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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郭象－－「物各有性」 

先前提到，魏晉人不但於現實生活中表現超脫世俗格套之常行，其於學

術思想重視「自然之性」，強調人應保全生命本然的狀態；發展至西晉，更有

郭象（約西元252－312年）之「物各有性」說法，強調物物各有其性分所趨，

其重個性與獨性之思想更加強烈。郭象思想以「獨化」為重心，其對於「性」

之討論亦豐富而多樣。綜觀郭象《莊子注》，「性」字出現次數多達271次1，

相關複合詞有：「性命」、「性分」、「任性」、「適性」、「足性」、「天性」、「真性」、

「本性」、「率性」、「傷性」、「小人之性」、「天下之性」等，豐富而多樣，可

見「性」一字在郭象思想的重要。郭象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時代需要而解釋

「性」，形成其特有之論性：既肯定聖人之逍遙，亦肯定平民之逍遙；既說性

不可改易，又說性可學成，無論是當權者或平民、出仕者或隱士，皆可從中

獲得自身存在的理論依據，使得郭象之說風行當代，獨領風騷。 

郭象論性以「物各有性」為核心概念，認為萬物之性各有不同，各有定

限，獨特而不可取代。然生於大千世界，性雖內在本有而不可改易，但許多

外在動作會對「性」產生影響：若能率性而動，自適其性，則能各達逍遙之

境；若是強加作為，妄在性分之外追求，則將導致失性。此外，因為人常不

能「率性」而為，以致喪失「本性」，使得學習成為必要。然學習之作用必須

在「性不可改易」的前提下運作，因此學習雖對性有引導、啟發之功，但不

能增益本無之性或減損本有之性，是故學習只能在性分之內產生作用。可見，

郭象除肯定萬物之性的獨特外，也承認「性各有極」，各有不可超越的定限。

了解這一點，萬物應積極發揮性分所趨，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最高價值。由此

                                                 
1 《莊子注》出現之「性」字，除一次於序文外，其餘皆在《莊子注》之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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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郭象論性之核心概念在於「物各有性」，而其有關性分、性命、適性、

逍遙等說法，亦是在「物各有性」的前提下展開。職是之故，文下便以「物

各有性」作為核心概念，兼及其他相關說法，探討郭象之性論。 

第一節  自生與自造－－存在即多樣的獨化觀 

在魏晉玄學關於「有無本末之辨」中，王弼之「有以無為本」可說是貴

無一派的代表，而郭象之重視現實存在物，並將物之自身視為本體者，則接

近於崇有一派的意見。郭象玄學理論架構的基礎在於「獨化」觀點，故欲討

論郭象之性，則不能不對「獨化」之說有所認識，因為其「物各有性」正是

此觀點的延伸。 

中國思想家大多承認萬物之生成是由造物者而來，且物與物之間相互影

響。先秦道家重視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問題，認為宇宙萬有的本源是「道」

或「自然」，以為造物者創生萬物，且變化皆順應「自然」，並不是全由自己

決定變化的狀態。換句話說，物之生是由造物者決定，後天的變化又必須依

恃、順應「自然」理則，而非由「我」來決定。因為承認宇宙之本源，故道

家所面對的第一個課題是：萬物到底從何而來？老子以為宇宙萬物的本源是

「道」，其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老子以為宇宙的生

成是由「道」為起始，經過種種程序而化成萬物。在老子看來，萬物生成是

有造物者作為本源，而不是莫名其妙就有了人或物。莊子的看法大致和老子

相同。魏晉時代道家再度興盛，王弼發揮老子思想，亦承認萬物之生成背後

有一造物者。關於這個造物者，老子說是「道」，而王弼則說是「無」，其云：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3王弼以為天地萬物的生

成，都統攝於「無」這個根本，而此「無」具有萬物本體的概念。王弼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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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子‧40章》王弼注，同上註，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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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將宇宙萬物之生成全歸於「無」，認為「有」是依賴「無」而存在。

可以說，面對宇宙本源的問題，中國思想家多是承認造物者之存在，並肯定

其作為萬物主宰的事實。 

郭象不贊成此種萬物本源與生成的看法，因而提出「獨化」思想加以推

翻，形成一套完整且有系統的萬物生成觀，構成一幅不同以往的世界圖像。

道家始祖老莊以至於王弼，皆以「道」或「無」為宇宙創生者，承認萬物背

後有一造物者；其後向秀勇於挑戰前人，提出「自生」、「自化」之說，但仍

承認背後有一主宰者4，說法不夠全面；到了郭象，除了吸收向秀「自生」、「自

化」的說法之外，更進一步否定造物者的存在，以為正因為無造物者生物，

更能證明物自生的說法。郭象「物各獨化」的世界圖像除了「自生」、「自造」

外，更提出「自性」、「獨化」之說，說明物之生非由造物者，且其變化是由

自性決定，並不依恃任何外在條件，而此種現象正是所謂「自然」。「獨化論」

首先否定造物者的存在，而後說明萬物的生生化化是由「自性」主宰，不假

外力，試圖將萬物之本體從造物者歸於自身，即不承認造物者作為本體的說

法。 

郭象對造物者的否定，在中國思想史上可謂石破天驚，不但要挑戰前人

成說，更要建立一己關於萬物本體與生成的理論，此工作並不容易，因而郭

象先舉世人習以為常的例子，試圖打破人們既有的觀念，其云：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是

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

                                                 
4 《列子．天瑞》「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注引向秀注云：「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

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吾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

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

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請見張湛注、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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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

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5 

郭象以罔兩和景為喻，指出長久以來世人所認為萬物依賴造物者而生的關

係。世人以為：造物者創生萬物，萬物有形體，所以產生影子，又因為有影

子，罔兩才能產生，因此形成所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的關

係。也就是說，罔兩的產生是由於先有景存在，即「罔兩依景而存在」，而郭

象以為罔兩和景是同時產生，並沒有誰先誰後，二者並無「相待」的關係。

郭象運用罔兩和景為喻，先打破世人對「造物者－形－景－罔兩」之間相生

相待的關係，而後突出「自生」、「自造」的概念。可見在郭象思維中，因為

沒有所謂造物者的存在，所以萬物之創生並不依賴造物者，同時也沒有誰依

賴誰而生的關係。 

郭象對造物者加以否定，除了以罔兩和景為喻，還將物之生成作一推衍，

把其他可能被視為創生萬物的源頭，如：陰陽、自然、至道、無等一併否定，

主要說明萬物並不是由外於己的任何事物所生，其云：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

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

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

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6 

郭象將世人所認為之萬物生成情形進行整理，發現陰陽也常被視為萬物創生

者之一，因此，郭象亦將陰陽視為「物」之一，改造世人對陰陽的認知。郭

象之推論為：假定陰陽是先物而生，可是陰陽也是物，所以此假設並不成立；

假定自然比陰陽先生，而「自然」是萬物自然而然的情形，並不是創生萬物

的根源；若又說「至道」先物而生，可是「至道」又是「無」，「無」就是什

                                                 
5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12。 

6 《莊子‧知北遊》郭象注，同上註，頁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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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沒有，怎麼可能生出物？那麼，先物而生的到底是什麼？郭象以為，若

言物是由造物者所生，則又要追究物者是從何而來？如此一直推論下去會沒

完沒了。因此，郭象不去討論造物者的問題，著重討論現有物之存在、變化

等情形，亦是一進步思想。由此可見，郭象藉著對可能造物根源的否定，首

先試圖鬆動世人既有的宇宙本源觀念，破壞前人固有之說，而後說明己說之

合法性，以建立其「獨化」新說。 

在鬆動前人的既定觀念後，郭象必須重新定義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並建

立其間的關係，而其中又以「有」、「無」概念最為要緊。簡言之，在郭象理

論中，「無」就是什麼都沒有，而「有」指萬有、群有，即郭象把一切事物都

稱為「有」，就是所謂「存在著的」都是「有」。7郭象說：「夫莊老之所以屢稱

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

生乎？」8郭象抽換了老莊賦予「無」的意涵與概念：老莊以「無」為萬物生

成之本源，郭象加以否定，以為老莊稱「無」的原因在於了解萬物自生，並

不是由造物者創生萬物。因此，老莊的「無」在郭象詮釋中，成了萬物自生

而無造物者生物的描述，形成指涉理論層次的差異。再者，郭象亦反對王弼

把「無」說成是統攝天地萬物生成、變化的共同本體，因而將「無」改造成

是什麼都沒有，即將哲學概念的「無」抽換為普通概念的「無」，其云：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

