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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小雅．楚茨》疑義辨證 

洪國樑* 

【提要】 

〈楚茨〉詩旨，唐前均從〈詩序〉說，無異議，當為先秦舊說。

降及有宋，疑古成風，遂多疑〈序〉。至於後人，乃棄〈序〉不顧，

於〈序〉之言「美刺」者，尤避之唯恐不及，而多未詳覈內容，夷

考其實。 
此詩為《詩經》中言祭禮最詳備之篇。然究何為而作？其創作

之時代、對象、目的為何？學者持論歧互殊甚，此詩旨之疑義問題。

又此詩所言祭禮，究為何階層之禮？所載儀節及其語言意義又如

何？學者亦多異說，此經文詮釋之疑義問題。此二問題雖相互關涉，

然癥結尤在詩旨問題。 
詩固有可據一字、一句而定宗旨者，此詩「自昔何為」句即是，

而學者或不以為然。本文就詩作環境、詩中用語、所載儀節及其語

言意義，逐一疏證辨疑，證〈序〉說仍不可廢，而經文所載儀節、

語言意義及其相關問題，亦庶幾可明。 
本文證此詩〈序〉說之不可廢，闡「自昔何為」句之深意，乃

得自龍宇純師之啟發，特此識之，以感念四十餘年前之受教因緣。 

關鍵詞：詩經 楚茨 詩序 周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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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經．小雅．楚茨》為《詩經》中言祭禮最詳備之篇。〈詩序〉

論此詩為「刺幽王」而「君子思古」之作，自漢迄唐，無異說。宋代

之後，疑古風起，學者始疑之，馴至另立新說。  

此詩所言祭禮，究為何階層之禮？若此詩為「刺幽王」而「君子

思古」之作，所言自係天子禮；若非「刺幽王」且非「君子思古」之

作，則未必為天子禮。是此詩之諸多問題，其癥結即在詩旨問題。後

人之所以紛為異說者，即因詩旨之考訂各異耳。  

後人於此詩之疑義，除詩旨外，尚有經文之詮釋，而此經文詮釋，

屬祭祀儀節，然亦關詩旨。本文擬先就詩旨疑義，予以辨證；次就經

文詮釋疑義，予以疏證辨疑。為有助於問題之說明，先具列經文並分

章如下（本文於基本典籍，均逕引原文，不加註版本及卷、頁碼）：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

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

介景福。（一章）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

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神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福，萬

壽無疆。（二章）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炙。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

客。獻醻交錯，禮儀卒度，笑語卒獲。神保是格，報以介福，萬

壽攸酢。（三章） 

我孔熯矣，式禮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神嗜飲

食。卜爾百福，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四章） 

禮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神具醉止，皇尸載

起。鼓鍾送尸（阮元《校勘記》、《詩經小學》並謂「鼓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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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鼓」之誤），神保聿歸。諸宰君婦，廢徹不遲。諸父兄弟，

備言燕私。（五章） 

樂具入奏，以綏後祿。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

首。神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六章） 

二、詩旨疑義辨證 

歷來論此詩詩旨者，唐前僅有〈詩序〉一說，宋後方多呈異說。

〈詩序〉說乃就詩之創作時代、對象、目的及內容而論之；宋代以下

新說，有就時代及內容論之者，有就對象及內容論之者，有單就內容

論之者。質實言之，其於時代、對象及內容論述愈明確者，愈易遭致

非難；反之，論述愈單純，模糊性愈大者，愈具解釋空間，愈能迴避

爭議；此固理所當然。以上四類，其第一類為〈詩序〉舊說，餘三類

為疑〈詩序〉而衍生之新說。是此四類，又可化約為〈詩序〉舊說及

疑〈詩序〉新說二類。前人之所以不信〈詩序〉者，以〈詩序〉所說

多有可疑；吾人若能證明〈詩序〉舊說可信，則疑〈詩序〉諸新說之

不足恃，即不辨自明。以下謹就後人對〈詩序〉之疑予以疏通辨明。 

〈詩序〉說〈楚茨〉云：  

刺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卒流亡，祭祀不

饗，故君子思古焉。 

鄭《箋》申之曰： 

田萊多荒，茨棘不除也。饑饉，倉庾不盈也。降喪，神不與福助

也。 

《正義》釋云： 

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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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皆饑饉。天又降喪病之疫，民盡皆流散（阮元《校勘記》謂

「流散」當作「棄業」），流散而逃亡。祭祀又不為神所歆饗，

不與之福，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

能政簡斂輕，田疇懇（阮元《校勘記》謂「懇」為「墾」之誤）

闢，年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樂業，祭祀則鬼神歆饗；

以明今不然，故刺之。 

此古文說，今文三家無異議，宜是先秦舊說。 

據〈序〉意：詩作於幽王之世。其目的在刺幽王：因幽王「政煩

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卒流亡，祭祀不饗」故也。其內容則

為君子所記古明王祭祀之禮；所謂「君子思古焉」者，明此祭祀之禮

為古所有而「今不然」也，此即所以為刺。  

〈詩序〉說自宋以後，屢為學者所抨擊者，即在「刺幽王」一語，

而此語，即關係所論詩之時代（西周末葉）、對象（幽王）及目的（刺）

三者；而此三者之關鍵，尤在論目的之「刺」字，若「刺」字無據，

則所述時代、對象即失其依恃。  

朱子《詩序辨說》駁〈詩序〉說云：  

自此篇（〈楚茨〉）至〈車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

稱述詳雅，無風刺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

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不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見

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

失之。1 

此以〈楚茨〉至〈車舝〉十篇為相關聯之組詩，謂「似出一手，詞氣和平，

稱述詳雅，無風刺之意」，又「絕無一言以見其為衰世之意」，故以為恐

是「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因之否定〈詩序〉之時代說，進且

                                                 
1 宋．朱熹，《詩序辨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卷下，頁 10a，總頁 32。 



．《詩經．小雅．楚茨》疑義辨證． 

 ．5．

否定其對象及目的說。陳延傑《詩序解》引朱子《詩序辨說》後云：「其

攻〈序〉頗當。」2 

姚際恆亦云：  

〈小序〉謂「刺幽王」，說者因謂「思古以見今之不然」。按：

此唯泥「自昔何為」一句耳。不知此句正喚起下「黍、稷」句，

以見黍、稷之所由來也。其餘皆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

無一字刺義。而說者猶爭之，何也？3 

此謂全詩「皆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無一字刺義」；並謂首章

第三句「自昔何為」一句，亦非刺，不過述「黍、稷之所由來」，後人之

以為刺詩者，即泥此一句耳。 

方玉潤亦云：  

自此篇至〈大田〉四詩，辭氣典重，禮儀明備，非盛世明王不足

以語此。故〈序〉無辭以說之，不得不創為傷今思古之論。然詩

實無一語傷今，顧安得謂之思古耶？4 

此謂〈詩序〉「思古」之說實因「傷今」而發，「然詩實無一語傷今，顧

安得謂之思古」。此說，大抵自朱說而引申。  

後人之不從〈詩序〉說者，其理由多不脫朱子、姚際恆、方玉潤

諸家之論。此詩是否如朱子說之「絕無一言以見其為衰世之意」，及

方玉潤說之「詩實無一語傷今」，又是否如姚際恆所說，謂「思古以

見今之不然」者即「泥『自昔何為』一句」？以下即先就此詩是否具

「刺」義予以辨證。  

                                                 
2 陳延傑，《詩序解》（上海：開明書店，1932），頁 72a。 
3 清．姚際恆，《詩經通論》（臺北：廣文書局，1961），卷 11，頁 229-230。 
4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臺北：藝文印書館，1969），卷 11，頁 29a-b，總頁 93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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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序〉「刺」說疑義辨證 
〈詩序〉之最為後世詬病者，尤在以美、刺論詩旨，而後人之於

前人以美、刺說詩者，亦往往避之唯恐不及。《詩三百篇》之詩旨，

是否均如〈詩序〉所說，此一事也；惟〈詩序〉之論詩旨，是否均無

據，此又一事也。朱子謂「〈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

思古之作」，以正〈雅〉、變〈雅〉之分，而論〈序〉說是非；惟又

謂「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是又墮入正變、美刺之窠

臼而不自覺；況其所謂「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又全

屬臆測之詞。以正變論美刺，誠不免固蔽之譏，若能摒棄正、變之次，

單就詩文之意及其內容考察，以驗舊說與詩旨之離合，未嘗不可得其

近是。  

〈楚茨〉詩之內容為「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姚際

恆語），又其「辭氣典重，禮儀明備」（方玉潤語），此皆無可疑者。

惟詩中是否「絕無一言以見其為衰世之意」（朱子語）、「無一字刺

義」（姚際恆語）、「詩實無一語傷今」（方玉潤語）？又詩中「自

昔何為」一句當作何解？此關係〈序〉說是非，不能不予討論。  

朱朝瑛云： 

〈序〉曰：「刺幽王也。」荀子亦云：「〈小雅〉疾今之政以思

往者。」其言與〈序〉合，則〈序〉非後人妄作明甚。5 

按：《荀子．大略篇》云：「〈小雅〉不以于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雖未明指〈楚茨〉，而未嘗不

可用以為說。郝敬亦云： 

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皆極言古時和年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

                                                 
5 明．朱朝瑛，《讀詩略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2 冊，卷 4，頁 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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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盛，而銜恨生今之世，意在言外。6 

