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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主要是研究《左傳》中的宮室建築問題。《左傳》的宮室建
築材料一向是非常豐富的，對於了解春秋時代的宮室建築與結構有
相當大的幫助。然而過去學界在研究《左傳》時，關注的焦點未必
放在宮室建築方面。且研究者要探究宮室建築時，往往都是從三《
禮》入手，鮮少將《左傳》作為研究的核心。筆者曾就《左傳》中
的『郭』與『郛』等問題進行研究，在釐清了《左傳》「郭」、「
郛」等城牆疑點後，深覺城牆以內的宮室建築仍有許多不明確之處
。且歷來學者在引用當中的宮室建築材料時，說法亦呈現分歧。如
〈僖公五年〉的「觀臺」，或認為此臺位處明堂之中，或認為同於
〈定公二年〉的「兩觀」，究竟哪一種講法才是合理的？諸如此類
的問題仍有爭議之處，本計畫認為關於這些問題有需再作進一步釐
清之必要。

中文關鍵詞： 左傳、宮室、觀臺、建築、宗廟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mainly researches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problem in “Zuo Zhuan”.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materials in “Zuo Zhuan” are abundant, which is quit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and structu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owever, when the academic
circles researched “Zuo Zhuan” in the past, the focus was
not in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aspect. And when the
researchers study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they usually
proceed with “Li” (the Three Rituals), but few takes
“Zuo Zhuan” as the research core. I once studied the
problem of “Guo (Outer City Wall)” and “Fu (Great Outer
City Wall)” in “Zuo Zhuan”; after clarifying the city
wall problem of “Guo (Outer City Wall)” and “Fu (Great
Outer City Wall)” in “Zuo Zhuan”, I feel there are many
unclear points for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within the city
wall. When the scholars quote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material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statements.
For example, for “Guantai (observation platform)” in
(Fifth Year Ruled by Duke Xi), someone thinks this platform
was located within the hall, while someone thinks it was
the same with “Liangguan (two watchtowers)” in(Second
Year Ruled by Duke Ding), which one is reasonable? And
there are many suchlike disputes; thus, this project shall
further clarify these problems.

英文關鍵詞： Zuo Zhuan, Palace,  Guantai (Observation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cestral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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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學視域下的《左傳》研究－以觀、闕、臺

建築為探究核心 

 

 

 

 

 

摘 要 

 

 

古代雙闕就是為了表政治威權的象徵，此禮儀建築從春秋時代就已出現。過去經書往往將觀與闕

視為同一種建物，但仔細分析《左傳》中的闕和觀，兩者其實仍有不同之處。魯國的兩觀上有樓，可

以讓人登臨，遊覽，視朔使用，實用性較強。東周王室的闕是屬於不可登臨的樣式，與漢代以後所見

的闕是相同的，比較著重禮儀性質。此外過去學者常將闕、觀、門臺等建物混為一談，但仔細分析，

這些建物其實仍有差異。門臺依其字面解釋當為門上之臺，過去或以與門臺與闕是同一類建築，實則

古代門建築與闕有二種組合：門臺建物或位於雙闕之間，或與闕連成一組建物，若是前者，其與闕具

體指稱的部位並不相同。邾子門臺應屬依兩側之臺而興建的樣式，似今日的門樓。「闕西辟」所指為

何？過去學者或直接將之解為「西闕」，但此解辟字將無著落，筆者認為闕西辟當指厥西偏的建築，指

西塾而言。 

 

關鍵詞：闕、左傳、觀、門臺、闕西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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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左傳》中記載宮室建築材料相當多，過去清人沈淑曾搜集相關的資料，1但未對其內容作更進一

步的分析。清人焦循《經傳宮室圖》雖對《左傳》的宮室作過深入分析，但有關觀、闕及門臺之界定

還不夠清楚，甚至將這些建築直接視為相同建物看待。2筆者認為這些建物雖然類似，但當有所區別，

不然何以用不同的詞彙來指稱。 

  本計畫首先就《左傳》中的兩觀與觀臺位置作區別。其次就觀與闕之內容作分析。過去的解釋大

都將觀與闕視為同一種建物，不過若以相關的文獻考察，實際情況當非如此。且從歷史研究的觀點來

看，觀建築是早於闕建築，因此筆者認為兩者確實是相近的，但在細部上仍有差異。就魯國的觀來看，

其性質偏重實用性，而周王室的闕則是偏重禮儀性質，與秦漢以後的闕建築相同，兩者當有所區別。

其次，有關東周王室的「闕西辟」所指為何？過去學者或直接將之解為「西闕」，但先秦時代的闕，其

上是否可以登人，仍有很多的疑點。且若解成西闕，「辟」字又當如何解釋？這些疑點也是本計畫所要

進一步探究的。再者，有關《左傳》的「門臺」一詞，過去學界往往也將它與闕等同，但何以「門臺」

又可稱闕，其與闕的差異又為何？諸如此類的課題容有爭議，這都是本計畫要進一步釐清的地方。

後本計畫就《左傳》中的幾個與臺相關的建物問題進行分析。 

 

