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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主要是探究《左傳》及其他文獻中與晉文公有關的二件史料
－請隧及城濮之戰。有關文公「請隧」問題，過去經師的注解大都
認為此事與葬禮有關，但以考古材料來檢視，所謂的上有負土的隧
道在先秦葬禮中相當罕見，即便是東周王室的葬禮中也大都是以羨
道為主，未見上有負土的隧道。甚至與西周王室規格接近的周公廟
墓葬也未見隧道規格。至少得到西漢之後，隧道葬禮在諸侯王墓中
才可見，但先秦時代罕見這一種類型的墓葬。因此晉文公向周王室
所請的隧是否只能局限於墓道說，當然就得重新考慮。「城濮之戰
」是晉文公成就霸業的重要戰役，歷來為史家所稱讚。不僅傳世文
獻詳載此事之經過，連出土文獻亦常見此戰役的相關記載。尤其新
出的材料對於城濮之戰中的一些問題提供了不同面向之解讀。其次
，有關城濮之戰的路線問題，過去學者也有不同的意見，近人甚至
對渡河之地有新的解讀，惟此說法是否合乎史料情況，這也是本計
畫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最後，與城濮之戰相關的「反鄭之陴」事
件，過往文獻有不同的記載，近來出土文獻亦記載類似的內容，針
對此部分的史料探究，歷來學者較少關注，此部分也為本計畫所要
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中文關鍵詞： 左傳、晉文公、城濮之戰、請隧、出土文獻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two historical data
related to Wen of Jin in “Zuo Zhuan” and other document,
the “Battle of Chengpu” and “Duke Wen’s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Duke Wen’s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the
explanations annotated by the teachers of classics in the
past mostly revolve around the matter associated with some
kind of funeral ceremony. However, to view from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e so-called tunnel, on top of
which laid a roof plate, is very rarely seen for a pre-Qin
funeral. Even for the funeral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burial chamber is built rather
than a tunnel with a roof plate. Or even for Duke of
Zhou’s temple tomb which likens to an imperial funeral of
the Western Zhou shows no signs of a tunnel pattern. It is
not until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at the tunnel funeral
is seen in the graves of dukes and kings. This type of
grave is just uncommon during the pre-Qin Dynasty. As a
result, we may have to re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requested by Duke Wen from the
royal court of Zhou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theory of
tomb passage. The “Battle of Chengpu”, based on which
Duke Wen of Jin builds a forceful empire, is an essential
campaign which has constantly been praised by the
historians. Not only has the entire course of this event
been written down elaborately in transmitted classics, the
records relevant to the battle are often seen in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updated materials have also been offering



new interpretations towards some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Battle of Chengpu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econdly, in
regard to the route of the Battle of Chengpu, whereas
diverse ideas are proposed by scholars of the past, modern
scholars have even come up 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point of river crossing. Nonetheless, whether or not the
arguments are in line with the condition as revealed by
historical data is another matter that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re-explore. Lastly, for “overturning the lowlands
of Zheng”, an event related to the Battle of Chengpu,
although various recordings have been noted down in former
literatures, the contents indicated by the recently
unearthed documents remain quite similar. For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iming at this part, sinc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the scholars all through the
age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ics into which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dig further.

英文關鍵詞： Zhuo Zhuan, Duke Wen of Jin, the Battle of Chengpu,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unearthe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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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主要是探究《左傳》及其他文獻中與晉文公有關的二件史料－請隧及城濮

之戰。有關文公「請隧」問題，過去經師的注解大都認為此事與葬禮有關，但以

考古材料來檢視，所謂的上有負土的隧道在先秦葬禮中相當罕見，即便是東周王

室的葬禮中也大都是以羨道為主，未見上有負土的隧道。甚至與西周王室規格接

近的周公廟墓葬也未見隧道規格。至少得到西漢之後，隧道葬禮在諸侯王墓中才

可見，但先秦時代罕見這一種類型的墓葬。因此晉文公向周王室所請的隧是否只

能局限於墓道說，當然就得重新考慮。「城濮之戰」是晉文公成就霸業的重要戰

役，歷來為史家所稱讚。不僅傳世文獻詳載此事之經過，連出土文獻亦常見此戰

役的相關記載。尤其新出的材料對於城濮之戰中的一些問題提供了不同面向之解

讀。其次，有關城濮之戰的路線問題，過去學者也有不同的意見，近人甚至對渡

河之地有新的解讀，惟此說法是否合乎史料情況，這也是本計畫所要重新探索的

問題。最後，與城濮之戰相關的「反鄭之陴」事件，過往文獻有不同的記載，近

來出土文獻亦記載類似的內容，針對此部分的史料探究，歷來學者較少關注，此

部分也為本計畫所要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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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two historical data related to Wen of Jin in “Zuo 
Zhuan” and other document, the “Battle of Chengpu” and “Duke Wen’s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Duke Wen’s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the explanations annotated by the teachers of classics in 
the past mostly revolve around the matter associated with some kind of funeral 
ceremony. However, to view from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e so-called tunnel, on top 
of which laid a roof plate, is very rarely seen for a pre-Qin funeral. Even for the funeral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burial chamber is built rather than 
a tunnel with a roof plate. Or even for Duke of Zhou’s temple tomb which likens to an 
imperial funeral of the Western Zhou shows no signs of a tunnel pattern. It is not until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at the tunnel funeral is seen in the graves of dukes and kings. 
This type of grave is just uncommon during the pre-Qin Dynasty. As a result, we may 
have to re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requested by Duke 
Wen from the royal court of Zhou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theory of tomb passage. 
The “Battle of Chengpu”, based on which Duke Wen of Jin builds a forceful empire, is 
an essential campaign which has constantly been praised by the historians. Not only has 
the entire course of this event been written down elaborately in transmitted classics, the 
records relevant to the battle are often seen in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updated 
materials have also been offering new interpretations towards some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Battle of Chengpu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econdly, in regard to the route of the 
Battle of Chengpu, whereas diverse ideas are proposed by scholars of the past, modern 
scholars have even come up 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point of river crossing. 
Nonetheless, whether or not the arguments are in line with the condition as revealed by 
historical data is another matter that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re-explore. Lastly, 
for “overturning the lowlands of Zheng”, an event related to the Battle of Chengpu, 
although various recordings have been noted down in former literatures, the contents 
indicated by the recently unearthed documents remain quite similar. For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iming at this part, sinc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the scholars 
all through the age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ics into which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dig further. 

 

Keywords: Zhuo Zhuan, Duke Wen of Jin, the Battle of Chengpu, request for 

underground tunnel funeral, unearthed literature 
 

 

 

 

 

 

 

 

 

 

 



3 
 

序論 

    
  晉文公一生有三大霸業，根據李隆獻先生的研究可分為：（一）尊王－殺子

帶納襄王。（二）攘夷－敗楚於城濮。（三）會盟－盟諸侯於踐土。1其中晉文公納

襄王後，曾向襄王「請隧」。有關文公「請隧」問題，過去經師的注解大都認為

此事與墓道有關，尤其是唐人賈公彥（生卒年不詳）提出「羨道謂入壙道，上無

負土為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為隧，僖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是也。」

之說後，2學者大都信從其說，或稍修正其說，如清人劉文淇（1789-1854）說：

「天子有隧道，亦有羨道。」3但以考古材料來檢視，所謂上有負土的隧道在先秦

葬禮中相當罕見，即便是東周王室的葬禮中也大都是以羨道為主，未見上有負土

的隧道。甚至與西周王室規格接近的周公廟墓葬也未見隧道規格。至少得到西漢

之後，隧道在諸侯王的葬禮中才可見，如滿城漢墓中山靖王就是崖墓，其墓道就

屬隧道形式。4滿城漢墓的墓道雖然屬隧道模式，但其墓葬基本上是鑿山而建，屬

於在特殊地形鑿出的墓葬，然而先秦時代這一種類型的墓葬卻相當罕見。故晉文

公向周王室所請求的隧是否符合賈公彥所說的情況，又是否只能限定在墓道說，

當然就得重新考慮，因此本計畫第一部分即針對晉文公所請的「隧」到底是墓道，

還是韋昭所說的「鄉遂」進行分析，並試圖探究此處的「隧」實指為何。 

     再者，「城濮之戰」是晉文公成就霸業的重要戰役，歷來為史家所稱讚。宋

人孫明復（992-1057）曰：「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

威烈，自是楚人屏迹，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

建矣。」5清人馬驌（1621-1673）也言：「城濮一捷，諸侯景赴，於是鷩冕上賜，

牛耳獨執，中國日以睦，楚人乃不敢北視矣。」6不僅《左傳》、《史記》等傳世文

獻詳載此事之經過，連出土文獻亦常見此戰役的相關記載。目前出土文獻中與城

濮之戰有關的內容分別見於上博簡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清華簡貳《繫年》第

7 章、清華簡柒《晉文公入于晉》。另外青銅器〈子犯編鐘〉（NA1008-1017，春

                                                       
1 李隆獻：《晉文公復國定霸考》（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社，1988 年），頁 252-266。 
2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注疏》（臺北：藝文印書館，2013 年），卷 13，頁 471。 
3 清．劉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都：中文出版社，1979 年），頁 393。 
4 種建榮：〈周公廟遺址陵坡墓地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館館刊》2018.7，頁 40。 
5 宋．孫明復：《春秋尊王發微》，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8 冊（揚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 
 1996 年），頁 306。 
6 清．馬驌著，徐連城校點：《左傳事緯》（濟南：齊魯書社，1992 年），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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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中期）亦有城濮之戰的相關記載。關於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內容，許

多學者已指出其內容可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相對照，只是其間的文字敘述與

《左傳》差異甚多。又如與城濮之戰戰後路線相關的「反鄭之陴」事件，過往文

獻對此事有不同的記載，近來清華簡柒《晉文公入于晉》亦記載類似的內容。針

對此部分的史料探究，歷來學者關注較少，此部分也是本計畫第二部分所要進一

步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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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晉文公「請隧」問題研究 

 

 

 

 

一、前言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杜預注：「闕地通路曰隧，

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孔穎達疏：「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

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

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

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7杜注認為天子才有隧，諸侯王只能懸柩而下，此

說法當來自賈逵之說：「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8其實，西漢賈誼就曾

講過此說： 

  古者周禮，天子葬用隧，諸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 ，晉文公率師誅賊，定 

  周國之亂，復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請即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 

  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益之。」文公乃退。9 

近代學者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列出《左傳》中的隧有六種說法，其中與此條

有關的解釋是「在地下鑿成的通道，上不露天，供天子埋葬時運進棺材之用。」

但在他條又說：「露天地下通道。諸侯葬禮皆懸棺而下，通道露天，與天子之隧

有別。」10依其說，似乎上不露天或露天的通道皆可稱為隧，其差別僅在於諸侯

是懸棺而下，天子是用隧道的方式入葬。此外，唐人賈公彥則認為天子與諸侯的

葬禮差別是墓道格局的不同，而非墓道之有無。換言之，他認為諸侯並非懸棺而

下，因此他特別區分羨與隧的差異：  

  羨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為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上為隧，僖二十五年， 

                                                       
7《左傳》，卷 16，頁 263。 
8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51。 
9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74。 
10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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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文公請隧弗許是也。11 

賈公彥認為隧是上有負土的地下通道，為天子特權，諸侯只能使用露天通道式的

羨道，清代洪亮吉、12劉文淇亦持賈公彥的說法，不過劉文淇稍修正其說：「天子

有隧道，亦有羨道。」13上述二種說法雖在具體論證上有所差別，但大都從葬禮

的角度來談請隧事。另外有些學者則是從鄉遂的角度來談，最早見於三國時韋昭

注：「隧，六隧之地。」14清人沈欽韓亦持此說：「然魯人三郊三遂，非無遂也，

蓋不得六隧耳。」15清人孔廣森更言：「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

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16另一方

面，一些學者或將葬禮說與鄉遂說加以結合，陳瑑說：「然則天子之葬禮曰隧者，

於六隧之地開地通路，即用六隧之民引王柩輅，非僅掘地及泉隧之謂。韋既據《周

禮》以六遂爲隧，未嘗不兼用賈氏葬禮之說。」17章太炎亦採此說：「晉文意實欲

請六隧，而僭踰過甚，不可為侍臣所聞，故姑以葬用隧嘗試王意，葬可用隧，則

共葬役者可知。」18楊伯峻亦言：「晉文請天子允許於其死後得以天子禮葬己耳。

蓋晉文先請隧葬，隧葬既得，則必置六遂供葬具也。」19不過許子濱批評這樣的

結合「殊為牽強」，並修正其說：「賈公彥就說用隧道是天子的特權，諸侯以下只

能用羨道。按照這種說法，晉文公『請隧』就很容易理解了。」20其所採取的仍

是賈公彥的說法。 

  從上所列舉的說法來看，學者較多以墓道的角度來分析晉文公請隧事，但實

際上此套制度以考古材料檢視，基本上是難以成立的。筆者認為所謂的「請隧」

事未必跟墓道有關，這裡的隧可指通路，也可以包括鄉遂之遂，過去韋昭的說法

當值得重視，但因為其說法過於簡略，信從者不多。近代支持鄉遂說的有彭益林、

                                                       
11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3，頁 471。 
12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卷 8，頁 323。 
13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頁 393。 
14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51。 
15 清．沈欽韓撰，郭曉東等點校：《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56。 
16 清．孔廣森撰，張詒三點校：《經學卮言》（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112。 
17 清．陳瑑：《國語翼解》，收入《《國語》研究文獻輯刊》第 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12 年），頁 136。 
18 章太炎撰，姜義華點校：《春秋左傳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266。 
1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432。 
20 許子濱：〈《左傳》「請隧」解〉，收入《《春秋》《左傳》禮制研究》，頁 436；《楊伯峻春秋左 
  傳注禮說斠正》，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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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段清波22及張應橋等，23但基本上這三位學者討論的重點仍側重於設鄉遂制度這

一層面，對於晉文公請遂之原由及所請的遂位處何地則沒有進一步的深究。彭益

林雖然指出「晉文公想在周畿甸內的南陽建立六隧制度」，24但此說並不符合文

獻的記載，許子濱已對其說提出辯駁，25本文就不再重複贅述。以下筆者先從喪

葬用隧此面向進行檢討，接著就《左傳》中與「隧」有關之地來進行探究，以進

一步申論晉文公「請隧」的真正意義。 

 

二、先秦隧葬制度檢討 

  先秦的墓道有多種稱呼，在《左傳》中最直接的就是稱「墓道」。26另外或稱

羨、隧，《周禮．春官．冢人》：「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鄭玄注：

「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賈公彥說：「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

道。隧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

無負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

為況也。」27《禮記．檀弓下》孔疏：「《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基本

上鄭玄和孔穎達皆認為隧和羨皆是墓道名，兩者沒有差別，惟賈公彥以上方有無

負土來區分隧和羨。雖然《禮記．喪大記》鄭玄注：「禮唯天子葬有隧。」但鄭玄

這裡的「隧」與賈公彥所談的內涵未必完全一致，就鄭玄的論點，墓道可稱作隧

或羨。然而先秦時代，一般稱墓道為羨，墓道門也稱羨門，較少用「隧」來稱呼

墓道。《史記．衛康叔世家》： 

  四十二年，釐侯卒，太子共伯餘立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賂； 

  和以其賂賂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殺。 

《索隱》：「羨，音延。延，墓道。」28即便是漢代，墓道也大都使用「羨」來指

稱。《後漢書．禮儀下》：「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

                                                       
21 彭益林：〈晉文公「請隧」辨正〉，《晉陽學刊》1983.5，頁 97-104。 
22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頁 123。 
23 張應橋：〈商周墓道制度辯論〉，《中原文物》2009.2，頁 45-46。 
24 彭益林：〈晉文公「請隧」辨正〉，頁 104。 
25 許子濱：〈《左傳》「請隧」解〉，頁 433-434。 
26 《左傳》，卷 54，頁 942：「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2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2，頁 335。 
28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37，頁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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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29此為東漢皇帝入葬的

禮制，當時稱皇帝墓道就用羨道。不僅如此，漢代諸侯墓道也是稱羨，如雲夢睡

虎地漢簡《葬律》就規定徹侯：「羨深淵上六丈」。30又如馬王堆漢墓帛畫有《居

葬圖》，其中墓葬區中畫有甲字形墓穴，在墓道圖上寫有「羡袤十丈二尺」（圖

1）。董珊認為帛畫上的甲字形墓穴所指就是二號墓。31根據考古發掘的材料，二

號墓的墓道為斜坡狀，但「近墓道底緊鄰兩壁處，原栽有木柱，發掘時可清楚見

到木柱腐朽後留下的空洞。」32這就說明了當初墓道有一部分的上方應該有搭建

木製結構，可以讓部分墓道呈現上不露天的情況，但這一類的墓道仍稱羨道，與

賈公彥所謂上有負土之隧道也不同。賈公彥以上有無負土來區別隧和羨道，當是

後來的用法，在先秦時代幾乎罕見所謂上有負土的隧道，以下筆者就考古材料來

加以說明。其下茲先就晉國的墓葬情況來談，接著就同時代或時代接近的其他各

國（含東周王室）之墓葬舉例說明。 

 

    

圖 1 馬王堆帛畫《居葬圖》及局部放大 
《長沙馬王堆漢墓陳列》，頁 245 

 

（一）晉國墓道 

  晉國墓葬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相當豐富，對於考察晉國墓葬的規格及性質有很

                                                       
29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146。 
30 彭浩：〈讀雲夢睡虎地 M77 漢簡《葬律》〉，《江漢考古》2009.4，頁 130。 
31 董珊：〈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居葬圖》〉，《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4 年），頁 246。 
32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 
 版社，2004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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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幫助。根據目前所能確認的晉侯國君墓葬，筆者將墓葬與墓道的形制表列於

下（表一）。從表中可以見到，在晉文公之前的幾位晉侯，自西周至春秋早期的

墓葬大部分都有墓道，一般常見的情況是只有一條墓道，僅羊舌墓（圖 2）及北

趙墓 M63、 M93 才有南北雙向墓道。宋玲平指出： 

  甲字形和中字形是國君及其夫人專用的墓葬形制，而長方形乃其他貴族和平 

  民墓的形式。自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晚期，帶單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僅限於晉 

  侯及其夫人墓。到了西周晚期晚段，晉侯墓開始變成帶有雙墓道的中字形大 

  墓，並延續至春秋早期。墓道一直是晉國國君享有的特權。33 

晉國這些墓道都屬斜坡式墓道，屬上無負土之羨道，不是地下隧道的形制。值得

說明的，位於晉南地區的絳縣橫水西周中期之戎狄墓也有墓道，如 M1 和 M2 皆

為帶斜坡墓道的豎穴土壙木槨墓，兩者關係是夫妻。34墓主雖屬戎狄人，35但其

「華夏化很徹底」。36從此例可以顯見，西周時代晉國地區，等級較高的墓葬大

都有墓道，即使是戎狄也有類似的制度。 

表一 晉侯墓道一覽37 

墓地編號 墓葬時代 
墓主人身

分 
墓道形制 

曲村北趙晉侯 M114 西周早中期 晉侯燮父 單墓道，墓道長9、寬3米，其

最深處距離墓口2.4米。 
曲 村 北 趙 晉 侯

M11338 

西周早中期 晉侯燮父 

夫人 

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939 西周早中期 晉武侯 單墓道長方形竪穴土坑墓。墓

道窄於墓室，坡度前陡後緩。

                                                       
33 宋玲平：《晉系墓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34。 
34 墓葬資料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8，頁 4- 
 18。 
35 其墓主屬性參考謝堯亭：《晉南地區西周墓葬研究》（長春：吉林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 
  論文，2010 年），頁 129。 
36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夷狄華夏的融合〉，《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年），頁 335。 
37 下表中的墓主人身分主要參考湖北省博物館編：《晉國寶藏－山西出土晉國文物特展》（北\  
  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頁 17；趙榮等編：《熠熠青銅 光耀四方－秦晉豫冀兩周諸侯國 
  青銅文化》（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16 年），頁 19。至於 M93 墓主人的問題詳見第五章 
  的討論。 
38 M114、M113 兩墓的資料詳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 曲村遺址北趙 
   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8，頁 4-55。 
39 M9、M13、M6、M7 及 M8 的墓葬資料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曲 
   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1，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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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北趙晉侯 M13 西周早中期 晉武侯夫人 單墓道長方形竪穴土坑墓。墓