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

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

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9 

                                                 
7 此處關於「有」之說法，係參考湯一介先生之說而來，詳見氏著：《郭象》（臺北：東大圖

書公司，1999年），頁120。 

8 《莊子‧在宥》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381。 

9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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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郭象認為所界定的「無」就是什麼都沒有，如湯一介先生所言：「『無』

就是『不存在』，『不存在』的東西怎麼能產生『存在』（有）的東西呢？『有』

就是『萬有』或者說就是一切存在物。『無』既然是無，就不能生『有』；至

於『有』，如果它還沒有存在，那它也不能產生什麼東西。這就是說，如果把

一超越的、抽象的『有』作為生生者，同樣會導致肯定造物者的結果。郭象

把『無』看作是『虛無』，是真正的『零』，這就根本上取消了『無』作為造

物者的地位和作為『有』存在的超越性的根據。」
10是故，郭象只承認「有」，

「有」是唯一的存在，可以說，「有」是郭象哲學體系中的最基本概念。 

既然否定所有造物者作為宇宙本源的可能，那麼，各個存在物就是以自

身為本體，即沒有外於自己的本體存在，此在郭象思想體系是合理的推論。

郭象否定造物者生物之說，那麼，萬物又是從何而來呢？即「自生」、「自造」。

郭象既認為「無」就是什麼都沒有，既然是什麼都沒有，就不能生出有；如

果說，萬物是因「有」而生，那麼，在還沒有「有」之前，物又是從何而來

的呢？因此，郭象將萬物之生成歸因於「塊然而自生」，以切斷世人以為物我

相生的關係。萬物都是無為而自生，沒有所謂造物者，萬物皆為自生自長，「故

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11萬物的

創造都是自己決定，因此並沒有所謂「相待」的關係，這就是郭象在〈莊子

注序〉所言：「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12 事物根據其「自性」

而存在，而其「自性」只能是「自生」的；如果其「自性」不是「自生」的，

而是其他事物所給與的，推求下去勢必又得承認造物者或本體之無。所以「自

生」這一概念，在郭象哲學體系中十分重要。 

前面提到，郭象「獨化」是建立在向秀「自生」、「自化」的基礎上而來，

那麼，郭象之「獨化」意涵究竟為何？其理論獨特處何在？其較向秀進步者

又為何？都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向秀之「自化」，也是指萬物之變化由己，

                                                 
10 湯一介：《郭象》，頁60。 

11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同註9，頁112。 

12 〈莊子注序〉，同上註，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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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又為何要創造「獨化」一詞加以區別？向秀的「自化」雖是指變化由自

己決定，但在細節處仍無法擺脫前人影響，因而形成「自化」說不甚完備。

郭象注意到這點，因此於提出理論時，首先否定造物者，而後再說「自生」、

「自性」、「獨化」。可見，郭象理論重在「獨」字，強調萬物之變化是由自己

決定，並不依恃造物者或其他外在條件，因此，在對萬物變化由己並否定造

物者這一點上看，郭象之說法較向秀緊密。 

再者，郭象所謂「獨化」之意涵為何？簡言之，郭象以為每個事物皆有

其「自性」，其變化之情形自然不同，都是依自性而變化，郭象把這種萬物自

我主宰變化的情形稱為「獨化」。也就是說，天地間一切事物都是獨自生成變

化，沒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其云：「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

堀然自得而獨化也。」13事物之存在，既不依賴外在條件，也不是自己刻意所

能追求，是獨立生生化化而成。郭象認為「無」就是什麼都沒有，故「無」

不能生「有」，而「有」也不能為生，萬物是各依其性以發展變化，而非取決

於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因素。世間之「萬有」是「塊然而自生」，每一物的存在

都是為它自己而存在，而不是為其他任何一物，亦不是直接由萬於自身的任

何物造成的。只要有一定的條件或環境出現了，一定的物就必然產生，其產

生是偶然的、忽然之中變化的，不是刻意為之的，即「堀然自我而獨化」。 

「獨化」的主要含義是：天地間任何事物的生成變化，外不依恃「道」，

內不由於己，都是無原因、無根據的。萬物雖共同生存於天地間，相互之間

在表面上好像有關聯，但在實際上沒有任何內在聯繫，「萬物雖聚而共成乎

天，而皆曆然莫不獨見矣」。事物各自「獨化」，相互間沒有轉化的關係，「夫

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死是人生之大事，有生必有死，這是

世間之客觀現象，郭象認為「死」亦是由於獨化，而不是生者把「死」創造

出來，「生」也是由於獨化。郭象不僅說萬物獨化，還把生與死納入獨化，形

成「生與死各自成體」，二者並無關聯。因此，「獨化」不但是說「有」不待

「無」，「無」亦不待「有」，「無」不能生「有」，「有」亦不能生「有」。所以

                                                 
13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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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獨化」意指萬物皆是獨自變化，是「自生」說的進一步引申，也是「物

各自造」理論的邏輯推衍的結果。因為個別具體的事物是「忽爾自然」、「欻

然自生」，無須依存於任何自身以外的事物或力量，「獨化」論更清楚地將物

自身的「有」作為唯一存在。 

郭象不但說「獨化」，還說「獨化於玄冥之境」，此又當如何理解？戴璉

璋先生以為：所謂「玄冥之境」，是在玄同、渾然的情況中任其性分，即冥默

無有而又無妙不出的境界；是循自然之理而直往所獲致的，人們任性直通，

安於所遇，無休戚，無情偽，與時世為一，同天人，齊萬致，都是循自然之

理而直往，都是冥的工夫，也都可以呈現冥然的境界。14郭象認為「萬物雖聚

而共成乎天」，整個宇宙是和諧的協調的整體，天下莫不相與相助，彼此相因。

各個事物無不都是無待而獨化的，然而它們之間又有著唇亡則齒寒的關係。

這就是無待的待，無聯繫的聯繫，萬物自生、自有，獨化於玄冥之境。「獨化

於玄冥」即指獨化於深遠暗合之中，而這種深遠暗合之所以產生，是誰也沒

法了解的。宇宙的和諧是一種神秘的不可認知的必然性，而世界的一切，又

是這種必然性所支配的，因此人們只能對此玄冥的和諧順應任之。每個具體

的事物然都按照自己特有的性分而獨化，但並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涉，而

是構成一種協同關係，在玄冥之境中得到統一，創造出整體性的和諧。 

在說明獨化之理後，郭象將之歸於「無待」，以為「無待」最能闡明獨化

之義。所謂「獨化」，是任何是物的生生化化都是獨立自足的，因此「無待」

是絕對的。如果要去追問事物生生化化的原因和根據，表面上看來可以無窮

無盡地追問下去，但追問到最後只能得出「無待」的結論，所以郭象說：「若

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15所謂「無待」，簡而言之，指不依恃任何條件、原因，運用於萬物生成上，

表示從產生、變化到死亡，不依恃任何外在因素，一切由自己決定。 

                                                 
14 戴璉璋：〈郭象的自生說與玄冥論〉，《中國文哲研究期刊》第七期（1995年9月），頁67-74。 

15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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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以為「無待」最能闡明獨化之義，而這種萬物由「自生」而「獨化」

的情況，郭象稱之為「自然」，其云：「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

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跡，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
16世人

以為世間萬物各有各的樣貌，好像有一個主宰來決定，其實不然。郭象以為，

若言主宰決定萬物趣舍，則應該有所謂主宰存在，但若真要尋找，又找不到，

可見沒有所謂主宰，更不用說是主宰決定萬物趣舍，因為主宰根本不存在。

由此可見，萬物樣貌各有不同，全由自己決定，這是一種「自然」，並不是

由自己以外的物來決定。在此，郭象改變先秦以來道家對「自然」一詞的定

義。「自然」在老莊來說，相對於「人為」的造作，老子說：「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7人的一切作為不可違反自然，凡事皆要順應自

