無情」，縱

使能極盡無累清明的生命理境，但凡聖之間形成各自封閉的領域，道無與物

有無法會通，自然與名教截分為二。因此，「聖人有情」說的提出，消解聖人

的神秘色彩，拉近凡聖之間的距離，更藉由聖人道體的建構，使得玄學有了

體用一如的可能，亦是儒道融合的契機。 

王弼既承認性與情有並存之可能，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性與情之間的

關係？如何使情的發動不違理？王弼是否提高性而貶抑情？都是探討的焦

點。首先，在性情關係的理解上，可由三點切入：其一，動靜－－心性本屬

靜，感於物而發動者為「情」，故「情」之發動應符合「性」。王弼以動靜釋

                                                 
60 湯用彤：《魏晉玄學》，頁102。 

61 詳細論述請參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頁37-38。 



- 76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性情關係的形上理論依據在於：萬物的宗主、本體是至靜的，萬物是變動不

居的，而靜是動的根本，動是靜的表現和作用，因此提出了性為靜、動為情，

情的發動應當符合性之靜。心性本靜，感於物而動，則有喜怒哀樂之情。「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
62感於外物而動是人的自然反應，

聖人亦不例外，但差別在於聖人之情能動於中，不為外物遷累，動而適中，

不求之無度。這就要以靜制動，以性其情，如此才能有情而不害情。因為人

之性得於天理，遵循天理而動，動不害靜，則得全性。所以要動而正，使情

合於理而性能統情；動而邪，縱情以物累其性而情則制性。情制性則為違理

的小人，性統情則動不違理而為君子。王弼承認，聖人與一般人有相同的情，

但聖人比一般人多的則是「神明」，所以能「體沖和以通無」，體道之全，故

能率性而動，動必應理，以性其情，不累於情，動靜適中，均得其宜。其二，

體用－－林麗真先生以為：依王弼看，動起於靜，相應於人性言，則是情發

自性。性與情之間的關係，就如靜之於動，不是相對關係，而是體用關係。

故性是情的本體，情是性的發用，二者一體相關，原不相礙。性靜之中，含

具情動之因；情動之中，不違性靜之儀。
63其三，本末－－若將「崇本息末」

用於討論性情關係，王弼便主張「性其情」，而反對「情其性」。林麗真先生

以為：因為「性其情」是以性為本，以情為末，符合「崇本息末」的原則。

只要在此原則下，性、情皆無違於自然，則「情」不必禁；但若本末倒置，

放任「情」以凌駕於「性」之上，變為「情其性」，則必流蕩失真，本性淪喪，

情偏於邪，不符合自然，如此違性之情，自須加以禁絕。
64可以說，王弼是從

「有以無為本」的角度強調性情合一而不相礙。 

再者，既然「情」是因感於物而發動者，人當如何使「情」的發動不違

理，此則有賴於「性其情」，王弼云： 

                                                 
62 《論語釋疑．憲問》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631。 

63 請參考林麗真：〈王弼「性其情」說析論〉，收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

安出版社，1988年），頁605。 

64 請參考林麗真：〈王弼「性其情」說析論〉，同上註，頁6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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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

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

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

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非熱，

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

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

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

善無惡則同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
65 

王弼以為「性之本」乃是與道同體的「無」，「性」只可說是自然，一個真樸

無偽的氣稟，一個寂靜玄妙的本體。若依其不具道德善惡而言，實是人人皆

同；若依其稟氣多寡而言，則是人人皆異。簡言之，性的本體原無所謂正邪

善惡。然而，當「性」開始發而為「情」時，則有正邪之別。此之所謂「正」

與「不正」，沒有道德價值的判斷意味，僅用於說明「情」的發動是否符合或

對齊於「性」的自然儀則。情動而正，則約情使合於理而性能制情；動而邪，

則久之必至縱情以物累其生而情乃制性。情制性則人為情之奴隸（為情所累）

而放其心，日流於邪僻；性制情，則感物而動，動不違理，故行為一歸於正。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性」雖非正善的本體，卻具有使「情」可以順任自然而

正常發用的本質本能。換言之，王弼所認識的性體，實在具有形而上的意義；

它不只是情「所以生」時的靜態本源，也是情「所以發」時的動態依據。因

此，所謂「性其情」，就是「以情近性」的意思。王弼用「近」字，這是個極

圓通而不板滯的柔性字眼。因「近」字含有依傍、符合、隨從、不離、不遠、

不違之意，而無強制性的統馭、管轄、指導、操控、支配之意。「性其情」，

乃指「性」以沖虛自然、因任無為的方式，使「情」依從於「性」而發出，

使其無違於「性」而暢達。由此可見，王弼之「性其情」並非以壓抑情為意，

實在求性情之合一。若僅知抑情順理而性情尚未統一，則自不能事事應禮，

                                                 
65 《論語釋疑．陽貨》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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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能保其能久行其正。66 

