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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為《詩經》疑難詞語訓解通常會利用形訓、音訓、義訓、境訓、修辭、

文法、構詞等種種方法解決，但是有時候不免面臨一些困難，例如古漢語單

音詞的多義性、特殊句法、興句的意象義、名物與禮制、或訓詁與文化等等

問題，甚至有些時候或許每一字詞意思能清楚訓釋，但是那一句話在整章中

如何串講，因為不明語境，因而各家訓解不一，莫衷一是。本文試以「言告

師氏」、「魴魚赬尾」、「退食自公」、「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等六條詩句為例，這只

是《詩經》訓詁問題的冰山一角，以見《詩經》訓詁之困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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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詩經》疑難詞語訓解通常會利用形訓、音訓、義訓、境訓、修辭、文

法、構詞等種種方法解決，但是有時候不免面臨一些困難，例如古漢語單音詞

的多義性、特殊句法、興句的意象義、名物與禮制、或訓詁與文化等等問題，

甚至有些時候或許每一字詞意思能清楚訓釋，但是那一句話在整章中如何串

講，因為不明語境，因而各家訓解不一，莫衷一是。本文試以「言告師氏」、

「魴魚赬尾」、「退食自公」、「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相鼠

有皮，人而無儀」、「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等六條詩句為例，這只是《詩經》

訓詁問題的冰山一角，以見《詩經》訓詁之困難一般。  

二、言告師氏〈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何害何否？歸寧父母。   

  〈周南．葛覃〉詩旨據《周禮．九嬪》：「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禮記．昏義》：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未毀教于公宮，祖禰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儀禮．士婚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

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陳奐《詩毛氏傳疏》：「…古者后夫人三月廟見，

使大夫寧，有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

當有此。且此篇三章皆言后妃在父母家事，唯末句纔說到嫁耳。若作歸寧連文

解，大失經恉。說文晏，安也。詩曰以晏父母，許引三家詩與毛詩文異，而義

                                                 
   本文引《詩》及新式標點符號係據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 9 月初版。） 
   見《十三經注疏．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116。 
   見《十三經注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1002。 
   見《十三經注疏．儀禮》（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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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同。」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承

上『后妃在父母家』而言，是此詩污私澣衣皆未嫁時之事。…段玉裁謂《毛傳》

“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為後人所加。』今按：段說是也。序文『歸安父

母』原指經『言告言歸』而言，《傳》義不應與序違異。以《說文》引詩『以

晏父母』證之，經文原作『以寧父母』。後人因序文有『歸安父母』之語，遂

改經為『歸寧父母』，又妄增《傳》文，不知序云『歸安父母』，特約舉經文

『言告言歸，以寧父母』也。孔疏因以經言污私澣衣為在夫家之事，誤矣。」
 等文獻，應是貴族女子嫁前三月受教於公宮、宗廟，而非出嫁之後歸寧父

母。末章「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句中「師氏」為何人？職掌何種職務？其身

分尊卑如何？由於各家訓釋不一，有進一步探究必要。試引以下六家訓解如下： 

(一)毛《傳》： 

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二)鄭《箋》： 

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

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三)孔《疏》： 

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

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

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

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

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傅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父

母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傅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

                                                 
   見陳奐《詩毛氏傳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6 年 10 月初版 7 刷）頁 22。 
   見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 2 月 1 版 3 刷）頁 39-40。 
   見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 1973 年 9 月出版）頁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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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

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

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

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   

(四)朱熹《詩集傳》： 

「師，女師也。」   

(五)聞一多《詩經通義》： 

案古者女子將嫁，師氏教以事人之道，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

也。《白虎通．嫁娶篇》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取大

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

《儀禮．士昏禮》鄭注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姆，即師氏（詳下。）如班、鄭所云，其人既為大夫之妾，士之

妻，老而無子，又出而不復嫁，則師氏之名，雖若甚尊，其職則甚卑。因知

所謂德言容功者，亦不過倫常日用之委瑣細故，論其性質，直今佣婦之事耳。

《說文》曰：「妿，女師也…讀若阿，…」「妿，女師也…讀若母」，是女

師一曰妿姆者，即《史記．倉公傳》之「阿母」。今呼佣婦或曰阿媽，即阿

母矣。師氏或以男為之，《墨子．尚賢下篇》曰：「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師僕即師氏之男者。謂之僕，則其地位之低可知。要之，女師之職，略同奴

婢，特以其年事長而明于婦道，故尊之曰師，親之曰姆（母）耳。《詩》曰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告者，告師氏為己浣