言及作詩之目的，以為「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銜恨生今之世，意在

言外」；又言其內容為「極言古時和年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又

胡承珙云： 

既曰「思古」，則但為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

正詩人善於立言。猶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念，發思古之幽情，

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即如〈楚茨〉首章言力農墾闢，

而繼之「自昔何為」，則居今思古之意甚明。……讀《詩》者不

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7 

此謂「自昔何為」一句即是居今思古之意，既為思古，則是傷今之不然也。

孔廣森云： 

首二句，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不耕，大田廢矣；

黍稷不生，生茨刺矣。詩人見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

時，此田何為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

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為楚楚之茨，

「引之」云乎？「替之」云乎？8 

此更就詩句以釋〈詩序〉「田萊多荒」、「君子思古」二句之意，因而有

「陳古祭祀之事」之內容；所謂「引之云乎」、「替之云乎」者，正謂「今」

乃「替」而不「引」，故「與與之黍，化為楚楚之茨」也。 

馬其昶云： 

作者生際衰亂，追想隆風，流連慨慕，作為此詩，未嘗有一語刺

                                                 
6 明．郝敬，《毛詩原解》（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 22，頁 366。 
7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皇清經解續編》第 7 冊（臺北：復興書局，1972），卷 2，

頁 41b-42a，總頁 5526。 
8 清．孔廣森，《經學卮言》，收入《皇清經解》第 11 冊（臺北：復興書局，1972），卷 712，

頁 11a，總頁 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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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而采風者以其在幽王時，知其為傷今思古之作，故曰「刺

幽王也」。衰時而述盛事，所以為妙遠不測，不然，祭祀既有樂

章，又復鋪陳其事，亦何為乎？9 

此從朱子、姚際恆、方玉潤，而謂詩「未嘗有一語刺時」，即「自昔何為」

一句亦無刺意。然以詩作於幽王時，「衰時而述盛事」，采風者以為此即

「傷今思古」，否則「祭祀既有樂章，又復鋪陳其事，亦何為乎」，故從

〈詩序〉「刺幽王」說。此即就詩之創作時代而推制作之義。 

俞樾取《尚書．盤庚》篇與〈楚茨〉相較云： 

〈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說。〈紀〉云：「帝盤庚

崩，弟小辛立，是為帝小辛。帝小辛立，殷復衰，百姓思盤庚，

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

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諸篇之意也。10 

日人瀧川龜太郎引俞說，且續云： 

《正義》謂四詩（樑案：〈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皆思成王。夫周人經幽王之亂而思成王，猶殷人當小

辛之衰而思盤庚也。然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不及小辛也；

思成王而作〈楚茨〉諸篇，不及幽王也，此古人立言之微婉也。11 

二說皆能發明諷諭之旨。是〈盤庚〉、〈楚茨〉之未明指小辛、幽王其人

者，乃傷今思古而微達諷諭之意耳。 

                                                 
9 馬其昶，《詩毛氏學》（臺北：鼎文書局，1972），卷 20，頁 7a，總頁 257。 
10 清．俞樾，《群經平議．盤更遷于殷民不適有居》（臺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5），卷 4，頁

2b，總頁 192。 
11 （日）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藝文印書館，出版年不詳），卷 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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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文「自昔何為」句疑義辨證 
經文「自昔何為」一句，果具刺意否？茲論之。  

〈詩序〉論《詩》之美刺，固是後人「說《詩》之義」（用魏源

說），然不可謂全無所本。後人解《詩》，一遵〈序〉說，固傷盲從；

然以詩中無顯見之美刺語，遂未經考察，即輕棄〈序〉說，亦失之悍。 

《詩經》用語，多溫柔敦厚，於刺詩，亦多委婉含蓄而不直露，

然從詩文一二句中，或可見其意。如〈鄘風．君子偕老〉，全詩皆贊

宣姜服飾之盛及容貌之美，乍讀之，幾欲視為美詩矣。然〈詩序〉云：

「刺衛夫人也。夫人淫亂，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

宜與君子偕老也。」鄭《箋》云：「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

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正義》釋《箋》云：

「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

與君子俱至於老，反為淫佚之行，而不能與君子偕老，故刺之。此人

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行止有儀，不謂內有其德也。」所謂「宜

應與君子俱至於老，……而不能與君子偕老」，明指詩之刺意即在發

端「君子偕老」一句。毛《傳》釋此句云：「能與君子俱老，乃宜居

尊位、服盛服也。」所謂「能……，乃宜……」者，即謂：宣姜既「不

能」與君子偕老，則「不宜」居尊位、服盛服，而詩之發端以下，反

述其居尊位、服盛服，適以刺之。故詩固有可據一句而定宗旨者，不

必如姚際恆之攻〈楚茨〉〈序〉所云「唯泥『自昔何為』一句耳。」 

又《詩經》中之刺詩，除少數用語激烈如〈小雅．節南山〉、〈巷

伯〉之類者外，罕有直斥所刺之人者；至刺其君上之詩，尤指桑罵槐，

言語閃爍，隱去所刺之人。〈邶風．新臺〉刺衛宣公也，而詩但曰：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不鮮。」何嘗見宣公其人？

〈齊風．南山〉刺齊襄公也，而詩但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何嘗明指襄公？至若〈大雅〉、〈小雅〉之刺天子者，亦但曰「天」

而已，蓋立言之體本如此也。若拘於詩中無直指「幽王」其人，即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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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說無據，如此讀《詩》，則《詩》之不可解者多矣，而異說亦

自茲起矣。 

經文「自昔何為」一句，特稱「昔」字，殆非無意。「昔」、「今」

為相對之時間觀念，考《詩》之稱「昔」者，意多在與「今」為對比，

非止於述「古昔」之情狀而已。其或明文「昔」、「今」以為對比，

或稱「昔」而寓「今」，或借「昔」以言「今」，而後二者尤多。茲

綜《詩經》之用「昔」字諸詩，析論其意如下。  

〈邶風．谷風〉：「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

毒」，《正義》釋云：「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

顛覆盡力於家事難易，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老矣，汝

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謂：「我昔日」與汝顛覆盡力於家事難易，

無所避；「今日」則汝視我如蟲之毒螫，不復昔者。《正義》指出：

詩雖但言「昔」，實即以「昔」、「今」為對比。  

又〈谷風〉：「不念昔者，伊余來墍」，《正義》釋云：「不復

念昔者我幼稚始來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見出，故追而怨

之。」謂：汝「昔」安息我，「今」則無恩，不復昔者；是詩但言「昔」，

乃為說「今」。  

〈陳風．墓門〉：「知而不已，誰昔然矣」，鄭《箋》云：「已，

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惡，而不誅退，終致禍難，自

古昔之時常然。」謂：「自古昔之時常然」，而「今」猶然，終致禍

難。  

〈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柳依依。今我來思，雨雪霏霏。」

此則明文「昔」、「今」以為對比。〈出車〉：「昔我往矣，黍稷方

華。今我來思，雨雪載塗」，與〈采薇〉同例。  

〈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鄭《箋》釋後二句云：「往始離居之時，誰隨為女作

室，女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經文「謂爾遷于

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二句，實省略「今」字，故《箋》釋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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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補出其意。  

〈小宛〉，〈詩序〉云：「大夫刺幽（或本作『宣』，阮元《校

勘記》謂『宣』字誤）王也。」首章「我心憂傷，念昔先人」二句，

鄭《箋》云：「先人，文武也」，《正義》釋云：「我心為之憂傷，

追念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

亡滅，故憂之也。」所以念「昔」之先人者，即因傷「今」將亡滅，

傷「今」即是「刺」，故〈詩序〉云：「刺幽王也。」  

〈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正

義》釋「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二句云：「於我出發，即云何時云其

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不得歸。」是「歲

聿云莫」即指「今」而言，與「昔我往矣」作「昔」、「今」對比。 

〈大雅．召旻〉：「維昔之富，不如時。維今之疚，不如茲」，

毛《傳》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今則病賢也。」鄭《箋》

云：「時，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以「昔」、

「時（今）」對比，又以「今」、「茲（此古昔明王）」對比。  

又〈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里。今也日蹙

國百里」，鄭《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

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也。」

此亦明文「昔」、「今」以為對比。  

〈商頌．那〉：「我有嘉客，亦不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鄭《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來助

祭者。……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禮，非專於今也。……」此謂「今」

之助祭之禮，乃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來。  

〈長發〉：「昔在中葉，有震且業」，毛《傳》云：「葉，世也。

業，危也」，《正義》釋云：「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

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此所謂「昔」，指

成湯之前，以與成湯時之「今」作對比。  

〈殷武〉：「維女荊楚，……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不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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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敢不來王。」此舉「昔」成湯時之威服氐羌，責「今」荊楚之敢於

「不來享」、「不來王」也。  

綜上《詩經》用「昔」字諸詩句，均賦體，知作者均有為而發，

非止於「述古」而已；是〈楚茨〉之〈序〉、毛《傳》、鄭《箋》乃

據首四句言詩旨者，非一家之私言。此詩，毛《傳》不標興體，朱《傳》

亦云「賦也」，則「自昔何為」一句，必非如前述姚際恆所云「喚起

下『黍、稷』句，以見黍、稷之所由來」之意而已。  

「自昔何為」一句之用意如此，善乎胡承珙云：  

既曰「思古」，則但為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

正詩人善於立言，猶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念，發思古之幽情，

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即如〈楚茨〉，章首言力農墾闢，

而繼之曰「自昔何為」，則居今思古之意甚明。（已見上文引） 

此說，誠善體「自昔何為」句立言之深意。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數句，鄭《箋》

釋云：  

伐除蒺蔾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阮元《校

勘記》謂「得」為「樹」之誤）黍稷焉。言古者先生（樑按：據

《正義》，當作「王」，阮元《校勘記》失校）之政以農為本。 

《正義》以為毛、鄭之意同，釋云： 

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

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乎？言我蓺黍與稷也。……今王不

能然，故舉以刺之。 

言「自昔」者，示非「今」也，是以「君子思古」焉，其內容所反映之「昔」，

即〈詩序〉所謂「君子思古焉」之「古」，當在古明王之世；其陳「古昔」

而不直斥今者，即所以為刺也，否則陳「古昔」何為？是但言「自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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刺義即在其中，此即據一字、一句而定宗旨者，《詩經》中往往有此，如