其實，王弼並不否認人的生理自然欲望，只是反對放縱欲望。只要「情」

的發動符合自然原則，則不須禁止、抑制；倘若發動之情違反自然之理，則

此情須以「性」作為導正的儀則，使情回歸於自然。因此，王弼之「性其情」

說有幾個要點：其一，以自然為性，故言性有濃薄，而無善惡；其二，性靜

情動，性為情之體，情為性之用。性之於情，一如靜之於動，係體用關係，

而非相對關係；其三，所謂正情，是指合於「自然無為」的狀況下所發生的

欲望，因為由自然而生，也就無善無惡；邪情的產生是因為人們讓欲望離道

而流蕩，離道也就離了天地自然之性，既然如此，也就不正而近邪；其四，

正邪善惡，概就「以情應物」之時（即「情動」之時，也就是「性」的後天

發用之時），能否「如理」、「從性」、「不違自然」而言；其五，「自然」是一

切事物的準則，符合這一準則便近善，遠離這一準則便近惡；其六，王弼主

張「性其情」，反對「情其性」，表明人當以性統情，而非縱情悖理，故「性」

的位階乃在「情」之上；其七，聖人神明茂盛，故能體無以用有，本性以運

情，以達應物而無累之境。
67 

應當注意的是，王弼雖提出「性其情」的觀點，但並不代表其有貶抑情

之用意，湯用彤先生曾就此提出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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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可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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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情皆不可偏

                                                 
66 此段論述係參考湯用彤先生及林麗真先生之說而來，詳見湯用彤：《魏晉玄學》，頁97。林

麗真：《王弼》，頁 144-149。林麗真：〈王弼「性其情」說析論〉，收於《王叔岷先生八十

壽慶論文集》，頁602-606。 

67 此之歸納王弼「性其情」的要點，其中一、二、五、六、七是參考林麗真先生之說而來，

同上註，頁608。 

68 湯用彤先生：《魏晉玄學》，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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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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強調性情合一而不相妨礙，才是王弼「性情」

關係之真意。 

第四節  守真與因性－－順任自然之性而無為 

王弼既認為萬物以自然為性，是故在「性」的工夫上，便以因順為要。

因為王弼所認定之「自然」，即是事物最渾然整全的狀態，是與生俱來而不須

外力改變者。因此，人只須持守「自然之性」，把握因順的工夫，隨任自然而

發展，便是存在的最佳狀態。是故，王弼在對「性」的工夫上，不時強調「因」、

「任」、「守」、「歸」的重要。 

王弼所說的「自然之性」，並無將生理自然之欲排除在外，其云：「夫耳、

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

也。」69盧桂珍以為：王弼以耳、目、口、心四種官能說「性」，指的是自然

生命之欲，此顯然是就形體之實展開，但王弼並不僅是限於形體或官能來說

「性」，畢竟「性」意謂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本質雖不離乎形而言，但是也不

僅僅是形；若僅是形，則質字就沒有意義可言。因此王弼最可能的說法，應

是繼承老莊「道」之分化而為「德」之說，「德」具象而為「物」，「物」之所

得「道」的精神、儀則而成「性」。人若能順此耳、目、口、心之自然而發展，

則能不傷自然之性；若過度患累耳、目、口、心，則將導致盲、聾、爽、狂

等過失。是故，此處之「順性命」，即是不傷自然之性之意。70此外，王弼還

說：「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71可見對於個人生理的調養，亦須符合自然

本性，過與不及皆傷自然，此即所謂順自然生命之性。 

                                                 
69 《老子‧12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74。 

70 盧桂珍：《王弼與郭象之聖人論》，頁37。 

71 《老子‧17章》王弼注，同註69，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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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既以「自然為性」，則如何因循自然理則以持守本真之性，亦為其性

論的重要課題。「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

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72此之五者是指善行無

轍跡、善言無瑕讁、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此或許不是實指不須工具施用，而能達到如此狀態，當是對非刻意人