衣也。「薄」為命令之詞。師氏本封建貴族之一種家庭奴隷，故詩人之言如

此。《傳》、《箋》專就其教人之事言之，則一若其道甚嚴而位甚尊者，此

不可不辯者。 

《十月之交》、《雲漢》兩師氏皆男官。《十月之交篇》以膳夫、內史、趣

馬、師氏相次，《雲漢篇》以趣馬、師氏、膳夫相次。于《周禮》序官，內

                                                 
   見《十三經注疏．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31-32。 
   見朱熹《詩集傳》（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4 月 3 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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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師氏并中大夫，膳夫上士，趣馬下士。或晚周之制如此。周初師氏與膳

夫、趣馬秩位當不相上下，故詩人錯互稱之。《周禮．師氏職》曰：「居虎

門之左，司王朝…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與）則從。聽治，亦如

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此其職事，多虎賁氏、司隷、閽人、隷僕等為關聯，其初係同官亦未

可知。（陳奐疑師氏與虎賁氏初本同官，近確。）由是觀之，師氏職位，本

近鄙賤。男官如此，女官從而可知焉。   

(六)楊合鳴《詩經疑難詞語辨析》： 

“師氏”是什麼人？《詩序》說：“《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

則志在于女紅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詩序》認為“師

氏”是教給后妃“婦道”的“師傅”（老師）。這種說法後來受到越來越多

的懷疑。人們覺得，讓后妃去采葛、織布、洗衣，似乎都不太可能。于是有

的學者另立新解。余冠英《詩經選》：“這詩寫一個貴族女子準備歸寧的事。”

這裏的“師氏”，就相當于今天的“佣婦”，地位同奴婢相當。作如此理解，

對詩的第三章可通，但與前二章相脫節，因而是說亦不可取。 

鄧荃說：“《葛覃》，女奴思歸。”此說切近詩意。從生產規模及緊張程度

看，這很可能是一首描寫手工業作坊中女奴生活的詩。我國西周時期，就已

有手工業作坊。周代銅器銘文上就有“臣妾百工”的話。“臣妾”即家內奴

隷，“百工”即手工業奴隷。《詩經》中言及“師氏”的，除此詩以外，還

有《小雅．十月之交》“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大雅．雲漢》“趣馬師

氏，膳夫左右”。“趣馬”主管養馬，“膳夫”主管國王后妃的飲食。《詩

經》中以“師氏”與“趣馬”、“膳夫”并稱，可見官職相當。由此看來，

此詩的“師氏”，應當就是手工業作坊中管理女奴的工頭。   

  首先楊合鳴引鄧荃：「應當就是手工業作坊中管理女奴的工頭」，此說太

過於臆測。《周禮》中稱師之官職甚多，或掌授業，或掌百官府中副職、或為

官吏之長，或掌兵戎之事，或掌其他百工，如果這些人都可以簡稱「師氏」的

                                                 
   見聞一多〈詩經通義．周南〉（收入《聞一多全集》第二冊《古典新義》。臺北：里仁書局 2002 年 12 月 15
日初版二刷）頁 111 乙-112 乙。 

   見楊合鳴《詩經疑難詞語辨析》（武漢：崇文書局 2003 年 5 月 1 版 2 刷）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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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麼師氏應該遍及各種行業職責，位置亦有高低之別。其中可以確定為女

性的師氏職有天官中的「九嬪」（但名稱不以師為記）、「追師」，後者（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以待祭祀、賓客。」  非詩中掌教職之師氏；前者（九嬪）掌「婦學之灋，

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掌

女子四德之教，其身分據錢玄編《三禮辭典》：「王之妃妾。在后、夫人之下，

掌教婦學…」  其職責最類似詩中師氏，但不知王之妃妾是否也負責貴族女

子婚前受教於公宮、宗室的四德教育？當時應無所謂手工業作坊，或有為貴族

家庭製造及準備各種日常用物的奴僕，但並非集體大規模的生產作業，將師氏

看成是管理女奴的工頭，從女德的學習，轉到勞動生產，不僅穿鑿臆測，亦不

合詩意。  

  聞一多採班固《白虎通．嫁娶篇》「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

婦道者」、《儀禮．士昏禮》鄭玄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

能以婦道教人者。」但兩說對女師身分、來源的說法並不相同，聞氏並未清楚

說明以何說為是。而且他說：「告師氏為己浣衣也，『薄』為命令之詞，師氏

本封建貴族之一種家庭奴隷，相當佣婦，不論男師或女師都是賤職。」此說亦

值得商榷。詩末章意思應為：「於是告訴師氏，於是告訴她我要回家，快快洗

我的衣服…」並非命令師氏洗衣，反而是告假於師氏要回家，問安父母的口吻。

顯然師氏不類佣婦，而是管理者。 

  毛《傳》、鄭《箋》、朱《傳》都釋為女師，依毛鄭的說法是教四德適人

之道的女性，但並未對師氏來源多作解釋。孔穎達《正義》引〈昏禮〉云：「姆

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若今時乳母矣！」並證以《公羊傳．襄公三十年》；又引何休云：「選老