然而行，意即「自然」為人世間的最高依據。而郭象所認定的「自然」是「自

然而然」、「自己而然」，萬物之生既無造物者來決定，因此變化也當然是

由自己主宰，並沒有任何外力能夠加以干涉，郭象將萬物這種自生、獨化的

情形稱作「自然」。郭象不僅從正面說明沒有所謂「造物者」，亦從反面推

論若真有造物者的情形該是如何，而後再將這些假設一一推翻，因此得出「沒

有造物者」的結論。「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

皆忽然而自爾也。」
18郭象認為：既然已知沒有造物者，而物又不能生物，可

知萬物是自生、獨化，這是一種「自然」的情況，正是郭象所言：「⋯⋯自然

者，不為而自然者也。」19 

不過，郭象之「獨化」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是「相因」，其云：「卓爾，

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20縱使郭象將「物各獨化」的

世界圖像描述得如此詳細，理論體系可稱完備，但於討論「獨化」時，亦有

                                                 
16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同上註，頁56。 

17 《老子‧25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65。 

18 《莊子‧知北遊》郭象注，同註15，頁754。 

19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同上註，頁20。 

20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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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因」之說。郭象既言「獨化」，照理說，物與物之間應無任何關聯，但又

說「相因」，形成「獨化」說不足之處。因為「相因」表示物與物之間仍有關

聯，亦是有所依恃。不過，筆者以為思想再嚴密的哲學家，其用詞也無法百

分之百完美，因此，此可視為思想家用詞不夠嚴密。又或者，郭象雖創「獨

化」說，但仍無法擺脫現有存在物彼此互相影響的情況，因而提出「相因」，

正如音符雖可獨立存在，但組成樂章時，亦要考慮各個音符在演奏時仍須和

諧；生存於世界的人或物亦然，個別的人或物是由「自生」而來，各具「自

性」，各自「獨化」，但萬物畢竟要共同生存於同一世界，除了個別自性外，

也要考慮與他物的和諧性。 

是故，關於郭象之「相因」，較符合其理論統一性的解釋是：「相因之功」

並不是造物者有意的安排，而是由各個具體事物獨化所自然形成的。表面上

看來，各個具體事物都是自為，以自我的性分為軸心，既不依賴外在的條件，

也不必關心周圍的事物，整個世界呈現出一幅絕對多元化的紊亂不堪的狀

態，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就在各個具體事物的自為之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相為的作用，這種「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的關係，就把整個世界

組成為一個普遍聯繫的有機的統一整體。因此，郭象高度贊揚「相因之功」，

並且指出由獨化必然通向玄冥之境，即由個體的和諧達到整體的和諧。21因

此，萬物存在雖有「相因」的情況，不過仍須統於「獨化」之下，因為「獨

化」才是萬物生成的最高原則。是故，「相因」仍須符合「獨化」，表示「相

因」不可凌駕於「獨化」之上，因為世界萬物之生成變化是以「獨化」為最

高原則，任何事物皆無例外。 

                                                 
21 此「相因」之解釋，係參考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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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性與殊性－－萬物之性各有殊異 

郭象玄學體系以「獨化」中心，以為萬物之生成變化非由造物者主宰，

是由自身質素決定，而此重要的決定因素，郭象稱之為「自性」。此種「自性」

不必人人皆同，亦不須刻意求異，其呈現於存在物之形式，全是出於「自然」。

由此看來，郭象之所言「自性」，與魏晉「才性之辨」相關。「才性之辨」主

要在探討才與性的涵義以及操性與才能的關係，初期是因政治選舉之用，自

晉以後漸漸成為學術論辯的主題。「才性之辨」所重視者，在於人之才能、特

質、風度、性情、容貌等，強調人之所以自別於他人的特質。此種辯論精神

用之於學術，則是對人類存在本質的重視，藉以體現人類的存在價值。唐君

毅先生曾以為魏晉論性重在「個性」、「我性」、「獨性」，正是此種學術特質的

形容，而這種學術精神又以郭象思想最為明顯。郭象本體思想以「獨化」中

心，強調萬物不為造物者主宰的意義，又說物皆有其「自性」，其重要意義在

挺立人類之主體，可說是魏晉玄學重「個性」精神之極致。 

郭象這種重視「個性」、「獨性」的精神，只要從其《莊子注》中可清楚

看到，以下便以〈騈拇〉為比較。《莊子．騈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

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

哉！而非道德之正也。」22莊子於此段文字中，是將「駢拇枝指」、「附贅縣疣」

與「多方乎仁義」相比，以言其或為侈於性，或非道德之正者。侈者，猶言

皆對生命之性之自然，為多餘之物。然郭象注云：「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

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

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

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

                                                 
22 《莊子‧駢姆》，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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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23其以獨駢為性，而欲任之，此則因郭象重物之

獨性。再者，《莊子》中孔子觀於呂梁的故事24，是就人之所安以為性，初不

重：所安者在水不在水，此性亦非專指一安水之性而言，而郭象注云：「此章

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

何往而不通也！」
25郭象之意，蓋謂生陵安陵，長水安水，即見人之所偏能，

而此所偏能之所在，即人之故與性之所在。郭象於此插入「偏能」之概念，

以釋莊子所謂性之初無偏能之意者，此即因郭象特重特殊性、個性、「自性」

之故。
26 

所謂某一事物的「性」（自性）、「本性」、「性分」等，在郭象看來，都是

指某一事物之成為某一事物者，也就是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內在素質（天

然如此的素質）。郭象認為世間萬物的產生是「自生」、「自造」，並不是由造

物者所創生，後天變化亦由自己決定，並不依恃任何外在條件；物既「自生」、

「自造」，其內在之性當然各有不同，是每個物所特有，此即所謂「物各有性」。

既然每個物皆有其「自性」，其變化之情形自然不同，都是以「自性」為依據。

郭象提出「自性」這一概念，是為從「物」自身找其存在的根據，但是每一

事物的「自性」的內容如何，則由郭象來規定。例如在〈馬蹄〉中，郭象以

為：「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

也。」27莊子以界定馬之真性在於生理需求，因此以為伯樂對馬的種種訓練、

裝飾等，都是強加在馬身上的東西，以致於馬因是而死，這是由於違反馬的

真性所致。而郭象卻云：「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

                                                 
23 《莊子‧駢姆》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312。 

24 《莊子‧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

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同上註，頁656。 

25 同上註。 

26 詳細論述請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頁176-177。 

27 同註23，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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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

雖則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28照郭象看，馬的本性不僅僅像莊子所說的那樣只是「齕草飲水，翹足而陸」，

而更在於讓人騎乘。善御者只要根據不同的馬的能力去駕馭它，能日行八百

的就讓它日行八百，能跑多遠的就讓它跑多遠，這就叫「盡其能」，這才是馬

的真性；如果此馬能日行千里，而不讓牠日行千里，甚至「放而不乘」，那反

而不是馬的「自性」，對馬來說反而是「傷性」。由此可見，郭象把他為事物

所規定的「自性」說成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因此是不能改變的。 

為符合「物各有性」之旨，郭象創造許多性的種類，如：「萬物之性」、「小

人之性」、「自然之性」、「天下之性」、「垂拱之性」、「民物之性」、「天之性」、

「民性」、「馬性」等，將性之討論遍及人以外之物。其言「萬物之性」重在

說明萬物內在之「性」本就存在差異，無法齊同，因而有表現於外有大小、

高低、美醜、壽夭之別，但在價值上等同，不必互相羨慕。既然萬物各有其

性，只要順應其性而為即可，若是作外於「性」之追求，就是「捨棄」萬物

之性，違背本來之性；「小人之性」重在亂邦而言，「天之性」意指好靜而不

躁動，「馬性」本就供人騎乘，「天下之性」、「垂拱之性」、「民物之性」、「民

性」則與政治有關，「自然之性」重在順應自然，不以外在人為造作干擾。可

惜郭象對上述之「性」多匆匆帶過而未深入說明，所重仍在「人之性」。 

郭象將「仁義」視為人性之內涵，「夫仁義者，人之性也。」29莊子將仁

義道德等封建名教看作是束縛、傷害人類自然本性的東西，因此若想恢復人

的自然本性，達到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就必須「絕仁棄義」，徹底擺脫仁

義道德的束縛。而郭象反對把仁義說成是外於人性之物，以為：「夫仁義自

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30以為仁義既是人性本有，雖不必向外追求所謂

                                                 
28 《莊子‧馬蹄》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333。 

29 《莊子‧天運》郭象注，同上註，頁519。 

30 《莊子‧駢拇》郭象注，同上註，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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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義行為，亦不須拋棄本有的仁義之性；如果只知到本性之外去追求仁義，