前述〈鄘風．君子偕老〉即其比。 

就作詩情境而言，「自昔何為」句，在當時宜是發人深省之警句，

非止於泛述，後人之讀此詩者，以時過境遷，自難深體此句之義，而

不覺為刺詩，即所謂不能與詩人共鳴也。此詩言「自昔何為，我蓺黍

稷」，「我」者，假「古之人」之詞而為言，故「我」、「昔」不分，

即不敢斥言之意也；〈那〉之「我有嘉客，亦不夷懌？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則「昔」、「我」對文，此詩作用意之異故也。善乎龍宇

純師之說此詩篇首「自昔何為」，及篇末「勿替引之」句之用意云： 

當事人感覺到受刺的心理反應，可以在任何提示下產生，則此詩

表面上雖然沒有諷刺的話，卻未必不可發生刺的效力。〈詩序〉

說為「刺幽王也」，自然便很難直指其妄。不過這不是此處所要

說的；此處要指出的是，詩中兩處值得注意的文字。一是開始四

句中的「自昔何為」一句，作者特別要說「自昔」，因為「昔」

的意思與「今」相對，則其稱「昔」以影射「今不然」的用意，

便似呼之欲出；只不過作者又不欲直言「今不然」，於是含混其

辭，不說「在昔」，而說「自昔」，然則〈詩序〉「君子思古焉」

的說法，或者並非無稽之談了。另一是結尾兩句中的「勿替」二

字，作者不用「世世引之」之類的說法，或正隱含了無限的感慨。

像這樣的一頭一尾，我想仍是值得玩味的。12 

此段文字，可作為此小節之總括。而本文論〈序〉說不可廢，及「自昔何

為」之義，正得自宇純師之啟發，特識之，以示感念。 

（三）〈詩序〉「刺幽王」與「思古明王」說疑義辨證 
〈楚茨〉若為刺詩，則其所刺之對象為誰？〈詩序〉明指「幽王」，

                                                 
12 龍宇純，〈詩序與詩經〉，原載《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論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收入《絲竹軒詩說》（臺北：五四書店，2002），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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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正義》所謂之「今王」。又〈詩序〉所謂「君子思古焉」之「古」，

當為「古之明王」（《正義》語。惟《正義》云：「周之盛王致太平

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以為「古之明王」指

成王，恐亦推想之詞，蓋詩述祭禮頗為詳備，恐非周初成王時所宜

有）；因「刺幽王」故「思古明王」，二義實相依，所陳祭禮自是天

子之禮。然詩中確無「幽王」其人可據，而古天子祭禮復不見載於禮

書，是亦難以一一質證，《儀禮．少牢饋食禮》所載者春秋大夫禮，

〈特牲饋食禮〉所載者士禮，與天子之禮有同有異，是《儀禮》二篇

但可參酌而已。  

毛《傳》於全詩但訓詞義，未觸及「幽王」其人及祭禮之層級。

鄭《箋》順〈詩序〉為釋，是以為「刺幽王」；又於首章「楚楚者茨，

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下釋云：「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

本」，以為所述者「古先王」之事；於三章「君婦莫莫，為豆孔庶，

為賓為客」下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

庶， 也。祭祀之禮，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 美者也」，訓

「君婦」為后，且謂「祭祀之禮，后夫人主共籩豆」；於四章「既匡

既敕」下釋云：「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阮元《校勘記》謂『匡』為

『筐』之誤），祝則釋嘏辭以敕之」，則以為是天子之禮。  

朱子既不從〈序〉說，其《詩集傳》乃云：  

此詩述公卿有田祿者力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又云： 

〈少牢〉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福無疆于女孝孫，來

女孝孫，使女受祿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年，勿替引之。』」

此大夫之禮也。 

又答弟子吳伯豐云： 

此諸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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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侯矣。13 

朱子以詩中不見「刺」意，亦無「幽王」其人，又以為「篇在〈小雅〉而

非天子之詩」，復比況《儀禮．少牢》大夫禮之嘏詞，故論為「公卿有田

祿者力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之詩。陳延傑謂朱子之說「亦極有理」。

14 
魏源謂〈楚茨〉為公侯祭祀樂章，並陳七事，證「其非天子祭祀

樂章，則斷斷如也；其非刺幽王，尤斷斷如也」，其說云：  

諸侯之大夫，少牢饋食；諸侯之士，特牲饋食；惟天子之大夫索

牛，魯公騂剛，周公白牡，且兼用王禮。故〈祭義〉言「古者天

子諸侯必有養獸之官」，則知「絜爾牛羊」為畿內公侯之禮。一

也。諸侯大夫有家臣、宰老，稱其大夫曰「主」不曰「君」，稱

大夫妻為「主婦」不曰「君婦」，其為公侯夫人無疑。且以諸宰、

君婦並言，其非王后又無疑。二也。祭畢而徹歌〈雍〉者，天子

之祭也；〈有司徹〉送尸之後無燕者，大夫少牢饋食之祭也。今

此詩既徹而又燕于寢，即祭詩之樂入奏于寢，既非天子公尸之燕，

又非〈有司徹〉之禮，其為公侯何疑？且公侯徹用何樂章，于經

無考，賴此猶存其儀節。三也。周制先公在先王之上，故〈大

雅．鳧鷖〉以燕公尸，而此稱「皇尸」（原注：皇者，大

也。古者天子不稱皇，故士大夫得稱皇考妣），以別於天子之「公

尸」。〈少牢〉禮：祝受黍，東北面于戶西，嘏于主人，曰：「皇

尸命工祝，承致多福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祿于天，宜稼于田，

眉壽萬年，勿替引之。」則大夫受嘏之禮，尚于詩詞相近，何況

公侯？四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不稽首，以辟君也。」

則知諸侯之臣皆稽首矣，《詩》曰：「小大稽首。」五也。〈楚

                                                 
13 宋．輔廣，《詩童子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 冊，卷 5，頁 18a-b，總頁 374，引朱

子答吳伯豐（必大）問。 
14 陳延傑，《詩序解》，頁 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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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首章，享、祀在妥、侑之前（原注：妥尸、侑尸也），則為

灌及朝踐矣。公侯錫秬鬯則得用灌，故召穆公有「釐爾圭瓚，秬

鬯一卣」之文，非若〈少牢〉、〈特牲〉禮僅自饋食始。六也。

〈祭義〉：「君獻尸，夫人薦豆」，則「君婦莫莫，為豆孔庶」

之謂也。〈祭統〉有獻卿大夫、士及有司之文，則「為賓為客，

獻酬交錯」之謂也。〈禮運〉：「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

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祥」，與此詩禮節悉合，明為公侯

禮，非王禮。七也。15 

魏源論〈楚茨〉為公侯祭祀樂章，其推論邏輯為：詩中所言之禮，上不至

天子，下不至大夫、士，是當為公侯祭祀之禮。其論據略為：一、「絜爾

牛羊」為畿內公侯之禮；二、「君婦」為公侯夫人之稱，且諸宰、君婦並

言，非王后之稱；三、此詩既徹而又燕于寢、祭詩之樂入奏于寢，為公侯

之禮、樂；四、詩稱「皇尸」，以別於天子之「公尸」，古者天子不稱「皇」，

又其嘏辭與大夫、公侯禮相近；五、「小大稽首」為諸侯之臣之禮；六、

首章記享、祀在妥、侑（妥尸、侑尸，詳下節）之前，則為灌（以圭瓚酌

鬱鬯，灌地以降神）及朝踐（殺牲薦血腥，亦稱朝事），合公侯灌禮；七、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君夫人之事，「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為君獻

卿大夫、士及有司之文，是為公侯之禮，非王禮。所列七證，多作排斥性

之推想，以為公侯可有則天子必無。其實，除特殊禮制及稱謂外，於一般

禮制及稱謂並無絕對之階級性：如「絜爾牛羊」、「小大稽首」、「君婦莫莫，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樂具入奏」等，安知必為畿內公侯

之禮，而為天子所無；「皇尸」、「君婦」之稱，安知不可施於天子，毛《傳》

訓「皇」為「大」，乃通稱；又諸宰、君婦並言，何以知非王后之稱（此

                                                 
15 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詩古微．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下》（長沙：嶽麓書社，1989），

上編之五，頁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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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下節〈經文詮釋疑義辨證〉）。其僅據推想而乏顯據者，多類此。16 

此詩內容，宜如呂祖謙所云：  

〈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神受福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

致力於民者盡，則致力於神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

以交神明、逮群下，至於受福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

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不得見之辭也。」17 

此就〈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之內容而推其祭

禮於「先王」；又引蘇轍《詩集傳》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不得見之

辭也。」即所謂「思古傷今」也。 

此詩所述儀節，宜為天子祭禮。姚際恆雖駁〈詩序〉「刺幽王」、

「君子思古」說，然亦不持朱《傳》「公卿」說，有云： 

彼第以《儀禮．少牢饋食》例之，謂其為公卿詩。不知「鼓鐘送

尸」，《儀禮》所無；祝稱「萬壽無疆」，〈天保〉亦云「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此豈臣子所可當乎？此農事既成，王者嘗、

