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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以上討論，大致可知王弼與郭象性論的核心概念，並對其性論內容

有所了解，亦可見其中差異。首先，王弼與郭象對「性」探討，是先透過對

宇宙本體之探求，而後反歸實際人生，故其雖已較先哲更注意「人」以外之

「性」，然其關注焦點仍在人類存在問題。再者，對於萬物存在變化的本體依

據，亦是外在樣態之內在根源的「性」，王弼與郭象雖同以「自然質性」定義

之，然其間內涵並不相同，一是以自然為性，一則說物各有性，各有一套對

「性」的詮釋系統，並指出「性」的不同意涵。最後，提示存在個體的最高

境界，凸顯人類存在的價值所在。由此可見，王弼與郭象之說雖同為玄學性

論的代表，然其理論體系卻不盡相同。職是之故，文下便以本體觀、自然意

涵、工夫境界等三點為比較基礎，重點探討王弼與郭象性論之異同。 

第一節  本無與獨化－－萬物之性的本體依據 

「本末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的主題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兩派意見在「貴

無」和「崇有」，恰巧代表著本體論思辨的兩大類型。湯用彤先生曾提出「玄

學為本體之學」的說法1，此種定義是否恰當，而西方哲學理論是否適用於中

                                                 
1 湯用彤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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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氏著：《魏晉玄學》，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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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術之情況，是否能如實指出玄學「本末有無之辨」的內涵，則須從西方

哲學之所謂「本體論」作一分析。 

「本體論」（Ontology）為西方哲學用語，其主研究對象是「存在」問題，

但它不是研究「存在者」的一門學問，而是探究「存在者」何以「存在」的

一種智慧。本體論研究「存在」，是要透過各種現象，超越現象背後來探求宇

宙的真實存在是什麼。可以說，「本體論」也就是關於存在的理論，目的在探

求什麼是存在的最普遍、最高的本質，是對萬物本原也就是本體問題的追問，

與人的價值觀念和終極關懷緊密相關。《美國大百科全書》對「本體論」之說

明為：「本體論是思辨性地探究，它要問實在從根本上說究竟是多種不同表現

中的一這樣的東西呢，還是就是多樣性的東西。」
2由此可見，西方本體論的

理論類型大致可分兩種：一是探討世界上各型各樣存在物的唯一的、最高的

根源，一是認為多樣性的存在物就是多樣性，即是以自身為本體。較之於玄

學「本末有無之辨」，一是以為萬物只是「無」的不同表現，而「實在」就是

「一」的各種表現，意即多樣性的背後有一個「一」，此可以王弼之「有以無

為本」為代表；一是以為多樣性就是多樣性，意即「實在」就是多樣性的東

西，此可以郭象之「獨化」為代表。可以說，王弼與郭象之理論近似於西方

「本體論」的兩種類型。因此，「本體論」之名亦能用以說明玄學「本末有無

之辨」的內涵。 

王弼之「有以無為本」與郭象之「獨化」，代表著玄學本體論思辨的兩大

類型，其所認定之本體雖有不同，然據其思想體系來推論皆為合理。首先，

對於造物者是否存在的問題上，王弼承認有造物者的存在，而郭象對此加以

否定。其次，是否有造物者或外於自己的事物，具有主宰萬物生成的能力或

影響力，王弼對此持肯定態度，並提出「無」作為本體；而郭象不但對造物

者加以否定，還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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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之推論為：因為陰陽也是物，所以不能說是先物而生；

而「自然」是萬物自然而然的情形，故不能說是創生萬物的源頭；而「至道」

                                                 
2 轉引自俞宣孟：《本體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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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無」，「無」就是什麼都沒有，也不可能生出物。因此，在郭象的理論

中，前人所認定作為萬物本原或本體的概念皆不存在。郭象此種否定推論的

用意是要說明：萬物並不是由外於己的任何事物所生，因為造物無物而「有

各自生」，是故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本體為根據，意即不需要造物主。由此可見，

老莊提出「道」或王弼所說的「無」，其作為造物者或萬物根源的意義，都被

郭象否定。在郭象看來，不僅沒有超越的道，亦無產生萬物的天地，天地只

是萬物的總名。萬物就是自然的存在，亦是自身的本體依據，而沒有任何東

西是萬物的「使之然」者。因而在面對造物主的問題上，王弼是「以無為本」，

而郭象則認為「造物無物」。 

因著對造物者態度的不同，王弼與郭象關於萬物生成的說法亦不相同。

王弼以「無」作為存在的本體依據，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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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萬物是以「有」作為存在狀

態，而以「無」作為本體，意即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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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認為，無形無名的「無」是

道之體，有形有名的「有」是道之用。唯有超越一切規定性的「無」，才可以

成就任何具體規定性的「有」。所以「無」是「有」的本始本源，也是「有」

的存在根據，所以說，「萬有」是「本體」之「無」的種種表現。而郭象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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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郭象來說，萬物是「自生」、「自造」而來，因為萬物的創造與變化都是自