「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31因此，對待仁義的最適當

態度，即是任其自然而由本性中發揮仁義。仁義既在本性之中，因而服從仁

義當然也就是合乎本性，郭象以牛馬為喻：「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

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32郭象反對名教與自然對

立之說，認為名教完全合於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自然發揮也一定符合名

教，因而提出仁義等道德規範就在人的本性之中，把封建仁義道德歸結為人

的本性中所固有者，把服從封建名教與順從人的自然本性統一起來，即所謂

「名教即自然」。 

除了將「仁義」視為人的本性內涵外，郭象還將一般人和聖人之性加以

區別，特別標舉「聖人之性」。郭象認為，聖人就是人間帝王，其行為最高標

準即是所謂「游外宏內」。游外是指心理上猶如閒居山林一樣逍遙自在，宏內

即指從事朝政。聖人之性就是作天下最高統治者，雖然忙於世務，然心理上

卻淡然自若，逍遙自得，猶如處於山林之中，因為俯仰萬機正是聖人自足其

性的表現，足性則逍遙。此外，郭象還認為聖人不可由學而至，因為決定是

否成聖的條件並不在於學，而在於「性」，一般人本身不具成聖之性，縱使透

過學習仍無法違背「本性」。從「物各有性」的立場來看，聖人參與政事、俯

仰萬機，是其性本應如此。郭象的「聖人之性」，在西晉不僅反應了郭象這樣

一批原來為隱逸的士人，既要參與朝政又要自標清高的思想，同時也正符合

西晉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的需要，一面依勢把持朝政，又要自標清高，郭象之

說正好合於當權者之需求，故深受時人歡迎。 

經過上述分析，可知「物各有性」之說包含四層含意：1. 萬物所稟之性

即是郭象所謂「自性」，又可稱為「真性」、「本性」、「天性」，這不是由外於

己的任何物所賦予我，而是在「自生」、「自造」中獲得，即在萬物產生的同

時，其「性」就已決定，這可稱為「自性」。2. 萬物所受之「性」具有各自獨

                                                 
31 《莊子‧馬蹄》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337。 

32 《莊子‧秋水》郭象注，同上註，頁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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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之處，每一物皆有區別於他物的特性，即萬物之性是各不相同的。3. 承上，

因每一物皆有各自的特殊性，沒有絕對的貴賤之分，故「物各有性」蘊含不

可取代的意義。4. 學習對「性」雖有引導作用，但必須本有其質，學習並不

能增益「天性」本無之物。郭象雖用「天性」一詞，然其中意涵已被轉換。

前人所言「天性」，意指與生俱來之性，而人是由天或造物者所生，此「性」

是天所賦予我者，將人性的最終根源歸結於天。而郭象對「天性」的詮解是

順著告子「生之謂性」、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的看法而來，屬於自然

意涵的人性論。 

郭象云：「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33、「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34郭象特別強調「性」是人與生俱來、

自然而有的本質，非由社會文化習染而成，故曰：「自外入者，大人之化；

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35。因為否定造物者生物，強調物物自生、自造，故

此「性」雖是與生俱來，但非由外在「天」所賦予，強調本來就有，非由外

爍，可見郭象縱使有「天性」之說，也沒有違背自生、自造的看法。世間存

在各形各樣的萬物，其表現於外的生命型態不盡相同，鳶飛戾天，魚游入海，

每個物所具有之「性」各異。郭象藉由觀察客觀世界型態，看到萬物生命表

現方式不同，因而提出「物各有性」，強調萬物之性各不相同，正如世間有高

矮美醜，各有各的存在價值，無法互相取代。 

再者，「物各有性」之說有積極與消極兩面。積極的說，萬物因各有各的

自性，縱使在客觀成就上知道他比我好，也不必強求，因為「物各有性」，每

個物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各有各的存在價值，誰也不必羨慕誰。當然，這

並不是要每個人停下腳步，留滯於現狀，人們仍要追求進步。然而，現實中

有許多狀況是人所無力改變者，如：同樣的努力，有人為高官，有人卻平凡

依舊，在這樣的狀況下，如要此人繼續汲汲營營，這就太沉重，因為有些事

                                                 
33 《莊子‧山木》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694。 

34 《莊子‧則陽》郭象注，同上註，頁881。 

35 同上註，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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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努力所能超越。若努力而無法改變，就接受「物各有性」，不必去欣羨。

然此說亦容易為墮落者所利用，不求進步、不求突破者，則以「物各有性」

為藉口，安於現狀，此又為「物各有性」的消極意義。 

在中國論性史上，郭象「物各有性」之說有其特殊處。孟子雖以「性」

區分人、禽，但只是用以區隔，並不重視、討論禽之性，甚至有貶抑之意；

而將「性」分等者：董仲舒論性分三等、荀悅分九品、劉劭分為十二材性，

所論皆以人為中心，並無將其他物之性當作討論對象。而郭象點出「物各有

性」，承認萬物之性各不相同，亦即萬物與其稟受之「性」數量相等，除了人

具有性之外，亦有所謂「萬物之性」、「小人之性」、「自然之性」、「天下之性」、

「垂拱之性」、「民物之性」、「民性」等，性的種類大增。前人因認為萬物是

由造物者所生，因此萬物之性的根源同一，因而論性時，著重其共同點，或

以為性是同一的：性善、性惡，或分二等、三等，總有固定數量。而「物各

有性」因有「自生」、「自造」的理論基礎，既然沒有一個共同的根源，故萬

物之性也不必要求一定相同，故「物各有性」自有其理論基礎，符合郭象對

宇宙生成之推衍與本體之意義。 

第三節  性分與性命－－性的限制義與命定義 

在郭象論性中，命定義與限制義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性」是自生自有

而來，天生即決定，有著不得不然的特點，因而郭象將之與「命」結合。「命」

在先秦時期即已和「性」的觀念相結合，郭象也將「性」與「命」合論，但

其所著重在「性」的自然而然，非後天「我」所能改變，以突顯性的命定義，

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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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

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

皆非我也，理之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36 

人一生的各種活動，從行止坐臥等生理行為到動靜趨捨的心理活動等精神特

質，以及後天富貴顯達，遇與不遇，凡此種種現象俱為人生而既有的本然之

理，是自生早已決定，並非後天希冀所能改變，妄生變易之心，即是不明性

命之理，違逆自然原則，「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

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37性命有其本然一定之理，無物不然。因此，知命者

對於人生中所遭逢的死生窮達之變化，泰然自得而無憂；不知命者妄自強行

做作，勞形傷神，終不得如願。郭象所強調者在順命而不強為，看重「性命」

對事物生成、變化的決定意義，對於每一事物來講，非主觀所能移易，是一

種不可抗拒的必然力量，萬物只能在被規定好了的「性命」之中自滿自足。 

此外，郭象論性有強烈的限制義，不論是生理的本然才能、質性，或是

居於人文制度中的理分，個人皆須遵守各自分際，此即所謂「分」。郭象之

以為萬物的性分取決於所稟受之氣，這種見解與王充相似。王充以稟氣有精

粗薄渥說明萬物有別，而郭象則以稟氣說明萬物性分之差異，其云：「物各有

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38每個物都有自己的性分，且

性分各有限制，各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因此，大鵬有大鵬之性，小蟲有小

蟲之性，這是一生下來就決定的，並不能由後天或外在力量改變之。郭象並

不否認萬物形體有大小之分，因為此為客觀存在之事實，不容否認亦不可改

變。既然形體有大小之分，其內在之性分當然不同，此亦為客觀事實。正如

大鵬之高飛，並不是因為誰要牠這麼做，或以為這麼做有什麼好處，知道高

飛的層次較高，而是自己性分如此，本來就適合高飛；同樣的，學鳩之「搶

                                                 
36 《莊子‧德充符》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99。 

37 同上註，頁213。 

38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同上註，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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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枋而止」，不願高飛，亦是自己性分所決定，本來就不適合高飛。因為高飛