二、「兩觀」和「觀臺」之分析－以魯國的位置為例 

  在魯國可見兩觀與觀臺二詞，這二種是屬於同一種建物，抑或有所區別？今試論之。《左傳》僖公

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杜注：「觀臺，臺上構屋，可以

遠觀者也。」至於其位置則沒有細談。孔穎達說：「辛亥朔者，月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

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既

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3另

外，《左傳》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杜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穎達疏： 

  是魯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禮．大 

    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云：「象魏，闕也。劉熙《釋名》云： 

    『闕在門兩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狀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 

    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兩觀在雉門之兩旁矣。4 

有關兩觀的位置，孔疏指出「在雉門之兩旁」後，學者爭議不大，但觀臺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看法。基

本上可分為二說：其一認為觀臺在宗廟中，服虔說：「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

                                                 
1 清．沈淑：《左傳器物宮室》，收入《《左傳》研究文獻輯刊》第十五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頁 83-92。 
2 清．焦循撰，郭曉東，孫德彩點校：《群經宮室圖》，收入《雕菰樓經學九種》，頁 393-394。 
3 《左傳》，卷 12，頁 205。 
4 《左傳》，卷 54，頁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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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堂之中。」5蔡邕說:「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6第二種說法是將觀臺視同於「兩觀」，

在雉門兩側，如金鶚指出： 

  觀臺者，觀之臺也。孫炎注《爾雅》謂：「闍者，積土如水渚，可以望氛祲。」是諸侯觀望雲物 

    即在門臺，其上故宜有樓。《禮運》謂孔子出游於觀之上，以有樓故可游。先儒謂諸侯有二臺， 

    一曰時臺、一曰囿臺。時臺亦曰觀臺，以觀臺為臺名（《五經異義》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然）， 

    非也。7 

段玉裁亦言： 

  凡觀與臺，在於平地，則四方而高者曰臺，不必四方者曰觀。其在門上者，則中央闕然，左右爲 

    觀，曰兩觀。《周禮》之象魏、《春秋經》之兩觀、《左傳》僖五年之觀臺也。8 

楊伯峻指出： 

  以魯制言之，象魏也，闕也，觀也，三者蓋異名而同物。天子諸侯宮門皆築臺，臺上起屋，謂之 

    臺門，臺門之兩旁特為屋高出于門屋之上者，謂之雙闕，亦謂之兩觀，定二年：「雉門及兩觀災」、 

    「新作雉門及兩觀」是也。觀即因門臺為之，故亦稱為觀臺。觀乃樓類可登者也。然自來注《左 

    傳》不以觀臺為兩觀之臺，而以為在太廟中。以其可以望氣，故謂之觀臺，亦謂之靈臺，哀二十 

    五年《傳》：「衛侯為靈臺於藉圃」，是也。9 

楊伯峻之說似有調和二種說法的作用。以上二說，何者正確？筆者認為「觀臺」不同於「兩觀」之說

應當是正確的，且「觀臺」位置當在太廟中，以下作進一步論述。 

  （一）《說文．至部》：「臺，觀四方而高者也。从至，从高省，與室屋同意。」段注：「毛《傳》

曰：『四方而高曰臺。』傳意高而不四方者，則謂之觀，謂之闕也。」10其明確指出臺和觀兩種建築結

構之不同，那麼此處之「觀臺」既然以臺為名，其結構未必同於兩觀。 

  （二）《國語．楚語》：「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韋昭注：「匏居，臺名。氛，祲氣

也。」11關於匏居之臺，學者認為此臺「為接待各國諸侯的高級外交場所」，12其地點在南郢或其城郊

不遠處，13從這裡也顯示：觀望雲氣所在之地是以臺為名。 

  （三）沈文倬指出周代「宮中還有臺」，14如魯國的泉臺，孔穎達說：「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

