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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讀與讀《詩》關係舉隅 

呂珍玉* 

【提要】 

根據唐作藩統計《詩經》高達 1755 個韻句，這些韻腳從宋代鄭

庠以來，歷經明、清，提供音韻家古韻分部一手材料，接力式的完

成精細的古韻分部。民國以來學者如陸志韋《詩韻譜》、王力《詩

經韻讀》、王顯《詩經韻譜》，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在清代江有

誥《詩經韻讀》基礎上，加以不同的改進，不僅章段排列、韻腳圈

畫各有巧妙，還附上韻字擬音，一目了然，這些韻讀之書，提供我

們讀《詩》非常大的參考價值。欣逢龍宇純先生九秩壽慶，撰者忝

幸受教門下，追隨治《詩》。觀察先生治《詩》利器，主要是從語

文學、音韻學的觀點讀《詩》，取得不少前人未發現的成果。從音

韻的觀點讀《詩》，可以解決通假、聲轉、韻讀等許多問題，本文

僅就韻讀與讀《詩》關係，分別從分章、斷句、校勘三方面舉隅，

期望闡揚先生學術，並賀先生嵩壽。 

 
關鍵詞：《詩經》 韻讀 斷句 校勘 龍宇純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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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經》因為韻句多1 ，提供古韻分部最好材料，從宋代鄭庠（生

卒年不詳）肇始分 206 韻為六類，明代陳第（1541-1617）辨古音非

叶 ， 奠 定 古 音 學 研 究 基 礎 。 2  清 代 訓 詁 考 據 之 學 興 盛 ， 顧 炎 武

（1613-1682）更析為十部，江永（1681-1762）又析為十三部，嗣後

析韻更加精詳，戴震（1724-1777）析得十六部，段玉裁（1735-1815）

定為十七部，孔廣森（1751-1786）又析為十八部，接力式的研究，

直到江有誥（？-1851）的二十一部，集音學大成，對前人研究有所

匡補。3 現代學者在清人的研究上繼續開創，取得豐碩成果。  

《詩經》韻譜的形式，以江有誥《詩經韻讀》依《毛詩》次序，

逐章逐句圈韻腳，標韻目，或註反切、直音、聲調，最為方便使用。

民國以來常用《詩經》韻讀之書，如陸志韋（1894-1970）《詩韻譜》、

王力（1900-1986）《詩經韻讀》、王顯（1922-1994）《詩經韻譜》

都是在他的韻讀形式上，加以不同的改進，不僅章段排列、韻腳圈法

各有巧妙，還附上韻字擬音，一目了然，這些韻讀之書，提供我們讀

《詩》非常大的參考價值。  

欣 逢 龍 宇 純 先 生 九 秩 壽 慶 ， 撰 者 忝 幸 受 教 門 下 ， 追 隨 先 生 治

《詩》。觀察先生治《詩》利器，主要是從語文學、音韻學的觀點讀

《詩》，取得不少前人未發現的成果4 。從音韻的觀點讀《詩》，可

                                                 
1 《詩經》韻句據唐作藩統計 297 首 1134 章有韻詩篇，共有 1755 個韻段。見唐作藩，〈上古漢語

有五聲說－從詩經用韻看上古的聲調〉，收入《語言學論叢》第 33 輯（北京：商務印書館，

2006），頁 1-31。 
2 見焦竑〈《毛詩古音考》序〉曰：「……乃寥寥千古，至季立始有歸一之論，其功可勝道哉！」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臺北：廣文書局，1966），頁 3。 
3 清．江有誥《音學十書》，段玉裁〈江氏音學序〉：「晉三集音學之成，于前此五家（案：指顧、

江、戴、孔、段）皆有匡補之功哉！」（北京：中華書局，1993），頁 1。 
4 撰者曾於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五次學術研討會（2017

年 7 月 13-14 日），發表〈龍宇純先生的詩經學〉，總結龍先生的《詩經》研究成就，後收入拙

作《詩經訓解與詮釋》（臺北：新學林出版公司，2018），頁 725-777，可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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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通假、聲轉、韻讀等許多問題，本文僅就韻讀與讀《詩》關係，

分別從分章、斷句、校勘三方面舉隅，期望闡揚先生學術於萬一。  

二、韻讀與分章 

《詩經》首篇〈周南．關雎〉，全詩二十句，毛《傳》分三章，

首 章 四 句 ， 二 、 三 章 各 八 句 ； 鄭 《 箋 》 分 五 章 ， 每 章 四 句 ； 俞 樾

（1821-1907）《古書疑義舉例》分四章，首章四句，次章八句，三、

四章各四句。5 在他們之後，學者大致從之，分為三、四、五章。下

表例舉歷來所見不同之分章：  

 
三 章 四 章 五 章 

毛亨《毛詩故訓傳》 
朱熹《詩集傳》 
林義光《詩經通解》 
屈萬里《詩經詮釋》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 
朱守亮《詩經評釋》 
黃忠慎《詩經全注》 
呂珍玉《詩經詳析》 

俞樾《古書疑義舉例》 
王靜芝《詩經通釋》 
裴普賢《詩經評註讀本》

鄭玄《毛詩箋》 
姚際恆《詩經通論》 
方玉潤《詩經原始》 
高亨《詩經今注》 
程俊英《詩經注析》 
余培林《詩經正詁》 

 