是大鵬之性分，非學鳩之性分。因此，郭象要人們知道：每個人或物都是獨

一無二的存在，並沒有誰能取代誰，只要世間的人或物做適合自己性分的事，

了解自己的性分所在，而在自己的性分中作為即可，不須作性分以外的追求。

個體若能破除相對性概念之束縛，無跂尚專一之情，自足於自身性分之本然

即可逍遙，此乃是郭象論性中力主的觀點。 

郭象不但以為萬物有其「自性」，還說萬物之性分各有其限制，不可任意

縱躍，其云：「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

中易其性者也！」39萬物一生下來就有知愚之分，這是性分所決定，誰也不能

改變此種「自性」。因此，知者要做知者該做的事，愚者亦要安於性分，因為

沒有任何人或物可以改變、違抗自己的性分。「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

亦不可加。」40「自性」是與生俱來，一開始就已決定，不會因為後天努力而

改變。萬物皆無法超越自己的性分，因為「自性」不可改易。為說明此種情

況，郭象便云：「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

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

厝心於其間哉。」41世間萬物之形體有大小之別，其中，「鵬」是屬於大者，

背大至幾千里，翼若垂天之雲，因其形體大於一般物，故一飛即沖至九萬里，

以南冥為目的地。郭象以為：翼大若鵬者，本來就要高飛至九萬里，遠達南

冥，此為其「性分」之所趨，本來就適合且應該這麼做。「夫翼大則難舉，故

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

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42鵬既擁有「垂天之翼」，本來就應高飛至

九萬里，此為大鵬「性分」之所趨；否則，若鵬亦如蜩與學鳩，決起而飛，

搶榆枋而止，累了就停下來休息，則又何必有「垂天之翼」？因此，大鵬之

                                                 
39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59。 

40 《莊子‧養生主》郭象注，同上註，頁128。 

41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同上註，頁4。 

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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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飛九萬里，是其「性分」所決定，是不得不這麼做，非其心「好高而慕遠」，

因為大鵬是大物，故其逍遙所待必大。 

郭象不僅說自性不可改易，還認為「性分」之所趨不可不為。郭象對「自

性不可改易」的詮釋，有積極與消極二種意義。消極來說，性分不能者不勉

強去做，因為做不到；積極來說，如果性分能做到者，還不能不去做，可見

郭象對「自性」不僅認為要消極不超越，更要積極發揮性分所趨。因此，個

人存在之價值，是以自身性分作為評判標準，而非由社會認定標準所決定。

細繹郭象此說之用意，可能是見世人汲汲營營而不快樂，因此要人們安於「自

性」，不要因為追求不到的目標而不悅，這是生下來就決定的。形體小者有形

體小之性分，形體大者有形體大之性分，萬物之發展只要各適其性分，則無

高低之分，各有各的天地，誰也不必羨慕誰，因為任何外於性分之外的追求

並無意義。 

為明確「性」的限制義，郭象還將「性分」定有內、外之分。人雖各有

其性，但「性各有分」，萬物的不齊是「自然而然」就被決定，這個「定分」

固定且不可改變。對人而言，「定分」就是界限，凡在這個界限之內，就是「性

分之內」的事，超出這個界限，就是「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內」，可以「各

任其性」，充分發展；但在「性分之外」，便不能有所企求，因為這是沒有意

義的。人人都是由各自的性分所決定，性分之外的事情是不可知亦不必知的。

若每個人改變自性，去適應某種是非善惡，那就喪失了天性，也失去了價值。

人只要「各足其性」，實現自己的存在，就沒有什麼值得羡慕。 

運用到政治上，郭象以為社會的矛盾與衝突，是因人們迷失本性、「上下

相冒」而造成。人和物都各有其與生俱來的性分，而性分又都有自身的規定

性，這種規定性既不能逃脫，也不能改變。對於每個人或物來說，應當滿足

於自己性分的規定，任何超出性分的要求，不僅會給社會帶來爭鬥，而且對

自己也是一種傷害。對於不同的人和物來講，不管他們之間外在的差別多大，

只要各自滿足自己的性分規定，那麼他們的所得都一樣，沒有高低之分。同

時，人與人或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無非是各按其性分去行事，除此之外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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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關係。於是，郭象聲稱，一切貴賤上下等級都由各人的性分所決定，

人們如果都能安於自己的天性，滿足於自己的本性，則名教的秩序自然就安

定了。郭象將外在的社會道德規範與個人內在的本性統一，使「名教」與「自

然」在自然合理的狀態下協調成功。 

郭象以為萬物所稟之性是自生自造而來，不可取代且各有定限，無法改

易。「性」雖在萬物產生的同時就已決定，然生於紛擾之大千世界，仍有許

多外在動作會對「性」產生影響，而有「適性」或「傷性」之別。郭象提出

不少會影響「性」的外在動作，並以「性分」為標準，合於性分之內者稱「適

性」，外於性分者稱「傷性」。綜合分析這些外在動作，大約可分二類：1. 對

「性」有引導、維持作用者－此等動作對「性」的影響有正面功用，大抵皆

適合本性者屬之，如：任、適、足、得、安、率、因、履、至、用、成、守、

順、正、引、通、全等。2. 擾亂或傷害「性」者－此等動作對「性」為負面

影響，大抵不符合性分之內者屬之，如：易、傷、失、反、矯、加、損、減、

忍、離、違等。郭象以不同詞彙形容，多有其特殊意義或用法，以下試論之。 

「逍遙」是莊子提出的人生境界，人人都欲企及。然郭象將逍遙境界分

「有待」與「無待」，以為此是性分所定，無法改變。因內在自性的保證，使

得萬物皆可逍遙，但仍須透過後天外在行為、工夫，才能各達其逍遙境界，

郭象以「適性」、「任性」、「足性」、「得性」形容之，以為宇宙之內，物任其

性，事稱其能，便可各盡其逍遙之樂。萬物是否逍遙之決定因素，在於內在

之「性」，並不因後天的修練工夫而有所改變，因為「性」早已固定而無法改

易，因此，萬物只要做到「任性」、「足性」、「適性」、「得性」的工夫，就可

達自己的逍遙，這樣的逍遙才有意義。可見，逍遙雖早已由「性」決定，仍

須藉「任」、「足」、「適」、「得」等外在工夫，才能確保萬物皆能逍遙，因此，

「性」不是逍遙的唯一保證。若不能實踐這些工夫，縱使「本性」中含有逍

遙因子，仍無法達到。每一物雖皆可逍遙，然逍遙境界因「物各有性」而有

差別。縱使知道有「無待逍遙」之境界，但因不符合自性，故不必強求。因

為就「性」的立場來說，只有在「任性」、「足性」、「適性」、「得性」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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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逍遙才有意義，任何外於自性之逍遙，不僅達不到，縱使勉強跂尚也無

意義。「逍遙」並非是生而至大至高的鯤鵬之專利，蜩與學鳩雖小亦可以自

得逍遙，只要萬物皆能做到「任性」、「足性」、「適性」、「得性」等工夫，逍

遙之境即在個體存在的當下即可獲致。 

郭象論性有強烈的命定義與限制義，因而要以外在「安」、「順」等動作

安撫人心。每個物都有自己的性分，且各有限制，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並

不能由後天或外在力量改變之。郭象並不否認萬物形體有大小之分，因為此

為客觀存在之事實，不容否認亦不可改變。既然形體有大小之分，其內在之

性分當然不同，因此，只要在自己的性分中作為即可，不須作性分以外的追

求。性命有其本然一定之理，無物不然，知命者則對人生中所遭逢的死生窮

達之變化安然處之；不知命者妄自強行做作，雖勞形傷神，終不得如願。郭

象所強調者在順命而不強為，看重「性命」對事物生成、變化的決定意義，

對於每一事物來講，非主觀所能移易，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必然力量，萬物只

能在被規定好了的性命之中「安頓」自身。萬物內在之「性」本就存在差異，

無法齊同，因而有表現於外有大小、高低、美醜、壽夭之別，但在價值上無

高下之分，不必互相羨慕。既然萬物各有其性，只要順應自性而為，各「安」

於性分之安排，不須作外於「性」之追求。 

萬物的外在表現若符合自性，則稱「適性」或「得性」；而當表現與自性

偏離時，則為「失性」，即「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如小鳥的自性是

「搶榆枋而止」，若去求天池之樂，就是「失性」；同樣的，大鵬的自性是「至

天池而息」，若去求止於榆枋，那也是「失性」，可見，不論是小羨於大，抑

或大求於小，只要不符合自性之表現者，皆為「失性」。雖知萬物之性各有定

限，只要行為自適其性，則能自得其樂，然仍有許多外在行為，會擾亂甚至

傷害本性，使人迷失其性，郭象將這些行為一一提出：若刻意於性分之外作

為則是「有為」，如此違背萬物之天性者，則稱「傷性」；見人好而生羨欲之

心，進而採取行動模仿，不論是否合己之性分，強相仿效，則稱「矯性」；性

分早已決定，若隨意「加性」，欲增益本性所無者，則會生亂；若是忍住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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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趨，作虛偽不合性分之事，亦非善事；若行事「離性」，脫離自性而作為，