                                                 
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9，頁 544。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 
  華書局，2008 年），卷 7，頁 277 亦同此說。清．陳曙著，黃銘等點校：《公羊逸禮攷徵》，收入《春秋公羊禮疏》（外 
  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732：「時臺即觀臺，在廟中，與文王之靈臺異。」 
6 漢．蔡邕：〈明堂論〉，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902。 
7 清．金鶚：《求古錄禮說》，卷 3，頁 201。清．孫詒讓著，汪少華點校：《周禮正義》，卷 32，頁 1548：「《左氏》 
 『觀臺』，當即雉門兩觀之臺。」清．陳曙著，黃銘等點：《公羊逸禮攷徵》，頁 732：「觀謂游觀之觀，與僖五年觀臺 
  在廟中者不能苟同。」 
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 12 篇，頁 1023。 
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302-303。 
1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017。 
11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494。 
12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66。 
13 高介華、劉玉堂：《楚國的城市與建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250。 
14 沈文倬：〈周代宮室考述〉，收入《菿闇文存》，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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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15秦的章臺宮，因其宮內有章臺而得名。16齊國的遄臺，《水

經注．濟水》：「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臺。」熊會貞指出此高臺即遄臺。17這些以臺為名的建物往往都

是在宮城中。那麼此處的觀臺，在宮中的可能性是較高的。觀臺的主要功能是作為觀望用，故因此稱

觀臺。 

    （四）根據學者的研究，「諸侯路寢與廟在基本結構上也是相同的」。18春秋時代的路寢也有臺這樣

的建築，《晏子春秋．內篇》： 

  景公登路寢之臺，不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不說，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19 

此臺就位處路寢，且還可以「望國」。依此，路寢有臺，那麼與路寢結構相似的宗廟，或許也有一座觀

臺存在。論者或許質疑路寢有臺，未必代表宗廟祭祀場所也有臺，這裡筆者舉一條魯國的例子來說明。

《水經注．泗水》：「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楊守敬認為此臺即〈僖公

五年〉的「觀臺」，20李零只注此臺為「泮宮臺」。21姑且不論此臺是否即觀臺，但泮宮中有臺是可以肯

定的。《禮記．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釋文》：「頖，本或作『泮』。」22泮

宮雖屬郊之學，但亦作為祭祀上帝的地方，也算祭祀之所，此可旁證祭祀之所其內可以有臺存在。 

    （五）《左傳》僖公五年原文作：「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根據禮書記載，諸侯視朔之地在

太廟，23楊伯峻亦言：「諸侯於每月初一以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亦謂之告月。告朔畢，因聽治此月之

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24後文「遂登觀臺以望」，是「視朔」後的承接動作，25此段未記載僖

公出廟門前往兩觀，不像《禮記．禮運》強調仲尼「出遊於觀之上」，孔疏：「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

有兩觀。」26且按照陳緒波所繪製的諸侯五廟圖，27兩觀與宗廟之間皆有一段路程，起碼要穿過廟廷、

廟門及閤門才能到達雉門。因此這裡的「遂登觀臺以望」之說，不太像出廟門穿過一段路途，再登上

兩觀之描述，可見僖公與孔子的行進路線並不相同。故僖公並未出廟門，其所登之臺當是在太廟內部。 

  （六）學者或根據文獻及考古發掘的材料推論魯國的宗廟位於雉門和庫門之間（圖 1）。28學者所

                                                 
15 《左傳》，卷 20，頁 346。 
16 王學理：《秦物質文化通覽》（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05。 
17 不過熊會貞認為其位置未必在薄姑城中，可能在臨淄城內，引見北魏．酈道元，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761。 
18 陳緒波：《《儀禮》宮室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49。 
19 吳則虞編，吳受琚、俞震校補：《晏子春秋集釋》（增訂本），卷 2，頁 111。 
20 北魏．酈道元，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2112；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卷 7，頁 
  277 亦同此說。 
21 李零：〈讀《魯國之圖碑》〉，收入《周行天下－從孔子到秦皇漢武》（北京：三聯出版社，2016 年），頁 136。 
2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4，頁 467。 
2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9，頁 545：「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孔穎達疏：「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 
  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 
2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615。 
25 「遂」字表示先後相承，見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 年）， 
  頁 293。 
2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1，頁 412。 
27 陳緒波：《《儀禮》宮室考》，頁 354。 
28 谷建輝：《曲阜古城營建形態演變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13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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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之宗廟區即位於周公廟村與小北關之間的四組夯土基址（圖中□處）。若宗廟位於此區，基本上也

是得出廟門才能到達位於九號古道的雉門兩觀處。附帶說明，學者或將汾宮定在南東門處，但可以明

顯的看出此地下方並未發現規模較大的夯土遺址，因此汾宮是否位於此，仍有待考古的檢驗。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觀臺」不同於「兩觀」，且「觀臺」位置當是在宗廟內部。 

 

圖 1 曲阜古城圖 
《曲阜古城營建形態演變研究》，頁 34 

 