究竟〈關雎〉該分幾章？江有誥《詩經韻讀》等韻譜之書多依毛《傳》分

為三章，茲引陸志韋《詩韻譜》、王力《詩經韻讀》、王顯《詩經韻譜》所

標韻式作為觀察： 

                                                 
5 俞樾《古書疑義舉例》八十五「分章錯誤例」：「竊謂此詩當分四章，每章皆有『窈窕淑女』句，

凡四言『窈窕淑女』，則四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女』，下三章皆以『參差荇菜』

興『窈窕淑女』；惟弟二章增『求之不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四句。此古人章法

之變。『求之不得』正承『寤寐求之』而言，鄭分而二之，非是。毛以此章八句，遂合三四兩章

為一，使亦成八句，則亦失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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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志韋《詩韻譜》 

關雎一 

A 鳩 krɯɡ 

A 洲 tiɯɡ 

0 
A 逑 grɯɡ 

二 

0 
A 流 lrɯɡ 

0 
A 求 grɯɡ 

B 得 tək 

B 服 brək 

0 （哉） 

B 側 tsrək 

三 

0 （菜）（ts'əɡ） 

A 流 lrɯg 

0 
A 友 ɤi ɯəg 

0 
B 芼 mʌg 

0 
B 樂（kL）lʌ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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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力《詩經韻讀》 

關關雎鳩（kiu），在河之洲（tjiu）。 

窈窕淑女，君子好逑（giu）。（幽部） 

 
參差荇菜，左右流（liu）之， 

窈窕淑女，寤寐求（ɡiu）之。（幽部） 

求之不得（tək）， 

寤寐思服（biuək），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tzhiək）。（職部） 

 
參差荇菜，左右采（tsə）之， 

窈窕淑女，琴瑟友（hiuə）之。（之部） 

參差荇菜，左右芼之（mŏ）， 

窈窕淑女，鍾鼓樂之（lŏk）。（宵藥通韻） 

 

王顯《詩經韻譜》 

1. 關雎6 

（一）4 （二）8 （三）8 

關關雎鳩 A 參差荇菜 0 參差荇菜 0 

在河之洲 A 左右流之 A- 左右采之 A- 

窈窕淑女 0 窈窕淑女 0 窈窕淑女 0 

君子好逑 A 寤寐求之 A- 琴瑟友之 A- 

 
 求之不得 A 參差荇菜 0 

                                                 
6 此處王顯作註 1：（一）幽部（二）上，幽部；下，職部。（三）上，之部；下，宵部、藥部。

王顯，《詩經韻譜》（北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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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寤寐思服 A 左右芼之 A- 

 悠哉悠哉 0 窈窕淑女 0 

 輾轉反側 A 鍾鼓樂之 A- 

通常押韻是意段的標誌，透過押韻可以判別意段，有益於詩篇結

構和詩意的了解。按照三位韻譜家的韻式，〈關雎〉共五個意段。《毛

傳》分三章，首章押幽部韻，一個意段；次章押幽部、職部韻，包括

兩個意段；三章押之部、宵藥韻，包括兩個意段。陸志韋韻式為：  

一、AA0A 

二、0A0A BB0B 

三、0A0A 0B0B 

王顯韻式為： 

一、AA0A 

二、0A0A   AA0A 

三、0A-0A-  0A-0A- 

陸、王以符號標韻式的方法，比王力以擬音、韻部標法，更加容易看出韻

式，以及意段的安排。 

鄭《箋》分五章，首章押幽部、次章押幽部、三章押職部、四章

押之部、五章宵藥通韻，每章都一個意段。如此則陸、王的二、三章

八句，上、下四句應切分為兩章。俞樾《古書疑義舉例》分四章，首

章押幽部，一個意段；次章押幽部、質部，包括兩個意段；三章押之

部，一個意段；四章宵藥通韻，一個意段。如此則陸、王的第三章八

句，上、下四句應切分為兩章。  

分章通常與內容和押韻有關，韻譜家的分章多依《毛傳》，一章

中往往不只一韻，不限一個意段，因此押韻和內容未必一致。蔡宗陽

〈《詩經．周南．關雎》分章與詮詁辨析〉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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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四、五章，首章意見雷同。但就篇章結構而言，以

章為單位，分為五章較勝；以篇為單位，分為三章或五章，皆見

仁見智。就內容而言，分為三章為勝。7 

又說： 

就內容而言，二、三章，似是連接；但就押韻而言，卻是各章獨

立。就文章學而言，起、承、轉、合。首章是起，二章是承，三

章是轉，四、五章是合。這是就文章而言，〈關雎〉分為四章，

與王靜芝《詩經通釋》分為四章，內容卻迥異，這是另一種分章。

〈關雎〉不論三章或四章、五章，皆有其理據，自圓其說。8 

確實如蔡宗陽所說以章為單位，分為五章較勝。如此分章和押韻一致，全

詩各章皆為四句，而且二、四、五章複沓，在形式上具有整齊美。這點若

拿古體長詩來對照，也有許多四句一換韻詩例，而且換韻處，往往轉出另

一層意思。蔡宗陽又說就內容而言以分三章為勝，試以屈萬里《詩經詮釋》

分三章和蔡宗陽分五章對照如下： 

 

屈萬里《詩經詮釋》9 蔡宗陽〈《詩經．周南．關雎》分章

與詮詁辨析〉10 
首章統攝全詩，泛言淑女為君子良

配。 
首章描繪淑女是君子的嘉偶， 

次章言思淑女之切。 次章敘述君子追求淑女的勤懇， 
 三章描述君子追求淑女而追求不到的

痛苦， 
三章言得淑女之樂。 四章陳述君子再用琴瑟追求淑女， 
 末章敘述君子以「鍾（鐘）鼓樂之」，

終成眷屬。 

                                                 
7 見蔡宗陽，〈《詩經．周南．關雎》分章與詮詁辨析〉，《國文天地》第 338 期（2013 年 7 月），

頁 34。 
8 同上註，頁 36。 
9 見屈萬里，《詩經詮釋》（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4。 
10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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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詩內容，首章各家分法相同。三章分法，有關照到「求之」頂針，詩意