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

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再引〈內則〉云：

「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

                                                 
   見《十三經．周禮》頁 129。 
   見《十三經．周禮》頁 116。 
   見錢玄編《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3 月 1 版 2 刷）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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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三說對於師氏的來源、

身分亦不一致。  

  前述師氏身分除了《周禮》九嬪之外，加上孔穎達指出的三種身分，大致

有四種。從詩意看師氏是在公宮、宗室的女德教導者，未必是賤職，似乎也不

太可能是〈昏禮〉注的「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及〈內則〉的

「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因為這兩種婦女只是保姆身分，主要以養育、

保護貴族女子為主，隨時都在身邊可以施教，何須婚前刻意在公宮、宗室施教？

而且須向她告假，看來層級高於保母、佣婦，至於到底是《周禮》的九嬪？還

是何休注「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就不得而知了。《詩經》中一些

特殊的名詞、禮制，由於時代久遠，文獻記載缺乏等等原因，於是後代注家輾

轉引用其他文獻，今日我們面對精簡的詩歌語言，想確切的瞭解詩義，是件相

當困難的事。  

三、魴魚赬尾〈周南‧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朝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詩序》說詩旨為：「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毛《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

鄭《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

之酷烈，是時紂存。」  ，舊說以此詩寫文王事紂時事，崔述《讀風偶識》：

「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  詩旨當以崔說為

是。  

  孔穎達《正義》： 

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

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

                                                 
   竝見《毛詩鄭箋》頁 5。 
   見崔述《讀風偶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64 冊，頁 246。 



．東海中文學報． 

 ．20．

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

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

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

「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勞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

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徉為魚肥，不指魚名，猶

自有肥而尾赤者…   

  孔穎達疏通毛、鄭、《詩序》，並補充《左傳》引《詩》以魚勞則尾赤喻

淫縱，與詩原意不同。 

  朱熹《詩集傳》：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魚本白，

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

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

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

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

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政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

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狹昵之私，則

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

憂，亦通。   

朱熹發揚《詩序》、《傳》、《箋》之意，無異於漢學家訓解。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韓詩．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為《箋》

義所本。惟《說文》、《字林》並云：「魴，赤尾魚也。」據《爾雅》：「魴，

魾。」郭注：「江東呼魴魚為鯿。」案鯿、魴，魾三字皆一聲之轉。《本草

綱目》云：「一種火燒鯿，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

赤章。」今江南有鯿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火燒鯿，殆即古之魴魚。詩

人以魚尾興王室之如燬，後人遂以火燒鯿名之，乃徵《說文》、《字林》之

                                                 
   同註 9，見《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44。 
   同註 10，見朱熹《詩集傳》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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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至魚勞則尾赤，服虔以釋《左傳》「如魚赬尾」非此詩之義也。   

