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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日本學者郭店《老子》之研究 

工藤卓司 * 

摘 要 

郭店楚簡於 1993年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至今尚存有 804

枚，有字簡則存 730枚。經專家的整理，得知其中包含了道家與儒家的著作，

發掘者推斷該墓下葬年代約爲戰國中期偏晚，故郭店楚簡亦可推測爲戰國中

期以前，甚至有些可溯及於孔孟之間的古代文獻。因此，郭店楚簡的面世，

給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上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由「疑古派」

學者曾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在郭店楚簡的出土之後不得不加以重新檢討。 

當然，日本在此重要學術潮流中亦未見缺席。本文將梳理近二十年來日

本學者研究郭店楚簡《老子》的成果，並彙整出以下幾點：（1）關於郭店楚

墓下葬年代有兩種說法，即「戰國中期偏晚說」和「戰國末期說」，據此，

學者針對郭店《老子》成書或抄寫年代的看法亦隨之分歧。（2）馬王堆《老

子》和郭店《老子》的出土已推翻不少疑古派所曾提出的論點。然而近代以

來的疑古之風在日本學界根深蒂固，尚有一定影響力，因而導致與其他各國

學界「走出疑古」傾向不同。 

 

 

                                                       
∗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本文爲 107-108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近

代日本的《論語》研究──昭和前期的日本人與孔子」（MOST107-2410-H-263-003
-MY2）之部分成果。初稿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主辦的「出土文獻與域

外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1 月 10-11 日）宣讀，而後投稿於此刊。在這

過程中，本文蒙受匿名審查人細心指正，在此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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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Japanese Scholars on Guo 
Dian's "Laozi"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akushi Kudo 

Abstract 

Guo Dian Chujian was unearthed in 1993 in the Chu Tomb of No. 1 

Guodian,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 containing 804 pieces of bamboo slips 

with letters on 730 of them. After scholars’ collation, it was learned that  

contains the works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and the excavator inferred that 

the tomb was buried in the lat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ecause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re were even 

ancient documents dating back to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Guodian Chujian . 

Therefore, the appearance of Guodian Chujian has brought tremendous impact on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and in 

particular many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 scholars 

have to be reflection  after the unearthing of Guo Dian Chujian. 

Japan has not been absent from this important academic trend.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sults of Japanese scholars studying Guodian Chujian's Laozi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ayings about the burial period of the Guodian Chu Tomb: "the lat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ccording 

to this, scholars' views on the book-making age of Guodian's "Laozi" also differ. 

(2)The excavations of Mawangdui’s "Laozi" and Guodian’s "Laozi" have 

overturned many of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 However, the trend of doubting ancient times in modern times is deeply 

rooted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y still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This 

has led to a different tendency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other countries to "go 

out of Doubting Antiqu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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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日本學者郭店《老子》之研究 

工藤卓司 

前言 

自一九七○年代起，中國大陸陸續發現了新出土資料。其中，郭店楚簡

面世的意義，在研究先秦時期的思想、哲學或學術上，尤爲重要。郭店楚簡

在一九九三年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至今尚存有八○四枚，有

字簡則共存七三○枚。經專家的整理，得知其中包含了道家和儒家的著作。

發掘者推斷該墓下葬年代爲戰國中期偏晚，郭店楚簡亦可推測爲戰國中期以

前，甚至有些可溯及於孔孟之間的古代文獻。1 因此，不少學者指出，郭店

楚簡的面世，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上毋寧是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尤其是由「疑古派」學者曾提出的許多觀點，在郭店楚簡的出土之後都不得

不重新加以檢討。2 

這種情況不僅在中文學界，日本的中國學界應亦然。但是，日本學界當

初針對郭店楚簡的反應卻與中文學界有所不同。淺野裕一曾將當時日本學者

對新出土資料的態度分爲三種：一，將郭店簡與上博簡視爲完全的贗物，對

之保持冷漠靜觀；二，雖將郭店和上博簡視爲真物看待，卻認爲其成書於戰

國最末期以後；三，與第二的立場相仿，將郭店和上博簡視爲真物，並視其

爲戰國中期後半（約 300B.C.）的寫本，而重新檢討古代思想史。3 無論哪

 
1 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 7期（1997年 7月），

頁 35-48。 
2 請參杜維明：〈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國哲學》第 20輯（1999

年 1月），頁 1-6。 
3 請參淺野裕一：〈あとがき〉，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諸子百家〈再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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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立場，皆與歷史學界早就積極利用出土文獻有所不同，甚至經過二、三

十年的現在，郭店楚簡在日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似仍未獲得真正的學術評

價。 

然而，日本學者研究郭店楚簡的成果既豐富又仔細，仍不可忽略。即使

部分著作已有中文版，但大部分仍未爲中文學界所知，令人遺憾。因此，本

文試圖整理近二十年來日本學者研究郭店楚墓竹簡的論著，尤其與《老子》

相關的研究，以便中文學界的人士參考。 

一、關於郭店楚墓竹簡成書年代之爭論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日本學者如何看待郭店楚墓竹簡的成書年代。與

上博簡、清華簡、北大漢簡等「非發掘簡」不同，郭店楚簡的出土地點、時

間相當明確。據湖北省荊門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所示，郭店楚墓群

位於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一組，南距楚故都紀南城約九公里。

然而，位於土崗南端的郭店一號楚墓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三日被盜掘至椁

板，並在一○月中旬再次被盜，因而該博物館爲了搶救殘存文物，自一○月

一八日至二四日之間針對郭店一號楚墓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4 其結果所

見，郭店一號楚墓雖然缺乏可供斷代的確切紀年資料，但其下葬年代卻可從

墓葬形制與出土器物兩方面，推斷爲公元前四世紀至前三世紀初頭（戰國中

期偏晚）。5 李學勤更進一步指出其下葬年代不晚於公元前三○○年，6 彭浩

亦認爲郭店約在公元前三○○年下葬。7 既然如此，郭店楚墓竹簡的成書年

代，亦不會晚於戰國中期。 

 
──掘り起こされる古代中國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頁 243。 

4 請參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頁 35。 
5 同前註，頁 47。 
6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中國哲學》第 20輯，頁 13-17；〈郭

店楚簡與儒家經籍〉，《中國哲學》第 20輯，頁 18-21。 
7 彭浩：〈郭店一號墓的年代及相關的問題〉，輔仁大學哲學系編輯、陳福濱主編：

《本世紀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研究論文集（下）》（新北：輔仁大學出版

社，1999年），頁 35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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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年代，在日本學者之間卻至少有兩種看法出

現：一爲池田知久等的「戰國後期到末期說」；另一則以淺野裕一等爲代表

的「戰國中期偏晚說」。以下以兩小節分別簡述兩者論點之差異。 

（一）戰國後期到末期說──池田知久與李承律的論點 

池田知久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序》一文中指出： 

當今郭店楚簡的研究，特別是其思想史研究進程中，有個不得不解

決的、橫亙在世界各國研究者面前的大問題。那就是郭店一號楚墓

下葬年代大致在何時的問題，相信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簡》所

發表的「戰國中期偏晚」說，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說，是許多學者

在研究上無法突破的原因。8 

依他的論述而言，其理由似有以下三點： 

第一，池田認爲：關於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雖定論爲戰國中期偏

晚，但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除了公元前三○○年左右說之外，尚有不少不

同意見，例如公元前二九○-二八○年說、公元前二八○-二七○年說、公元

前二七八-二二七年說等。其原因之一是爲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之推定提供基

準的包山二號楚墓的下葬年代很難確定。9 也就是說，包山二號楚墓下葬年

代未確定，故亦無法判斷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 

關於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荊門市博物館首先以張培瑜《中國先秦

史曆表》10 爲準，而判定包山二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爲公元前三一六年；再者，

因爲郭店楚墓在隨葬器物及墓葬的形式上與包山二號楚墓近似，但又稍新，

 
8 池田知久：〈まえがき〉，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

京：汲古書院，2002年），頁 11。今引自曹峰譯：〈《楚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

化》前言〉，收於池田知久著、曹峰譯：《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北京：中華

書局，2006 年），頁 267。另外，關於《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一書，

有高木智見：〈（書評）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中

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8號（2004年 3月），頁 221-230。 
9 池田知久：〈まえがき〉，《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11；〈《楚地出土資

料與中國古代文化》前言〉，頁 267。 
10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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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將下葬年代爲公元前三○○年左右。不過，池田指出，若將公元前三一六

