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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毀室〉考釋四則 
趙苑夙∗ 

【提要】 

  本論文對《上海博物館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提出四點考

釋意見：其一，簡 1「既 之」讀為「既行，格之」，指楚王已出發且來到

新建宮室所在地，「格」訓「來至」。其二，簡 1「曼廷」讀為「犯廷」，

意即強行闖入中庭。其三，簡 2 和簡 4 的兩處「 」皆讀作「造寇」，解

為「作亂」、「為亂」之意。其四，簡 5「至俑毀室」或可讀作「挃墉毀室」，

即「打掉牆、拆毀宮室」，「挃」訓「撞擊」。 

 

 

關鍵詞：昭王毀室 上博簡 戰國文字 字詞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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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昭王毀室〉著錄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和〈昭王

與龔之 〉連續抄寫於同卷，在簡 5 有墨塊符號區隔兩篇，符號後「卲王 」

三字為〈昭王與龔之 〉篇首。〈昭王毀室〉有殘簡綴合和缺文處，缺文不多，

現存 196 字，6 合文。簡文大意在說昭王新室建成，即將舉行落成典禮，典禮

快開始時有個穿喪服的君子來到，陳情謂其父之骨埋在新室的室階下，現在母

親去世了，想將母親和父親合葬而不可得，昭王聽了此言，在落成典禮後即命

人毀室，完成君子的願望。此事未見載於傳世文獻，但董珊已指出「新建宮室

座落於某人父母墓葬處」的相關記載還見於《禮記．檀弓上》「季武子成寢」、

《晏子春秋．內篇．景公路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晏子春秋．

外篇．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可參看比較  。  

  本篇簡 2、簡 3、簡 4 各為兩段殘簡拼合，整理者以簡 2 綴合後為完簡，

簡 3、簡 4 下端殘缺，未論是否缺字  。學者對簡 3 拼合補字有所討論，劉樂

賢認為簡 3 上段「辱」字後當有缺文，簡 3 兩枚殘簡不能直接拼合為一支整簡

 。梁靜亦指出兩殘簡拼接處不完全吻合，上段「辱」字下還有一字的殘筆，

末字「老」之後也有缺失簡文的可能  。董珊於「老」字後標注「□□」，

認為可補二字。陳劍以為兩殘簡可拼合連讀，在「老」後標注「□□□」 。

張繼凌原釋讀為「 （僕） （將）埮（掩）亡老□□□」，後改以斷簡符號

「 」標之，謂「『埮』（按：當為「老」之誤）字後缺」 。觀簡 3 原圖「辱」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年 12 月），頁 33-37。 
   董珊，〈讀《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站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dongshan001.htm），2005 年 2 月 20 日上網。 
   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收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年 12 月），頁 183-185。 
   劉樂賢，〈讀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18）， 

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梁靜，《上博（四）《采風曲目》等六篇集釋》（武漢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學位論文，2006 年 6 月），

頁 39。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中國古文字：理論與實踐國際研討會」會議論文（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2005 年 5 月）。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簡帛」

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4），2005 年 12 月 16 日上網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07 年 3 月），頁 58。張

繼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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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合處： 

            
圖 1：上博四〈昭王毀室〉簡 3    圖 2：上博四〈昭王毀室〉簡 2 

確實存在些微深色痕跡，至於是否為殘筆墨痕仍可再議，相同情形如簡 2 上段

與下段可連讀，且上段末字「曰」為完整字形，但「曰」字下亦有些無法釋為

殘筆的痕跡。不過簡 3 拼合後 38.5 釐米，確實較他簡平均 44 釐米來得短，現

存 35 字亦較他簡來得少，就文意觀之，筆者贊成其於下段殘簡「老」字後尚

有缺文，但本篇各簡字數不定，故簡 3 缺幾字不可得知。簡 4 綴合後長 41 釐

米，與本篇完簡比較，仍有補字空間，董珊認為末字「告」後可補一字，陳偉

在「告」後補「王」字，與下簡連讀為「王曰」，可從  。就文意觀之，「吾

不知其爾墓」一段之說話者為楚昭王的可能性很大。  

二、釋文 

  卲（昭）王為室於死 之 （滸）  ，室既成， （將） （落）之  ，

王戒邦夫=（大夫）以 =（飲酒）。既 （行）， （格）之［一］，王內（入），

                                                                                                                                      
文學系，碩士學位論文，2007 年 10 月），頁 108。 

   董珊，〈讀《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2005 年 2 月 20 日上網。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

測〉，「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44），2005 年 3 月 6 日上網。 
   「死 之 （滸）」，整理者原讀「死湑之淲」，又疑「淲」假作「附」，意為「近死湑之地」。此從孟蓬生

讀「 」為「滸」，訓「水邊地」。至於「死 」二字，各說證據皆不足，暫不通讀。參陳佩芬，〈昭王毀室

釋文考釋〉，頁 182。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簡帛研究」網站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mengpengsheng001.htm），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孟蓬生，〈上博竹書

（四）閒詁〉，收於《簡帛研究 2004》（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70-71。 
   整理者讀「將格之」，訓「格」為「至」。此從孟蓬生讀為「落」，指宮室始成時的祭禮，相當於落成典禮。

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2。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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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落），又（有）一君子  （喪）備（服）曼（犯）廷［二］，

（將） （適）閨  。 （寺）人  =（止之），曰：【簡 1】「君王台

（始）內（入）室，君之備（服）不可以進。」不 （止），曰：「少（小）

人之告 （？） （將） （？）於含（今）日， （爾）必 （止）少=人=

（小人，小人） （將） （造） （寇）[三]。」 （寺）人弗敢 （止）。 

  至【簡 2】閨， （卜）命（令）尹陳省為視日，告  ：「 （僕）之母

（毋）辱君王，不 （幸） （僕）之父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下  ，

（僕） （將）埮（掩）  亡老 ，【簡 3】以 （僕）之不 （得）并（併）

（僕）之父母之骨， （私）自 （敷）。  」 （卜）命（令）尹不為之

告。「君不為 （僕）告， （僕） （將） （造） （寇）。」 （卜）

命（令）尹為之告。  

  ［王］  【簡 4】曰：「 （吾）不智（知）亓（其） （爾） （墓）  ，

                                                 
   筆者認為此處「君子」身份不高，因其為有「孝」德之人，故尊稱為「君子」。「君子」一詞在古書中可稱有

才德的人，如《禮記．曲禮上》：「博聞強識而讓，敦善行而不怠，謂之君子。」亦可稱在位之人，如《詩經．

伐檀》：「彼君子兮，不素餐兮」，簡文此處只說「喪服君子」，不記其官名或私名，其地位大概不是很高，

當屬有德之人。「君子」是儒家的一種人格理想，而儒家對「孝」一向重視，有專門討論「孝」的《孝經》，

《孝經．廣至德》：「君子之教以孝也」，在《禮記．祭義》亦有「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之言，強調「孝」