  馬瑞辰以魴魚為赤尾魚（火燒鯿）較之舊說魚勞則尾赤無稽之談，尤顯通

達。而且說詩意如下： 

「父母孔邇」，《箋》云：「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

以免於害。」《列女傳》以〈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言國家多難，惟勉

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為《箋》義所本。《韓詩外傳》云：「家貧

親老，不擇官而仕」，引《詩》「父母孔邇」。《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

云：「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後漢書》周磐讀〈汝墳〉卒

章，喟然而嘆曰：「夫王家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則以父母甚迫近饑寒

之憂故也。」說本《韓詩》。竊謂二說皆似未確。細繹詩意，蓋幸君子從役

而歸，而恐其復往從役之辭。首章追溯其未歸之前也，二章幸其歸也，三章

恐其復從役也。蓋王政酷烈，大夫不敢告勞，雖暫歸，復將從役，又有棄我

之虞。不言憂其棄我，而言父母，《序》所謂「勉之以正」也。言雖畏王室

而遠從行役，獨不念父母之甚邇乎。古者「遠之事君，邇之事父」，《詩》

所以言「孔邇」也。   

馬氏不僅指出舊說之誤，還提出各章詩意，十分切合詩中文字。但說以魚尾赤

色興王室如燬（馬氏訓燬為火），雖勝於舊說，但兩者除了顏色皆紅可相類比

之外，其他特質毫不相類，甚難將兩者聯想在一起，何以要找赤尾魚來類比王

室的急難呢？  

  高亨《詩經今注》為了彌合兩者距離，增加情境訓解說：「作者烹魴魚給

丈夫吃，見到魚尾紅似火燒，聯想到王室也如火燒。」  增字訓解固不足取。 

  聞一多〈說魚〉一文，以「魚」為象徵男性情偶的隱語，他說： 

王室指王室的成員，有如「公子」、「公族」、「公姓」等稱呼，或如後世

稱「宗室」、「王孫」之類，燬即火字，「如火」極言王孫情緒之熱烈。「父

母孔邇」一句是帶著驚慌的神氣講的。這和〈將仲子篇〉「仲可懷也，父母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66-67。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68。 
   見高亨《詩經今注》（臺北：里仁書局 1981 年 10 月 15 日出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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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亦可畏也」表示著同樣的顧慮。   

  推究聞氏說此詩句應是：王孫情欲如火愛上一個女子，但女子受制於禮

教，憂懼父母的意見。將此詩視為愛情詩，是受到佛洛伊德性心理學說，以及

我國文學民歌中多以魚為男女象徵廋語之影響。聞氏的說法和《左傳．哀公十

七年》鄭眾以為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甚為類似  ，但那並非〈汝

墳〉詩原意，杜預、孔穎達皆不然之。  

  《詩經》中類似這樣代表景物意象的興句，由於經常是虛設的，和代表本

事意象的應句，確實未必都能找到彼此清晰的連繫線索  ，因而造成訓詁的

困難。  

四、退食自公〈召南．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詩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  姚際恆《詩經通論》不僅對《詩序》的批評最為中

的，而且對詩意的詮解亦切近詩中文字：  

小序謂「鵲巢之功致」，甚迂，難解。大序謂「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其

謂「德如羔羊」，謬不待辨；即所謂「節儉正直」，詩中于何見耶？大夫羔

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贊美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又何

以獨知其正直乎！…此篇美大夫之詩，詩人適見其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飾、

步履之間以歎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可于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

                                                 
   見《聞一多全集．神話與詩》「說魚」（臺北：里仁書局 2000 年 4 月 10 日初版二刷）頁 120 甲。 
   見《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1045。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句毛《傳》雖未標興，但從其一貫標興的特徵，可知「魴魚赬尾」是一種興的作法。

龍師宇純〈也談詩經的興〉一文（文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創刊號 1991 年）指出毛《傳》僅

於首章標興，他章起頭雖是興亦不標。另外古添洪〈詩經國風藝術形式的簡繁發展〉一文（收入林慶彰編《詩

經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7 年 9 月初版，頁 167-207）將詩句分為興句與應句兩部份，前者都是

景物，是虛的；後者都是本事，是實的。並舉「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興句和「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應句，

景物意象未必與本事意象有密切的關聯，景物意象僅是襯托的，加強氣氛的虛意象，不應求深刻淫亂的解釋。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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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漢、唐以來詮解，皆從《詩序》加以發揮。毛《傳》：「公，公門也。委

蛇，行可從迹也。」鄭《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

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鄭玄將退食說成減膳，自公說成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純為解釋《詩序》而

設。毛鄭兩家釋「委蛇」不同義，亦不明聯綿詞構詞特點。馬瑞辰《毛詩傳箋

通釋》：  

委蛇二字疊韻。毛公以為行有常度，故云行可從跡，從跡即蹤跡也。徐行者

必紆曲，〈君子偕老〉詩《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義與此傳合，

故《箋》申之以「委屈自得之貌」。《韓詩》以為公正貌，非也。曲與衺同

義，故衺貌亦謂之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說文》「迤，衺行也」，

又云「逶迤，衺去皃」，《廣雅》「委蛇，窊衺也」是也。委蛇本人行衺曲

之貌…   

馬氏這段對聯綿詞「委蛇」的訓解甚為精彩，但勉強通釋毛鄭則為不必。  

  孔穎達《正義》釋「退食自公」：  

《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為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

行可蹤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倣效也。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

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

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

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

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己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飨

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

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

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孔穎達《正義》融合魏晉時代王肅、孫毓之見，亦止於疏通《詩序》、毛《傳》、

                                                 
   見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廣文書局 1993 年 10 月 3 版）頁 40。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7。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88。 
   同註 9，見《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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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箋》。 

  宋以後各家訓解未必都能跳脫《詩序》之見，姑不再一一論述。謹就「退

食自公」句，各家訓解此召南官吏到底是在那吃飯？大略分成以下兩種說法： 

(一)從公署回家吃飯 
1. 朱熹《詩集傳》：「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委蛇，自得之貌。」   