年爲包山二號楚墓的下葬年代，其干支就與張說不合；並且古代年代研究方

面，任何學者皆無法保證其正確性，張說亦不能說是唯一正確的。 

第二，池田質疑中國大陸「考古類型學」的精密度。他批評其對郭店楚

墓年代的推定，原因大抵是：爲作取樣調查而抽取的出土器物件數過少；爲

作相互比較而抽取的器物種類與件數有隨意性；具體器物相互比較之際判斷

基準曖昧；對於同一器物，根據研究者判斷之不同，有時定爲春秋時代，有

時定爲戰國時代等等。另外，池田也不滿郭店簡、上博簡碳十四測定的結果

當時均尚未公布，11 並指出，關於與郭店楚簡同個時代、相同地域出土的上

博簡，馬承源認爲是戰國晚期的竹簡。12 

第三，《史記・六國年表》在秦昭王三七年即楚頃襄王二一年（278B.C.）

記載白起拔郢，13 許多學者認爲，在此之後，郢都一帶的楚式墓葬完全消失，

因而此年即爲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但池田卻認爲此是不合理的，

而參考王葆玹、14 工藤元男 15 的說法，亦指出後年楚式墓葬復活的可能

性。爲此，池田認爲：「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即使在公元前 278年-公元前

227年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合理。至少不能排除『白起拔郢』以後之可能性，

 
11 據戰國楚簡研究會共著：〈中国湖北省荊門、荊州學術調査報告〉，《中國研究

集刊》第 38號（2005年 12月），頁 44-64，武漢地質學院測値中心在 1994年 7

月以郭店楚墓棺郭測定碳十四，結果爲公元前 390年前後＋－170年，即在約公

元前 560年與約公元前 220年之間。至於上博簡，依據朱淵清〈馬承源先生談上

博簡〉，由中國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進行歷史年代測定，其結果表示上博簡的年

代爲公元前 307年＋－65年，即從公元前 372年到公元前 242年之間。朱文收入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

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1-8。從之，就目前的測定結

果而言，仍然無法確定郭店簡與上博簡的年代。 
12 不過，馬先生也說：「據種種情況推斷和與郭店楚簡相比較，我們認爲上海博物

館所藏的竹簡乃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馬承源：〈前言：戰國楚

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2。 
13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

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886。 
14 王葆玹：〈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墓的時

代問題〉，《中國哲學》第 20輯，頁 366-395。 
15 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戰國秦の法と習俗〉，收於氏著：《睡虎地秦簡

より見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東京：創文社，1998年），頁 36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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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必要去排除它。」16 

另外，池田探討《窮達以時》，針對其與《荀子》、《呂氏春秋》、《韓詩

外傳》、《說苑》、《孔子家語》等的文章表現和思想內涵進行比較，而最後亦

認爲《窮達以時》成書於《荀子・天論》與《呂氏春秋》編纂之間。17 既然

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也不可能在《荀子》之前。 

根據以上理由，池田不贊成《郭店楚墓竹簡》針對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

代的說法，並認爲：「要多角度多方位地探求與中國古代思想史之事實相符

合的、更爲合理的見解。」18 無獨有偶，李承律亦曾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郭

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問題：首先是關於考古類型學，李指出，除了包山二

號楚墓之外，其他楚墓無法當作年代推定的基準；並且先進研究判斷出土器

物年代早晚的基準未明確。其次是白起拔郢的問題，李承律針對郭德維的觀

點 19 一一加以反駁，而認爲：「秦拔郢時，郢都一帶由白起徹底破壞而沒落

於廢墟──根據這種見解而區分、推定楚墓的時期與年代而以所謂考古類型

學爲方法論的現今楚墓研究，其方法論本身是否需要根本性改善？」20 可謂

深受池田說的影響，甚至李更批評道：根據考古類型學而認爲郭店楚簡爲孔

孟之間的研究，終究會導致「向《史記》時代的倒退」的結果。21 

如此，他們既然否認中國考古類型學的編年，便另需採用其他方法，此

 
16 池田知久：〈まえがき〉，《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13-14；曹峰譯：〈《楚

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前言〉，頁 270。 
17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の研究〉，《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 3

卷（2000年 1月），頁 90-168，後收於池田知久編：《郭店楚簡儒教研究》（東京：

汲古書院，2003年），頁 359-430，中文版收於《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84-168。

另可參池田知久：《老子──その思想を讀み盡くす》（東京：講談社，2017 年），

頁 80-82。其實，池田早在《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前書き》中已認爲，《窮達以時》

是由荀子本人抑或其學派之人所撰寫。詳請參池田知久：《郭店楚簡老子研究》

（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1999年），頁 5-11。 
18 池田知久：〈まえがき〉，《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14；曹峰譯：〈《楚

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前言〉，頁 270。 
19 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0 李承律：〈郭店一號楚墓より見た中國考古類型學の方法論と白起拔郢の問題〉，

《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

頁 577-603。引文自頁 593。 
21 李承律：〈郭店楚墓竹簡と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

三篇を中心にして》，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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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思想編年」這種觀點。李提倡，應該首先分析資料本身的內在邏輯與

作者言論；接著，一方面關注思想的互動、歷史發展、政治社會背景等，另

一方面與其他文獻資料或出土文獻之間進行比較，而探究郭店楚簡的資料性

質、思想性質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意義等。22 因此他認爲：「以本文研究

與教義研究的方法，細心地分析文本或思想的內容，進而從思想史的觀點進

行其相對年代或編年的建構，這種思想史學的方法並不無用。」23 

另外，池田知久曾撰寫《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一書，主張思孟

學派所謂的「五行」與馬王堆《五行》截然不同，並推測《五行》成書於漢

高祖、惠帝時期；24 認爲其爲「以孟子、荀子的思想爲中心，同時折衷很多

先秦至漢初儒家的各種思想，進而又吸收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思想，由某個

屬於儒家的思想家寫出來的文獻」。25 郭店《五行》出土之後，池田雖改其

成書年代爲戰國後期，但是，他對《五行》作者身份的看法未變，26 仍然認

爲是受《荀子》影響。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不可提早於戰國中期偏

晚，必定是《五行》成書的戰國後期之後。 

（二）戰國中期偏晚說──淺野裕一的論點 

與池田知久等相反，淺野裕一則基本上針對中國考古學者依考古學編年

的年代推定置信，支持造營年代爲公元前三○○年前後的看法。27 並且根據

 
22 詳請參李承律：〈郭店楚墓竹簡と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

──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頁 5-21。 
23 李承律：〈出土資料の思想編年をめぐる諸問題──上博楚簡《凡物流形》を中心

にして──〉，谷中信一編：《出土資料と漢字文化圈》（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

頁 67-96，今引自頁 73-74。 
24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 年），頁

54-76；王啟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5年），頁 41-59。 
25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頁 82。今引自王啟發譯：《馬王堆

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頁 64。 
26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五行》の研究〉，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

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 2卷（1999年 12月），頁 84-121，後收於池田知久編：《郭

店楚簡儒教研究》，頁 451-480；曹峰譯：〈郭店楚簡《五行》研究〉，《中國哲學》

第 21輯（2000年 1月），頁 92-133，後收於《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48-83。 
27 淺野裕一：〈戰國楚簡と古代中國思想史の再檢討〉，《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6

號（2002年 3月），頁 9-17，後收入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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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記載，認爲：「（郭店）一號楚墓造營時期的下限便是公元前 278

年，假使如此，即在物理上完全不能將下葬時期拉晚到其後。」28 

淺野對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論點，亦可見於他所編之《古代思想史

と郭店楚簡・序文》中。29 他指出，日本有一群「獨特的研究團體」，認爲

郭店簡和上博簡中的文獻受荀子或其後學的影響，因此他們主張，其自戰國

最末期至西漢初期成書。此所謂的「獨特的研究團體」，自是指池田知久、

李承律等學者，無庸贅言。 

淺野裕一主要批判的即是池田知久等所提倡「思想史的編年」這種研究

方法。淺野認爲，其所謂的「思想史的編年」，是以《論語》、《孟子》、《荀

子》等傳統文獻爲指標，若其與某個思想相似，就視爲成立於相同時期。淺

野首先指出，此方法的確在分析存在於特定時代的思想時有效，不過，若分

析的對象長期（或每個時代）存在，就不會發揮效能；其次，《論語》、《孟

子》、《荀子》等指標不僅極少，每個指標的前後情形又未明，因而在實際上

無法製作詳細思想樣式演變的編年。 

另外，淺野亦討論疑古派、釋古派失敗的原因。淺野認爲《史記》作爲

敘述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資料，在質與量兩方面，均是最高、最古，亦是

唯一無二的。然而，疑古派、釋古派的學者雖無可推翻《史記》敘述的證據，

但他們相信自己的方法才是「科學」，對《史記》採取質疑，甚至否定其內

容，其結果導致他們學說的論證看似極爲緻密，卻實有欠陷。如此，淺野對

《史記》的看法也與池田、李等截然不同。 

淺野曾指出過，馬王堆帛書《五行》係思孟學派的思想文獻，並且他將

其分爲「經Ⅰ」、「經Ⅱ」與「說」三個部分，而認爲皆成書於孟子以前，30 可

 
京：汲古書院，2005年），頁 3-14。中文版有金培懿譯：〈戰國楚簡與古代中國

思想史的再檢討〉，收入淺野裕一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研究》（臺北：

萬卷樓，2004年），頁 3-15。 
28 淺野裕一：〈郭店楚簡總論〉，戰國楚簡研究會編：〈戰國楚簡研究の現在〉，《新

出土資料と中國思想史（中國研究集刊・別冊）》第 33號（2003年 6月），頁 4。 
29 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頁 1-13。關於此書，有西洋平：〈（書評）

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東アジア：歷史と文化》第 17號（2008

年 3月），頁 49-53。 
30 請參淺野裕一：《黃老道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2年），頁 55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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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淺野與池田原來針對馬王堆帛書《五行》的說法也完全不同。就淺野而言，