德在「君子」人格中的地位。 
   整理者讀「 」為「跖」；在註中疑「 」為「 」之異文，訓「行也」；或讀「 」為「適」，訓「往也」，

此從讀「適」之說。「閨」為宮中小門。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2-183。 
   整理者讀「 人」為「稚人」，再通作「侏人」，認為「侏人」即「侏儒」，是宮中的御侍。此從孟蓬生讀「寺

人」，即宮中供使喚的小臣，《詩．秦風．車鄰》：「未見君子，寺人之令。」毛傳：「寺人，內小臣也。」

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3。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整理者原讀「卜令尹陳省為見日告：……」，訓「見日」為「日中」。此從劉樂賢在「日」下斷句，並讀為「視

日」。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4。劉樂賢，〈讀上博（四）札記〉，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整理者原讀「僕之毋辱君王不逆，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階下」。此從陳劍釋「 」為「幸」，改在「王」字

後斷句。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4。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2005
年 12 月 16 日上網。 

   整理者讀「埮」為「啖」，訓「食也」。此從劉樂賢讀為「掩」（或「揜」），意即「掩埋」。參陳佩芬，〈昭

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5。劉樂賢，〈讀上博（四）札記〉，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整理者原讀為「以僕之不得（德），併僕之父母之骨私自敷」，「不德」即「無德」，「敷」訓「施也」。此

從劉樂賢連讀作「以僕之不得併僕之父母之骨」，又從袁國華將「敷」訓為「陳述」。「私」字筆者以為當訓

「私下」，意指君子不依公定程序而是私底下來找昭王陳情。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5。劉

樂賢，〈讀上博（四）札記〉，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袁國華，〈上博楚竹書（四）〈昭王毀室〉字詞考釋〉，

「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會議論文（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 年 12 月），頁 135。 
   「王」字從陳偉補。參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2005 年 3 月 6 日上網。 
   「 」字整理者原釋讀為「葬」，此從季旭昇、劉樂賢、孟蓬生釋讀為「墓」。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

釋〉，頁 186。季旭昇，〈上博四零拾〉，「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jixusheng002.htm），

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劉樂賢，〈讀上博（四）

札記〉，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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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古（姑）須  。既 （落），安（焉）從事。  」王 （徙） （處）

於坪（平）澫（濿）  ， （卒）以夫=（大夫） =（飲酒）於坪（平）澫

（濿），因命（令）至（挃）俑（墉）毀室[四]。【簡 5】  

三、簡文疏證 

（一）既 （行）， （格）之 
  整理者對「 」無說  。孟蓬生首先指出簡 1「將 之」、「王入將 」

兩「 」字當讀作「落」，即宮室始成時的祭禮，但未論此處「 」字何解  。

董珊則進一步認為「 」和簡 5「 」亦皆當讀為「落」，對「既 之」有

如下論述： 

「既刑落之，王入，將落。」這句話中的兩個「落」字含義有不同。前一個

「落」是指釁廟祭禮，在祭祀完成之前，昭王沒有進入室中；祭祀完成之後，

昭王進入室中，將開始燕享群臣。由此來看，「將落」之「落」相當於文獻

中的「樂」，具體指燕享飲酒；而「刑落」之「刑」當是修飾祭祀之「落」

的詞。疑「刑」讀為「釁」或其同音字「釁」（按：二「釁」字疑有一字誤

植），古音「刑」、「釁」分別是匣母耕部、曉母文部，這兩個字或有可能

因語音相近而假借  。 

  陳偉在釋文中讀「既刑落之」而未有論  。鄒濬智讀「 之」為「行

                                                 
   整理者讀「古須」為「古鬚」，謂即「古稀」，人年七十為古稀。此從孟蓬生、劉樂賢讀「姑須」，意為「暫

且等待」。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6。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劉樂賢，〈讀上博（四）札記〉，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安從事」整理者如字讀，以「安」與「於」通，「從事」猶言「治事」。此從孟蓬生訓「安」為「乃」，從

董珊讀為「焉」。參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6。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董珊，〈讀《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2005 年 2 月 20 日上網。 

   「 」整理者讀「徙居」或「徙處」，此取「徙處」之說。「坪澫」整理者讀「平漫」，《玉篇》：「漫，

水漫漫平遠貌。」此從季旭昇讀為「平濿」，引《詩．衛風．有狐》：「在彼淇厲」舊釋「水厓（涯）」。陳

佩芬指出《上博（八）．王居》首句「王居穌澫之室」與此有關，但此說目前仍有爭議。參陳佩芬，〈昭王毀

室釋文考釋〉，頁 186。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頁 60。張繼凌，《《上海博

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研究》，頁 133 引季旭昇之說。陳佩芬，〈王

居釋文考釋〉，收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年 8 月），頁 206。 
   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3。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董珊，〈讀《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2005 年 2 月 20 日上網。 
   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2005 年 3 月 6 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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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之」，意指為新室舉行落成典禮  。邱德修以「 」為「 」之省體，