2. 屈萬里《詩經詮釋》：「公，猶今言公署。退食，謂自公署退歸而進

食；猶今言下班也。」   

3. 王靜芝《詩經通釋》：「此詩一寫衣服，一寫退食，純為美南國大夫

燕居之情況。」   

4. 朱守亮《詩經評釋》：「退食：自公衙退值歸家而進食也，猶今言下

班回家吃飯。公：公署也，公衙也，執行政務之處也。」   

  今人說此句多依朱熹《詩集傳》，以為「退食自公」是從公署退歸家裏而

食。  

(二)在治事之館吃飯 
1. 陳奐《詩毛氏傳疏》：「公，公門，謂應門也。〈玉藻〉『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鄭注云『入，入應門也。』應門內治朝為卿

大夫治事之所，諸侯則為雉門。襄公七年《左傳》，《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   

2.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寶應劉履恂據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左傳》

『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為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以『退食自公』謂自公食而退，較《集傳》以退食為退朝而食於家為

善。古者卿大夫有二朝，〈魯語〉所云『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

朝』也。其在公各有治事之朝，勤於治事，不遑家食，則有公膳可食。

《詩》云『退食自公』，鄭著其盡心奉公。〈緇衣〉詩還而授餐，欲

                                                 
   同註 10，見朱熹《詩集傳》頁 42。 
   同註 1，見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31。 
   見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 1968 年 7 月出版）頁 66。 
   見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年 8 月初版 2 刷）頁 80。 
   同註 5，見陳奐《詩毛氏傳疏》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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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還食於家，所以見君之優賢。此詩退食自公，有不遑家食之意，所

以明臣之急公也。至《箋》以退食為減膳，則孫毓已駁之矣。」   

3. 姚際恆《詩經通論》：「《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此說本無

據。孔氏曰，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

稱之也；謂居于朝廷，非居于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註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為『大夫

燕居之服』，蓋誤解《毛傳》；然豈不見《孔疏》耶？又謂『美其衣

服有常』，夫服飾本有定制，衣服有常何足見其美！此贅辭也。又謂

『退朝而食于家』亦非。大夫自朝退後，各有治事之館，退食于此，

非私家也。若請假休沐，始歸家耳。」   

  公為公門（應門）或公署，從精簡詩句中無法確知。另由於語境不明，因

此此召南官吏退食回家或回治事之館？不能遽下斷語。亦無法從詩中判讀大夫

是勤於治事，而食治事之朝準備的公膳。縱使當時有所謂休沐制度，亦不能確

知此官吏是否休沐返家？   

五、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召南．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

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

從。 

  〈行露〉首章僅三句，不僅句數、詩義異於二、三章，而且意思的連貫也

不十分明顯，因而如宋代王柏《詩疑》、王質《詩總聞》、民國孫作雲《詩經

與周代社會研究》等皆懷疑此詩錯簡  。此詩曲式作 ABB 式，首章獨立，後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88。 
   同註 28，見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40。 
   王柏《詩疑》：「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

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四

庫存目叢書第 60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 1997 年出版）頁 516。王質《詩總聞》卷一：「聞句曰首章或上下中

間或兩句、三句，必有闕，不爾亦必闕一句，蓋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

館 2005 年出版）第 24 冊頁 198。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詩經的錯簡〉認為〈行露〉篇有錯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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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章聯吟複沓，《詩經》中除了〈行露〉之外尚有〈卷耳〉、〈車鄰〉、〈宛

丘〉、〈衡門〉、〈皇皇者華〉等篇皆作此式，未必可以輕率視為錯簡，或誤

合兩詩  。於是首章如何說解，它和其他兩章如何貫串，各家說法不一。 

  欲瞭解此詩首章之意宜從二、三章入手，二章詩以女子口吻反問男子誰說

雀無咮，然後質問如果雀無咮何以能穿我屋？接著類比男子侵犯之行為猶如鳥

雀，排比詩義，反問男子誰說你無成室家之禮，質問男子如果無成室家之禮，

何能速我訟，使我吃官司。第三章詩義未變，只是由雀鳥之侵犯行為換成老鼠。

《詩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也。」  此詩未必能確定與召伯聼訟有關，也未必講風俗衰微，貞信之教興，

但就詩中文字和語氣而言，《詩序》所謂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或鄭《箋》：

「女，女強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

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

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兩說近於詩義。陳奐《詩毛氏傳疏》：「《韓詩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

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禮，守死不往。』《列女傳》云：

『召南申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女不肯往。』服虔宣元年《左傳注》亦云：

『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  見韓魯兩家引詩義與毛略同。至於首章

應如何和二、三章銜接？而非誤合兩詩呢？  

  各家對首章的異議除了字詞的訓解之外，還有興、比之說的不同。毛《傳》：

「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鄭《箋》：「夙，早

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

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強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