郭店楚墓下葬於戰國中期偏晚，這種說法也是印證他對《五行》的看法。 

郭店楚墓下葬年代爲戰國中期偏晚，在「戰國楚簡研究會」中亦爲一共

識，因此，湯淺邦弘、福田哲之、竹田健二、菅本大二等學者亦與淺野採取

同樣立場，進行郭店楚簡的研究。 

（三）小結 

綜之，池田說與淺野說之間的歧異呈現在三個論點上：第一，針對中國

考古學的評價。第二，針對《史記》的評價，以及第三，研究方法的選擇上。

此亦可謂是兩人對近代以來日本中國學的態度之不同。池田看重近代以來日

本中國學的成果，雖已有新的資料，但將其鑲嵌近代已降的「疑古」學者所

編之思想史框架中；淺野則與之不同，因爲有新出的資料，故用之重新思考

或推翻近代以後的中國學之成果。 

二、郭店《老子》文本研究 

郭店楚簡包含《老子》，並且其有甲、乙、丙三種版本，我們首次認識

到了戰國時期的《老子》文本有何種形態。本節將分爲二：其一爲《老子》

形成史研究，其二則爲文體、文字研究，並整理日本學者對《老子》文本的

研究成果。 

（一）《老子》形成史研究 

1.尚處形成過程的《老子》──池田知久與谷中信一的研究 

在日本最早討論郭店楚簡《老子》文本的學者亦是池田知久。他在一九

九八年發表了〈形成途上にある最古のテキストとしての郭店楚簡《老子》〉

一篇，31 與中文學界的趨勢不同，32 其主張郭店《老子》並非後代定形的

 
31 池田知久：《形成途上にある最古のテキストとしての郭店楚簡《老子》》（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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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五千言之一部分，而是尚處於成書過程中、並是目前所見最古的《老

子》三種文本。 

其論據有以下幾點：首先，池田留意到郭店《老子》與馬王堆《老子》、

通行諸本的章序完全不符。例如郭店《老子》甲本的〈第四六章〉僅有中段

（「 （罪）莫厚 （乎）甚欲，咎莫 （ ） （乎）欲得，化（禍）莫

大 （乎）不 （知）足」）與下段（「 （知）足之爲足，此亙（恆）足矣」），

33 馬王堆《老子》甲本〈第四六章〉卻尚有上段（「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34 並且上段和中段上面各有「●」符號，但

是，此兩個符號在馬王堆《老子》乙本中則皆未見。因此，池田認爲，馬王

堆甲本將〈第四六章〉分爲上段與中、下段，這種想法是源自郭店《老子》，

而馬王堆乙本，與甲本相較，近於通行諸本。另外，郭店《老子》甲本雖有

相當於今本〈第六四章〉的部分，但是，上、下段（「爲之者敗之」後）分

載；丙本亦僅載下段而已。而且上、下段在思想上有所不同，上段提倡「（有）

爲」，反之，下段則主張「無爲」。因此，池田認爲，郭店《老子》分載此兩

段，與馬王堆本或通行本相比，更爲自然、古樸。又，關於〈第六四章〉，

郭店《老子》甲本與丙本之間在文字上有所出入，甲本有：「臨事之紀， （慎）

冬（終）女（如） （始），此亡（無）敗事矣。」35 丙本卻作：「 （慎）

終若詞（始），則無敗事喜（矣）。人之敗也，亙（恆）於兀（其） （且）

 
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1998年 8月），後收於氏著：《郭店楚簡

老子研究》，頁 37-52以及《郭店楚簡老子の新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

頁 3-29。中文版有曹峰譯：〈尚處形成階段的《老子》最古文本──郭店楚簡《老

子》，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 17 輯（1999

年 8月），頁 167-181；〈郭店楚簡《老子》──形成階段的《老子》最古文本──〉，

《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31-47。關於《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另可參黑

田秀教：〈新出土資料関係文献提要（三）〉，《中國研究集刊》第 34號（2003

年 12月），頁 96-100。 
32 關於此點，請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

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頁 1。 
33 並請參池田知久：〈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本注解〉，《郭店竹簡老子研究》，

頁 78-80。 
34 並請參池田知久：《老子（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東京：東方書店，2006

年），頁 34。 
35 並請參池田知久：〈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本注解〉，《郭店竹簡老子研究》，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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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敗之。」36 池田認爲，甲本與丙本的文字互爲不同，是因爲郭店本爲最

早期出現的《老子》文本。換言之，郭店《老子》尚處在發展過程中，因此，

文字也尚未固定。 

其次，池田注意到的是，郭店《老子》乙本：「人之所 （畏），亦不可

以不 （畏）。人 （寵）辱若纓（攖），貴大患若身」句。37 因爲在郭店乙

本「不可以不 」後有符號「─」，故下「人」字應屬於「 辱若纓」句。

然而，馬王堆《老子》乙本卻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38 在語法

上並不順。就池田而言，此亦是表示郭店本較爲古樸、自然的根據。 

最後，池田也針對《老子・第一八章》各本進行比較，指出郭店《老子》

丙本的特色有二：（1）〈第一八章〉開頭有「古（故）」字，實與上面的〈第

一七章〉連結在一起。此點與馬王堆甲本、乙本相同，卻不同於王弼本。（2）

馬王堆甲本、乙本、通行諸本皆有：「知快出，案有大僞」句，郭店丙本卻

無。池田因此認爲，「知快出，案有大僞」句原無，但在戰國後期到末期，

一方面在學術話語爭權上爲了對抗荀子學派的主知之說，另一方面則是基於

語法四句句式較爲穩定，故將此句插入於〈第一八章〉中。 

池田在此篇中主要由章序、分段、文字的角度探討郭店《老子》的文本，

而認爲郭店《老子》雖爲古樸、自然的，但仍是在發展過程中的文本。 

繼之，池田在二○○三年又發表了〈郭店楚簡《老子》諸章の上段、中

段、下段──《老子》のテキスト形成史の中で〉一篇，39 透過與馬王堆本、

王弼本比較，針對郭店《老子》諸章僅存今本篇章某一部分的問題加以詳論。

在郭店《老子》中，有： 

（1）缺少上段的篇章：甲 46、甲 64與丙 64、甲 5、乙 52、丙 31 

 
36 同前註，頁 356。 
37 同前註，頁 267-269。「 」，〈注解〉作「 」。 
38 並請參池田知久：《老子（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頁 367。 
39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老子》諸章の上段、中段、下段──《老子》のテキスト

形成史の中で〉，《中國哲學研究》第 18 號（2003 年 2 月），頁 1-52，後後收入

氏著：《郭店楚簡老子の新研究》，頁 405-453；亦改題爲：〈郭店楚簡《老子》諸

章の上段、中段、下段──《老子》のテキスト形成史の探究〉，收入氏著：《道

家思想の新研究──《莊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頁 827-892。

中文版有曹峰譯：〈郭店楚簡《老子》各章的上中下段──從《老子》文本形成

史的角度出發〉，收入《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32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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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少中段的篇章：甲 63、甲 30 

（3）缺少下段的篇章：甲 15、甲 16、甲 55、乙 48、乙 20 

（阿拉伯數字代表今本《老子》章次） 

池田對這些篇章一一加以分析。其結論亦指出：郭店《老子》三種既是在歷

史上最初問世、最接近原書的文本，又是尚處形成過程、不固定的文本；與

此不同，馬王堆《老子》與王弼本多有添加新的文字而導致矛盾之處，是代

表在文本上嚮往固定時代的《老子》。 

那麼，郭店《老子》成書或抄寫於何時？池田認爲，郭店《老子》中多

可看見受戰國最末期的荀子思想影響的部分，如甲本〈第六三章〉是以荀子

「積微」的思想爲前提等等。假使如此，郭店《老子》即是晚出於荀子，即

其成書、抄寫年代最晚可在戰國末期。40 另外，池田更指出，馬王堆乙本是

以郭店乙本爲藍本而成，換言之，並不是在郭店本之前已有了如馬王堆本相

同的「五千言」文本。41 因此，池田批判中文學界多半認同《老子》「五千

言」早在春秋末期到戰國前期成書。 

與池田相同，谷中信一也認爲郭店《老子》並非抄節本，而是尚處於形

成過程中的文本。其〈郭店楚簡《老子》及び〈大一生水〉から見た今本《老

子》の成立〉一篇，42 是從郭店《老子》與《大一生水》兩個觀點而探討《老

子》的成書問題。其結論指出，《老子》於公元前三○○年前後仍處在形成

過程中，郭店《老子》各爲「原《老子》（今本《老子》的原本）」之一，而

後經過一百年左右的時間，便被整理爲與馬王堆（即今本）同樣的體裁。 

 
40 池田知久在〈《老子》の儒教に對する批判──郭店《老子》第十八章の「仁義」

批判をめぐって〉，《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 49號（2011年 3月），

頁 73-121 中認爲，下葬年代最晚可定爲自公元前二六五年到公元前二五五年之

後。 
41 另請參閱池田知久：《《老子》──その思想を讀み盡くす》，頁 77-93。 
42 谷中信一：〈郭店楚簡《老子》及び〈大一生水〉から見た今本《老子》の成立〉，

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63-113，後改編爲：〈郭

店楚簡《老子》考〉與〈郭店楚簡《太一生水》考〉，收入氏著：《《老子》經典

化過程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 年），頁 3-70。關於「大一」，谷中認

爲，非「太一」，而是同於「道」。氏著、孫佩霞譯：《先秦秦漢思想史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 82-96，亦收錄〈郭店《老子》與今本