三、闕、觀是否為一物考 

  《左傳》及相關文獻中對於「闕」之記載僅有一條，但與「觀」有關的材料卻有多條，如表一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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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左傳》及其他文獻所見闕、觀材料 

《左傳》文獻 

「闕」材料  國別 

《左傳》莊公二十一

年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東周 

「觀」材料  國別 

《左傳》定公二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國 

《左傳》哀公十七年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國 

其他文獻 

「觀」材料  國別 

《禮記．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魯國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于是朝政七

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

日。 

魯國 

 

  傳統上大都認為闕和觀是同一類型之建物，《爾雅．釋宮》：「觀，謂之闕。」《說文．門部》：「闕，

門觀也。」段玉裁注： 

  《釋宮》曰：「觀謂之闕。」此觀上必加門者，觀有不在門上者也。凡觀與臺，在於平地，則四方 

    而高者曰臺，不必四方者曰觀。其在門上者，則中央闕然，左右為觀，曰兩觀。《周禮》之象魏， 

   《春秋經》之兩觀，《左傳．僖五年》之觀臺也。若中央不闕，則跨門為臺，《禮器》謂之「臺門」， 

    《左傳》謂之「門臺」是也。此云「闕，門觀也」者，謂門有兩觀者偁闕。29 

焦循云：「是觀也，闕也，一物也。」30近代學者基本上亦本於此說，31黃金貴則指出闕和觀兩者仍有

差異，並認為「『觀』與『闕』決不是異名同物，等義無別」。32闕和觀是否為一物，且兩者若是同一種

建物何以要用二種名稱來指稱，其間的差異處又為何？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釐清的地方。 

  筆者認為在解釋名物時，應先從字本身的意思來探究，如此才能正確認識此建物之命名原則。其

次透過考古實物亦有助於探究此問題。目前先秦遺留下來的觀及闕遺跡幾乎未見，因此若要以考古資

料來直接研判先秦時代的觀與闕之形制，是有困難的。不過漢代留存下來的闕遺址或圖像就相當多，

這可以補足文獻上的不足。筆者認為在《左傳》中，觀與闕二種性質確實接近，但其建築構造與功能

仍有些許區別，前者比較重實用性質，後者僅具有禮儀意義，以下再就兩者之差異性作進一步論述。 

  （一）觀看視角之差異。古注在解釋關和觀的關係時，其說法皆是闕可讓萬民由下往上觀看，故

才又謂之「觀」，如《毛詩》孔穎達《疏》引孫炎說：「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

33毛奇齡亦說：「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34描述的視角是採仰角的方式來敘述。

                                                 
2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 12 篇，頁 1021。 
30 清．焦循撰，郭曉東，孫德彩點校：《群經宮室圖》，收入《雕菰樓經學九種》，頁 393。 
31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10。 
32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新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658。 
3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4 之 4，頁 180。 
34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收入《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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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來看古書對「觀」的描述。《釋名．釋宮》對「觀」的解釋：「觀也，於上觀望也。」35觀的特

點是人可從上往下觀望也，故謂之。其所描述是採用俯瞰的方式，且基本上是人登臨其上才能用俯瞰

的角度，顯見兩者建物之描述視角並不同。至於《三輔黃圖．雜錄》：「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

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36似有調和二者角度不同的作用，但基本上仍是用俯瞰的角度

來描述觀。觀與闕名稱雖近似，但兩者在敘述時之視角並不相同，性質仍有差異，故陳立言：「觀與闕

同在一處，而非一物。」37此說相當有見地。 

  （二）性質、位置不同。固然就魯國的情況來看，二觀當位於雉門兩側，但其他以觀為名的建築

就未必局限於門側。如《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預《注》：「衛有

觀在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38《括地志．濮陽縣》：「昆吾臺在縣西百步顓頊城內，周迴五十步，

高二丈，即昆吾墟也。」39高士奇指出：「今開州東二十五里有古顓頊城，城中有古昆吾臺，相傳夏昆

吾氏所築，春秋時屬衛。」40依此，昆吾之觀即昆吾臺。又像秦的「祈年觀」可名為「祈年宮」。41《左

傳》哀公元年：「宮室不觀」，杜預注：「觀，臺榭。」42楊伯峻解釋此句為：「宮室不築樓臺亭閣。」43

因此，《左傳》中的觀，其性質可以類臺或宮，未必如闕一樣必定是在門側，張衛星認為「文獻記載中

的『闕』應為獨立于門之外的建築。從春秋戰國以至於秦漢時代已為定制。」44但觀並沒有這樣的定制。 

  （三）命名原則不同。《釋名．釋宮》：「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45闕之所以為名，是