回環不絕，輾轉相思情更深，後兩章寫琴瑟、鐘鼓成眷屬之樂，於情感抒

發連貫且深入。 

俞樾、王靜芝也把「求之」頂針之二、三章連貫成一章，但四、

五章則未予合併成一章，蔡宗陽以為就文章言，不合於起承轉合，但

各家分章法都有各自的理據。  

然而在文章結論處又改採余培林之說：  

余培林《詩經正詁》：「此詩（指〈關雎〉）毛（亨）公分三章，

鄭（玄）氏分五章。……就內容、文字、用韻等觀之，鄭氏分五

章為是，今從之。上海博物館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論》論〈關

雎〉之詩曰：『其四章則俞矣。以琴瑟之敓……』，『琴瑟』一

詞今〈關雎〉之四章，足證五章是其原貌。」誠哉斯言。〈關雎〉

分章，雖有分三章或四章之說，可資參閱，但就押韻、訓詁、文

字、內容等各方面而言，以五章之說，最為精確。11 

認為分五章最精確，如此和前文言：「就篇章結構而言，以章為單位，分

為五章較勝；以篇為單位，分為三章或五章，皆見仁見智。就內容而言，

分為三章為勝。」12 論點有所改易，從他的修正前說，更可看出《詩經》

以篇、章結構，或以內容分章差異的必然。拙見以為《孔子詩論》只不過

是戰國中期楚地一個《詩經》讀本，能否代表當時或更早時期《詩經》讀

本都分為五章？況且分為五章無法照顧到二、三章「求之」勾聯頂針，憂

思輾轉層層加深。俞樾也指出分四章，如此章章都有「窈窕淑女」句。因

此〈關雎〉分章問題，還是如他在文章前面所說「不譴是非」較好。 

雖然〈關雎〉分幾章問題，並無絕對的優劣，但不可否認透過韻

讀之書讀《詩》可以提供我們對韻腳、意段更為清楚的檢視。  

                                                 
11 同上註，頁 37。 
12 同註 7，見該文之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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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韻讀與斷句 

押韻往往是讀斷的依據，前人對句中押韻是否斷句，標示不一。

江有誥、朱駿聲、王力等人的韻讀讀斷，留意《詩經》用韻位置不完

全在韻腳處。但這種一句兩韻的情形，像陸志韋、王顯（1922-1994）

則不以為是韻腳，而未加標示。茲引王力《詩經韻讀》中幾首詩為例： 

〈揚之水〉首章 

揚之水，不流束薪（sien）； 

彼其之子，不與我戍申（sjien）。（真部） 

懷（hoəi）哉！ 

懷（hoəi）哉！ 

曷月予還歸（kiuəi）哉！（微部） 

王力注：「『懷哉懷哉』舊作一句讀，但兩個『懷』字都入韻，所以這裡分

為兩行。」類似這種押同字韻還有一章二句的情形： 

〈采苓〉首章 

采苓（lyen）！ 

采苓（lyen）！ 

首陽之巔（tyen）。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sien）。（真部） 

舍旃（tjiɑn）！ 

舍旃（tjiɑn）！ 

苟亦無然（njiɑn）。 

人之為言（nɡiɑn）， 

胡得焉（iɑn）？（元部） 

一句中押不同字，王力也採江有誥的分法，將它們析為兩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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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年〉 

豐年多黍（sjiɑ）， 

多稌（dɑ）。     （魚部）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tziei）。 

為酒為醴（lyei）， 

烝畀祖妣（piei）， 

以洽百禮（lyei）， 

降福孔皆（kei）。 （脂部） 

首句斷開二處，「黍」、「稌」押魚韻字，「萬億及秭」以下句句押脂部韻字。

這類的韻式王力都予以析分兩句，還有一詩出現多處兩字一韻例，如下： 

〈賓之初筵〉 

第二章 

籥舞（miuɑ）， 

笙鼓（kɑ）。 

樂既和奏，烝衎烈祖（tza）。  （魚部） 

…… 

有壬（njiəm） 

有林（liəm） 

賜爾純嘏，子孫其湛（təm）。  （侵部） 

…… 

 
第四章 

賓既醉止，載號（h ô）， 

載呶（neô）。                （宵部）13 

                                                 
13 龍宇純先生以為呶屬魚部，不得與號為韻，本字應作 ，以妞為聲，古韻屬幽，幽宵音近。詳

見龍宇純，《絲竹軒詩說．讀詩雜記》（臺北：五四書店，2002），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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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詩除「籥舞笙鼓」、「有壬有林」、「載號載呶」被斷為二字句外，全係四

字一句，呈現非常整齊形式。不過上面這種句中韻，是否該析為兩句，古

韻家看法不一。甚至王力自己也前後不一，拿不定準則，例如在〈鴟鴞〉

第一章他又不把同句韻斷為二句：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                 （無韻） 