《老子》〉，並請參考。谷中信一另有：〈（研究動向）郭店《老子》關係著作五

種〉，《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4號（2000年 3月），頁 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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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中討論這問題時特別留意的是，齊地黃老思想的展開針對《老子》發

展史的影響。43 因此，他比較郭店本和馬王堆本，而指出以下四點：（1）郭

店尚未出現「一」的概念，因而以「一」說明「道」是在郭店之後；（2）郭

店尚未有以「水」的「柔弱謙下」爲範；（3）郭店鮮有與「德」概念相關的

論述，並且缺乏有關「道」的哲學性思索；（4）郭店本中未見極端地批評「仁、

義、聖、智」的態度。 

另外，谷中透過郭店《老子》與戰國末期成書的〈胠篋〉、〈知北遊〉之

比較，指出《莊子》兩篇所參考的《老子》並非郭店，而是郭店之後。因此，

《老子》思想中反儒家傾向，是因應後來黃老學派或老莊學派在戰國中期至

末期與儒家（尤其是荀子學派）對立的過程中新添而來。谷中亦認爲，《老

子》與黃老思想的關係，並非《老子》單向左右黃老思想的，而是兩者互相

影響。谷中在此文中也進行今本《老子》與《大一生水》的比較，發現了兩

者間在思想內容上多有共同之處，如（1）對「名」、「字」的重視；（2）以

母性原理爲重；（3）「柔弱謙下」的世界觀、處世觀；（4）逆說性的處世教

訓；（5）天地互補等。就此看來，今本《老子》和《大一生水》在思想上極

爲接近，那麼，文物出版社本爲何將郭店《老子》丙本和《大一生水》分別

收錄？谷中認爲，是過於相信《史記》所記載「《老子》春秋末期著作說」

的結果。就他的觀點而言，《老子》丙本和《大一生水》可連在一起的，假

使如此，戰國中期的《老子》便未有如馬王堆本或今本的樣貌，尚處《老子》

五千言的形成階段。 

如此，谷中與池田不相同，認爲郭店《老子》係戰國中期的文本，然而，

另一方面仍承認其是尚處於形成過程的。谷中後年出版了《《老子》經典化

過程の研究》，44 亦值得參考。 

 
43 關於此點，另請參谷中信一：〈今本《老子》の形成と管子學派〉，《齊地の思想

文化の展開と古代中國の形成》（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頁 388-432。 
44 關於此書，另可參竹田健二：〈（書評）《老子》經典化過程の研究〉，《中國出土

資料研究》第 20號（2016年 7月），頁 211-221；有馬卓也：〈（Book Review）進

化する《老子》（谷中信一著《《老子》經典化過程の研究》）〉，《東方》第 427號

（2016年 9月），頁 34-37以及中村未來：〈（書評、新刊紹介）谷中信一著《《老

子》經典化過程の硏究》〉，《東方宗教》第 130號（2017年 11月），頁 88-9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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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抄錄自完整文本的《老子》 

──渡邉大、向井哲夫、淺野裕一、福田一也、澤田多喜男的研究 

如上所述，池田與谷中皆主張，郭店《老子》仍是在形成階段的文本。

然而，兩人之說並未獲得整個學界的認同，不少學者亦對之提出異論。 

首先，渡邉大〈郭店老子の組分けと竹簡の配列について〉一文 45 是

日本學界早年研究郭店《老子》的成果之一。此文針對崔仁義 46 與《郭店

楚墓竹簡》的分組和編聯進行比較，對《老子》的觀點方面支持《郭店楚墓

竹簡》；而《太一生水》則認同崔說，並指出：（1）郭店《老子》與馬王堆、

今本章次截然不同；（2）郭店《老子》和《太一生水》並未有盜掘所導致的

錯簡問題。接著，渡邉透過《老子》甲本簡 10-13 與丙本簡 11-14（今本第

六四章）的比較，認爲兩者在文字上有所出入，且甲、乙、丙三者各自使用

不同形式的竹簡，故三者抄襲的版本各不相同。假使如此，郭店《老子》的

當時可能還有其他《老子》的版本。因此，渡邉最後點出，雖在戰國時期尚

無《老子》書名，但是，郭店當時已有了一定程度上完整的《老子》文本。 

其次，向井哲夫亦發表了〈郭店楚簡《老子》について〉一篇。47 向井

在此文中舉出郭店《老子》的五個特色：（1）郭店本與今本的文字基本上一

致；（2）未有〈道經〉與〈德經〉的分別，卻有分章；（3）郭店本與今本的

文章排列或章序完全不同，並且郭店本與今本相比，文章排列較爲順暢；（4）

郭店本與今本的文字表現不完全一致；（5）郭店本無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字等

等。向井由此推測，郭店本既是早出於今本，又是較接近於原《老子》的文

本。另外，他也留意到郭店《老子》乙本可推測與《太一生水》連結爲一。

如《莊子・天下》所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

 
45 渡邉大：〈郭店老子の組分けと竹簡の配列について〉，《中國文化：研究と教育》

第 57號（1999年 6月），頁 53-64。 
46 崔仁義：〈試論荊門竹簡《老子》的年代〉，《荊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 2期，頁 38-42；〈荊門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初探〉，《荊門社會

科學》1997年第 5期，頁 31-35。 
47 向井哲夫：〈郭店楚簡《老子》について〉，《唯物論と現代》第 23卷（1999年 7

月），頁 86-100，後收入氏著：《《淮南子》と諸子百家思想》（京都：朋友書店，

2002年），頁 42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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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耼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

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因此，向井認爲，

《太一生水》有可能亦是原《老子》的一部分。加之，郭店《老子》與儒家

文獻一起出土，並《老子》中有：「獸（守）中，篤也」、「上士聞道，勤能

行於其中」等文句，向井認爲是受子思學派的啟發而形成，故他推測《老子》

與儒家思想，尤其子思學派原來在思想上密切相關。 

那麼，他所謂的「原《老子》」何時成書呢？向井將其成書的上限定爲

公元前三五○年前後。其根據有以下幾點：（1）《老子》中看見的兵家要素，

皆是承襲兵家系統性的理論。因此，向井認爲原《老子》晚出於春秋末期的

《孫子》。（2）因爲「仁義」早見於《孫臏兵法》或郭店楚簡《六德》中，

故並非《孟子》以後的概念，而是在子思學派強調仁與義的結果形成的概念。

（3）「萬乘」這一詞，見於公元前四世紀後半的《孫臏兵法・八陣》，因爲

孫臏活躍於公元前四世紀中期，故使用「萬乘之王」的《老子》應成書於公

元前四世紀中期之後。因此，向井主張，原《老子》成書的時間爲從公元前

三五○年前後到公元前三○○年前後之間；今本則在戰國末年成書，其中一

方面添加儒家批判的文字，另一方面卻缺少了與「太一」、「神明」相關的記

載。 

次之，淺野裕一的〈郭店楚簡《太一生水》と《老子》の道〉一文 48 在

前半部亦探討郭店《老子》的成書問題。他認爲《老子》在戰國中期以前已

成書，郭店《老子》三種各爲抄錄本，非尚處形成過程的文本。其理由爲：

假設這三種《老子》各爲尚處形成過程的文本，三種抄本中便必須要有相同

的核心部分，繼而以其核心部分爲中心，逐漸增加、補充內容，最後形成今

本的形式。但是，甲、乙、丙本皆無如此現象；那麼，可否認爲《老子》是

由幾個部分而成書？而郭店《老子》便是其中不同三個部分？淺野從「作者」

的觀點否定之，因爲倘使三種《老子》皆由同一人來撰寫，便毫無必要採用

這種「砌塊施工」的寫法；若由多人或一個團體各自撰寫不同部分，就難免

 
48 淺野裕一：〈郭店楚簡《太一生水》と《老子》の道〉，《中國研究集刊》第 26號

（2000 年 6 月），頁 1-12，後有刁小龍譯：〈〈太一生水〉與《老子》之「道」〉，

收入淺野裕一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研究》，頁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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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的整合性上有所缺乏，也不可能會有統整文本的主體。 