因其「中央闕然」，其位於門道之兩側，兩側皆為高大的建物，故才顯得中央闕然（如圖 2）。觀的重

點是人可以登臨其上觀看，因此即便只有一座亦可稱觀。在漢畫像中，亦見類似觀的建築，其在房樓

旁側有單獨一棟歇山式樓觀，上有人登臨其上（圖 3↓處）。一般的闕大都是位於大門左右兩側，中央

較低故謂之。若僅是一側有闕，那麼就難以形成所謂的「中央闕然」之意，故陳立言：「闕則宜皆有

二」，46此說是正確的。 

                                                 
35 任繼昉：《釋名匯校》，頁 301。 
36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6，頁 387。 
37 清．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卷 66，頁 2513。 
38 《左傳》，卷 60，頁 1045。 
39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卷 3，頁 148。 
40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341。 
41 明．董說著，繆文遠訂補：《七國考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4，頁 328。 
42 《左傳》，卷 57，頁 992。 
4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608。 
44 張衛星：《禮儀與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91。 
45 任繼昉：《釋名匯校》，頁 300。 
46 清．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卷 66，頁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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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漢代雙闕圖 
《中國漢畫像石全集》第 7 卷，頁 161 

 

 

圖 3 郫縣石棺畫像 

《中國漢畫像石全集》第 7 卷，頁 96-97 
 

  （四）功能不同。在《左傳》中，只見觀、觀臺或臺可登，《楚辭．大招》：「觀絕霤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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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注：「觀，猶樓也。」47孫詒讓說：「觀即樓類可登者也。」48《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夢于北

宮，見人登昆吾之觀。」《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不見闕上可登的相關記載。且若闕上可登，也有臺樓可以止息，何以鄭厲公要「享王於闕西辟」，而

不直接寫「西闕」就好（關於「闕西辟」問題，詳下文）。《國語．楚語》：「先君莊王為刨居之臺，

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49說明臺的作

用可以「望國氛」，同於還可以「容宴豆」。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史料所用的建築名稱是用臺，不用

闕，顯見春秋時代的闕是否具有登臨或宴饗之作用，仍有很多疑點。論者或以《毛詩．鄭風．子衿》：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來證明先秦的闕確實可登臨。關於此句，毛《傳》：「挑達，往來相見貌。

乘城而見闕。」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孔穎達《疏》：

「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

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

50《毛傳》釋「挑達」為「往來相見貌」，不過根據胡承珙及陳奐的意見，原本當作「往來貌」。51就

詩文來看，「挑達」只是敘述這位女子往來徘徊貌，52無從看出女子必乘城而見闕。且若解為女子立於

城闕下方徘徊以等待心儀的男子，也未嘗不可。其次，關於「城闕」形制，先秦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

載，僅此處這一條材料。因此清代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見解，如馬瑞辰認為：「城闕即南城缺處耳」，53

胡承珙亦說：「城『闕』當作『 』，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54退一步講，誠如孔疏所言的，

詩人亦非登上城闕，而只是「乘城見於闕者」，故先秦時代的城闕是否可以讓人登臨其上，此條材料

仍不足以證明。  

  值得說明的是，漢代畫像或出現城門上有樓臺之建築圖，如函谷關東門畫像的建築圖（圖 4），

一些學者或視此為城闕圖，但嚴格講這類建築也只能視為城樓。其樓並非位於闕臺上，而是位於城門

上。蕭默說：「近人曾有認為傳為東漢物的咸谷關東門畫像石的形象就是城闕，其實它只是並立而相

連的兩座有樓的城門，並不是雙植於門前的闕，故不能為據。」55此說是合理的。 

                                                 
47 引自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23。 
48 清．孫詒讓注，汪少華點校：《周禮正義》，卷 4，頁 148。 
49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卷 17，頁 494。 
50 漢．毛享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4 之 4，頁 180。 
51 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2014 年），卷 7，頁 424；清．陳奐：《詩毛氏傳疏》， 
  （臺北：學生書局，2017 年），卷 7，頁 231。 
52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169 認為「此女子自謂於城闕徘徊以俟男子，舊云指男子往來， 
  恐誤。」 
53 清．馬瑞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卷 8，頁 281。另外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 5 
  篇下，頁 404 亦主此說。 
54 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7，頁 425。向熹：《詩經詞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416 則兼收這二種說法。 
55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 年），頁 90。 



 10

 

 

圖 4 函谷關東門畫像及摹本 

《中國建築史》，頁 37。 

   