道長而墓室狹小。 
曲村北趙晉侯 M6 西周中期偏

早 

晉成侯 墓葬為甲字形，墓道為斜坡式

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7 西周中期偏

早 

晉成侯夫人 墓葬為甲字形，墓道為斜坡墓

道。 

曲村北趙晉侯 M3340 西周中期偏

晚 

晉厲侯 豎穴土壙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32 西周中期偏

晚 

晉厲侯夫人 豎穴土壙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91 西周晚期 晉靖侯 豎穴土壙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92 西周晚期 晉靖侯夫人 甲字形豎穴土壙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141 西周晚期 晉釐侯 甲字形墓葬，僅有一條南向長

方形斜坡式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2 西周晚期 晉釐侯夫人 甲字形墓葬，僅有一條南向長

方形斜坡式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8 西周晚期 晉獻侯 墓葬為甲字形大墓，墓道為斜

坡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3142 西周晚期 晉獻侯夫人 墓道在墓室南端，長方形豎穴

土坑墓，單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6443 西周晚期 晉穆侯 甲字形墓，墓道屬斜坡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62 西周晚期 晉穆侯夫人 甲字形墓，墓道屬斜坡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63 西周晚期 晉穆侯次夫

人 

中字形墓，有南北兩端雙墓

道，均為斜坡狀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93 春秋初年 晉殤侯 中字形豎穴土壙墓，雙墓道。

曲村北趙晉侯 M102 春秋初年 晉殤叔夫人 長方形豎穴壙墓，無墓道。 

曲沃羊舌墓地 M144 春秋早期 晉文侯 中字形土壙豎穴墓，有南北雙

                                                       
40 M33、M91、M92、M93、M102 五墓情況詳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 
   －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7，頁 4-38。 
41 M1、M2 考古報告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1992 年春天馬－曲村遺址墓葬 
   發掘報告〉，《文物》1993.3，頁 11-30。 
42 M31 考古資料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 
   次發掘〉，《文物》1994.8，頁 22。 
43 M62、M63、M 64 三墓情況詳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曲村遺址北 
   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8，頁 4-21。 
44 羊舌 M1、M2 考古報告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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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道。 
曲沃羊舌墓地 M2 春秋早期 晉文侯夫人 中字形土壙豎穴墓，有南北雙

墓道。 

 

 

圖 2 曲沃羊舌晉侯墓 M1、M2 墓地平面圖 
〈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頁 5 

 

（二）燕國墓道 

  燕國屬姬姓國，其國君墓葬有四條墓道及二條墓道的規格。M1193 的墓主，

根據同出的〈克盉〉（《新收》1367）、〈克罍〉（《新收》1368）銘文，當指

受封為燕國第一代的燕侯克。45雖然有四條墓道（圖 3），但其墓道窄短，特別是

墓道底部甚窄，46「且在墓室的四個角，不規範。」47學者認為此不是真正意義上

的墓道，作用與下棺有關。48故雖有四條墓道，但規格不大，無法比擬天子的格

                                                       
 2009.1，頁 4-26。 
45 陳平：〈克罍、克盉銘文及其有關問題〉，《燕秦文化研究－陳平學術文集》（北京：北京燕山 
 出版社，2003 年），頁 10。 
46 琉璃河考古隊：〈北京琉璃河 1193 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1，頁 21。 
47 徐良高：〈周公廟遺址性質雜彈〉，《三代考古》（三）（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 
 頁 411。 
48 種建榮、張天宇、雷興天：〈晚商與西周時期墓道形制初識〉，《江漢考古》2018.1，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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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墓地編號 墓葬時代 墓主身分 墓道形制 

琉璃河燕國墓 M1193 西周早期 第一代燕侯克 墓室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

室的四角各有一條墓道。 

琉璃河燕國墓 M20249 西周早期 燕侯 墓室為長方形竪穴，有南北

二墓道。南墓道為斜坡式墓

道，北墓道為臺階式墓道。 

 

 

圖 3 M1193 墓葬圖 
〈北京琉璃河 1193 號大墓發掘簡報〉，圖版壹 

 

（三）楚國墓道 

  楚國的墓葬中有墓道的情況相當常見，一般而言，大夫階級就有墓道（舉例

如表二），常見的是甲字形墓，即一條墓道，且為羨道模式。至於更高階的楚王

墓，墓葬屬於中字形墓，有二條斜坡墓道，如淮南馬鞍塚南塚即是如此，50郭德

維認為此墓是楚頃襄王墓。51有時楚王或僅使用一條墓道，如朱家集楚幽王墓，

此墓為土坑豎穴墓，只有一條向東的墓道。墓道為斜坡式，上部較陡，下部微緩。

52又如熊家塚主墓是一座近正方形、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豎穴土坑木槨墓。

                                                       
4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頁 16。 
5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陽馬鞍冢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10，頁 2。 
51 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77。 
52 李德文：〈朱家集楚王墓的形制與棺椁制度〉，《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武漢：荊楚書 
 社，1987 年），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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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學者或推測此墓是楚昭王、54楚惠王。55暫且不論墓主為何，但墓主為一代楚王

應沒有問題。綜上所論，東周時代的楚王墓葬，有中字形墓或甲字形墓，屬二條

或一條墓道的情況。至於大夫階層的，大部分屬甲字形墓，墓道僅有一條，但基

本上皆屬羨道模式。 

表二 楚大夫墓墓道舉例表 

墓地編號 墓葬時代 墓主身分 墓道形制 

新蔡葛陵楚墓 戰國中期 封君平夜君成 甲字形豎穴土坑，斜坡狀

單條墓道。 
包山楚M2 戰國晚期 左尹 貞（大

夫） 
長方形墓坑，有一條斜坡

式墓道。 
天星觀M2 戰國中期 邸陽君番 夫

人 
長方形豎穴土坑，有一條

斜坡墓道。 
信陽M1 戰國早期 大夫 長方形豎穴土坑，有一條

斜坡墓道。 
信陽M2 戰國早期 大夫 甲字形豎穴土坑墓，有一

條斜坡狀墓道 
望山M1 戰國中期 下大夫 長方形豎穴土坑，有一條

斜坡墓道 
望山M2 戰 國 中 期 晚

段 
下大夫 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道橫

斷面呈梯形。 
荊州望山橋M156 戰國中期 大夫 甲字形豎穴土坑墓，有一

條斜坡墓道。 
 

（四）秦國墓道 

  春秋早期，秦國國君墓道就使用中字形東西兩條墓道，如大堡子山的二座墓

（M2、M3）皆屬中字形，有東西兩條斜坡狀墓道。57根據學者的研究，墓主分別

是秦靜公和秦文公。58此外，秦在雍城也有許多秦公墓葬，大都是中字形墓葬，

如一號墓是秦景公墓即屬中字形大墓，有二條斜坡墓道（圖4）。59只有三位秦公

                                                       
53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熊家塚墓地2006～2007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4，頁6。 
54 徐文武：〈熊家塚楚墓墓主身份蠡測〉，《江漢論壇》2010.3，頁 72。 
55 鄒時雨：〈熊家冢楚墓墓主新探—與徐文武教授商榷〉，《宜賓學院學報》2011.4，頁 63。 
56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望山橋一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2017.2，頁 4-37。 
57 大堡子 M2、M3 墓葬資料見戴春陽：〈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關問題〉，《文物》 
 2000.5，頁 74-80。 
58 大堡子 M2、M3 墓主人身分學界爭議甚多，此處採取田亞岐、張文江：〈禮縣大堡子山秦陵 
  墓主考辨〉，《唐都學刊》23.3（2007 年 5 月），頁 75 的說法。陳昭容：〈秦公器與秦子器 
 —兼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墓的墓主〉，《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 
 物館，2010 年），頁 254 亦同此說。 
59 王學理：《秦物質文化通覽》，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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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甲字形，一位刀字形墓葬（墓葬區域圖見圖5），60顯見在雍城時代的秦君也是

以中字形墓葬居多，且中字形墓葬大都屬豎穴土坑墓。戰國晚期，還出現亞字形

墓葬，如東陵一號陵園中的M1、M2皆屬亞字形墓，各有四出的斜坡墓道。趙化

成認為東陵一號陵園的時代為「戰國晚期偏晚至秦代」，其M1墓主人為莊襄王，

M2為帝太后。61因此秦國國君最初大都是以中字形大墓為主，有二條墓道，到了

戰國後期，變成了亞字形墓，有四出的斜坡墓道，其規格顯然都比其他的諸侯國

來得高。陳昭容說這樣的墓道制度「可能是在秦立國之後初期才開始有的，也是

高等級秦公墓才有的規格。」62至於秦始皇陵，《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

世關閉秦始皇陵時的情景：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 

  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復出者。 

張守節《正義》：「冢中神道。」岡白駒說：「冢中神道中外門，皆吊門也，故曰

『下』。」63雖然秦始皇陵尚未發掘，然而依據考古勘探情況及戰國後期秦公墓的

格局來看，秦始皇陵應有四條墓道。64四條墓道之門稱羨門。「羨門」，即羨道之

入口之門，或稱玄門。65此詞亦見於漢武帝茂陵，《漢舊儀》： 

  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 

  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車六馬，皆藏之內方，外陟車石。66 

根據考古學者的鑽探，茂陵為亞字形墓葬，有四條斜坡墓道。67西漢帝王的陵寢

大都屬帶四面坡形墓道的豎穴土壙墓，68茂陵的這四條斜坡墓道也當為羨道模式。

既然秦始皇的墓門亦稱羨門，以漢承秦制的觀點來論，69秦始皇的墓道與漢帝王

                                                       
60 田亞岐、徐衛民：〈雍城秦公陵園諸公墓主考識〉，《秦漢研究》第 2 輯（西安：三秦出版 
 社，2007 年），頁 262-271。 
61 趙化成：〈秦東陵芻議〉，《考古與文物》2000.3，頁 63。 
62 陳昭容：〈從文獻與出土文物看早期秦國融入華夏的歷程〉，《出土材料與新視野》（臺北：中 
 央研究院，2013 年），頁 303。 
63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6，頁 371。 
64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頁 141；張衛星：《禮儀與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頁 

149。 
65 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頁 15。 
66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06。 
67 陝西考古研究院等：〈漢武帝茂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2，頁 7。 
68 韓國河：〈簡論坡形墓道〉，《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5，頁 108；楊武站、曹龍： 
 〈漢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考古》2015.8，頁 116。 
69 高崇文：〈秦漢帝陵陵寢制度探討〉，《古禮足徵－禮制文化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5 年），頁 265：「漢承秦制，在帝陵建制上體現得非常清楚。」王學理：〈秦漢相 
 承帝王同制－略論秦漢皇帝和漢諸侯王陵園制度的繼承與演變〉，《王學理秦漢考古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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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當相同，皆屬羨道模式。至於「羨門」是什麼樣式？其實即漢代考古常見的羨

道門（或稱主墓門）。羨門一般位於墓道的盡頭，以石門為主，如南越文王墓就

是雙扇石門。在石門外又設有頂門器，當門扇閉合之後，頂門石板就會自動翹起

頂在門板的閉合點，把石門卡死。70另外有些是放入石條將墓道口堵住，如獅子

山楚王墓，其墓主為第二代楚王劉郢客，71墓門就是用16塊巨大塞石堵住，每塊

塞石重5-7頓，塞石外有道漆木大門。72但不論如何，其墓道皆屬上無負土的露天

情況。在漢墓中，有時會在墓道上方設計天井，如獅子山楚王陵的前墓道就有天

井的設計（圖9）。在天井的墓壁上發現一周豎長方形石槽，槽內遺存有墊鐵釘和

漢瓦陶片等填塞物，推測當年建造陵墓時，為了防止雨水滲入墓穴而搭建的木棚

棚柱支點。73但這些木棚在入葬程序結束後即進行拆卸，且這種墓道亦與所謂上

有負土之隧道完全不同。這一類的木棚設計在皇帝墓道中亦可見，如《後漢書．

禮儀下》：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便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 

  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車歸宮。74 

羨道可開通，這間接說明羨道上方也有像獅子山一樣有頂的木結構建築。75 

《史記．六國年表》：「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

76既然秦自襄公以來就開始出現僭端，那麼到了秦始皇時，怎麼反而採用低於天

子的羨道格局，顯見在東周時代天子就是採用羨道模式，只是天子或地位較高的

王侯才享有四條墓道，一般的諸侯是一條或二條墓道。77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頁 112-122 對此課題亦有詳論。 
70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12。 
71 劉尊志：《漢代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481。 
72 徐州漢文化風景園林管理處編：《獅子山楚王陵》（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年），頁 78。 
73 徐州漢文化風景園林管理處編：《獅子山楚王陵》，頁 30。 
74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後漢書志》，第 6，頁 3152。 
75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頁 142。 
76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5，頁 845-846。 
77 種建榮、張天宇、雷興天：〈晚商與西周時期墓道形制初識〉，頁56：「四條墓道雖並非只 
 有王才能享用，但確為王墓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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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堡子山 M2 平面圖 

修改自《秦物質文化通覽》彩版 11 
 

 

圖5 雍城秦公墓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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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會許或質疑像滿城漢墓中山靖王就是崖墓，其墓道就屬隧道形式。78另

外文帝不起墳，學者也認為其墓葬可能是崖墓形式，那麼在漢代以前的天子墓葬

應也有崖墓的形式。首先，滿城漢墓的墓道確實是隧道模式，但那是鑿山而建，

屬於特殊地形所鑿出的墓葬，然而先秦時代少見這一類型的墓葬。至於文帝是否

屬崖墓，學界仍有不同看法。根據學者最新的研究，霸陵墓葬應為帶四條墓道的

亞字形豎穴土坑墓，與其他西漢帝陵沒有差異，只是不起封土而已。79且現階段

鑿山為墓的情況大都是漢代以後的情況，僅限於部分的諸侯王。其次，即便皆屬

鑿山為墓的情況，還是有墓葬採羨道的模式，如徐州獅子山楚王墓是以獅子山為

陵冢，但其墓道就屬羨道形式，學者指出：「露天敞口的楚王陵墓道在下葬後全

部用封土回填並層層夯實，夯土頂部鋪放巨大的自然山石，與山體表面岩石基本

保持一致，用以偽裝防盜。」80因此也並非所有的崖墓都是隧道的情況。此外像

梁孝王墓（保安山 M1），其墓道大部分都是露天的羨道模式，僅在斜坡墓道的平

台到墓門的一段 8 米平底墓道，其「頂部用方石和楔形石塊砌成覆斗形頂」，81算

是羨道和隧道並用的情況。基本上若要開鑿隧道，墓葬區必須選擇鑿山為陵才能

完成，但在先秦時代，鑿山為陵的情況相當罕見。 

 

（五）洛陽地區周代墓道情況 

  最後來談周王室的墓道情況，今舉幾個墓葬情況來說明。洛陽體育場路東周

墓東周有一座亞字形豎穴土坑墓（C1M10122，墓葬平面見圖6），其有四條斜坡

墓道，另外在其西側又有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C1M10123），有二條斜坡墓道，

學者推測前者可能是周平王之墓，後者為其平王夫人之墓。82之後隨著周王室日

漸衰弱，基本上王室的墓道就少見亞字形大墓。如洛陽金村被盜掘的八座周王陵，

其屬性皆為東周墓葬，基本上皆是甲字形大墓，83即墓道僅有一條。又如洛陽西

                                                       
78 種建榮：〈周公廟遺址陵坡墓地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7，頁 40。 
79 楊武站、曹龍：〈漢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考古》2015.8，頁 115。 
80 徐州漢文化風景園林管理處編：《獅子山楚王陵》，頁 16。 
8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頁 11；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 年），頁 14-17。 
8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體育場路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5，頁 4-11。 
83 霍宏偉編譯：〈洛陽故城古墓考〉，《洛陽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頁 13。這些墓 
 葬原先被認為是韓國墓葬，唐蘭認為是東周墓，見氏著：〈洛陽金村古墓為東周墓非韓墓 
  考〉，《唐蘭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667-671；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 
  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28-29。 



18 
 

郊東周王陵發現四座大墓，其中ZSM1有一條墓道，另外三冢（ZSM2、ZSM3、

ZSM4）在南北兩側皆發現墓道，這些墓道皆是長斜坡墓道，學者推測此墓葬當

為東周王陵。8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墓道的其中一段（南或北）或疊壓在封土之

下，另一段處於封土之外，且其上的封土呈覆斗形，為人工所為。這也可以看出

當時入葬時其墓道大都呈現所謂的羨道形式（即露天的情況），等到主棺入窆後，

然後在其墓穴上用封土回填覆蓋，故才有部分墓道露出封土之外的情況。這種狀

況亦可在其他的墓葬中找到相同的情況，如中山王 一號墓屬中字形墓道，其墓

丘上還有饗堂建築，考古學者認為這些墓上建築是將墓主人埋葬後，封丘封頂之

後才進行修建的。85可見，在兩周時代的墓葬，常見的墓道情況是羨道模式，用

以運送陪葬品及棺槨使用，當所有的入葬程序都完成了，才進行封丘。 

  許子濱認為西周王室墓葬到今天還未一見，因此「不能妄下判斷，以為周王

原來不曾有墓隧。」86西周天子墓雖未發掘，但近年來發現的周公廟大墓可為西

周天子墓作一些補充。在周公廟發掘了一批西周時代的墓葬，其中擁有四條墓道

的有 10 座墓葬，目前學界比較贊同此區為周公家族墓地。87已發掘 M32 是「墓

壙由略近方正的豎穴土坑墓室、階梯式北墓道和斜坡式南墓道組成」。88M18 則

是四條墓道，其墓葬依同屬一個區域的 M32 情況來看，也當屬豎穴土坑墓（兩

者的相對位置如圖 7）。若此，周公家族墓地的亞字形墓葬也是四條墓道，屬羨道

模式。《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鄭玄注：「同之於周，

尊之也。」89《史記．魯周公世家》：「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90依

此，在周公家族墓地所見的墓道情況基本上可比擬於天子之禮，故以此推知當時

的周天子墓道當不會與此相差太大。且先秦時代要完全開鑿成地下宮殿的形式在

技術上也未必辦得成，印群說： 

  如果開挖墓道時要在其上留土，即有「負土」，那麼築墓室時顯然也得在墓 

  頂上留土，即必須在墓頂「負土」保留不動的前提下掘進，這樣一來整個大 

                                                       
84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西郊周山東周王陵調查記〉，《中原文物》2005.6，頁 4-7。 
8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 13。 
86 許子濱：〈《左傳》「請隧」解〉，頁 437。 
87 種建榮：〈周公廟遺址陵坡墓地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7，頁 40。 
88 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所獲及所思〉，《文物》2006.8，頁 56。 
8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31，頁 577。 
90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33，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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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就成了用掘地道的方法修築的宏大的地下建築，如此高的地下施工標準是 

  當時的工程技術水準所難以達到的。91 

因此就以當時的工程技術而言，此項工法本身是有困難的。在張家坡西周墓葬中

曾發現洞室墓，但基本上其墓道皆屬竪穴墓道，92也非隧道模式，且這一類的墓

葬也非周人葬式，可能是羌族的葬式。93另外像三門峽也發現了大量的戰國至漢

初洞室墓，其墓葬國族屬性為秦人墓葬，94亦非傳統的周人墓葬。 

 

圖6 洛陽體育場路東周墓 

                                                       
91 印群：《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周墓葬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108。 
9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年），頁 67。 
93 梁星彭：〈張家坡西周洞室墓淵源與族屬探討〉，《考古》1996.5，頁75；張衛星：〈略論先 
 秦時期關中地區的洞室墓〉，《秦文化論叢》第四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頁238：指出「這種葬式成為羌戎部落和以後的羌戎族流行的埋葬形式之一。」 
94 李書謙：〈試論三門峽秦人墓〉，《中原文物》2013.2，頁 33-39。 



20 
 

 

圖7 周公廟墓葬位置圖 

（六）小結及相關問題 

  綜合上述所考察的情況，筆者將東周時代的墓道制度歸納如下： 

  （一）東周王室一開始是亞字型墓葬，有四條墓道，但隨著王室日衰，之後

東周王陵只有中字形或甲字形，即二條或一條墓道的情況，且屬於羨道的模式。 

  （二）晉國在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晚期，國君墓道基本上以甲字形為主。到

了西周晚期晚段，晉侯墓葬開始變成帶有雙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並延續至春秋早

期。且晉侯墓道以羨道形式為主。 

  （三）其他諸侯國基本上亦以甲字形和中字形墓葬為主，墓道呈現羨道形式。

有些諸侯國沒有墓道，如蔡國或戰國的隨國，但屬少數情況。 

  （四）秦國一開始就以中字形墓葬為主，到了戰國時期甚至以亞字形墓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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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但都是屬羨道的模式。 

