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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車、馬意象及其 

文化義涵淺析 

許又方∗ 

【提要】 

本文旨在考察《詩經》中車、馬意象所傳達的文學與文化義涵。

考察方法主要透過歸納詩句、互文比對及參照前人訓詁等，以析繹

車、馬名物及品類如何經由文字意象化後進入詩意組構，並因而具

備特定的意指功能，成為詩之創作與意義傳播的重要元素。本文認

為，《詩》中凡言及車、馬之套語或名物者，多與「貴族」之事相

關，諸如「婚戀」、「田獵」，乃至戰爭行役等，往往用以強化詩

中的思念及傾慕之情。 
 
關鍵詞：詩經 車 馬 文化義涵 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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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車」與「馬」是《詩經》中常見的名物，二者同時出現的頻率

亦高，據筆者統計，《詩經》言及「車」、「馬」及其相關名物的詩，

共計 83 首，幾乎佔了全《詩》的 27%，其中《國風》及《小雅》各

有 31 首；《大雅》12 首；《頌》9 首。1 

概括而言，「名物」對《詩》意的理解至關重要，納蘭成德在《毛

詩名物解》前序云：  

《六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理，宮室器用，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不具。學者非多識博聞，則無以通詩

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2 

揆其說，則名物實與詩之意義指涉息息相關。在詩人「比」、「興」原則的

操作下，具體名物轉而為具有決定或強化詩旨的「意象」，成為詩意構成

中重要的元素，故而是《詩經》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然則《詩》中名

物蕃多，無法在一篇中詳述盡論，故此處先選擇出現頻率最多的「車」、

「馬」以為論析之重點，探究其意象本旨，並凸顯其在理解《詩》之某些

主題意涵上的關鍵作用。特別某些主旨晦澀的詩，以及若干不甚清楚的古

代訓詁，藉由車、馬意象的理解，對釐清詩意具有一定的助益。 

此處需先說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將車與馬一併討論，主因《詩經》

                                                 
1 上述採計的標準有二：第一，直接提到車、馬之總名或類別名者，前者如《周南．卷耳》：「我

馬玄黃」、《陳風．匪風》:「匪風發兮，匪車偈兮」；後者如《鄘風．定之方中》：「騋牝三

千」、《秦風．小戎》:「小戎俴收」等是。若「趣馬」、「走馬」等詞組，其本意係指「官名」

及「避亂」，與車馬之類名看似無涉，但其意指仍係由車馬延伸而得，故亦列入統計。第二，雖

未提及車、馬之總名或類名，唯其名物明顯與之相關者，如「兩驂」、「兩服」、「四牡」、「駟

驖」、「駟介」、「六轡」、「八鸞」等。另外，像《小雅．白華》：「有扁斯石，履之卑兮」

及《召南．騶虞》：「于嗟乎騶虞」云云，可能牽涉到周代的車馬制度與禮儀，對詩意的理解甚

具關鍵性，因此也納入採計。 
2 引見：宋．蔡元度，《毛詩名物解》，（《通志堂經解》第 17，臺北：大通書局，據清．康熙

十九年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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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車」、「馬」經常並提，如《大雅．抑》：「修爾車馬」、《唐

風．山有樞》：「子有車馬」、《秦風．車鄰》：「有車鄰鄰，有馬

白顛」等是；而即使僅及「馬」者，亦多同時隱涉「車」之意象，例

如《鄭風．大叔于田》首章：「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兩驂

如舞」，雖未言及「車」，但既言「乘馬」、「兩驂」，即已明示「車」

之存在。3 另外，像《周南．漢廣》：「之子于歸，言秣其馬」，若

結合同具婚戀（婚姻）意指的《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兩御

之」來看，則其所謂「馬」，應亦包括「車」的意象在內。再者，根

據《史記．趙世家》所載，趙武靈王曾於公元前 307 年召大臣肥義商

討國計，提到「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4《匈奴列傳》亦謂「趙

武靈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5 這些記錄一向被作為論證中國

騎兵起源的證據。在此之前，先秦戰場上的主要工具是馬車，此證諸

《詩經》中凡言「行役」或「戰爭」者均云「四牡ＸＸ」可知。而現

今考古發現的商周墓穴，其陪葬亦多同時使用車與馬。綜此，本文認

為欲探究《詩經》中的車、馬意象，實不易將二者分別看待，遂合而

論之，將車與馬合視為單一意象處理。（以下言及車與馬，若指單一

意象，二詞之間不再加頓號分隔。）  

正因名物之於《詩經》研究至關重要，故自漢代以下，學者對《詩》

中名物之訓詁均毋敢輕忽，毛《傳》、鄭《箋》及一般性通詁固不待

言，專為《詩經》名物訓解而撰著之作亦無代無之，今可見較為知名

者如：三國吳人陸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摘錄《詩》

中與動、植物相關的章句，並一一解釋其名物義涵，但並未及車馬之

                                                 
3 《秦風．小戎》：「騧驪是驂」，《孔疏》：「車駕四馬，在內兩馬謂之服，在外兩馬謂之騑……，

驂，兩騑也。」《小雅．鴦鴛》二章：「乘馬在廐」，《毛傳》：「乘馬，四馬也。」是則言「兩

驂」、「乘馬」，亦如同《詩》中經常可見的「四牡」，均表明「一車四馬」，是當時諸侯車制

的標本配備。引見：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北：藝文印書

館，影印清．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1988），頁 237、482。 
4 引見：漢．司馬遷，《史記》（北京：中華書局，鉛印本，2000），卷 43，頁 1806。 
5 同上註，卷 110，頁 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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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解；6 宋．蔡卞（1048-1117）撰《毛詩名物解》，則是依名物類

別歸納（如分〈釋天〉、〈釋魚〉等），再釋其義，其中雖有〈釋馬〉

一目，但僅將馬之名目、形貌略作訓釋，並未作更進一步的申論，至

於車的詁解則付諸闕如；7 明代馮復京（1573-1622）著有《詩名物

疏》五十五卷，依《毛詩》篇章順序逐一訓解各詩名物，於車、馬之

名實均有著墨，引述之古說亦具參考價值，故紀盷《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頗為讚許其書。8 清人毛奇齡撰《續詩傳鳥名說》三卷，主要是

續《毛傳》以正朱熹有關《詩》中「鳥類」的訓詁，故其條例每先列

朱說於前，再一一辨其得失。紀盷謂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

9；同代姚炳著《詩識名解》十五卷，主要仍集中於動、植物名實之

解釋，略及馬，但未及車；10 另一清儒陳大章則著有《詩傳名物集

覽》十二卷，仿《毛詩草木蟲魚疏》尋章摘句的注釋方式，引證博洽，

近於類書，而旨要則多遵朱子《集傳》，唯對車之名實則無著墨。11 

此外，日本學者岡元鳳在 1785 年曾纂輯出版《毛詩品物圖考》一書，

12 亦以摘錄《詩經》章句的方式對句中名物做詳細的解說，該書最

大的特色為附圖 211 幅，工筆細繪，甚具參考價值，唯於先秦車制，

亦無涉及。 

近人著作部份，曾永義於 1970 年發表〈春秋戰國時代貴族車馬

考〉一文，此係延續曾氏之前所撰〈《儀禮》車馬考〉（1986 年以

專書形式出版）擴充而得，文中廣徵先秦兩漢典籍，並略參當時可見

                                                 
6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類》（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第 23 冊，頁 427-434。 
7 《毛詩名物解》，《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類》，第 23 冊，頁 609-636。 
8 《詩名物疏》，《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類》，第 27 冊，頁 39-218。紀盷認為本書「因宋

蔡元度《詩名物疏》而廣之，徵引頗為賅博」，並謂其「大端可取」，雖偶有可議，「固毋庸以

一眚掩也。」引見：同上註，頁 39。 
9 《續詩傳鳥名卷》，《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類》，第 27 冊，頁 609-620。紀盷所言見頁

609。 
10 《詩識名解》，同上註，頁 621-636。 
11 《詩傳名物集覽》，同上註，頁 637-660。 
12 本書後由中國山東畫報出版社於 2002 年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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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資料，辯證先秦「軍用」、「喪葬」及「昏」、「祭」、「田」、