己決定，因此並沒有所謂「相待」的關係。事物根據「自性」而存在，而「自

性」只能是「自生」的。因此，在郭象理論體系中，萬物之生成變化是「自

生」、「自造」、「自為」、「自化」，非由造物者所主宰。 

值得注意的是，王弼與郭象所謂之「道」、「無」、「有」為何？首先，王

弼將《老子》作為宇宙本原的「道」說成是「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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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子‧40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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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慕而已。」4王弼認為：若依據萬有本體之特質觀察，則「無」之名可能更

適合用以指稱存在本體。在這個意義上，王弼之「道」可說是「無」。而郭象

以為「道」是「無」，就是什麼都沒有，是故郭象所言之「道」不具有本體意

義。 

再者，關於「有」與「無」之意涵，王弼所言之「無」是屬於哲學概念，

是極為抽象的東西，雖是什麼無法見其具體形象，卻可說成是造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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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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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絕不是空無一物的「零」，也不是邏輯上否定所指的

「無」，亦非存在主義者所說的「虛無」或佛家所說的無自性的「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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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無」在王弼理論中，具有先在性、遍在性、獨立性。而郭象

所言之「無」是屬於普通概念，是指什麼都沒有，故不能說是造物者或本體。

在郭象理論中，「無」是說「不存在」，也就是零；而「有」是唯一的存在，

指萬有、群有，意即一切「存在著的」事物都是「有」。由此可見，在王弼理

論中具有本體意涵的「無」，被郭象從哲學概念拉回到普通概念，而成為空無

一物的普通意涵。 

那麼，「有」與「無」到底有何關係？王弼的本體之「無」，實際是把事

物一切屬性抽空了的「無」，把無內容的概念作為本體，也就是說，把沒有內

容的抽象存在形式作為本體，而「萬有」是本體之「無」的種種表現。莊耀

                                                 
4 出自《論語釋疑．述而》，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6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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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63。 

6 詳細論述請參林麗真：《王弼》，頁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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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師以為：「有以無為本」的「無」，係超越一般「有」與「無」的相對性，

而為一統攝一切的終極性存有的「至無」。王弼之言無必因於有，而非抽象或

掛空之思辨，或不切實際之玄想；而貴無之旨趣則在於全有、存有，保全現

實事物價值之純粹性，故其論無必涵有。在其玄學體系中代表至高形式的

「道」，和終極理想內容所指的「自然」，其真實的意涵都必須通過無來理解，

始能深切而著明之。其論述之過程，無又不能憑無而獨自彰明，故必因於有

而著明之；無又不可以言說，故必因於有以表述之。
7因此，在王弼思想體系

中，「有」從「無」生，是「有」之本體；「無」為「有」之本體，則本體之

種種表現必反於本體而存在，可見王弼並不因貴無而賤有。而郭象認為「無」

只具有語言上和概念上使用的意義，沒有哲學本體意義。湯一介先生以為：

「有」在郭象哲學體系中是唯一的存在，它不可能變為「不存在」，即不可能

變為「無」。照郭象看，如果說「有」是由另一個什麼東西所產生或作為存在

的根據，那麼「有」就有不存在的時候，這是說不通的。因此，「有」在郭象

思想體系中具有兩重含意：它既是抽象的「存在」，又是具體的「存在物」。

郭象認為，存在的只是一個一個的具體的「存在物」，這叫做「有」；除了一

個一個具體存在物之外再沒有什麼了，而一個一個具體存在物之所以存在，

就是由於它們一個一個都是存在的，「有」之所以為「有」，正因為其存在，

所以「有」是唯一的存在，就這點說，「存在」即是「具體存在物」本身，並

非另有一實體作為它存在的根據。8 

同樣是對宇宙本體的思考，為何王弼與郭象會有兩種不同的結論？湯一

介先生以為：此則與觀察著重點有關。王弼所重者在「一」，因而將本體推究

至最高根源，故恆談宇宙之貞一；而郭象重者在「多」，著重現象存在物之本

身，故說「群有」各自獨立而互疏。因著這樣不同的觀察重點，形成其本體

觀之不同，一說「有以無為本」，一則以「獨化」為要。在王弼那裡，所謂「無」

                                                 
7 詳細論述請參莊耀郎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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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8 詳細論述請參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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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把客觀世界一切屬性抽空了的、最高的抽象概念。只有把事物的具

體屬性全部去掉，才能是無所不包的、最普遍的「萬有之極」。王弼認識到概

念的內涵愈多，則所能包含的事物就愈少，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概念的內涵減

損、抽象到「無」的地步，才能獲得覆蓋和貫通天地萬物的外延。從這裡我

們可知，王弼的本體之「無」，實際是把事物一切屬性抽空了的「無」，把無

內容的概念作為本體，也就是說，把沒有內容的抽象存在形式作為本體。王

弼正是把事物的屬性全部排除，虛構了一個並不反映事物本質的「無」，把這

個「無」說成是「萬有」的本體，而「萬有」只不過是這個「本體」之「無」

的種種表現。
9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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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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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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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物就會產生，此種現象是偶然的、