淺野以這種自問自答的方式來反駁池田等見解，而主張郭店《老子》並

非形成過程中的文本，而是抄寫者按照各自不同意圖而抄錄的三種抄節本。

且，甲本與丙本重複的部分在文字上有所出入，淺野因此指出，兩本分別抄

錄自不同系統的文本。假使如此，因爲文本的流傳需要悠久的時間，《老子》

原書的成書時期便可溯及於戰國初期，甚至到春秋末期亦不能排除。淺野另

留意到郭店《語叢一》中有「凡物由亡生」、「有生乎名」等文字似源自老子

思想，因而認爲，《老子》思想業已在戰國中期的知識分子中普及。此現象

也印證了《老子》在春秋末期到戰國前期已成書。49 

至於福田一也〈《老子》と儒家思想〉此篇文章 50 則是以上述淺野對《老

子》的理解爲基礎，進而探討《老子》和儒家思想的關係。他透過郭店《老

子》、《韓非子》、《史記》等的比較，探討仁、義、禮在《老子》中的地位，

總結出以下三點：（1）郭店《老子》中未見激烈批判仁義的面向，反而有肯

定仁義的傾向。（2）在《韓非子・解老》所引之《老子・第三八章》，仁、

義、禮雖置於道之下位，但是，其價值本身反而獲得正面的評價。（3）因《禮

記・曾子問》、《史記》等有孔子問禮故事，此表示，包括儒家，時人皆有老

子爲禮學大師這種認識。從前學者皆認爲《老子》是爲反對儒家而成書的：

如津田左右吉（1873-1961）因爲「仁義」始於《孟子》之後，而《老子》

否定「仁義」，故推定《老子》成書於《孟子》之後；51 木村英一（1906-1981）

另關注《老子・第三八章》論「禮」的地位，認爲此章是針對《荀子》的批

評。52 與此不同，福田則依上述理由而指出，假使郭店《老子》中不見批判

 
49 淺野裕一針對《老子》成書的看法亦見於淺野裕一：〈郭店楚簡《老子》〉，戰國

楚簡研究會編：〈戰國楚簡研究の現在〉，《新出土資料と中國思想史（中國研究

集刊・別冊）》第 33號，頁 6-9等，詳請參閱。因爲郭店《老子》中不見批判儒

家仁義說的要素，故淺野在此文中亦指出，儒家和道家兩種思想的關係原來並

非對立的。 
50 福田一也：〈《老子》と儒家思想〉，《中國研究集刊》第 31號（2002年 12月），

頁 21-41。 
51 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其の開展》（東京：東洋文庫，1927 年），後改題爲

《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頁 14-15，亦收入《津

田左右吉全集》第 13卷（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頁 13-14。 
52 木村英一：《老子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1959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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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的傾向，從前學者的《老子》理解便失據。他進而認爲，《老子》

中有仁、義、禮相關的言論，並不代表是孔子以後的思想，亦有可能溯及於

孔子以前。就福田而言，《老子》是在尊重仁、義、禮的趨勢上提出獨自的

仁、義、禮論之文本，就此，《老子》與儒家思想並不是對立，而是可並存

的。 

澤田多喜男（1932-2009）也發表了〈郭店本《老子》攷（一）〉和〈同

（二）〉兩篇。53 第一篇由「前言」、「六十四章的檢討」、「丙簡檢討」與「後

語」等部分組成，主要指出以下三點：即（1）甲本和丙本之間的差異不小，

因此，澤田亦承認兩者各自抄寫自不同文本；（2）丙本較近於帛書或王弼本；

（3）甲本不見批評「仁義」的部分，丙本卻有與「仁義」批判有關的思想。

繼之，第二篇則分爲「前言」、「乙簡檢討」、「甲簡檢討（上、下）」與「結

語」等架構，得出以下結論：（1）甲本和乙本、丙本之間的差異較大。（2）

各本與王弼本的章序幾不一致，並且由甲本簡 1-20 的部分以政治或養生在

現實上的功用爲主題可知，郭店本看似爲特定目的書寫而成。因此，澤田針

對池田等的說法有所懷疑，而下了「憶想性結論」，認爲其形式雖不明，但

應先有某種原書，書寫郭店本的人爲了自己的某種目的而抄寫了原書中所需

要的部分。 

武內義雄（1886-1966）曾論《老子》爲「慎到─韓非學派所傳」，而推

定成書於公元前二四○年前後。54 與此不同，渡邉大、向井哲夫、淺野裕一、

福田一也、澤田多喜男等學者皆認爲，戰國中期的郭店本是抄錄更早成書的

《老子》文本。 

 
53 澤田多喜男：〈郭店本《老子》攷（一）〉，《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6集（2003

年 10月），頁 1-11，後收入《《老子》考索》，頁 245-267；〈郭店本《老子》

攷（二）〉，《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7 集（2004 年 5 月），頁 1-33，後收入氏

著：《《老子》考索》，頁 269-338。澤田另有：〈郭店竹簡《老子》から見た《老

子》の分章〉，《汲古》第 42 號（2002 年 12 月），頁 34-38，後收入氏著：《《老

子》考索》（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頁 233-244，從郭店《老子》檢討今本

《老子》的分章問題。 
54 尤其詳請參閱武內義雄：《老子原始》（東京：弘文堂書房，1926 年），頁

125-127，後收入氏著：《武內義雄全集》第 5卷（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

頁 78-79；以及武內義雄：《老子之研究》（東京：改造社，1927 年），頁

114-120、頁 129；《武內義雄全集》第 5卷，頁 160-166、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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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折衷說──楠山春樹的研究 

楠山春樹（1922-2011）有〈郭店楚簡から見た《老子》の形成〉55 一

篇，亦探討了《老子》文獻上的問題。其論點有四：（1）郭店《老子》的全

貌如何？（2）郭店《老子》的成書年代。（3）《老子》接觸到孟子之後所發

生的思想變化。（4）《老子》思想自郭店本之後到馬王堆或今本的展開。 

楠山首先注意到郭店《老子》甲本與今本〈第六三章〉的不同。郭店《老

子》作：「爲亡爲，事亡事，未味亡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

難之，故終亡難。」今本卻作：「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

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

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由此可見，郭店本將在今本中劃下線的部分寫

成「之」一字。楠山認爲，可能是因爲郭店本以前已脫落文字，後人或郭店

本則補上「之」字。 

其次，楠山進而討論郭店《老子》將今本篇章的某一部分獨立成一章的

例子，大抵可分爲兩種，即（A）未見於郭店本的部分，可推定原是作爲其

他一章存於郭店本而後來散佚，如甲本〈第五章〉中段、乙本〈第二○章〉

上段、甲本〈第四六章〉中下段、乙本〈第五二章〉中段等；（B）未見於郭

店本的部分，可推定爲郭店本以後所增補，如甲本〈第一六章〉上段、甲本

〈第三○章〉上中段、丙本〈第三一章〉中下段、乙本〈第四八章〉上段等。

並且楠山亦發現，郭店本與今本相較，鮮少長章，多有用短文的篇章。因此，

他認爲：「僅由殘存部分可知，郭店本已包括各種各樣的思想，此現像令人

想像還有可溯源於更早時代的原書。（中略）換言之，郭店本可推定，是多

保留原書以來的短章，再加上添增論說、解說的記述等稍長的篇章，而更爲

接近帛書、現行本的文本。」56 由此可見，楠山一方面承認《老子》在郭店

 
55 楠山春樹：〈郭店楚簡から見た《老子》の形成〉，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

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3-29，後改題、增補爲：〈郭店楚簡を軸とする《老

子》の形成〉，收入氏著：《老子の人と思想》（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頁

35-79。 
56 楠山春樹：〈郭店楚簡から見た《老子》の形成〉，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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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前已有了相接近今本的文本，甚至其原書可溯及於孟子以前，另一面亦

認爲郭店本是尚處形成的階段。就此點而言，楠山春樹的說法，可謂是折衷

池田、谷中說與渡邉、向井、淺野、福田、澤田之說。57 

那麼，楠山如何看待郭店本的成書年代？楠山留意到的仍是，郭店《老

子》丙本包含相當於今本〈第一八章〉的部分「大道廢，安有仁義」。他認

爲，此部分是受到孟子的影響，故依孟子的生卒年，可推測郭店本成書約公

元前三二○年至公元前二八○年之間。又言，郭店楚墓的副葬年代亦不在公

元前三○○年左右，改爲從公元前二七○年到公元前二六○年之間，較爲適

當。就此結論而言，楠山與津田的看法相當接近，津田曾云：「《老子》自著

作到具有與今本幾同形式的漢初間，經歷種種變化。其變化或許是因語句在

傳誦的過程中發生轉訛、混亂等而務必改寫、補充；亦或在道家之間產生了

新思想，長期時間經由不少人之手輾轉增刪。」58 而認爲《老子》成書於《孟

子》之後、《荀子・天論》之前，楠山則可謂是繼承津田的觀點。 

另外，日本學者探討郭店《老子》文本的成果，尚有喜代吉見子59 與仙

石航太郎60 的成果，然筆者目前未得見。 

（二）郭店《老子》文體、文字研究 

有關郭店《老子》的研究，小池一郎有〈郭店楚簡《老子》と「老子」

の祖型〉一文。61 此文從文體的角度切入，針對《老子》的成書過程進行討

論，在研究方法上頗有啟發性。 

 
57 另請參楠山春樹：《老子入門》（東京：講談社，2012年），頁 59-61。 
58 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開》，頁 33；《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13卷，頁

30-31。 
59 喜代吉見子：〈郭店楚簡《老子》をめぐる諸問題〉，《國語教育論叢》第 13號（2003

年 12月），頁 47-55。 
60 仙石航太郎：〈《老子》のテキストの變遷に關する一考察──「吾」と「我」を

中心に〉，《藝文研究》第 107號（2014年 12月），頁 120-104與〈「吾」「我」と

「聖人」との關係から見る《老子》著者像〉，《藝文研究》第 112號（2017年 6

月），頁 137-124。 
61 小池一郎：〈郭店楚簡《老子》と「老子」の祖型〉，《言語文化》第 2 卷第 3 號

（2000年 1月），頁 291-327。小池另有：〈郭店楚簡《老子》校注（上）〉，《言

語文化》第 5卷第 3號（2003年 1月），頁 487-515和〈郭店楚簡《老子》校注

（下）〉，《言語文化》第 6卷第 3號（2004年 1月），頁 50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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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曾著〈帛書老子文體考〉，62 認爲馬王堆《老子》中有四種文體，