「賓」、「覲」、「朝夕」等貴族禮秩的車馬形制，引證翔實博洽，

對研究《詩經》時代車馬名物而言甚具參考價值；性質與之相近的另

有錢玄《三禮名物通釋．車馬篇》（1996）及《三禮通論．名物篇．

車馬》（1998），係以《周禮》、《儀禮》與《禮記》中有關車馬的

記載為考辯重點。楊泓〈戰車與車戰－中國古代軍事裝備札記之一〉

（1976）及〈戰車與車戰二論〉（2000），則自考古發現逐步考察商

代至戰國車馬之運用於軍事的實況，並對當時的車馬形制及配置有深

入的描述。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1988）則列有「交通」一章，

藉文字、文物及文獻的佐證闡明先秦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形，其中於

車、馬均有簡要的迻介。此外，考古學者吳曉筠〈西周時期車馬埋葬

中的禮制意涵〉一文，主要透過出土之西周車馬器，考辨當時以車、

馬隨葬的禮制意義。由於發文時代較晚（2005），且多依據實證材料

討論，與前述曾永義的〈春秋戰國時代貴族車馬考〉參見互補，更可

釐清先秦車馬陪葬的實況。吳曉筠另撰有〈檀車煌煌．駟騵彭彭：在

時空隧道中的中國早期車馬器〉一文（2005），以考古所見實物並附

圖解，說明上古時期中國車馬器物的形制與作用。  

上述研究雖未將焦點集中在《詩經》，但其成果對理解《詩經》

中的車馬文化有絕對的助益。至於前行研究中直接關注《詩經》車馬

主題的論述，主要有：楊文勝〈試探《詩經》中的先秦車馬〉（1996），

亦以文物、文獻互參的方式，概述《詩經》中的車馬形制；托名揚之

水的《詩經名物新證》（2000）一書，附論辨析《詩》中的「駟馬車」，

亦多考古佐證；13 陳溫菊《詩經器物考釋》（2001）中有專章討論

周代的車馬形制與配件、裝飾等，引證十分翔實。文中並整理《詩經》

述及車馬器具的篇章，都為一表，對研究古代名物甚具參考價值。  

                                                 
13 《詩經名物新證》一書甚具參考價值，唯王焱文則撰文質疑此書有剽竊他人研究之嫌，故本作者

名前加「托名」，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7/08/200708110451.shtml。 



．東海中文學報． 

 ．70．

前所提及的論述主要集中在形制與禮秩的考辨，於車馬所寓示的

文學意涵則多略而未談，與本文所關注的重點不同。胡毓智〈從馬意

象的發展析論詩歌意象的定型化〉（1994）已觸及本文討論的主題；

高婉瑜〈《詩經》中的馬：名目、功能及意象〉（2003）一文，始較

留意馬所具有的文學指涉意義，與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稍近，但因兩

文均僅討論個別詩篇，前者主要由〈白駒〉一詩出發，後者則涉論五

首詩，分別為《鄭風．大叔于田》、《秦風．小戎》、《小雅．皇皇

者華》、《魯頌．駉》及《小雅．白駒》）中的「馬」之意象，且未

及「車」，遂令本文仍有續論之空間。歐陽勤、蔡鎮楚〈《詩經》與

周代車馬〉，觸及文化層面的解析，但於車馬的文學意象仍未關注；

郝思瑾、胡政〈《詩經》中「馬」的多重涵義〉（2004），解釋馬「的

文化意蘊與文學隱喻」，但屬於概述性質，未有較深入的剖析，且不

及「車」；張虹〈《詩經》馬類興象之生命含蘊初探〉（2008），則

探討「馬」在《詩》中的比興意涵，在文學與文化層面都有頗具見地

的闡發。14 

總體而言，前行研究關於《詩經》及其時代的車馬形制與文化意

蘊，均已有相當程度的探討，但在文學意象上的闡釋則仍有深化的空

間。本文之撰寫，即冀於前行研究的基礎上賡續發掘《詩經》中車馬

意象所具有的文學與文化意涵。  

綜觀《詩經》中言及車馬的詩，其主旨多與「行役」、「戰爭」、

「田獵」及「婚姻」（或婚戀）有關，而這些主題則多可連結至貴族

之事，蓋因古代車馬十分昂貴，本非一般民眾可以擁有使然，以下將

有詳論。此處必須先說明的是，雖說一首詩之題旨未必憑藉某個意象

便能貞定，但某些經常在某種類型詩歌中出現的名物意象，其既為詩

義組成的一環，且重複性高，其對詩旨具歸納性的強化作用，應允為

合理之事實。換言之，車馬意象既經常出現在某些主題的詩歌中，那

                                                 
14 張虹，〈《詩經》馬類興象之生命含蘊初探〉，《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第 4 期（2008 年），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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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應已具備強化該主題意指的功能（參第三節），故可以作為理解詩

意的主要線索。  

二、車馬與婚姻（戀） 

《詩經》中所述車馬意象與「婚戀」有關者，略整理如下表：  

表一 《詩經》中指涉婚戀的詩篇 

篇題 章節 內容 備註 

周南．卷耳 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同上 三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同上 四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周南．漢廣 二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同上 三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召南．鵲巢 一 之子于歸，百兩御之。 「之子于歸」同見於〈漢

廣〉。 

同上 二 之子于歸，百兩將之。  

同上 三 之子于歸，百兩成之。  

召南．何彼襛矣 一 曷不肅雝，王姬之車。  

鄘風．干旄 一 素絲紕之，良馬四之。  

同上 二 素絲組之，良馬五之。  

同上 二 素絲祝之，良馬六之。  

衛風．碩人 三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 
「四牡有驕」可與《小

雅．車舝》「四牡騑騑」

並看。 

衛風．氓 二 以爾車來，以我賄遷。  

王風．大車 一 大車檻檻，毳衣如菼。  

同上 二 大車啍啍，毳衣如璊。  

鄭風．有女同車 一 有女同車，顏如舜華。  

鄭風．丰 三 叔兮伯兮，駕予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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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秦風．車鄰 一 有車鄰鄰，有馬白顛。  

陳風．匪風 一 匪風發兮，匪車偈兮。  

 二 匪風飄兮，匪車嘌兮。  

豳風．東山 四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皇駁其馬」可與〈漢廣〉

「言秣其馬」並看。 

小雅．桑扈 三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同上 四 乘馬在廐，抹之摧之。  

小雅．車舝 一 閒關車之舝兮，思孌季女

逝兮。 
 

同上 五 四牡騑騑，六轡如琴。  

小雅．白華 八 有扁斯石，履之卑兮。之

子之遠，俾我疧兮。 
雖不見車馬名稱，但「有

扁斯石」與乘車有關。 

 
案：車馬在先秦時代即與婚姻制度息息相關，特別是貴族階級，14《左傳．

宣公五年》：「冬，來，反馬也。」杜預（222-285）注：「禮，送女留其送

馬，謙不敢自安，三月廟見，遣使返馬。」孔穎達（574-648）疏：「禮，

送女適於夫氏，留其所送之馬，謙不敢自安於夫。若被出棄，則將乘之以

歸，故留之也。至三月廟見，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留之馬，

以示與之偕老，不復歸也。」15 這種寄寓夫妻白首偕老的「反馬」之禮，

不見於《儀禮．士昏禮》，何休（129-182）曾據此作〈膏盲〉以難《左氏》，

鄭玄（127-200）則作〈箴膏盲〉為《左傳》辯護，概謂「昏禮者，天子、

諸侯、大夫皆異也。……士妻始嫁，乘夫家之車也……，國君之禮，夫人

始嫁，自乘其家之車。」同時引述《詩經．鵲巢》：「之子于歸，百兩將之」

                                                 
14 許進雄：「（古代）車子的造價高，非一般人所能擁有。尤其是著重能快速奔跑的馬車，由於馬

的性格不羈，需要專門人才經過精選良種及長期訓練才能勝任，要高級貴族才能有此財力。故馬

及馬車一直是有權勢者的寵物及表徵。」引見：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臺北：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8），頁 377。 
15 引見：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氏傳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

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1988），卷 22，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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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士人娶妻乘夫家之車馬的禮制，但並未進一步舉證《詩經》與「反馬」

之禮有關的詩章。16 但無論如何，《左傳》所記「反馬之禮」及鄭玄的訓

解，約略可見車馬在周代貴族婚禮中的重要義涵。 

《詩經》有無「反馬」之禮，難有塙論，唯鄭玄所謂「國君之禮，

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車」的禮制，則似乎可於《衛風．碩人》中窺

得。《詩序》稱此詩「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不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17 但《毛傳》在「衣錦褧衣」

句則謂「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18 明確點出本詩的婚禮

意指。宋人戴溪（1141-1251）《續呂氏家塾讀詩記》指出：「（〈碩

人〉）三章言出嫁之時。」19 即謂本詩第三章「碩人敖敖，說于農

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係描述莊姜出嫁的過程。明．

何楷（1594-1645）《詩經世本古義》亦云：「〈碩人〉，衛傅母作

也。莊姜始嫁，至衛先容後禮，傅母作此以勵之。」20 何氏之說顯然襲

用《魯詩》，但也扣合了婚嫁之旨。王先謙（1842-1917）認為「詩但言

莊姜戚族之貴，容儀之美，車服之備，媵從之盛，其為初嫁時甚明。」21 綜

合上述訓解，則詩云「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既用以描述

莊姜出嫁，即可能係如鄭玄所言「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車」的古禮。

22 
值得留意的是，「四牡ＸＸ」是一個重複性極高的句型，其出現

在〈碩人〉，同時亦見於《小雅．車舝》。《詩序》說此詩「大夫刺

                                                 
16 同上註。 
17 引見：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

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1988），頁 129。以下引用，簡稱《十三經注疏．

詩經》。 
18 前揭書頁。 
19 引見：宋．戴溪，《續呂氏家塾讀詩記》（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 1，頁 14。 
20 引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北：商務印書館，

1970），第 35 冊，卷 19 之上，頁 84。 
21 引見：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卷 3 下，頁 277。 
22 陳溫菊指出，〈碩人〉所云：「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是莊姜出嫁情景的寫照。乃

其所乘之車，宜為「厭翟」，與「重翟」均為以翟羽為飾的車蔽，屬於大型車種，可駕四馬，故

云：「四牡有驕」。參見：陳溫菊，《詩經器物考釋》（臺北：文津出版社，2001），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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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不加於民。周人思得賢女