  從以上論述來看，筆者認為闕和觀雖然相似，但兩者仍有差異點。至於《史記．魯周公世家》：

「煬公築茅闕門」，56孫詒讓說：「《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

兩觀也。」57但此記載僅見於《史記》，未見於其他文獻。朱駿聲說： 

                                                 
56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33，頁 1824。 
57 清．孫詒讓，梁運華點校：《札迻》（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7，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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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按煬公至定、哀五百歲，廢置不一，《春秋》所書雉門兩觀未必即其遺址，茅闕廢而里黨因以 

    闕名，正未可知。且據閻說，闕黨非闕里，何亦以闕稱是？或託名幖識，皆別有取義，亦難肊斷 

    也。58 

依此，茅闕門是否即《春秋》之兩觀，目前還難以斷定，但也反映漢人在看待闕和觀時，往往將兩者

視為同一類建築，甚至是混用不分。至於闕與觀何以會混用無別？以下對此進行試說。 

  （一）一般闕的結構可分為闕座、闕身、闕樓、闕頂（如圖5），且闕臺大都是實心的石製建築，

此即漢代常見的闕。其中闕頂往往是由仿木屋頂、遮檐板和椽子及介於闕頂與闕身之間雕刻由枋子、

斗栱層組成，學者研判這部分即文獻「觀」的表現。59就漢代所見的闕臺，上部大都屬實心結構，若將

此部分建成臺樓形式，周圍繞以柵欄，那就成了可登臨遠望之觀。因此有學者認為下部當即闕，上部

即為觀，屬同一建築，但功能不同，名稱不同，60此推測是有可能的。焦循曾云：「闕亦是臺上起屋，

但列於兩旁，中央反卑，如闕然，故曰闕。」61若臺上起屋，似人可以登臨其上，同於觀。就漢代常見

的建築實物來看，闕身上部確實類屋簷建築，然而這一類的建築往往僅具裝飾作用，也未像觀還具有

登臨其上以進行觀望的功能。且就漢代的闕實物來看，若人真要登臨其上，還得在旁側架個梯子才能

站到闕的 高處（圖6），但這種登臨模式與觀的情況完全不同，孔子「出遊於觀之上」恐怕也不是這

樣的遊法。申茂盛亦指出：「從功能上講，觀具有登高望遠的功能，而闕不具備此功能」，62黃金貴亦認

為闕的基本形制似柱狀高臺上的重檐亭樓，但人不可上登遊觀，63段清波亦言：「闕沒有登高望遠的功

能，而觀 主要的功能就是登而望之，古代文獻中尚未見到登闕望遠的記載。」64這些說法皆是正確的。 

                                                 
58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 708。 
59 姚軍：〈漢闕與漢代建築〉，《中國漢闕全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7 年），頁 37。 
60 姚軍：〈漢闕與漢代建築〉，收入《中國漢闕全集》，頁 39。 
61 清．焦循撰，郭曉東，孫德彩點校：《群經宮室圖》，收入《雕菰樓經學九種》，頁 393。 
62 申茂盛、馮丹：〈秦漢帝王陵門闕建築比較研究〉，《秦始皇帝陵博物館》2015（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121。 
63 黃金貴、黃鴻初：《古代文化常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195。 
64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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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闕結構圖 
《中國漢闕全集》，頁 31 

 

   

圖 6 漢代闕臺登臨方式 
圖片出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1acf0102vnl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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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者或許質疑漢闕與東周闕的樣貌未必相同，且兩者在時代上似有差距。根據《史記．秦始皇本

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瀧川資言考證：「放，依倣也，建如舊制也。」

65《後漢書．皇后紀》：「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66考古發掘亦可證實此事，如「咸陽宮城

東西兩側的一些大型建築基址之中，發現了具有關東六國文化特點的遺物。」67依此，秦的咸陽宮室建

築當也融入了六國的一些宮室特色。而漢朝不論在都城規劃及陵寢形制基本上是「漢承秦制」，68楊寬

說：「後來西漢都城長安在東門造闕，該即沿襲咸陽的制度。」69「西漢長安城的佈局結構，不是憑空

設計出來的，還是從戰國和秦代都城模式的基礎上形成的。」70由此而論，漢朝的闕建築內容承自秦朝，

而秦的建築內容融入了六國的特色，因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漢代的闕建築也當有六國的特色在裡

頭。且從西漢初期到後期的雙闕建築樣式來看，其間差別不會太大。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其墓葬年

代為西漢初年。71在墓道的左右兩邊有對稱的雙闕遺址（圖7），土墩南北長1.42、殘高1.65米。土墩上

部砌有土柸，但頂部已毀。72古代事死如事生，死後的建築基本上是仿照生人宮殿而建。故若像這樣高

度的闕，若真要登臨其上進行遠眺，顯然在高度上是有限的，可見其所著重的仍只是禮儀性質而已。 

 