  （五）杜預認為「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然而春

秋時代的諸侯王大都有墓道，因此說諸侯只能「縣柩而下」，顯然是不成立的。

至於賈公彥認為隧是上有負土的暗道，屬天子特權，諸侯只能使用露天通道。然

而從上面所列舉的材料來看，目前所見的東周天子墓道大都屬斜坡墓道，即羨道

模式，即使是秦代、西漢帝王，也都是羨道模式，換言之，先秦天子葬禮基本上

未出現上有負土的隧道，故賈公彥這種區分顯然也與考古材料不合。 

  論者或以鄭莊公「隧而相見」事來證明先秦時代確實已有隧葬的可能性。首

先，鄭莊公原先發誓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杜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95楊伯峻說：「黃泉，地下之泉。此二句猶言不死不相見。」96後來反悔，經潁考

叔的勸說，乃變通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黃泉在先秦兼有地下及死後世界，

97故鄭莊公採取見到地下泉水的方式與母親相見。這裡的隧，筆者認為只是挖個

短淺的臨時性空間，屬象徵性作法，讓母子可以在有地下泉水的隧道中相見，因

為是臨時性，並不需要在裡頭待太久，所以也沒有必要挖掘太深太長。但墓葬就

不同，墓葬從人生前就開始經營，一直到所有的陪葬品都入窆室後才算結束，故

墓道的使用絕非一二天就使用完畢，一旦隧道上方不夠堅固，必然會倒塌下來。

其次，文獻中可以及地下泉水之露天通道亦可稱「隧」，如《左傳》昭公十七年：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杜注：「隧，出入道。」楊伯峻注：「此楚

人防吳人竊取餘皇。蓋移舟于岸，四周挖深溝，以至泉水。溝有出入道曰隧，以

其及地下水而濕，故以炭填滿之，為陣以待吳人。」98此處的隧可以及地下水，

且屬露天的通道。《莊子．天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此「隧」為通井水之道，99規模也不

會太大，可能也是屬露天的通道。依此而論，可以及地下水之露天通道本身也可

稱隧，故陳克炯在解釋這條的隧時即說：「露天地下通道」。 

                                                       
95 《左傳》，卷 2，頁 37。 
9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4。 
97 蒲慕州：〈中國古代的信仰與日常生活〉，收入《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 
  版社，2011 年），頁 38。 
9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392。 
99 阮毓崧撰，劉韶軍點校：《重訂莊子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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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先秦時代常見的隧道方式是採用另一種模式，如越國安吉龍山墓葬

D141M1，時代為戰國早期晚段。其墓道兩旁有許多柱洞，有些柱洞內還留有未

完全腐爛的朽木痕跡（圖 8）。100這些柱洞一直深入坑內與木槨相連，這說明當時

的墓道之上搭建著木結構建築，讓原本露天的墓道變成隧道的形式，但這種隧道

與賈公彥所說的上有負土的隧道也不同。 

 

圖 8 越國安吉龍山 D141M1 墓道 
《浙江越墓》，頁 113 

 

  到了漢代以後，墓道變成隧道的模式才可見到，如北京大堡子山M1，根據

學者考證，此墓的墓主人是廣陽王劉建。101此墓的建築方式是： 

  該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組成。其做法是：先挖一個深4.70米 

  的斗狀長方坑，然後在底部依次鋪墊白膏泥和木炭，木炭上置墊木和鋪地板， 

                                                       
10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越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06-112。 
101 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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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於其上緊貼坑邊處豎扁平立木一周為壁，立木外側與坑之間空隙處填土夯 

  實，以使砂性土質的墓壁保持堅固。最上以圓木和方木為頂。整個木結構外 

  層，用木炭；頂部和底部并用白膏泥封固，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結構複雜的 

  木構地下建築。102 

其墓葬建築圖如圖9。但基本上此墓道上部是以木建構為頂，亦非賈公彥所說的

上有負土的隧道模式。 

 

圖 9 北京大葆臺 M1 漢墓 
《北京大葆臺漢墓》，頁 10 

 

    顧鐵符認為惟有姬姓國才會受限於周王室的要求，103然而以當時「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天而既厭周德矣」情況來看，104這種說法顯然也不合理。我們從

考古材料來看，晉國在西周時代就已使用墓道，在西周末年，周王室的勢力雖已

走下坡，但基本上還是比東周時期更有約束力。其次，同屬姬姓國的曾國，雖然

曾侯乙沒有墓道，但在曾侯乙之前的曾國國君是有墓道的。如葉家山M28曾侯諫

墓，105其年代為西周早期，墓葬屬甲字形土坑豎穴墓，有一條斜坡墓道。106又如

                                                       
102 大葆臺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臺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頁 4。 
103 顧鐵符：〈隨縣曾侯乙墓無隧解〉，《夕陽雛稿－歷史考古述論匯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8 年），頁 146。 
104 《左傳》，卷 4，頁 81。 
105 葉家山及隨棗一帶所出的曾國墓皆屬同一封國，且為姬姓，詳見徐少華：〈曾侯與鐘和曾 
 （隨）若干問題釋疑〉，《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7 年），頁 169-182 討論。 
10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隨州葉家山 M28 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3.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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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GM17，其墓葬年代為春秋早期前段，墓葬形制為長方形岩

土坑，東端也有墓道，其墓主身分為曾國國君夫人。107這就說明，在西周晚期至

春秋早期階段，姬姓諸侯在其葬禮中皆曾使用過墓道，故所謂「姬姓國比較容易

受範」之說基本上也站不住腳。 

  那麼晉文公「請隧」到底是什麼制度？筆者認為此隧當即鄉隧制之隧，但此

鄉隧並非指晉國之隧，而是東周王室之隧，以下就此論點來作進一步的談論。 

 

三、春秋以「隧」為名的地理位置及其性質考察 

  《國語．周語》：「公請隧，弗許。」韋昭注：「隧，六隧之地。」108隧或作

遂，兩字可通假，109如吳地的「干隧」，《史記．蘇秦列傳》作「干遂」，可證。在

討論晉文公請隧問題前，筆者先探究春秋史料中常出現以隧為名的地理位置及其

性質，如此更有助於說明這裡的「請隧」。楊寬考察遂的位置時指出： 

    在「郊」以外，有相當距離的周圍地區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 

  內，分設有「六遂」，這就是鄉遂制度的「遂」。110 

另外，李家浩指出：「『遂』字出現在地名之後和跟其他的字組成職官名等情況來

看，應該是指鄉遂制度的『遂』。」111黃聖松認為《左傳》中綴以隧字的地名，極

可能是一國鄉遂之遂。112若就《左傳》中以隧為名的地點來看，以上這些說法基

本上是吻合的。不過有些以遂為名的點如「干遂」，並沒有離都城太遠，其意大

概僅同於《左傳》襄公十八年：「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楊伯峻說：「隧，

山中小路。」故其性質是以一個點來代稱整條通道。馬保春在討論《戎成氏》的

「鳴條之遂」時曾言：「它可能是以道路上一個關口或渡口性質的地名代稱整條

通道、道路，因為鳴條之遂的遂有通道的意思。」113甚至有些並不是一個點，而

僅是一條通道名，如曹隧和陳隧。又如《國語．周語上》：「回祿信於耹隧。」韋

                                                       
107 襄樊市考古隊編：《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58。 
108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352。 
109 清．孔廣森撰，張詒三點校：《經學卮言》（外三種），頁 112。 
110 楊寬：〈西周春秋的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西周史》，頁 422。 
111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頁 44。 
112 黃聖松：〈《左傳》綴以「隧」字地名與「鄉遂」制度蠡測〉，《文與哲》第 31 期，2017 年， 
  頁 93。 
113 馬保春：〈由楚簡《容成氏》看湯伐桀的幾個地理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4.5，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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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注：「耹隧，地名也。」114譚澐說：「耹隧，鈃山之隧，一名鈃隥。《水經．汾水

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115

這裡的耹隧就是通道名。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或其他文獻所記載的以「隧」

為名的點或通道皆可通向該國的都城，為了進一步闡述此論點，接著筆者就春秋

時代幾個以「隧」為名的點與其都城相對位置進行考察，116如此將有助於進一步

解讀晉文公請隧事內涵。 

 

（一）秦國麻隧 

  《左傳》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

新楚。」高士奇認為麻隧「或云在今涇陽縣西南。」117楊伯峻說：「麻隧，秦地，

《清一統志》以為在今陝西涇陽縣北，《方輿紀要》以為在涇陽縣西南。疑《一

統志》近是。」118黃鳴則認為： 

  又以地理形勢揆之，諸侯軍隊由東周出發，一路西進，此戰勝後，諸侯軍隊 

  即渡過涇水，西至侯麗，則麻隧應與侯麗緯度大致相同，否則，如果定麻隧 

  在涇陽縣北，則諸侯軍的行軍路線則是西渡涇水後，折而南向，方可到侯麗。 

  綜合考慮上述原因，則麻隧應在涇水之北較近之處，也以在今涇陽縣南較為 

  穩妥。119 

此段內容亦見於《史記．晉世家》：「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

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清華簡《繫年》簡89-90：「明歲，厲公先起兵，率師

會諸侯以伐秦，至于涇。」依此記載，麻隧位置當與涇水相當接近，故本文依黃

鳴的說法。李自智說：「晉師伐秦往往渡過涇河，深入秦之腹地，直逼秦的大後

方。」120晉軍渡過涇水後，即可長驅直入秦都雍城。即便雍城的地理環境號稱「城

                                                       
114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29。 
115 清．譚澐：《國語釋地》，收入《《國語》研究文獻輯刊》第 7 冊，頁 410。 
116 關於《左傳》中綴以隧字的地名，黃聖松：〈《左傳》綴以「隧」字地名與「鄉遂」制度蠡 
   測〉一文亦有詳考，惟筆者論述的方向與內容跟黃聖松先生並不相同，在此特加說明。 
117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498。 
11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866。中華秦文化辭典編委會：《中國秦文化辭典》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94 亦持相同的看法。 
119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40。 
120 李自智：〈秦九都八遷的路線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7.2（2002 年 6 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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塹河瀕」，121但畢竟有聯軍進到都城的外圍，對秦也造成不少的威脅。因此當第

二次聯軍再次攻入秦境時，秦人為了阻止諸侯師渡過涇水，乃「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杜預注：「飲毒水故。」122至於聯軍是在何處渡過涇水，筆者認為渡水

之處可能就是後來的涇陽故地。《史記．秦始皇本紀》：「肅靈公，昭子子也。

居涇陽。享國十年。」123根據學者考證，涇陽當為秦國的一個臨時性軍事都城。

124且因其地理位處「兵家必經的險要之處」，125故秦靈公才要在此建立臨時性的

都城。當時聯軍在麻隧打敗秦軍後，通過麻隧直達涇陽以渡過涇水（如圖10）。

顧棟高指出：「涇陽有睢城渡，即諸侯濟涇，秦人毒涇上流處。又縣西南有麻隧

地，晉、秦戰于麻隧，即此。」126依此，麻隧是晉人往睢城渡前的一個重要據點

及通道。李孟存、李尚師認為秦、晉之間的路線有二條，其中一條是由雍出發，

經侯麗、域林、麻隧、北徵、少梁，然後東渡大河，進入晉國。127其中北徵和少

梁皆屬晉地，128故麻隧可以說是進入秦國都城的一個重要前哨站，通過麻隧後就

可進到秦國腹地。 

 

                                                       
121 田亞岐、郁彩玲：〈秦都雍城城市體系演變的考古學觀察〉，《輝煌雍城－全國（鳳翔）秦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年），頁 33。 
122 《左傳》，卷 32，頁 559。 
123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6，頁 403。 
124 徐衛民：《秦漢都城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頁 40； 
125 李自智：〈秦九都八遷的路線問題〉，頁 70。 
126 清．顧棟高，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643。 
127 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 年），頁 387。 
128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75 引《彙纂》認為北徵在今西安府澄城縣西南二十里。李 
  孟存、李尚師：《晉國史》，認為北徵位於今陝西省澄城縣南，故馬保春：《晉國地名考》，頁 
   25 認為北徵為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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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麻隧位置圖 

 

（二）楚國的大隧 

  《左傳》定公四年：「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杜注：「三者，漢東之隘道。」129楊伯峻說：「今豫鄂交界三關，東為九里關，即

古之大隧。」130依此，此隧並非僅是一個點而已，同時還具有隘道的性質。根據

石泉考證，這三關所在的位置在「今河南確山縣西與泌陽縣東的長城山丘陵地一

個隘口」。131同時依據石泉考證，當時吳軍攻打楚國的路線為： 

  吳師深入楚境的道途，是溯淮西上，在蔡境登陸，會蔡師，共同西進，通過 

    楚「方城」南段的隘口，進入南陽盆地，到達唐國，會合唐師，轉西南，至 

    豫章大陂，由此進至襄樊附近的漢水北岸，在這一帶進行了柏舉決戰，大敗 

  楚師，「五戰及郢」，直下楚都。132 

                                                       
129 《左傳》，卷 54，頁 950。 
13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543。 
131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增訂本）（臺中：高 
  文出版社，2004 年），頁 312。 
132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增訂本），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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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所考證的路線，因〈曾侯與鐘〉的出現而得到驗證。133〈曾侯與鐘〉：「吳恃

有眾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吳軍的路線是從西再向南，與石泉的考

證的路線相符合，今將石泉的考證附於下（圖 11）。大隧是春秋時楚國進出中原，

南北抗衡的重要關隘之一，是楚國的一處重要軍事要塞和古戰場。134左鵬說： 

  當時楚國與中原的交通路線主要有兩條，其一是通過南襄夾道和桐柏山與 

  伏牛山之間的方城隘口進出中原，其二是從江漢平原東北的桐柏山與大別 

  山之間的三關（冥扼、大隧、直轅）進出中原。135 

雖然左鵬有關「三關」的研究仍採舊說，但亦點出大隧是進入楚國都城的一個重

要路徑。 

 

圖 11 吳師入郢圖 
《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增訂本》，頁 335 

 

（三）蔡國桑隧 

  《左傳》成公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 

                                                       
133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江漢考古》2014.4，頁 63；高崇文：〈曾侯與編鐘銘文 
  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江漢考古》2015.3，頁 83 亦同此 
  說。 
134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史念海全集》第 5 卷，頁 336；劉玉堂：《楚國交通研 
  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109-110。 
135 左鵬：《楚國歷史地理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年），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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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息之師救蔡，禦諸桑隧。 

杜注：「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136高士奇說：「在今汝寧府確山縣

西南三十五里，又縣東有桑里亭。」137楊伯峻注：「桑隧在今河南確山縣東。」

138黃鳴指出桑隧基本上位於蔡國西南邊邑。139要了解桑隧對於蔡國有何重要性，

得先解決蔡國的都城位置。當時蔡國的都城還在上蔡，根據尚景熙的調查： 

  蔡國故城座落在上蔡縣蘆岡的東坡。蘆岡即古蔡地，春秋時期名曰「岡山」，  

  南北四十五里，縱貫上蔡縣境。故城以西的岡下，汝河沿岡的西坡向南流去，  

  至今還可以看到汝河故道。……蔡國故城雄踞岡坡，汝、洪二水東西環繞，  

  附近地勢險要，物產豐富，成為這座名城的興起的有利條件。140 

上蔡故城有汝水流經其附近，而桑隧也正好接近汝水。《水經注．汝水》：「澺水

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女。又東南逕下桑里。」楊守敬

注：「《左傳．成六年》：『楚禦晉桑隧。』杜《注》：『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

南。』此《注》敘汝水東南逕新蔡，又東南逕下桑里，則在新蔡東，蓋對桑里言，

故稱下。」141黃鳴描述此次晉軍侵蔡的路線為「晉軍遂轉向東南，沿伏牛山東部

平原南下，經今河南省寶豐、葉縣、舞陽、西平、遂平、駐馬店市等境，侵蔡至

於桑隧。」142因此晉軍一旦攻破桑隧，就可以利用桑隧連接到汝水支流（澺水），

再溯著汝水進逼上蔡城外圍，如此一來將對蔡國造成較大的威脅。依此而論，桑

隧位處汝水下游，為他國溯著汝水進到蔡國都城（上蔡）的一個重要通道點（圖

12）。同時，桑隧離楚國的大隧不遠，143故楚軍才能出大隧後立即集結在桑隧一

帶。 

                                                       
136 《左傳》，卷 26，頁 442。 
137 高士奇：《春秋地理考略》，頁 482。 
13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830。 
139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32。 
140 尚景熙：〈蔡國故城調查記〉，《中原文物》1980.2，頁 30。 
141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1788-1789。 
142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32。 
143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史念海全集》第 5 卷，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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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桑隧位置圖 

 

（四）鄭國暴隧－附論陳隧 

  1.暴隧 

    《左傳》成公十五年：「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

取新石。」楊伯峻說：「暴即成十五年〈傳〉之暴隧，本為周室暴辛公采地，後入

於鄭，當在今河南省原陽縣西舊原武縣境。」144楊氏之說本於高士奇。145胡承珙

說：「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146黃鳴說：「暴為商周古國，其地

在今河南原陽、武陟交界之地，故定於原陽縣西南。」147此次楚共王先侵略鄭，

又侵略首止，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江永則認為此地

宜屬宋。148黃鳴認為「首止為衛國近鄭之地，其地深入宋國之境，為衛國在宋國

                                                       
14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565。 
145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50。 
146 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19，頁 1015。 
147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39。 
148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34。 



31 
 

內的飛地。」149依宋杰的研究，楚國進出中原主要有二條路線，其中一條是： 

  楚國北進的主要道路是自郢（今湖北江陵）出發，逆漢水而行，經襄陽進入 

  南陽盆地；盆地的西北為伏牛山，東南為桐柏山，兩條山脈相對的丘陵地段 

  有著名的方城隘口，在今河南省方城、葉縣之間。楚國軍隊、商旅的北行， 

  以經過這條通道最為方便，歷史上稱其為「夏路」……方城隘口以北是鄭國 

  疆界，人眾車馬直登坦途，沿著豫東平原的西緣前進，穿越鄭國境內，北渡 

  黃河，便進入晉國的（修武）南陽、河內。150 

根據清華簡《繫年》90：「共王亦率師圍鄭。」整理者指出此即楚國侵鄭及暴隧

之事。151劉楚煜因此認為「楚軍進入鄭國境內一路攻打到鄭國西北部的暴隧，接

著又入侵到臨近的衛國首止，即楚軍跨越了鄭國全境，因此楚軍有很大可能圍攻

過位於出兵路線中間點的新鄭。」152綜合《左傳》及《繫年》的材料，可以推知

此次楚國的路線在穿越鄭國境內時，先逼近鄭都新鄭外圍，再往北直到暴隧，又

東侵衛國的首止（相關位置見於圖13）。由此可以推知，從鄭國新鄭都城當有條

路可通向北方的暴隧。值得留意楚國此次入侵暴隧的意義： 

  首先，楚國此次並非要占領鄭國的哪個都邑，而僅是向晉國示兵，故在明年

春，楚國就拿汝陰之田和鄭國請和。153 

  其次，暴隧基本上是鄭國加強北疆的防衛而設置。暴地附近有伊洛之戎在此

活動，154《左傳》文公八年：「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

雒之戎。」襄仲會伊雒之戎即在暴（即暴隧）。155伊洛之戎曾在王子帶的引導下

攻入周王室，156故鄭國之暴隧起碼也有一定的防備武力，如此才足以防備北方國

家及在附近活動的戎人入侵。前文提及，隧地與「鄉遂」相關，那麼暴隧當有一

定的武裝力量。出土文獻更可證明「遂」處是有武裝力量。〈史密簋〉（《新收》

                                                       
149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56。 
150 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51。 
15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頁 176。此段史料 
   與《左傳》的描述有所差異，詳見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17 年），頁 213-228 討論。 
152 劉楚煜：〈清華簡《系年》簡八九、九〇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66，2018 年 5 月 1 日檢索。 
153 《左傳》，卷 28，頁 472。 
154 孫戰偉：〈《春秋》與《左傳》中所見的戎及相關問題〉，《文博》2017.3，頁 43。 
15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565。 
156 《左傳》，卷 13，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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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西周中期）就記載： 