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23 唯朱熹（1130-1200）認為本詩「詩詞和雅，

無嗟怨之意。《詩序》以為刺幽王褒姒之說，牽合附會過遠。」24 故

解之為「燕樂其新昏之詩。」25 從本詩末章「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來看，朱注可從；又本詩四章言及「陟彼高岡，析其柞薪」，魏源

（1794-1856）業已指出：「《三百篇》言『娶妻』者，皆以『析薪』

起興。蓋古者嫁娶必以燎炬為燭，故〈南山〉之『析薪』、〈車舝〉

之『析柞』、〈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與此『錯

薪』、『刈楚』同興。」26 更足見本詩隱寄的婚姻意指。「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上接「四牡騑騑，六轡如琴」，應是用以描述婚禮迎

親的景況。27 依此看來，「四牡ＸＸ」的句型在〈碩人〉與〈車舝〉

中應具有指涉婚禮意旨的功能。28 

除了「四牡ＸＸ」句型可關連至婚戀主題外，「ＸＸ其馬」亦與

新婚有關。最明確者莫過於《周南．漢廣》二章「之子于歸，言秣其

馬」、三章「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及《豳風．東山》：「之子于

歸，皇駁其馬」。  

「之子于歸」是《詩》中常見的「套語」（formula）29，除前述

                                                 
23 《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484。 
24 朱守亮，《詩經評釋》（臺北：學生書局，1984），下冊，頁 655。 
25 宋．朱熹，《詩經集注》（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1），頁 127。 
26 清．魏源，《詩古微》（長沙：岳麓書社，1989），頁 424。 
27 引見：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質疑朱熹的注解，其謂：「古者娶婦之家，三日不舉樂。《朱

傳》以〈車舝〉為燕樂其新昏，殆未講於斯禮乎？」引見：《皇清經解毛詩類彙編》（臺北：藝

文印書館，1984），頁 151。近人王靜芝亦云：「詩中所敘，始云閒關車轄，末云四牡騑騑，六

轡如琴。是首尾皆寫親迎之事，並非主在燕樂。」見：王靜芝，《詩經通釋》（臺北：輔仁大學

文學院，1985），頁 473。 
28 許又方曾撰〈《詩經》中的「四牡ＸＸ」〉一文，根據王靖獻的《詩經》套語理論，分析此一句

型的主題性指意功能，認為在《詩經》中凡言及「四牡ＸＸ」者，都與「貴族之事」（婚姻、軍

事或田獵等）有關。許文刊北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合刊《中國文學學報》，第七期，2016 年

12 月，頁 15-28。 
29 本文所謂「套語」（formula），係根據王靖獻在其所著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43 中所下

的定義：「『套語』是由至少三個字所形成的一組表義單元，其在相似的韻律型態下，重複出現

於一首或多首詩中，以表達一既有的基本意念。」（A formula is a group of not less than thre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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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詩外，尚見於〈桃夭〉、〈鵲巢〉、〈燕燕〉等。〈桃夭〉鄭玄

箋云：「之子，嫁子也。」30 朱熹所注義同。31 故詩中凡言「之子

于歸」者，均具婚義，「言秣其馬」句接續其後，其指涉婚姻更為明

確。但若謂「言秣其馬」之所以令人聯想到婚姻，實因前句「之子于

歸」引導所致則又不然，蓋據《鄭箋》：「之子，是子也，謙不敢斥

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礼餼，示有意焉。」32 所謂

「餼」，《儀禮．聘禮》：「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33 

鄭玄將「秣其馬」與「致礼餼」綰合，表明「言秣其馬」實亦婚禮制

度之一環。清．胡承珙（1776-1832）《毛詩後箋》說得更清楚：「《詩》

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

興；『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禮行之。」34 準此，則詩

中「言秣其馬，駒）」者，應指古代婚姻中以車馬親迎之禮，亦即前

述鄭玄引述〈鵲巢〉「之子于歸，百兩將之」所言的「士妻始嫁，乘

夫家之車也」的制度。準此，依照王靖獻對「套語」的定義：「以表

達一既有的基本意念」（見註 28），則詩句套式與〈漢廣〉「之子

于歸，言秣其馬」幾乎相似的〈東山〉末章：「子之于歸，皇駁其馬」

應該也指涉了婚姻之義，鄭玄在箋此章時便明確表示：「倉庚仲春而

鳴，嫁取之候也。……歸士始行之時，新合婚禮，今還，故極序其情

以樂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車服盛也。」35 

依前述衍申，則《小雅．鴛鴦》三、四章：「乘馬在廐，摧之秣

                                                                                                                      
forming an articulate semantic unit which repeats, either in a particular poem or several, under similar 
metrical conditions , to express a given essential idea.）依其標準，則「子之于歸」即為「套語」，

「言秣其Ｘ」亦可視為套語型式。 
30 《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37。 
31 朱注：「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見：朱熹，《詩經集注》，頁 4。 
32 《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62。 
33 引見：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年江

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1988），卷 19，頁 289。 
34 引見：清．胡承珙，《毛詩後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67 冊，卷 1，頁 33。 
35 《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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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所提及的車馬意象應與婚姻之義有關。

雖然《詩序》釋本詩為「刺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36，《毛傳》及《鄭箋》亦依其旨，將「秣馬」解為「愛

國用也，以興於其身」37，但若與〈漢廣〉一詩互讀，則似亦可解為

指涉婚禮。對此，明人何楷《詩經世本古義》便云：「（乘馬）」二

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頌禱之意。……〈漢廣〉之詩曰：『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38 所以他將解本詩之旨為「美大

昏也，疑為幽王娶申后作。」連一向斥其「解《詩》穿鑿」的姚際恆

（1647-1715）都忍不住誇讚此說「近理」。39 特別「鴛鴦」一詞，

《鄭箋》已留意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的匹偶之義，40 其用以

寄寓新婚夫婦情誼不渝之誼甚為恰適，因此雒江生（1938-）《詩經

通詁》便謂本詩為「貴族婚禮之祝頌詞」。41 本文以為，此詩中的

「秣之摧之」云云，應與〈漢廣〉「言秣其馬」的意指相近，是婚禮

親迎前之準備工作。此外，〈桃夭〉中述及的「百兩」云云亦屬形容

婚禮「車服之盛」的習語，《大雅．韓奕》四章描述「韓侯取妻」時，

便謂「百兩彭彭，八鸞鏘鏘」。  

除前所述外，若就名物意象言，吾人尚可於其它各詩中尋得車馬

為《詩經》時代婚儀中重要元素的內證。如《衛風．氓》二章：「以

爾車來，以我賄遷」，雖然《毛傳》僅訓解「徑以女車來迎我，我以

所有財遷徙就女也。」42 但結合前章「匪我愆期，子無良媒」及《毛

傳》對「來即我謀」的注解：「欲與我謀為室家也」43 以觀，可以

                                                 
36 同上註，頁 481。 
37 同上註，頁 482。 
38 引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 18 之上，頁 28。 
39 姚氏云：「愚案：此說始於鄒肇敏，謂咏成王初昏。而何氏因以為幽王，較鄒自勝。何氏解《詩》

穿鑿，似此近理者絕少，恐其埋於荊榛中，故表而出之。」引見：姚際恆，《詩經通論》，《續

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62 冊，卷 11，頁 161。 
40 參前揭書頁。 
41 參見：雒江生，《詩經通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 626。 
42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35。 
43 同上註，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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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所謂「以爾車來」即指駕車親迎的婚禮制度，因此朱守亮《詩經

評釋》在解釋此章時便直言：「二句言以爾之車來，我則以財物遷往

汝家而嫁之也。」44 

另如《鄭風．有女同車》一章：「有女同車，顏如舜華」，《詩

序》云：「刺忽也。鄭人刺忽之不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

之，齊女賢而不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見逐，故國人刺之。」45 詩

旨是否確與公子忽不婚於齊有關，無有的論；但細繹所言，《詩序》

作者顯然已讀出本詩中隱寄的婚姻意指，因而乃有「不昏」、「妻之」、

「不取」等語。若綜觀全詩，自始至終均洋溢著男女歡笑幸福之情，

而《鄭箋》在訓注「有女同車」句時，雖仍循《詩序》「刺忽」的本

旨，但卻提到「不取齊女，親迎與之同車。」；釋「有女同行」，則引《儀

禮．士昏禮》云：「女始乘車，壻（婿）御輪三周，御者代壻。」46 足見

漢人其實早已自「車」的意象中掌握本詩所具的婚禮含意。因此，宋

人王質（1001-1045）《詩總聞》乃謂此詩：「所見親迎之禮，彼美

之貌，似是與婦成禮而非憚耦辭昏者。」47 同代范處義（？）《詩

補傳》也說：「同車同行，親迎之禮也。」48 近人聞一多（1899-1946）、

糜文開（1908-1983）、裴溥言及朱守亮等，亦皆同此說。49 依此，

則車馬所具的婚姻意指，又得一證。至若同為《鄭風》的〈丰〉，三、

四章分別提及「駕予與行」、「駕予與歸」，蘇轍（1039-1112）《詩

集傳》、嚴粲（？）《詩緝》及聞一多《風詩類鈔》均指為結婚親迎

                                                 
44 朱守亮，《詩經評釋》，上冊，頁 186。 
45 《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70。 
46 前揭書，頁 171。《儀禮．士昏禮》原文作：「婿御婦車，授綏；姆辭不受。婦乘以几，姆加景，