忽然之中變化的，而非刻意為之，即「堀然自我而獨化」。 

因為本體觀之不同，王弼與郭象對「性」的看法亦不同。王弼將「無」

當作本體，物之「性」既是得之於「道」之下落分化而成，故言「萬物以自

然為性」，意即「自然」是最原始渾成的最佳狀態。而郭象認為物既「自生」、

「自造」，其內在之性當然各有不同，本身就是其存在的根據，具體的說，萬

有的存在就在於其「自性」，此即所謂「物各有性」。從這點看，郭象的所謂

「性」，就是說「此物之所以為此物者」，即有「規定性」的意思，任何事物

的「自性」就是存在的根據。 

綜合上述，可見王弼把「無」當作「萬有」存在的根據，故說「有以無

為本」，是為存在找尋合理的形上根據；而郭象只承認「有」為唯一的存在，

故說「獨化」，認為現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王弼為「萬有」找一存在的根據

「無」，而這本體之「無」不過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抽象概念，或者說是無任

                                                 
9 詳細論述請參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頁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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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內容的抽象的形式，這樣就便於它作成任何有規定性的具體事物，可說是

哲學概念的「無」；而郭象不認為「萬有」要有一共同的存在根據，故將「無」

拉回普通概念，並以「有」之自身作為存在依據，認為「萬有」的存在均為

其「自性」所規定。因此，在萬物之性的本體依據上，王弼是以「無」為本，

並說「萬物以自然為性」，而郭象則以自身當作存在本體，並說「物各有性」，

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理論體系。 

第二節  無為與自爾－－自然為性的玄學史觀 

先前提到，魏晉人之重個性，表現於現實生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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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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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與郭象論性雖重視「自然質性」方

面，然其所謂之「自然」意涵不同。因此，若欲釐清王弼與郭象之所謂「自

然之性」為何，則須對其「自然」意涵進行考察；而在考察「自然」意涵前，

又應對與此相關的「自然名教之辨」進行了解。是故，文下便先探討玄學的

「自然名教之辨」。 

何謂「自然名教之辨」，簡言之，就是以自然與名教關係作為討論對象，

試圖尋求生存於社會的最佳方式，可以說，這是種對人類存在問題的思辨。

然則，何謂「名教」？「名」指的又是什麼？依王弼之說法：「始制，謂樸散

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10可

見「名」指的是社會制度或秩序。而陳寅恪先生以為「名教」即是「以名為

教」，其言：「故名教者，依魏晉人解釋，以名為教，即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

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11由此看來，陳寅恪先生對「名教」的理解，

                                                 
10 《老子‧32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82。 

1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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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偏重於政治觀點，此觀點大抵無誤，但有些情形則不能適用，例如嵇康、

阮籍的遭遇，能以此觀點釋之，然若運用至西晉以後的具體事例，如赤身裸

體而破壞家族禮法等，則不免發生困難。是故，余英時先生對此觀點加以補

充，而言：「事實上，魏晉所謂名教乃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其中君臣與父

子兩倫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礎。」
12由此可見，「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

其核心問題在「秩序」、「尊卑」；而「名教」之根本意義在維繫尊卑秩序，主

要是政治概念，而將其他的「名」含在其中，可以說，「名教」所涉及的是政

治、家族中分位尊卑的問題。 

那麼，「自然」之意為何，則須以「名教」並看。如果說，「名教」是指

人們所作為的，是人們為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而設的等級名分和教化，則「自

然」可說是宇宙本體、世界本源或是說宇宙萬物本來的樣子。而在「自然名

教之辨」中，大致可分三派意見：名教出於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

自然。王弼哲學既然以「體用如一」、「本末不二」、「守母存子」為特徵，則

在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上認為名教出於自然，正如同有始於無一般，名教不僅

應當而且必然反映自然，其云：「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

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

一也。」13道常無名，樸散為器則有名，既然名教是根據「道」（即「自然」）

而設立，故亦不可廢。名教可變動而自然不可變動，若名教產生問題，則應

依自然來加以調整，因此，不合理的名教應加以改革，使其合於自然。可見

王弼認為名教源於自然，是以道為本，因為萬物皆由道而生，當然仁義人倫、

名物制度等也不例外。所以說，王弼雖不反對名教，但以為名教的運作，須

以自然為原則，故說「名教出於自然」。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說法，與當

時統治者維護名教，而實際上是踐踏名教有關。按照嵇康、阮籍的看法，「自

然」是有規律、和諧的統一體，因此人類社會也應當是這樣。嵇康、阮籍把

「自然」看成是一種混沌狀態的整體，天地萬物都應當存在於這一整體之中，

                                                 
12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332-333。 

13 《老子‧28章》王弼注，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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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統一的。本來人類社會應和自然一樣，都是有秩序的和諧整體，但是