  隹（唯）十又一月，王令（命）師俗、史密曰：「東征。」 南尸（夷）盧、 

  虎會杞尸（夷）、舟（州）尸（夷），雚（灌），不折（質），157廣伐東或（國）， 

  齊 （師）、族土（徒）、述人，乃執啚（鄙）寬亞。 

其「述人」，李學勤讀為「遂人」，「就是齊國三軍之副，乃遂所出士卒。」158

「鄙寬亞」，馮時認為是夷首之名。159可證「遂」有武裝部隊，且也擔任執夷人

的工作。  

  再者，暴隧僅隔著黃河與晉國相望，在黃河南岸的暴隧、踐土、160衡雍皆屬

鄭地，161黃河以北溫地一帶在晉文公請隧之後就歸屬晉國。溫附近的瓦屋則為周

地。162瓦屋再往東的邢丘則屬晉地。163換言之，鄭國以北一帶，大部分屬晉國的

範圍，僅有少數屬周的範圍，如鄇田甚至發生晉、周爭地的情況。164故當楚軍侵

至暴隧，形同隔著黃河與晉軍對峙的局面。 

  綜上所論，暴隧位於鄭國的北方，具有防備晉人和伊洛之戎的作用，同時新

鄭都城應有通道可達暴隧。 

                                                       
157 「折」字作「 」，或釋為墜，此從王輝釋，見氏著：《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頁 197。此處斷句則參考寇占民：〈金文句讀疑義釋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19 輯（2015 年），頁 361。 
158 李學勤：〈史密簋銘所記西周重要史實〉，《走出疑古時代》（吉林：長春出版社，2007 年）， 
  頁 106。 
159 馮時：〈殷代史氏考－前掌大遺址出土青銅器銘文研究〉，《古文字與古史新論》（臺北：台灣 
   書房出版社，2007 年），頁 268。 
160 《左傳》，卷 16，頁 268 杜注：「踐土，鄭地。」 
161 《左傳》，卷 16，頁 273 杜注：「衡雍，鄭地，今熒陽卷縣。」 
162 《左傳》，卷 4，頁 73 杜注：「瓦屋，周地。」 
163 《左傳》，卷 22，頁 377：「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杜注：「邢丘，今河內平皋 
   縣。」 
164 《左傳》，卷 27，頁 457 杜注：「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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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暴隧位置 

 

2.陳隧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鄭人怨之。」杜注：「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165楊伯峻注：「隧，道

路。堙音因，塞也。刊，除也。陳軍經過之地，井被塞，樹木被伐。」（頁1102）

竹添光鴻說：「隧，軍行之道。」「陳隧」是以鄭國人的立場所描述之通道，其意

當指鄭國通往陳國的通道，故名。至於何以陳國要「木刊」？《國語．周語中》：

「列樹以表道」，古代列樹目的是用作標誌，166因此陳國將樹砍伐，顯然是故意

讓鄭國迷失道路方向。至於陳隧通道可能連接至陳國的何處，今試論之。根據徐

少華的研究，春秋時代的陳國東至今安徽亳縣、渦陽一帶，南達潁水與頓、項、

養、胡等國為鄰，西至今西華縣以西與許國相望，北約在扶溝、太康一線與鄭、

宋相交，167那麼，陳國與鄭國相交之地的主要是在洧水流域附近（如圖14）。尋

此線索，筆者認為陳隧連結至陳國的路段當即是辰陵。《春秋》宣公十一年：「夏，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168《水經注．洧水》：「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

近，城亭音韻聯故也。」楊守敬注：「《一統志》，辰亭亦曰辰陵亭，在淮寧縣西

六十里，則仍以杜說為據。」169竹添光鴻說：「辰陵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南四

                                                       
165 《左傳》，卷 36，頁 621。 
166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62 韋昭注。 
167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194。 
168 《左傳》，卷 22，頁 382。 
169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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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170說法皆是認為辰陵在淮寧縣西南處。黃鳴說：「辰陵為陳國西境，東

距陳都約50公里，北距鄭都新鄭約90公里，西南距楚地召陵約40公里。楚與陳、

鄭會盟於陳國西境，其地居其中，往來便利。」171故此次三國在辰陵會盟，鄭襄

公前往辰陵當是走陳隧，而陳成公前往辰陵大概也是走陳隧。因此陳隧是連結鄭

都與陳都的一段重要通道，中途的連結點即是辰陵（圖14）。 

 
圖14 辰陵位置圖 

 

（五）齊國大隧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杜注：「大隧，地闕。」172

高士奇說：「齊地，或曰在今高唐州境。」173若依高士奇之說此地位於高唐境內，

那就得先考察高唐所在的位置。后曉榮說：「高唐在齊國西界，往東有大道可直

達都城臨淄，往西可通晉、秦等國，即當交通衝要，也是西方各國進攻齊國的門

                                                       
170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頁 866-867。 
171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25。 
172 《左傳》，卷 34，頁 587。 
173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156；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115 亦同此說。 

扶溝 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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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174故《左傳》哀公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依此，位於高唐境內的大隧，自然也具備了軍事與交通的重要位置，

且此地有通道可通往齊都臨淄。 

 

（六）曹國曹隧 

  《左傳》襄公十七年：「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杜預注：

「越境而獵。」（頁574）竹添光鴻認為「獵而入曹之隧也，闕地通路曰隧，曹隧

曹之邊境阻固處。」175依此，曹隧之意為入曹之隧。曹隧應是從邊境處一直延伸

至重丘城內，故重丘人見狀即「閉門而訽之」。此隧當同於《左傳》昭公元年：

「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杜注：

「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太平寰宇記》乘氏縣下說：「重丘故城，一

名廩丘，在縣東北三十一里。」176楊伯峻說：「重丘當今山東茌平縣西南約二十

里。」（頁1030）黃鳴說：「重丘在古乘氏縣東北、今巨野縣西南20里。」177至於

重丘在曹國的地理位置又為何？今取安普義所繪製的春秋曹國圖來看（圖15），

178重丘位處曹國的最北境，因此曹隧也當在曹國最北疆的通道。曹國的都城陶丘

位處濟水旁，《水經注．濟水》：「又東過定陶縣南。」179曲英傑指出：「古時濟水

當直臨於陶丘，其東有菏澤。」180且古濟水又流經巨野縣，181而重丘位置在巨野

縣西南處，因此可說通過曹隧進入重丘後，他國可西南直下曹國國都，或經由曹

隧來銜接濟水，以水路的方式抵達陶丘（圖16）。 

                                                       
174 后曉榮：《戰國政區地理》，頁 189。 
175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頁 1316。 
176 宋．樂史撰，王文楚點校：《太平寰宇記》，卷 13，頁 262。 
177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60。 
178 安普義：《周代曹國考》（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33。 
179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691。 
180 曲英傑：《史記都城考》，頁 260。 
181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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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曹國疆域圖  

 

圖16 曹國疆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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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徐國蒲隧 

  《左傳》昭公十六年：「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杜注：「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

蒲如陂。」（頁825）《彙纂》：「今在鳳陽府虹縣北。」182楊伯峻說：「蒲隧在今江

蘇睢寧縣西南。」（頁1376）黃鳴說：「按蒲如陂為陂水聚集之處，地勢卑下，今

江蘇睢寧縣南部地勢低平，河網縱橫，蓋即古蒲如陂所在。」183不過此地若是陂

水聚集之處，似無法成為會盟之地。桂馥說：「隧即山脅道，《釋名》：『山旁曰陂，

言陂陁也。』。」184似較合理。筆者認為陂或可解為澤障處，《毛詩．陳風．澤陂》：

「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185《國語．周語》：「澤不陂」，韋昭注：

「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障之也。」根據《漢書．地理志》：「睢水首受狼湯水，

東至取慮入泗。」186依此，接近取慮縣的蒲隧，當位處睢水和泗水交匯附近，為

一處障水之地，且此地可能有一條通道。 

  至於此地相對於徐國都城又是如何？春秋時代的徐國位於淮河下游一帶，其

四周分別被魯、宋、陳、蔡、隨、楚、吳、越諸國環繞。187有關徐國的切確位置，

《左傳》僖公三年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至於都城位處何處？《括

地志．泗州》：「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泗州徐城縣北今

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城號大徐城。」188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

史地圖集》即依此標示。不過目前此區「一直未能發現春秋時期諸如城垣、大型

墓葬等方面的遺跡」，189故此地是否是徐國都城所在，亦難以證實。 

  《左傳》昭公三十年：「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

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杜注：「防壅山水以灌徐。」

（頁928）吳國採用水攻的模式來滅徐，那麼春秋晚期徐國之都城至少是在靠近

水邊的地區。根據考古發掘，春秋時代徐舒遺址在江蘇的淮北和江淮地區的泗洪、

                                                       
182 引自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142。 
183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55。 
184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278。 
185 漢．毛享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7 之 1，頁 256。 
186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卷 28，頁 2287。 
187 趙東升：〈徐國史跡鉤沉〉，《東南文化》2006.1，頁 51。 
188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地輯校》，頁 131-132。 
189 孔令遠：《徐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都：四川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論文，2002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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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一帶，尤其是近年來邳縣九女墩東周墓發現與徐國關係最為密切的材料。190

孔令遠根據邳縣九女墩東周墓的位置，進而推測中運河東的梁王城、鵝鴨城可能

是徐國晚期都城所在（今將九女墩標在圖17）。191然而目前僅能說這個地方曾有

徐人在此活動，還無法證實昭公年間徐人的政治中心必在此地。且徐都若位於此

地，齊軍順著沂水南下就可進攻到徐國都城，似不必繞遠路至雎水、泗水一帶，

這也間接顯示當時的徐國政治中心不一定在梁王城一帶。 

  李世源推測徐國的都城位於盱眙境內，192筆者認為此地是有可能的。此地有

徐舒遺址外，其東北有盱眙山，附近有淮水流經，193與文獻所描述的徐國都城之

地理環境相類似。顧炎武早已指出：「今盱眙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勢可因

以防水。自城東南抵東北，隄岸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

即徐可知也。」194趙東升更進一步指出：「徐國在被吳國滅亡的前夕的政治中心

應該就在洪山到河橋鎮之間的地方，而特別是洪山和馬槽山之間的地方尤其應該

引起注意，因為這裡挾兩山之險，扼淮河之勢。」195依此，筆者將徐國晚期的都

城標在盱眙境內（見圖17）。推測齊國兵進蒲隧後，通過此隧後可南下徐國都城。

當然不排除蒲隧部分通道屬水道，《荀子．大略》：「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

楊倞注：「遂，謂經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王天海說：「遂，通隧，水中可涉之

道。」196《左傳》襄公十一年：「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杜注：「水

名」。197楊伯峻：「濟隧，水名，舊為故黃河水道支流，今已堙，當在今原陽縣西。」

學者指出濟隧為河水與濟水的連接河道。198以此來看此處的蒲隧，當齊軍通過蒲

隧後，亦可由水道進入泗水以接淮水，一路進逼徐都，依此，蒲隧可以算是徐國

東邊接近宋國的一個重要通道點。根據學者的考證，晉吳之間的交通路線是：絳

                                                       
190 毛穎、張敏：《長江下游的徐舒與吳越》（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21。 
191 孔令遠：《徐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頁 38。 
192 李世源：《古徐國小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45。 
193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 30，頁 2551：「淮水又東歷客山，逕 
  盱眙縣故城南。」 
194 清．顧炎武著，黃珅、顧宏義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966。 
195 趙東升：〈徐國史跡鉤沉〉，《東南文化》2006.2，頁 52 
196 戰國．荀況著，天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065。 
197 《左傳》，卷 31，頁 545。 
198 關於「濟隧」的詳細位置圖詳見肖冉、何凡能、劉浩龍：〈鴻溝引水口與渠首段經流考 
   辯〉，《地理學報》72.4，頁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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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宋彭城—蒲遂—徐—吳。199顯見，當他國一旦進入蒲隧，就可偱著陸路或水

路通往徐國都城，亦可由此到達吳國。 

 

  

圖17 徐國都城位置圖 

 

（八）吳國干隧 

  《史記．蘇秦列傳》：「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司馬

貞《索隱》：「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

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

干有道，因為地名。」張守節《正義》：「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西南一

里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200有關夫差最後被擒的地

點，《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

                                                       
199 吉淑娟：《晉國交通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 年），頁 49。 
200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69，頁 2911。 

九女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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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201《越絕書．

外傳記吳地傳》：「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

太湖。」202《太平寰宇記．蘇州》：「餘杭山。《郡國志》云：『一名萬安山，山下

即干遂，擒夫差處』。」203綜合上述文獻的記載，夫差最後被擒的點就是在餘杭

山，那麼干遂所在的位置在餘杭山下。根據記載，吳王是從都城一路出逃至干隧。

吳王所走的當即陸道，《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吳古故陸道，出胥門，奏出土山，度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204 

胥門為吳都的西門。奏，可訓為向。205依張守節之說干隧地近太湖，此條陸道也

通向太湖，那麼當時夫差所走的路線應是此路，這也說明干隧此地有條通道可通

向吳都，且干隧離吳都僅三日路程，僅「相去四十餘里」（吳都與干隧的相對位

置如圖18）。 

                                                       
201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頁 94。 
202 張仲清：《越絕書校注》，頁 60。 
203 宋．樂史撰，王文楚點校：《太平寰宇記》，卷 91，頁 1827。 
204 張仲清：《越絕書校注》，頁 41。 
205 李步嘉：《越絕書校釋》，頁 50 引張宗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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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干隧、吳都位置圖 

（九）小結 

  春秋時代以隧為地名的點或通道，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離都城位置較遠，其地有條道路或水道可通向該國的都城，如鄭國暴

隧、齊國大隧、蔡國桑隧、徐國蒲隧。或其地有通路可以進到該國的腹地，如

秦國的麻隧。 

  2.離都城不會太遠，其地有陸路可以通向都城，如吳國干隧。 

    3.為通道名，可以連接兩國的都城，如陳隧。 

  4.為通道名，可以從一國的邊疆通向該國的國都，如曹隧。 

 

四、晉文公請隧原由再探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惡也。」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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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起南陽。 

王章，杜注：「章顯王者與諸侯異。」筆者認為此王章固然是周天子的認定，但

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各國都有隧，不獨周天子有。其次，這裡的「請隧」當不在

晉國境內，若在晉國境內，就如周襄王所言：「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韋昭注：「自制以為隧也。」故勢必是牽涉到王室的土地，才會遭致襄王的拒絕。

再者，正如前文的考證，《左傳》中以隧為名的點大都有通路通向該國的國都，

或透過隧以連結其境內的水道以達都城。依此而論，周王室之隧基本上也當具有

如此的性質。故周襄王若將周隧交給晉，等同於允許晉國國君可進到王城，形成

二天子局面，故才說「而有二王」。春秋時代，諸侯國一般不會隨意進出周王室，

除非是王室內部發生動亂，《左傳》莊公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又僖公

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

也。」此次晉文公協助周襄王回國，也是因為王室內亂所致。加上隧若與鄉遂相

關，那麼遂也有武裝力量，故若晉國接收周隧，就可自行設鄉遂，對於周王室而

言也是一種威脅。 

  至於晉國所請的隧位於何處？今進一步試論之。基本上東周王室主要與晉、

鄭二國接壤，尤其與晉國接壤的範圍最大，但此時期晉國還未具有南陽地區。根

據學者的研究，在晉文公二年以前，晉與洛邑之間的通路主要有二條： 

  沿蒲津進入河曲，經崤函古道入洛邑；或沿虞阪古道經崤函古道入洛。206 

不論哪一條，最後一段皆是崤函古道，207且晉國也得透過崤函古道才得以進入中

原。筆者認為崤函古道東段即周隧位置所在。晉之所以要東周隧這一段，其用意

有二：（一）隔絕秦人與東方諸侯交通的機會。（二）晉人想要開通進出中原的路

線。以下筆者就此論點再作進一步說明。 

  （一）秦晉殽之戰前夕，當時秦師所走的路線是「從雍都（今陝西鳳翔）出

發後，是沿渭水而下，越桃林塞，沿崤函古道東進，出函谷，經上陽，東入崤山。」

（如圖）尤其是桃林塞段以後基本上屬晉國的南疆地。208接著秦師再過洛陽及偃

                                                       
206 吉淑娟：《晉國交通研究》，頁 29。 
207 崤函古道連接洛陽的路可分為崤山北路和崤山南路，詳見李久昌：〈崤函古道交通線路的形 
  成與變遷〉，《絲稠之路》2009.6，頁 8。 
208 李久昌：〈春秋秦晉河西之爭中的崤函古道戰事〉，《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2.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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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就得以偷襲鄭國，209顯見東周王室崤函道不僅是晉國出入中原的路，秦國也是

由此路進出。論者或許認為若秦師先經過晉國的南疆，何以還能到東周王室一帶。

其實，當時的晉國對於南疆地的管轄並非嚴格，清人顧棟高就以此例指出：「其

時禁防疎闊，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

之境。」筆者再舉一例來證明顧棟高的見解。《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

杜注：「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可知在晉獻公二十二年時虢都上陽

早已落入晉軍之手，但在晉文公九年時秦師還可通過上陽直入崤山，由此可證。

一直到晉靈公七年才派「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注：「詹嘉，晉大夫。

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210張維慎認為桃

林塞是指「秦函谷關以西逶迤而至於湖水西岸的湖縣故城之間的函谷古道，它以

此間谷道兩旁及其以南衡嶺塬鑄鼎原的桃樹成林而得名。」而瑕即《漢書．地理

志》之湖，亦即湖縣故城，其地正在今靈寶市陽平鎮閿東村西北約兩公里處的湖

水西岸函谷古道之中。211派詹嘉鎮守瑕邑，晉人才正式在桃林塞處阻斷秦人東進

之路。 

 

圖19 殽函古道圖 

 

  （二）崤山前的上陽在晉獻公時已入晉人之手，惟崤函古道東段通向成周這

一段當不屬晉國的管轄範圍。根據李久昌的考證，殽之戰秦師所走的路為崤山北

道。212其具體線路是由陝州城故址，沿澗河河谷東行，經今交口、張茅、硤石、

石壕、澠池、義馬、新安，至洛陽，213自澠池之後的一段路基本已進到東周境內。

                                                       
209 蔣若是：〈春秋「殽之戰」戰地考實〉，《史學月刊》1987.1，頁 1。 
210  
211 張維慎：〈「桃林塞」位置考辨〉，《蘭州大學學報》2001.5，頁 75；馬保春：《晉國地名 
  考》，頁 125 亦同此說。 
212 李久昌：〈春秋秦晉河西之爭中的崤函古道戰事〉，《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2.4，頁  
  4。 
213 李久昌：〈崤函古道交通線路的形成與變遷〉，《絲綢之路》2009.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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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或許晉文公想完全掌控秦人東進之路，因此向王室請隧，使崤函古道接洛陽這

一段通路實質納入晉人的管轄中。日後秦人想要東進，至少必須向晉國「假道」

才得通行。同時根據《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杜注：「王城之

北門。」215曲英傑認為此北門當指「北垣中門」。216秦師通過崤函北道抵達成周

時，即便「秦師輕而無禮」，周王室也未有實質的作為，僅在城上觀看，任由秦

師繼續東進。以此推知，基本上秦師若要通過洛邑前往中原各國不會有太大的阻

力，此或許是晉文公想掌控此通道的原因，以徹底阻斷秦師東進路線，避免其與

鄭、衛等國交通的機會。顧棟高說：「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

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217正點出此段要道對於秦、晉的重

要性。另一方面，晉國從獻公開始就積極向外拓展，故先取得上陽地。之後晉文

公也想進一步稱霸中原，因此若能進一步取得東周路段，就可以通過此路以進出

中原。 

  （三）但周王室終究不願將通道交付給晉國，因此轉而賜予南陽地區。然而

周襄王此舉基本上也是敷衍晉國，給晉國的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欑

茅等地，襄王根本「己弗能有，而以與人。」218，這些地區大部分是王子帶的勢

力範圍，219因此晉國只得憑著武力去取得。溫在晉文公勤王時，「取大叔于溫」，

故此地晉軍早已拿下。其他都邑也是晉國以武力的方式取下的，《左傳》僖公二

十五年：「陽樊不服，圍之。」又同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最後皆在

晉文公以武力的方式取下這些都邑，從此晉國正式「啟南陽」，也打通了晉國進

出中原的另一條道路，不必再透過洛邑這一段。史念海即言： 

  然太行南陽一途的開通，出兵便利，在戰爭上也容易獲得優勢。後來晉兵一 

  再耀武中原，也都是由這條道路出師的。220 

莫凡進一步分析： 

                                                       
214 《左傳》，卷 9，頁 162：「王與之酒泉。」杜注：「酒泉，周邑。」清．高士奇：《春秋地名 
  考略》，頁 47：「同州澄城縣有温泉，西注于洛，又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曰酒 
  泉，蓋虢地跨河東西。」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2：「虢國與周以今澠池縣為 
  界，酒泉當在今澠池縣境。」  
215 《左傳》，卷 17，頁 289。 
216 曲英傑：《史記都城考》，頁 103。 
217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2039。 
218 《左傳》，卷 4，頁 82。 
219 宋傑：《先秦戰略地理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85。 
220 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史念海全集》第 3 卷，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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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得有此地的基礎上，晉國大本營就可以安鎖于汾河谷底；自修武東出， 