乃驅。御者代。婿乘其車，先俟于門外。」見：《十三經注疏．儀禮》，頁 42。 
47 引見：宋．王質，《詩總聞》（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 4，頁 76。 
48 引見：宋．范處義，《詩補傳》，《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經部．詩類》（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8），第 24 冊，卷 7，頁 84。 
49 聞一多《風詩類鈔》：「〈有女同車〉，記親迎也。」見：聞一多，《聞一多全集．四》（臺北：

里仁書局，2000），頁 49。糜文開、裴溥言，《詩經欣賞與研究》（臺北：三民書局，1987、

1991），頁 399：「這是新郎娶親，在歸途中贊美他新娘的詩。」朱守亮，《詩經評釋》：「此

蓋婚者美其新婦之詩。」，上冊，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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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禮，可參證。  

確定車馬意象在《詩》具有指示婚姻義涵的功能，可以協助吾人

解讀若干主旨稍顯晦澀的詩章，例如《小雅．白華》：「有扁斯石，

履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詩序》說此詩「周人刺幽后也。

幽王取申女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

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50 是否合於史實，無

法考究。但很顯然的，《詩序》作者已經讀出本詩中寄寓的「棄婦」

51（所以言「黜申后」）與「婚戀」52（所以言「取申女」）意涵。

若自「有扁斯石，履之卑兮」來看，末章所言實與車馬有關。《毛傳》：

「扁扁，乘石貌。王乘車履石。」53 則所謂的「斯石」，即是古人

乘車時用以輔助登車的踏腳石，「乘石」在此實指涉「車行」之意，

故下接「之子之遠」，意正連貫。如果我們進一步結合前述「之子于

歸」的套語義與車馬名物意象，很容易便將此章與婚姻之意相連結。

換言之，「之子之遠」似是《邶風．燕燕》：「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及同樣述及婚姻

的《邶風．泉水》、《鄘風．蝃蝀》、《衛風．竹竿》：「女子有行，

遠兄弟父母」54 等詩句義涵的濃縮，意指所嫁之人將離我遠行，故

詩人中心哀痛，遂言「俾我疧兮」。復自本詩第四、六章「實勞我心」

句看，此一套語同時見於《邶風．燕燕》三章及〈雄雉〉二章。〈燕

燕〉「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勞我心」之具婚義已不待

言，乃〈雄雉〉所謂「雄雉于飛，下上其飛，展矣君子，實勞我心」

                                                 
50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515。 
51 王靜芝：「細味此詩，……祇為棄婦之言耳。」見：氏著，《詩經通釋》，頁 494。 
52 英人 Arthur Waley 即將此詩歸入「婚姻」（Marriage）一類。參見：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37), pp. 103-104。 
53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518。 
54 〈泉水〉「女子有行」《毛傳》：「行，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見：《十三經注疏．詩經》，

頁 101。另，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北京：中華書局，1989），卷 4，頁 84：「桓九

年《左傳》：『凡諸侯之女行』，杜注：『行，嫁也。』……女子有行，即謂女子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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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雖未必指涉婚媾，實亦寄有強烈的愛戀思慕意涵。55 再者，

六章「有鶖在梁」，七章「鴛鴦在梁」也具有習套性質，與同為寓示

戀愛之旨的《曹風．候人》二、三章「維鵜在梁」56 及前述《小雅．

鴛鴦》二章「鴛鴦在梁」相近，且「鴛鴦在梁，戢其左翼」組句更與

〈鴛鴦〉二章完全相同，57 足見兩詩在意指上頗有可通之處。又，

本詩七章「二三其德」同見於《詩經》另一首棄婦詩〈氓〉四章，看

來都是對「無良」、「罔極」者背叛婚姻的控訴。因此，本文認為，

〈白華〉一詩所謂的「有扁斯石，履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應該是藉婚禮以車親迎的實況來表述「之子」另從他人，以致詩人心

痛悲苦。  

進一步衍申，「婚戀」可引申出「思念」，故車馬意象在《詩》

中亦用以傳達思念，最明確者為《周南．卷耳》，二章云：「陟彼崔

嵬，我馬虺隤」；三章云：「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四章則謂：「陟

彼砠矣，我馬瘏矣」。雖然《詩序》一本其「詩教」立場將此詩解為

「后妃之志」云云，58 但細讀全詩，詩人分明是藉己馬疲累的意象

隱喻一己「嗟我懷人」的困頓心境。清人方玉潤（1811-1883）便謂：

「此詩當是婦人念夫行役而憫其勞苦之作。」59 就「套式」來看，

《詩經》中每言「陟彼ＸＸ」，多表「思念」之情。如《召南．草蟲》

二、三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見君子，憂心惙惙。」、「陟

彼南山，言采其薇。未見君子，我心傷悲。」及《小雅．杕杜》三章：

                                                 
55 朱熹認為此詩：「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

于外，而自遺阻隔也。」參見：《詩經集注》，頁 16。 
56 許又方曾仔細考察〈候人〉一詩，自原始意象及套語應用等層面遍引古籍與各家註解相互參照，

認定本詩乃為一少女思念、愛慕一位與其身分相距懸殊的「彼其之子」之情感表露。參見：許又

方，《虹霓的原始意象在中國文學中的表現及其意義》（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論文，

1997），頁 127-159。 
57 陳子展引證陸佃《埤雅》、羅願《爾雅翼》及李時珍《本草綱目》，認為「鶖」當是鵜形目鵜鶘

科一種大型的水鳥。並特別強調「〈候人篇〉說：『維鵜在梁』和此詩『有鶖在梁』文句正同。」

參見：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891-892。 
58 同上註，頁 33。 
59 引見：清．方玉潤，《詩經原始》（北京：中華書局，198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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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彼北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均是。類似的句法

與意指同見於《魏風．陟岵》、《小雅．北山》、《小雅．車舝》等。

同時，「陟彼ＸＸ」句後經常接「言采ＸＸ」，據陳炳良研究，《詩》

中凡涉「採集」意象，亦多用以表達「思念」。60〈卷耳〉一詩，同

時用了「登高」、「採集」及象徵婚戀的車馬意象，其表達思念的主

旨實至顯不過。  

至若《王風．大車》一、二章：「大車檻檻，毳衣如菼」、「大

車啍啍，毳衣如璊」，《詩序》釋本詩詩旨為：「刺周大夫也。禮義

陵遲，男女淫奔，故陳古以刺今大夫不能聽男女之訟焉。」61 這個

詮釋雖不出「詩教」的原則，但「男女淫奔」云云卻也洩漏了此詩原

本訴及男女愛戀、彼此思念的基調。漢．劉向（前 77－前 6）做《列

女傳》，在〈貞順篇〉中將此詩定為息國夫人為表貞潔而身殉的絕命

之辭，62 顯已觸及本詩的情愛之旨。明人朱謀瑋，萬曆時人）《詩

故》亦謂本詩：「商者之婦寄其夫也。」63 明言夫婦之情；方玉潤

《詩經原始》則說：「周人從軍迄無寧歲，恐此生永無團聚之期，故

念其室家而與之訣絕如此，然其情亦可慘矣！」64 也是扣準了思念

其妻（室家）的主旨。從本詩「豈不爾思，畏子不敢」、「豈不爾思，

畏子不奔」及末章「死則同穴」的誓言來看，本詩應為男女相戀盟誓

之辭。至於「大車檻檻，毳衣如菼」、「大車啍啍，毳衣如璊」等等，

「毳衣」應如聞一多所言，係車之帷毡，65 而詩人所以涉及車馬，

可能用來指示婚禮親迎，清光緒時人吳懋清所著《毛詩復古錄》即云：

「時尚能以禮為政，無故不親迎者，黨正有罰。婦人亦知守法，因作

                                                 
60 參見：陳炳良，〈從采蘋到社祀〉，《幼獅學誌》第 16 卷第 1 期（1980 年 6 月），頁 120-132。 
61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53。 
62 引見：漢．劉向，《古列女傳》，《四部叢刊初編．史部》（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長沙葉氏觀

古堂藏明刊本，未著出版年），卷 4，頁 53。 
63 引見：明．朱謀瑋，《詩故》，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70），第 6 冊，卷 3，頁 31。 
64 引見：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200。 
65 參見：聞一多講授，劉晶雯整理，《詩經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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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歌，以道其必待親迎之意。」66 茲暫從之。 