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

 鄭《箋》以《禮》說詩，對毛《傳》興的解釋似乎有些迂曲。朱熹《詩集

傳》：「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

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彊暴所污者，

                                                                                                                                      
京：中華書局 1966 年 4 月 1 版，1979 年 12 月成都第 2 次印刷）頁 406-410。 

   詳參拙作〈詩經末章變調詩篇研究〉，文載《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5 卷，2004 年 7 月，頁 95-120。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7。 
   同註 5，見陳奐《詩毛氏傳疏》頁 57。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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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

之沾濕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

其沾濡也。」  朱熹釋「謂」為「畏」，是以賦說首章詩意，其實「…女子

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還是用「興」

暗喻說詩。朱熹的說法稍顯迂迴，且和二、三章詩意彌縫不十分密切。姚際恆

《詩經通論》：「一章此比也。三句取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之意。《集傳》

以為賦。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獨行，名為貞守，跡類淫奔，不可通矣。或謂蚤

夜往訴，亦非。」  早起夜行和違禮有何聯繫呢？姚氏如此說首章詩意，要

如何和二三章連貫呢？他並未說釋二三章。其實姚氏的說法還是「興」不是

「比」。首章三句確實不易訓解，「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句語義語氣如何？

未能確知。 

  「夙夜」，馬瑞辰釋為「夙興」（早起）是比較好的。《毛詩傳箋通釋》：

「詩中言『夙夜』不一，有兼指朝暮言者，陟岵『行役夙夜無已』之類是也，

有專指夙興言者，此詩『夙夜在公』及他詩『豈不夙夜』、『夙夜敬止』、『庶

幾夙夜』、『莫肯夙夜』皆是也。舊皆兼指朝暮言，失之。」  另外馬瑞辰

以「謂」為「畏」之通假字：  

謂，疑畏之假借。凡《詩》上言豈不、豈敢者，下句多言畏。〈大車〉詩「豈

不爾思，畏子不敢」，「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出車〉詩「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綿蠻〉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有《左傳》引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與此詩句法相類。〈釋名〉：

「謂，猶謂也。言得敕不自安，謂謂然也。」謂謂即畏畏耳。說文：「咄，

相謂也。」相謂即相驚畏之詞。「謂行多露」，正言畏行道之多露耳。僖二

十年《左傳》引此詩，杜注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懼釋

謂，似亦訓謂為畏。   

馬瑞辰的訓解有《詩經》相關文例為證，而且符合毛《傳》以興說詩。若是依

其意首章可串講為：「行道上濕答答的露水，我豈不早起趕路，會畏懼露水沾

                                                 
   同註 10，見朱熹《詩集傳》頁 39-40。  
   同註 28，見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39。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釋〈召南．采繁〉「夙夜在公」頁 76。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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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嗎？」其意象義為興訟必然沾惹麻煩，如同早行必然沾濕露水，但此女子以

強烈口吻說自己豈會畏懼乎！如此和二、三章態度強烈一致，而且詩義亦能流

暢貫串。但是果真興句的意象意如撰者的聯想認知嗎？多數人會同意撰者如此

串講詩意嗎？像上述姚際恆《詩經通論》就從違禮而行取喻，因而興句給了讀

者極大的解釋與接受空間。  

六、相鼠有皮，人而無儀〈鄘風．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全詩三章複沓，由鼠尚有皮、齒、體，而人無儀、止、禮，痛斥如此之人

不如快死。首句「相鼠」「相」字毛《傳》、鄭《箋》、朱《傳》皆訓以常義

「視」，於詩義無不通。獨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除引《傳》：「相，視

也」之外，又引「禮鼠」說如下： 

陳第〈相鼠解義〉云：「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

若拱揖然，故詩以起興。」又明陳耀文《天中記》：「詩相鼠，陸璣云：『河

東有大鼠，人立，交前兩腳於頭上，跳舞善鳴。』孫奕《示兒篇》云：『相，

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今

按相州以河亶甲遷於相得名，則地之名相已久，相鼠或以此得名。相鼠一名

禮鼠，韓昌黎〈城南聯句詩〉所云「禮鼠拱而立」也。又名雀鼠，見《爾雅

翼》。又名拱鼠，《關尹子》所云「師拱鼠制禮」也。   

馬氏兼採「禮鼠」說，但鼠之狀貌態度純為人經過藝術觀照轉化後的解釋，證

以動物行為學，恐難如陳第等人所理解，這樣的詮釋在莊子、惠施論辯魚樂已

開其端。《詩經》中有不少注家以此審美、藝術觀點訓解詩義，尤其是漢學派

《詩經》注家。例如毛《傳》釋〈周南．關雎〉「雎鳩」：「鳥摯而有別」  、

〈周南．螽斯〉《詩序》：「后妃子孫眾多，言若螽斯不忌，則子孫眾多也。」

                                                 
   同註 6，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 188。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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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