後來的政治破壞了應有的秩序，違背了自然的常規，形成了名教與自然的對

立。為回歸最和諧的狀態，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到了郭象的時候，

名教與自然的衝突趨緩，知識份子多不再以如此強烈的手段反抗當朝，而於

名教與自然的問題上，主張「名教即自然」。郭象認為，在廟堂之上的聖人，

其心靈之和諧無異於處山林之中，意即自然與名教能夠並行而不悖。在郭象

來說，「名教」即「自然」，「山林之中」就在「廟堂之上」，真正的「外王」

即是「內聖」，因此郭象主張「名教即自然」。由此可見，「自然名教之辨」是

知識份子對自身存在問題的思辨，亦是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際間的反映與

調和。 

在了解「自然名教之辨」的背景後，以下便進入「自然」意涵的相關討

論。如第三章之討論，王弼所言之「自然」有五種意涵，即本體概念、萬物

運行的理則、無刻意之作為、自然而然的狀態、生命本能，其「自然」概念

隱含本體論、存在論、工夫論（或境界論）三層意義。而郭象之「自然」意

涵大致可分五點說明：其一，天人之所為皆自然－－莊子之自然是指天然，

而郭象之自然，固然有天然之意，但在某種意義上也認為「人為」也是自然。

那麼，在什麼意義上說人為也是自然呢？即其二，自為是自然的表現－－王

弼認為「道」（無）是自然，所謂「道」為自然，是就「無為」的意義上說的。

郭象也認為應該「無為」，但他所謂的「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認為

「自為」也是一種「無為」，郭象把這種「有為」稱為「自然」，那麼此「自

為」的根據又是什麼？即其三，任性即自然－－王弼之自然有抽象理則之意，

具體事物應該根據抽象理則而成為具體事物，這就叫自然。而照郭象看，所

謂「自為」就是根據事物各自的「自性」而為，這也是「無為」。「自然」就

是自然，沒有什麼使事物這樣或那樣，任何事物都只能率性而動，而不能故

意為之，不要使人從己，也不要捨己從人，「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其四，

必然即自然－－王弼認為，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根據的，其根據就在於有其

存在之理。郭象認為，事物的存在是根據各自的「自性」，而「自性」是不可

改變的，這就是必然性，這種無可奈何的性命亦是自然。其五，偶然即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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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根據其「自性」而必然如此的存在著，這是自然而然的，必然如此

的。但是，這種自然而然、必然如此的存在著，又是沒有原因，就此「不知

其所以然」而言，此自然就有偶然之意。
14由此可見，郭象之「自然」大致有

五種含意。 

而在郭象有關「自然」的論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爾」一詞，郭象

曾言：「自然即物之自爾耳。」
15何謂「自爾」？郭象為何常以「自爾」指稱

「自然」或描述自然的狀態？而以「自爾」指稱「自然」是否恰當？都是值

得注意的問題。觀察郭象使用「自爾」之情況，大致有以下二種：其一，無

使之然——即塊然、突然、忽然，如：「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16、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17、「既明物物

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18在此種

用法中，大致是用以否定造物者創生或主宰萬物的說法，因而用「塊然」、「突

然」、「忽然」等詞，強調萬物以自身為本體，非由更高的造物者主宰生成變

化，因此說「無使之然」。其二，偶然——如：「自爾，故不知所以。」19、「夫

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

問其故也，但當順之。」20除了否定造物者對萬物生成的主宰外，郭象亦認為

萬物雖以「自性」作為變化依據，但此「自性」是自生而有，非由造物者而

來，亦不能以自我意志強行改變之。而這種情況，在郭象思想中，則可說是

「偶然」，旨在強調非刻意為之者。由此可見，郭象所言之「自爾」，常能代

表「自然」之意涵；而郭象之所謂「自然」，是用以描述萬物自生、自造、獨

                                                 
14 此之言郭象「自然」之五種含意，係依據湯一介先生之說而來，詳見氏著：《郭象》，頁131-134。 

15 《莊子‧知北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764。 

16 《莊子‧天運》郭象注，同上註，頁503。 

17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同上註，頁56。 

18 《莊子‧知北遊》郭象注，同上註，頁754。 

19 《莊子‧寓言》郭象注，同上註，頁960。 

20 《莊子‧天運》郭象注，同上註，頁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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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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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所謂：「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

