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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紹」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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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在郭店老子第21 簡中有一字寫為知形，對於此字之釋讀，學者意見相
當分歧，至目前為止共有「狀」、「道」、「象」、「將」、「蝠」五種說法。筆
者在評詰各種說法後，認為此字應理解為由「井 J 得聲，讀為「狀」較合
理，至於是否再轉讀為「象」’則仍有可商之處。在本篇論文中，筆者主要

以相關字形的比較，及如何由簡本〈老子〉連繫到後出版本〈老子〉為考
量，希望藉此釐清此字釋讀的問題。

【關鍵字】郭店簡、老子、有物混成、有狀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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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首

繼馬王堆吊書《老子〉甲、乙本出土後，荊門郭店楚簡又出土了甲、乙、丙三

種《老子〉版本，這對〈老子〉研究學界實是一大幸事。兩批出土版本〈老子〉相
較之下，吊書本《老子〉時代晚至漢代，用詞文句皆已近於傳世本〈老子〉﹔而郭店

〈老子〉時代約在戰國時期，時代較早，由其思想大要雖可看出和傳世本〈老子〉

之間的淵源，但在用詞用字上多有不同，仍能由其中觀察其不同於後出〈老子〉思
想的早期面貌，以及從竹筒〈老子〉到吊書、傳世本〈老子〉之間的思想演變。
在此筆者想要提出來討論的是郭店〈老子〉甲本第二十一簡中和傳世本〈老子〉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相對應的一句，整理者將其隸定為「叉（有）眉蟲＜她＞
成」。 i對於隸定為「陌」和「蟲」的兩字究竟該釋為何字，學者們眾說紛耘，尤其對

於「個」字的爭議更大，說法竟達五種之多。筆者在本篇論文中將集中在對「站」
字的探討。

二、各版本對應艾句
筆者於此先附上不同版本〈老子〉中和傳世本《老子〉第二十五章相對應的文
句，以便於後績之說解，亦利於讀者參詳。

郭店〈老子〉甲本：「又（有）組蟲＜蚣＞成，先天地生，就穆，蜀（獨）立
不亥（改），可以為天下母。未智（如）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串書《老子〉甲本刊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繡呵繆呵，獨立口口口，可以為
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串書《老子〉乙本：「﹔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滲呵，獨立而不王玄，可以
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J

〈老子〉河上公本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老子 〉王闕注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 改，周行而不
殆，可 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

l 在古文字中， 寫作二「虫」者為「昆」’寫作三「虫」者為「蟲」。但郭店（老子﹜ 甲本卻作「有組
『蟲』成」’整理者將之理解為 「 昆 」 之錯寫 ， 即書寫者將二 「 虫 」 誤書成三 「 虫」’筆者暫從整

理者說法，亦即將「蟲」視為「 d也（昆）」之錯寫，讀為「混」。
178

郭店﹛君子﹜「媚 l ：幸者

〈老子〉想爾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家穿，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老子〉傅奕傳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寂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殭字之曰道，鐘為之名曰大。」

三、說法整理分析
在此筆者把各學者考釋A字的相關說法做一歸納整理，並加以分析：

（一）有「將」蟲成
此說法由劉信芳提出，以下引其原文：
「有」乃名詞主語。「有」生於無，「有」既已生，則作為一種狀態而存在。「蝠」
字應讀如「將 J ’同出《五行〉簡 36 ，「遠而持首之」’串書本作「單」（莊），從
封之字多以封為聲符。將者，以也。〈茍子﹒王霸〉：「安之者必將道也。 J 楊
傢注：「必將以道守之。」〈戰國策﹒秦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患王曰。」

將達橫即以連橫也。「蟲」字讀如「同」’合會也。〈詩﹒大雅，雲﹔其〉：「蘊隆

蟲蟲。」（釋文〉引〈韓詩〉「蟲」作「炯」。「蟲 J 宇串書作「昆」’玉本作「混」’
〈說文〉：「昆，同也。」「有將蟲成」者，「有 J 以合會而成也。

《老子〉之「道 J 乃是對萬事萬物的總體性認識，此所謂「蟲成」。 2

劉信芳把話釋為「將」’把全句讀作「有將蟲成」’解釋為何有』以『會合』

而成」，其明顯不同於其它說法之處，在於其它四種說法除了對於~字的考釋不同
外，基本上都照著令本「有物混成」的句法結構來釋讀整句文義，以「緝」為主詞，
而劉信芳釋為「 r 有』以『會合』而成」’以「有」為主詞，句法結構截然不同。筆