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周南．麟趾〉「麟」毛

《傳》：「麟信而應禮」  ，嚴粲《詩緝》：「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可

以踶而不踶；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

可以觸而不觸。」 51  〈召南．騶虞〉「騶虞」毛《傳》：「義獸也，白虎黑

紋，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52  〈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願言

則嚏」鄭《箋》：「…嚏當讀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

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 53  〈鄘風．螮

蝀〉「螮蝀」毛《傳》：「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

之敢指。」 54  〈曹風．鳲鳩〉「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鳲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55  …其例不勝枚舉。傳統傳注

釋《詩》，往往由此審美思維進行，不論汲取傳統文化思維，或創造文化新思

維，這種解釋方式，總是普遍且大量的出現在各種典籍注解中，不限於《詩經》，

而且大家也樂於欣賞這種荒謬的美感。  

七、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大雅．既醉〉 

  〈大雅．既醉〉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

飽以德」句歷來訓詁皆如字以「德」訓釋。《詩序》：「既醉，太平也。醉酒

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56  孔穎達《正義》：   

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

王之祭宗廟，群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

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3。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5。 

51    見嚴粲《詩緝》卷一（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7 年出版）第 22 冊頁 36。 
52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9-10。 
53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12。 
54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21。 
55    同註 7，見《毛詩鄭箋》頁 54。 
56    同註 9，見《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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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以歌其事也。… 57   

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禮，謂旅醻之屬，事，

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 58  嚴粲《詩緝》：「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群臣也。

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太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

語，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59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22：  

《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

之類，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

大福，謂之五福也。《說苑．修文篇》凡人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

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

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又有德焉，

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此魯說《禮．坊

記》，詩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此齊說。 60    

  以上各家皆以為成王祭宗廟之詩，應是祭畢宴飲，飽以德者為群臣。也有

以為飽以德者為尸，如姚際恆《詩經通論》尾評：  

《小序》謂「太平」，泛混。《大序》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規摹《孟子》，絕可笑。《集傳》謂「父兄所以答〈行葦〉」，〈行葦〉既

未必為祭詩，又何答也？且後數章皆從「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謝答之辭也。

此祀宗廟禮成，備述神嘏之詩。 

（一章）「醉酒」言尸猶與生人同，「飽德」則與生人異，在不即不離間，

真善于言尸之飽也。此豈後世摛詞家所能夢見！ 61   

姚氏對詩序、朱熹的批評甚切當，但區分尸與生人醉酒、飽德同異似為不必。

又如林義光《詩經通解》：  

醉飽由尸言之也。〈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皆云尸告飽者，是其

                                                 
57    同上註。 
58    同註 9，見《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604。 
59    同註 54，見嚴粲《詩緝》頁 21。 
60    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77 冊頁 683。 
61    同註 28， 見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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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此詩為工祝奉尸命以致嘏於主人之辭，稱君子者指主人。 62   

  就詩義而言是群臣宴畢，歌頌公尸嘉告，受到祖先的祝福？抑或是公尸享

用祭品，代祖先回答祝福的話？似乎並不明顯，因此無須論辯於此。但相同的

是以上各家都以「德」為釋，姚際恆《詩經通論》還特別在「既飽以德」句下

評曰：「不言『殽』，妙。」 63  只是未申論其妙何故。獨見高亨《詩經今注》：

「當作食，古德字作悳，與食形近，因而寫錯。」 64  「悳」與「食」字形完

全不類，因此寫錯可能性不大，高亨之說法，本可不予理會。但是詩句作「既

醉以酒，既飽以德」上下相對，作「食」字於詩義似乎較為流暢，而且《詩經》

另有「既醉既飽」句，如〈小雅．楚茨〉「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

使君壽考」、〈周頌．執兢〉「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兩句中所飽者皆為「食」，使人自然以為此句亦宜作「食」。固然作「食」字

可以說通，但毛詩及三家詩皆無異文，而且作「德」字更能呈顯飲食與德的關

係，不僅於本篇詩義可以說得深刻，而且也可揭示中國飲食文化與德密不可分

的關係，這或許是姚際恆所謂尤妙之深層意思吧！以下略論飽以德的文化意

涵。  

  《尚書．夏書》〈五子之歌〉其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有不亡。」 65  述啟之五子，因飲食逸樂而亡國。《尚書．商書》〈微子〉，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66  微子能深刻指