為施造的形容。事物有其自然而然的樣貌，雖不須求其統一，亦不須求其立

異，正如同「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
73割制器物不須為了求

其標準相同，而違背萬物之自然本性，應當採取「因而不為，損而不施」的

原則，意即因循事物本性，讓本性自然而然地運作，可說是「自然」在方法

上的必然。「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

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74「自然」是人

的本真，所謂「無為」就是順其自然之性，而不是用所謂仁義道德之類的外

在教條來改變人的本性，若強行為之，妄加以人為的造作去改變，必然導致

失敗，因為「物之常性」無法改變，這種「常性」就是原具自然素樸的本質，

若不符合這種常性，就是殘生害性。75因此，王弼以為對於萬物的自然本性，

應當採取因順的態度，不違背自然，如此便能保持事物的本性。 

再者，王弼之強調人的作為應以不違反自然為原則，實際上亦包含不應

禁止本性之意。「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

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

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76萬物之生成雖有共同的宗主，然此宗主並不強加個

人意志於萬物之上，其面對事事物物的態度，是秉持自然無為的原則，以「不

塞其原，不禁其性」的方法化成萬物，順任萬物的自然之性發展，而不加干

                                                 
72 《老子‧27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71。 

73 《老子‧41章》王弼注，同上註，頁112。 

74 《老子‧29章》王弼注，同上註，頁77。 

75 江淑君：〈王弼、郭象玄解《論語》人性觀析論〉，收錄於《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

哲誕論文集》，頁460。 

76 《老子‧10章》王弼注，同上註，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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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此即所謂「自然無為」。因此，王弼所言之「任性」，並不是但憑己意的

刻意妄為，而是順任萬物自然之性以助成，故此「任」意涵著方式上的無為，

是隨順著生發的動能而為萬有，且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

無為意涵。 

然而，人在現實生活中，難免會有傷損自然本性的狀況發生，王弼於是

以嬰兒的原始純樸，作為生命「見素抱樸」的歸向處。「言任自然之氣，致至

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也。」
77此句意謂：若像嬰兒一

樣無欲無求，才能體現無形無名之道；若是有欲有求，就不能夠包統萬物而

無所不容。江淑君以為：依王弼人性理論而言，人性的自然源於人稟受之氣

的自然，若能如嬰兒之無欲無為，便能物全得性。正因為人性自然，不須以

任何外在的人為規範去約束，因此性是自由的、無待的。是故，聖人治理天

下，也應順任萬物的自然之性，使其得到完全的發展。既然「道性」是「自

然」，那麼「人性」也同樣是「自然」。王弼以「自然」為人的真性，「自然」

就是「素樸」就是「道」，它以「清靜無為」為特點，反對人為的造立施化。

78是故，欲使物物各全其性，則須因任自然而不違自然。而所謂因任自然、不

違自然，便是「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完全依乎自然之

規律，即於物而無所主，以暢通萬物自生、自畜、自成之根源。
79 

如何能回歸萬物之根源，此則與「靜」有關，王弼云：「歸根則靜，故曰

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80意即萬物回

復到至靜之處就得獲得了自身的本性。那麼，何謂「復」？「復者，反本之

謂也，天地必以本為心者也。」81周杏芬曾言：「萬物雖繁，皆源出於真實無

                                                 
77 《老子‧10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23。 

78 江淑君：〈王弼、郭象玄解《論語》人性觀析論〉，收錄於《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

哲誕論文集》，頁460-461。 

79 林麗真：《王弼》，頁52-53。 

80 《老子‧16章》王弼注，同註77，頁24。 

81 《周易．復卦》王弼注，同上註，頁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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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之本體，其所以能終則復始，往而無違，係因天地萬物俱循可大可久之常