者以為把「蝠 J 釋為「將」至少有以下三點問題：其一，「將」字無論從字義或詞性
來說皆無法連繫到晚出版本的「物」﹔其二，「『有』以『會合』而成 J 的說法與下文
本體論的論述不合﹔其三，在郭店三種版本〈老子〉簡中的其它艾句結構都和晚出

版本相去不遠 ，只是字詞上的差異，不應單單在此句的結構上有如此大的改動。故
筆者認為「蝠 」字不應釋為「將」。

2 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筒老子解詰〉（台北：藝丈印書館， 1999 年），頁 24 一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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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道」混成
此說法由郭店楚簡整理者於〈郭店楚墓竹簡〉中首次提出：

紹，從「封」「百」聲，疑讀作「道」。串書本作「物」，即指「道 f

rtl也」即昆蟲之「昆」的本字，可讀為「混 J 。 3
魏啟鵬亦表贊同：

括：傳世字書未載。此字從針，首聲，首（戶丈 v) ' （廣韻〉書九切，〈集韻〉
始九切。〈說文﹒百部〉：「盲，頭也。象形。 J 同書《首部〉：「首，百同，

古文盲也。」道字從霆，從首會意，首亦聲也。疑描讀為道，二字皆首聲，
古音員同隸幽部，其聲書、定舌音準旁紐，故得通借。 4

郭店楚簡的整理者將話釋為「道 J ’乃取其「首（首）」聲，同時也考慮到「道」

字在〈老子》中是常用字，而此章的論述叉有關於「道 J ’由此看來整理者將話字釋
為「道」也不無道理。但由上下文來看，其下文有「未知其名，字之日 r 道』」一句，

若將油釋為「道 J ’則上下文便有了矛盾。雖然丁原植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此處可能和
今本老子二十一章：「道之為「物 r 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的兩個「物」一樣，是意義和作用上的不同，但筆者認為不應先說

了「有『道』混成」，把「道」字點出來後，才叉在後面說「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J ’
這在說話的邏輯上是有矛盾的，了原植在其論述中亦有提到此點。再者，「道」字在

楚文字中寫作「緝」、「俯」二形，在金文中亦有作「銜」形者，郭店〈老子〉之中
其他的「道 J 字皆作楚文字常見的「道 J 字二形，不應僅在活字上作特殊寫法，且

已見的「道 J 字三形在構字意義上是有連繫的，活字若釋為「道」’則難以解釋為何
以「封」為偏旁。和晚出版本對照看來，我們也很難理解若時代較早的郭店老子已
明確地點出「有『道』混成」’為何在後來的各〈老子〉版本中會一致地捨棄這直稱

「道」的用法，叉一致地改用模糊不清的「物」的用法，而沒有任何「有道混成」
的用法遺留下來。故筆者認為釋為「道 J 的可能性亦不大。

（三）有「紹 」 混成
此說法乃丁原植之獨特創見，在其專著〈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增修

3 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丈物出版社， 1998 年），頁 116 。
4魏啟鵬：（楚簡﹛老子〉東釋〉（台北：萬卷樓圖書出版公司， 1999 年），頁鉤，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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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丁原植增對話字提出以下看法：
此字若釋讀為「道」’則下文又言「字之曰道」’用詞上或有矛盾。但今本

《老子〉第二十一章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其中兩個「物」字的意義與作用均不相同。若按比

例，則此章「紹（道）」與下文「未智（如）其名，（字）之曰道」的「道」’
就同樣需要從這兩字的不同意義與的作用上來理解。簡文「道」字有兩種

字形，一作「緝 J ’一作「私7 」。「蝠」字也可能別有所指。．．
依據裘先生說，「賠」’似可讀為「狀」。「道」、「物」與「狀」三字，可能各
表達「始源」的不同層面。

〈說文〉：「「蚣』’虫之總名，從二虫。讀若昆。」原注稱：「蚣即昆蟲之『昆』
的本字，可言貴為『混』。」「混」，有 7｝（. 勢盛大之義。〈說文〉：「混，豐流也，

從水，昆聲。」此處「混」字，似引申為對「湧現之狀」的描述。 5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丁原植叉提出另一創新的觀點，認為或許可就活字之原字
形釋讀為「插」，其理由如下：其一，「跑」不太可能是「道」字，因為它違反了此
章極為嚴謹的辨析與說明的結構。若「有道混成」在先，叉說「不知其名，字之日
道」’這種論述是不合常理的。其二，「狀 J 字很難從文字學的瞭解上，關連到通行

本中的「物 J 字。其三，「 M§ 」字右邊可釋為「首」’是與「道」字的組成有關連的，
而「道」字所從之「首」是有始源意涵的，那麼，「賠」字中的「首」在此可能也有
指涉可台源」的作用。其四，可能因為此章關涉著對「名」的分析，而特意使用了