  可橫掃曹、衛、魯，並限制齊；自孟津渡河，南迫洛邑，可挾天子以令諸侯； 

  東南據溫，渡河即可控制中原陳、鄭、宋三國，握中原戰備之要樞。221 

這些皆點出晉國控制南陽地的重要性。 

    至於《國語．周語中》：「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此句又當如何解

釋？韋昭注：「自制以為隧也。」筆者認為這裡所說的地可能是晉國南鄙與周王

室接觸之地。晉惠公時代曾將瓜州的允姓之戎遷至此地。《左傳》昭公九年記載

此事：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來，使偪我諸姬，入我郊甸，  

  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這裡的「允姓之戎」是指陸渾戎。此一大片的土地，接近周與楚國，其地位處周

的郊甸，但實際上周人也管轄不了此地。換言之，若晉人於此地區自行設隧，自

行開通連接中原各國的通道，其實也是一條路徑。如晉欒書沿著伏牛山以北（即

方城外）路線向蔡國進兵至桑隧，222再由此地北上一樣可以進入中原，但行軍路

線顯然較迂曲，且要通過的國家數甚多，不如殽函古道來得方便。 

 

五、結論 

    晉文公是一位知禮之人，223楚成王稱之「文而有禮」，224甚至周內史興亦稱

讚「晉侯其能禮矣」。225既然文公是一位知禮之人，怎麼會去向周襄王請用天子

才得以享用的葬禮，若此作為，顯然就與文公的好禮形象相衝突。其次，晉文公

此時正積極於「勤王」、「一戰而霸」，豈是思慮身後葬儀之人。若晉文公勤王

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慮及身後事，必遭時人或君子所批評。《左傳》昭公元年： 

  天王使劉定公勞趙孟於潁，館於雒汭。劉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臨諸侯，禹之力也。子盍亦遠 

  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老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不 

                                                       
221 莫凡：〈春秋霸政時代中的晉國南陽地略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增刊，頁 29。 
222 關於「方城內外」的概念詳見劉文強：〈論「方城內外」〉，《東華漢學》第 23 期（2016 年 6 
  月），頁 43-62。 
223 李隆獻：《晉文公復國定霸考》，頁 367。 
224 《左傳》，卷 15，頁 252。 
225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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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夕，何其長也？」劉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老將知而耄及之』者，其 

  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諸侯，而儕於隸人，朝不謀夕，棄神、人矣。 

  神怒、民叛，何以能久？趙孟不復年矣。神怒，不歆其祀；民叛，不即其事。 

  祀、事不從，又何以年？」226 

趙孟當時只想到苟且度日，不作長遠考慮，就遭受劉定公批評。相同的，晉文公

勤王時只考慮自己的身後事，也一定受時人批評。雖然《論語》曾評晉文公「譎

而不正」，但從歷代注家針對此事所舉的例證來看，皆與「請隧」事無關。227再

者，最根本的是先秦時代罕見上有負土的隧道式墓道，大都屬羨道形式，就連周

王室基本上也是如此的規格。不僅周王室沒有，就連之後的秦始皇、西漢帝王的

墓葬也都屬羨道模式，以此而論，先秦時代天子墓葬用隧道根本屬罕見現象。既

然天子都無此規格，那麼晉文公也不可能向襄王提出葬禮用隧道的要求。 

  韋昭提出隧是指六遂，筆者認為此說是接近的。考察晉文公時代出入東周的

路線大都需經過殽函古道，此道就是一路連接到東周洛陽，因此筆者認為晉文公

所請之隧當是通向東周的這一段通路。在晉獻公時代已取得上陽地，故晉文公或

許想進一步取得東周隧這一段，一旦晉國可以掌握周隧，也等同於完全控制了殽

函古道。且若晉國掌握此段周隧，亦可在此地設置兵力以進行防守，形同晉國的

鄉遂。不僅可以控制秦人東出的路線，對於日後晉文公積極稱霸中原也有所助益，

如此的連結或許較能跟晉文公稱霸事蹟相結合。 

 

 

 

 

 

 

 

 

 

 

 

 

                                                       
226 《左傳》，卷 41，頁 702。 
227 陳明恩：〈《論語》「文桓譎正」諸說彙解－以漢迄唐宋為考察核心〉，《中國學術年刊》40 期 
  （2018 年 3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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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城濮之戰」戰前、戰後相關史料探究－ 

附論上博簡《成王為城濮之行》疑難字詞 

 

 

 

 

一、前言 

  城濮之戰是晉文公成就霸業的重要戰役，歷來為史家所稱讚。不僅《左傳》、

《史記》等傳世文獻詳載此事之經過，連出土文獻亦常見此戰役的相關材料。目

前出土文獻與城濮之戰有關的內容分別見於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清華簡

《繫年》第 7 章，另外青銅器〈子犯編鐘〉亦對此事有記載。關於城濮之戰的史

料記載，學界有相當多的討論，因此本文擬聚焦在與城濮之戰戰前史料直接相關

的《成王為城濮之行》。至於城濮之戰戰後史料，本文擬聚焦在「反鄭之陴」事

件發生時間探究，以進一步分析晉軍成濮之戰戰後回師路線。同時關於《成王為

城濮之行》疑難字詞，本節最後也會對此進行討論。 

 
二、城濮之戰前史料考論－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釋文及與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對照比較 

  為了便於討論，現在先將《成王為城濮之行》的釋文迻錄於下： 

   城（成）王爲成（城）僕（濮）之行，王囟（使）子 （文） （教）子 

   玉。子 （文） 帀（師）於 ，一日而 （畢），228不 一人。子【甲 1】 

      玉受帀（師），出，之 （蔿），三日而 （畢），漸（斬）三人。 （舉） 

   邦加（賀）子 （文），以其善行帀（師）。王 （歸），客於子 （文）， 

   子 （文）甚【甲 2】憙（喜），合邦以酓〓（飲酒）。遠（蔿）白（伯） 

                                                       
228 李家浩：〈戰國楚簡「 」字補釋〉，《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5 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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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珵（嬴）猶約，229寡（顧）寺（持）侜酓〓（飲酒）。子〓 （文） （舉） 

    230貽231白（伯）珵（嬴），曰：「穀 （菟）余爲【甲 3】楚邦老，232君 

      王免余辠（罪），以子玉之未患（慣），233君王命余 帀（師）於 〈睽〉， 

      一日而 （畢）【乙 1】，不肆一人。子玉出，之吳（蔿），三日而 （畢）， 

   漸（斬）三人。王爲余賓（？）， （舉）邦加（賀）余，女【乙 2】蜀 

   （獨）不余見，飤（食）是 而弃（棄）不思老人之心。」白（伯）珵（嬴） 

   曰：「君王胃（謂）子玉未患，【甲 4】命君 （教）之。君一日而 （畢）， 

   不 一人， 【乙 3 上】 子玉之【乙 4】帀（師）既敗，234帀（師）巳， 

      君爲楚邦老，憙（喜）君之善而不 ？235子玉之帀（師）之【甲 5】 

   言 君子才（哉）？ 【乙 3 下】236 

現在將其內容與《左傳》作對照，如表一所示。簡文與《左傳》原文的描述至少

有以下幾個差異性： 

（一）遠因之鋪陳 

  宋國於僖公二十四年與楚平，宋成公還到楚國去。但在前二年時，晉文公重

耳流亡過宋國，宋襄公贈送重耳「馬二十乘」。過了二年之後，魯國的臧文仲見

楚國的子玉並引導他攻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沈欽韓注：「楚已僭號，豈復

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237此說可信。之後宋國恃

其曾善待晉文公，乾脆「叛楚即晉」。楚成王也因此派令尹子玉、司馬子西伐宋，

圍緡。隔年，甚至命令子文子玉治兵，以作好「將圍宋」的準備。學者針對《左

                                                       
229 諸家或以約與弱音相近而互通。「約」本身即有少或弱之意，〔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 
   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 20，頁 525：「淖約微達，似察」，楊倞注：「約，弱也。」 
230 「子」下之重文符號疑衍。 
231 此字釋讀，郭永秉指出依其字形的筆畫、筆順上釋為「貽」更為貼合。 
232 陳劍：〈《成王爲城濮之行》的「受」字和「穀菟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2013 年 10 月 21 日發表，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144。 
233 「未患」，郭永秉認為可讀未貫，貫為慣習意。 
234 ，季旭昇讀為究，見氏著：〈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究敗師已的究字〉， 
235 「 」字釋讀參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頁 64-65；宋華強：〈上 
   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頁 100。 
236 此段文字非本文內容，學者多有論及，武漢簡帛論壇 0 樓海天遊蹤（蘇建洲）2013 年 1 月 5 
  日發表，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5&fpage=2&page=1；李松儒：《戰國簡 
   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465 亦主此說。 
237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卷 4，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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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中「宋」字之使用情況指出「宋」在文獻中往往就是指宋國的都城，238即商

丘城，換言之，楚成王此次是決定直接包圍商丘城。此次練兵的目的是伐宋，日

後與晉國戰爭也是預料中之事。但戰爭會發生在何地，並無法事先得知，那是隨

著晉楚之間的情勢發展而逐步展開來的，且也因狐偃建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最後雙方才會在衛地城濮進行戰

事。且從子玉練兵到最後發生了城濮之戰，實際上前後歷時二年之久。在城濮之

戰中，楚成王並沒有積極的參與，甚至還告誡子玉說： 

  晉侯在外，十九年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 

  之矣。天假之年，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 

  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不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子文請戰，甚至還言：「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正好顯示其「剛而無

禮」，故楚王「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吳闓生認為：

「子玉實有將才，坐兵少而敗。」239不過子玉不僅因為兵少而失敗，其用兵失誤

亦是其主因。清華簡《繫年》第七章（以下用通行字寫出）亦記載這一段史料： 

  晉文公立四年，楚成王率諸侯以圍宋伐齊，戍穀，居緡。晉文公思齊及宋之 

  【41】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鹿，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 

  居方城。【42】令尹子玉遂率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文公，文公 

  率秦、齊、宋及群戎【43】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獻楚 

  俘馘，盟諸侯於踐土。【44】240 

學者認為《繫年》對戰事的敘述屬「因果式單線性結構」。以《繫年》第七章來

看，此章是描述「楚人對中原的騷擾成為晉文公稱霸的契機，城濮之戰的敘事線

索即是楚人在戰爭中的不肯退讓，重點卻是晉文公如何應對，晉文公是戰爭的主

要敘事對象。」241《繫年》開頭以「晉文公立四年」為記事之始（即魯僖公二十

七年），但其重點是放在晉文公，故最後以「盟諸侯於踐土」收束。因此對於楚

國的史料就顯得簡略，更不會去敘述子玉練兵的部分。即便如此，我們從《繫年》

                                                       
238 朱鳳祥，〈宋國的都城和疆域考略〉，《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5 期（2016 年 5 
   月），頁 39。 
239 吳闓生撰，白兆麟校點：《左傳微》（合肥：黃山書社，2014 年），頁 117。 
240 釋文釋讀參考蘇建洲等編：《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3 年），頁 
   355。 
241 侯文學、李明麗著：《清華簡《繫年》與《左傳》敘事比較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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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仍可看出當晉國帥兵伐衛時，楚王選擇了不與晉國直接爭鋒，並回到方城

中，此即《左傳》僖公二十八所載的「楚子入居于申。」杜注：「申在方城內，故

曰入。」與《繫年》的描述是相同的。故簡文 43 開頭率師「交文公」的人就是

令尹子玉。由此來看，主動提出攻擊晉國的當是令尹子玉，同於《左傳》的記載。

反觀本簡在史料的書寫上，將楚王命令子玉伐宋之事與後來子玉請求與晉在一戰

之事直接混合，省略了中間許多的情節，容易讓人直覺此事從頭到尾都是楚王的

主意。 

  《左傳》在描述上是按照事件發展始末逐一敘述，層層鋪敘，井然有序。但

簡文反而將最後戰爭之地視為此事件之因，楚王令子玉練師也全為了日後城濮之

戰作準備。筆者認為此篇內容類似歷史教材，似乎有意將楚國城濮之戰敗事直接

因－即子文不聽蒍賈勸告任用子玉，導致後來戰爭的失敗作為借鑑，以告誡楚人

用。 

 

（二）治兵過程敘述不同 

   簡文對於子文、子玉整個治兵時程及他們對士兵的處置方式亦與文獻之敘述

不同。甚至簡文還凸顯子文的受師、治兵前後兩個階段。受師是在太廟，出太廟

後才移師至蒍地，在敘述上比《左傳》更完備。本來古代出兵之前得先在太廟接

受兵器，《左傳》莊公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楊伯峻指出：「此治兵僅指

授兵而言，授兵必於太廟。」又如鄭國伐許之前，「甲辰，授兵于大宮」，在宗廟

授兵，也象徵授予將帥兵權。子文既然有意將兵權交付給子玉，所以簡文就特別

描述這一段：「子玉受帀（師），出，之 （蔿）。」文獻的記載反而看不出子文

與子玉之間的傳授關係。 

   

（三）蒍賈與子文之間的互動，是簡文與文獻差異最大的地方 

    簡文在這一部分記載相當詳細，除了蒍賈與子文的對話不同於文獻的記載外，

另外子文與蒍賈的動作及子文進俎的舉動（詳後文說明），不但詳載兩人之間的

對話及互動，同時最後也有子文對蒍賈的反駁，顯見子文自認為任用子玉沒有錯，

且還教訓了蒍賈。反觀文獻只重兩人之間的對話內容，對於宴會上的互動情況，

亦僅以「後至，不賀」作簡單交代，因此透過出土文獻的材料，更可以完備史料

所缺的兩者間之對話及互動。至於蒍賈向子文所談的意思，姜炳璋《讀左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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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蒍賈之論子玉，與趙衰之論郤縠相對。楚用剛而無禮之人，晉尚敦《詩》說 

  禮之人，勝敗之機已伏。242 

穆文熙也說： 

  蒍賈數語，遂為子玉死案，鞭人貫耳，總見剛而無禮，惟無禮，所以不能過 

  三百乘也。 

其點出子玉之缺點正是「剛而無禮」。學者或指出：「子玉是屬於剛猛嚴厲型的。

當然以子玉「鞭人貫耳」治軍方式，確實不足以斷定此人必敗，魏禧指出： 

  蒍賈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貫耳為無禮也。243 

此說確實合理，如子玉向晉文公請求說：「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連晉國子犯亦言：「子玉無禮哉！」還得從子玉的日常行事作風中才能看出。 

  至於何以造成《成王為城濮之行》與《左傳》記載的差異？《左傳》的成書

年代至少是在趙襄子死亡以後（425BC），已進入了戰國時期。至於簡文所描寫的

史實雖是公元前 633 年，但實際成書時間還要晚很多年，差不多也是戰國以後的

事。此篇材料的成書時間大約也在戰國時期，以此而論其成書時間應與《左傳》

不會相差太遠。然而「《左傳》以歷史敘事之方式，解釋孔子之《春秋》經」，244

故其內容以魯國史料為描述重點，但也旁及其他國家的史事。但畢竟非魯國史料，

因此在史料的描述上難免會與他國史實出入。反觀《成王為城濮之行》是出自楚

人之手，至少楚人在抄錄此篇時可以參考自己國家的史料，孟子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245楚國自有史料《檮杌》可供參考，故在史實的描述上當詳於《左傳》。且

子玉練兵之事也是楚國本身之事，既然是抄寫自己國家的史料，就情節而言理應

更較接近史實。《左傳》所依據的史料以魯國為主，雖亦記載他國材料，但仍有

一定的限制，因此這也就是為什麼《左傳》文獻之記載與楚地出土的《成王為城

濮之行》彼此之間存在差異性。 

 

表一：《左傳》文本與《成王為城濮之行》對照 

                                                       
242 李衛軍：《左傳集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549 引。 
243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即抄錄此意見。 
244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台北：里仁書局，2011 年），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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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原文 簡文 
背景 楚子將圍宋。 城（成）王爲成（城）僕（濮）

之行，王囟（使）子文 （教）子

玉。 
子文練兵

過程 
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不

戮一人。 
子文 帀（師）於 〈睽〉，一日

而 （畢），不 一人。 
子玉練兵 
過程 

子玉復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 
子玉受帀，出，之 （蔿），三日

而 （畢），漸（斬）三人。 
他人祝賀

的情況 
國老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舉）邦加（賀）子文，以其

善行帀（師）。 
子文與蒍

賈的互動

情況 

蒍賈尚幼，後至，不賀。子文問

之。對曰：「不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靖國也。』靖諸

內而敗諸外，所獲幾何？子玉之

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

賀焉？子玉剛而無禮，不可以治

民，過三百乘，其不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遠（蔿）白（伯）珵（嬴）猶約，

寡（顧）寺（持）侜酓〓（飲酒）。

子〓文 （舉） 賈（假）白（伯）

珵（嬴），曰：「穀 （菟）余爲

楚邦老，君王免余辠（罪），以子

玉之未患，君王命余 於

〈睽〉，一日而 （畢），不肆一

人。子玉出，之吳（蔿），三日而

（畢），漸（斬）三人。王爲余

賓（？）， （舉）邦加（賀）余，

女蜀（獨）不。余見（燕）飤（食），

是 而棄，不思老人之心。」白

（伯）珵（嬴）曰：「君王胃（謂）

子玉未患，命君 （教）之。君一

日而 （畢），不 一人，  

 
三、城濮戰後史料考論－論「反鄭之陴」事件發生點及城濮戰後晉

軍回師路線 

    在城濮之戰的事件中，傳世文獻或出土材料常見「反鄭之陴」一事，但有

關此事發生的時間點，文獻材料呈現前後錯出，未有一致的情況。依目前所見

的文獻材料來看，基本上有四種說法： 

  （一）事件發生在入曹之後，救宋之圍前。《國語．晉語》：「文公誅觀狀以

伐鄭，反其陴。」韋昭注引唐尚書：「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246此注中的

「還」之時間點應指入曹國後馬上又去攻打鄭國。董增齡說：「重耳既誅曹之觀

                                                       
246 上海師範大學口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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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必不赦鄭之無禮，故云誅觀狀以伐鄭也。」247此說在諸子書中常見，如《商

君書．賞刑》：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荊人於城濮。248《韓

非子．外儲說右上》：「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

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249 

  （二）事件發生在同年十月圍許之後。如華簡柒《晉文公入于晉》：「五年

啟東道，克曹、五鹿，敗楚師於城濮，建衛，成宋，圍許，反鄭之陴。」 

  （三）事件發生在城濮之戰後二年的後秦、晉圍鄭事件中。如《史記．鄭世

家》：「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

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

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

250 

  （四）事件發生在四月甲午晉軍至衡雍之前。如《呂氏春秋．簡選》：「晉文

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

尊天子于衡雍。」但此說嫌籠統，切確的時間點仍不夠具體。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情況中，只有第四種情況才是合理的。馬楠說：「城濮之

戰在晉文公五年（前632 年）四月己巳，晉師三日館穀，癸酉還師，甲午，至於

鄭之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五月丙午，晉鄭盟於衡雍，則伐鄭事在四月癸酉至五

月丙午三十三日之內最為合宜。」251筆者認為此說相當精確，不過馬楠的說法過

於簡略，以下筆者根據整個史料的前後發展脈落來對此說進行詳細的論證。 

  根據《左傳》的記載，晉國在城濮之戰時只有與衛國、曹國及楚國發生戰

事，至於攻打鄭國是在城濮之戰後才進行的。然而在其他的文獻中，或記載晉

國在城濮之戰期間曾包圍鄭國，如另外像清華簡柒《晉文公入于晉》將此事置

於圍許之後。文獻中對於事件的發展「前後錯出」，未有一致。以下筆者就幾個

論點來談此事。 

  一、關於《國語》的時代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清人崔述言：「《國語》

                                                       
247 清．董增齡：《國語正義》，收入《國語研究文獻輯刊》第四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年），頁 121。 
248 此句錯亂甚多，此處參考清．孫詒讓撰，祝鴻杰點校：《商子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69-70。 
249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0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2，頁 2188。 
251 馬楠：〈《晉文公入于晉》述略〉，《文物》2017.3，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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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