烝以祭宗廟之詩。18 

「萬壽無疆」殆通上下之稱，姚說不然。惟謂「鼓鐘（當作「鐘鼓」，說

見〈前言〉引文夾注，並詳下節）送尸，《儀禮》所無」，或是。蓋「鼓

鐘送尸」者，天子之禮也。 

陳啟源亦就〈楚茨〉所言祭禮而駁朱說云：  

〈楚薺（茨）〉所咏，皆天子祭禮也。《儀禮》廢缺，天子、諸

侯祭禮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牢〉士、大

                                                 
16 如李遠志亦就牲用牛羊、樂具入奏、君與君婦、皇尸諸端，論非必天子所專用，因謂〈楚茨〉非

必天子之詩，而定為諸侯祭祀之詩，以為所陳祭禮，當為諸侯之祭禮。見李遠志，〈《詩．楚茨》

涉祭疑義探析〉，《問學》第 4 期（高雄：高師大國研所，2001 年 10 月）。 
17 宋．呂祖謙，《呂氏家塾讀詩記》（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 22，頁 445。 
18 清．姚際恆，《詩經通論》，卷 11，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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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禮，推類以明之，如燔、炙、受嘏、利成之類是也。其天子祭

禮，載《周禮》、《戴記》，而亦見此詩者，則如剝、烹、祭祊、

鼓鐘送尸之類是也。朱子據〈少牢〉嘏詞，遂判此詩為「公卿力

農奉祭之詩」，不知〈少牢〉禮乃侯國大夫所行，非天子公卿之

禮也。又謂天子詩不應列於〈小雅〉，夫〈小雅〉諸篇，何一非

天子詩哉？19  

朱《傳》主「公卿力農奉祭之詩」說者，乃據〈少牢〉嘏詞，陳啟源則據

天子祭禮，以駁朱說。胡承珙亦云： 

《集傳》「公卿」之說，不獨祊祭求神、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

即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諸宰之號、奏寢之樂、燕毛之禮、千箱

萬箱之入、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20 

此說與陳說大旨相同，皆就詩中所述祭禮內容以駁朱《傳》「公卿」之說。 

後人之其他新說，如程俊英云：「結合詩的內容來看，它可能是

西周昭穆時代的作品，不是厲幽衰世的詩。」21此徒就詩所述「明王」

之內容論之，遽謂非衰世詩，恐非。蓋若如所說，詩人何以發「自昔

何為」思古之嘆？王靜芝先生云：「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是王

者之禮。是記王者祭宗廟之詩也。」22即就王者祭禮之內容而言，惟

去其「刺」義及「幽王」其人爾。高亨云：「這首詩是貴族祭祀祖先

的樂歌。」23屈萬里先生云：「此咏祭祀之詩。」24則並「刺」義及

「王者」而去之。諸家之所以為寬泛解釋，而不從詩作背景及詩人立

言之旨論之者，即因〈序〉說難徵而不敢從之耳。〈詩序〉所言者，

詩之背景及詩人立言之旨；諸家但就詩之內容言之，雖與詩義無忤，

                                                 
19 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收入《皇清經解》第 2 冊，卷 73，頁 17b-18a，總頁 951。 
20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皇清經解續編》第 7 冊，卷 20，頁 41b，總頁 5526。 
21 程俊英，《詩經注析》（北京：中華書局，1996），頁 655-656。 
22 王靜芝，《詩經通釋》（臺北：輔仁大學文學院，1968），頁 454。 
23 高亨，《詩經今注》（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 321。 
24 屈萬里，《詩經詮釋》（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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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過得其一偏而已，猶非達見。 

後人於〈詩序〉之疑，既疏通辨證如上，則朱子以下諸新說亦可

以已矣。  

若如上文所述，〈楚茨〉為刺詩，則所刺之對象為誰？若以「刺」

說為前提，則〈詩序〉謂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

卒流亡，祭祀不饗」，當合幽王時之政治情狀。至陳延傑云：「公侯

祭祀樂章列於〈雅〉，若天子祀樂，當列於〈頌〉矣」，25說實不然。

蓋〈雅〉、〈頌〉之分，除依詩篇性質外，恐亦與詩之時代有關，〈周

頌〉皆文、武、成、康盛世之詩，〈楚茨〉若為幽王時詩，自無由列

於〈頌〉矣。  

三、經文詮釋疑義辨證 

此詩部分內容，有可與《儀禮．少牢饋食禮》、〈特牲饋食禮〉

相證發者，而不必悉合。蓋〈少牢饋食禮〉為大夫禮，〈特牲饋食禮〉

為士禮，而此篇所言者天子之禮，階級不盡相同；又此篇為西周末葉

詩篇，而〈少牢〉、〈特牲〉二篇殆東周之作，時代亦異。其所以可

與〈少牢〉、〈特牲〉相較者，蓋禮之精神及儀式，有其因革故也。 

全詩凡六章，章十二句，為祭祀儀節之具體陳述。本節內容，以

毛《傳》、鄭《箋》訓釋之討論為主，間及祭祀儀節及其中相關問題，

逐一疏通證明，其有歧義、疑義者，則予辨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楚楚者茨，毛《傳》云：「楚楚，茨貌。抽，除也。」謂「楚楚」

是「茨棘」之形容詞，二句上言茨，下言棘，是兼茨、棘言。  

毛《傳》既訓「楚楚」為「茨貌」，而鄭《箋》釋「楚楚者茨，

言抽其棘」二句云：「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正義》據《箋》

                                                 
25 陳延傑，《詩序解》，頁 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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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釋《傳》云：「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

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以為毛《傳》

不曰「楚楚，茨貌」，而曰「楚楚，茨棘貌」，是「楚楚」兼茨、棘

言，則「抽」自亦兼棘、茨言，故引《箋》「互辭」之說，以為《傳》

意亦然。  

焦循則云： 

毛云「茨棘貌」，即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刺人，江

湘之間謂之棘。」然則「棘」者有刺者之通名。此「棘」則「茨」

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為兩物，於經文「其」字為不

達。26 

以為「棘」者通名，「茨」者別名，則「茨」亦「棘」。馬瑞辰亦引《方

言》為說，後云： 

《傳》云：「楚楚，茨棘貌」，正以明茨、棘為一。《箋》分茨、

棘為二，失之。27 

焦、馬之說較勝。蓋詩但言「楚楚者茨」，則須抽者自是此茨，下文不云

「言抽其茨」，而曰「言抽其棘」者，為與「稷」韻而變文，蓋茨亦棘也，

舉其一以概餘草。否則若如《箋》說，則是既抽茨又抽棘，豈蓺黍稷所當

除去者僅此二物？詩於所當除去者，又豈能一一列舉？恐不然。 

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與與、翼翼，毛《傳》無說。《箋》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廡貌。」朱《傳》云：「與與、翼翼，皆蕃盛貌。」均是確解。  

惟陳奐云： 

《說文》：「旟旟，眾也。从 ，與聲。」是「與與」有「眾」義。

                                                 
26 清．焦循，《毛詩補疏》，收入《皇清經解》第 16 冊，卷 1154，頁 14a。 
27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北京：中華書局，1992），卷 21，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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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雅》云：「翼翼，盛也。」28 

以為《說文》訓「旟旟」為「眾」，故「與與」亦有「眾」義。按《說文》

云：「旟，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旟旟，眾也。从 ，與聲。《周

禮》曰：『州里建旟。』」段玉裁謂「畫」字為妄人所增，又論「旟旟，

眾也。从 ，與聲」八字云： 

此八字，當作「从 ，从與。與與，眾也，與亦聲」十一字，轉寫

譌舛耳。〈楚茨〉《箋》云：「與與，蕃廡皃。」旟从與，會意。 

段說是也。蓋《說文》既訓「旟」為「錯革鳥其上，所以進士眾」（從段

說，刪「畫」字。錯，置也；革，急也），不當又訓「旟旟」為「眾」；是

「旟旟，眾也」當作「與與，眾也」；鄭《箋》「蕃廡貌」、朱《傳》「蕃盛

貌」，猶「眾也」之意。據《說文》：「旟」之義本為「錯革鳥其上」，又云

其用乃「所以進士眾」者，因字从「與」，形聲兼會意故耳。  

前人論與與、翼翼之義，猶多含糊，或分別為訓。龍宇純先生則

有通達之見，其說云： 

與與、翼翼雙聲，並喻四字。與字韻及調並同黍字，上古同屬魚

部上聲，《廣韻》仍同見語韻。翼字韻及調並同稷字，上古同屬

之部入聲，《廣韻》仍同見職韻。詩於黍言與與，於稷言翼翼，

實一語隨黍、稷之韻而轉也。黍與、稷翼句中韻。……鄭必以與

與、翼翼連黍稷言之，不直云「與與、翼翼，蕃廡貌」，蓋欲以

示兩詞與黍、稷之關係，大堪玩味。高亨《今注》乃云：「與與，

茂盛貌。翼翼，整齊貌。」是真強不知以為知者。29 

此謂與與、翼翼二語，乃因黍、稷二字而生之轉韻語，其實同義，真發千

古之覆，高氏分別為訓，是不知其為轉韻語耳。 

                                                 
28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0），卷 20，頁 14a，總頁 569。 
29 龍宇純，《絲竹軒詩說．讀詩管窺》，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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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庾，《傳》云：「露積曰庾」，《正義》釋云：「……庾未入倉

矣，故曰露積，言露地積聚之。」以其無屋，故曰「露積」，又曰「積」；

藏於屋內者則曰「倉」。〈大雅．公劉〉：「乃積乃倉」，積、倉對

言，即其證（〈公劉〉乃以名詞而作動詞用）。  

億，《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二說

不同。〈魏風．伐檀〉：「胡取禾三百億兮」，《傳》、《箋》訓同

此篇。彼篇《正義》釋《傳》云：「萬萬曰億，今數然也，《傳》以

時事言之。」又釋《箋》云：「《箋》以《詩》、《書》古人之言，

故今（阮元《校勘記》謂『今』為『合』之誤）古數言之。」則《傳》、

《箋》異訓者，特各就今、古記數之法言之耳。  

《箋》釋「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

辭，喻多也」，既言盈、億「互辭」、「喻多也」，乃繼云：「十萬

曰億」，似前後訓釋不一。實則先釋云：「喻多也」，乃釋句中「億」

字之「言語義」（具體義、動態「使用義」）；惟又懼人不曉「億」

字於記數法之義，故繼云：「十萬曰億」，乃釋「億」字之「語言義」

（概括義、靜態「貯存義」），二者實不相忤。毛《傳》則僅釋「億」

字之「語言義」，不及「言語義」。王引之引其父王念孫之說云：  

億亦盈也，語之轉耳。……「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

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數，與「萬

億及秭」之「億」不同。30 

王氏此說，應本於鄭《箋》「互辭」、「喻多」之訓，進而申明億、盈二

字為「語之轉」，故謂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數」。得

王說，而鄭《箋》「互辭」、「喻多」之義更明。 

                                                 
30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我庾維億》（臺北：廣文書局，1971），卷第 6，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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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妥，《傳》云：「安坐也。」按：妥，甲文作 、 等形。羅