像「眉 J 這個特殊字形。其五，從哲學思索的要求來看，如果我們只是將「楣」字

隸訂為「狀」’我們就藉著「狀」的明確字義，範限了「賄」字多向指涉「狀」、「道」、
「象」、「物」等意涵的可能。

丁原植提出的就活字原形釋為「個」的說法可謂別出心裁，不但能激發我們對
〈老子〉思想始源性的思考，在字形、聲韻上亦完全符合活字的原文，但我們需注
意的是，就原字形為釋不見得適用於所有情況，仍必需放到整個詞句及整篇文章的

思想中去檢驗其是否合適。首先，了原植就活字所從之「首」旁，認為其可能指涉
一種「始源」的意合，這由「首」字的字義及〈老子〉的思想來說都有此可能。但

要說滋字是因為此章關涉著對「名」的分析而使用的特殊字形則不可，活字字形叉
見於郭店〈 五行〉，不是什麼特殊字形，只能說迄今為止仍為少見字形。叉若如丁原

植提到「蝠 」的字形是包涵了「道 J 、「狀」、「象」、「物」的多向性始源性設想，那

5丁原植：〈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增修版）〉（台北：萬卷樓圖書出版公司， 1999 年），頁 138 、
144-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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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為何到了後來的版本中不但沒有保留「紹」的完整意涵，對「道」、「狀 J 、「象」

等其它意涵亦沒有保留，卻只統一地選擇其「物」的意涵呢？因此筆者認為將活字
就原形釋為「賠」’放在郭店〈老子〉此處的文句中是不合適的。

（四）有「狀」混成
裘錫圭認為A字應讀為「狀」 6 。其實在郭店〈五行＞ 36 簡亦有一從「封」從

「盲」之字寫作恤，裘錫圭注云：
「紹，串書本作 Ii~ .！！＇解說部分作『莊』。 r 紹』從『封』聲，與『莊』可通。」
7

尹振環贊同裘錫圭之看法，釋「有狀混成」句意為「有種狀態形成於宇宙混沌之初。
s 」徐文武亦贊同裘錫圭之看法，並據「有狀混成」一句為開展，認為老子的「道」
與水有著某種關係，其說法如下：
「狀」是形聲字，從夫，封聲。本拈犬形，〈說文〉：「狀，犬形也 J ’用其體
的動物「犬」表示事物各其形態，引申為形狀，形態。〈考工記﹒桌氏》：「凡
鑄金之狀。」杜注：「謂形狀。」這表明，道是有形狀的，應該是一種物質性

的實體。這種物質是一種什麼樣的物質，老子沒有說，只用了「混成」兩個
字來說明它的存在狀態。「混」也是一個形聲字，字從水，昆聲，其本義是指
水勢盛大。〈說文〉：「混，豐流也。」在古代文獻中，混用其本義的地方很多，

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泊乎混流。」郭璞〈江賦〉：「或混淪乎泥沙。」還
有一些詞，如「混淪」’拈水旋轉的樣子）﹔「混頑」指水流漫浦回旋的樣子﹔
「混港」拈 7｝：.. 大無道的樣子等等。老子用「混成」描述道的存在狀態，是否

意味著老子所說的「道」’與水有著某種聯繫呢？ 9

在五種說法中，筆者認為活字釋讀為「狀」的證據最強。首先是活字亦見於郭
店〈五行〉簡詣，由南書《五行〉（經〉和（說〉兩部分的對應文字可知郭店《五

行〉亦應讀為「莊」，由「封」得聲 10 ，「狀」亦由「卉」得聲。在文義方面，「狀」

6 裘錫圭：（以郭店 〈老子〉簡為例談談古文字考釋（資料摘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美國：哈佛大學， 1998 年）。原文未見，引自黃錫全：（讀郭店楚簡﹛老子〉札記三則）。
7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卜頁 153 ，註四七。

8尹振環：〈楚簡老子辨析〉（北京：中華書局， 2001 年），頁 229 °
9 徐丈武：（楚簡〈 老子〉「有狀混成」新解），〈簡吊研究網〉

htto://www .bamboosilk.org/W ssf/2002/xuwenwuO 1 扣m

。

10 吊書﹛五行〉分〈經〉、（說）兩部分，（說）乃用以解（經〉者。在吊書（五行〉（經〉之中有「遠

而Jjg之」一旬，其（說〉則作「遠而莊之」，而其中釋為「莊」之字在郭店﹛五行〉中正寫作「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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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狀態」解，「有狀混成」可釋為「有某種狀態混然而成 J 0 至於「狀」是如何
關聯到後出版本的「物」呢？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文義上的關聯，「有某種