語》累章而未足也。」252童書業認為「今本《國語》中之思想及文體等，無一不

足以證明其為戰國產品。」253沈長雲認為：「《國語》較《左傳》晚出，並取材

於《左傳》及戰國時期各種雜說。」254雖然目前我們還無法切確判定《國語》的

成書時代，但從諸家所討論的時代來看，戰國時代的說法顯然是較多學者所同意

的。若此，《國語》中的材料有些取自戰國的一些雜說或是諸子之說的可能性是

有的，故才會出現一些資料與戰國時代的文獻相類似的情況，這就比較好理解晉

國於城濮之戰期間攻打鄭國之事了。至於《韓非子》與《商君書》將此事件定於

伐曹之後，與楚人戰於城濮之前，筆者認為就當時的戰略情況而言也不合理。若

晉國攻入曹都定陶之後，又馬上轉向西南圍攻新鄭都城，之後又奔向東方的宋都

商丘去解宋國之圍，這樣的行軍路線顯然相當迂曲，且也造成大軍往來奔波（如

圖 2），顯見圍鄭之事只能放在城濮之戰結束，晉軍返回衡雍途中前往新鄭都城

包圍當是比較合理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國語．晉語四》對城濮之戰的簡要描

述時：「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此段內容

之描述基本上是和《左傳》是相同的，也顯見城濮之戰期間，晉軍不太可能再繞

道前往新鄭都城。 

  二、至於《史記》將此事件定於城濮之戰後二年的秦、晉圍鄭事件中也是有

問題的。且有關事件所描述的內容也與《國語》不相同，清人梁玉繩認為此「瞻

未嘗自殺，晉亦無欲得鄭君語也，此及〈鄭世家〉並妄。」255再者，根據《左傳》

僖公三十年的記載，晉國圍鄭時其軍是駐札在函陵，黃鳴指出其地在今新鄭市西

北鐵嶺村附近，256此地離鄭都雖僅有十三里，257但基本上也不算鄭都附近，因此

說此時晉軍能「反其陴」，顯然也不太合理。且整個事件發展到最後，秦國還派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若晉國此時真的想要讓鄭國「反其陴」，基本上將會

與秦軍發生衝突，故事件定於此時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252 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洙泗考信餘錄》，收入《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4 年），頁 395。 
253 童書業：〈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1。 
254 沈長雲：〈《國語》編撰考〉，收入《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332。 
255 清．梁玉繩撰，賀次君撰：《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21，頁 989。 
256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28。 
257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卷 8，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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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筆者認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的一段事件也可以為這段史料作安排。

根據《左傳》記載城濮之戰結束沒多久，晉文公和鄭文公曾在衡雍盟誓：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行成于晉。晉  

  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孔穎達疏：「致其師者，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

楚，故既敗而懼。」258《左傳》此處只簡要的描述鄭國派子人九行成於晉。楊伯

峻說：「子人九當為桓十四年鄭厲公弟語之後。」筆者認為當時子人九去向晉國

請和時，可能不是只有一個人，當也包括了叔詹。子人九之所去晉國處求和，除

了楚師戰敗的原因外，當然也有可能是鄭國此時被晉所包圍，迫於晉軍的壓力求

和，此段當即《國語．晉語四》的史料內容。因談判有結果，最後才有晉欒枝入

盟鄭伯的情況。 

  四、至於清華簡《晉文公入于晉》則將「反鄭之陴」事件放在圍許之後。整

理者説：「十月丁丑率諸侯圍許。據簡文則成宋在六月復衛之後，《國語．晉語四》

等書所載『伐鄭，反其陴』事又在十月丁丑圍許之後。」根據《左傳》僖公二十

八年：「丁丑，諸侯圍許。」《左傳》對此事件的整個發展情況記載不夠詳細，但

在其他古籍中可以見到相關的記載。《說苑．敬慎篇》：「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

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

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

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於商邱。」259又《公羊傳．

僖公二十八年》何休解詁說：「霸兵不月者，剌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

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260可見晉率諸侯圍許並沒有使其

降服，此為漢人普遍的說法，漢人去古未遠，說法當有所本。徐少華認為「城濮

之戰後，許即受到晉人所率諸侯之師的征伐，因而一度附晉。」261惟不知其依據

的材料為何。筆者認為清華簡「反鄭之陴」一事只能放在圍許之前，返回衡雍之

間，其理由有二：（一）晉國在當年十月率諸侯伐許，若緊接著又馬上伐鄭，晉

國此時伐鄭顯然師出無名。（二）假如真的在當年十月已伐鄭，且已「反其陴」，

                                                       
258 《左傳》，卷 16，頁 273。 
259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10，頁 250。 
260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頁 152。 
261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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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隔年又會同秦國再次伐鄭，且理由還是相同，那豈不突顯晉文公頻借戰爭來

報個人私怨。因此合理的解釋當是「反鄭之陴」事件是晉國軍隊返回衡雍時至新

鄭都城進行包圍，其理由當然是城濮之戰時鄭國是支援楚國的，清華簡《繫年》

第七章就記載：「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文公。」而當

城濮之戰楚國戰敗，鄭國才趕緊和晉國達成盟誓。然而同年十月晉國又率領諸侯

圍攻許國，雖沒有讓許國降服，但也造成「諸侯不朝，鄭遂叛」的情況。262故隔

年晉國才又再次會同秦國出兵伐鄭，如此的事件安排及行軍路線似乎是比較合理

的情況。 

  五、《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穎達疏： 

  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狀。而此會謀伐鄭者， 

  文公昔嘗過鄭，鄭不禮焉。城濮戰前，鄭復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來會， 

  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不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 

  《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狀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行成，公不 

  許。得叔詹，將烹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 

  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年遂與秦圍之。 

孔穎達將「反其陴」之事列於溫會之後，不過此次的溫之盟鄭莊公是有參與，雖

然溫之盟是討不服之國，但也僅有衛、許二國符合這種情況，因此晉國不太可能

在溫會又去討伐鄭國。然也因晉國的頻繁征戰，導致後來鄭國的離心。因而明年

才有「（魯僖）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

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隔年才正式有秦、晉圍鄭之舉。且若溫

會後伐鄭，晉軍將師出無名。再者，若已「反鄭之陴」，豈還可稱「未服」。故依

事件發展脈絡來看，「反鄭之陴」的時間點只能定在晉文公五年四月癸酉至甲午

這一段時間內。 

    最後根據相關的材料，並附上晉軍出師及回師的路線，如下圖。 

文獻出處 相關史料 
《左傳》僖公二

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南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

城濮。……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

                                                       
262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10，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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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史記．晉世

家》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

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

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

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

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 

《國語．晉語

四》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

「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乃命

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韓非子．外儲

說右上》 
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

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

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

《商君書．賞

刑》 
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荊人於城濮。
263 

《呂氏春秋．簡

選》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

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于衡雍。 
清華簡貳《繫

年》第七章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穀，居緡。晉

文公思齊及宋之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

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居方城。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

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之師以

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

土。 
清華簡柒《晉文

公入于晉》簡 7-8 
五年啟東道，克曹、五（鹿），敗楚師於城濮，建衛，成

宋，圍許，反鄭之陴。 

                                                       
263 此句錯亂甚多，此處參考清．孫詒讓撰，祝鴻杰點校：《商子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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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戰出師擬測圖 

 

城濮之戰回師擬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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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城濮之戰相關史料相間排列表 

晉文公五年 
時間 重要事件 

春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正月戊申（正月 10 日） 取五鹿 
二月 晉侯、齊侯盟于歛盂。 
三月丙午（3 月 9 日） 晉侯入曹，執曹伯。 
四月戊辰（4 月 2 日）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四月己巳（4 月 3 日）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四月己巳（4 月 4-6 日） 晉師三日館、穀。 
四月癸酉（4 月 7 日） 晉師還 
◎四月癸酉至甲午間 
4 月 7 日-4 月 28 日 

晉欒枝入盟鄭伯，反鄭之陴。 

四月甲午（4 月 28 日）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五月丙午（5 月 10 日）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六月 晉人復衛侯。 

冬 
魯僖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子、秦人于溫。 
十月丁丑（10 月 13 日） 諸侯圍許。 

晉文公六年 
時間 重要事件 

夏六月 
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

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晉文公七年 
時間 重要事件 

春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

鄭虞也，夏，狄侵齊。 
九月甲午（9 月 11 日）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附論、上博簡《成王為城濮之行》疑難字詞探究 

（一）「 帀」、「 帀」、「 帀」補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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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 乙 1 甲 2 

 

  甲 1 和乙 1 都是針對子文的，兩者所指的為同一件事，故兩者當一併談。至

於甲 2，是指子玉的，但其意並非在外練兵，而是在太廟接受兵權，與甲 1、乙

1 的情況不同，因此筆者將之與前者分開來談。 

  （甲）關於「 」、「 」兩字，扣除 旁後的字形，學者紛爭相當多，茲

簡述於下。 

    陳佩芬〈考釋〉將此字隸為「遚」，有接受、承受之意。 

  曹錦炎亦釋作叟，其意與戰前進行的軍事訓練有關。 

  蘇建洲釋為受，宋華強亦釋為从受。 

  陳偉亦作「遚」，讀爲「蒐」，檢閱，閱兵。 

  張新俊釋為臾（曳），讀為閱。  

  趙平安釋為 ，讀為辨。 

  孫合肥釋為遺。 

  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認為簡文中的 A2 可釋作「曳」，A1 和 A3 可以隸定作 

  从 从曳，讀為「閱」。 

  針對「受」字的釋法，陳劍即指出：「今後再考慮 、 兩形的釋讀時，

應徹底拋開『受』字不管。」並指出：「目前覺得似以張新俊先生釋爲从『曳』聲

讀爲『閱』之說最有道理。」264筆者亦認為以上諸說中，釋「臾」（曳）最接近，

茲申論於下。 

  戰國的「臾」字作「 」（〈六年格氏令韓臾戈〉，《集成》11327，戰國晚

期）形，「臼」中作「人」形，不過目前楚系文字尚未見到單獨的「臾」字，只見

其下往往加「廾」形或「又」形的字（見表二「與「臾」「曳」相關字表」），徐寶

貴、孫合肥等人認為「 」字乃「遺」字所从，265何琳儀認為「這大概是『遺』

                                                       
264 陳劍：〈《成王爲城濮之行》的「受」字和「穀菟余」〉。 
265 徐寶貴：〈金文研究五則〉，《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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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文與『臾』形近易混的緣故。」266淅川下寺出土的「會匜」就有三件，〈以鄧

匜〉之「 」字，對照同屬淅川出的〈東姬匜〉之「 」字，二字應屬同一個

字，只是「 」字下部「手」形筆畫不夠完整。其次，「 」字下所从手形兩

撇向內作「 」形，但一般的遺字，其下所从大都作「 （少）」形或「小」形，

如「 」（郭店楚簡《緇衣》46）、「 」（包山楚簡 18）、「 」（〈中山王

壺〉，《集成》9735）、「 」（上博八《鷅鶹》簡 1），少數或从「米」，如上博

八《命》簡 2 作：「 」，267張世超認為遺字「像雙手指間遺漏水滴或米粒狀」。

268至於〈王孫遺者鐘〉（《集成》261，春秋晚期）的遺字作「 」，其下之「少」

形不完整，但拿來與包山的「 」字相對，仍是从「少」。但無論如何，「 」

字下部寫法與遺字仍有差異。 

  現在回過頭來看楚簡的「 」、「 」字，「 」偏旁所从疑由「臾」形

演變而成，只是其下之手肘處多了飾筆，高佑仁說：「楚系文字中的『又』從未

出現過在手肘位置上添加飾筆的情況」，269不過上博六《用曰》簡 5「受」字作

「 」形，手肘處上即添加了飾筆。「 」字所从的「 」，疑由「 」

（臾）形與「 」（又）形結合而成，是「 」省一「又」之形。270臾與曳本一

                                                       
266 何琳儀、高玉平：〈唐子仲瀕兒匜銘文補釋〉，《考古》第 1 期（2007），頁 67。 
267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1），頁 548-550。 
268 張世超：《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 328。 
269 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頁 50。 
270 當然也不排除其下之「夂」形整個是「又」形之訛，「又」形寫成「夂」形之現象亦見於楚 

  文字中，如事字，楚文字作「 」（郭店《老子乙本》簡 1），但亦可作「 」（郭店《唐虞 

  之道》簡 5），其下即類「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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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分化，學者已有論述。271 

  至於宋華強據燕系文字的「 」字作「 」（《璽彙》2833），遂認為「 」

字所从亦為受字。272雖然兩者字形有些相似，但問題是本篇其他文字皆不具有燕

系文字色彩，如「城」字，本篇作「 」，燕系的「城」字一般作「 」（〈燕

侯載器〉，《集成》10583，戰國）、「 」（《古璽彙編》0016）；又如「為」字，

本篇作「 」，但燕系「為」字作「 」（〈燕王職矛〉，《集成》11525，戰國晚

期），273因此若以燕系文字的「受」來解釋「 」字構造，未必合適。 

  其次是釋讀問題。「 師」對應《左傳》的詞作「治兵」，楊伯峻將「治兵」

解為「將戰前演習」。274張新俊認為「 」字讀為「閱」，指檢閱軍隊。曳與閱音

皆為餘母月部，聲音相同。至於「閱師」又如何與《左傳》的「治兵」相對應？

張新俊及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都沒有進一步談論。《左傳．桓公六年》：「秋，大

閱，簡車馬也。」275《穀梁傳．桓公六年》：「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范寧注：

「閱為簡練」，276廖平則說：「閱，如治兵之『治』，因加『大』不言兵也。」277

《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四時軍事之演習，其中「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

「中冬，教大閱。」278孫詒讓說：「鄭以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與前中秋治兵

所頒旗物不同，遂以為秋冬異法。不知治兵、大閱，同屬軍禮，不當有異，〈司

                                                       
27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75；何琳儀、 
 高玉平：〈唐子仲瀕兒匜銘文補釋〉，頁 68；董蓮池：〈「臾」字考釋的反思兼說某些甲骨金文 
  形體釋臾的錯誤〉，《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149-152。 
272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頁 90。 
273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 
   文，2012），頁 49 認為這種寫法的「為」是「『爪』與『象』疊套在一起而成的」。 
274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16。 
27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6，頁 
   112。 
276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3， 
    頁 33。 
277 〔清〕廖平，郜積意點校：《穀梁古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2，頁 91。 
278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29，頁 44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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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此兩經乃互文錯見，義實同也。」279若此，簡文「閱師」就可與文獻的「治

兵」相對應，皆指戰前軍事演習。 

表二：與「臾」、「曳」相關字表 

器名 字形 時代 
〈東姬匜〉 
（《新收》398）  

 
春秋中期 

〈以鄧匜〉 
（《新收》405） 

（ ） 春秋中期  

〈曾 臣匜〉 
《曾國青銅器》頁 398 

（ ）  春秋中期 

〈攻敔季生匜〉 
（《集成》10212） （ ） 

春秋晚期  

〈唐子仲瀕兒匜〉  
（《新收》1209）   

春秋晚期  

〈王子申匜〉 
（《集成》1675）   

春秋晚期  

〈曾少宰黃仲酉匜〉  
《曾國青銅器》，頁 351 

（ ）  
春秋晚期 

〈彭子射匜〉 
《文物》2011.03〈河南南陽春秋

楚彭射墓發掘簡報〉五三：5    

春秋晚期 

〈蔡子匜〉 
（《集成》10196）  

春秋晚期  

〈王子适匜〉 
（《集成》10190）  

戰國  

 

  （乙）關於「 」字，學者的意見亦簡述於下。 

  陳佩芬《考釋》為作，讀為受。 

  曹錦炎摹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21 叟字作「 」形，遂主張「 」字

即「叟」字。280 

  賴怡璇釋「受」，並認為「受」可讀為「治」，「受」為端紐幽部，「治」

                                                       
279 〔清〕孫詒讓著，汪少華整理：《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 56，頁 2804。 
280 曹錦炎：〈説上博竹書《成王爲城濮之行》的「搜師」〉，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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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定紐之部，二字可通，「治師」即為《左傳》中的 「治兵」。281 

  宋華強釋為「受」，讀為「討」，釋為治。   

  筆者認為「 」釋為學者將此字釋為受是可信的。細審睡虎地秦簡《為吏之

道》此字作「 」，282方勇摹作「 」，283張世超則摹作「 」，284以其他的秦

文字所从的「叟」字來看，張世超摹本較可信，如里耶秦簡中亦可見从「叟」之

字作「 」（Ⅲ6-4），其旁的「叟」字就接近張世超所摹的「 」。但無論如何，

秦簡的叟字與楚簡的「 」字寫法並不同，故不能據「 」來說「 」即為叟

字。郭店楚簡《語叢三》的受字作「 」字（簡 5），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

乙本》簡 8 作「 」，且《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簡 8 之文例是「傑、受」，「受」

即歷史上有名的「紂」，因此本簡的「 」釋為「受」字，應無疑義。 

  至於「受師」當如何釋讀？《左傳》與楚簡對應的文句作「治兵」，賴怡璇

將之通讀為「治兵」，基本上是承《左傳》的讀法，但問題是「受」讀為「治」，

目前僅見於此處。其次，楚文字中，受、治有時同見於一處，如上博五《姑成家

父》簡 3：「君貴我而受（授）我眾， （以）我為能 （治）。」再者，就楚文

字的用字習慣，「『治』這個詞戰國竹簡常用『台』聲、『司』聲等之部字表示，

似無用幽部字表示之例」，285因此「受」是否讀為治，仍有疑點。至於將「受師」

讀為「討師」，再解為「治師」，此說似嫌迂曲。陳劍認為：「謂子文治兵結束之

後，將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子玉；子玉接受軍隊，帶著出去到 地治兵，文從字

                                                       
281 賴怡璇：〈《成王爲城濮之行》「受」字補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2013 年 1 月 8 日發 
   表，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1。 
282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簡牘合集》（壹）（武 
   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133。 
283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79。 
284 張世超、張玉春：《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年），頁 198。 
285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頁 91；李守奎、白顯鳳亦指出讀受為 
   治，不合當時的用字習慣，見氏著：〈《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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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286此說基本可從。「受師」通常都是用於頒發武器的場合，且地點就在太

廟或是大社。《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比較詳細的禮儀

又見《六韜．龍韜．立將》： 

     君入廟門，西面而立。將入廟門，北面而立。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復操斧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 

   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不可從外治， 

   軍不可從中御。二心不可以事君，疑志不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 

   威，臣不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不許臣，臣不敢將。」君許 

   之，乃辭而行。287 

「授師」又稱「授兵」，《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于大宮」，《春秋左傳詞典》解為「分給兵器」。288亦可用「治兵」來表示，《左傳．

莊公八年》：「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楊伯峻注：「則此治兵僅指授兵而言。

授兵必於太廟」。289受師除了頒發武器外，亦有授予兵權的意味，此處之「受師」

除了指子玉接受武器外，亦代表子玉被授予楚國的兵權，且儀式就在太廟舉行，

故後文才曰「出」，然後「之 」。「之」有往的意思，290出了楚國太廟之後，然

後就往「 」地方進行治兵，就這一部分而言，楚簡在內容的敘述就比《左傳》

詳盡多了。 

 

（二）關於「 」地問題 

  甲本簡 1 作「 」，乙本簡 1 作「 」。 

  陳佩芬皆釋作「汥」。 

  陳偉、許可、李家浩、高佑仁皆釋為尋。 

                                                       
286 陳劍：〈《成王爲城濮之行》的「受」字和「穀菟余」〉。 
287 《六韜》，《中國兵書集成》第 1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頁 451-452。 
288 楊伯峻、徐提：《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18。 
28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73。楊伯峻、徐提：《春秋左傳詞 
   典》，頁 416 就解為「授兵器」；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2004），頁 
   743 亦解為「頒發武器」。《左傳》中「治兵」一詞多見，但其解釋不一定相同，要看其所在 
   的上下文例而定。 
290 楊樹達：《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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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華強釋為乖，再通讀癸。 

  王寧釋為 。 

  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釋為 字，至於通讀，待考。 

  筆者認為此字釋為「尋」應是最可信。有關包山楚簡「尋」字，最早李學勤

和黃錫全即考證過，291而後高佑仁亦亦進行論證，並指出「 」形所从的「尋」

即見於包山簡 12 的「 」字（見表四）。至於宋華強認為此字為乖離之「乖」的

表意初文，但問題是，「乖」字目前尚未見於楚文字中，且「 」字與漢代的「乖」

字寫法有一段差距。漢代的乖字或作「 」（銀雀山漢簡 136），或作「 」

（馬王堆帛畫《周易》75），因此釋為「乖」，在證據上還不夠。 

  不過，釋為「 」（尋）之後，最大的問題是「尋」如何聯繫到《左傳》的

「睽」地。許可試著以聲音通假去聯繫兩者，但「目前確實找不到二字直接通用

的書證。」292李守奎認為：「二者之間的聯繫目前還難以弄清」。293筆者認為此處

之「 」字不必與「睽」強作聯繫，兩者當屬不同的地點，以下試論之。 

 