是「落成」之「落」的本字，讀「 」為「釁落」，謂「釁」為古祭名，即

殺牲血祭，並以鮮血塗新製器物或新造房屋  。 

  劉洪濤讀「 之」為「請落之」，引《禮記．雜記下》：「宗人曰：『請

令以釁某廟。』君曰：『諾。』遂入。」認為「遂入」之前是宗人請命的儀式，

簡文「請落之」亦為宗人請命之儀式，本段簡文所描述的過程大概是「昭王約

定邦大夫飲酒。飲畢，宗人向昭王請命，要求開始典禮。昭王接受請求，進入

宗廟，將要進行典禮。  」  

  張崇禮認為簡 1「 」乃從「示」、「 」聲，釋「 」為「齋」字異體。

「 」即「荊」，「荊齋之」指按楚地儀式沐浴更衣；或讀「形齋」，與「心

齋」相對，但以前說為佳  。  

  張繼凌讀「行落之。王入將落。」譯為「即將舉行落成典禮，昭王進入室

內準備進行落成典禮時。」季旭昇進一步補充「行」釋為「且也」、「將也」，

「行落之」同「將落之」  。  

  大西克也以「 」字實從「示」、「旡」省聲，讀作「 」，《廣韻．微

韻》：「 ，以血塗門。」「 」讀為「刑」，訓「殺」，「刑 」同義連文

皆表示釁禮，是宰牲以血塗門進行釁禮之意，「刑 之」意為對剛建成的宮室

進行釁禮  。 

【按】 
  「 」字下從「示」旁無疑，其上部學者皆釋為聲旁，有「各」省聲、「 」

聲、「旡」省聲三說，「 」字原形如下：  

                                                 
   鄒濬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校注〉，《東方人文學誌》第 4 卷第 3 期（2005

年 9 月），頁 44-45。 
   邱德修，〈《上博》（四）〈楚昭王毀室〉簡「 之」〉，「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會議論

文（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 年 12 月），頁 29-37。 
   劉洪濤，〈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四）》札記〉，「簡帛」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57），2006 年 11 月 8 日上網。 
   張崇禮，〈讀上博四《昭王毀室》劄記〉，「簡帛」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51），2007 年 4 月 21 日上網。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頁 53。張繼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研究》，頁 36-40。 
   大西克也，〈試釋上博楚簡《昭王毀室》中的「刑 」－楚簡文字中的「 」「升」「旡」〉，「簡帛研究」

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8/daxikeye001.htm），2008 年 2 月 8 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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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上博四〈昭王毀室〉簡 1 

就其上部觀之，與「 」旁最為相近，與郭店簡〈五行〉「 （ ）」所從「旡」

旁亦近。至於楚簡「各」旁一般皆從「 」從「口」，如上博一〈性情論〉簡

30「 （路）」字所從，但在郭店〈性自命出〉簡 60 與之對應的字卻作省「口」

的以下寫法：  

 
圖 4：郭店〈性自命出〉簡 60 

可知「各」做為偏旁有省「口」之例。雖然大西克也認為圖 4 字形在「 」上

加一斜筆，與一般「 」旁寫法不同，但觀楚簡「 」旁本有加斜筆和不加斜

筆兩種寫法，如：  

                         
       圖 5：曾 117             圖 6：曾 180 

                         
       圖 7：望 1 卜         圖 8：上博四〈曹沫之陳〉簡 65 

                         
       圖 9：帛甲 5.17           圖 10：包 2.238 

同篇簡文中亦可見此兩種寫法：  

                         
       圖 11：上博二〈容成氏〉簡 12   圖 12：上博二〈容成氏〉簡 33 

又張繼凌引張亞初之說：「甲骨文和金文有 字（《綜類》171 頁）。有時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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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作 （《金文編》589 頁 人守鬲）。」若此則「 」（集成 529）亦為「各」

省聲之例。何況「 」為上下結構，「各」旁可能為了容納「示」旁而省略「口」

形。綜上所論，就字形來看，「各」省聲、「 」聲、「旡」省聲三說皆有其

可能性，須從文意加以探討「 」字釋讀。  

  「 」從「井」旁自可讀為「荊」，「 」若從「 」聲，讀為「齋」亦

可通，但簡文稱「昭王」而不稱「楚昭王」，又用了楚文書常見稱謂「視日」，

知〈昭王毀室〉為楚人所作  ，對本國人、事、物當有比較親近的表述方式，

蓋不會特別強調「『荊』齋」。再者，於《左傳》、《國語》或楚簡文中，楚

國人在自稱其國時，多稱「楚」，自稱「荊」例相對較少，是以不從「荊齋」

之說。  

  「刑」匣母耕部、「釁」曉母文部，聲皆喉音，但韻不近，不好通假。就

文意觀之，董珊、邱德修提及《禮記．雜記下》及《大戴禮記．諸侯釁廟》皆

載有落成典禮之儀節，陳錄相關段落於下，《大戴禮記．諸侯釁廟》：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立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宗人曰：「請令以釁某廟。」君曰：「諾。」遂入。雍人拭羊，乃行入廟門，

碑南，北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流于前，乃降。

門以雞，有司當門北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北

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

某廟事畢。」君曰：「諾。」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 

《禮記．雜記下》：  

成廟則釁之。其禮：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

視之，宰夫北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

流於前，乃降。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

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立，門則有司當門北面。既事，宗人告事畢，

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

                                                 
   參陳偉，〈〈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幾個問題〉，收於《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年 11 月），頁 32-33。陳偉，《新出楚簡研讀》（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年 3 月），頁 210-214。 
   ［清］王聘珍，《大戴禮記解詁》（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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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命，乃退  。 

