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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晉政治的特性，近人田餘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

中，已成功地建構出一個解釋典範，並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界中引

起熱烈迴響。田氏於著作裡，將東晉政權的屬性定義為「門閥政

治 J '是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田氏指出，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場合

裡'雖然表面上司馬氏皇權與當權士族「共天下 J '但實質上皇權

卻僅屬門閥士族操持權柄時的裝飾品，是士族利用的工具。他又

論證歷史上所謂門閥政治的存在，只是暫時的現象;它源自皇權

政治，又逐步回歸於皇權政治，從而界定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

國立全灣師範大學歷史學請注碩士生



- 290- 臺 j彎師大屋史學報 第 46 期

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l

儘管田餘慶對東晉政局的詮釋已相當精闢'但本書作者王心

揚先生卻認為關乎此一議題的研究，非無可再議之處。於本書開

頭，王心揚先回顧學界有關六朝士族研究的成果，認為這些作晶

多主張魏音士族為了自身利益必須依賴帝制，在政治活動上有與

皇權共生(symbiosis) 和相互依賴的一面(頁10 )。再根據上述的

思維，對田氏一書作出評價。王心揚說:r 田先生的貢獻就在於他

對東晉當權士族如何維護門戶利益和限制司馬皇權所作的系統、

深入和詳細的論證。不過，田先生的成功也令後來的學者深深地

感到，我們對於東晉士族維護門戶利益以外的政治活動還缺乏系

統的了解。 J (頁11) 因此，他企圖於田餘慶的典範外另闢膜徑，

對東晉士族的政治性格作出以下新詮釋:此即東晉士族的代表人

物實際上具有雙重的政治性格，他們身上既有維護士族利益、限

制皇權的傾向，也有削弱士族、加強皇權的傾向，並且他們身上

振興皇權的傾向最終超越了限制皇權的傾向。上述這番關於東音

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討論，即本書宗旨所在。

王心揚，耶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職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

部。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社會史。雖然本書主題非作者昔日所專

攻，作者也自云 r( 過去)由於環境所限，始終無暇顧及這方面問

題的專門探討J (頁250)。但作者基於對中古時期士族與皇權關係

的興趣，還是足足花了八年的時間潛心鑽研，投入於本書的寫

作。因此，本書的出版，可以視為是作者最近八年的一個研究成

果。(頁250 )

王心揚《東晉門閥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一書除了導論

與結論外，共分六章，除了旨在鋪陳東晉前夜皇權漸序衰落的第

一章外，其他各章的篇排皆意圖討論個別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

l 以上參考田餘慶. <東晉門閥政治~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6月) .頁

1-23 、 294-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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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及身上振興皇權的傾向最終如何超越了限制皇權的傾向。

以下為筆者對王心揚一書的簡介。 2

第一章「東漢以降皇權的衰落 J '探討了漢晉之際，皇權漸續

衰弱的過程。秦漢帝國的建立，意味著獨一無二的君主對於其統

治下之臣民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且各地方勢力與社會團體的利

益需一律服從帝王的權益。然東漢後期，中央難以過止州牧郡守

和士族豪強等地方勢力膨脹的結果，不僅讓東漢帝國土崩瓦解，

更讓此後的皇權也隨之一臟不振。皇權觀念之式微表現於當時思

潮，可從地方長官與僚屬間有君臣關係的締結、時人對家族的效

忠高於對君主的忠節、「忠臣不事二君」理念的沒落等現象中窺探

出模概。

繼東漢之後曹魏西晉政權，皇權也沒有隨著政權的遞檀而回

春。於政治場合中，士族大姓的向背是左右曹魏、西晉得否建立

的關鍵，這說明了新興王朝的為政需與士族利益取得相當程度上

的妥協;在思想界，主張個體自由和限制君權的玄學卻方興未

交，甚或有質疑皇權合法性的說法出現。總之，在晉室遷於江左

前，皇帝的權威性已跌落谷底。

第二章「嘟嘟王氏與司馬氏皇權」。本章開頭首先指出，縱然

魏晉思想界已出現否定君主地位的聲浪，不過西晉中後期思想界

仍有另一種對立思維，即具有承認君主至尊地位的傾向，這種趨

勢能以郭象和葛洪的政治思想作為代表。此思潮對應於東晉初年

的政界，可謂當晉元帝司馬睿決心用申韓之術來治理國家、伸張

皇權時，並非無當時思想界的學理背景支持。但庸、及東晉能立都

於江左，實是王導、王敦等嘟嘟王氏一手主導，晉元帝本身的權

力與威望並不足以服眾。因此於政權草創之初，王導等門閥士族

才是政令的實際決策者，元帝無處置啄。故這時施政的指導方針

是以安頓士族的利益當第一要務，漠視國家公權力運使。但鑒於

嘟嘟王氏之跋眉，元帝不甘於權柄旁落，開始致力於用法家手段

伸張皇權，抑齊豪強，但結果卻是招來王敦起兵反抗而以失敗收

2 導論部分的重點筆者已於本文第一段中提及，為避免內容重覆，於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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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含辱而終，無法落實「以法御下」之策。