即以神秘體言爲核心的「文體 A」、提倡聖人無爲的「文體 B」、「文體 D」

則爲「文體 B」的伏流（神秘體驗者的獨白、負的觀念）以及其他的「文體

C」。而小池主張，《老子》的初期階段有「文體 A」；接著，「文體 B」從「文

體 A」衍生出來，與此同時，伏流「文體 D」發生而補充了「文體 B」的內

容；最後，「文體 B」和「文體 D」連在一起，出現了含有針對現實社會的

批判與提案的「文體 C」。小池運用了以上結論，針對郭店《老子》加以分

析，歸納如下：甲本的文體，從「文體 A」發展到「文體 B」，然甲本文體

的發展在「文體 D」與「文體 C」剛出現的階段就停止；與此不同，乙本的

文體，重複出現「文體 B→文體 D→文體 C」的順序；丙本則僅是模仿甲本。

小池另注意到郭店與馬王堆《老子》中的「吾」之用法，而認爲馬王堆《老

子》的「吾」是模仿郭店《老子》的，並且更使萌生於郭店《老子》中的「文

體 C」發展。 

至於郭店《老子》文字考釋的研究，除了池田知久的譯注工作 63 之外，

另有大西克也〈談談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字的讀音和訓釋問題〉，64 

針對郭店《老子》甲本簡 22上的「 」字進行考釋，而主張是 聲、元部

的「遣」字，雖在語彙上與傳世本作「逝」、馬王堆本作「筮」讀爲「逝」

不同，但意思上基本相同。此外，郭店《老子》文字方面的研究，另有中村

伸男〈〈郭店楚簡〉の文字に見る「肥筆」に關する一考察──《老子》乙編

を主材料として〉65 與西山尚志〈郭店楚簡《老子》三本、《太一生水》に

おける抄者の關係について──字形的バリエーションの統計學的考察

 
62 小池一郎：〈帛書老子文體考〉，《中國文學報》第 29冊（1978年 4月），頁

1-45。 
63 日本學者郭店《老子》的譯注，有池田知久〈譯注編 《老子》甲本〉、〈譯注

編 《老子》乙本〉以及〈譯注編 《老子》丙本〉，收入氏著：《郭店楚簡老子

研究》，頁 53-360。而後有增補版：〈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本譯注〉、〈郭店

楚墓竹簡《老子》乙本譯注〉以及〈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丙本譯注〉，收入氏

著：《郭店楚簡老子の新研究》，頁 31-348。 

64 大西克也〈談談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字的讀音和訓釋問題〉，《中國出

土資料研究》第 4號（2000年 3月），頁 74-80。 
65 中村伸男：〈〈郭店楚簡〉の文字に見る「肥筆」に關する一考察──《老子》乙

編を主材料として〉，《書法漢學研究》第 2號（2008年 1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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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前者未得見，後者則不採用考察「筆跡」、「書體」、「風格」之類的

模糊方法，而是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針對《老子》三種文本以及《太一生水》

的文字字形進行分析，探討四篇文獻抄者的關係。結論指出：「郭店楚簡《老

子》甲本和乙本是由不同的抄者各自抄寫的文獻；原來《老子》丙本和《太

一生水》是由同一人抄寫的。」67 其方法如其所論般頗具特色。68 

（三）小結 

本節梳理了日本學者對郭店《老子》文本的各項研究成果。據本文所述，

關於郭店《老子》成書說主要有以下三種：一，如池田知久與谷中信一等學

者所主張，郭店《老子》三種既是尚處形成過程的文本，又爲馬王堆本或今

本的祖型，而在郭店以前並未有與今本相同內容的文本。近年的蜂屋邦夫 69 

與保立道久70 的譯注皆從之。二、在郭店本之前業已存在更早、更完整的文

本，而郭店的書寫者依自己目的抄錄了他所需要的部分，如渡邉大、向井哲

夫、淺野裕一、福田一也、澤田多喜男等學者所論。三，楠山春樹認爲，郭

店以前早已有相當完整的文本，並逐漸對之增補、修定，最後才有如馬王堆

本或今本的形式，可謂是折衷第一與第二的見解。 

除此之外，在文體或文字方面，亦有相當出色的成果。如小池一郎由文

 
66 西山尚志：〈郭店楚簡《老子》三本、《太一生水》における抄者の關係について

──字形的バリエーションの統計學的考察──〉，《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

6卷（2003年 2月），頁 33-49，後有中譯版：〈運用統計學分析郭店楚簡《老子》

三個文本、《太一生水》的抄者〉，收入氏著：《古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

文獻相對照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 103-123。 
67 今引自西山尚志：〈運用統計學分析郭店楚簡《老子》三個文本、《太一生水》

的抄者〉，《古書新辨》，頁 114。 
68 另請參西山尚志：〈我們應該如何運用出土文獻？──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

不可證僞性〉，《古書新辨》，頁 1-17。他在此文中說：「今後也要運用不斷增

多的新史料、新理論、新觀點，進行批判探討，並對批判持有寬容的態度。」引

自頁 17。 
69 請參蜂屋邦夫譯注：《老子》（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頁 398-415。蜂屋邦

夫另有：〈出土《老子》と《老子》解釋の新局面──楚簡《老子》、帛書《老子》、

漢簡《老子》のもたらしたもの〉，《日本語學》第 35卷第 10號（2016年 9月），

頁 24-32。 
70 請參保立道久譯、解說：《現代語譯 老子》（東京：筑摩書房，2018 年），頁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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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角度切入，大西克也從文字學的角度；中村伸男是從書法的觀點；西山

尚志則用統計學的方法，各自進行郭店《老子》文本研究，均值得關注。 

三、郭店《老子》思想研究 

管見所及，日本學者郭店《老子》的研究，除了上述討論文本的成果外，

還有幾篇專論思想問題。本文擬分爲（一）《老子》概念研究；（二）《老子》

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三）《老子》整體思想研究，而對其內容加以簡述。 

（一）郭店《老子》概念研究 

關於郭店《老子》中的概念研究，首先簡述池田知久〈《老子》の二種

類の「孝」と郭店楚簡《語叢》の「孝」〉71 一篇。池田在此文中注意到今

本《老子》中的「孝」有二種，第一種爲：「六親不和，有孝慈」（〈第一八

章〉），另一種則爲：「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第一九章〉），而前者爲負面

評價，後者則爲正面評價。那麼，此現象爲何發生？ 

池田首先確認《莊子》文本中對「孝」的看法，並指出《莊子》中雖有

正、負兩種「孝」的用例，但多半是負面的，因爲「孝」是從「至德」的理

想狀態中逸脫或退步而生。關於此點，《老子・第一八章》亦然。並且郭店

丙本〈第一八章〉尚無「智慧出，有大僞」句，池田由此道述，古《老子》

認爲「孝」是智慧、大僞破壞大道、六親、邦家的結果產生的。因此，「孝」

並無正面價值，可說是負面的惡德之一。 

然而，在西漢初期成書的《莊子・漁父》中卻有：「其用於人理也，事

親則慈孝」的說法，此「孝」與《莊子》其他篇章中所見不同，屬於正面的

 
71 池田知久：〈《老子》の二種類の「孝」と郭店楚簡《語叢》の「孝」〉，郭店楚簡

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頁 31-61，後改題爲：〈《老子》に

現れる二種類の「孝」──郭店楚簡《語叢》の「孝」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收入

氏著：《道家思想の新研究──《莊子》を中心として》，附錄 2，頁 893-936。中

文版有曹峰譯：〈《老子》的二種「孝」和郭店楚簡《語叢》的「孝」〉，收入《池

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22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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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關於此點，《老子・第一九章》亦與〈漁父〉相同。而就郭店甲本作：

「絕僞弃慮，民復孝慈」而言，僞、慮與民之孝互爲相對概念，池田因此認

爲此「孝」並非「蓄意性努力、理智性思慮」作用的結果，而是在自然、無

爲之中本就固有的內面性，故《老子》對之加以肯定。 

就池田而言，《老子》和《莊子》對「孝」的評價，原來是由「反疏外

論、退步史觀」的否定，經過馬王堆本的階段，轉變爲以「本來的內面性」

進行肯定，而最後達到了〈漁父〉所述。這種演變的過程，另可以《語叢一》

「爲孝，此非孝也。爲弟，此非弟也。不可爲也，而不可不爲也。爲之，此

非也。弗爲，此非也」與《語叢三》「父孝子愛（池田認爲，此句有誤，應爲

「父愛子孝」），非有爲也」印證，因爲《語叢》是以新道家的「孝」思想爲

前提，「孝」的內涵亦隨之變化。也就是說，儒家所構想的「孝」原是爲保

護或重建以宗族的親族制度爲基礎的封建社會制度內涵，與此不同，道家所

肯定的「孝」則是爲展望或建設以當時父權家族制度爲基礎的郡縣社會制度

之關鍵概念。池田最後亦指出，作爲本來內面性之「孝」，最後亦落實於魏

晉玄學的名教自然論中。 

其次，頴川智兩篇文章亦討論郭店《老子》中的觀念問題，如〈郭店楚

簡《老子》二十五章の「道」、「自然」について〉72 與〈郭店楚簡《太一生

水》と郭店楚簡《老子》二十五章の關係について〉。73 頴川先處理郭店《老

子・第二五章》問題，此章原文曰：「又（有） （狀）蟲（混）成。先天

（地）生。 （寂） （寥），蜀（獨）立不亥（改）。可以爲天下母。未

智（知）其名， （字）之曰道， （吾） （強）爲之名曰大。」其在

第一篇中探討「無狀之狀」與「道」、「大」的關係，並認爲兩者在宇宙生成

論上是同樣的概念，不過，「無狀之狀」與作爲「字、名」的「道」或「大」

相比，卻站於上位。 

繼之，頴川在第二篇中討論《太一生水》與郭店《老子》的關係。如《太

 
72 頴川智：〈郭店楚簡《老子》二十五章の「道」、「自然」について〉，《福岡教育

大學國語科研究論集》第 45號（2004年 1月），頁 25-43。筆者未得見。 
73 頴川智：〈郭店楚簡《太一生水》と郭店楚簡《老子》二十五章の關係について〉，