道，因此如能貞定萬物之理，則可「恆通無咎」而利於正。可以說，「復」之

宗旨，即在說明天地萬物若復歸於虛靜之大本，乃得各全其性。」
82因此，「歸

根復命」即是工夫義的說明，無為的工夫即在去除一己之貪念、爭心、偏見、

執著、競尚，其目的即在以自然護持生命，同時也在保全所為所作事物價值

之純粹性
83，亦是持守生命之真性，即所謂「守真」。「守真」之「真」可說是

「樸」，「樸」又指「無」、「道」
84，而「道」與「無」又屬「靜」，因此，「守

真」意指回歸萬物之本然狀態，即是回復於至靜。 

既然「靜」是萬物根源的狀態，則其作用為何？王弼云：「以此推之，則

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

也。」85靜之於動，是一種導引、歸返的作用，並不是靜對動持有一種硬性的

主宰與控制的權力與地位。靜具有導引的作用，類似於「道」生化萬物的原

則，即不禁不塞的「不生之生」，是一種以因順為本質，默默地導引，復歸於

虛靜之本。顯然王弼以為萬物回復到至靜，就同時獲得真常的本性。而在清

靜、守真的工夫上，聖人之行事最符合此種標準。人性本靜，稟受天理，聖

人有感於物循理而動，則情役於理，而全生無累。然就其無累之本在乎循理，

循理在乎智慧之朗照。故由王弼之意測之，則聖人茂於神明，亦即應物而無

累於物之源由。聖人體道之全，以無為心，故大明乎終始之道；大明乎終始

之道，謂無幽不照，無理不格，故能率性而動，動必應理，用行捨藏，生殺

予奪，均得其宜，即所謂正其性、守其真。 

「因性」、「守真」不僅是宇宙根源施於萬物的作用原則，更是聖人治世

應當奉行的準則。王弼云：「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

                                                 
82 周杏芬：〈試探聖人「有情」與「無情」之義－－以何晏、王弼之說為例〉，《中國文化月刊》

（1995年2月），頁119。 

83 莊耀郎師師：〈魏晉玄學的有無論〉，《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頁257。 

84 此之謂「真」的意義，是依據樓宇烈之註解而來，請見氏著：《王弼集校釋》，頁10、24。 

85 《老子‧45章》王弼注，同上註，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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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86湯用彤先生以為：王弼談治，以因為主。「因而

不為」，《老子注》中所數言。然其所謂因者，非謂因襲前王，而在順乎自然。

其所謂因者，因自然之理，以全民之性。理有大常，道有大致。修其常，順

其理，則得治之方，致治之方。然而，王弼雖順道家之自然，亦不毀儒家之

名教，因名教有禮法之防，可見王弼未嘗毀棄分位法制。而王弼所謂禮之本

意，謂仁義禮敬均須統以自然無為。是故王弼論政雖奉自然，然非徒以放縱

為事，亦未廢儒教之禮樂
87，此即其「名教出於自然」的用意。 

此外，聖人不僅治世採取「因性」、「守真」的原則，其於自身應物亦是

如此。聖人與凡人皆感物而動情，然聖人之情的發動合乎自然之理，故不須

自絕於事物之外，只要排除事物對神明的干擾，就能夠達到與道同體的境界。

在王弼的思想中，本體不能夠脫離末有而獨立存在，神明之性只有依賴於五

情才得以體現。王弼曾說：「聖人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

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88聖人能夠

通達無稱之言、窮極之辭的自然之性，又能夠窮極變化多端的萬物之情，聖

人能夠把性情集於一體，因而聖人不脫離萬物，能夠與之感應而有喜、怒、

哀、樂、欲的自然之情。而在治世上，聖人秉持「因而不為」、「順而不施」

的原則，才能使百姓自然發展，進而達到無為而治。 

由上可見，因為王弼以為「道」是全、是一，而「性」僅是分、是多；

因為萬物之性是根源於自然而來，其後天發展或行事亦應以「自然」為原則。

在王弼看來，事物的性質是自然而然地客觀存在著，對這種不可改變的「常

性」、「自然之性」，只能順應而不可有其他作為。宇宙本體的最大功蹟就在於

它除了順應是物的自然之性外，沒有其他任何作為，其結果是真正成全了萬

物之性，而不留任何作用的痕跡。然而，人往往在後天繁衍出許多不是「自

然之性」的東西，而障礙了「性」的發顯。因此，必須時時以自然為法則，

                                                 
86 《老子‧36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89。 

87 詳細論述請見湯用彤：〈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收錄於氏著：《魏晉玄學》，頁123-125。 

88 《老子‧29章》王弼注，同註86，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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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回復「性」的自然狀態，並且回復的工夫，必須是以「可因而不可為，

可通而不可執」的方式為原則；若不是以自然為基礎的「為」，都是虛矯造作，

都會使生命流於外馳，無法回歸素樸本真。是故，欲使外馳之生命回歸本真，

則須以「守真」、「因性」為工夫，順任事物的自然發展，不留任何刻意之痕

跡。如此，才能使萬物各全其自然之性，即尊重各個事物原有的統一性，使

萬物回到最渾然整全的自然狀態。 

總結以上討論，可見王弼論性之核心概念在於「自然為性」。首先，性的

本體根源在「無」（或稱「道」、「自然」），「性」是得之於「道」的分化，因

而與「道」的質性相同，皆為無善無惡的質樸本體；然當「性」具實於個體

生命時，則由氣稟之多寡、濃薄，而有了自然如己的個體差異，此為王弼性

論的理論依據；其次，王弼之「自然」兼含理則與境界之意，亦包括自然之

性與自然之情；再者，在性情關係中，性與情並非排斥而對立，其「性其情」

是認為情偽之動應當本乎至自然之性而發，強調性情應是合一而不相礙；最

後，因為萬物以自然為性，因此後天之行亦應以「自然」為原則，採取「因

性」、「守真」的工夫與態度，維持事物最渾然整全的狀態。因此，王弼之性

論是以「自然為性」作為核心概念，意在凸顯自然素樸的本性，亦在保全萬

物的最佳存在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