在晉元帝時期，可以從王導、王敦身上看到東晉高級士族對

待皇權的兩種不同態度:王導的主張，反對加強皇權以利維護士

族豪強的利益，但也反對強人畫畫奪司馬氏的皇位;王敦雖主張限

制司馬氏皇權的增強，但他作為政治強人，卻也認為在皇位唾手

可得的情況下，有必要加強中央權力，好為自己的政權鋪路。這

樣看來，王敦政治性格中有限制皇權的一面，也有支持皇權伸張

的一面。

第三章為「士族與皇權的振興:穎川庚氏」。庚氏是繼嘟嘟王

氏之後，掌握東晉政府實權的門閥家族。作者認為他們政策的主

流是振興皇權，而不是保護士族豪強。即便在思想上，庚亮為了

順利踏入仕途，曾嫻習玄學，與清談名士交往甚密，也曾明確反

對元帝的「以法御下」政策;在政壇的權力角逐中，他更全力制

止宗室勢力的膨脹。不過究竟限制皇權的思維並非他全部的政治

綱領，在庚亮政治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思想雜以法家思想成

分發揮了比玄學更重要的作用。晉明帝去世後，庚亮開始以帝舅

的身分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並限制士族。同樣地，庚亮弟庚

冰、庚翼二人無論在行事風格或思想上，也與廣亮大抵一致。最

後作者歸結出穎川庚氏之所以有振興皇權的政治性格，關鍵原因

在於庚氏一門的得勢，與他們作為皇室姻親的身分有闕，否則單

憑庚氏相對低微的門第背景，是不足以於朝中擔綱要職的。也正

因如此，他們與司馬皇室之間有著「共生現象J '這種現象也決定

了他們必須維護司馬氏皇權，才能維護庚氏的家族利益。

第四章標題是「士族與皇權的振興:誰國桓氏」。庚氏兄弟去

世後，桓溫走向了東晉政治舞臺的前沿。在桓溫執掌朝政近二十

年的歲月裡， r政由桓氏，祭則寡人」是這時政治形勢的寫照。桓

溫雖然早年曾參與清談和推行過寬鬆政策，但執政後表露出的思

想基礎卻是儒法兼備，且更偏重於法家一方。又桓溫思想的實

現，是利用主持庚戌土斷、推行併官省職、罷點與誅殺政敵等措

施來貫徹。這樣看來，他的思想與實際行動，與一般名士志趣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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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相互對立。作者分析，桓溫和清談名士之間的對立固然是不

同品味和不同家庭背景所造成，但雙方在政治利益上的衝突才是

導致這種對立的更直接要因。作者另外指出，若從桓溫能擅自廢

立東晉天子的角度來說，那桓溫固然是把司馬氏皇權削弱到最低

點。不過，不論是從加強中央政府權威，或者是從他認為即將出

現的桓氏新政權立場來看，這也可以將桓溫視為是把皇權推向高

峰的推手。

第五章「儒家思想的上升與皇權的加強」。桓溫去世後，謝安

開始入主中樞。他畢生對朝廷的功績除了阻止桓溫鑫晉稱帝和阻

前秦大軍於激水之外;另一起更具戲劇性的事件，則是謝安在孝

武帝決定重振皇綱時主動放棄中樞權力，他的這項抉擇說明了東

晉後期的士族代表人物，開始置皇室利益於家庭利益之上。作者

舉出，東晉中後期的士族不僅只有謝安的舉措具有如此意向，同

樣地吾人也可從王坦之、王彪之、范筒、桓沖等人的政治行動或

思想、中洞察出這些士族擁有與謝安相似的立場。但如何解釋謝安

等士族會把朝堂的忠節放置於家族的利益之上呢?作者認為，陳

郡謝氏素有既謙退又願明哲保身的家風，是左右謝安個人退出中

樞，任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原因。至於就士族群體而論，共通的原

因在於他們可能意識到，國家若放任士族的利益無限制地發展，

則皇室力量終會不斷削弱以致傾覆，如此一來，士族也就會因此

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依據。正是這種考慮，才使得謝安等思想中

忠君的一面要高過於為家族計的一面，並且在執政期間採取了有

力措施限制士族利益。還值得留意的是，普遍潛藏於士族心中的

忠君思想，於東晉中後期呈現出上揚的趨勢，並能成為許多士族

的思想主流，此也是皇權能重振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題目定為「桓玄、劉裕與皇權振興的連續性J 0 3作者