也。」
21 

綜上所述，可知王弼王主萬象之本體貞一，故天地之運行雖繁，而有宗

統；其所謂自然者，乃無妄然也。而郭重萬物之性分，故言物各有性，性各

有極，物皆各有其宗極，而無使之者；故自然者即自爾也，亦即塊然、堀然、

突然也。
22此即為王弼與郭象自然義的區別所在。那麼，其所謂「自然質性」，

或所言「自然之性」之意義為何，則須進一步討論。 

蒙培元以為：在以「自然」言性的觀點上，王弼與郭象是承襲先秦道家

之說而來。老子所說的「自然」人性，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超越性、

絕對性；二是原始性、樸素性。就前者而言，它是超道德、超倫理的形而上

者。一切社會倫理道德都是相對的，善惡之認定隨時代價值而轉移。就後者

來說，「自然」不需要任何人為的雕琢，亦不須後天知識的累積，如同嬰兒一

般，保持原始的自然狀態。23此種論性王弼大體繼承之，而郭象則有改造。王

弼與郭象皆重視性之自然而然，然因其本體論之不同，故所指之「自然」則

有差異。王弼以為：「自然」是一切存在的最高原則，也是人類存在的最高原

則。人以自然為性，自應以無為為治，而使萬物能各順其性而發展。而郭象

則從根本上否定道與無的存在，因此也就否定了道或無作為本體依據的說

法。郭象認為，萬物自己產生，自己存在，自己發展，這就是自然，其間無

因果性、必然性。簡言之，王弼之性是依道自然而然，郭象則是依自性之自

然而然。因著這樣對「自然」的不同觀點，其以「自然」論性之內涵亦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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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此段論述請參考湯用彤：《魏晉玄學》，頁66。 

23 詳細論述請見蒙培元：《中國心性論》，頁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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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玄學理論雖以宇宙本體為重心，然其動機與目的是要在宇宙根源來

發現人的根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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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人生安頓之地。而王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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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物之「性」乃是

得之於「道」之下落分化而成，即依循自然規律而來，故言「萬物以自然為

性」。而所謂「自然之性」，是指一切的執著、造作去除之後，回歸於自然渾

成的最佳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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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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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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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郭象如何以「自然」言性，其云：「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

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24此是以「自然」來闡釋「性」的內容與狀態，

這樣的「性」就是所謂「真性」。而郭象所謂「真性」或以「自然」言性有何

意涵，此可分二點說明：1. 自然質性－－性是不為而自然的天性，是人本有

的自然質性，此與「才性」有關，就是指才質之性，這是針對人的自然生命

所顯現出來的特質而說。2. 性與理－－性指事物的自然本性，理指客觀規律，

形容萬物合於本性，不違抗天性即合於客觀規律的特質。由此可見，郭象所

言之「性」是指事物自然而然的狀態，而此種「自然」與王弼所言之以道（或

「無」）為本的理則不同。郭象之「自然」是以符合「自性」為前提，而此「自

性」是人生而即有且不可改易者，萬物不能違反自性之所趨，這是一種客觀

規律。因此，郭象又說：「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25萬物之自生、

自造、獨化，非由造物主主宰，亦非由自身刻意為之，而是由於「自性」之

                                                 
24 《莊子‧山木》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960。 

25 《莊子‧則陽》郭象注，同上註，頁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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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趨。是故，郭象之以「自然」言性，不但認為「性」是自生、自造而來，

同時也強調萬物應符合「自性」的規律，在這樣的意義下，才是郭象所言的

「自然之性」。 

綜上所述，可見王弼之「自然」是以道（或無）作為內涵，故其所言之

「自然之性」，是指符合統一客觀規律，而使萬物各全其自然之性，即尊重各

個事物原有的統一性，維持萬物最渾然整全的自然狀態。而郭象之「自然」

是以「自性」為前提，故其所言之「自然之性」，是指符合自性所趨，非有統

一規律之主宰，即尊重各個事物原有的獨特性，使萬物能在自性中自成自足。

因此，王弼與郭象雖同以「自然」言性，然因其對「自然」意涵之界定不同，

而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自然人性」觀點。 

第三節  體無與逍遙－－存在個體的最高境界 

中國哲學特重修養工夫的實踐，此為歷代思想家所共同關心的課題。莊

耀郎師曾舉例說明：先秦儒道兩家雖各自構成自己的形上學體系，然其所以

形成的進路，實有別於思辨性格之形上學，而具有濃厚的實踐性格。進一步

說，此實踐性格之形上學乃由通過生命主體之自覺的反省和修養充其極以證

成之，而非只為滿足於人類基於對客觀事物之驚奇，從而探索之、思辨之而

建構的形上詮釋體系。相對於西方所重在追溯物理現象背後本源，探索存在

之根源「是什麼」的問題，儒道兩家的形上學基本上是一價值的形上學，生

命如何活出意義來才是聖哲所關懷的重點，此亦是玄學家關心所在。26經過以

上討論，可知王弼與郭象之性論是以「自然為性」與「物各有性」作為核心

概念，而值得注意的是，其性論體系中所提示之最高境界為何，人們又該如

何實踐，亦不可忽略。是故，文下便著重探討王弼與郭象二人性論中相關的

                                                 
26 詳細論述請參莊耀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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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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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與境界問題。 