恩斯勤（ɡiən）斯， 

鬻子之閔（miən）斯。       （文部） 

並注曰：「段玉裁以為『子』與『室』協，江有誥以為『鴞』與『鴞』協，

『取』與『子』協，『毀』與『室』協，皆不可信。」於此他又不贊同段、

江的斷法。至於陸志韋《詩韻譜》、王顯《詩經韻譜》則持前三句無韻，

前後標準一致。同句韻是否讀斷，古韻家、韻譜家看法不一。14 

姑且不論同句韻問題，即便是句末韻，尚且偶見斷法不一情形。

如〈魏風．陟岵〉該在「役」字，還是「子」、「季」、「弟」讀斷？

古人雖無新式標點符號，但從其注解形式或內容，可以推斷其句讀。

《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作：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夾註略）父曰嗟予子行役夙夜無已（夾註略）

上慎旃哉猶來無止（夾註略） 

                                                 
14 王力，《詩經韻讀》，收入《王力文集》第 6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頁 55，曾

提出押韻判定標準：1. 大停頓處不能無韻，2. 小停頓處可以無韻，3. 韻母差別大的一般不押韻，

4. 位置不同不押韻，5. 一般不隔兩句才用韻。若依他自己的標準，這種小停頓處的押韻，似乎

不用標註。當然標註也很好，讓讀者更加注意《詩經》用韻密集，非常重視聲律諧美表現。不過

王顯的《詩經韻譜》是極力反對句中押韻的，他說：「所謂的句中韻實際上並不存在，而是刻意

搜求韻字的人一手製造出的。」見王顯，《詩經韻譜》，頁 20。句中押韻是否應標示？至今仍

是見仁見智的問題。馮蒸指導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 2014 級本科生劉華陽畢業論文「王力、

王顯和白一平的《詩經》韻式的比較研究」，對三家處理合韻通押、句中韻、虛字入韻、遙韻、

用韻系統性等等問題，有比較多的探討，可供研究韻式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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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章夾註位置相同，第三章「瞻望兄兮」後無註。「夙夜必諧」、「猶來無

死」後有夾註。三章「子」、「季」、「弟」後都無夾註，看不出來是否在此

斷句？ 

宋代朱熹（1130-1200）《詩集傳》於首章注曰：  

孝子行役，不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念己

之言，曰：「嗟乎我之子，行役夙夜勤勞不得止息，又祝之曰庶

幾慎之哉！猶可以來歸，無止於彼而不來也。蓋生則必歸，死則

止而不來矣！……15 

從朱熹解讀詩意有「嗟乎我之子」句，知曉他是在「子」字下讀斷。 

清代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論》：  

陟彼岵兮，瞻望父本韻兮。父曰：「嗟予子，句。行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來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本韻兮。母曰：「嗟予季，句。行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來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本韻兮。兄曰：「嗟予弟，句。行役夙夜必偕。上

慎旃哉，猶來無死！16 

姚際恆也注意到「子」、「季」、「弟」是韻腳，應該斷句，特別加註「句」。 

陳奐（1786-1863）《詩毛氏傳疏》：  

父曰嗟予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皆五字句。小箋云：「子

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案崑山顧炎武句讀已如

此。17 

陳奐指出此詩「父曰嗟予子」五字為一句，二、三章相同，還引段玉裁標

                                                 
15 宋．朱熹，《詩集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74），頁 254-255。 
16 清．姚際恆，《詩經通論》（臺北：廣文書局，1961），頁 126。 
17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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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韻腳字，並說從顧炎武以來句讀就如此。 

王先謙（1842-1917）《詩三家義集疏》：  

此稱父戒己之意。魯父下有「兮」字者。宋洪適《隸釋》載《石

經魯詩》殘碑，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闕一字。」與毛異。

陳喬樅云：「石經父下所闕，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

《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句。《魯詩》「父兮曰嗟予子」六

字句，下「行役夙夜無已」亦六字句也。18 

三家詩學者陳喬樅（1809-1869）、王先謙根據《石經魯詩》以《魯詩》「父

兮曰嗟予子」六字句，異於《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句，如此詩之中

間二句俱是六字句，配合前後兩句四字句，詩之形式更加整齊。 

上舉朱熹、姚際恆、陳奐、王先謙等人讀〈陟岵〉都注意到韻腳

問題，民國以來除《詩經》韻譜之書外，有不少現代注本都疏忽韻腳

應讀斷。先看幾本韻譜的標注，都在「子」、「季」、「弟」下標注

韻腳讀斷： 

陸志韋《詩韻譜》 

陟岵一 

A 岵 kɑɡ 

A 父 brɑɡ 

B 子 tsiəɡ 

B 已 giəɡ 

O 哉 （tsəɡ） 

B 止 tiəɡ 

二 

                                                 
18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北：明文書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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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屺 kiəɡ 

A 母 muɡ？ 

B 季 kiwěd 

B 寐 miěd 

O 
B 棄 k’iěd 

三 

A 岡 kaŋ 

A 兄 xrwaŋ 

B 弟 dɛd 

B 偕 kɐd 

O 
B 死 siɛd 

 

王力《詩經韻讀》19 

（110）陟岵 

陟彼岵（hɑ）兮， 

瞻望父（biuɑ）兮。（魚部） 

父曰嗟予子（tziə） 

行役夙夜無已（jiə）！。 

上慎旃哉，猶來無止（tjiə）。（之部） 

 
陟彼屺（khiə）兮， 

瞻望母（mə）兮。（之部） 

                                                 
19 同註 14，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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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曰嗟予季（kiuet） 

行役夙夜無寐（muət）！。 

上慎旃哉，猶來無棄（khiet）（質物合韻）。 

 
陟彼岡（kɑnɡ）兮， 

瞻望兄（xyuɑnɡ）兮。（陽部） 

兄曰嗟予弟（dyei） 

行役夙夜必偕（kei）！ 

上慎旃哉！猶來無死（siei）。（脂部） 

 