三、車馬與行役、戰爭、田獵 

《詩經》中最常出現車馬意象者，應屬與行役、戰爭、田獵等主

題相關之詩。其所以如此不難理解，蓋車馬在先秦時代是戰爭行役及

田獵中不可或缺的利器，故藉其意象以表達軍容（田獵）之壯盛或烘

托勇武之精神。67 若就文學創作而言，將車馬意象轉化為某種重複

性極高的句型，並反複出現於某些詩歌中，其主要作用就在強化某一

特定的意指，並令讀（聽）者在當下立即領略詩歌的主題義涵，此即

所謂的「主題化」作用。是故當車馬相關的字句在詩中被提及時，往

往便易於令人聯想到戰爭或田獵。這種作法如同王靖獻在其著作中所

提到：馬貢二世（Francis P. Magoun, Jr）從古英文詩歌中所歸納出的

揭露的「戰場禽獸」（Beasts of Battle）主題：「伴隨屠殺場面而提

及的狼、鷹與（或）渡鴉等禽獸。」（the mentions of the wolf, eagle, 

and/or raven as beasts attendant on a scene of carnage.）般：一旦指涉

或暗示（allude）戰鬥，吟誦者便立刻引入「禽獸」，其目的是「渲

染戰爭場面」（embellish a battle-scene）。68《詩經》中關於戰爭（行

役）、田獵主題的詩動輒引入車馬意象，目的也即在暗示軍容之壯盛

或武功之赫赫，例如被後代學者指為描述「宣王中興」69 的史詩群，

                                                 
66 參見：清．吳懋清，《毛詩復古錄》（臺北：廣文書局，1982），卷 2，頁 43。 
67 參：楊泓，〈戰車與車戰〉，《文物》1977 年第 5 期，頁 82-90；〈戰車與車戰二論〉，《故宮

博物院院刊》第 3 期（2000 年），頁 36-52。 
68 參見：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頁 20。 
69 所謂「宣王中興」之說，首見於《漢書．匈奴傳》：「至懿王曾孫宣王，……是時四夷賓服，稱

為中興。」見：漢．班固，《漢書》，卷 94 上（北京：中華書局縮印本，2000），頁 950。其

中並引用《小雅．六月》及〈出車〉詩句以證。今人裴普賢則做了詳細的考察，發現《國語》、

《竹書記年》等均有許多關於宣王事蹟的記錄，而清人顧尚之所輯《帝王世紀輯佚本》引《太平

御覽》則概要輯錄了歷來有關「宣王中興」的事蹟。參見：裴普賢、糜文開，《詩經欣賞與研究》

（臺北：三民書局，1991），第四冊，「宣王中興史詩的考察」一節，頁 553-602。顧炎武《日

知錄．變雅》云：「〈六月〉、〈采芑〉、〈車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

〈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强，車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劣矣！《正義》曰：「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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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均帶入車馬描述，用意即是如此。引申而下，車馬也可用來形容

國力強盛，《鄘風．定之方中》三章：「騋牝三千」，《孔疏》：「（文

公）既政行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

71 及《魯頌．駉》、〈有駜〉之借歌詠馬匹種類繁盛等均然。72 茲

先將《詩》藉車馬意象指涉行役及軍容的詩表錄如下，關於田獵者則

臚列於後： 

                                                                                                                      
于不足。」觀夫〈鹿嗚〉以下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不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

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不過曰「會朝清明」而止，

然宣王之詩不有侈于前人者乎？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

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不待沔水之憂，祈父之刺，而後見之也。」見：《原抄本日知錄》，

卷 3（臺北：明倫書局，1979）。言語之間，明顯已對宣王行徑多有質疑。但裴普賢以為，「夸

大之辭」本為《詩經》、甚至古代典籍敘事常見之手法，若徑以此而質疑或否定《詩》中關於宣

王的事蹟，未免草率。楊牧則認為，這些關於宣王的事蹟多數顯然都依《詩經》所頌文字推論而

得，未必真合乎史實，如此「以掌故相傳承，襲用似是而非概念，遂將繫託宣王時代的一系列征

戰作品當作宣王武功彪炳之證據」的讀詩法，既「不顧歷史材料的現實，再則忽視詩人修辭語言

的操縱」，可謂「文史兩失」。他並主張，所謂「宣王中興」，既未明白見諸史籍，也難自《詩》

中確切窺見，乃若從《大雅》、《小雅》所述宣王事跡觀之，則宣王不過是一位濫啟干戈、驕縱

侈靡的乖異君王罷了。參見：楊牧，〈古者出師〉，《隱喻與實現》（臺北：洪範書局，2001），

頁 231-244。 
70 過去學者對所謂「宣王史詩」的界定頗有歧異，顧炎武（1613-1682）《日知錄》謂「〈六月〉、

〈采芑〉、〈車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馬驌（1612-1673）《繹史》則採錄十五首，

分別為〈江漢〉、〈崧高〉、〈烝民〉、〈韓奕〉、〈常武〉、〈雲漢〉（以上《大雅》）、〈六

月〉、〈車攻〉、〈采芑〉、〈吉日〉、〈斯干〉、〈無羊〉、〈鴻雁〉、〈庭燎〉（以上《小

雅》），另並逸詩〈石鼓文〉等；崔述（1740-1816）《豐鎬考信錄》經過詳盡考證，汰除〈車

攻〉、〈斯干〉、〈無羊〉、〈鴻雁〉、〈庭燎〉及〈石鼓文〉，再加入〈出車〉，共計九首詩，

但同時刪去其中他認定的夸大之辭，故各詩只取片段。近人糜文開、裴普賢則根據前行研究，進

一步考證出本文所引據的十二首詩。關於各家對「宣王史詩」採錄的狀況及相關論證，參見：糜

文開、裴普賢，《詩經研究與欣賞》，前揭書頁。另參：裴普賢，《詩經比較研究與欣賞》（臺

灣：學生書局，1983），頁 239-287。 
71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17。 
72 呂華亮指出：「《左傳．召公四年》晉平公把『多馬』作為晉國攻無不克、戰無不勝的保證，朱

熹引《禮記》之語說：『問國君之富，數馬以對。』」都是把『多馬』作為國家強大的標志。所

以，〈駉〉寫魯國牧馬業繁盛，內中寄托著魯人對國家強盛的贊美和希望。」參見：呂華亮，《〈詩

經〉名物的文學價值研究》，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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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詩經》中指涉行役與戰爭的車馬套語與名稱 

篇題 章節 內容 備註 

小雅．采薇 四 彼路斯何，君子之車。戎

車既駕，四牡業業。 宣王中興史詩 

同上 五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四

牡翼翼，象弭魚服。 「四牡ＸＸ」句型 

小雅．出車 一 我出我車，于彼牧矣。 宣王中興史詩 

同上 二 我出我車，于彼郊矣。  

同上 三 出車彭彭，旂旐央央。  

小雅．六月 一 戎車既飭，四牡騤騤。 宣王中興史詩、「四牡ＸＸ」

句型 

同上 二 比物四驪，閑之維則。 「四驪」即「四牡」之變式 

同上 三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四牡ＸＸ」句型 

同上 四 元戎十乘，以先啟行。  

同上 五 戎車既安，如輊如軒。四

牡既佶，既佶且閑。 「四牡ＸＸ」句型 

小雅．采芑 一 

方叔涖止，其車三千。方

叔率止，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路車有奭。簟笰魚

服，鉤膺鞗革。 

宣王中興史詩 
「四騏」為「四牡」之變式 

同上 二 約軝錯衡，八鸞瑲瑲。 「八鸞ＸＸ」是一常見句型 

同上 三 方叔涖止，其車三千。  

小雅．車攻 一 
我車既攻，我馬既同，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宣王中興史詩 
「四牡ＸＸ」句型 

同上 二 田車既好，四牡孔阜。 「四牡ＸＸ」句型 

同上 四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四牡ＸＸ」句型 

同上 六 四黃既駕，兩驂不猗。 「四黃」為「四牡」之變式 

同上 七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小雅．黍苗 二 我任我輦，我車我牛。 宣王中興史詩 

同上 二 我徒我御，我師我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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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崧高 四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

膺濯濯。 
宣王中興史詩 
「四牡ＸＸ」句型 

同上 五 王遣申伯，路車乘馬。  

大雅．烝民 七 
仲 山 甫 出 祖 ， 四 牡 業

業。……四牡彭彭，八鸞

將將。 

宣王中興史詩 
「四牡ＸＸ」、「八鸞ＸＸ」

句型 

同上 八 四牡騤騤，八鸞喈喈。 「四牡ＸＸ」、「八鸞ＸＸ」

句型 

大雅．韓奕 二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宣王中興史詩 
「四牡ＸＸ」套語 

 三 其贈維何，乘馬路車。 「乘馬路車」為「路車乘馬」

之變式 

大雅．江漢 一 既出我車，既設我旟。 宣王中興史詩 

大雅．常武 一 整我六師，以脩我戎。73 宣王中興史詩 

魯頌．泮水 一 戎車孔博，徒御無斁。  

小雅．四牡 一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四牡ＸＸ」 

同上 二 四牡騑騑，嘽嘽駱馬。 「四牡ＸＸ」 

同上 五 駕彼四駱，載驟駸駸。 「四駱」為「四牡」之變式 

小雅．皇皇者華 二 我馬維駒，六轡如濡。 「我馬ＸＸ」、「六轡ＸＸ」

為常見之句型 

同上 三 我馬維騏，六轡如絲。 「我馬ＸＸ」、「六轡ＸＸ」

句型 

同上 四 我馬維駱，六轡沃若。 「我馬ＸＸ」、「六轡ＸＸ」

句型 

同上 五 我馬維駰，六轡既均。 「我馬ＸＸ」、「六轡ＸＸ」

句型 

小雅．緜蠻 一 命彼後車，謂之載之。  

                                                 
73 按：「戎」，《毛傳》、《鄭箋》均無注，僅言「治兵甲之事」。（見：《十三經注疏．詩經》，

頁 691）朱熹則訓為「兵器」（見：《詩經集注》，頁 171）。若參《秦風．小戎》，《毛傳》

訓為「兵車」；又《詩》中有「戎車」（《魯頌．泮水》、《小雅．采薇》、《小雅．六月》及

《小雅．采芑》）及「元戎」（《小雅．六月》），均為兵車之名。則〈常武〉之「戎」或亦可

解為「兵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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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二 命彼後車，謂之載之。  