關於玄學的工夫論與境界論，其用意在求現實人生的安頓，而其中又以

境界的提出較多，至於修養工夫部分，則常與境界描述相涉。在性論的觀點，

玄學家大抵承襲先秦道家精神，故多以因順、適性為主，意即以如何維持本

性或發揮性之極致為要。在王弼而言，其理論體系是以「無」（或「自然」）

為本，故認為萬物以自然為性，因而在「性」的工夫上，便以因順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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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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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生命流於外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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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才能使萬物各全其自然之性，而回到最渾然整全的自然狀態。是故，王弼在

對「性」的工夫上，最強調「因」、「任」、「守」、「歸」的重要。 

而對郭象來說，因為「性」有強烈的命定義與限制義，因而要以外在「安」、

「順」等動作安撫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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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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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達到逍遙境界的工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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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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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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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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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無為」的意涵上，漢代與魏晉不甚相同。湯用彤先生指出：漢人

講黃老之術，為君者無為而不擾民也，但此非玄學家的主張。魏晉人之無為

政治，是自垂拱而治之來說。為君在法天，分職任官，把臣民都安排好，大

家安分盡職，因此，無為並不是不做事。王弼所謂無為，是相對於人偽而言。

在政治方面來說，任天或則天行化，並非故意如此或如彼。帝王行事，無論

為善舉或刑罰，皆非矯揉造作，而順乎自然，順自然即順性。再者，因為物

無妄然，皆由其理，故順性即因其性。聖王無身，與天地合其德，是為公。

聖王行事，無論為善舉或刑罰，皆為當然。此即亦順自然，亦即因。帝王之

治天下，對於萬物萬事皆「因之」而已。因此，「無為」非不做事，政治上一

切活動皆應有，但帝王所行之事非造作，而是順乎自然。
27因此，王弼所謂「無

為」就是順其自然之性。而郭象對「無為」的解釋，湯一介先生則從兩方面

來分析：一是從事物自身方面來看，「無為」的意思就是萬物都各自做它應當

做的事，盡他應當盡的責任，只要是「任性而為」就是「無為」，或者說「率

性而動」就是「無為」；另一是從聖人方面說，根據事物本性的要求有所為也

是「無為」，只要是「無心而任化」就是「無為」，或者說「任物之自為」就

是「無為」。因此，郭象的「無為」實際上是一種特定的有為，他把「各司其

職」的「為」叫做「無為」。而把「不能止乎本性」的「為」和「不用眾之自

為，而以己為之」的「為」叫做「有為」。28是故，郭象所謂「無為」，是就符

合自性所趨來說的。 

有關玄學的理想人格或最高境界，是以聖人為代表。王弼理論是以「無」

為本，故其所認定之聖人，是能夠體沖和以通無者。王弼云：「聖人體無，無

又不可以為訓。」此句意謂：「無」是實踐性的概念，本來是不可言說的，而

從「體無」來說，「無」是身體力行以證悟之，既不可言說，也不必言說。曾

春海以為：本體義的「無」非言說性的名言概念所對待及所能窮盡，不純是

抽象思維的產物，它是真實的存有，應採主體生命真切體受的體證進路來契

                                                 
27 此段論述請參考湯用彤：《魏晉玄學》，頁423。 

28 此段論述請參考湯一介：《郭象》，頁55。 



- 134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悟映發，換言之，本體之知是實踐性的體驗觀照之知，這是立體性的生命境