1.出土文獻與《左傳》地點往往不同 

    本篇多處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內容仍存有差異，張峰認為：「造成

記述差異的原因，猜測可能是傳本不同，或是今本有錯訛。」294兩者地名差異有

可能是分別取材自不同的文本所致。295 

 

2.兩者地理位置或許相近，遂造成史料紀錄上的出入 

    根據清華簡《楚居》的記載，睽和鄩兩地同時出現在簡文上（睽見於簡 10，

鄩見於簡 16），兩者皆以「某郢」來稱呼，顯見兩地當分屬不同地點。《楚居》：

                                                       
291 李學勤：〈續釋「尋」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178。 
292 許可：〈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 」字申說〉。 
293 李守奎、白顯鳳：〈《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中國文字研究》（第 21 輯）（上海：上海書 
    店，2015 年），頁 80，此後又收入氏著：《漢字學論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頁 59-68。 
294 張峰：〈《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釋讀〉，頁 149。  
295 張新俊：〈《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考釋三則〉，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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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大 （瘠），安（焉） （徙）居鄩郢。【16】。」關於鄩郢的位置，學界目前

仍有不同的意見，茲將這些意見整理成表三。 

表三：鄩郢諸說一覽表 

學者 主要論點 

黃錫全 可能就在秦時「尋平」一帶，地處龍灣。296 

王紅星 該基址群（按：即指龍灣）的主要建築和使用年代為春秋晚期，

與楚悼王徙鄩郢的年代明顯不合。」因此他認為鄩郢的位置可能

在「紀南城城址的蔡橋基址群」。297 

何琳儀 尋郢是衛地，在今河南清豐南。298 

黃錫全 尋郢當在秦漢竟陵、江陵、華容之間的范圍內。299 

羅運環 尋郢即漢代的尋陽縣，在今湖北黃梅縣西南。300 

尹弘兵 鄩郢可能就是楚紀南城遺址。301 

王恩田 「鄩郢」讀作「新郢」。「鄩」、「新」一聲之轉。「新郢」

即「鄀」。302 

 

從新蔡葛陵的內容來看，至少在楚悼王四年（398BC），鄩郢才正式成為楚王的主

要都城，303不過楚國在此地的時間並不太久，而在成王時代，楚國的行政重心是

在「睽郢」（《楚居》簡 10），故才有後來子文「治兵於睽」之事。依趙平安的研

究，為郢當即鄢郢，位置很可能就是宜城郭家崗遺址，而睽、為相距不會太遠，

兩者都應在楚的北境。304若鄩郢採用黃錫全及尹弘兵的意見，那麼鄩郢與睽郢的

                                                       
296 黃錫全：〈楚都「鄩郢」新探〉，《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頁 
   345。 
297 王紅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線索〉，《江漢考古》第 3 期（2011 年），頁 93。 
298 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1- 
   212。 
299 黃錫全：〈楚簡秦溪、章華台略議－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二〉，《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194。 
300 羅運環：〈葛陵楚簡鄩郢考〉，《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85。 
301 尹弘兵：《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265。 
302 王恩田：〈新蔡葛陵楚簡「藍郢」與「鄩郢」考－附論包山楚簡中的「栽郢」〉，《古籍研 
   究》第 1 期（2013），頁 194。 
303 李學勤：〈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鄩郢〉，《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 
   125。 
304 趙平安：〈《楚居》「為郢」考〉，《簡帛．經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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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位置圖可擬為圖 1（□是為郢位置，○是鄩郢位置）。從圖上可以發現，宜城

附近的睽與位處江陵之鄩相差太遠，兩者並非很近，故就地理關係上來說，似乎

不易將兩者聯繫起來。另外，笪浩波認為為郢或即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305其東

南離楚都紀南城約三十五公里。306若睽郢近於為郢，依此說，那麼睽與鄩的相對

距離就不會太遠，兩者之位置擬為圖 2（□是為郢位置，○是鄩郢位置）。兩地或

因為距離不遠，遂造成史料記述上的出入。這種因距離接近而造成史料記述上的

出入亦見於清華簡《繫年》簡 55（以下用通行字寫出）：「秦公以戰于堇陰之故，

率師爲河曲之戰。」《左傳．文公七年》對此事則記載：「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至于刳首。」307戰爭地是發生在令狐，但《繫年》卻言在堇陰，令狐與堇陰相距

不遠，308然而史料記述上卻產生差異。 

圖 1  
鄢郢與鄩郢的相對位置 

圖 2  
鄢郢與鄩郢的相對位置 

 

    綜上所論，鄩與睽之間的關聯，以簡文所依據的傳本可能就異於今本的可能

性最大。且之所以造成差異，有可能因為地理位置相近而造成原始傳本在記載上

                                                       
305 笪浩波：〈從楚王事蹟看「為」郢之所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5），頁 333。 
306 湖北省博物館：〈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文物》10 期（1980 年 10 月），頁 31。 
307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9，頁 317。 
308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3），頁 
   434。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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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現差錯。至於字形上的聯繫，根據李松儒的研究，《成王為城濮之行》篇中

的抄手主要有二位（李文將這二位命名為抄手 A、抄手 B），但兩位抄手的文化

水平都較低，甲 1 簡為 A 抄手，乙 1 簡為 B 抄手，李松儒甚至認為 B 抄手筆誤

的地方很多（乙本簡 1-4）309。雖然兩位抄本的文化水平不高，且也有筆誤的現

象，但「一般而言，兩位書手在抄寫同一篇文獻時，對於某個特定句子中的某個

特定字，同時將之誤寫成另一個特定字的可能性極低」，且兩者之間的字形仍有

差距，因此字形訛誤的可能性當可排除。 

  表四：與「尋」相關字形表 

尋 
  

上博一《孔》16 上博五《鬼》7   

310 

  

上博六《天子建

州》甲本簡 12 
上博六《天子建

州》乙本簡 11 
  

鄩 

  
清華簡《楚居》16 新蔡甲三 223 新蔡乙四 16 包山 157 

  
 

包山 157 包山 169 包山 177  

 
  

上博六《競》10 上博七《凡甲》27   

 

  
新蔡乙四 66 新蔡乙四 67 新蔡甲一 3 新蔡乙四 2 

 
   

包山 12    

  

   

包山 120    

                                                       
309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頁 472。 
310 此字蘇建洲：〈《天子建州》「臨城不言毀」章試解〉，《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出版社， 
   2011），頁 217 釋「 」。不過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頁 1666 則將此字釋為「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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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成之聞之》

34311 
   

 

（三）「不 一人」考－兼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不戮一人」的釋讀問 

      題 

  《成王為城濮之行》甲本簡 1：「不 一人」，乙本簡 2：「不 一人」，這

二句與《左傳》對應的文字作「不戮一人」。關於「 」字的結構，學者有多方

討論。根據目前學界的主要說法，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1.陳佩芬釋「 」，讀為逸。 

  2.陳偉、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釋「 」，通讀「戮」。 

  3.程燕釋「 」，通假為「拘」。 

  4.宋華強釋「肙」，通讀為「虔」，「虔」有殺之意。 

  5.王保成釋「訊」，訓爲「指責」。 

  6.王寧疑「殺」字異體。 

  7.李家浩將「 」字讀為肆，訓為殺。 

  8.曹方向及蘇建洲皆釋「 」，讀為抶。 

高佑仁綜合各家說法後，認為：「唯一能確定的結論是，《左傳》對應的文例作『戮』，

但本處難解，暫不讀破。」仍對這個問題沒有進一步的看法。 

    以上諸說之中，筆者認為釋形上，陳佩芬的釋形可信，至於釋義上，以曹方

向的說法較合適，同時用來檢視《左傳》原文，「不戮一人」當讀為「不辱一人」，

今申論於下。 

  第一，「  」字之隸定，目前學界仍持不同的觀點，312但此字與楚文字常

                                                       
311 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35 引馮勝君 
   釋讀。 
312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脽》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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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句」字寫法完全不同。「句」字一般寫作从丩从口，313如「 」（〈鑄客鼎〉 

集成 2393）、「 」（郭店《成之聞之》簡 12），皆不作从 从口之形，因此現

階段將「  」隸定為句，仍有疑問。故就文字隸定上說，釋為「 」字皆有問

題。 

    第二，楚文字中，表達訊意有 （訊）字，314作「 」（《姑成家父》簡 1）

形；或作「 」（《平王問鄭壽》簡 2），315其字形寫法皆與此相差太大，故釋「訊」

之說可以不論。 

  第三，「 」字相對應的字作「 」形，此字所在的簡牘已經斷裂。將此

字斷裂處加以復原作「 」形。此字左旁作「 」形，當為「象」字。類此寫法

可見於上博簡「豫」字偏旁，如上博三《中弓》簡 10「豫」字作「 」。楚簡

中，「兔」和「象」往往相混，316但其中差異是「象」首構形的最後一筆往右下延

伸較長，而楚簡文字「兔」字構形中兔首的最後一筆往往上翹，此其區別，317一

般而言，作為偏旁，兩者常不易區分。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4「豫」字作「 」，

李學勤隸定為「 」。318在《曹沫之陳》簡 22 又可見「 」，即從「象」。但其

實寫成「 」形的「象」字與獨立的「象」字（ ）仍有差異，特別是在象身

                                                       
313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 」與戰國文字从「 」之字〉，《文史》第 100 輯（2012），頁 
   47 認為句所从的口和丩都是聲旁，為兩聲字。 
314 張光裕：〈從簡牘材料談《論語．先進》篇「哂」字之釋讀〉，《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  

   輯），頁 184。 
315 郭永秉：〈釋上博楚簡《平王問鄭壽》的「訊」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 

 中華書局，2008），頁 489-491，後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1），頁 174-180。 

316 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 83 指出：

「戰國文字中的『兔』和『象』在形體上已經混同，不宜細加區分。」 
317 曹錦炎：〈楚簡文字中的「兔」及相關諸字〉，《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 
  學出版社，2004），頁 113；李天虹：〈釋「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北 
   京：中華書局，2002），頁 403。 
318 李學勤：〈釋《詩論》簡「兔」及从「兔」之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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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象足部分。但用作為偏旁時，幾乎與兔旁不易區別。 

  第四，楚簡中，獨立的「象」字作「 」（清華簡《筮法》52）、「 」

（清華簡《筮法》56）。值得注意的是，上博六《天子建州》甲本簡 2「象」字作

「 」形，其形是由「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本簡 2）形進一步演變而成

的。「 」上部寫法就很接近「句」，而後「 」下的「口」形又從「 」旁析出，

遂成「 」形，因此筆者推測「 」字所从的「 」偏旁，可能是從「 」

形進一步訛變而成，其「象頭」的演變情況可如下圖所示： 

               

   第五，另一種就是「兔頭」自身的變化。兔字完整寫法作「 」（清華簡《赤

鵠》7）形，楚簡的兔字，其下大都寫成了从肉之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1773

（《合集》37373）有一「兔」字作「 」，其身體及腳部作「 」形，但楚簡一

般都是寫成「 」，仍是多出了一條線。「兔」字有時寫得類「象」形，如《繫年》

58 逸字作「 」。而「 」形再加以變化，就成了「 」（ ，包山簡 93）字

所从的「 」（肙）形，其筆畫之演變情況可參考象頭的變化。楚文字中，獨立

的「肙」字作「 」（望山楚簡 2.30）、「 」形（清華簡《繫年》118），有時

上部的「卜」形或作「人」形，如「 」（《孔子詩論》簡 18），「 」字所从之

「肙」亦作「人」形。劉洪濤認為「肙」上的「人」形實際是兔字頭部的筆畫，

可信。319而後這種人形「肙」下之「口」形再往左移，就會形成「 」形，其

演變可如下圖所示： 

                                                       
319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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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免頭或象頭，其字形演變到後來，皆可出現類「句」之形。 

  綜上所述，「 」、「 」字當如陳佩芬之隸定作「 」字。宋華強釋「肙」

之說雖有據，但將此字讀為虔，再轉讀為殺，似嫌曲折。與此相同的結構又見〈師

簋〉（《集成》4311，西周晚期），其文例作：「鐘一 五金」，陳劍認為當讀為

「肆」。320此外〈多友鼎〉（《集成》2835，西周晚期）有一字作「 」，字當隸

定為「 」，李學勤認為此字「即三體石經『逸』字古文，以音近假為『肆』」。321

但以上二例皆是用於鐘的量詞，而簡文此處則是作動詞使用，若此簡文的「 」

字當如何通讀？以下先來看《左傳》原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不戮一人，子玉復治兵於蒍，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杜預《注》：「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322竹添光鴻說：「子文之不戮一

人，以見治兵之寬。子玉之鞭七人，貫三人耳，以見治兵之嚴。」323楊伯峻亦說：

「此言子文之寬簡。」324文獻中，「不戮一人」之「戮」往往帶有「殺」的意思，

如《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晉國荀吳帥師圍鼓，最後「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 鞮歸」，325此次的行動屬攻城略地，「不戮一人」當要解為「不殺一人」。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孔叢子．嘉言》： 

    陳惠公大城，因起凌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數十人，又執三監吏，將殺 

   之。夫子適陳，聞之，見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 

   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不戮一人而能致功若此者也。」326 

                                                       
320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 」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 
321 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 
   社，2016），頁 108。 
32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6，頁 266。 
323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583。 
32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444。 
32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7，頁 823。 
326 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1，頁 1。關於《孔叢子》一書，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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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未有不戮一人」就是前文的「坐法死者數十人」，顯見「不戮一人」之

「戮」，在文獻中往往有「殺」之意。《司馬法．定爵》： 

   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327 

聅，軍以矢貫耳也。剄，段注：「許意剄謂斷頭，刑之至重者也。」328若子文的治

兵屬於「寬簡」，何以文獻用「不戮一人」來描述，但對子玉卻僅以「鞭七人，貫

三人耳」描述，用較重的大罪（戮）來描述子文，卻以小罪來描述子玉，如此子

文治兵似乎比子玉還要來得嚴格，因此此處之「戮」字是否得解為「殺」義，似

乎得重新考慮。蘇建洲採用《漢語大字典》（第一版）之說法將此處的「戮」解

為懲罰義。不過《漢語大字典》（第二版）頁 1515 已將此例刪除，似乎已放棄此

處的「戮」作「懲罰」義解釋。329筆者則認為此「戮」字或可通為「辱」。《廣雅．

釋詁三》：「戮，辱也。」330《漢書．司馬遷傳》：「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

戮笑，汙辱先人」，331「戮笑」即辱笑。《左傳．文公十年》：「無畏抶其僕以徇，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不可戮也」即「不可辱也」。依此，《左傳．僖公

二十七年》之「不戮一人」似不能照以往解為「不殺一人」，此處僅指「不辱一

人」，那麼其懲處士兵的程度就相較子玉為輕，亦符合「寬簡」的原則。曹方向

引用沈培之說，將「 」、「 」字與清華簡《繫年》簡 58 的「 」字相連

繫是正確的，同時他將「 」、「 」字讀為「抶」，並認為「抶」和「戮」之間

的差別也不是特別大。332「抶」為笞擊意，未必致人於死，帶有羞辱人的意思在，

故《左傳．文公十年》：「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但「戮」

一般都有死之意，因此《左傳》此處的「戮」字就必需解為辱，若此，就可以與

                                                       
   爭議較多，孫少華：《《孔叢子》與秦漢子書學術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頁 1 認為：「《孔叢子》中的文獻資料，多見於先秦兩漢典籍記載，故此書最後成書 
   雖晚，但其中不乏大量真實的文獻資料。」 
327 鄭慧生：《司馬法校注》，《校勘雜志－附司馬法校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頁 
  266。 
328 〔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第 4 篇下，頁 
   323。 
329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頁 
   1515。 
330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 下，頁 93。 
331 〔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62，頁 4369。 
332 曹方向：〈上博九《成王爲城濮之行》通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 
   集解》，頁 463 亦從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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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的意思相對應。後文「國老皆賀」，國老何以賀子文，杜預認為：「賀子玉堪

其事。」國老大概是認為子玉治兵較能達到立威的效果。《六韜．龍韜》： 

   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令行。故殺一人而三軍震者， 

   殺之。賞一人而萬人說者，賞之。殺貴大，賞貴小。……是將威之所行也。 

    333 

《尉繚子．兵教上》：「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

所以明賞也。」又〈兵令下〉：「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

兵之三勝也。」334因此國老之所以慶賀子文，大概就是認為子玉帶兵較子文更能

立威。至於李家浩將此字讀為「肆」，「肆」原有分割牲體義，335用於人則是「有

罪既刑，陳其屍之意」，336引申而有殺之意，《大戴禮記．夏小正》：「肆，殺也」，

337《廣雅．釋詁一》：「誅、罰、戮、虔、伐、肆、刈、殺也。」338而「戮」在某

些情況與「肆」意相似，《國語．晉語九》：「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

者。」韋昭注：「陳尸為戮。」339就意義上，戮與肆意思是相近的。不過若考量

《左傳》之「不戮一人」可解為「不辱一人」，那麼「 」、「 」讀為「肆」就

比較不恰當，當讀為「抶」，340是一種羞辱他人的刑法，若此更能符合史料的意

義。341 

 

（五）「子玉出，之蔿」句 

  簡文「 」、「 」二字，學者的意見簡述於下。 

  前者陳佩芬隸定作「 」，後者則隸定作「夫」，意皆為兵士。 

                                                       
333 《六韜》，《中國兵書集成》第 1 冊，頁 453。 
334 鍾兆華：《尉繚子校注》（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頁 68、78。 
335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 」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頁 27。 
33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10，頁 191 
   鄭玄《注》；〔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14，頁 129 何晏《注》引鄭玄說。 
337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2，頁 260。 
338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 下，頁 40。 
339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15，頁 443。 
340 李守奎、白顯鳳：〈《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頁 81 認為「『 』（抶）與《左傳》中之抶 
   擊義的『戮』相當。」但「戮」在文獻中並沒有作抶擊義解釋，故此說仍不夠精確。 
341 且在楚文字中，此字形要表達與死相關的意思時，有時會加「死」字作義符，如清華簡六 

   《鄭武夫人規孺子》簡 1 之「肂」字作「 」，其下部即加上「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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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方向認為：「此字簡文兩見，寫法不同。……就本簡之例來看，左上部從

『吳』是有可能的。在簡文中應作地名。具體如何釋讀，待考。」342 

    季旭昇古文字讀書會認為前者釋為「 」，後者釋為「大」。 

  李家浩認為： 

   此字從「虍」從「攴」，可以隸定作「 」。類似「 」字所從「虍」旁的 

   寫法見於信陽楚簡和上博楚簡《民之父母》3、5 號，這裡以 5 號簡的「虎」 

   字為例，可以與之比較：  

            

     以從「虍」的「虔」、「虘」、「虖」、「慮」、「虞」等形聲字例之，「 」字 

   當從「攴」聲。據《說文》所說，「攴」從「卜」聲，故從「卜」聲的「 」， 

   可以寫作從「攴」聲的「 」。至於「 」與「 」是同一個字的異體還 

   是不同的兩個字，有待更多的資料再作研究。 

同時他又說： 

     細繹文意，我們認為這兩個字是同一個地名，相當於上引《左傳》所說的 

   子玉「治兵於蒍」之「蒍」。 

按：筆者認為李家浩視「 」（甲本）、「 」（乙本）為同一個字，且作地名是

正確的。至於此字的釋讀，先說「 」字。筆者認為陳佩芬隸定為「 」是對的，

但其讀法則不確。至於李家浩認為「 」為「虎」頭，恐非。「吳」字一般都是

从「大」形，即便寫得較分離，但下筆的「人」形基本上都是向上靠攏作「仌」

形，然而虎頭之類「人」形字體中，其兩筆幾乎拉平，上下呈現平行的情況，如

《民之父母》簡 5 虎字作「 」，此其差別。其次，虎頭中類「人」形筆畫，其

「人」形之末筆或拉得比較長，如《民之父母》簡 2 虎字作「 」，與吳字之「人」

形兩筆均分的情況是有所差別（如下表五）。 

表五：吳、虎字形表 

吳 
  

                                                       
342 曹方向：〈上博九《成王爲城濮之行》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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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子羔》簡 1 
上博《容成氏》