同上 三 命彼後車，謂之載之。  

小雅．北山 三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四牡ＸＸ」、「王事ＸＸ」

為常見之句型 

小雅．杕杜 三 檀車幝幝，四牡痯痯。 「四牡ＸＸ」句型 

大雅．大明 八 檀車煌煌，駟騵彭彭。 「四牡ＸＸ」句型 

大雅．皇矣 七 與爾臨衝。  

同上 八 臨衝閑閑。  

大雅．抑 四 脩爾車馬，弓矢戎兵。  

大雅．桑柔 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四牡ＸＸ」句型 

秦風．小戎 一 
小戎俴收，五楘梁輈。游

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

暢軗，駕我騏馵。 

 

同上 二 
四牡孔阜，六轡在手。騏

駵是中，騧驪是驂。龍盾

之合，鋈以觼軜。 

「四牡ＸＸ」、「六轡ＸＸ」

句型 

同上 三 俴駟孔群。 「俴駟孔群」可視為「四牡

孔阜」之衍生變式 

 
綜觀上表，《詩經》中凡言及戰爭（軍功）、行役主題者，74 多會引用某些

與車馬意象有關且重複性極高的句型，其中最常見的套語為「四牡ＸＸ」

（18 次），其次則為「Ｘ車ＸＸ」、「Ｘ車既Ｘ」（合計 10 次）及「八鸞Ｘ

Ｘ」、「六轡ＸＸ」（合計 7 次）等。如前所述，這些車馬名物及句型一旦

進入詩句結構，會引發讀（聽）者的制約反應，立即掌握詩的主要意指。 

這種手法同見於描述「田獵」的詩，表列如下：  

                                                 
74 按：〈車攻〉一詩，就內容看，較偏向「田獵」主題。但若據多數學者看法，其係以田獵彰顯宣

王的軍功。《詩序》：「〈車攻〉，王復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復文武之境土，脩

車馬、備器械，復會諸於東都。因田獵而選車徒焉。」故仍暫列於形容「軍功」一節。引見：《十

三經注疏．詩經》，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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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詩經》中指涉田獵的車馬套語與名稱 

篇題 章節 內容 備註 

秦風．駟驖 一 駟驖孔阜，六轡在手。
「駟驖」為「四牡」之變式、

「六轡ＸＸ」句型 

同上 三 遊于北園，四馬既閑，

輶車鸞鑣，載獫歇驕。
「四馬」為「四牡」之變式 

小雅．吉日 一 田車既好，四牡孔阜。
「Ｘ車既Ｘ」、「四牡ＸＸ」

句型 

同上 二 吉日既好，既差我馬。  

小雅．車攻 一 我車既攻，我馬既同，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宣王中興史詩 
「Ｘ車既Ｘ」、「四牡ＸＸ」

句型 

同上 
二 田車既好，四牡孔阜。

「Ｘ車既Ｘ」、「四牡ＸＸ」

句型 

同上 
四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駕彼ＸＸ」、「四牡ＸＸ」

句型 

同上 
六 四黃既駕，兩驂不猗。

「兩驂ＸＸ」為常見之句型 
「四黃」為「四牡」之變式 

同上 七 蕭蕭馬鳴，悠悠旌旗。  

鄭風．大叔于田 一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

如組，兩驂如舞。 

「兩驂ＸＸ」句型 
「兩服ＸＸ」與「兩驂ＸＸ」

同屬系列句型 

同上 
二 叔于田，乘乘黃。兩服

上襄，兩驂上襄。 
「兩驂ＸＸ」、「兩服ＸＸ」

句型 

同上 三 
叔于田，乘乘鴇。兩服

齊首，兩驂如手。……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兩驂ＸＸ」、「兩服ＸＸ」

句型 

召南．騶虞 一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 
騶虞一詞待考，實與田獵有

關，詳後述。 

同上 二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

于嗟乎騶虞。 
 

與行役、戰爭之詩相同，車馬既為田獵所需之工具，《詩》中每言田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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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介入與車馬有關的句式及名物，其作法合理可知。此處需稍作考辨的是

《召南．騶虞》一詩。《詩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

化行，人倫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類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75 既提到「蒐田」，知其與田獵有關，自詩文「壹

發五豝」、「壹發五豵」觀之，則更顯著。關鍵在「騶虞」一詞，《毛傳》

解為「義獸也，白虎黑文，不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76《鄭箋》、

《孔疏》無異議。不過，《孔疏》提及「田獵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

之者。……」77 留下一絲線索供後代學者察考。按：「虞人」即《周禮．

夏官．司馬》所記：「中冬教大閱。前期，群吏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

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78 協助田獵的官

員。是則「騶虞」會否與「虞人」有關？嚴粲《詩緝》即主張「成十八年

《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六騶屬焉，使訓群騶知禮』，是騶為

騶御也。朱氏《孟子解》：以虞人為守囿之吏，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

虞為虞人也。」，並謂「田獵則騶御及虞人咸在。」79 戴震（1724-1777）《毛

鄭詩考正》亦云：「騶虞，……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80 段玉裁

（1735-1815）於《說文解字》「騶」篆下注：「廄御也。按：騶之假借作

趣，《周禮》、《詩》、《周書》之『趣馬』。」、「按：趣者，疾也，掌疾養馬，

故曰騶，其字从芻馬，正謂養馬也。」81 又《左傳．成公十八年》：「程鄭

為乘馬，御六騶。」杜預注：「六騶，六閑之騶。《周禮》：『諸侯有六閑馬』。」

《孔疏》：「《周禮》掌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年《傳》稱豐點為孟氏之

                                                 
75 同上註，頁 68。 
76 同上註。 
77 同上註。 
78 引見：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年江

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1988），頁 444。 
79 引見：宋．嚴粲，《詩緝》（臺北：廣文書局，1989），卷 2，頁 25。 
80 引見：清．戴震，《毛鄭詩考正》，嚴一萍輯，《百部叢書集成．之五四》（臺北：藝文印書館，

1967），卷 1，頁 3-4。 
81 引見：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影印清．經韻

樓藏版，1974），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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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騶，則騶亦御之類。……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說者也。』

《周禮》：『趣馬，下土，掌駕說之頒。』是騶為主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

82 綜上所述，則「騶」即《周禮．夏官．司馬》所謂「掌贊正良馬，而齊

其飲食，簡其六節」83 的「趣馬」一職，負責為古代宮廷管理良馬，《詩

經》中的《小雅．十月之交》及《大雅．雲漢》均可見此名，《毛傳》

訓為「中士也，掌王馬之政。」84 如此看來，所謂「騶虞」為「義獸」云

云，當為《毛傳》望文生訓，其本義應即為古代宮廷管理馬政（騶）及負

責田獵事務（虞）的兩種官名之合稱。〈騶虞〉一詩，看似無馬，實則亦

有車馬的意指在其中。 

四、貴冑與思慕 

從上論延伸，田獵在古代既為貴族的活動，故《詩》中言田獵之

事者，經常也藉車馬以形容貴族的身分與能力，《鄭風．大叔于田》、

《秦風．駟驖》及《小雅．吉日》、《小雅．車攻》均為顯例。〈大

叔于田〉以駕車技術形容大叔之「多才」、「好勇」，讚美中寓諷刺，

85 筆法十分特殊。而〈駟驖〉一詩「美秦襄公」86；〈車攻〉詠「周

宣王復古」；〈吉日〉「美宣王田也」，87 均借田獵美讚國君，三

首詩中亦皆可見「四牡ＸＸ」的句型或變式，其中〈吉日〉及〈車攻〉

另皆有「Ｘ車既Ｘ」句型，而〈駟驖〉則另有「六轡ＸＸ」套式。這

些車馬句式除了是構成田獵主題的重要元素外，同時也用來形容尊貴

之氣。擴大而言，不止「田獵」，《詩》中凡言「四牡ＸＸ」、「六

                                                 
82 引見：《十三經注疏．左傳》，頁 487。 
83 引見：《十三經注疏．周禮》，頁 494。 
84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407。 
85 《詩序》：「〈大叔于田〉，刺莊公也。多才而好勇，不義而得眾也。」引見《十三經注疏．詩

經》，頁 163。 
86 參見：前揭書，頁 234。 
87 參見：前揭書，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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轡ＸＸ」、「鸞聲ＸＸ」、「八鸞ＸＸ」者，多有歌頌貴族的義涵隱