界進路，亦即實踐性的進路。「體無」之「體」意指實踐、體現義。「體無」

之「無」指聖人在工夫實踐的歷程上所達到的無的境界，以及所體認道的「無」

的形上原理及妙用。
29由此可見，所謂「聖人體無」，即言聖人真能達到「無」

的境界，即作到無。牟宗三先生以為：無不只是一個「智及」之空觀念，而

且能表現於生命中，體而實有之，此體是身體力行之體。故此「體無」應有

兩層涵意，即第一序的存在道體與第二序的境界。若只是第二序之境界上的

體用、有無，則體或無即無客觀之實體性的意義，而用或有則只是自然帶出

之「糟粕」，淡然無繫，泛然從眾之「應跡」，其本身並無客觀而積極的意義，

而只有主觀而消極的意義。若徒言形式之有無，本不能推之於應用。
30因此，

「無」的妙用，是就萬物的存在與活動而言，係萬物實現自身的形上根據，

今將萬物視為「有」，則王弼認為不能孤懸或離開萬物而說一「無」的存在，

「無」就內在於萬物，且藉萬物自生自化的作用來自我開顯。 

而所謂聖人體無，又與「沖虛妙用」的觀念相涉，牟宗三先生曾說：「道

是一沖虛之玄德，一虛無明通之妙用。吾人須通過沖虛妙用之觀念了解之，

不可以存有型態之『實物』觀念了解之。此吾人所首先應注意之大限界。其

次，若移向客觀方面而說道為萬物之宗主，萬物由之以生以成，其惟宗主，

其為由之以生以成之本，亦須通過沖虛之心境而觀照其為如此者。以沖虛之

止起觀，『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暢通萬物自生、自長、自相治理之源，

此即其為主為本之意。」31沖虛妙用的觀念，是在沖虛妙用的心境中，體悟玄

德的妙用而有的。這種體悟，可以說是一種「體用並觀」、「有無雙照」的觀

照工夫；也可說是一種虛靜不昧、明通玄理的超越境界。王弼認為，道的運

行是始於微、無，起於虛、靜的；道之所以具有先在、內在、遍在、超越、

自在（獨立）、常在等性質，也是歸於無形無名的；這原是道的「沖虛妙用」

                                                 
29 詳細論述請見曾春海：《兩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頁167-173。 

30 詳細論述請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120-125。 

31 同上註，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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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玄德。故要把握此一「沖虛妙用」的道，自須常在「無欲空虛」、「虛靜無

為」、「無以為事」、「滌除邪飾」的心境中，才可體其無、觀其妙。虛靜之於

觀照，無為之於至明，滌除邪飾之於極覽玄同，不僅一一指工夫，也都一一

指心境。若說體悟與把握道體之「無」，需要經過「虛靜」、「無為」、「滌除邪

飾」等工夫的話，則這些工夫本身應該就是「靜觀」、「至明」、「極覽玄同」

的觀照心境了。可見王弼是反對具有形跡的人為修鍊的，其所謂「崇本」往

往與致虛、守靜、知常、體無、抱一、守真等義互通。其所謂「崇本」的「崇」，

根本沒有出乎人為的推、尊、高、舉之意，而只有本呼自然的「不失」、「不

違」、「不離」、「不捨」之意。
32 

由此可見，王弼所言之「無」，於工夫義上可分三個層面說明：首先，「無」

由工夫上說，因此，它是具體真實的體驗。所要對治的對象，就是會妨礙生

命自然的負面因素。「道」之具體而真實的意義即指向一沒有虛妄造作，以自

然方式的存在狀態。其次，「無」所要消除的對象，即是由生命主觀執著所引

起的負面現象，這些現象大概可分為幾個層面說：首先是自然生命的層面，

身心官能的外逐紛馳，所導致的盲、爽、發、狂；其次是心理、情緒的層面，

自我中心、患得患失、寵辱若驚；第三個層面屬於思想、觀念的執著、意念

的造作，譬如仁義聖智的執定，善惡美醜的分別、智慧的爭較等，更深層的

則是意識形態的執著和傾軋。因此，「無」的工夫義觀念，則在通過這幾層工

夫而保住一切自然存在的價值，由此而反顯其作為存在之本。33因此，王弼之

「無」不僅是屬於形上本體的思辨，更應從修養工夫去體證，如此由體證而

證得的內容才是具體而真實的。 

而在性情問題的處理上，聖人亦有高於一般人之處，即能以性統情，體

用如一，無違於自然。但要進入此一境地，則就個體心靈的超昇來說，重點

乃在「執著」與「纏累」的消解。要消解執著與纏累，就須具備一種超越的

                                                 
32 詳細論述請見林麗真：《王弼》，頁49-50。 

33 詳細論述請參莊耀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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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42。 