簡 5 
上博《吳命》簡 3

郭店《唐虞之

道》簡 27 

 

  

《吳命》簡 8 《吳命》簡 9   

虎 

   
《民之父母》簡 2 《民之父母》簡 3 《民之父母》簡 5 《采風曲目》簡 4

 
  

 

《成王為城濮之

行》簡 3
《顏淵問》簡 1 《顏淵問》簡 6  

   

  根據以上論述，「 」實為「吳」字，其所从為「大」形，因此，「 」字當

釋為从吳从殳，「吳」為聲符。吳為疑母魚部，蒍為匣母歌部，聲同為喉音，韻

部為旁轉。343 

  至於「 」字，與楚文字常見的「 」形相似，李守奎、白顯鳳「 」可

隸定為「 」，但此字當理解為「大」的分化字。有關楚簡常見的「 」字，學界

或解為太、厲、344  。雖「太」尚未能確認，但就楚簡卜筮祭禱簡內容來看，

似較合理。345至於董珊的「厲」之說實有商榷之處，學者曾對此說提出不同的意

見，茲不贅述。346但簡文此處之「 」亦與楚簡的「 」不同，347實為「 」

形之訛，學者說：「其中口形部分過於緊湊而變作一筆，但應視為『吳』之變體」，

348宋華強認為： 

                                                       
343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1999），頁 453。 
344 董珊：〈楚簡中从「大」聲之字的讀法〉，《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頁 143-173。 

345 清華簡陸《鄭文公問太伯》中，亦出現「 」、「 」、「 」、「 」等字，其文 

   例都作「 伯」，原整理者釋為「太伯」，應可信。 
346 陳炫瑋：《先秦至漢初災異禳除禮俗及救治措施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 
   文，2013），頁 156-160。 
347 李守奎、白顯鳳認為乙本的「 」可隸定為「 」，當理解為「大」的分化字，見氏著： 

   〈《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頁 81。「 」為大之分化字是有可能的，但「 」並非 

   「 」字，故此說筆者仍不從。 
348 武漢簡帛論壇 15 樓易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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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大」字形的兩撇的中間起筆部分連起來看類似一豎，可借以充 

   當 字右臂上兩豎的左側一豎，算是一種特殊的借筆。349 

試看新蔡甲三 203「吳」字作「 」，其上部「口」形的另一邊筆畫幾乎快緊

湊「大」形。又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簡 10 的「吳」字作「
 
」，其「口」

形已相當接近「大」形，若再往左側緊湊過去，就會形成「 」字的寫法，亦即

「口」形與「大」形共用一筆遂造成「 」形，故此字仍可視為「吳」字。綜上

所述，「 」、「 」兩字皆从「吳」，與文獻的「蒍」可對應。 

 

（六）「寡（顧）寺（持）侜酓=（飲酒）」句解讀 

    此句學者的看法亦相當分歧。首先是「 」字的隸定，主要有「侜」和「仴」

兩種說法。筆者認為陳佩芬釋為「侜」比較合理，如〈楚君酓延尊〉（《商周青銅

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1790）中的「盤」作「 」，350其上所从的「舟」就與「 」

近似。陳佩芬認為「侜」是古代飲酒器，此說是正確的，但將「侜」解為耳杯，

筆者認為此說就未必正確，因耳杯在出土文獻中就直接稱「杯」（如信陽楚簡 2.20），

沒有稱「侜」的。高佑仁引用沈寶春之說，認為「侜」為酒器托盤，此處指伯嬴

一手持托盤，另一手持酒器飲酒。351以「侜」解為「盤」在青銅器中確實見到，

如〈晉韋父盤〉（《新收》1453，西周中期）：「晉韋父乍（作）寶舟」（見圖 3），

其中「盤」字作「 」（舟）。352然而宴飲場合中，一手持著酒器托盤，另一手持

酒器飲酒，此說就有疑問。就宴飲的場合來說，出現「盤」的情況約有三種：（1）

                                                       
349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頁 92。 
350 謝明文：《商代金文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 320 

   指出此字與〈蔡侯盤〉（《集成》10072）「 」字為異體，可信，惟其讀為尊，不確。唐 

   蘭：〈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5），頁 78 言「 」字从酉盤聲，就是盤字，當可信，此文後又收入《唐蘭全集》（第三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981-991。 
351 高佑仁：〈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字詞選釋〉，頁 46。 
352 何琳儀：〈說「盤」〉，《中國歷史文物》第 5 期（2004），頁 30-32；張婷、劉斌：《商周時期 
   青銅盤整理與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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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或置於尊下作為承接器。（2）作為洗手用。（3）盤相當於案。第一種情況的盤，

即《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

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

承槃。」353出土的器物中亦見此類器具，如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尊置於托盤之上

（圖 4），漢代亦有類似的器皿（圖 5）。但在宴飲之時，要將這種托槃舉起，通

常是連同上面的樽一併用雙手托起，漢代畫像中即有一圖呈現此情況（圖 6）。第

二種情況的盤，則是於宴飲場合中作洗手用。通常以匜來注水，盤來接水，最重

要的是即便像這種盥洗之盤，一般不可能僅以一手持著，《禮記．內則》：「少者

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354奉是兩手持拿的動作，出土的漢畫亦

可見此動作，如四川成都市郊出有一件漢代宴飲圖（圖 7），其左上就有一人雙手

捧盤之形。 

第三種可以放置酒杯的盤即「案」，文獻有「舉案齊眉」一語，汪少華認為

「案」當指「一種有足淺腹的托盤」。355但出土文獻中，這種可以放置酒杯的案，

楚簡中以「食桱」來稱之（圖 8），如包山楚簡 266：「一飤桱」，李家浩認為這

種「桱」是承放飲食用的，356劉國勝進一步認為：「『桱』可能是供承放耳杯一

類小型飲食器具的食案」。357這一類食桱除了放耳杯以外，還可放小漆盤，如馬

王堆一號漢墓即出土一件案，其上就放有漆盤及耳杯（圖 9）。西周時期，長方形

的漆木盤甚至用來放置許多的青銅酒器，如竹園溝四號墓所出的漆木盤，學者推

測此漆木盤可能是一種禁類。358這一類的案，漢代是以「來」稱之，如馬王堆三

號墓《遣策》簡 275：「髹畫其來，廣一尺七寸，長二尺六寸，二枚」，整理者認

為「來」即指這種案，359皆與「侜」名稱不符。且在宴會場合，這種案通常是置

於地（如圖 7），其上可放置耳杯或卮，飲用時僅拿起耳杯或卮而已，不可能一手

持著酒杯，另一手又持著盤。綜上所述，以侜來稱酒器托盤，並解為一手持著盤，

一手飲酒，恐皆與實情不符。 

                                                       
35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0，頁 305。 
35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27，頁 518。 
355 汪少華：〈古人的坐姿與座次〉，《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 3 期（1999），頁 129；葉國 
   良：《禮制與風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149。 
356 李家浩：〈包山 266 號簡所記木器研究〉，《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 
   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53。 
357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20。 
358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44。 
359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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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360蘇建

洲以此例認為「持侜飲酒」解為「持盤飲酒」是可行的。361固然像食盤一類的漆

木盤，確實可一手舉起，且在春秋晚期的材料中，確實也見到宴樂時「用盤飲酒」

（〈沇兒鎛〉，《集成》203，春秋晚期）的說法。不過古人對於哪些是食器或酒器，

其實仍有嚴格區分，如馬王堆漆木器中的食器與酒器，其上的題字就有明顯的不

同。一般飲酒用的會寫「君幸酒」，食器則寫「君幸食」，像耳杯有食器和酒器的

功能。但盤的話，目前僅見「君幸食」，還未見「君幸酒」，甚至有些盤上直接寫

「飯盤」。362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的案，其上部置有小耳杯一件，漆卮二件，小

盤五件，其中小盤和耳杯內還盛有食物，363顯然這一類的食盤就是用以盛裝食物，

而漆卮才用以盛酒。 

那麼「侜」還可以怎麼釋讀？筆者認為此處「侜」可假為「酬」，阜陽漢簡

《詩經．二子乘舟》：「二子乘州」（簡 S050），364今本作「二子乘舟」。「州」又可

通「酬」，365那麼侜與酬兩者當可相通。「酬」一般指飲酒禮（獻、酢、酬）的酬，

作動詞用，但亦可指裝在觶中作為勸賓飲的酬酒，如《儀禮．燕禮》：「大夫辯受

酬」。又可引申作用於酬的爵器，《毛詩．小雅．賓之初筵》：「鐘鼓既設，舉醻逸

逸。」孔穎達《疏》：「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366將醻（酬）」

解為「相酬之爵」。朱熹則解為「舉所奠之醻爵也」，367故「醻」在此則指「醻爵」。

368淩廷堪言：「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用觶不用爵，唯賓、主人乃行之。」369不

過張光裕認為：「爵、觶、觚三者稱名，每因古、今文本而互有異文。」370清華簡

                                                       
360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 
   76，頁 3074。 
361 蘇建洲：〈論新見楚君酓延尊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 
   局，2015），頁 67。 
362 如 1936 年長沙劉驕墓出有「楊子贛緒飯盤」，引見聶非：《湖南楚漢漆木器研究》（長沙：岳 
   麓書社，2013），頁 190。 
363 湖南省博物館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頁 88。 
364 胡平生、韓自強編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 
365 張煥君、刁小龍著：《武威漢簡「儀禮」整理與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頁 284《甲本泰射》簡 25-26 作「興以州賓」，今本《儀禮．大射》作「興以酬賓」，可證。 
366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卷 14 之 3，頁 490。 
367 〔宋〕朱熹：《詩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14，頁 191；余培林：《詩經正詁》 
   （修訂二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477 亦採此說。 
368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1565 將「舉酬」解為「舉觶行酬 
   也」，但此說有增字解經之嫌，故筆者不從其說。 
369 〔清〕淩廷堪著，彭林校點：《禮經釋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7。 
370 張光裕：〈《儀禮》飲酒禮用觶小議〉，《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頁 11；〈從新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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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夜》簡 3 記載：「王夜 （爵）酬縪（畢）公」，裘錫圭認為「夜 」可讀為

「舉爵」，即「舉相酬之爵」，371亦是用爵。 

  從前文「合邦以飲酒」的場面來看，表明獻酢酬三階段應已完成，此時可能

已進入了「旅酬」的階段。曹建墩說：「旅酬時，當酬酒者自飲結束後，酬酒者

將酒器斟滿後授給被酬者」。372「顧」有「但」的意思，373「顧持酬飲酒」，此句

可能是指蒍賈接過子文的酬爵（酬酒）後，只是持爵飲酒，並未向子文道賀，《左

傳．僖公二十七年》對此事記載：「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

至，不賀。」與簡文的記載可以相互補足。正因為蒍賈完全沒有表達祝賀之意，

因此才又有後來子文「 （舉） 賈（假）白（伯）珵（嬴）」之事。 

  至於宋華強認為「侜」字形疑為盪舟之「盪」的初文，並以「盪」假為「觴」，

指飲器。374將「 」視為飲器，筆者同意此說。但將「 」字釋為盪，並以甲

骨「 」字為例說明，就有疑問。其所舉的「 」字，雖有盪舟意，但若放在

卜辭文例中，未必得讀「盪」，如《合集》20611：「庚午卜， 貞： 衣（卒）

河，亡若。」「盪河」一詞文獻極為罕見，文獻所見常是「渡河」，如《史記．殷

本紀》：「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若此，將「 」釋為「渡」之初文，

亦未嘗不可。總之，甲骨的「 」字是否是「盪」字，目前尚未能確定，更不能

據此來解說楚簡的「 」字。 

 

                                                       
   談《儀禮》飲酒禮中之醴柶及所用酒器問題〉，《文物》12 期（2013），頁 73。 
371 裘錫圭：〈說「夜爵」〉，《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125。關於 
  「夜爵」的用法，目前學界仍有爭議，相關的討論見季旭昇：〈《清華簡（壹）．耆夜》研 
   究〉，《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 315- 
   322。 
372 曹建墩：〈清華簡《耆夜》篇中的飲至禮考釋二則〉，《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頁 357。 
373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5，頁 116。 
374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頁 97。 

 圖像名稱 圖像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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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舟 《中國青銅器展覽圖

錄》，頁 79 

圖 4 
 

曾侯乙酒樽、

托盤 
《 隨 州 出 土 文 物 精

粹》，頁 57 

圖 5 建武廿一年樽

盤 
《故宮青銅器館》，頁

271 

圖 8 食桱（案） 《劍舞楚天－越王勾

踐 劍 暨 楚 國 出 土 物

展》，頁 115。 

圖 9 食盤、案、耳

杯組合 
《馬王堆漢墓文物精

華》，頁 40 

《湖南省博物館文物

精粹》，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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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舉樽盤圖 

《密縣打虎亭漢墓》，頁 125 
圖 7 宴飲圖 

《巴蜀漢代畫像集》65 
 

（七）「 伯嬴，曰」考 

    關於「 」字，原整理者釋為賈，爾後諸家的釋讀也很分歧，有售、375易、

貽、376 、377責等，378筆者認為以上諸說中，釋為「賈」字仍較合理。楚簡的「賈」

字有如下字形： 

   
包山 122 包山 122 包山 123 

 

「 」字可與包山的賈字相參照，379只不過「 」字筆畫潦草，或筆畫不全。巧

合的是，類此不全的筆畫，在金文的「賈」字中亦可見，如〈倗生簋〉（《集成》

4264，西周中期）的「賈」字正作「 」形（蓋上文字），就與楚簡「 」字有

些雷同，若此，將「 」釋為「賈」應當是比較接近。賈在此與「蒍賈」之名也

無關，「賈」可通為「假」，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18 伍：「 門逆呂（旅）」，

                                                       
375 王寧：〈上博九《成王為成僕之行》釋文校讀〉。 
376 王保成：〈《成王爲城濮之行》再獻疑〉。 
377 馮勝君：〈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363。 
378 李守奎、白顯鳳，〈《成王為城濮之行》通釋〉，頁 82。 
379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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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小組注：「 門，讀為賈門，商賈之家。」380《說文．木部》：「椵，讀若賈」。

上博二《容成氏》簡 39：「德惠而不 」，徐在國認為「 」為「賈」字異體，381

皆其證。「假」訓為給與，382「賈伯嬴，曰」是指「給與伯嬴（ ）之後，然後對

其說」。 

 

（八）「女蜀（獨）不。余見飤，是 而棄，不思老人之心」句意試析 

  「女獨不」，是對應前句「舉邦賀余」，指蒍賈惟獨不向子文祝賀。至於「余

見飤，是 而棄」，此句諸家有不同的斷法及釋讀，且說法仍有疑問。其中最重

要的字是「 」字，此字雖筆畫有殘泐，但仔細看，其與甲本簡 4「 」顯然

同一字。此字陳佩芬原隸作「為」，不過學者已辨正。蘇建洲疑此字為「俎」字。

383俎字，楚文字或作从「且」（或从「肉」）从「 」形，陳劍說：「『俎』字全形

實爲俎案側視與俯視之形的結合。俎足部分演變過程中與右旁分離，即訛變爲俎

字中之『 』形。」384其旁之「 」雖與「大」形相類，但畢竟「 」不是從「大」

形演變而來，故目前可以確認的俎字（如表六），其旁都作「 」形，未有作其

他形體。本簡的「 」字，其偏旁顯然从「立」，與俎旁从「 」並不同，在隸

定上，「 」仍當釋為「 」字。385  

表六：古文字的「俎」字 

西周金文的俎  
〈 壺〉 
集成 9727 

〈與兵壺〉 
新收 1980 

〈 鼎〉 
集成 2789 

                                                       
38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175。 
381 徐在國：〈說楚簡「 」兼及相關字〉，《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徐在國卷）（合 
   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頁 244。 
38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89，頁 5480：「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顏師古注：「假謂給 
   與。」 
383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劄記（一）〉。其後似也未再持此說，見吳宛真：《《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九）》文字編》（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5），頁 166 就將此 
   字列為存疑、待考字。 
384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 」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頁 40。 
385 馮勝君：〈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頁 362 
   亦主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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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文字的俎   
望山楚簡 2.45 清華簡《皇門》13 上博《弟子問》10386

秦漢文字的俎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簡 27 
《秦印文字匯編》

267 
張家山漢簡《奏讞

書》164 

 

  至於本句的釋讀，筆者作如下推測。「見」或為「宴（燕）」之假借，兩者聲

音相近，見為見母元部，宴為影母元部，聲同為喉音，韻部相同。文獻上，兩者

亦有互通的例子，如《詩經．小雅．角弓》：「見晛曰消」，《荀子．非相》引此作

「宴然聿消」，魯、韓詩則作「曣 聿消」。387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20：「〈折

（杕）杜〉得雀（爵） 」，「 」字，李零釋為「見」字。388「爵見」，馮時即

讀為「爵燕」，389這些均是其證。「余見飤」，即「余宴（燕）食」。 

   「 」字，王寧讀為榼，解為榼酒。390馮勝君讀為脅，指宴會上所提供的饌

食脅。391 

  首先，王寧將「 」解為榼酒是配合前面的「飤」字，但「飤」字在楚簡中

一般作「食」解，392不可解作飲。至於「脅」的說法，根據《儀禮．鄉飲酒禮》，

一般賓客折俎上有「脊、脅、肩、肺」，且吉禮用右體。393因此若將「 」讀為

脅，即肩的前骨，是符合宴禮上的饌食。但一般指稱時，不太會特別說出這是牲

體的哪個部位，僅會以折俎來表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左傳．宣公十六年》：「王享有體薦，宴有折

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預《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

可食。」394《儀禮．燕禮》：「賓升筵，膳宰設折俎。」395褚寅亮言：「燕以飲為

                                                       
386 此字之釋讀詳見蘇建洲：〈《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 
  本第 2 分（2012），頁 200。 
387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20，頁 797。 
388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 
389 馮時：〈戰國楚竹書《子羔．孔子詩論》研究〉，《古文字與古史新論》（臺北：臺灣書房， 
  2007），頁 518。 
390 王寧：〈上博九《成王為成僕之行》釋文校讀〉。 
391 馮勝君：〈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補釋〉，頁 362。 
392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頁 581-586。 
393 〔清〕淩廷堪著，彭林校點：《禮經釋例》，頁 126-127。 
39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24，頁 411。 
395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卷 14，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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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說屨升坐以盡歡。」396景紅豔說： 

   「折俎」出現在王室的宴禮中，是煮熟的半個牲體被節解成若干小塊，相 

當於今天被切割的手抓羊肉，由於宴禮是為了讓客人吃飽喝足，達到盡興 

的目的，因此，「折俎」不像「體薦」那樣僅僅是一種陳設，而是實實在 

   在供客人食用的，客人在這個場合可以喝酒盡興，吃肉盡飽。397 

但根據禮書，宴禮所吃的牲一般以狗肉為主。前文「子文舉 」，即子文舉起折

俎，並與蒍賈談了一段話後，然後對其說：「現在回頭來看簡文，此處可能是子

文要蒍賈嘗用脅。但整句話的意思也並非如馮勝君所說的：「將宴會上提供的饌

食脅，丟棄在地上」。「而」，原考釋釋「天」，學者或釋為「而」，釋「而」較可

信。「而」有若之意，398「余見飤，是 而棄，不思老人之心」，即「（今日）我宴

食，若棄此右脅而不食用，是沒有思慮到我這個老人（子文）的心情」。論者或

認為到了進食的階段，主人不會再與客人單獨交談，主客有言，應於獻酬之際。

其實，在先秦宴飲文化中，即便到了進食的階段，主客交談的情況仍可見，《左

傳．隱公元年》記載鄭莊公與穎考叔飲食時：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399 

可見在進食階段，並非不能交談。何況因為蒍賈在接受酬酒時並沒有向子文表達

什麼祝賀的話，故子文為了試探蒍賈內心的想法，因此才又透過進脅的方式來對

之逼問。至於宋華強將「是 而棄」句釋為「是 天棄」，「是 」讀為「是謂」。

「是謂」放在此句，讀法似可通。不過讀為「謂」不是沒有任何疑問，在同一枚

簡中又有「君王胃子玉未患」，讀為「謂」的字卻作「胃」，若此，同一枚簡，何

以另用「 」字來表達「謂」意，卻不是一律使用「胃」字，因此將「 」讀

為謂，仍是有疑問的。  

 
                                                       
396 〔清〕褚寅亮：《儀禮管見》，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卷 
   176，頁 1153。 
397 景紅豔：《《春秋左傳》所見周代重大禮制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頁 129。 
398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卷 7，頁 138。 
399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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