圖7 北洞山楚王墓道前雙闕遺址 

改自《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彩版三 

                                                 
65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6，頁 338。 
66 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10，頁 399。 
67 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253-254。 
68 梁云：〈「漢承秦制」的考古學觀察與思考〉，《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 
  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頁 533-543；《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考古學的視野》，頁 219-220。 
69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 106。 
70 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討〉，《文博》1984.1，頁 1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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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72 徐州博物館：《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頁 6。 

雙闕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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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觀建築有時位於門之兩側，如魯國的兩觀即位於雉門兩側。其位置與闕正好相同，加之其

外形構造確實與闕幾乎無別，僅上部可登臨，這也是兩者常混用不分的原因。但觀除了位於大門兩側

之外，比較常見的是出現在宮中或庭中，此為闕所無的現象。在漢畫或漢代兵馬俑中即可見到闕和臺

同時出現的情況，如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中（西漢中期），位於俑坑南端的闕門有二座，皆是樓閣式

子母闕（圖 8）。73而在俑坑北端院內西側正對的大門則有一座三層的樓臺（圖 9、圖 10，考古報告稱

其為「戲樓」），依「觀即樓類可登者」的界定，此樓臺的性質亦可視為觀。此樓臺就單獨一座存在庭

院中，無需兩兩對稱，但大門的闕則得兩兩對稱。74闕之上雖亦有屋之形，但基本上呈現是封閉的形式，

且人是無法登臨觀望。不像觀，其上部是採用開放式的形式。值得留意的是，這一批兵馬俑器具幾乎

仿造原物，凡是可以讓人進入或登臨其上的，在其下方都會開個類門的小口（見圖 9，又如寢房（考

古編號 YK:58）即於下方開有類門的小口，但闕就是沒有這樣的小口設計，更可認定其在漢人的認定

中其屬人不可進入之建築。顯見觀與闕的位置不但不同，在性質上也有所差異。故楊鴻勛說：「無論在

功能內容上還是形式上，觀和闕都有所不同，從建築學的意義上講，兩者應予區分。」75此說當可信。 

  

圖 8 雙闕 

《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頁 245、247 

                                                 
73 楊泓稱此為「莫府」建築的真實情況，見氏著：〈讀《史記．李將軍列傳》兼談兩漢「莫府」圖像和模型〉，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Q4MDk4MQ==&mid=2664514657&idx=1&sn=2443ff5c859fedec4a28f4085a21fb64
，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17 日。  
74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區文物管理局：《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頁 64、67。 
75 楊鴻勛：《楊鴻勛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增訂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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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戲樓整體圖 

《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頁 249

圖 10 戲樓頂部圖 

《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頁 250 

     

    至於觀與闕之樣式，何者 早出現？根據考古發掘，觀的樣式當是 早出現的。在殷墟宮殿乙二

十一基址，其位置在宏大的宮殿建築群前面，學者研究或即門觀建築（詳下文討論）。根據學者所復原

的建築立面結構示意圖來看，其性質與後來的觀臺較為相近，功能也是作為瞭望、警戒使用（圖 11）。 

 

圖 11 乙二十一基址原復建築立面圖 
《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頁 249 

   

且就文字的發展情況來看，觀也是比較早出現，商代晚期器〈 父癸方彝蓋 〉（《集成》9890）： 

      癸未，王在圃 ，王賞 貝，用作父癸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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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或將「 」當二字看待，釋為雚京。76周忠兵指出此字當分析為从京、雚聲，可讀為觀臺之「觀」。

77觀出現的時間是在商代晚期，其時代正好符合考古發掘的材料。而文字上使用「闕」字也確實比較晚，

目前出土文獻可見的闕字， 早為戰國時代，茲表列於下。 

 

秦  

 

  

秦印文字編 229 秦印文字編 229    

漢      

銀雀山漢簡 

簡 81 

馬王堆帛書 

十六經 

58 下 

居延新簡 

EPF22:465A 
漢代瓦當 

張家山 

算 144 

 