由《禮記》所載可知「廟」之落成典禮要執行釁禮，《說文． 部》：「廟，

尊先祖貌也。  」「廟」在先秦文獻多指「宗廟」，亦可指貴族住房的前廳

或王宮廟宇之前殿，《六書故》：「宮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

夫之廳事，是也。  」若用後義，似可與簡文「室」相關聯。但細察《禮記．

雜記下》在「既反命，乃退」後還接著說「路寢成則考之而不釁」，鄭玄注：

「言路寢生人所居，不釁者，不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落之爾。」知宮室

中前廳可「釁」，但生人居處的「路寢」部分是「不釁」的。簡文「既 之」

和「王入將落」若有意分言前廳（廟）之「釁」和路寢之「考」，在用詞上當

有所突顯，在地點上指出「既釁廟」、「既釁落廟」，或在儀式上與「釁落」

對言指出「王入將考落」。但簡文僅云「既 之」和「將落」，既然未特別

標明地點，則「 」和「落」的受詞只能同為前文提過的「室」，無法呼應

《禮記》「釁」、「考」地點不同之載。且「王入將落」單言「落」，當指整

個落成典禮，若以「 」指落成典禮的一部分－「釁落」，則兩者句式、

層級皆不同。再者，觀《禮記》所錄「釁廟」程序：「宗人曰：『請令以釁某

廟。』君曰：『諾。』遂入。雍人拭羊……」，知君王在「釁」之前即已「入」，

而簡文的敘事順序卻為「既 之，王入，將落」，王在「 」之後才「入」，

就以上幾點來看，「 」不宜讀為「釁落」。讀為「刑 」解為「釁禮」，

亦有地點、儀式區分不明之失，及儀式程序不合文獻所載之弊，且「刑」雖有

訓「殺」者，卻未見以之表釁禮者，以「刑 」同義連文而表「釁禮」仍有可

疑。  

  依劉洪濤之言，「請落之」的主詞當為「宗人」，但前文只提及昭王與邦

大夫，未提及「宗人」，此處若要表達宗人的請命儀式，當作「宗人請落之」，

既省略「請落之」之主詞，則其主語比較可能是前文提過的昭王和邦大夫而非

「宗人」。 

  鄒濬智將「行落之」解為「為新室舉行落成典禮」，與下文「王入將落」

稍有矛盾，在「王入」前當尚未執行落成典禮，且「行落之，王入將落」義嫌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禮記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754。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70 年），頁 450。 
   ［元］戴侗，《六書故》（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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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張繼凌訓「行」為「即將」，「行落之，王入將落」意為「即將舉行落

成典禮，昭王進入室內準備進行落成典禮時。」能通讀簡文，可備一說。但其

斷讀為「王戒（誡）邦大夫以飲酒，既，行落之」，似是在「戒」完成後緊接

著就開始落成典禮，季旭昇在討論上文「戒邦大夫以飲」時，指出「依先秦禮

儀，『戒』多在行禮前三日」  ，時程有所不同。  

  筆者認為本句或可斷讀為「既 （行）， （格）之」，「之」表地點，

用以代稱「死 之滸」或新建成之宮室，「 」從「各」省聲可讀為「格」，

「格」訓「來至」之「至」，「來到」義，《爾雅．釋詁》：「格，至也。  」

《禮記．月令》：「暴風來格」  ，《儀禮．士冠禮》：「孝友時格」  ，

《尚書．多士》：「則惟帝降格」，孔穎達疏：「格，至也。  」「行」為

「出行」、「出動」義，「既行」表示已經出發了，《史記．白起王翦列傳》：

「秦王乃使人遣白起，不得留咸陽中。武安君既行，出咸陽西門十里，至杜郵。

 」《後漢書．鄭范陳賈張列傳》：「帝不聽，眾不得已，既行，在路連上

書固爭之。  」簡文可理解為宮殿已蓋成，即將舉行落成典禮，昭王諭示邦

大夫於落成典禮中燕享飲酒。（典禮將行之日）昭王和邦大夫已經出發並來到

新建宮室所在地，且昭王已入室準備開始舉行落成典禮。穿著喪服的君子就在

此種人員齊達、落成典禮蓄勢待發的情形下來到。「既」字用以表示「已然」，

強調事情已蓄勢待發，顯示君子來告的時間點之急迫，在此種情形下，昭王仍

在落成典禮後為君子而毀室，更顯其心胸之寬大。  

  學者多在「 =」後標逗號，筆者改標句號，前文的「昭王為室於死 之

滸，室既成，將落之，王戒邦大夫以飲酒。」相當於背景前言，「王戒邦大夫

以飲酒」與「既行，格之」可能發生在不同日。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頁 53。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7。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禮記注疏附校勘記》，頁 308。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儀禮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5。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237。 
   ［漢］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臺北：鼎文書局，1981

年），頁 2337。 
   劉宋．范曄撰，李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北：鼎文書局，1981 年），頁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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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喪）備（服）曼（犯）廷 
  整理者隸讀為「 （喪）備（服）曼（蹣）廷」，「蹣廷」即踰廷而入  。

鄭玉姍亦取「喪服」義，但認為此或可讀「芒服」，即等級最重之喪服「斬衰」，

「芒」形容麻衣粗邊之形  。鄒濬智則以為君子對父墓變室階渾然不知，可

見其父下葬之日不近，服喪服的可能性不高，「 備」當讀「麻服」，父母之

大喪，除服後仍服一段時日的「麻服」才能改服「常服」  。  

  其餘學者皆從整理者讀「喪服」，蘇建洲分析「 」字右旁與上博三〈周

易〉簡 32「亡喪」合文作「 」同形，當為「桑」字所從「九」形，不可隸

作「芒」，又謂楚系「芒」字「屮」旁一般不與下方「L」形部件連筆，與此

字右旁連筆寫法不同  。范常喜則認為「 」字「屮」與下方「L」形部件並

未連筆，當分析為從「歹」、「芒」聲，「喪」字的「 」（上博三〈周易〉

簡 38）形寫法乃由「 」（上博三〈周易〉簡 53）形聲化而來，《說文》認

為「喪」從「亡」聲有其合理性  。 

  對於「曼廷」，學者多以「曼」為動詞，「廷」多如字讀。陳偉讀「曼」

為「冒」，「干犯」義  。邱德修讀「 」，解「 廷」為「行動遲緩地走

到中廷」51  。陳偉武讀「曼」為「邁」，訓「行也。 52  」張崇禮如字讀「曼」，

訓「突」，「曼廷」即「闖入廷中」之意 53  。劉洪濤讀為「 」，《說文》：

「 ，妄入宮掖也。從門， 聲。讀若闌。 54  」曹方向讀「曼廷」為「曳梃」，

指喪服君子拽著木棒闖進來，認為此種理解與喪服君子遭到拒絕時揚言要「召

                                                 
   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3。 
   鄭玉姍，〈《上博四．昭王毀室》劄記〉，「簡帛研究」網站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zhengyushan002.htm），2005 年 3 月 31 日上網。 
   鄒濬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校注〉，頁 46。 
   蘇建洲，〈楚文字雜識〉，「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sujianzhou006.htm）， 

2005 年 10 月 30 日上網。蘇建洲，〈「喪」字補說〉，「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9），

2006 年 3 月 15 日上網。 
   范常喜，〈簡帛《周易．夬卦》「喪」字補說〉，「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

2006 年 3 月 14 日上網。范常喜，〈對於楚簡中「喪」字的一點補充〉，「簡帛」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0），2006 年 3 月 17 日上網。 