- 136 -  王弼與郭象之「性」及其比較研究 

覺照力和本體證悟的經驗。因此，王弼強調聖人體無。王弼肯定人皆有情，

但聖人的有情畢竟與常人的有情不同，如何不同？依王弼看，即在「無累」

與「有累」而已。何以聖人有情而無累，常人卻有情而有累？則視其能否體

無而定。何以聖人能體無，常人而不能？主要原因乃在聖人具有超越常人的

「神明」。何謂「神明」，即知觀照本體、崇本、體無的能力。這種能力，是

超乎感情與理性的直覺之智，是把自己與道體間的內在聯繫完全打通會證的

一種智慧神思與體悟經驗。聖人特具這種覺照的智慧和體證，所以他便異於

常人地能夠返本歸源，妙體沖和以通無。然後以無執、無累的心，順應世事，

不為世事所牽、所惑；發而為情，亦能以情從性，不為五情所困、所累；而

達到「本末不離」、「體用如一」的境地。
34 

總而言之，王弼所言之聖人乃是與道同體者，聖人因「神明茂」，故而能

夠掌握「寂然至無」的本體，此即「體無」、「崇本」；又聖人能「性其情」，

因而可以應物且無所沾滯，此即「言有」、「舉末」。王弼心目中的聖人，不僅

能入乎「有」境而無傷，更能出乎其外而遊於無限沖虛的妙境。因此「言有」

並不妨礙「體無」，因為聖人皆以「崇本」、「體無」為原則，待「本」崇「體」

立之後，自然「末」舉而「用」存。故而聖人是在生命的實際存有處，體現

應物而無累，達到同於「無」的道境。
35此外，王弼「聖人有情說」中「應物

而無累於物」觀念的提出，使聖人得以回應名教而不失自然，置身「有」域

而不離「無」境，這對爾後郭象「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

中」的說法，提供理論依據。 

郭象認為聖人可以游外以弘內，無心而順有，獨化於玄冥之境。所謂「游

外以弘內」，是要求用超現實的態度對待現實中的一切問題。因此，聖人雖身

在廟堂之上而不至於被世事「纓紱其心」、「憔悴其神」，這是由於聖人「遺物

                                                 
34 此段論述請參考林麗真：〈王弼「性其情」說析論〉，收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頁607-608。 

35 此段論述請參考盧桂珍：《王弼與郭象之聖人論》，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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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36在郭象看來，遊於方外絕非遁世高蹈、拱

默乎山林，而應是心靈不為教跡所拘，不為世事所累，而能常保其玄鑑洞照、

獨化於玄冥之境。在郭象的哲學體系中，既然「有」是唯一的存在，再沒有

一「無」作為「生化之本」，因而從社會生活看，現實社會之外沒有一個超現

實的世界，現存的世界就是合理的。所以郭象說，「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

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他盡可以「戴黃屋，佩玉璽」、「歷山川，同民事」，而

並不失其為至者。聖人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其能「游外而弘內」、「無心而順

有」。所謂「無心」，就是說聖人儘管「戴黃屋，佩玉璽」，而不以此為意，不

使這些擾亂自己；所謂「順有」，就是說讓每一事物都按其本性而各安其位。

37郭象以為聖人特稟自然之氣，以內在修養而言，聖人獨具齊物、達命之心，

而能無心以順化；而就外在事功而言，聖人之臨天下，率性而動，任才使能，

與物無對而化成天下。郭象所描述之聖人，不僅是適性自足的逍遙，而是能

玄同彼我、與物冥極，更能進一步放物於自得之場，使物我皆同於大通，正

所謂「跡冥圓融」的聖人境界。 

再者，聖人還能達到無待逍遙的境界，因為「無待」是逍遙的最高境界，

只有「聖人」能達到。在郭象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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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璉璋先生以為此即通過返冥極的工夫，與物相冥，無心玄應，

因之順之，而「所遇斯乘」。「所遇斯乘」突破了「乘」、「御」的限制，可以

無所遇而不乘，無所往而不逍遙。在這裡蘊含著無待、有待的玄同，彼我「各

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逍遙遊〉，則一切有待者在獨化於玄冥之境

中渾化於無待，而可以遊於無窮。遊於無窮是物我兼忘而相順、渾化而並美、

無窒無礙、自適逍遙的精神境界。38 

                                                 
36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71。 

37 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頁67。 

38 詳細論述請見戴璉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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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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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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從「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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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性分

各有限制，各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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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郭象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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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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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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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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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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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郭象為將世間萬物（聖人除外）統攝於「有待逍遙」之下，

                                                 
39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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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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聖人因其「自性」所趨，故能達「無待逍遙」之境。因此，在郭象

的思想中，因為是以物之自身作為本體，依照自性之同，其所能達之生命境

界亦不相同，因而形成存在個體有各自的逍遙境界，此在郭象理論體系中是

合理的推論；而在王弼的思想中，因為萬物是以自然作為共同根源，故能有

一理想的最高境界。 

總的來說，王弼講「反本」、「抱一」，要求返回到本體之「無」而與之同

體，即要求一切事物統一於「無」。而「無」是全體、絕對、唯一的；「有」

是部分、相對、眾多的。事物的統一不能由部分、相對、眾多的來統一，必

須由全體、絕對、唯一的來統一，所以王弼哲學要求宇宙的統一，要求紛紜

複雜的萬有統一於絕對的、超越時空的本體之「無」；而郭象否認在「有」之

上還另有一個存在的根據，天地萬物本來就是一個一個的獨立自足的存在，

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必然聯繫，因此在郭象哲學中也就沒有宇宙統一性的問

題。至於事物的統一性問題，則為各個事物自身的統一性。事物的統一性，

僅僅表現它自身內在的統一性，而不表現為宇宙的統一性。郭象之所以只承

認各個事物自身的統一性，不僅是為了排除宇宙的統一性，從而否認本體之

「無」，而且也是為了論證其「獨化」學說。40再者，因為王弼所求在於宇宙

之統一，因而認為全性必須反本，才能復其性命之真；而郭象所求在自身的

統一，因而認為只須實現自性，就能達到逍遙一也的境界。由此可見，王弼

哲學重在「一」，而郭象重在「多」，故於存在個體的工夫與境界上，其說法

雖不相同，然於謀求人生價值實現的立意上則是一致。 

                                                 
40 此段論述請參考湯一介：《郭象》，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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