先指出，一些學者認為，東晉孝武帝振興皇權的努力到桓玄代晉

3 作者曾將第六章的大半部發表於《新史學》期刊，後再增補收入~t本書。因此筆者

對該章的介紹，大致是參考《新史學》期刊上所提供之摘要為主。詳見王心揚，

〈桓玄、劉裕與皇權振興的連續性> • {新史學» .的: 4 (臺北. 2004.12) .頁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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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出現了中斷，因為桓氏的興起代表了門閥政治的回潮，而皇權

的振興到劉裕執政後又重新開始。但作者根據本章的研究表明，

雖然桓玄少壯時曾耽於清談，在興起的初期更是得到王益為首的

眾多門閥士族支持，這些士族人士也確實希望桓氏能夠重建門閥

政治的格局。但事實與這些士族期望的相反，桓玄之志乃在成為

強勢帝王，所以他執政以後，並沒有力圖恢復東晉初期那種君弱

臣強的政治局面，反而是採取了限制和打擊士族的政策。因此，

桓玄代晉的主流是振興皇權，而不是門閥政治的迴光返照，只是

他欲振興的皇權，不是司馬氏的晉朝，而是他即將建立的政權。

作者緊接著分析劉裕與劉宋皇帝的政治思想與政策，歸結出他們

的執政方針與桓玄頗為相似，都具有強烈的法家傾向，且同樣致

力於中央集權與皇帝威勢。因此桓玄代晉體現了孝武帝和劉裕之

間皇權振興的連續性，而不是間斷。

「結論」中，作者認為在認清了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以

後，似乎不應該再把東晉的政治形態僅僅歸類為門閥政治，他認

為這時期也是擴張皇權的政治逐漸凌駕門閥政治的時代。另外，

作者又指出江左政局有所謂皇權政治的回歸，但此現象並不是忽

然肇因於劉裕，而是庚氏兄弟、桓溫、謝安、桓玄、劉裕等人前

仆後繼完成的，故東晉到劉宋之間的皇權振興，其實具有明顯的

連續性。

本書的寫作志趣，是企圖於既有典範中尋求突破，並力圖開

闢新的研究視角。因此能不落葉臼、別出心裁是全書最大的特

點。以下是筆者對書中的一些特點所作的介紹。

首先，本書的重要論點，能從前人所未發處著手，拋出新的

觀點，讓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女日本書所在在提及的，過往研究

僅強調東晉士族有「為家族計」、限制皇權的政治性格，但作者卻

提出他們還有被忽視的「另一面J '即削弱士族、加強皇權的傾

向，恰好與前者矛盾。又如關於東晉末門閥政治終結的緣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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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常見的解釋則有士族人才凋零與寒門的帽起等說法，並認為士

族不再壟斷軍權是此現象的具體反映。4不過作者卻另具巧思，認

為東晉後期士人間忠君思想的上揚，也是促使士族讓出中樞權力

的一大因素(頁200-202)。如此作者有效地回應了傳統觀點，即東

晉末士族不再把持朝野，不全然是實際權勢的萎縮所不得不如

此，他們自發性地將權力奉還於皇帝，也是關鍵之所在。

其次，賞穿通書的問題意識明確，各章之間能前後呼應、一

氣呵成，也是作者在處理寫作編排上的一大特點。本書二到六章

的討論，作者是以個別人物或家族的個案作為論述，乍看下這樣

的論述似乎易產生支離的情況，但作者卻能有效將議題聚焦，集

中在東晉士人所持有的「雙重政治性格」。這讓全書的討論不致流

於枝節瑣碎，而有一致的精神橫互於其中。因此本書能有效地樹

立出一個考察東晉士族政治思想的新觀察視角。

再次，作者雖認為許多士族有共通的「另一面」政治性格，

但他並不把此性格的形成之因含糊地歸諸於單一因素，而是透過

逐章的敘述，得出這是各有其不同的政治形勢所造成。如王敦與

桓溫會有集權中央的舉措，主要著眼於替自己日後的王朝鋪路;