王顯《詩經韻譜》20 

110. 陟岵 

（一）6 （二）6 （三）6 

陟彼岵兮 A- 陟彼屺兮 A- 陟彼岡兮 A- 

瞻望父兮 A- 瞻望母兮 A- 瞻望兄兮 A- 

父曰嗟予子 B 母曰嗟予季 B 兄曰嗟予弟 B 

行役夙夜無已 B 行役夙夜無寐 B 行役夙夜必偕 B 

上慎旃哉 o 上慎旃哉 o 上慎旃哉 o 

猶來無止 B 猶來無棄 B 猶來無死 B 

以上三家的標註韻腳方式雖不同，但是同樣簡易明瞭，非常方便使用。至

於現代注本如林義光（生卒年不詳）《詩經通解》於韻腳字標註擬音21 ，

程俊英（1901-1993）《詩經注析》標註韻字韻部22 ，自然可免斷句錯誤。

                                                 
20 王顯，《詩經韻譜》，頁 181。（一）A，魚部；B，之部。（二）A，之部；B，術部。（三）

A，陽部；B，脂部。 
21 詳參林義光，《詩經通解》（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6），頁 23。 
22 詳參程俊英，《詩經注析》（北京：中華書局，2005），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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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意外的是高本漢（1889-1978）《詩經注釋》以空格方式斷句如下：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行役 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 

猶來無止 

陟彼屺兮 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行役 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 

猶來無棄 

陟彼岡兮 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弟行役 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 

猶來無死23 

以 高 氏 專 長 音 韻 之 學 ， 於 此 也 疏 忽 了 該 斷 在 韻 腳 處 ； 還 有 江 舉 謙

（1919-1999）《詩國風籀略》也在「役」字下斷句24 。不過江氏的《詩經

韻譜》卻正確的以「子」、「季」、「弟」為韻腳字25 ，這樣的矛盾，更加印

證參照韻讀讀《詩》的重要性了。 

今人《詩經》注本有忽視韻腳斷在「役」字者。「役」字古音屬

餘母錫部（ʎiwêk），在三章中和其他韻字都無聲音關係，絕不可能

押韻。然而如兩部《詩經》鑑賞大全：《詩經鑑賞辭典》26 、《詩

經 鑑 賞 集 成 》 27  ， 以 及 曾 在 臺 灣 大 學 被 採 用 為 教 科 書 之 屈 萬 里

（1907-1979）《詩經詮釋》、裴普賢（1921-2017）《詩經評註讀本》，

筆者所撰《詩經詳析》參考屈萬里《詩經詮釋》採用新式標點符號，

亦未注意韻腳一致，撰寫此文一則修正自己的疏失，再則強調讀《詩》

不可忽視韻讀。  

〈陟岵〉詩斷在「子」、「季」、「弟」除押韻考量外，詩義「父

親說啊我子，行役早晚不止」或「父親說啊我子行役，早晚不止」於

句法、文義上都無不通。陳新雄曾在《鍥不舍齋論學集．古音學與詩

                                                 
23 見高本漢，《詩經注釋》（臺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頁 281。 
24 江舉謙，《詩國風籀略》（臺中：東海大學，1978），頁 295。 
25 江舉謙《詩經韻譜》（臺中：東海大學，1964）的標法則是將《詩經》韻字打散歸部，如將子、

已、止、屺、母歸之部中古上聲韻譜（見該書頁 5），這種韻譜並不便於讀《詩》時參照。 
26 金啟華、朱一清、程自信主編，《詩經鑑賞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 265-266。 
27 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集成》（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頁 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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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說：  

子、季、弟既然都是韻，那末在三百篇中，有沒有用一個句中的

字，來跟另外兩句末字押韻的，遍查三百篇，除此篇外，可說絕

無僅有。文心雕龍聲律篇說：「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是要相呼

應的，豈能隨便與句中一字相呼應的嗎？不僅三百篇沒有，就是

幾千年來詩篇，也很難找到這樣怪的壓韻方式的。魏風陟岵一篇

三章都是轉韻詩，轉韻詩往往轉韻時的奇數句都是入韻的，所以

像江有誥、陳奐等以「父曰嗟予子」為句，正合於轉韻詩首句入

韻的規律。自古至今，還沒有轉韻詩與奇數句中間一字押韻的。

雖然，在文法上兩種句讀都可通，然而韻文的韻也是十分重要的。

28 

他除了從轉韻的觀點論必須斷在「子」、「季」、「弟」外，還引戴璉璋〈詩

經疑義考辨〉發現在嘆詞「嗟」下皆為詞組，而且都是點斷的，父曰嗟予

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嗟下的予子、予季、予弟都是詞組，照《詩

經》通例是應該點斷。29 所以無論從韻腳、轉韻、《詩經》用語規律來檢

視，三章斷在「役」下，都不如斷在「子」、「季」、「弟」下妥當，韻讀之

書，提供我們最方便而且避免錯誤的檢視。 

四、韻讀與校勘 

《詩經》文字傳世除了傳統注疏典籍外，還有甲骨、銅器、石經、

鏡銘文字以及近幾年新出土竹簡、器物等文物提供研究參照異文，幫

                                                 
28 見陳新雄，《鍥不舍齋論學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27。 
29 戴璉璋所舉的八例為：1. 嗟我懷人，寘彼周行。－周南卷耳；2. 嗟行之人，胡不比焉－唐

風杕杜；3.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豳風七月；4.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豳風七月；5. 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小雅沔水；6.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小雅小明；7.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