振玉云：  

古綏字作妥，古金文與卜辭並同，《說文解字》有綏無妥。31 

孫海波云： 

《說文》所無。《爾雅．釋詁》：「妥，安止也。」《儀禮．士

相（見）禮》：「妥，而後安」，《注》：「古文妥為綏。」甲

骨、金文皆作妥，知妥為古字，今本《說文》脫佚也。32 

李孝定先生云： 

从女從爪，《說文》所無。段氏云：「從爪女會意」，是也。蓋

以手撫女，有安撫之意。33 

按《說文》「綏」字，段玉裁《注》云：  

毛公曰：「妥，安坐也。」綏以妥會意，即以妥形聲。 

則妥、綏二字同源，綏為妥之孳乳字。 

妥者，安坐也。《禮記．禮器》曰：「夏立尸而卒祭，殷坐尸，

周坐尸。」則坐尸者，周禮然也。 

妥尸之法，此詩《正義》云：「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

之，是妥也。」《儀禮．少牢饋食禮》云：「祝、主人皆拜妥尸。尸

不言，尸答拜，遂坐」，鄭《注》：「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

此答拜，遂坐而卒食。」《禮記．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

鄭《注》：「尸始入，舉奠斝若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

                                                 
31 羅振玉，《殷虛書契考釋》（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卷中，頁 60 下。 
32 于省吾主編，《甲骨文字詁林》第一冊（北京：中華書局，1996），頁 471 引孫海波《甲骨文編》

十二卷十葉。 
33 同上註，頁 471 引李孝定《甲骨文字集釋》3887 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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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不自安，則以拜妥之也。天子奠斝，諸

侯奠角。」言妥尸之法甚明。  

《禮記．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主也，示民有事也。」

《白虎通義．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

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

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若親之飽，尸

醉若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言祭祀有尸

之義甚明。 

侑，《傳》云：「勸也」，《箋》云：「……迎尸使處神坐而食

之，為其嫌不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正

義》釋云：「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尊，已有

為臣之嫌，故言『嫌不飽』。」  

侑尸之儀，據《儀禮．少牢饋食禮》：「（尸）三飯，……尸又

食，……又食，……又食，……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獨侑，不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尸不飯，告飽。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不言，拜侑，尸又三飯」，鄭《注》：「為

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儀禮．

有司徹》「尸又三飯」，鄭《注》：「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

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賈《疏》：「士禮九飯，〈少牢〉上、

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不分命數為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可知。」此據士、大夫侑尸之差數，以推諸侯、天子為

十三飯、十五飯，禮或然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或剝，鄭《箋》云：「有解剝其皮（阮元《校勘記》謂《正義》

本作『肉』，疑作『皮』者是）者。」  

剝之工具及內容，本詩省略。據〈信南山〉云：「執其鸞刀，以

啟其毛，取其血膋」，是執以鸞刀而「啟其毛（剝取皮毛）」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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膋（鮮血及腸中脂膏）」；而《禮記．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

門，麗于碑，卿大夫執鸞刀以刲之，取膟膋」，僅及「膟膋」不及「毛」、

「血」者，略之也。  

祭祀殺牲之所以「啟其毛」者，〈信南山〉《傳》（《正義》本

作《箋》，阮元《校勘記》謂當是《傳》）云：「毛以告純也」，《正

義》曰：「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

不似取毛。《箋》（據阮元《校勘記》所考，當是《傳》）言『毛以

告純』者，以祭禮用毛，不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

〈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

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是「啟其

毛」者，以「告純（上告神明，所獻犧牲毛色純正）」也。  

所以「取其血膋」者，〈信南山〉《箋》云：「血以告殺，膋以

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則「取其血」者，以告新

殺；而「取其膋」者，乃取其脂膏，合以黍稷，置蕭上以焚，使香氣

上聞於神明。  

其剝而用鸞刀者，〈信南山〉《正義》云：「〈郊特牲〉曰：『割

刀之用，而鸞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所謂

鸞刀者，有鸞鈴之刀，執以「啟毛」、「取血膋」，故其「聲和」而

動作「中節」。  

剝之後即割裂牲體，謂之「肆解」。或分為七體（左右肱、左右

脅、左右股、脅），是為「豚解」；或再各分為三，凡二十七體，是

為「體解」。  

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阮元

《校勘記》謂『牙』為『互』之誤），或齊于（阮元《校勘記》謂『于』

為『其』之誤）肉」，謂陳於「互」；且訓「將」為「齊」。鄭《箋》

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謂陳於「俎」；且訓

「將」為「奉持」。毛、鄭於二者訓釋並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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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釋《傳》云：「『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

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當作「互」）』，

《注》云：『牙（當作「互」）若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殺

乃陳之於牙（當作「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

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當作「互」），就牙（當作「互」）上

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類相將，

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34其意以為：依事次，「或

肆或將」當在「或剝」之後、「或亨」之前，今置「或亨」於「或肆

或將」之上者，乃以「或亨」與「或剝」二者事類相將而提置前耳，

此便文也，非事次也。  

惟《正義》又釋《箋》云：「祭雖有牙（當作「互」），不施於

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

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

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不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

義為長。』」此引孫毓說，以為：鄭《箋》乃依文次為說，「或剝」、

「或亨」之後繼則「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

此文次，亦事次也，並謂「《箋》義為長」。 

「或肆或將」之義，學者或主毛，或主鄭。竊以為秦蕙田之說最

為分明，其說云：  

案〈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鄭異義，毛以「肆」

為「陳于互」，「將」為「齊其肉」，此是殺牲，當朝踐時事。

鄭以「肆」為「肆其骨體于俎」，「將」為「奉持而進之」，此

是饋食時事。朱子從鄭義。今案：〈楚茨〉所言禮儀節次頗分明。

「絜爾牛羊」下止當言殺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

方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卻朝踐一節矣；況云「肆

                                                 
34 所謂「分齊其肉所當用」者，陳奐云：「分豚、體解，即所謂『分齊其肉』也。」見清．陳奐，

《詩毛氏傳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8），卷 20，頁 14b，總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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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骨體于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不如毛義之長。

35 

秦氏就儀節之次為說，以為鄭說雖合文次而不合事次。「或肆或將」之義，

依事次，當如秦氏所說，為朝踐之禮。至經文置「或亨」於「或肆或將」

之上者，除如《正義》所說，以「或亨」與「或剝」二者「事類相將」而

置前外，恐亦為協韻故也，蓋亨、將二字，上古均陽部。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祊，毛《傳》云：「門內也」，鄭《箋》釋云：「孝子不知神之

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按《說文》云：

「 ，門内祭，先祖所 皇也。从示彭聲。《詩》：「曰：『祝祭

于 。』祊， 或从方。」則「祊」為「 」之或體字。《爾雅．

釋宮》：「閍，謂之門  。」則字又作「閍」。  

「祝祭于祊」句，《正義》釋云： 

〈釋宮〉云：「閍，謂之門。」李巡曰：「閍，廟門名。」孫炎

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

內者，以正祭之禮不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

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

又曰：「索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

「祊之禮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不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

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

繹俱在門外，故〈禮器〉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

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不

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 

據《正義》說，「廟門謂之祊」，廟門「內外皆有祊稱」，則〈楚

                                                 
35 清．秦蕙田，《五禮通考》（臺北：聖環圖書公司，1994），卷 87，頁 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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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之「祊」為正祭？抑繹祭？為廟門內之祭？抑廟門外之祭？學者

紛異其說。黃以周有云：  

方慤、陸佃說祭之正日索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

以周案：廟門謂之閍，祭于閍謂之祊。《爾雅》：「閍，謂之門」，

〈禮器〉《疏》引作「廟門謂之閍」，不言內外。〈楚茨〉毛《傳》：

「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說文》作「 」，云：「門内祭，先祖所 皇也」，

引《詩》「祝祭于 」。皆用古文家說（原注：鄭《箋》訓「門

內」，《說文》訓「 皇」，說少不同）。鄭注《禮記》則云：

「祊在廟門外（原注：見『祊之於東方』《注》，又『索祭祭於

祊』《注》，《詩．疏》引作『廟門外曰祊』，今本脫『外』字），

其大名曰繹」，蓋用今文家說。以經考之，祊謂之索祭，索之言

求，求神之祭自在行祭之始。且〈楚茨〉所述禮儀節次，「祝祭

于祊」文在薦熟之前，尤其顯據。宜從方、陸諸說，祊為正祭之

名，繹為明日又祭之名。……尸在廟門外，則疑乎臣、疑乎子，

故主人送尸，皆以廟門為斷，則祭不得出廟門可知。……〈祭統〉

「而出乎祊」，對上「詔祝于室」言之；「出」謂「出室」，非

謂出廟門。〈禮器〉「為祊乎外」，對上「設祭于堂」言之，門

在堂之外，亦未見出廟門。當以古文家「祊，門內」之說為長。36 

黃氏詳辨古、今文說之異同而作裁斷，頗解此問題之缴繞。是「祊」宜為

廟門內求神正祭之名，其節次在「薦熟」之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先祖是皇，《傳》云：「皇，大。」《箋》云：「皇，暀也。先