將徒具形式，不具實質意義；人若「滅性」，雖有具體生命，實體尚存，仍與

鬼無異；學習雖能引導本性，但過度學度反將導致「失性」。凡此種種，皆為

對「性」有負面作用之外在動作。 

郭象有所謂「率性而動」，謂萬物各遵循其天性而為。「率性」一詞，〈中

庸〉有之。〈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43此處所

謂「天命」，為天所稟賦之義，命猶令也。率，循也，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而為即是道。〈中庸〉之「性」是指人物自然產生的本質，人物之性的根源是

天，而天最根本的特性在於「誠」，因此，人性最基本的內涵便是「誠」，目

的在為人的道德修養確立內在根據。〈中庸〉所指之「率性」，即是要人依據

天的本性作為，具有道德意涵。而郭象所「率」之性，在於萬物的自然本性，

不具道德意涵。既然萬物之天性不可逃避，亦不可改變，因而，只有循性而

動才能全其天性。此說包含二種意義：1. 天性無為－郭象所謂「無為」在強

調不違背萬物之天性來說，「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
44，可

見郭象之「無為」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而是要求「率性而動」，遵循本性而

行事，反對刻意於性分之外的作為。2. 游外冥內－內指人的內在天性，外指

人的外部活動和行為表現，而非外界事物，「游外冥內」即指人的外部活動、

行為表現與內在本性一致，要求人們在其本性的定分之內活動，沒有絲毫逾

越性分之外，亦為「率性而動」的表現。 

此外，學習也是影響「性」的外在因素之一。「性」雖內在本有，但人常

不能率性而動，以致喪失本性，故須藉學習工夫才能成性。學習雖可成性，

然過度學習反而招致失性，且學習只能對本有之性產生影響，不能對增益本

無之性或減損本有之性。在中國論性傳統中，「學習」一向對「性」起著引導

或改易的作用。郭象論性也不離此傳統，但其學習之作用必須在「性不可改

易」的前提下運作。郭象論性中以「物各有性」為最高原則，肯定世間萬物

                                                 
43 朱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中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年），頁17。 

44 《莊子‧天道》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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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的價值，因此，由此而開展之論性必須不違此說。在傳統論性影響

下，郭象無法否定「學習」之功，若對此否定，則與此相關諸如教化之類，

將無法對現實人生產生作用，如此一來，豈不否定當政者對百姓之教化？因

此，或為鞏固政權，則不能否定學習對「性」之影響；或為維護其論性最高

原則，縱使無法否定學習對現實人生之作用，也必須將學習所能對「性」產

生之作用加以限定。因此，郭象承認學習有益於「性」之引導，又說「性不

可改易」，使得「物各有性」之現象得以維持，形成其論性之獨特處。 

人雖然各有其「自性」，只要順性發展，則可自得自樂。然人常不能「率

性」而為，以致喪失「本性」，因此，學習是必要的。「言物雖有性，亦須數

習而後能耳。」45「性」雖在自生自有中獲得，但仍須藉由後天學習，才能發

揮本性，即所謂「數習成性」。然學習對「性」的作用有限，不能改易原有之

性，「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46可

見，之所以能夠「習以成性」，關鍵在於本身是否內有其質。換句話說，假定

本身不具此質性，就算後天如何努力學習，也無法增益本無之性或減損本有

之性。因此，學習對「性」只是起著引導、啟發之用，並不能對「性」創造

或減損，即所謂「性外絕學」，學習對本無之性起不了任何作用。 

郭象云：「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47性

中所無者，強學亦無功，反對強學效人的學習方式，學彌得則性彌失，過度

學習反而失去本有之性。「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48後天學

習雖然不能增添本無之性或減損本有之性，卻是完成本性的一種手段，而學

習所得是性內本有之物。正如聖人不可由學而至，因為決定是否成聖的條件

並不在於學，而在於「性」，一般人本身不具成聖之性，縱使透過學習仍無法

違背「本性」而成為聖人。 

                                                 
45 《莊子‧達生》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642。 

46 《莊子‧天運》郭象注，同上註，頁518。 

47 《莊子‧天地》郭象注，同上註，頁427。 

48 《莊子‧列禦寇》郭象注，同上註，頁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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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習對性之影響，郭象並非第一人，然有二大特色，使其有別於前

者：1. 對象－如董仲舒分性為「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等，

其中只有「中民之性」才能待教而為善，是針對特定對象而言，郭象所指對

象則是萬物，非指特定對象。2. 學習之限制－先前之論性者承認後天教化、

學習對「性」之作用，且可改易、轉化原有之性，使其去惡向善，郭象雖承

認適度的學習對性有益，但又說「性外絕學」，以為學習無法增添本無之性或

減損本有之性，是其獨特處。 

經過以上分析，可知郭象關於「性之不可改易與學習之功」有三點值得

注意：1. 「性」雖內在本有，但人常不能率性而動，以致喪失本性，故須藉

後天學習工夫才能成性，即「數習成性」、「性可學成」。2. 學習雖可成性，然

過度學習反而招致失性，因學習對性雖有引導、啟發之功，但不能增益本無

之性或減損本有之性，是故學習只能對本有之性產生作用，即「強學矯性」、

「性外絕學」。3.「性不可改易」使得「物各有性」之說具合理性，若後天學

習可使本性改易，則「物各有性」無法長久維持。是故，郭象所論學習對性

的影響，必須謹守「性不可改易」的原則，即不違本性，一切學習動作只在

性分之內運作，外於性分者，即使後天如何努力，仍舊無法跂尚。 

第四節  自性與適性－－物物逍遙的內外在因素 

魏晉士人身處矛盾的時代，一方面在朝為官，權傾天下，卻又佯狂縱欲，

借酒裝瘋，形成極端不協調。迄至元康，政治的殘酷與現實的混亂49，迫使知

識分子對統治者失去信心，一方面已有了魏初以來名士慘遭殺害的實例50，再

                                                 
49 自漢代桓靈迄至永嘉，政禍幾乎不曾間斷，殺害士人，危迫忠良，幾成當權者例行慣事，

這從《後漢書‧黨錮傳》及《魏書》、《晉書》內，都可獲得證實。而曹魏與司馬懿互相

鬥爭，殘害士人，使得知識份子人心惶惶。到了元康時期，殘害知識份子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此時期，知識份子的感受自然更加深刻。 

50 自魏初以來遭殺害的名士很多，如：何晏、桓范、丁謐、鄧颺、夏侯玄、李豐、張緝、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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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身面臨政治鬥爭的漩渦51，在現實政治不可為的情況下，於是追求精神解