庚氏兄弟則是基於自己身為外戚的立場;謝安的考量則與東晉中

後期儒家忠君思想的提升、士族日益依賴皇權等現象有關。如

此，使個別士族何以有「雙重政治性格」的原因具體化，也間接

體現了東晉門閥士族有著多樣性的性格臉譜。

最後，本書於導論中，對英文學界的六朝士族研究成果著墨

甚多，特別是在六朝士族與皇權關係的議題上。日本的六朝士族

研究成果，近年中文學界透過各種學術交流以及大量譯作問世，

4 關於士族人才凋零的說法，可參考田餘慶. <東晉門閥政治» .頁 294-297 ;祝總

斌. <試論東晉後期高級士族之j失落及桓玄代晉之性質> .收入於氏著《材不材齋

文集一一祝總斌學術研究論文集(上編)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年 1 月)

頁 182-211 0 寒門興起的說法，可參考川勝義雄著，徐谷咒、李濟滄譯. <劉宋政

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一一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 .收入於氏著. <六朝貴族制社

會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12 月) .頁 223-237 。有關東晉士族與

軍榷的關餘，可參考毛;其光. <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 .收入於氏著，

《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1990年 1 月) .頁 19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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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有相當認識;然關於英文學界此主題的認識，則相對十分不

足，故本書的相關引薦，實能大開一般讀者眼界。

然本書仍有部分缺失，或可商榷之處，筆者將就學力所及，

於下文作一討論。

首先，本書的不足，最根本之處在作者所提供的論證個案皆

來自「僑姓」士族，完全忽視了與「僑姓」立場相對的「吳姓」

士族。 5依作者自云: r本書所論及的『士族』主要是指有學者在

朝為官的世家大族J (頁2) 。既然作者主要是以家風的文化性格作

為評估「士族」的依據，就不能忽視吳姓也不乏有文化士族活躍

於東晉政壇的事實。也唯有如此，才能契合本書所要關心的群體

一「東晉士族」。諸如支持東晉立都於江左的吳郡顧榮，其政治立

場是否呼應作者的「雙重政治性格J ?其實就相當值得討論。6

第二，本書的宏冒之一在於論證東晉當權士族有「振興皇

權」的一面。然本書的「振興皇權」何冒?筆者綜觀通書，作者

將士族「對東晉皇帝行使權力的認允」、或對「東晉王朝正統權威

的支持」、或者「代表中央果決執行清查編戶與土地管控等行動」

甚或是權臣為自己可能建立的新專制王朝鋪路之舉動，都視為是

士族「振興皇權」的表現。或許作者如上的作法，是盼能使讀者

易於理解東晉士族在政治性格上的共同面，即東晉門閥士族皆肯

定，要讓自身家族有更好光景的前提，皆需仰賴江左朝廷的存

續，因此他們的政治思想或施政上，皆表現出類似的立場，只是

於權力分配的認知上有所差異，例如王敦、桓溫欲將國家收為己

有，謝安卻主張重振司馬氏皇綱。然上述的觀點，用士族「振興

皇權」來總括，似乎難將原意清楚傳達，恐有使讀者誤會之虞，

5 作者指稱具有「雙重政治性格」的對象，主要計有嘟嘟王氏的王導、王教、王彪

之，領川庚氏的庚亮、庚;水、庚翼，樂、國桓氏的桓溫、桓沖、桓玄，太原、王氏的王

坦之. JI項陽范氏的范宵，他們皆是僑姓人物。

6 吳姓四族皆是興自漢代的儒學舊旗，在東晉南朝時代，他們仍遵守儒家倫理道德觀

念，重視孝道、不忘忠義。然這類吳姓士族於東晉的實際政治立場究竟是站在振興

或限制皇權的一方，王心揚先生並未說明。關於上述吳姓士族的家風、家學與文化

性格，詳見王永平. <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頁 342-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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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斟酌考慮。