《中国哲學論集》第 30集（2004年 12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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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水》有一段所論：「下，土也，而胃（謂）之 （地）。上， 也，而

胃（謂）之天。道亦其 （字）也。青（請）昏（問）其名。以道從事者，

必 （託）其名。古（故）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古（故） （功）

成而身不 （傷）。」頴川據此舉出《太一生水》與郭店《老子》的共同點

有三：（1）兩者皆有「根源的主體」創造天地；（2）兩者皆字「其」（《太一

生水》）、「之」（郭店《老子》）曰「道」；（3）兩者皆求問「其」、「之」之「名」，

因而他認爲《太一生水》與郭店《老子・第二五章》頗爲接近，唯《太一生

水》毫無與根源者相關的描述（如「有狀混成」）。就頴川的觀點而言，是因

爲《太一生水》以〈第二五章〉爲藍本，故省略有關根源者的記述。 

另外，頴川討論《太一生水》的生成論，進而發現，《太一生水》所謂

之「大一」和《老子》所言之「大」，同樣擁有「水」的性質，而且也具備

普及於宇宙所有的現象，並從末端復歸於根源的特性。因此，他認爲《太一

生水》的生成論是詳細說明《老子・第二五章》以「大」（「名」）爲基礎的

作用，換言之，「大一」與「大」同爲「名」。頴川最後指出，《老子・第二

五章》的「大」之作用，太過抽象、形而上，實令人難解，因此，《太一生

水》試圖以「太一」、「水」、「神明」、「陰陽」、「四時」等概念具體地說明〈二

五章〉的生成論，以期能解釋世界裡頭的多樣現象。 

（二）郭店《老子》與儒家思想的關係 

郭店《老子》與儒家思想的關係到底如何？此議題亦吸引了不少學者的

關注，如上所述，在日本學界至少有以下幾種說法：池田知久與谷中信一都

認爲郭店《老子》是批判荀子學派；楠山春樹則指出郭店《老子》是受孟子

思想的影響；渡邉大、向井哲夫與福田一也皆道述郭店《老子》中無強烈批

判儒家之處，儒道關係有可能原來是相容的；74 澤田多喜男則主張甲本無批

判儒家的成分，但是，在丙本中卻含有部分批判態度。 

首先，楠山春樹〈《老子》の思想の形成史的考察──郭店本を軸として〉

 
74 湯淺邦弘：〈老子と道家〉，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諸子百家〈再發見〉──掘

り起こされる古代中國思想》，頁 175-210亦主張同樣觀點。 



28《漢學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 

一篇，75 是繼承上述〈郭店楚簡から見た《老子》の形成〉所主張的觀點，

從思想形成史的角度，探討郭店《老子》在思想上的問題。 

如上所述，楠山認爲郭店《老子》是受孟子影響而成，那麼，受到孟子

影響之後，《老子》思想有何變化？郭店本〈第一八章〉開頭有「故」，由此

可見，〈第一七章〉與〈第一八章〉在郭店本中併在一起，但是，楠山懷疑

郭店本以前的原書亦然，而認爲〈第一八章〉是後人爲了挑戰儒家或孟子，

利用提倡無爲政治之極致的〈第一七章〉而增加。又，〈第六六章〉主張依

「柔弱謙下」的天下統治論，亦是直接將孟子王道政治論所謂之「仁政」換

成「柔弱之政」的。另外，原書時代未有之「持有柔弱之政，便能兼併天下」

這種新的聖人形象也隨機出現。這種「以柔弱統治天下」之文，實散見於〈第

六六章〉以後的篇章。尤其是〈第二八章〉直接向當時的君主要求遵守「柔

弱謙下」的態度，此事實表示，「以柔弱統治天下論」在《老子》中逐漸成

爲與「無爲之治」同樣重要的政治論之一。那麼，「以柔弱統治天下論」的

出現帶給以後的《老子》思想什麼樣的影響？ 

《老子》所謂的「柔弱謙下」原是處世論，如〈第二四章〉，僅勸以柔

弱的處世態度，亦未及其效驗。《老子》中另有以不爭無欲爲主旨的「柔弱」，

是爲了一味富國強兵，不顧民眾的君主而要求的。這些雖皆是向君主要求「柔

弱謙下」，但其文中都未出現「王天下」的主張，可謂僅是君主的處世論。

於是，楠山認爲「以柔弱統治天下」這種說法已與上述的處世論不同，是新

的政治論，而「柔弱勝於剛強」這種命題即在今本《老子》形成的最終階段

登場。因爲〈第七八章〉與〈第八章〉主張「不爭謙虛」不同，強調水的凶

暴性，表示柔弱論有所演變；〈第七六章〉雖是始終強調柔弱優於剛強，但

是，內容並不熟練，且「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句似與〈第一六章〉所述的

《老子》原思想大不同；〈第三六章〉與法家乃至黃老思想相關，故楠山認

爲「以柔弱統治天下論」是晚出的。 

就楠山而言，郭店本以「道」、「無爲」、「聖人無爲之治」、「以不爭無欲

為主旨的柔弱處世」爲核心，是繼承「純《老子》」原初的思想。《老子》學

 
75 楠山春樹：〈《老子》の思想の形成史的考察──郭店本を軸として〉，《東洋の思

想と宗教》第 20號（2003年 3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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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原來幾無與其他學派交流，但是，到了公元前三○○年前後，加入戰國思

想界，一方面開始與其他學派論爭，另一方面則在文中雜入了他派的思想、

用語等，呈現「雜《老子》」的狀態。換言之，楠山在「《老子》並非一人一

時所作」的前提下，而主張今本《老子》的形成過程是自「純《老子》」到

「雜《老子》」的推移。 

另外，池田知久討論過《老子・第一八章》「仁義」的問題，即是〈《老

子》の儒教に對する批判──郭店《老子》第十八章の「仁義」批判をめぐ

って〉一文。76 池田認爲：「近年，因爲不當使用馬王堆《老子》或郭店《老

子》，學界出現不少錯誤的解釋。其代表性的誤解之一，即是：在郭店《老

子》這種古《老子》的階段，針對儒教的批判尚未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亦

並不如今本《老子》那麼強烈。」77 在這裡，他所謂的「誤解」主要根據郭

店《老子》丙本〈第一八章〉而來。 

於是，池田首先一一舉出郭店《老子》中批判儒教的部分，例如他討論

郭店《老子》所述的「聖人」「君子」、「不足知」、「學」、「爲」「事」、「美」

「善」、《禮記・大學》「八條目」以及「孝慈」等概念，承認其中皆有批判

儒教的意涵。其次，重新檢討郭店《老子》丙本〈第一八章〉：「古（故）大

道 （廢），安（焉）又（有） （仁）義」句。其一，關於「安」字，丁

原植和谷中信一皆讀爲疑問詞，78 池田卻與傳統一樣讀爲「於是」之意，因

爲與〈第一八章〉連結成一章的〈第一七章〉中有「安」字，如：「信不足，

安（焉）又（有）不信」，也應釋爲「於是」。79 其二，池田從思想研究的角

度指出，針對儒教倫理的批判也多見於其他道家文獻，如馬王堆甲本〈第三

 
76 池田知久：〈《老子》の儒教に對する批判──郭店《老子》第十八章の「仁義」

批判をめぐって〉，《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 49號（2011年 3月），

頁 73-121，後改題爲：〈郭店楚墓竹簡《老子》の儒教批判〉，收入氏著：《郭店

楚簡老子の新研究》，頁 455-532。 
77 池田知久：〈《老子》の儒教に對する批判──郭店《老子》第十八章の「仁義」

批判をめぐって〉，頁 74。 
78 丁原植：《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臺北：萬卷樓，1998年），後有增修版（1999

年），頁 347與谷中信一：〈郭店楚簡《老子》及び〈大一生水〉から見た今本《老

子》の成立〉，頁 78-79。 
79 丁原植解釋〈第十七章〉「信不足，安有不信」的「安」還是與〈第十八章〉同

爲「哪裡」（疑問詞），請參氏著：《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頁 33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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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

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80 《莊

子・知北遊》亦有此文；另外，《莊子・馬蹄》則有：「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義」，皆是由「反疏外論、退步史觀」的立場而批判「仁、