放，嚮往逍遙。為求個體精神解放，魏晉士人以莊子學說中的「逍遙」思想

為寄託，希望能悠遊於仕宦和隱居之間，並行不悖，而「逍遙」也成為玄談

的主題之一。 

「逍遙」首先由莊子提出，是精神之自由，希望消除一切外於生命的追

逐，剝除層層負擔、桎梏，讓心中無執無繫，精神無拘無束，而達到自在、

無待的絕對自由。莊子從「工夫」釋逍遙，認為必須經過重重修練，才能真

正達到無待之逍遙境界；而郭象從「性」的觀點重新詮釋「逍遙」思想，以

為宇宙之內，物任其性，事稱其能，便可各盡其逍遙之樂。郭象對「逍遙」

之詮釋，是順著「物各有性」的理路。從「性」的觀點來看，因為萬物各有

其性，故所達之逍遙境界則因「性」之不同而有差別，換句話說，「性」是在

自生自有中獲得，而逍遙之境界也在「性」的影響下早已決定。因為，萬物

是否逍遙之決定因素，在於內在之「性」，並不會因為後天的修練工夫而有所

改變，因為「性」早已固定而無法改變，因此，萬物只要做到「任性」、「足

性」、「適性」的工夫，就可達自己的逍遙，這樣的逍遙才有意義。可見，逍

遙雖早已由「性」決定，仍須藉「任」、「足」、「適」等外在工夫，才能確保

萬物皆能逍遙。若不能實踐這些工夫，縱使「本性」中含有逍遙因子，仍無

法達到，這是郭象「逍遙」說值得注意之處。 

 

                                                                                                                                       
葛誕、嵇康、呂安等。 

51 凡是與政權有牽連的名士們，莫不人人自危。阮藉、嵇康的放蕩不羈，原就是為了逃避禍

害而為，不料嵇康仍未逃去殺身之禍。嵇康被殺，《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

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

（見《文選‧思舊賦》註引）這明看來是為友做證以及為鍾會之私恨而被犧牲，實際上還

是政治因素，乃是司馬氏之排除異己，故入人罪之殘害而已。當時之知識分子們所有處境

大多如此，並非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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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為在《莊子》中找到支持其說之依據，便藉「鵬鷃之喻」開展其「逍

遙」說。〈逍遙遊〉中，鯤和鵬都是「不知其幾千里」的大物，郭象卻採取「鯤

為魚子」的說法，將「鯤」與「鵬」視為「小」與「大」的代表，以為大小

之物，如能各適其性，則能各得其樂，其云：「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

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
52又云：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

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53不論是大鵬或小鳥，只要滿足自己的性分，皆可

達逍遙。大鵬高飛九萬里，至天池而息，這是大鵬性分之要求，並不是誰要

它這麼做，或以為這麼做有什麼好處，知道高飛的層次較高，而是自己性分

如此，本來就適合高飛，滿足這一性分，就獲得逍遙自在；同樣的，小鳥搶

榆枋而止，這是小鳥性分之要求，滿足這一性分，同樣也可獲得逍遙。所以

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亦無須羨慕大鵬，就「各任其性，各當其分」的

逍遙觀點來看，其間並無差別。現實世界中，個體往往有榮辱、毀譽各自不

同的處境，生命因而困頓挫傷。在郭象理論體系中，「逍遙」並非是生而至

大至高的鯤鵬之專利，蜩與學鳩雖小亦可以自得逍遙，只要萬物皆能各任其

性、各事其能、各當其分、各安其命，逍遙之境即在個體存在的當下即可獲

致。 

鯤、鵬為大，而蜩與學鳩為小，此大小之殊別。既然萬物形體有大小之

別，其內在之性自然不同，但人們往往加諸高低、勝負等主觀評斷，隨此而

來即是種種束縛與限制，如此何逍遙之有？因此郭象便云：「夫小大雖殊，

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

於其間哉？」54郭象並非主張否定現實世界中物類之間存在著的差異性，只是

強調若能將萬物放諸自得之場，萬物即可各自平齊而逍遙。可見，世間人物

形體雖各有大小不同，但只要能夠自得其樂，悠遊自在，充分發揮自己的本

                                                 
52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6。 

53 同上註，頁9。 

54 同上註，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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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各盡自己的本分，則可以各具本身的逍遙自足。因此，各物之間，其自

足快然的情形，並無高下的分別。 

郭象「逍遙」之精義在「各任其性，各當其分」，提倡物無分大小，皆可

達逍遙之境。此外，郭象之「逍遙」還因萬物所達逍遙境界之不同而有所謂

「有待」與「無待」之分，一般人只能達「有待逍遙」，只有至德之聖人能

達「無待逍遙」之境，其云： 

⋯⋯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

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自通而已哉！⋯⋯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

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

待者之巨細乎！55 

在〈逍遙遊〉中，真正達到逍遙之境者為「神人」、「聖人」、「至人」，列子之

境界雖高於一般人，但在《莊子》中仍非逍遙之代表。郭象認為萬物皆可逍

遙，因此以為列子亦達逍遙之境，且其逍遙必須依恃外在之風，因此所達之

逍遙為「有待」。莊子所言之「逍遙」境界其實只有「無待」一種，而郭象

卻將《莊子》原義分類和引申。郭象如何將「逍遙境界分有待與無待」之情

形合理化？因為萬物之「自性」本不相同，是天生而不能改變，雖然皆可達

逍遙，然因「性分」所趨，造成一般人物只能達「有待」之逍遙，只有「與

物冥而循大變者」能達「無待」逍遙之境，這是本來就存在的事實。「有待」

與「無待」之間本來就存有差異，不是人力所能改變，正如萬物之「性分」

各有不同，不可任意縱躍。討論萬物逍遙境界時，郭象將世間人物分為兩大

類：一般人物及聖人，一般人物所達之逍遙境界為「有待」，只有聖人能達

「無待」逍遙之境。依郭象之見，逍遙境界之所以有「有待」及「無待」之

分，是因所指對象不同，因著「物各有性」之說，不同物之「性」本不相同，

                                                 
55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0。 



- 112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本就無法齊同，郭象便以「性分」化解有待與無待逍遙之矛盾，使二者並存

而不悖。 

值得留意的是：一般人物所達之逍遙境界雖同為「有待」，然因物之大

小不同，形成所待之外在條件亦有大小之別，郭象云：「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

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

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56世間萬物之形體有

大小之別，其中，「鵬」是屬於大者，背大至幾千里，翼若垂天之雲，因其形

體大於一般物，故一飛即沖至九萬里，以南冥為目的地。向郭以為：翼大若

鵬者，本來就要高飛至九萬里，遠達南冥，此為其「性分」之所趨，本來就

適合且應該這麼做。 

鵬既擁有「垂天之翼」，本來就應高飛至九萬里，此為大鵬「性分」之所

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

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57倘若，鵬亦如蜩與

學鳩，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累了就停下來休息，則又何必有「垂天之翼」？

因此，大鵬之高飛九萬里，是其「性分」所決定，是不得不這麼做，非其心

「好高而慕遠」。因為大鵬是大物，故其逍遙所待必大，正是郭象所謂：「夫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

稱事，其濟一也。」58大若鯤鵬之物，其逍遙所待之憑藉為「大」；小若尺鷃

之物，其逍遙所待之憑藉為「小」，這是由各物之「性分」決定。向郭強調「小」

「大」之物，各有定極，只要各自適於己事，則其成就也能均等齊一。小大

之物，「性各有極」，故當各安定分，乃能各適其性，各得逍遙之樂；否則，

如果「茍失其極」，昧於小大之辯，則將反受其害。是以物有小大，如能各適

其用，用得其宜，則各物皆能至於逍遙自得、悠然「自足」的境域。 

                                                 
56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4。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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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物不分大小，皆在「有待逍遙」之中。郭象為將世間萬物（聖

人除外）統攝於「有待逍遙」之下，於是改造「鯤」與「鵬」之形象。〈逍遙

遊〉中，鯤和鵬都是「不知其幾千里」的大物，郭象卻採取「鯤為魚子」的

說法，將「鯤」與「鵬」視為「小」與「大」的代表，而以為大小之物，如

能各適其性，則能各得其樂。而在之後注文，郭象又說：「二蟲，謂鵬與蜩也。」

捨棄學鳩，以鵬與蜩同歸為「二蟲」，牽就其齊同大小、「逍遙一也」的說法，

鵬蜩並舉，以為物之大小雖異，只是自然異趣，所以便能各自逍遙，皆達「有

待逍遙」之境。 

「無待」是逍遙的最高境界，郭象以為只有「聖人」能達到。關於「聖

人」，是指各分面才能高於一般人者，尤其治世之帝王更為「聖人」之最佳代

表，其云：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

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

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59 

「逍遙」是精神之自由，希望消除一切外於生命的追逐，剝除層層負擔、桎

梏，讓心中無執無繫，精神無拘無束，而達到自在、無待的絕對自由。因此，

欲達「逍遙」者，必須去除所有外在繫累。治世之帝王心繫國家，終日為國

家政事忙碌，主導政治，理應無法達「逍遙」之境，郭象以為不然。聖人參

與政事，享盡榮華富貴，擁有最高主導權，世人便以為這些外在條件會改變

聖人之心，使其迷失，其實不然。聖人雖身處朝廷而治世，但因善把持，故

雖身處榮華富貴，外來之侵擾亦不足以迷亂其心，虧損憔悴其神，如同處山

林隱居，亦達「逍遙」之境。聖人不因身處廟堂或山林而受影響，不須依恃

任何外在條件，不因任何外來因素而影響其逍遙，因其所達逍遙之境為「無

待」。 

                                                 
59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8。 



- 114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郭象將逍遙境界分為「有待」與「無待」，具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意義。當