－小雅小明；8. 嗟爾朋友，予豈不知而作－大雅桑柔。見陳新雄，《鍥不舍齋論學集》，

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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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校勘及解讀詩義。然而利用舊材料傳世典籍，以韻讀做為校勘依

據，依然可以得到諸多發現，以下試為舉隅： 

（一）倒文 
〈鄘風．螮蝀〉第二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崇朝其雨       hiuɑ  魚部 

遠兄弟父母     mə   之部 

王力注曰：「段玉裁說：『此古合韻也。』金文中也有魚之合韻。大約較古

時代，之部讀 ə，故與魚部 ɑ 為鄰韻。」龍宇純先生《絲竹軒詩說．讀詩管

窺》以為「父母」應為「母父」倒文，如此「父」blua 古韻屬魚部（hiuɑ）

上聲，正與「雨」字韻及調相同，就無所謂合韻問題。30 

〈衛風．竹竿〉第二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hiuə） 

女子有行，遠兄弟父母（mə）。（之部） 

王力注曰：「今本作『遠父母兄弟』，據石經改。」「弟」字，據王力擬音

diei，脂部字，和之部不諧，若倒文，「母」為韻腳，則同為之部字相協。 

〈大雅．皇矣〉第七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帝謂文王（hiuanɡ）， 

詢爾仇方（piuanɡ）， 

同爾弟兄（xionɡ）。（陽部） 

王力注：「今本作『兄弟』。據《後漢書．伏湛傳》改。」王顯《詩經韻譜》

亦改為「同爾弟兄」，以和上面兩句「王」、「方」協陽韻，陸志韋《詩韻

譜》未改，則不協。 

〈大雅．桑柔〉第四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30 參龍宇純，《絲竹軒詩說．讀詩管窺》，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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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慇慇（iən），（與『辰』『西』『痻』協） 

念我土宇（hiuɑ）。 

我生不辰（zjiən）， 

逢天僤怒（nɑ）。 

自東徂西（syən）， 

靡所定處（thjiɑ）。 

多我覯痻（miən），（文部） 

孔棘我圉（ngiɑ）。（魚部） 

王力注云：「今本作『自西徂東』，當是『自東徂西』（采江有誥、朱駿聲

說）。」31 清儒已經注意到此詩奇偶句交叉押文、魚韻，具有豐富的韻語

形態。王顯《詩經韻譜》亦採江有誥之說，並注云：「『東』是東部字，不

應跟文部的『慇』、『辰』、『痻』押韻，段玉裁、王念孫等的圈注未可依從。

江有誥認為本句是『自東徂西』的倒文。『自東』、『徂西』都見於《詩》

（〈東山〉和〈小明〉），而『西』正是文部字，今從江。」陸志韋《詩韻譜》

則標註 0 韻腳，不以為倒文。龍宇純先生《絲竹軒詩說．從音韻的觀點讀

詩》： 

《詩經》中因句子的類似，相互影響而失韻的，如〈大雅．桑柔〉

四章……「自西徂東」本作「自東徂西」32 ，以慇、辰、西、痻

                                                 
31 王力對「西」歸部問題，前後經多次商榷，最後歸為文部。在《詩經韻讀》、《漢語史稿》中歸

文部。他在〈上古韻母系統研究〉中說：「『西』字，依《說文》是與『棲』同為一字，古文字

學家釋甲骨文仍用其說；按《詩經》『妻』聲的字入脂部，『西』聲的字入諄（文）部，界線非

常明顯。」見《王力文集》第 17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頁 177。但在〈古韻脂

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又持不同之見，說：「段玉裁、朱駿聲都以西聲入文部（十三部．屯部），

江有誥入元部。我認為江氏是對的。高本漢把西聲劃歸脂部，不可靠。」見《王力文集》第 17
卷，269 頁。又在《古代漢語．上古韻部及常用字歸部表》（參見王力，《古代漢語》第 2 冊（臺

北：藍燈文化事業公司，1989），頁 671-682，附錄 3）中把「西」字兼入脂部（頁 678）和文部

（頁 679）。 
32 龍先生註語：「段玉裁《六書音均表》弟十三部西下云：『西聲在此部，《禮記》與巡韻（案見

《祭儀》），劉向《九歎》與紛韻。漢魏晉人多讀如下平一先之音，今入齊。』」江有誥《詩經

韻讀》云：「西，協思殷反，當作自東徂西。」《集韻》先韻蕭前切有西字，云「金方也」，與

先字同音，是同來自古韻文部之證。見龍宇純，《絲竹軒詩說》，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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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宇、怒、處、圉奇偶句分別相協，因〈緜〉有「自西徂東」、

〈文王有聲〉又有「自西徂東」的句子而誤。33 

龍先生深入考察詩之韻腳及全詩相類句，提出致誤原因，他的見解為古韻

家韻讀做了最好補充。34 

（二）衍文 
〈周頌．良耜〉（節錄）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畟畟良耜（ziə）， 

俶載南畝（mə）。     （之部） 

播厥百榖，實函斯活。 （無韻） 

或來瞻女（njiɑ） 

載筐及筥（kiɑ） 

其饟伊黍（sjiɑ）       （魚部） 

…… 

「播厥百殼，實函斯活。」二句，王力注曰：「江有誥云：『二句無韻，疑

是前章衍文。』」陸志韋《詩韻譜》亦標註：「江氏疑為前章衍文」江有誥

從無韻判定這兩句是〈載芟〉這首詩的衍文應是可信的，且詩刪去這兩句，

無妨於通讀。因〈周頌〉不分章特性，陸志韋、王力以一章視之，而王顯

                                                 
33 同上註。 
34 其他例子如〈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不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