祖以孝子祀礼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阮元《校勘

記》謂『享』為『饗』之誤）其祭祀。」《正義》曰：  

                                                 
36 清．黃以周，《禮書通故》（臺北：華世出版社，1976），卷 17，頁 9b-11a，總頁 45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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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

當作暀，猶往也。」（樑按：〈泮水〉「烝烝皇皇」，《箋》云：

「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不同者，注意趨在義通，

不為例也。先祖與神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精氣謂之神。

作者因「是皇」、「是享」異事變其文耳。《箋》易《傳》以皇

為暀者，以論祭事宜為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

敬，鬼神著矣。』《禮》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

故此章云「神保是享」，下章稱「神保是格」，皆取之往、安來

為義。《箋》說為長。 

按：暀，《釋文》云：「于況反。」《說文》：「光美也」，即

後起之「旺」字，假借為「往」。「先祖是皇」之「皇」，當如《正

義》所云「《箋》說為長」。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之皇、

饗詞性相類，均動詞。又此章云「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而下

章云「神保是格，報以介福」，是「先祖是皇」猶「神保是格」，下

接「報以介福」；格者至也，故《箋》釋「皇」為「暀也」、「往也」。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鄭《箋》云：「疆，竟界也」；〈豳風．七月〉亦言

及「萬壽無疆」語，鄭《箋》云：「大壽無竟」，是訓「萬」為「大」，

訓「疆」為「竟（境）界」。《正義》於二詩鄭《箋》，均釋為「萬

年之壽，無有疆境」，是訓「萬壽」為「萬年之壽」。馬瑞辰於〈七

月〉駁《正義》說云： 

〈簡兮〉詩云：「方將萬舞」，《韓詩》：「萬，大舞也。」《廣

雅》：「萬，大也。」「萬」古訓「大」，故《箋》訓「萬壽」

為「大壽」。《正義》云：「使得萬年之壽」，失《箋》恉矣。37 

馬氏駁《正義》說，是也。 

                                                 
37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北京：中華書局，1989），卷 16，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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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雅．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小雅．南山有

臺〉：「樂只君子，萬壽無疆」，〈小雅．甫田〉：「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而《儀禮．士冠禮》祝辭則曰「眉壽萬年」，「萬壽無疆」、

「眉壽萬年」均祝福之通語。其義，宜如陳奐所云：  

「孝孫有慶，報以介福，萬壽無疆」，此祝為尸致福於主人之詞，

〈禮運〉所謂「嘏以慈告也」。凡妥、侑之後，祝致嘏辭。士，

尸親嘏；大夫以上，命祝嘏。〈少牢饋食禮〉：「尸命祝，祝嘏

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福無疆，于女孝孫，來女孝孫，使

女受祿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年，勿替引之」，是其義也。38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或燔或炙，鄭《箋》云：「燔，燔肉也。炙，肝炙也。皆從獻之

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燔、炙之別，《正

義》說云： 

「燔」者火燒之名，「炙」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易熟者

遠之。……〈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葉〉《傳》

曰：「加火曰燔。」對遙炙者為近火，故云「傅火」、「加之（阮

元《校勘記》謂『之』為『火』之誤）」，留其實亦炙（阮元《校

勘記》謂當作「其實燔亦炙」），非炮燒之也。故〈量人〉《注》

云：「燔從於獻酒之肉（阮元《校勘記》據浦堂說，謂『肉』下

脫『炙』字）。」〈特牲〉云（阮元《校勘記》據浦堂說，謂『云』

上脫『注』字）：「燔炙肉。」是燔亦炙也。且燔亦炙，為臠而

貫之，以炙于火，如今炙肉矣。 

燔、炙，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析言之，「燔」者火燒之名，「炙」者遠

火之稱。 

                                                 
38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卷 20，頁 14b-15a，總頁 57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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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箋》云：「燔，燔肉也。炙，肝炙也。皆從獻之俎也」，朱

《傳》申《箋》云：   

燔，燔肉也。炙，肝炙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

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是獻燔、獻炙有別。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君婦，鄭《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

稱也。」按：天子、諸侯妻稱君婦，大夫、士妻稱主婦。39或疑「君

婦」非「后」者，非是，說詳下「諸宰君婦，廢徹不遲」。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交錯，毛《傳》云：「東西為交，邪行為錯。」按〈特牲饋食禮〉：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鄭《注》：「交錯猶言東西。」蓋渾言

則「交錯猶言東西」，析言則「東西為交，邪行為錯」。竹添光鴻《毛

詩會箋》引安井衡曰： 

凡燕位，賓在西，兄弟在東。賓與兄弟交相醻，故云「東西為交」；

賓長醻第二位兄弟，兄弟長醻第二位賓，如此以終，故云「邪行

為錯」。40  

至「獻醻交錯」儀節之目的，輔廣云： 

上既言從獻（按：從朱《傳》，以燔炙「皆所以從獻也」），則

是已獻尸矣。此又言助祭之賓客，故遂言「獻醻交錯」，要其終

而言，無所不逮也。41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39 馬瑞辰有說。見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卷 21，頁 704。 
40 （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臺北：大通書局，1975），卷 13，頁 37b，總頁 1400。 
41 宋．輔廣，《詩童子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 冊，卷 5，頁 16b，總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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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毛《傳》云：「來。」其本字作各。各，甲骨文作 、 、

等形，金文作 、 、 等形。楊樹達云：  

各，甲骨文作 ，示足有所至之形，為來格之格本字。 、 皆

後起加義旁字。42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我孔熯矣，鄭《箋》云：「我，我孝孫也。」毛《傳》云：「熯，

敬也。」  

按：熯，《說文》云：「乾貌。……《詩》曰：『我孔熯矣。』」

段《注》云：「此偁《詩》，說叚借也。〈楚茨〉毛《傳》曰：『熯，

敬也。』熯本不訓敬，而《傳》云爾者，謂熯即戁之叚字也。心部曰：

『戁，敬也。』〈長發〉《傳》曰：『戁，恐也。』是其義也。」「敬」

可引申為「恐」義，段說是。《集韻》「忍善切」下出「嫨」字，云：

「敬也。通作戁。」43是字本作「戁」，後又作「嫨」，「熯」者借

字耳。  

惟屈萬里先生云：  

金文勤、覲等字但作堇，則謹亦可作堇。堇字從火，與熯為一字。

故此熯字即謹也：于省吾說。熯，音罕，又音然上聲。毛《傳》：

「熯，敬也。」44 

此據古文字而言，可備一說。 

式禮莫愆，鄭《箋》云：「式，法。莫，無。愆，過。……於禮

法無過者。」龍宇純先生云：  

《箋》以此「式」字訓「法」，應無可疑；說「式禮莫愆」為「於

                                                 
42 楊樹達，《卜辭求義》，收入《積微居叢書》（臺北：大通書局，1971），頁 6 上。 
43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湖北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女部，

頁 1075。 
44 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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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法無過」，是以法為名詞。其時不得有禮法並重之觀念，又不

得易「法」字為「式」字，是其說誤。此當謂：法於禮無過差，

以「式」為動詞。45 

龍說是。蓋若如《箋》訓「式」為「法」，不僅不得易「法」字為「式」

字，謂「法禮」為「式禮」，況又倒「法禮」為「禮法」者，《箋》說不

可從。 

為何「式禮莫愆」即是「孔熯（敬）」？錢澄之云：  

言行禮既久，孝孫之精力宜甚竭矣，而一取法乎禮，終無過差，敬之

至也。46 

按《禮記．禮器》云：「子路為季氏宰，逮闇而祭，日不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力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臨祭，其為不敬大矣。

他日祭，子路與，室事交於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行事，晏朝而退。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不知禮乎？』」就〈禮器〉前半段所述，知祭祀之

事，誠如錢澄之所云「言行禮既久，孝孫之精力宜甚竭矣」，而能「一取

法乎禮，終無過差」，是「敬之至」也。 

工祝致告，《正義》云：  

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神意告主人，使

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利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

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

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

〈少牢〉皆受嘏在前，告利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

故並稱「工祝致告」。 

「工祝致告」之儀節，按《儀禮．少牢饋食禮》云：「祝與二佐

                                                 
45 龍宇純，《絲竹軒詩說．試釋詩經式字用義》，頁 156。 
46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 冊，卷 8，頁 12b，總頁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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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

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北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女孝孫，來女孝孫。使女受祿于天，宜

稼于田，眉壽萬年，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

受黍。」〈少牢〉為大夫禮，祝承尸命以嘏于主人者以黍團，嘏辭既

畢，而主人受黍。至天子禮，竹添光鴻謂是「天子用鬱鬯」。47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卜爾百福，《箋》云：「卜，予也。」按〈小雅．天保〉：「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傳》云：「卜，予也。」《箋》於此詩「卜」

字訓「予」，即從〈天保〉《傳》訓。惟馬瑞辰云：   

〈倬彼甫田〉詩「秉畀炎火」（按：此〈大田〉詩句，「倬彼甫

田」為〈甫田〉詩句），《韓詩》秉作卜，云：「卜，報也。」

卜、報二字雙聲，則此詩「卜爾」猶云「報爾」，〈楚茨〉詩「卜

爾百福」猶云「報以介福」也。48 

俞樾亦作此說，以為「以雙聲字代本字」（見《古書疑義舉例》），或「卜、

報一聲之轉」（《群經平議》），49今學者頗亦從之。惟恐不然。  

〈天保〉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楚茨〉云：「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信南山〉云：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甫田〉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語意均相似，而或用「卜」，或用「報」。如依馬、俞二氏之說，「卜、