寄其中。「四牡有驕」（〈碩人〉）、「四牡騑騑」（〈車舝〉）之

言婚姻；「四牡脩廣」（〈六月〉）、「四騏翼翼」（〈采芑〉）之

狀軍威；「四牡蹻蹻」（〈崧高〉）、「八鸞將將」（〈烝民〉）、

「六轡沃若」（〈裳裳者華〉）之詠君容等，固已不待言；即如「四

牡痯痯」（〈杕杜〉）之狀行役辛苦者，其實也有人君之影在其中，

此由詩中每言「王事靡盬」可知。蓋「四牡」本為「人君所乘駕」88，

除非參與諸侯行役，否則「非庶人尋常得乘」89。根據《逸禮．王度

記》：「天子駕六，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90 則四牡

之車為諸侯專用，合乎《詩》中所詠。另案：「六馬」之說，除《逸禮》

之外，另見於《尚書．夏書》：「予臨兆民，懔乎若朽索之馭六馬。」《正

義》：「經傳之文惟此言六馬。漢世此經不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

公羊》說天子駕六；《毛詩》說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度記》云：

『天子駕六』，鄭玄以《周禮．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

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六，非

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六以言之。」91「天子駕六」之說，不

見於《詩經》，尊如周襄王，《小雅．車攻》美其田獵亦但言「四馬」

而已。92 清．陳奐（1786-1863）《公羊逸禮考徵》亦云：「禮，大

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93 不過，2002 年在中

國洛陽「王城文化廣場」（原名「河洛文化廣場」）東周墓室考古發

現了一輛「六馬之駕」，為《逸禮》「天子駕六」之說提供了實證。

                                                 
88 《小雅．節南山》：「四牡項領」，《鄭箋》：「四牡，人君所乘駕。」引見：前揭書，頁 396。 
89 《小雅．杕杜》《孔疏》。前揭書，頁 341 
90 引見：周．淳于髠等，《王度記》，嚴一萍輯，《百部叢書集成．之十三》（臺北：藝文印書館，

1967），頁 1。 
91 引見：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光緒二十年江

西南昌府學刊本，1984），頁 100。 
92 案：《鄘風．干旄》三章有「良馬六之」之語，唯其所謂「六」，據《鄭箋》，係指「四馬六轡」，

非指馬匹數。參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24。 
93 引見：清．陳奐，《公羊逸禮考徵》（北京：中華書局，198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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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姑先不論「駕六」、「駕四」孰是，至少就現存史料而言，《詩

經》時代的「四牡」之車所代表的權貴義涵至為明確，用之為貴族之

暗示或形容，理所當然。  

正因四馬象徵諸侯之尊，故古者君主相贈，亦以四馬為禮，以示

尊榮。《秦風．渭陽》一章「路車乘黃」、《小雅．采菽》一章：「君

子來朝，何錫予之。雖無予子，路車乘馬」、《大雅．崧高》四章：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五章：「王遣申伯，路車乘馬」、〈韓奕〉三

章：「其贈維何，乘馬路車」等，所言皆然。所謂「乘」，即指四馬，

〈渭陽〉詩《毛傳》已見，〈大叔于田〉「乘馬」、〈崧高〉「乘馬」

等，注皆同。95 至於「路車」，《大雅．韓奕》《毛傳》：「人君之

車曰路車。」96《周禮．春官．宗伯》提到「王之五路」，分別為「玉路」，

用以祭祀；「金路」，用以迎賓；「象路」，用以朝覲及封異姓；「革路」，

以「封四衛」；「木路」，以「封藩國」。鄭玄注謂：「王在焉曰路。」

賈公彥疏：「路，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凡

言玉路、金路、象路者，皆以玉、金、象為飾。」97 是則凡國君所

乘車皆曰「路」，並依功能不同而有相異的裝飾材質。贈送車馬常見

於春秋，《左傳．莊公十八年》即有「虢公、晉侯朝王，王饗醴，命

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的記載；98〈僖公廿三年〉則有公子

重耳至宋，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乙事；99〈僖公三十三年〉年另

記陽處父「解左驂以公命贈孟明」一節；100〈襄公十九年〉又有公「賄

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之述。101 這些史事與《詩

                                                 
94 參見：陶新偉，〈從「六馬之駕」觀周代禮制對東周王室的作用〉，《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第 23 卷第 4 期（2007 年 8 月），頁 24-26。 
95 以上分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246、164、672。 
96 同上註，頁 681。 
97 參見：《十三經注疏．周禮》，頁 413-415。 
98 參見：《十三經注疏．左傳》，頁 158-159。 
99 同上註，頁 252。 
100 同上註，頁 291。 
101 同上註，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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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觀，足見先秦時期國君以贈車馬表示尊榮的慣例。 

車馬以示尊榮，由此延申，則又以車馬象徵人格之美與賢能。《衛

風．淇澳》一詩，《詩序》以為「美武公之德」，102 三章云：「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毛傳》：「寬能容眾。」並謂「重較，卿士

之車。」《孔疏》則進一步解釋：「《輿人》注云：『較，兩輢上出

軾者。』」103 據《論語．鄉黨》皇侃疏云：「古人乘露車……，皆

於車中倚立，倚立難久，故於車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凭之，謂之為

『較』，《詩》云：『倚重較兮』是也。」104 是則所謂「較」，即

古人站立乘車時所用的「扶手」。何以言「重較」？據揚之水考證，

隴縣邊家庄春秋墓出土的車，其扶手「煨出一個彎曲的弧」，便是「重

較」，即《說文》所說的「車上曲鉤」。另外，河南浚縣、山西侯馬、

河南淮陽等地東周古墓所出土的「銅較」，其狀正如曲鉤。105 換言

之，所謂的「重較」，實為將原先平整無奇的「較」做出較美觀且奇

特的形狀與裝飾，用以彰顯車主的身分。〈淇澳〉三章正以「重較」

襯映武公的尊貴，再以他站立車中「寬兮綽兮」的從容姿態寄托其胸

襟之開闊，則車做為人格之象徵，於此可窺一二。106 

此外，《小雅．白駒》以「皎皎白駒」通貫四章之首，朱熹注云：

「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107 是以白駒烘托賢者；《周頌．

有客》:「亦白其馬」，亦用「白馬」象徵微子「獨賢而見異」之美；108

《小雅．節南山》七章：「四牡項領」，則是以「馬久養而不用，則

                                                 
102 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26。 
103 同上註，頁 128。 
104 引見：南朝梁．皇侃，《論語義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類》（臺北：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8），第 68 冊，卷 6，頁 186。 
105 參見：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頁 447-448。 
106 類似這種藉裝飾車輛來傳達人物之美的手法，《詩》中多見，例如《周頌．雝》：「鞗革有鶬」，

即是於轡首上冠以金飾；《大雅．韓奕》：「鞗革金厄」所述近同。以上並參：《十三經注疏．

詩經》，頁 735、680。 
107 引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97。 
108 參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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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癱腫不宜於駕」來比喻「廢賢而不用」。109 這些詩例均「以馬喻

賢」，將馬視為人格尊美的象徵，其修辭手法正與屈原以「騏驥」隱

喻其志氣高潔不與流俗沆瀣如出一轍，110 最後馴至成為中國文學一

普遍的象徵。  

用車馬描述行役、戰爭、田獵，或形容尊貴賢能的詩，每每亦衍

生出「思念」或「愛慕」之情。《邶風．擊鼓》描述一位軍士跟隨孫

子仲攻伐陳與宋，在一場激烈的戰鬥後倖存，踽踽獨行於南國的城漕

裏，四顧茫然無所依歸，不知身在何處，也不知自己的馬逸向何方（「爰

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一說謂：「行役而死曰喪馬，猶在家而死

曰捐館舍。」111 則「喪馬」似乎已暗示詩人之命在旦夕。他因此召

喚自己的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林之下。以軍行

必依山林，死傷病亡當在其下。」112 並且對心愛的戀人留下最沈痛

哀傷的遺言：「死生契闊，與子成說，執子之手，與子偕老。于嗟闊

兮，不我活兮；于嗟洵兮，不我信兮。」曾經立下的白頭偕老誓言，

隨著他生命將殞，永遠無法實現。 

類似〈擊鼓〉這般因行役、戰爭而引發對家鄉、情人強烈思念的

詩在《詩經》中可謂屢見不鮮。在這些詩中，車馬一方面形容行役之

勤與軍容之盛，一方面卻也暗示著日夜波奔、離家益遠，而思念愈深

的感傷。《小雅．四牡》是最好的例子，啟首言「四牡騑騑，周道倭

遲」，即已透露行役不止之苦，後接「豈不懷歸」、「我心傷悲」、

「不遑將父」、「不遑將母」、「將母來諗」，更是明確道出對父母

家庭的殷殷思念。其它如〈皇皇者華〉：「我馬維駒……載馳載驅」、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采薇〉：「戎車既駕，四牡業業」而導

致「靡室靡家」、「不遑啟居」，最後感嘆「行道遲遲，載渴載飢，

                                                 
109 參見：雒江生，《詩經通詁》，頁 519。 
110 〈卜居〉：「寧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 
111 引見：張樹波，《國風集說》（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93），上冊，頁 285。 
112 《邶風．擊鼓》「于以求之，于林之下」《孔疏》語。引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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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以及〈出車〉：「我出我車……，僕夫況瘁」、