時政治混亂不安，政權轉易迅速，士人常有守節之志，不為新的統治者服務。

郭象成為新政權的服務者，自然要為統治者解決難題。魏晉時清談盛行，士

人暢談「逍遙」，郭象為箇中佼佼者，因而運用清談場合宣揚「有待」與「無

待」的逍遙境界，說服士人：一般人礙於「性分」，只能達「有待」之逍遙；

只有至德之聖人（皇帝），才能達「有待」逍遙之境。郭象還要人們「各安其

性」，主張人人要安於自己的本分、地位和命運，認尊卑上下、大小等級，不

可逾，不可錯亂。聖人居於統治地位，享受爵祿，都是合乎「自性」。 

為豐富聖人無待逍遙之說，郭象還有「游外宏內」的主張。「游外宏內」

是對統治者而言，是聖人的最高標準。所謂「游外」，是指心理上猶如閒居山

林一樣逍遙自在；所謂「宏內」，即指參與事務，日理萬機，從事朝政。依郭

象看來，聖人的游外與宏內是合二為一的。聖人的性分就是作天下最高統治

者，日理萬機，治理朝政，雖說其行為忙於世務，然其心理上卻淡然自若，

逍遙自得，猶如處於山林之中。聖人之身雖忙於事務，而其心則恬淡無為，

逍遙而不離俗，游外即宏內。「游外宏內」的主張，在西晉不僅反映郭象這樣

一批原來為隱逸的士人，既要參與朝政又要自標清高的理想，同時也正適應

著魏晉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的需要，一面把持朝政，一面又要標榜自己的清高，

所以正需要游外宏內之說以安慰自己，以此郭象「逍遙」義在魏晉風行一時。 

郭象「逍遙」義之創見在於：以《莊子》中的「齊物」思想重新詮釋「逍

遙」，形成自己特有的「任性逍遙」說。《莊子》的「齊物」思想是站在「以

道觀物」的立場，認為宇宙萬物都是一氣之化，雖千姿百態各不相同，卻又

同是氣聚所成，同為一體，因此，天下的萬事萬物都是齊一的，彼此並沒有

什麼分別。郭象的「任性逍遙」說正是站在「齊物」的立場來觀察宇宙，所

以覺得物我齊同，小大齊一，只要能各適其性，則可各具逍遙。然而，宇宙

存在物確實有大小之別，郭象又該如何化解？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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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

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

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

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

為大，則天下無小矣。
60 

事物於外在條件上，的確存在各種差異，某些差異更是永遠無法改變，例如：

魚不能飛、鳥不能遊。但若轉換視角，事物又都是在其「自性」的基礎上而

存在，因其「自性」而獨立展開其生命歷程，在這一點上，事物又都是「自

足」的。郭象並不否認萬物形體有大小之別，此為客觀存在之事實，不容否

認亦不可改變，郭象此說是為化解事物間存有的種種大小、高低、貴賤等差

異，以便推展其「萬物逍遙」說。 

郭象之「逍遙」深受當時名士尊崇，獨樹一格，然並非與其同時的所有

名士皆能安於此說，支遁就曾對郭象逍遙義提出質疑： 

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

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

於是退而注逍遙篇，郡儒舊守，莫不歎伏。61 

支遁對郭象逍遙說最大的質疑在於：倘若「適性」即「逍遙」，則如桀跖之

惡者，以殘害他人為本性，若任其性為惡，可謂之逍遙？郭象雖主張「適性

逍遙」，但仍將逍遙境界分「有待」與「無待」，個人所達為「小逍遙」（即

「有待逍遙」），只有至德之聖人能達「大逍遙」（即「無待逍遙」），而小逍遙

必統於大逍遙之下，這才是世間最適當的逍遙狀況，每個人才能各得其所，

即個人逍遙之境應當不悖於群體和諧性，仍須考慮全體人類社會的共同利

                                                 
60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81。 

61 參見《高僧傳．支遁傳》，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卷史傳部二〉（大藏經刊行會編：

《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大藏經刊行會，1983-1988年，修訂版），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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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可見，郭象雖重視個人，亦不忽略社會整體性，也可說是郭象為當權者

構畫理想藍圖，要求人民應服從統治者，如此才能使政權穩固、社會安定。 

綜上所述，可知郭象「逍遙」說有四大特色：1. 決定萬物是否逍遙是由

於先天內在之「性」，而非後天修練工夫所能改變。2. 雖然「性」是決定逍遙

的內在因素，仍須藉「任」、「足」、「適」等外在工夫，才能確保萬物皆能逍

遙，即「性」不是逍遙的唯一保證。3. 每一物雖皆可逍遙，然逍遙境界因「物

各有性」而有差別。縱使知道有「無待逍遙」之境界，但因不符合我性，故

不必強求。因為就「性」的立場來說，只有在「任性」、「足性」、「適性」等

條件下，逍遙才有意義，任何外於自性之逍遙，不僅達不到，縱使勉強跂尚

也無意義。4. 逍遙境界分「有待」與「無待」，個人所達為「小逍遙」，只有

至德之聖人能達「大逍遙」，而小逍遙必統於大逍遙之下，這才是世間最適當

的逍遙狀況。 

郭象「萬物逍遙」理論的建構，與其時代感受密切相關，著實提供當代

士人一安身立命之道。魏晉政治混亂，政權更迭，究竟要為前朝守節，或要

實現兼善天下之理想，令當代士人無所適從。加以政治鬥爭頻仍，欲在朝為

官，又欲精神逍遙，著實令人傷透腦筋。郭象對此觀察深刻，了解當代士人

「悠遊於仕宦和隱居之間」的想望，因而提出「任性逍遙」之說，滿足在朝

求富貴，亦能擁有隱居逍遙的冀望，造成此說於當代大受歡迎。「任性逍遙」

除了適用於讀書人外，亦適合平民。世人之悲，常由於「比較」而來，比較

大小、美醜、壽夭，若知萬物之「自性」各有其限制，不可任意縱躍，作再

多努力亦不能改變事實，再多外於「性分」之追求皆無意義，明白這一道理，

則不會有小羨於大、醜羨於美、夭羨於壽之情形發生，因為這一切都是自己

的「性分」決定，誰也不能改變。況且，不論是大者或小者，皆有各適合其

性分之逍遙，並不是只有大者能達到，因此，只要做適合自己性分的事，自

然就能達逍遙之境。「任性逍遙」說的最高價值在安頓每一個存在體，去除人

之比較、欣羨之心，解決世人「悲不如人」之情緒，在這一點上來看，郭象

「逍遙」說自有其時代價值。 



第四章  郭象－－「物各有性」  - 117 - 

總結以上討論，可見郭象論性之核心概念在於「物各有性」。首先，性的

本體根源即在自身，非以由外於自身的任何事物作為本體，不但否定了造物

者，更將自身視為存在的依據；再者，萬物之「自性」不可改易與超越，因

此，外在行為會對「性」產生影響，甚至學習對「自性」有引導作用，此亦

不能增益本無之性或減損本有之性，是故學習只能在性分之內產生作用。最

後，因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極，故逍遙只在自身價值之實現中具有意義，而

不在對外的比較；了解這一點，萬物應積極發揮性分所趨，使自己的存在具

有最高價值。由此可見，郭象之性論是以「物各有性」作為核心概念，意在

凸顯萬物之性的獨特處，只要實現自性之所趨，便是事物最佳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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