報一聲之轉」，或「以雙聲字代本字」，則「卜」即是「報」義，為

何詩既用「報」又用「卜」？或既用「卜」又用「報」？可見卜、報

二字，於《詩》中意義當有別，毛《傳》訓「卜」為「予」，即以為

                                                 
47 （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卷 13，頁 38b，總頁 1402。 
48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卷 17，頁 512-513。 
49 清．俞樾，《古書疑義舉例．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例》（臺北：文馨出版社，1975），卷 3，頁

32。又見《群經平議．毛詩．君曰卜爾》，卷 10，頁 4b-5a，總頁 59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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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報」字之義不同，否則詩中既有「報」字，毛《傳》何不逕訓為

「報」？  

〈天保〉第四章及〈楚茨〉、〈信南山〉、〈甫田〉諸詩，均子

孫因祭祀以祈福之詩，神明則感於子孫祭祀之誠而賜福。就神明與子

孫之相對性而言，用「報」字；就神明之單向賜福而言，則用「卜」

字，「卜」者「予」也。報、卜二義相成，均神明賜福，但有相對、

單向用語之異。〈楚茨〉第四章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

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此十句分三層，一、二句為第一層，泛言工祝

傳神意以「徂賚孝孫」，用「賚」（賜予）字；三至六句為第二層，

用「卜」（予也）字；七至十句為第三層，用「錫」（即「賜」）字；

一意而分三層，重複言之以強調神明賜福之意，賚、卜、錫三字互文，

以變化用字，均「賜予」義。〈楚茨〉之「卜爾」是此義，〈天保〉

之「卜爾」亦此義。毛《傳》於〈天保〉「君曰卜爾」之「卜」訓「予」，

於〈楚茨〉「卜爾百福」未作訓釋，故鄭《箋》用毛《傳》〈天保〉

之訓予以補出。毛、鄭訓「卜」為「予」，自合經義。  

至毛《傳》訓「卜」為「予」，馬瑞辰云：  

《白虎通》：「卜，赴也。」古「卜」音近「赴」，亦與「付」

近，故訓「予」。……又〈釋詁〉：「畀，予也」，「畀」與「卜」

亦雙聲，「卜」訓「予」者，或即「畀」之假借。50 

上引馬瑞辰說，訓「卜」為「報」，此則釋毛《傳》訓「予」之義。馬氏

謂：「『卜』訓『予』者，或即『畀』之假借。」然卜字，上古幫母、屋部

（侯部入聲），而畀字，幫母、質部（脂部入聲），韻部不近，難以假借。

至「卜」與「付」之關係，朱駿聲則謂是假借，並用以解《爾雅．釋詁》

                                                 
50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卷 17，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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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予」及〈天保〉、〈楚茨〉「卜爾」毛、鄭訓「予」之說。51 卜字，

上古幫母、屋部（侯部入聲），付字，幫母、侯部，二字聲韻皆近，是可

假借，「卜」既借為「付」，所以訓「予」。 

如幾如式，《傳》云：「幾，期。式，法也」，《箋》云：「今

予女之百福，其來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龍宇

純先生云： 

鄭以「如幾如式」為嘏辭，顯有足多者。……今謂「幾」即「庶

幾」之幾，毛《傳》訓「期」，或即取期望義。「式」字疑與「幾」

字同，「卜爾百福，如幾如式」，謂神所報爾百福，正如爾所冀

望者。唯此義於字書、古注俱無徵，前云「式」下接動詞者，「式」

字義表「希冀」，與此說兩者若合符節，姑釋之以待善言《詩》

者。52 

按：龍說之依據為：「幾」訓「期」，為「期望」義；又「如幾如式」為

並列結構句，而「式下接動詞者，式字義表希冀」，其文中舉十六例，如

〈小雅．鹿鳴〉「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小雅．南有嘉魚〉「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樂」、〈小雅．斯干〉「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小

雅．節南山〉「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

以畜萬邦」等之諸「式」字，均表「希冀」義，故謂「式字疑與幾字同」。

龍說可取，「式」殆「庶」之語轉，故表「希冀」義。 

既齊既稷，既匡既 。 
既齊既稷，《傳》云：「稷，疾。」馬瑞辰云：  

齊、稷義近，猶下句匡、勑亦義近也。《傳》訓「稷」為「疾」，

則「齊」當如「徇齊」之「齊」。《爾雅．釋詁》：「齊，疾也。」

                                                 
51 清．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收入丁福保編，《說文解字詁林》（臺北：國民出版社，1960），

卷 3 下，頁 1379b。 
52 龍宇純，《絲竹軒詩說．試釋詩經式字用義》，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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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文》：「齌，炊餔疾也。从火， 聲。」即兼从齊會意也。……

《說文》：「亟，敏疾也」，「極，急性也。」《傳》蓋以「稷」

為「亟」之假借，故訓為「疾」。53 

馬說是也。「既齊既稷」，謂態度既誠敬且動作又迅疾。 

既匡既勑，《傳》云：「勑，固也。」《正義》引王肅釋此句為

「已誠正，已固慎也」。馬瑞辰云：  

匡、勑義相近，匡當訓為匡正。……《說文》：「勑，誡也」，

「飭，致堅也，讀若敕。」敕、飭音義相近，《傳》訓「勑」為

「固」，蓋以「勑」為「飭」之假借。「勑」本「勞來」之勑，

經傳中多借為「敕誡」之敕。54 

馬訓「匡」為匡正，以「勑」為「飭」之假借，又以敕、飭音義相近，訓

「敕」為「敕誡」之敕。然「既匡既勑」究何所指？馬說猶未明晰。屈萬

里先生云：「匡，丕（樑按：當是『正』之形誤）也。勑，整齊也。此當

指祭品之陳列言。」55按：「徂賴孝孫」以下九句，均「工祝致告」語；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二句，已言及祭品，「既齊既稷」句，言及祭祀

之態度及動作，則「既匡既勑」似亦當就祭祀之事而言，方合語意層次。

私意以為：匡、勑二字，馬、屈二家之訓並無大異，依二家訓釋及上下文

意，「既匡既勑」句或當解為：祭祀之儀式端正又嚴謹。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 
鍾鼓既戒，《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禮畢」，

《正義》釋《箋》云：「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鍾鼓以告戒廟中

之人，言祭畢也。」是訓戒為告，告戒也。《箋》謂「戒諸在廟中者，

以祭禮畢」，《正義》亦承其說，則所謂「鍾鼓既戒」者，乃告（告

                                                 
53 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卷 21，頁 706。 
54 同上註，卷 21，頁 706-707。 
55 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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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以「祭禮畢」。朱善乃曰：「鍾鼓既戒，為尸出當奏〈肆夏〉」，

56是時祭禮已畢、尸尚未出，則所謂「鍾鼓既戒」者，乃告（告戒）

以尸將出而當奏〈肆夏〉，與《箋》、《正義》說異。俞樾說同朱氏，

而證據尤詳，說云：  

〈楚茨篇〉：「禮儀既備，鍾鼓既戒」，《箋》云：「鍾鼓既戒，

戒諸在廟中者，以祭禮畢。」愚按：天子祭禮既亡，其祭禮畢，

以鍾鼓戒在廟中者，事之有無，固不可知，但戒之為言，皆在事

前。《儀禮．士冠禮》、〈相飲酒禮〉「介賓」，〈聘禮〉「戒

上介」、「戒眾介」，〈有司徹〉「戒侑」，並於事前戒之，無

於事後戒之者，《文選．東京賦》所謂「先期戒事」是也。祭禮

畢矣，何戒之有？鄭義未必然也。「鍾鼓既戒」為下「鍾鼓送尸」

張本。蓋尸出，則宜以鍾鼓奏〈肆夏〉送之，故戒鍾人擊鍾，戒

鼓人擊鼓，是時皇尸未起，先事而戒之，重其事也。下云「鍾鼓

送尸」，正承此而言。鄭於此《箋》既失其義，而下文又誤作「鼓

鍾送尸」，則「鍾鼓既戒」之義愈不可見矣。《宋書．樂志》兩

引此詩，並作「鍾鼓送尸」，阮《校勘記》先疑之，而後從之，

從之者是也。57 

俞氏歸納《儀禮》「介」字用例，證「並於事前戒之，無於事後戒之者」，

斷《箋》說「鍾鼓既戒」為「祭禮畢」之非；據《周禮．春官．宗伯》「尸

出入，奏〈肆夏〉」之文，證尸出則奏鍾鼓（下文「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條，《箋》、《正義》均謂：「尸出入奏〈肆夏〉」）；又據校勘，

承段玉裁說，證經文「鼓鍾送尸」為「鍾鼓送尸」之誤（段說見下「鼓鍾

送尸，神保聿歸」條）；復據上下文意相承，證「鍾鼓送尸」正承上文「鍾

鼓既戒」而言。層層證據，層層推論，的然可信。 

                                                 
56 明．朱善，《詩解頤》，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18 冊（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卷 2，頁 38b，總頁 10775。 
57 清．俞樾，《茶香室經說．鍾鼓既戒》（臺北：廣文書局，1971），卷 3，頁 12a-b，總頁 167-168。 



．《詩經．小雅．楚茨》疑義辨證． 

 ．39．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皇，《傳》云：「皇，大也。」大者，尊之也。《箋》訓皇為君，

恐不確。據〈特牲〉、〈少牢〉亦曰「皇尸」。竹添光鴻云：  

皇，大也。尸稱皇，尊之也。皇尸之稱，天子、大夫、士一也。58  

竹添氏說是。 

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鼓鍾送尸，當為「鍾鼓送尸」之誤，〈前言〉引經文已作夾注，