歌。」龍先生說：「寇字古韻屬侯部，餘並屬歌部，侯與歌音遠，不得叶。故江有誥但取可、歌

二字韻，王力取可、詈、歌三字韻。唯一韻例而言，偶句當入韻，疑『職盜為寇』本作『職盜寇

為』。職，主也。職盜寇為義同職為盜寇，謂專為盜寇之所為也；取為字韻，因倒於寇字。盜寇

二字當連用，析言職盜為寇，義不可通。」見龍宇純，《絲竹軒詩說．讀詩雜記》，頁 330-331，

又〈商頌．殷武〉：「天命降監，下民有嚴。不僭不濫，不敢迨遑。」龍先生說：「不敢怠遑句

無韻，江有誥謂嚴字本作莊，與遑字相叶。段玉裁則直以遑與監、嚴、濫為陽談合韻，王力同。

然莊與嚴雖同訓為敬，一謂端重，一謂急切，實不相同。古書言敬恆用嚴，不用莊，江說誤。談

陽音遠，亦不得合。疑此本作怠遑不敢，倒裝以敢字入韻。後人不達於此，誤書作常式而不覺耳。」

見龍宇純，《絲竹軒詩說．讀詩雜記》，頁 334-335，俱是論證精詳之例，不暇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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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韻譜》則分為四個意段，標示意段及韻譜如下35 ： 

［一］ ［二］ 

1 畟畟良耜   A 3 播厥百榖   0 

2 俶載南畝   A 4 實函斯活   0 

 5 或來瞻女   -A 

 6 載筐及筥   A 

 7 其饟伊黍   A 

 8 其笠伊糾   B 

 9 其鎛斯趙   B 

 10 以薅荼蓼  B 

［三］ ［四］ 

11 荼蓼朽止  A- 18 百室盈止  A 

12 黍稷茂止  A- 19 婦子寧止  A 

13 穫之挃挃  B 20 殺時犉牡  0 

14 積之栗栗  B 21 有捄其角  B 

15 其崇如墉  0 22 以似以續  B 

16 其比如櫛  B 23 續古之人  A 

17 以開百室  B 

他未採江有誥衍文說，而是將全詩 23 句，分為四個意段，讓無韻的兩句

作為第二意段的開頭。於〈載芟〉他也採取同樣方式，將「播厥百榖，實

函斯活」斷為第三個意段開頭，銜接下文「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

苗，綿綿其麃」成為一個意段。只是他在〈良耜〉以二句為一個意段，似

乎也沒根據，還有商榷之虞。 

                                                 
35 韻腳註語：［一］之部，［二］A，魚部；B 幽部、宵部。［三］A，幽部；B，質部。［四］A，

耕部、真部；B，屋部。王顯，《詩經韻譜》，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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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錯字 
古韻家在圈注《詩經》韻腳時，做出豐碩校勘成果，他們的方法

為研讀《詩經》立下良好範式，龍先生《絲竹軒詩說》就常用這種方

法，發現錯字，經改字後，詩意即豁然開朗，例如〈齊風．南山〉第

二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如下：  

葛屨五兩（liɑng），     （與蕩協） 

冠緌雙（sheong）止。 

魯道有蕩（dɑng），     （陽部） 

齊子庸（jiong）止。 

既曰庸（jiong）止， 

曷又從（dziong）止？   （東部） 

王力以為「兩」與「蕩」屬陽部字相協，陸志韋《詩韻譜》亦標一、三句

相協，而王顯《詩經韻譜》則標 0 無韻，韻譜家標註韻腳有時也不完全一

致。或許通過他們的認知不一，再檢視詩意是否通順，思考《詩》之文字

是否有其他可能？龍先生《絲竹軒詩說》懷疑「五兩」原作「兩止」，五

字止字形近而致誤36 ，如此前三句押陽部，後三句押東部，韻腳相當整齊

一致，而且和次句「冠緌雙止」句法一律，詩意上說葛鞋兩隻、帽帶兩條，

豁然通順，若依原文「五兩」釋義，就扞格難通了。因此龍先生的發現解

決韻腳和釋義的問題。龍先生運用韻讀校勘，發前人所未發37 ，就不一一

                                                 
36 龍先生補充說：「誤兩止為兩五，因倒五字於兩字上，取兩與蕩韻。兩蕩二字古韻屬陽部，且同

上聲。」見龍宇純，《絲竹軒詩說．析詩經止字用義》，頁 113-114。 
37 如在《絲竹軒詩說．從音韻的觀點讀詩》論〈大雅．抑〉「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行」，

「行」為「衍」之訛（頁 267）。又如在《絲竹軒詩說．讀詩雜記》論〈小雅．唐棣〉「兄弟鬩

于牆，外禦其務」，「牆」當作「嗇」（頁 312-313）；〈杕杜〉：「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

夫邇止。」「近」當為「比」（頁 314-315）；〈小雅．谷風〉：「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

不死，無木不萎。」「嵬」當作「巍」（頁 318-319）。〈小雅．賓之初筵〉「烝衎烈祖，以洽

百禮」，「烈祖」當為「祖妣」之訛（頁 321）。〈小雅．菀柳〉「無自暱焉」，「暱」本作「匿」，

借以為忒，與息、極為韻（頁 322-323）。〈大雅．緜〉「周原膴膴」，「膴」當依《韓詩》作

「腜」（頁 326）。〈大雅．民勞〉「以謹惛怓」（〈賓之初筵〉「載號載呶」同），「怓」（呶）

當作「 」（ ）（頁 327）。〈大雅．召旻〉「不云自頻」疑本作洚，以洚叶中字躬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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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舉了。 