〈杕杜〉：「檀車幝幝，四牡痯痯」、「女心傷止，征夫遑止」、〈北

山〉:「四牡彭彭，王事傍傍」、「王事靡盬，優我父母」等……，

莫不是藉車馬指涉行役征戰之苦、並因此導致懷鄉思歸之悲的最佳寫

照。  

至於以車馬象徵貴族尊榮、進而引發傾慕思念之情的詩，可以《小

雅．蓼蕭》及《小雅．裳裳者華》為代表。《詩序》謂「〈蓼蕭〉，

澤 及 四 海 也 。 」 113 朱 熹 則 說 是 「 諸 侯 朝 見 天 子 ， 天 子 與 之 燕

以 示 慈 惠 。 」 114 嚴 粲 《 詩 緝 》 認 為 「 〈 蓼 蕭 〉 之 詩 以 零 露 喻

王 澤 ， 以 既 見 君 子 稱 天 子 ， 其 下皆稱讚天子之辭。」115 至於〈裳

裳者華〉，《詩序》說此詩「刺幽王也。古之仕者世祿，小人在位，

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類，絕功臣之世焉。」116朱熹沒有採用這種觀

點，而是認為「此天子美諸侯之辭。」117多數學者看法類此。依此看

來，這兩首詩並無傾慕之情，何以本文引以為例？  

若自「套語」觀察，則另有蛛絲馬跡可為他解。本文擬援引《鄭

風．野有蔓草》作為比對，茲將三首詩分列如下表，以清眉目：  

 
詩題／

章數 野有蔓草 蓼蕭 裳裳者華 

一章 

野 有 蔓 草 ， 零 露 漙

兮。有美一人，清揚

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蓼 彼 蕭 斯 ， 零 露 湑

兮。既見君子，我心

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 裳 者 華 ， 其 葉 湑

兮。我覯之子，我心

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二章 
野 有 蔓 草 ， 零 露 瀼

瀼。有美一人，婉如

清揚。邂逅相遇，與

蓼 彼 蕭 斯 ， 零 露 瀼

瀼。既見君子，為龍

為光。其德不爽，壽

裳 裳 者 華 ， 芸 其 黃

矣。我覯之子，維其

有章矣。維其有章，

                                                 
113 同上註，頁 348。 
114 引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88。 
115 引見：嚴粲，《詩緝》，卷 18，頁 7。 
116 同上註，頁 479。 
117 引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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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偕臧。 考不忘。 是以有慶矣。 

 
〈蓼蕭〉首章以「蓼彼蕭斯，零露湑兮」起興，其中「零露ＸＸ」

句型同見於《鄭風．野有蔓草》一、二章。朱熹直言本詩「男女相遇

於野田草露之間。」118 王質《詩總聞》及明．季本（1485-1563）《詩

說解頤》所見略同。119 周策縱（1916-2007）甚至認為《詩》中凡言

「霜」、「露」意象者，均與婚期有關。120 從句構來看，〈蓼蕭〉

之「蓼彼蕭斯」即「野有蔓草」，均以植物起興；「零露湑兮」（二

章言「零露瀼瀼」；三章為「零露濃濃」）意同「零露瀼瀼」；至於

「既見君子」云云，無論是稱讚其「為龍為光」、「其德不爽」，則

〈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一句足以盡括其意；而「我心寫兮」則喜

悅之情等同於「適我願兮」。至於「壽考不忘」，則與〈淇澳〉「終

不可諼兮」、〈考槃〉：「永矢弗諼」意近，表示念慕之誼永難忘懷。

這充分說明〈蓼蕭〉一詩具有可解釋為與〈野有蔓草〉般描述愛戀傾

慕之情的空間。  

若自「既見君子」套語考察，則〈蓼蕭〉隱寄的傾慕之情應更顯

著。「既見君子」在《詩》中凡 22 見，分散於 9 首詩，皆用以傳達

詩人對特定人士的尊崇或愛慕，其後類接「我心則降」（〈出車〉）、

「我心則休」（〈菁菁者莪〉）、「云何不樂」（〈揚之水〉）一類

形容歡欣愉悅之情的句型。相反的，「未見君子」（見於 6 首詩），

則是「惄如調飢」121（〈汝墳〉）、「憂心如醉」（〈晨風〉）、「我

心傷悲」（〈草蟲〉），其間所傳達的思念之誼，不言可喻。  

                                                 
118 同上註，頁 45。 
119 參見：明．季本，《詩說解頤》，王雲五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0），第 32 冊，卷 7，頁 26。另，王質：「當是深夜之時，男女偶相遇者也。」見：《詩總

聞》，卷 4，頁 86。 
120 參見：周策縱，〈古代的婚期與霜露〉，《古巫醫與六詩考》（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86），

第四章。 
121 聞一多考證「調飢」與〈株林〉的「朝食」、〈蝃蝀〉、〈候人〉之「朝隮」、屈原〈天問〉「鼂

飽」及宋玉〈高唐〉的「朝雲」，義涵都與「性」有關，具情慾的意指。參見：聞一多，《詩經

講義》，頁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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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蓼蕭〉如此，〈裳裳者華〉亦然。首章云：「裳裳者華，其葉

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二章近同。其句法顯係結合〈野有蔓

草〉及〈蓼蕭〉而成，意指幾同自不在話下。如果我們進一步參照前

述表達婚戀之情的〈車舝〉一詩第四章：「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

其柞薪，其葉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則更明確。「其葉湑兮」

全同固不必論，「鮮我覯爾」亦即「我覯之子」，而詩人心中歡愉一

樣以「我心寫兮」表示。  

此外，近代學者多解為「歌詠婚俗」122 的詩《豳風．伐柯》123 二

章同見「我覯之子」的套語，二章言「伐柯伐柯，其則不遠。我覯之

子，籩豆有踐。」王靜芝訓「我覯之子」為「新婦」，並解釋本章之

旨：「言伐樹以取斧柄之事，其法則不遠，就手中所執之舊柄之式樣

伐之，即得新柯矣。娶妻能有媒，亦若伐柯有固定之禮可循也。」124 

〈伐柯〉之後的〈九罭〉一詩首章亦言「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

袞衣繡裳。」聞一多認為「魚」是「公子」的隱喻，以密網（罭）攔

大魚，意同於用截留袞衣的手段來留公子，是愛情的表徵。125 準此，

「我覯之子」套語在各詩中均有指涉戀愛婚姻之意，若援以為詮釋〈裳

裳者華〉一詩的基旨，似亦可通。 

準前述，〈蓼蕭〉四章「鞗革忡忡」、「和鸞雝雝」以轡、鈴126 

暗示車馬，並用以烘托君子之尊貴；〈裳裳者華〉四章則直接以「乘

其四駱，六轡沃若」表達同樣的意指，而君子的尊貴華美，則間接觸

發了詩人的傾心思慕。當然，除了正面的詠嘆以表達念慕之意外，詩

                                                 
122 王靜芝：「此是咏婚姻宜禮之詩。」見：王靜芝，《詩經通釋》，頁 326。糜文開、裴普賢：「〈伐

柯〉是咏周代婚姻禮俗的一首詩。」朱守亮所見亦同。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435。 
123 葉舒憲認為，「伐柯」具有「性愛」的隱義。參見：葉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西安：陝西

人民出版社，2005），頁 632。 
124 引見：王靜芝，《詩經通釋》，頁 327。 
125 聞一多〈說魚〉。收入：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神話與詩》（臺北：里仁書局，1993），頁

117-138。 
126 《毛傳》：「鞗，轡也；革，轡首也。……在軾曰和，在鑣曰鸞。」則一指車轡，一指車鈴。參

見：《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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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常以車馬的驅馳影射貴族間不倫情慾的橫流，例如《齊風．載驅》

一章：「載驅薄薄，簟茀朱鞹」、二章：「四驪濟濟，垂轡濔濔」，

用雄偉的馬匹及豪華的車飾暗示齊襄公以貴族之尊，竟毫不遮掩地與

其妹文姜私通淫亂，127 相對於《詩》中所描述平民幽會多在山林草

野，「魯道有蕩」、「行人彭彭」之公然、「四驪濟濟」、「簟茀朱

鞹」之高調，在在暴顯襄公與齊姜完全不覺羞愧的醜惡心態。於此亦

足見古代詩人運動車馬意象之多元靈活。  

五、結語 

透過詩之語句的歸納與互文比較，並參證前人的詁訓，本文大抵

掌握了車馬名稱及品類經由文字意象化處理後在《詩》中所寄寓的結

構性意指。普遍說來，「車馬」在《詩經》中具有指涉及強化某種類

型化意義的作用，其或用以表達婚戀，或藉以指陳戰爭、行役或田獵，

又或引以為貴族之襯托，並爰此而引發思念傾慕之情。換言之，車馬

在《詩經》創作的運用中，並非僅僅作為其自身原有的名物實際指稱

而已，而是具備主題化作用的元素，用來強化詩的主旨。《詩經》名

物意象廣泛，除車馬外，尚能開發的面向仍夥，本文的探討僅是立基

於前輩學人研究成果上所做的粗淺嘗試，其所不足處，除待日後賡續

研究外，尤盼方家有以賜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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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ages of Horses and 
Carriages in The Book of Songs 

Hsu, Yu-F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images of horses and carriages in The Book of Songs. It summarizes the 

formulas, intertextual comparison, and past scholars’ glosse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how objects and categories of horses and carriag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poetic structures through textual imagery and endowed 

“themed” functions, thu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eation of poetry and conveyance of mean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formulas or objects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hree motifs: “marriage”, “battle-attending”, and 

“atheling”. Consequently, horses and carriages appeared in The Book of 

Songs can be used to express affections of “missing someone” and 

“adoration”, not merely representing the meanings of original objects.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horses and carriages, cultural meaning, set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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