又上「禮儀既備，鍾鼓既戒」條，俞樾亦略有說，而俞說實本段玉裁。

段氏《詩經小學》、《毛詩注疏校勘記》並有說，而《詩經小學》言

之尤詳云： 

今本多作「鼓鐘」。考「鼓鐘將將」、「鼓鐘伐鼛」，《傳》云：

「鼓其淫樂」，《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

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既

戒」，此不應變文。《宋書．禮志．四》兩引，皆曰「鐘鼓送尸」，

《正義》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唐初不作「鼓鐘」，今本承

《開成石經》之誤。59 

段氏據《詩經》文例及《宋書》所引，證「鼓鍾送尸」為「鍾鼓送尸」之

誤，應可信據。 

鼓鍾（鍾鼓）送尸，《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正義》

釋云：「『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樂〉職文也。〈祭義〉

云：『樂以迎來，哀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不可

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樂也。」此謂尸出入必以樂，故鍾

鼓以送尸。 

                                                 
58 （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卷 13，頁 39b-40a，總頁 1404-1405。 
59 清．段玉裁，《詩經小學．鐘鼓送尸》，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卷 631，頁 19a，總頁 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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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鼓之樂或省稱「金奏」，據《左傳．襄公四年》云：  

（魯）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金奏〈肆夏〉之

三，不拜。……韓獻子使行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左傳》云「金奏〈肆夏〉之三」，僅言「金奏（鍾）」，不及「鼓」。陳

奐說云： 

《周禮．鍾師》：「掌金奏，凡樂事，以鍾鼓奏〈九夏〉」，鄭

《注》云：「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杜

子春《注》云：「尸出入奏〈肆夏〉。」是〈肆夏〉亦有鐘有鼓

矣，不得謂但擊其鐘也。60 

是《左傳》雖言「金奏」，當如陳奐說「亦有鐘有鼓」也。 

又據《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語，知〈肆夏〉為

天子之樂，而〈楚茨〉用以送尸，則其為天子之詩亦從可知矣。是以

方玉潤云： 

此詩之非為公卿作也，他不具論，即「鼓鍾送尸」乃奏〈肆夏〉，

為天子之禮樂。61 

即此，亦可旁證〈詩序〉之「刺幽王」說。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宰，《正義》云：  

言「諸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属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

宰。言「諸」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

八人」，故言「諸」也。 

                                                 
60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卷 20，頁 16b，總頁 574。 
61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 11，頁 30a，總頁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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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傳》亦謂：「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 

至「君婦」之義，學者多有異說。上文「君婦莫莫」句，鄭《箋》

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已見上

文「君婦莫莫」條引）朱《傳》則云：「主婦也。」朱《傳》不以此

詩為天子之詩，故云爾。錢澄之於「君婦莫莫」句云：「第五章次『君

婦』于『諸宰』下，則似非指后，意即九嬪、世婦、御女之屬，所以

佐后薦徹豆籩者。」62俞樾於「君婦莫莫」條，亦駁鄭《箋》「君婦，

謂后也」之說，意同錢氏，而說益詳云：  

按下文曰：「諸宰君婦，廢徹不遲」，若以「君婦」為「后」，

而敘於「諸宰」之下，殊為不倫。疑君婦非后也。古音「君」與

「群」同。……蓋聲近者，義即相通。上文「先祖是皇」，《箋》

云：「皇，暀也。」「皇」可為「暀」，則「君」亦可為「群」。

君婦者，群婦也。《周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籩」，群婦

即指九嬪之屬。不斥言「后」而曰「群婦」，正詩人立言之謹也。

「群婦」則無嫌與「諸宰」連文；且宰曰「諸宰」，婦曰「群婦」，

文正相對也。63 

俞氏否定《箋》訓，理由有四：一、若以「君婦」為「后」，而敘於「諸

宰」之下，殊為不倫。二、古音「君」與「群」同，聲近者義即相通，是

「君婦」即「群婦」。三、據《周官．九嬪》，「群婦」即指九嬪之屬。

四、文曰「諸宰君婦」，若「君婦」為「群婦」，則無嫌與「諸宰」連文；

且宰曰「諸宰」，婦曰「群婦」，文正相對。其第一理由，即同錢氏。 

按：俞說可商。古音「君」與「群」固可通，然特就訓詁而言，

至「君婦」是否即「群婦」，猶須覈以他證。上文「君婦莫莫」條，

引馬瑞辰說：「天子、諸侯妻稱君婦，大夫、士妻稱主婦。」鄭以此

                                                 
62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 冊，卷 8，頁 12b，總頁 613。 
63 清．俞樾，《群經平議．君婦莫莫》，卷 10，頁 23b-24a，總頁 63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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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為天子之祭，故謂「君婦」為「后」。「諸宰君婦，廢徹不遲」，

《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正義》釋云：「以

《周禮．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

餘饌諸宰徹之也。」是祭祀時，王后（君婦）當率九嬪、世婦等薦、

徹豆籩。《周禮．大宗伯》云：「王后不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謂

王后若因故而不與薦、徹豆籩之事，則由大宗伯攝而行之，是薦、徹

豆籩為王后之職。鄭《箋》訓「君婦」為「后」，宜無舛誤。又上引

錢澄之說，謂「第五章次『君婦』于『諸宰』下，則似非指后，意即

九嬪、世婦、御女之屬，所以佐后薦徹豆籩者」，然錢氏繼又說云：

「諸宰徹饌畢，君婦始出而徹豆，故次君婦於諸宰之後，明內外不相

瀆也」；64其後說，正足自解前其說「非指后」之疑。蓋「君婦」次

於「諸宰」下者，乃按徹饌、徹豆籩先後為文，非拘於尊卑之次。俞

氏拘於尊卑之次，故以為「不倫」耳。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傳》云：「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

（阮元《校勘記》謂『豆』當作『之』）俎。同姓則留與之燕，所以

尊賓客、親骨肉也。」范處義云：「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

『備言燕私』。」65錢澄之云：「謂之燕私者，對異姓言，則同姓為

私。」66均足發明「燕私」之義。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勿替引之，《傳》云：「替，廢。引，長也」，《箋》云：「願

子孫勿廢而長行之。」按：「勿替」字，《說文》作 ，竝部云：「 ，

廢也。从竝，白聲。」是 正字，替俗字。  

曾運乾云：「『勿替引之』猶云『引之勿替』，倒文取韻也。」

                                                 
64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 冊，卷 8，頁 14a，總頁 614。 
65 宋．逸齋（范處義），《詩補傳》，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17 冊，卷 20，頁 13a，總頁 10349。 
66 同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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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按：孫，上古文部；引，上古真部；真、文合韻。《儀禮．少牢饋

食禮》：「……使汝受祿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年，勿替引之」，

天、田、年、引，上古均真部。〈 簋〉：「孫孫子子，其萬年永寶，

用茲王休，其日引勿替」，子，上古之部；寶，上古幽部；休，上古

幽部；替，上古質部；休、替不韻。證「勿替引之」之常語為「引之

勿替」，是作「勿替引之」者，乃如曾說為倒文而取韻耳。  

四、結語 

此詩於歷代學者之詮解中，持論特為歧互，其中有詩旨問題，有

經文詮釋問題。此二問題，實相關涉，而癥結尤在詩旨問題。  

此詩詩旨及詩文內容、詩作環境，〈詩序〉說云：「刺幽王也。

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卒流亡，祭祀不饗，故君子思古

焉。」此古文說，今文三家無異議，宜是先秦舊說。宋代以下新說，

多不指實，僅作模糊性解釋。綜歷代諸說，可歸納為〈詩序〉舊說及

疑〈詩序〉新說二類。 

詩固有可據一字、一句而定宗旨者。本文綜觀《詩經》所用「昔」

字，或明文「昔」、「今」以為對比，或稱「昔」而寓「今」，或借

「昔」以言「今」，而後二者尤多。本詩經文「自昔何為」一句，特

稱「昔」字，殆非無意，即〈詩序〉所謂「君子思古焉」之「古」，

乃陳「古昔」以刺「今不然」也；而所謂「今」，即指幽王，〈詩序〉

所謂「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卒流亡，祭祀不饗」，言

其詩作環境，非無據。因「刺幽王」故「思古明王」，二義實相依。 

前人之所以不從〈詩序〉者，特以其所言難以質證耳。本文就詩

作環境、詩中用語、所載儀節及其語言意義，逐一辨證，知〈序〉說

仍不可廢。 

                                                 
67 曾運乾著，周秉鈞整理，《毛詩說》（長沙：岳麓書社，1990），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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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既為「刺幽王」而「君子思古」之作，所言自係天子祭禮，

其所載儀節及其中語言意義，亦當依此索解。本論文詳列眾說，較其

異同，並間及相關問題，其有歧義、疑義者，則予辨證。所以不避繁

瑣者，以為必如此而全詩之義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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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the Theme of “Chu 
Ci” of The Book of Songs 

Hung, Kuo-Liang* 

【Abstract】 
Commentators on “Chu Ci”（楚茨）before the Tang dynasty mainly 

followed the opinions of the Shi Xu（詩序）to interpret the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s began to doubt about the validity of Shi Xu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spicion of antiquity” 
scholarly tendency. Thereafter, researchers simply sidestepped the Shi 
Xu’s interpretation on the poems entirely. 

“Chu Ci” provides the most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acrificial rites 
in The Book of Songs. However, scholars have had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theme of the poems and its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ey 
argued about the purposes, the time and the readership of the writing of 
the poems. They also debated on issues such as the social classes, the 
related rites, the functions of the rites, and the language us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riting circumstances, the language and the 
etiquette recorded in the poems to prove that the perspectives of Shi Xu 
should still be valuabl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is inspired by 
Mr. Long Yu-chun, a most respectable teacher of mine. This paper is to 
commemorate his guidance and our forty years of master-pupil 
relationship.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Chu Ci”, Shi Xu, Zhou You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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