   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2005 年 3 月 6 日上網，註 9。 
 51   邱德修，〈《上博》（四）〈楚昭王毀室〉簡「 之」〉，頁 29。 
 52   陳偉武，〈讀上博藏簡第四冊零札〉，《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11 月），頁 276。 
 53   張崇禮，〈讀上博四《昭王毀室》劄記〉，2007 年 4 月 21 日上網。張崇禮，《楚簡釋讀》（山東大學文學院，

博士學位論文，2008 年 5 月），頁 56。 
 54   劉洪濤，〈讀上博竹書《昭王毁室》劄記一則〉，「簡帛」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78），2007 年 6 月 10 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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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的情態較一致。 55   

  唯單育辰以「曼」為名詞，讀「絻」，訓「喪冠」，又讀「廷」為「徑」，

連上下斷讀為「有一君子，喪服、曼（絻），廷（徑）將 閨。 56  」  

【按】 
  簡文「 備」以讀「喪服」較合理，「喪服」一詞先秦習見，「芒服」、

「麻服」則文獻未見。鄒濬智認為君子對父墓變室階渾然不知，可見其父下葬

之日不近，服喪服的可能性不高，但由《墨子．公孟》：「喪禮，君與父母、

妻、後子死，三年喪服。 57  」《儀禮．喪服》：「妻為夫，妾為君，女子子

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年。 58  」知父母大喪服喪三年，此期間

墓上築新階而未覺或有可能。再者，簡 4 云「併僕之父母之骨」，《晏子春秋．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今其母不幸而死，祔柩未葬，家

貧，身老、子孺，恐力不能合祔，是以悲也。 59  」〈景公路寢臺成逢于何願

合葬晏子諫而許〉：「于何之母死，兆在路寢之臺墉下，願請命合骨。 60  」

由簡文和傳世文獻執政者毀室相關資料觀之，君子是為其新喪之母服喪，與其

父下葬日之遠近無關。 

  至於「 」字右旁構形，蘇建洲、范常喜之說皆有一定道理，甲文「喪」

字皆從「桑」得聲作「 」（合集 1083），金文「 」（集成 9982）下部作「亡」

形，但亦明顯不從「芒」，「亡」有釋為意符的可能性，由楚簡「喪」字寫法： 

                
圖 13：郭店〈語叢一〉簡 98     圖 14：郭店〈老子丙〉簡 9 

                                                 
 55   曹方向，《上博簡所見楚國故事類文獻校釋與研究》（武漢大學歷史文獻學，博士學位論文，2013 年 5 月），

頁 196-197。 
 56   單育辰，〈佔畢隨錄之五〉，「復旦」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316），2008 年 1

月 17 日上網。單育辰，〈《昭王毀室》的再研究〉，收於《楚簡楚文化與先秦歷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2011 年），頁 323。 
 57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北：華正書局，1987 年），頁 417。 
 58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儀禮注疏附校勘記》，頁 347。 
 59   吳則虞編著，《晏子春秋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62 年），頁 458。 
 60   同上註，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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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上博二〈民之父母〉簡 13   圖 16：上博三〈周易〉簡 53 

可知蘇建洲以「 」形為「喪」字簡體有其道理。事實上，范常喜亦贊成「 」

形由「 」變化而來，差別在於蘇建洲認為變化後的「 」不可釋「芒」，

范常喜則以為其已聲化為「芒」。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有「 」（簡

2）形四例，其上確從「芒」，但就辭例來看，此四例皆可讀「亡」，無證據

顯示其必讀「喪」。目前所見確定讀「喪」之相關字形，其上皆不從二「屮」，

「 」寫法與上從一「屮」的「 」（郭店〈緇衣〉簡 9「芒」）字相似，但

「 」畢竟是由「 」變化而來，且「喪」、「芒」聲紐不近，上古「喪」

字是否為*sm-複聲母亦不確定，為求謹慎，「 」、「 」暫釋為同形較佳，

不宜冒然釋「 」為「芒」。若《說文》：「喪，亡也，從哭從亡，會意，亡

亦聲。」之說正確，則「喪」字有變形音化為「芒」的可能性，但目前文字證

據仍不足。本簡「 」字右旁從筆勢觀之，上下豎畫不連筆，但依其辭例，釋

「喪」甚確，可依形隸定為「 」。 

  「曼」字多數學者釋為動詞，唯單育辰讀之為名詞「絻」，就前文為「喪

服」來看，「曼」讀「絻」釋「喪冠」亦甚合理，只是如此一來，下文「廷」

就無法如字讀，單氏讀「廷」為「徑」，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下文言「將 閨」，

「閨」為宮中小門，《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61  」

張崇禮引《公羊傳．宣公六年》：「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

則無人閨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 62  」在「閨」之

前還有大門，大門和閨之間當有「廷」，《詩．唐風．山有樞》：「子有廷內，

弗洒弗埽」，王引之《經義述聞》：「廷與庭通。庭謂中庭。 63  」就宮室格

局觀之，「將 閨」前的「廷」字還是如字讀的可能性較大。  

  以「曼」為動詞者，有讀「蹣」、「冒」、「 」、「邁」、「曼」、「 」、

「曳」七說，其訓義置於簡文皆可通。「曼」、「 」、「蹣」同為明母元部，

當可通假；「曼」從「冒」聲，自可讀「冒」；「邁」為明母月部，與「曼」

                                                 
 61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頁 74。 
 62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192-193。 
 63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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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亦近；「 」來母元部，相較之下，聲稍有差距，但劉洪濤已指出從「 」