又〈陳風．墓門〉第 2 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標註如

下：  

墓門有梅，有鴞萃（dziuət）止。 

夫也不良，歌以誶（siuət）之。（物部） 

誶予不顧（kɑ）， 

顛倒思予（jiɑ）。（魚部） 

王力注曰：「『誶』今本作『訊』。《廣韻》引《詩》作『誶』。今依錢大昕、

段玉裁、朱駿聲改作『誶』。」江有誥《詩經韻讀》亦於「訊」字下注「叶

音誶」。陸志韋《詩韻譜》擬「誶」音 ts’iwɛd 與「萃」dziwĕd 相協。王顯

《詩經韻譜》亦注云：「『訊』是真部字，跟『萃』字不諧，當依戴震等人

的校正，改作『誶止』，以『誶』字入韻。」此例清代以來古韻家無不從協

韻上，以為「訊」當作「誶」。 

有時韻讀家對韻句看法不一，懷疑詩文有錯字。例如〈大雅．常

武〉第一章，王力《詩經韻讀》擬音、韻腳標註如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dzhiə）， 

南仲大祖（tzɑ）， 

大師皇父（bluɑ）。（之魚合韻） 

整我六師，以脩我戎（無韻）。 

既敬既戒（kək）， 

惠此南國（kuək）。（職部） 

王力注云：「戎，江有誥云：『疑當作「武」。』」陸志韋標註「祖」、「父」

押韻，「戒」、「國」押韻，「士」、「戎」無韻。（參〈常棣〉第四章務、戎

                                                                                                                      
字古韻同在中部（頁 332）。〈周頌．載芟〉「侯彊侯以」以當作予，正與伯字旅字韻（頁 333）。

這些例子俱是運用韻讀校勘，龍師眼光銳利，論證精到，發前人所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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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韻。）王顯《詩經韻讀》同於陸志韋以「祖」、「父」屬魚部相押，「戒」、

「國」屬職部相押，「士」、「戎」無韻。韻譜家多不採江有誥改「戎」為

「武」，除了不認為「以修我戎」是韻句外，是否還有其他緣故絕對無法

改為「以修我武」？撰者尚未深入考辨，暫先以此為例，呈現韻譜之書有

助檢視《詩經》文字。 

五、結語 

韻讀於讀《詩》助益不言而喻，除了上文略舉通過韻讀可以檢視

分章、韻式、意段安排、斷句是否正確外，還可以相互參照，校勘《詩》

文，使得詩義通順流暢，因此陸志韋、王力、王顯等人的韻讀之書於

讀《詩》頗有參考價值。王顯曾撰〈從詩經韻例來看某些可疑的章句〉，

從同型句38 、韻式規律整齊39 等觀點，為《詩經》不合常理，無法

通讀的詩句加以校勘，更是注意韻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最佳示

範。  

龍宇純先生精熟上古音，以小學為利器，嫻熟文獻，獨具隻眼，

自能提出許多新見，有助於讀《詩》40 。目前在臺灣尚未見到論述

韻讀與讀《詩》關係的期刊論文，撰寫本文期望能引起廣泛讀者重視

陸志韋、王顯等人的《詩經》韻譜之書。  

                                                 
38 文章中如他按照《詩經》中「兮」字規律，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校作「父兮母兮，生我鞠

我」，以及虛字句用韻系統，如〈車舝〉「高山仰止，景行行止」、〈墓門〉「歌以訊止」以為

〈韓奕〉有「韓侯迎止」，則「顯父餞之」也應作「顯父餞止」等。見王顯，〈從詩經韻例來看

某些可疑的章句〉，收入《古漢語研究論文集》（三）（北京：北京出版社，1987），頁 212-227。 
39 文章中他透過檢查整首詩各章在韻式上若未能趨於整齊，必然是章句上出了問題，並以〈生民〉、

〈韓奕〉、〈抑〉三詩為例，提出不少發現。 
40 龍先生在《詩經》詞語訓解上的成就，詳參拙作〈龍宇純先生的詩經學〉，收入《詩經訓解與詮

釋》，頁 72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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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hymes and Read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Lu, Chen-Yu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so-fan Tang, there are as many as 

1,755 rhyming sentences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se rhymes were 

passed down by Hsiang Che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still in use until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are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scholars investigating ancient rhymes, who continuously compile the 

collection of exquisite ancient rhymes. 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R.O.C.), studies of poetry rhyming were affected 

by western linguistics, such as Zhi-wei Lu’s Rhyme Scheme of Poetry, Li 

Wang’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hym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Hsien 

Wang’s Rhyme Scheme in the Book of Songs, made many improvements 

in the arrangement of article/section order and rhymes with highlighted 

rhyming words and punctuations, which are based on You-kao Chiang’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hymes in the Book of Songs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se rhyme-interpreting books ar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It’s the author’s honor to have been directed by Mr. Yu-chu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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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who is in his 90th birthday, into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Mr. Long, the author observed that Mr. Long 

mainly studied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approaches of linguistics and 

phonology and obtained results that were never discovered by previous 

scholars. Reading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y 

helps to resolve many issues, such as synonyms, sound changing, and 

rhyme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mainly gives examples on three aspects, 

chapter separation, punctuation, and collatio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hymes and read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celebration of Mr. Long’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his 90th 

birthday.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hymes, punctuation, 

collation, Yu-chun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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