出紂王失天下的原因。周鑒於二代，更能深切體會飲食過度之害，而轉向統治

者品德的角度思考。《詩經》中有不少宴飲詩如〈小雅．鹿鳴〉、〈小雅．伐

木〉、〈小雅．天保〉、〈小雅、賓之初筵〉…等詩，於宴樂中都不離周人飲

食文化與德的密切關係描述。〈大雅．蕩〉詩人假文王語氣，以彰殷人貪酒之

惡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

號式呼，俾晝作夜。」周朝統治者不僅告誡子孫以殷為誡，勿貪於飲食，而且

還把酗酒問題當政治問題對待。《尚書．酒誥》是周公派康叔監視殷民前頒布

的命令，周公告康叔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

                                                 
62    見林義光《詩經通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86 年 11 月臺二版）頁 215。 
63    同註 64，見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284。。 
64    同註 23，見高亨《詩經今注》頁 409。 
65    見《十三經注疏．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100。 
66    同上註，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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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67  指出飲酒敗德之害。並規定只有在以下三種情

況下才能喝酒：一、祭祀時--「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罪。」二、父母喜日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三、敬老、養老時--「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大雅．既醉〉諸家皆以為成王祭祖先詩，西周初年殷鑒未

遠，周公酒誥之誡必被嚴格遵行，不可以周中葉以後貴族飲食又奢侈成風等同

視之。  

  先秦文獻亦普徧強調飲食與禮、德的關係。如《禮記．曲禮》對於飲食有

許多規矩、禁忌，其中第一就是「共食不飽」，鄭玄注：「謙也」 68  ，這些

禮儀，不外是要自尊和尊重對方。《禮記．玉藻》：「凡侑食，不盡食。食于

人不飽」是說侍食於尊者的規矩，不能盡食吃飽，孔穎達《疏》曰：「所以不

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 69  先秦文獻引「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詩句，

如《禮記．坊記》：「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

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茍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鄭玄注曰：『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

觀威儀講德美。』 70  《孟子．告子》：「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71  雖然先秦文獻引詩難免斷章取義，但亦

多少呈現出我國傳統飲食文化與德的關係。  

八、結語 

  《詩經》詞句訓詁存在著種種困難，上文「言告師氏」句中，「師氏」這

種職官的身份、職責確切為何，由於名稱簡略竉統，加上時代久遠，恐怕不易

詳考。「魴魚赬尾」句，做為詩章開頭的興，應如何隱喻？又該如何和應句「王

                                                 
67    同上註，頁 207。 
68    同註 3，見《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41。 
69    同上註，頁 550。 
70    同上註，頁 868。 
71    見《十三經注疏．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5 年 12 月 10 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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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如燬」銜接串講？「退食自公」句中，「退食」如何講？「自公」如何講？

詩的語境如何？當時有無休沐制度？公家供給官吏的膳食制度如何？「厭浥行

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句，作為孤立的首章，如何和聯吟複沓的二、三章

銜接？又「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句，如何訓解？「相鼠有皮」句，「相鼠」

釋為「視鼠」？還是「禮鼠」？我們應如何面對舊說審美釋詩觀點？荒謬的美

感是否為一種很好的詮詩方式？「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句中，「德」字要改

為「食」？還是要從文化視角訓解？要如何從文化角度訓解？這些問題皆非應

用形訓、音訓、義訓、修辭、構詞、文法等訓詁方法能夠解決。本文僅以六例

窺豹，所能觸及《詩經》詞語訓詁困難之處只是冰山一角，這自是說明《詩經》

較他經難明之因，也說明《詩經》還有許多訓詁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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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citrant Cases of Textual Exegesis 
in Book of Ode 

Lu, Chen-yu∗ 

【Abstract】 

  A variety of analytic techniques based on graphics, sounds, semantic,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contexts, rhetoric, grammar and morphology have been 

developed to deal with thorny cases of exegesis in Book of Ode. Still there are 

areas where one inevitably encounters various kinds of difficulty with respect to 

polysemy of monosyllabic words, sui generis syntactic types, the image-evoking 

sentences, terms of animals and objects and protocol, exegesis and culture, etc., in 

Old Chinese. There is no consensus among philologists as to how to best interpret 

a sentence isolated from the discourse in which it occurs even though one has a 

firm grasp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it. The paper will examine six sentences 

closely to drive home the difficulty as a tip of iceberg i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Ode. 
 

 

Keywords: Book of Od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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