聲的「蠻」、「矕」皆屬明母。「曳」為餘母月部，與明母的「曼」字聲母稍

隔。 

  就文意來看，「曳梃」指喪服君子拽著木棒闖入，此種行徑似乎不符「君

子」之稱，且顯示君子一開始就預定要暴力解決，而非陳情不成才要「 寇」，

與簡文情境不符。就用例和字義觀之，「曼」之訓「突」僅《莊子．馬蹄》：

「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陸德明釋文：「李云：曼，突也。」

一例，陸德明釋文還引到「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

64  」如此看來「曼」之訓「突」指的是馬匹衝撞的動作，置於「曼廷」中是

否能理解為「闖入」仍有疑慮。「 」字文獻少見用例，劉洪濤指出「妄入宮

掖」義古書多用「闌」字，觀古書用例「闌入尚方掖門」、「闌入殿門」、「闌

入上林中蠶室門攻亭格殺信」、「闌入殿中」 65  ，皆稱「闌入」，未見單用

「闌」字者。「 」為緩行，在簡文中強調君子行走之緩似無意義。「蹣」字

先秦未有用例，最早見於《玉篇》，時代較晚。「邁」之訓「行」，「冒」之

訓「干犯」，先秦用例皆不少，簡文中著喪服之君子並非受邀而來，其出現乃

始料未及，大概不會只說其「行於廷中（邁廷）」，且「廷」外當還有大門，

君子已越過大門來到「廷」，「曼」以訓為「闖入」義較好。 

  讀「曼廷」為「冒廷」或有「闖入」之意，可備一說，但「冒」訓「干犯」

之例雖多，卻極少在「冒」字後接地點用詞，唯一一例見於《史記．吳太伯世

家》：  

九年，吳王闔廬請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

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廬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

吳王闔廬弟夫欲戰，闔廬弗許。夫曰：「王已屬臣兵，兵以利為上，尚何待

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

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

                                                 
 64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567。 
 65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北：鼎文書局，1986 年），頁 306、2431、3661、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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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66  。 

有「襲冒楚」之語，上下文之「楚」與「吳」、「唐」、「蔡」一樣皆為國名，

指「楚國」，「襲冒楚」之「楚」指「楚國」或「楚軍」，與一般地點用詞有

別。 

  筆者疑「曼廷」可讀「犯廷」，「犯」為並母談部，與明母元部的「曼」

同為唇音，韻部通轉，《山海經．西山經》：「名曰蠻蠻。」郭璞注：「蠻蠻，

《爾雅》作鶼鶼。」「蠻」來母元部、「鶼」見母談部。《尚書．盤庚上》：

「相時憸民」，《漢石經》「憸」作「 （散）」，《說文．心部》「 」字

條下引作「相時 民」，段玉裁以「 」為「刪」省聲，「憸」心母談部、「散」

心母元部、「刪」山母元部，皆證「元」、「談」二部可通 67  。蘇建洲在論

證〈仲弓〉「 」字可讀為「掩」時，已舉傳世和出土文獻的「元」、「談」

二部通假例，可參 68  。「犯」有「侵犯」義，亦有「至」義，其接處所論元

之例如《左傳．襄公二十三年》：「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69  」

《論衡．非韓》：「卻軍還眾，不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禮也。 70  」

《申不害．大體》：「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逾城郭之險而犯門閭之閉也。

71  」《淮南子．脩務》：「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關，躐蒙籠，蹶

沙石……」 72  ，《韓非子．解老》：「時雨降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

川，則風露之爪角害之。 73  」簡文「有一君子喪服犯廷，將適閨」，意即有

一位穿著喪服的君子闖入廷中，即將到達閨門。  

（三） （造） （寇） 
  整理者讀為「 （寇）」，引《玉篇》：「 ，挐也」、《說文．手部》：

「挐，牽引也。」段玉裁注：「各本篆作拏。」《說文． 部》：「寇，暴也。」

段玉裁注：「此與賊敗同意。」為證 74  。  

                                                 
 66   ［漢］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頁 1466。 
 67   張儒、劉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694、1048。 
 68   蘇建洲，《楚文字論集》（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11 年 12 月），頁 244-245。 
 69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607。 
 70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論衡校釋》（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頁 437。 
 71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頁 32。 
 72   ［漢］劉安，劉文典集解，《淮南鴻烈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頁 651-652。 
 73   ［先秦］韓非，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58 年），頁 371。 
 74   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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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蓬生讀「 」為「詔」，訓「召集」，「小人將召寇」即「小人將召集

寇盜（造反）」 75  。  

  董珊於釋文中標為「約（招）寇」，未有說 76  。  

  魏宜輝讀為「 （肇） （寇）」，「肇」訓「圖謀」，「寇」訓「侵犯」，

在簡文中有「強行闖入」之意，「肇寇」即圖謀闖宮門 77  。 

  俞志慧將所論字直釋為「詔」，讀為「召」，認為簡文君子能以召寇要挾，

大概與春秋晚期禮崩樂壞、盜賊橫行的背景有關 78  。  

  鄒濬智同整理者讀「 寇」，但認為解「召來盜賊」太過迂迴，將之解為

「訴諸武力」 79  。  

  季旭昇認為孟蓬生、俞志慧統合上博簡的四個「 」字整體考量，應可從，

但以君子而召寇，似太過粗暴，以為魏宜輝、鄒濬智之說也不無道理，宜並存。

張繼凌則支持「肇寇」之說，謂以君子身份召來盜賊似不合理，且此屬私事，

當是君子被攔阻而想強行進入 80  。  

【按】 
  簡文「 」字字形有從「言」從「勺」、釋「約」、從「言」從「召」三

種說法。觀「 」字左旁從「言」甚明，董珊釋為「約」或是筆誤。俞志慧分

析其右旁下部為「口」，上部似「匕」，可看成「刀」的反書，但楚簡「勺」、

「召」二旁皆不少見，「召」旁如「 」（上博一〈緇衣〉簡 7「卲」），未

見反書又連筆之例；金文有「刀」旁反書之「 」（集成 4298），亦不連筆；

甲文有反書連筆者作： 

 
圖 18：合集 37435 

                                                 
 75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詁〉，2005 年 2 月 15 日上網。 
 76   董珊，〈讀《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2005 年 2 月 20 日上網。 
 77   魏宜輝，〈讀上博楚簡（四）劄記〉，2005 年 3 月 10 日上網。 
 78   俞志慧，〈讀上博四《昭王毀室》小札－「 寇」當釋為「召寇」〉，「簡帛研究」網站 

（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54），2005 年 3 月 24 日上網。 
 79   鄒濬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校注〉，頁 44。 
 80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頁 56。張繼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研究》，頁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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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刀」、「口」相對位置亦與所論字不同。反觀「勺」旁，金文作「 」（集