第三，作者舉曹操逼迫苟耳聽自殺一事，論述作曹操為增加中

央政府力量所採取的削弱士族政策(頁的)。然苟或之死，依目前

學界通說，主要原因在於苟或為漢帝盡忠的立場與曹操欲自立為

王的志向不合，他的自殺與曹操打擊士族之政策似較無直接干

係。 7

第四，本書第四章標題之命名，需要加以修正。首先，此章

標題原定為「士族與皇權的振興:誰、國桓氏J '但通篇意旨盡在討

論桓溫一人的政治思想與施政，如此似乎與標題有些名不符實。

再者，本書第五、第六章中，分別又載有論證議國桓沖與桓玄政

治思想的篇幅，也就是說事實上本書對諜國桓氏一族的討論，根

本就是散見於各章，非放於第四章中特別處理。若再版不對內容

做大幅度更動，標題或可改為「士族與皇權的振興:桓溫」。

最後，本書在資料編排或用字上，出現了些顯而易見的疏漏

或瑕疵。筆者就管見所及，列舉如下，可供作者再版時作為參

考。

(一)頁8處，作者將美國學者Patricia Ebrey翻譯為「帕圖烈夏﹒

依伯瑞」。然根據Patricia Ebrey (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

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一書譯者范兆飛向Patricia Ebrey

的詢問， Patricia Ebrey的中文姓名應為「伊沛霞」;8況於中

文學界，絕大多數者都譯為「伊沛霞」或「伊佩霞J 0 9有

7 可參考何茲全. <續《三國志札記> :茍或之死> • <文史知識》﹒ 2003 年第 9

期，頁60-的。

8 詳見(美)伊沛霞著，范兆飛譯. <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

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7月) .頁 219 。

9 除了《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外. Patricia Ebrey 的專著尚

有二本中譯本問世. <內悶:宋代婦女的婚姐和生活》的譯者胡志宏把她的譯名譯

為「伊沛霞 J ; <釗橋插圖中國史》的譯者超世瑜等則譯作「伊佩霞 J ;另外，早

年周一良在引.l<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一書於中文學界時，也將 Ebrey 譯為「伊佩

霞」。詳細出版項: (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譯. <內閣: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

活>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9月) ; (美)伊沛霞著，超世瑜等譯，
《劍橋插圖中國史>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2年3 月) ;周一良. <<博陵
崔氏個案研究》評介> .收入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篇> (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 .頁 19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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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訴因素，本書若再版時宜將「帕圖烈夏﹒依伯瑞」

改為「伊沛霞J '一來為尊重伊氏，二來也較不易使讀者產

生混淆。

(二)頁48 '圖表引用有未妥善處理之處。作者引毛漢光的「兩

晉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表，藉此陳述兩晉時代士族

壟斷仕途的現象，然卻沒對毛氏表中的特殊專有名詞作補

充說明。如此，就使讀者不容易對毛氏的製表依據有精準

理解，甚至可能造成誤解。額外要指出的小錯誤，作者所

轉毛氏之文，題目是〈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

計分析與比較>'內文注中誤植為〈西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

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a IO

(三)頁的註卜頁242 '作者書中有參考萬繩楠整理，陳寅佫講

授之《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一書的頁的0-151 。作者註明

該書的出版單位為「安徽教育處出版社J '但實際上本書卻

只有黃山書社、雲龍出版社以及貴州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又作者所參考的萬著內容(頁的0-151 ) ，頁碼恰與黃山書

社版本相符。因此作者於此或恐有誤植。

(四)本書所引的部分史料中，有些人物只出現其字，不見本

名，作者也沒有補註。如頁86所引史料中「周伯仁」、「仲

智 J '頁 122的「王夷甫 J '作者都沒附上原名周頡、周嵩、

王衍。即便這不是重大的疏忽，但不是每個讀者都詳知兩

晉人物，如果能做個附註，在史料的剪裁上就更臻盡美

了。

(五)近人學者鄒紀萬，本書出現之二處皆誤植為「鄒萬紀 J '分

別是頁的3註 l與頁240處，需改正。

10 毛氏於圖表內將門第分為「士族」、「小姓」、「寒索」三種標準，主要依據為家

族三代間的累官世數及層官品位差異。簡單地說，若家族三代(三代成員含從父、

從祖)之中有二代層官五品以上，即歸為「士族 J '父、祖皆為六、七品者，或父

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或遠祖為士族，但該族已超衰微者，成為「小姓 J ;至於

「寒素 J .毛氏引《晉書﹒李重傳》茍組所云，為「門寒身素，無世祥之資」者。

詳見毛漢光， <西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收入於氏著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金北:聯經出版事業， 1988年2月) .頁 140-144 。



評介王心揚《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 - 299-

整體而言，本書在研究取向上能超越既有觀點，補充了人們

對東晉士族人格的認識，是值得嘉許之處。唯若能在士族個案的

研究上作均衡處理，以及於顯著疏漏上作修正，相信會是一本更

值得品味的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