義、禮、前識」的。若如上文獻的批判對象都包括了「禮、知」或「禮樂」，

但郭店丙本所批判的範圍僅止於「仁義」、「孝慈」、「正臣」，未涉及「禮、

知」，故池田認爲，郭店丙本〈第一八章〉早出於馬王堆〈第三八章〉與《莊

子》，而且後者受前者的影響。另外，郭店《老子》丙本〈第一八章〉少了：

「知（智）快（慧）出，案（焉）有大僞」一句，81 池田認爲是受荀子「人

僞思想」的影響而加的。這個觀點實早見於〈形成途上にある最古のテキス

トとしての郭店楚簡《老子》〉一文中，上已所述。 

池田此文的結論爲：郭店《老子》顯然富有儒教批判的成分，但是，其

中並未明確針對荀子思想進行批判；直到馬王堆本，受荀子思想影響，才從

提倡「無爲」的立場對其加以批評。 

（三）郭店《老子》整體思想研究 

池田知久亦討論過《老子》的政治思想與「自然」的關係，即是〈《老

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一篇，82 分別由四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序言」

敘述《老子》成書的過程。其次，題爲「《老子》思想的基本架構」，主要討

論《老子》「道」的思想。池田指出，放棄世間、常識的知覺，以「無爲」、

「不言」的方法，始能到達「道」的境界，最後與「道」同化。換言之，此

時一切價值、事實、存在皆被徹底否定、解構（deconstruction），取而代之，

「我」即「道」或「世界」的狀態（「絕對的肯定」）成立，池田稱此爲「神

秘主義（mysticism）」。其達到「道」的過程，《老子》常以「復歸」描述，

池田指出，就此而言，《老子》與《孟子》性善說相當接近。那麼，爲何需

 
80 並請參池田知久：《老子（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頁 3-8。 
81 今據馬王堆《老子》甲本。並請參池田知久：《老子（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

書）》，頁 242-244。 
82 池田知久：〈《老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第 6號（2012

年 4月），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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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復歸於「道」的境界？池田認爲，因爲《老子》所言之「道」本有「萬能、

全能（Almighty）」的整全性。換言之，修行者透過掌握「道」，並能獲得「道」

的全能，以期讓自己人生有所意義，特別是養生與政治二方面。 

如此，《老子》以「取天下」爲目的的政治思想，在其整個思想架構中

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那麼，掌握「道」，如何能讓得道者登基？池田進而

將焦點放置於「自然」思想而探討此一問題。池田首先指出，「自然」原來

是副詞的一種，始於形容作爲客體──「萬物、百姓」（主體爲「聖人、太上」）

形態的詞彙，而戰國末期的道家以當時社會臣民自律、自發性的「有爲」活

動爲背景，在思想史上首次使用「自然」一詞，以建構「主體─無爲；客體

─自然」這種關係，並且針對萬物的自律自發加以積極肯定。就此點而言，

與從前道家思想中「道─支配；萬物─被支配」的存在論截然不同。的確，

《老子》一方面擁有新的「自然」思想，另一方面卻仍然保留「道─支配；

萬物─被支配」的存在論而擁有抑制萬物、百姓的「自然」之傾向。雖是如

此，池田仍然強調《老子》在中國思想史上首次提倡萬物、百姓的「自然」，

並在此點上肯定其革新性。 

上述〈《老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可能是詳論郭店《老子》整體思

想的〈郭店楚墓竹簡《老子》の主要思想〉83 之部分成果。池田在此篇中將

郭店《老子》中的主要思想分爲「政治思想」、「倫理思想」、「養生思想」以

及「哲學思想」等四個面向，一一加以論述。 

首先是政治思想，池田在郭店《老子》中發現四種與政治相關的思想：

（1）以無知、無爲而取天下；（2）由聖人無爲，通過萬物的自然而取天下；

（3）從道、德治國、天下；（4）批判戰爭或戰爭政策。而他認爲，郭店《老

子》反映著即將迎接兼併天下的社會狀況。 

接著是倫理思想，有（1）由無知、無學的「否定超出」84；（2）超越美

 
83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老子の新研究》，頁 349-403。以出版年而言，《郭店楚簡老

子の新研究》爲先（2011年 8月）；〈《老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則後（2012

年 4 月）。然而，〈《老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開頭說明，此篇原爲在 2011

年 9月 17日-18日日本東方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中國三

至九世紀研究所、共同主辦之「第 3屆日中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的中文稿。 
84 關於「否定超出」一詞，源自池田師赤塚忠（1913-1983）的「否定（性）的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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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善不善的區別；（3）否定追求慾望；（4）由無爲成功的人生，以及（5）

提倡柔弱與否定堅強。先前學者多半以保身之道、處世之法或處世術等用詞

說明《老子》的倫理思想，池田指出這些說法皆含有負面內涵，然而，《老

子》所主張並不止如此，而是哲學性地追求如何生存於現實社會，透過將其

身置於「後、下、無爲」等負面價值上，反而獲得「上、前、無不爲」的正

面價值。 

關於養生思想，有兩種：（1）由道、德養生，與（2）主張重視個人養

生的人適合統治天下，換言之，政治思想滲透於養生說，池田認爲這種養生

說是戰國末期以後發生的。 

最後是哲學思想，池田道述郭店《老子》的哲學是支持其政治思想、倫

理思想與養生思想，其支持的方法有以下三種類型：（1）敘述世界存在者一

般應有的狀態──即萬物的「否定超出」，並將其作爲政治、倫理、養生等思

想的基礎。（2）將「道」或「德」定爲萬物的窮極性根本──即「道」、「德」

發揮其全能性而主宰萬物。（3）將萬物的自然置於諸思想根本的地位，說明

其爲「道之無爲」作用之結果而發。池田在哲學思想中特別留意甲本〈第五

六章〉的「玄同」。此哲學可謂是一種神秘主義，提倡人類徹底閉塞感覺器

官，透過無知、無言，解構一切價值、事實、存在之差異的「玄同」世界之

呈現，並且與之融通。此「玄同」與《莊子》「萬物齊同」的哲學相同，故

池田認爲郭店《老子》即引進《莊子》所固有的萬物齊同。換言之，郭店《老

子》成書於戰國末期，故能保存戰國中期的萬物齊同的哲學。 

此文在內容上實與〈《老子》の政治思想と「自然」〉相近，可互參照。

且，此篇針對郭店《老子》的思想進行了整體性討論，頗有參考價值。 

 

結論 

 
指透過徹底的、重複的否定（否定思辨），遂轉爲絕對性肯定（絕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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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近二十年來日本學者對於郭店《老子》的研究，並彙整出以

下幾點：一，關於郭店楚墓下葬年代有兩種說法，即戰國中期偏晚說和戰國

末期說，據此，學者針對郭店《老子》成書或抄寫年代的看法亦隨之分歧。

二，馬王堆和郭店的出土已推翻不少疑古派所曾提出的論點，如木村英一的

《老子》漢初成書說等。85 然而近代以來的疑古之風在日本學界根深蒂固，

尚有一定影響力，因而導致與其他各國學界「走出疑古」傾向不同。 

另外，郭店《老子》的研究實令人反思研究方法上的諸多問題。學者研

究古代思想，尤其先秦思想史時可利用的資料本來不多，可當作年代標準的

資料更少。並且儒家思想成爲後來中國思想史的主流，但是，學者探討先秦

思想史時，若仍持著以儒家爲主流的思想史觀，將會對許多觀點判斷失準。

關於此點，日本學者田所義行曾反對津田左右吉的看法而指出：將「仁義」

一詞作爲《孟子》首次使用的理由與依據何在？且《老子》多講取天下，其

動機與《孟子》王道論相同，雖是如此，又哪裡有理由和根據可將《老子》

與《孟子》視爲同時代，或者將《老子》視爲晚出《孟子》？而不認爲是《老

子》先講「治天下」而《孟子》承之？86 筆者認同田所所云，懷疑有些學者

無批判地認爲《老子》有「仁義」句，即是受到《孟子》影響；有「大僞」

句，即是對《荀子》的批判。 

至於儒家思想與《老子》原始的關係，因反儒思想在郭店《老子》中並

不十分明顯，不少學者認爲郭店《老子》與儒家在思想上並不對立。假使如

此，郭店《老子》的發現可否印證《漢書・景十三王傳》的記載？其曰：「獻

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
。

子
。
》之屬，皆經傳說記

。。。。。
，七十子之徒所論
。。。。。。。

。」87 可見「七十子之徒所論」包

含《老子》一書。如此，西漢初期的《老子》不必是黃老或老莊所專用，儒

家可能亦重視《老子》，此現象是否繼承郭店時期的儒道關係？此問題亦值

 
85 木村英一《老子の新研究》云：「《道德經》的內容並非一人一時所制作，似是當

道家之學在漢初大有成立之時，爲了作爲道家經典，抽出橫亙二、三百年發展的

道家諸思想之精華而編纂的。」頁 183。 
86 今抄錄自田所義行：《老子の探究》（東京：福村出版，1959年），頁 10-11。另有

山縣初男：《老子の新研究》（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0 年），頁 207-223 引用

張煦〈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古史辨》第 4冊）對之加以高度評價。 
8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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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討論。 

郭店《老子》的研究雖已約二十年，但實則剛露頭角而已，尤其是哲學、

思想本身的問題仍有可加探究的空間。另外，北大漢簡中亦有《老子》，不

少學者已關注此點，開始從版本系譜學、經典化的觀點加以研究，88 對此，

本人衷心期待往後研究成果的進展與潛能，能啟發更多豐富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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