成 2763「礿」）、「 」（集成 2763「礿」），楚簡作「 」（上博五〈弟

子問〉簡 6「約」）、「 」（上博三〈周易〉簡 57「酌」），字形一脈相承，

與「 」字右旁同形，再加上上博四〈曹沫之陳〉簡 29「 」亦作此形，不

太可能兩書手皆將「召」旁反書又連筆，故所論字還當從整理者析為從「言」

從「勺」。 

  「勺」古音在章母藥部，「召」在定母宵部，韻部對轉，同為舌音，從「召」

得聲之「詔」古音就在章母，孟蓬生亦指出古書有「杓」、「招」異文之例，

《淮南子．道應》：「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在《淮南子．主術》作「孔子力

招城關」 81  ，證「勺」、「召」聲相通，故通讀為「召」聲之說不可廢；「肇」

屬定母宵部，與「召」同音，和「 」字亦可通假。  

  各家對「 寇」的訓解大概可分為兩類，一為「召引盜寇」，一為「以武

力強闖」，置於簡文皆說得通，但季旭昇和張繼凌指出以君子身份而召寇不合

情理，此慮可從。再者，君子此段言論為「小人之告 將斷於今日，爾必止小

人，小人將 寇。」既言「將斷於今日」，自不待召寇再告，而是執意於今日

闖入上告較合理。  

  魏宜輝、鄒濬智皆以「 寇」為武力強闖，但鄒濬智從整理者讀「 寇」，

整理者依《玉篇》訓「 」為「挐」，又依《說文》訓「挐」為「牽引」，但

「挐」是否訓為「牽引」有異說，段注在「挐」字下云：「按各本篆作『拏』，

解作『奴』聲，別有挐篆解云『持也』，從手、如聲，女加切，二篆形體互訛，

今正。 82  」依段注之言，「挐」當訓為「持也」，「持寇」不辭，俞志慧對

此有所評論，可參 83  。就算「 」可訓「牽引」，置於「 寇」一詞中亦不

利直釋「訴諸武力」之意。  

  魏宜輝訓「肇」為「謀」、訓「寇」為「侵犯」，《玉篇． 部》：「肇，

俗 字。」而《爾雅，釋詁》：「 ，謀也。 84  」似可證「肇」有「謀」義，

回查「肇」訓「謀」之源頭在《詩．江漢》：「肇敏戎公」，毛傳訓「肇」為

                                                 
 81   ［漢］劉安，劉文典集解，《淮南鴻烈集解》，頁 384、312。 
 82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450。 
 83   俞志慧，〈讀上博四《昭王毀室》小札－「 寇」當釋為「召寇」〉，2005 年 3 月 24 日上網。 
 84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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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 85  ，但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肇、敏連言，即訓肇為敏……謀、

敏古同聲。 86  」「肇」本可訓「勤勉」義之「敏」，「肇敏」連言，更突顯

「勤勉」之意，而「肇敏戎公」的「公」應該讀作「功」，兩字皆見母東部，

《詩經‧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誨（敏）戎公（功），用錫（賜）

爾祉。」意謂「不要輕視自己為小子，繼承你的祖先，盡心竭力立下大功，就

把福祉賜給你。 87  」就「肇」字先秦用例觀之，確無他處訓「謀」者，「肇

敏戎公」中「肇敏」連言，訓「勤勉」之說可從，若此，「肇」之訓「謀」頓

失依據，「肇寇」無法理解為「圖謀侵犯」、「強行闖入」。  

  筆者認為就上下文觀之，「 寇」以理解為「強行闖入」較佳，「 寇」

可讀「造寇」，「勺」章母藥部、「告」見母覺部。在聲母部分，「章」、「見」

二系相通例多，如從「支」聲的「汥」、「枝」、「肢」、「馶」皆章母支部，

「岐」、「歧」、「蚑」、「跂」、「伎」則為群母支部；「契」屬溪母月部，

從「契」得聲的「瘈」卻為章母月部。「章」、「見」二聲亦有直接相通例，

「旨」、「指」、「恉」皆章母脂部，從「旨」得聲的「稽」則為見母脂部；

《周禮．大司徒》：「使之相賙」，鄭玄注引杜子春云：「賙，當為糾」，《史

記．宋微子世家》：「景公殺昭公父糾」，司馬貞索引：「《左傳》名周」，

「周」、「賙」章母幽部、「糾」見母幽部。在韻部方面，「藥」、「覺」二

部有相通之例，《說文．心部》：「愵……讀與惄同」，《詩．周南．汝墳》：

「惄如調飢」，《經典釋文》：「惄，《韓詩》作愵」，「愵」泥母藥部、「惄」

泥母覺部；《楚辭．九歎》：「騰群鶴於瑤光」，洪興祖《楚辭考異》：「鶴，

一作鵠」，《莊子．天運》：「夫鵠不日浴而白」，《經典釋文》：「鵠本又

作鶴」，「鶴」匣母藥部、「鵠」匣母覺部；《詩．豳風．七月》：「六月食

鬱及薁」，《說文．艸部》「蒮」字條引為「食鬱及蒮」，「蒮」餘母藥部、

「薁」影母覺部 88  。故從「勺」得聲的「 」當可讀為從「告」得聲的「造」。 

  「造寇」之「寇」可訓「暴亂」，《說文． 部》：「寇，暴也。 89  」

                                                 
 85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頁 686。 
 86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535。 
 87   關於「肇敏戎公」之說詳參劉毓慶等編著，《詩義稽考》第九冊（北京：學苑出版社，2006 年 8 月）。 
 88   張儒、劉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 133、175、253、259。 
 89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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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燕策一》：「內寇不與」，鮑彪注：「寇，猶亂。 90  」「造」訓

「作」、「為」，《呂氏春秋．誣徒》：「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高誘注：

「造，作。 91  」《楚辭．九章．抽思》：「蓋為余而造怒」，蔣驥注：「造，

作也。 92  」《爾雅．釋言》：「造，為也。」邢昺疏：「造，謂營為也。 93  」

簡文「造」字用法近於《後漢書．鄭孔荀列傳》：「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良，

彼豈讚成其謀，造亂長寇哉？ 94  」《列女傳．楚平伯嬴》：「夫造亂亡之端，

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 95  」又《後漢書．皇甫嵩朱雋列傳》：「今海

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降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惡。 96  」有「造寇」一詞，