狀態、混然而成 J 和「有某種東西混然而成」’用在〈老子〉此章中，其意義是相近而
可以替換的﹔其二亦有可能是寫成「狀」和寫成「物」的版本來源不同。

（五）有「象」混成

主張讀括為「象」的學者基本上皆贊成活字可釋為「狀」’但認為該進一步轉讀
為「象」’首先我們來看看黃錫全的說法：
裘錫圭先生主張此字從封聲，應是正確的，又主張讀為「狀」，也有根據。我
們以為此字在此可讀「狀」，也可讀為表示形狀、形象的「象」，不知是否妥

當，聊供學術界參考。 II

黃錫全提出話可讀為「象」的理由約有下列幾點：其＿， r－丹」屬從母陽部、「象」
屬邪母（上古或歸定母）陽部。聲母同屬齒音，叉同為陽部，讀音基本相同。其二，

王粥本〈老子〉第十四章中有「無物之象」，即「不見形體的形象」’也就是「道」。

「有組（象）蟲（混）成」’義同「有物混成」’闌述的就是一個想像中的渾然一體
的形象，它先於天地而存在，無聲、無形，不依靠外在力量運行，可謂天下萬物的

根本，這個不知名的無形之象，就叫做「道」。至於郭店〈老子〉乙本簡 12 「天象

亡型」及丙本「執大象」的「象」作單、動，和恬不同，對於這種一字出現二形的情
形，黃錫全認為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甲本與乙本、丙本書寫用字有別﹔二是同一

個字而有兩種形體，並舉同在郭店楚簡中出現的兩種「道 J 字寫法為例。
趙建偉則認為「升」聲、「象」聲之字皆屬陽部，古每相遇，並舉〈廣雅﹒釋

言〉：「裝，橡也。」為例，證狀與象之音義本相通。叉舉〈老子〉十四章「復歸於
無物」’蘇轍本作「復歸於無象」及同章「無物之象」’強本等作「無象之象」之例

證「物」可訓為「象 J ’故今本之「有物混成」亦可訓為「有象混成」。之後叉做了
以下的論述：

「象」猶「道 J （〈老子注〉「象，道也」），「物 J 亦猶「道」。〈老子〉三十五
章「執大象」’林希逸說：「大象者，無象之象也」、魏源說：「大象喻道，下
章大象 無形，道隱無名是也」。「執大象」亦與黃老「執道以 搞 變」同。然其
區別是 ：「道」為「有名」，「象 J 、「物」為「無名 f 即下句的 「不知其名」。

和~字同，可知 「蝠」應由「封」得聲。
11 黃錫全：（讀郭店楚簡〈老子〉札記三貝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

版社， 2000 年），頁 459-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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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中，象、物對舉或連言時，象均在物前。如二十一章「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之所以象在物前，按照吳澄的解釋是

「形之可見者曰物，氣之可見者曰象」。〈繫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可
是良知的資始之氣象在前而能觸覺的資生之物形在後，亦是此理。因此，「有象

混成」似較「有物混成」更為準確，更為原始，更接近〈老子〉原本。 12
在這裡筆者要討論的是，釋為「狀」之後，是否有再轉讀為「象」的必要？由

思想上來說，釋為「有象混成」的確很符合老子的整體思想及習慣用字。從聲韻上
來說，「封」屬陽部從紐、「象」屬陽部定紐，古聲皆屬陽部，亦有轉讀為「象」的
可能性，但我們知道古文獻中的假借字有其習慣用法，並非音同音近字皆可假借，

而據筆者觀察，「丹」字聲系似少有假借為「象」字聲系之例，「象」字聲系亦很少

以其他聲系字為假借13 。且象字為常見字，郭店〈老子〉乙本及丙本中叉另有二「象」

字，寫作對、動二形，皆常見象字寫法，不應僅在此句以「狀」字假借之。再者，郭
店〈五行〉中此字已確定讀「莊」’和郭店〈老子〉甲本此處讀「狀」正合，似不必
再迂迴轉讀。

四、結論
在觀察了「道 J 、「將」、「紹」、「狀」、「象」五種說法的論點後，筆者認為將派字
釋讀為「狀」的可能性最大，至於是否再轉讀為「象」’則仍有商榷的餘地。就我們

所見〈老子〉思想對「象」的說解，及〈老子〉中「象」與「物」的關係看來，轉
讀為「象」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但卻有其它文字學上的證據降低了此種可能性，故

筆者在此仍傾向於將活字釋作「狀」。

12 趙建偉：（郭店竹簡﹛老子〉校釋〉，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 第 17 輯（北京：
三聯書店， 1999 年），頁 260-296 。

i﹞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1989 年），頁 308-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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