可參。簡文「造寇」即「為寇」、「作寇」、「興寇」，是君子在威脅寺人，

若不允許通過，將使用暴力強行闖入。  

（四）因命（令）至（挃）俑（墉）毀室 
  整理者讀「因命（令）至俑毀室」，謂「至俑」當是人名或職官名，可受

王命 97  。  

  袁國華斷讀為「因命（令）至（致）俑，毀室。」「致」訓給予，「俑」

即陪葬之木俑 98  。  

  陳劍於釋文中標注「因命至（致）俑（庸）毀室」，未有論 99  。張崇禮

認為「至俑」與「毀室」為並列結構，原讀「致俑」，後改讀「致墉」，「墉」

訓為「牆」，「致墉毀室」即拆毀牆和室 001  。  

  張繼凌原讀「因命致俑毀室」，後改讀「因命致傭毀室」，謂「解為『用

人力拆除』比較妥當」 101  。  

  禤健聰以「俑（甬）」指楚王身邊的親信奴僕，又讀「至」為「致」，認

                                                 
 90   ［宋］鮑彪注，《戰國策》（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218。 
 91   ［戰國］呂不韋，高誘注，《呂氏春秋》（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30。 
 92   ［清］蔣驥注，《山帶閣注楚辭》（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54。 
 93   ［晉］郭璞注，邢昺疏，《爾雅疏》（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頁 32。 
 94   ［劉宋］范曄撰，李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頁 2259。 
 95   ［漢］劉向撰，梁端校注，《列女傳校注》（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1 年），頁 82。 
 96   ［劉宋］范曄撰，李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頁 2309。 
 97   陳佩芬，〈昭王毀室釋文考釋〉，頁 186。 
 98   袁國華，〈上博楚竹書（四）〈昭王毀室〉新釋〉，頁 8。 
 99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2005 年 12 月 16 日上網。 
 001   張崇禮，〈讀上博四《昭王毀室》劄記〉，2007 年 4 月 21 日上網。張崇禮，《楚簡釋讀》，頁 57-58。 
 101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讀本》，頁 60。張繼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研究》，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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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甬」和「致師」結構類似，「命至（致）俑（甬）毀室」即「命令派遣

奴僕毀室」 201  。  

【按】 
  整理者以「至俑」為官名或人名，但傳世文獻和出土材料中似未見可與「至

俑」呼應的官名，前文亦未提及「至俑」這個人，不當在最後突然指定「至俑」

去執行毀室的動作，張崇禮對此說亦提出質疑，認為王命毀室即可，不需專人

或專門的機關去執行，是以筆者不從官名、人名之說。  

  禤健聰以「致」同「致師」之「致」，將之訓為「派遣」之說亦有可疑。

觀《周禮．環人》：「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鄭玄注：「致師

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力之士犯敵焉。 301  」《說苑．政理》：

「分熟不如分腥，分腥不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祿，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

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401  」《左傳．宣公十

二年》：「楚許伯御樂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靡旌，摩壘而還。』樂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兩馬，

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壘，折馘，執俘而還。』 501  」由

以上文獻記載可知「致師」之「致」不訓「派遣」，「致甬」不能解為「派遣

奴僕」。  

  袁國華讀「致俑」，意即致送木俑，就古代以木俑陪葬的習俗觀之，可從。

張繼凌指出春秋晚期只有上層貴族可享「俑葬」，而簡文君子地位似不高，此

慮合理，若要讀為「致俑」，當理解為昭王對君子特別禮遇。  

  陳劍對「致庸」一讀無論，揣測其意大概近於張崇禮「致墉」之說，意為

「拆牆」，張繼凌解為「用人力拆除」似亦從此說，其先後釋讀作「因命致俑

毀室」、「因命致傭毀室」，但「俑」、「傭」皆無「牆」義，二字恐有誤植。

「致墉」一說中「墉」訓為「牆」自無疑義，但「致」未見用為「拆毀」相關

義項者，若要將「至俑」解為「拆牆」，當讀作「挃墉」，「挃」有「撞擊」

義，《淮南子．兵略訓》：「不若捲手之一挃」，高誘注：「挃，搗也。」《慧

                                                 
 201   禤健聰，〈上博簡《昭王毀室》篇字詞補釋〉，收於《簡帛研究 2005》（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52。 
 301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周禮注疏附校勘記》，頁 460。 
 401   ［漢］劉向，《說苑》（臺北：師大出版中心，2012 年），頁 58。 
 501   ［清］阮元刻，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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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音義》引許叔重注「挃，搏也。」《爾雅．釋兵》：「殳矛，殳，殊也。長

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於車上，使殊離也。」《廣韻．質韻》：「挃，撞挃。

601  」「挃墉」意即把牆搗毀。  

  讀為「致俑毀室」解作「致送木俑、拆毀宮室」，或讀為「挃墉毀室」解

作「打掉牆、拆毀宮室」兩意皆可通於簡文，以傳世文獻「毀室」類故事中遭

喪者為平民身份觀之，簡文「君子」地位當亦不高，後說可能更合理些。「因」

在此為「接著」、「接下來」之意，簡文意即昭王和大夫飲酒結束後，接著就

命令人去「挃墉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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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logical Study of Four Cases in 
“Zhao Wang Hui Shi” 

Chao, Yuan-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explanations of troublesome and hard-to-identify words 
and phrases in “Zhao-wang Hui Shi” （in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vol.7）. First, the phrase “Ji Xing Ge Zhi 

（既 之）” on slip number 1 should be read as “Ji Xing, Ge Zhi （既行 ,格之）”, 

meaning the king had set out and reached the palace. The character “Ge （格）” 

means “arrive” . Second, the phrase “Man Ting （曼廷）” on slip number 1 should 

be read as “Fan Ting （犯廷）”, which means “broke into the atrium”. Third, the 

phrase “Zhao Kou （ ）” on slip number 2 and slip number 4 should be read as 

“Zao Kou （造寇）” ,and means “cause riots”. And lastly, the phrase “Zhi Yong 

Hui Shi （至俑毀室）” on slip number 5 can be read as “Zhi Yong Hui Shi （挃

墉毀室）” which means “tear down walls and demolish the palace.” 

 

Keywords: Zhao-wang hui shi,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warring 

states writing, philological study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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