從表中可見，闕字主要是集中在戰國秦漢時代，出現的時代明顯晚於觀。蕭默說： 

  先是，作為軍事防衛用途的觀，高聳於眾屋之上，形象突出，上有甲兵巡衛，很能向人民顯示出 

    統治階級的威風，所以觀也就同時具有精神威懾的作用。為了更好地服務於這一需要，突出它的 

    精神震懾作用，就把觀移建到宮門或城門的門外，兩觀雙植和二出、三出的形制也就應運而生了， 

    這就是正式的闕。78 

此說值得重視。筆者認為早期稱此類建築物是以「觀」來敘述，且確實也具有觀望的功能，之後禮儀

色彩加入這一類的建築物後，其作用已不再具有觀望的作用，僅是作為區分等級的性質。魯國曲阜都

城建於西周早期，79西周時期的曲阜城原本無外郭牆，80僅賴洙水為屏障，到了兩周之際後為了加強都

城的防衛才又建外牆。81其觀建築大概建於兩周時期，此時的觀建築基本上承襲商人的建築樣式，可以

讓人登樓遠觀或作為軍事防禦使用。反觀東周所在的王城，其建築時間是春秋以後，學界普遍的看法

是東周王城為春秋以後之建築，即平王至考王時的遺跡，甚至也包括了東西周後，西周桓公及其後西

周君的遺址。82此時的王城已建有外牆作為保護，而門側的這一類建築已不具有觀望或軍事防衛作用，

反而較重視禮儀性質，故王城闕之建築，其作用當不同於觀，實用性降低，甚至也無法讓人登臨其上。 

                                                 
76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頁 532。 
77 周忠兵：〈釋金文中「觀臺」之「觀」〉，《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138。 
78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頁 89。 
79 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頁 78。 
80 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頁 76。 
81 韓輝、劉延常、徐倩倩、趙國靖：〈曲阜魯故城考古新發現與初步認識〉，《保護與傳承視野下的魯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66。 
82 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11，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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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虎通．雜錄》：「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83闕基本上比較著重禮儀性質，

這也就是漢代的王公貴族大門皆有闕，甚至貴族墓葬中亦有闕，但基本上，其樣式大都屬不可登臨的

情況。至於魯國之兩觀，或視為「僭於天子」，84不過孔穎達則說：「兩觀為僭，禮無其文。」85魯國

的兩觀約建於西周時代，86在雉門兩側，實用功能比較強，具有防衛宮城的作用。魯國 初還沒有外郛

牆時，二觀還具有偵望敵人的功能，可防衛宮室的安全。後來加築了外郛牆後，其都城的防禦重心就

移到郛牆上，而二觀的功能不再作偵望敵人用，僅是作為登臨眺望。在先秦文獻中，魯國二觀皆未用

闕來稱之，而稱觀、象魏，性質當與東周王室的闕不同。另外值得說明的是，近年在魯國遺址東南門

大門兩側發現闕臺建築，闕臺東西對峙，時代可早至春秋時期。87此闕臺當是在外城牆完成之前後修築

的，若此更可說明在雉門的兩觀與東南門之闕臺屬不同建物。其次，闕的位置一般都在門側，但觀未

必都在門側，可以在宮城內，其性質類似樓臺，且有時僅有一座。但闕則往往要有兩座，如此才可以

呈現中央闕然的樣貌，此也是觀未必具備的條件。至於《三輔黃圖．雜錄》：「人臣將朝，至此則思

其所闕。」88此闕義已屬衍生義，非原始之闕義。 

  至於闕何時具有類似觀的作用，約在西漢中期以後產生了闕形門之後，「有些闕具備了登高望遠

的作用，同時，闕、觀的概念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混淆。」89但至少在先秦時代，闕和觀二者仍屬不同

性質的建物。 

  附帶說明《逸周書．程寤》中的「闕」問題。逸篇〈程寤〉：「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

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閒，化為松柏棫柞。」90關於〈程寤〉的時代，學者或認

為此篇是出自「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史官之手」。91那麼以此來論，似乎可以認定「闕」建築很早就

出現。但此材料亦見於清華簡〈程寤〉篇，為了便於討論，茲將相關的文句迻錄於下： 

  隹（惟）王元祀貞（正）月既生霸，大（太）姒夢見商廷隹（唯）棶（棘），迺小子發取周廷杍 

    （梓）梪（樹）于氒間，松柏域柞。92 

其中與「闕」相當應的字作「 」（氒），學者或認為此字釋為兩「闕」之「闕」亦有可能。93不過，

「氒」字常見於西周金文中，依用字習慣，當讀為「厥」。94且正如前文所述的，「闕」字大概在戰國秦

漢時代才出現，在此之前，尚未見過相關的記載。若此，逸文〈程寤〉之「闕」字，其實就是氒（厥）

                                                 
83 清．陳立，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12，頁 596。 
84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4，頁 301。 
85 《左傳》，卷 54，頁 943。 
86 魯定公二年又「新作雉門及兩觀」，起因於當年發生火災，故不得不重新作，見《左傳》，卷 54，頁 943。 
87 韓輝、劉延常、徐倩倩、趙國靖：〈曲阜魯故城考古新發現與初步認識〉，《保護與傳承視野下的魯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59。 
88 何清谷撰：《三輔黃圖校釋》，頁 387。 
89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頁 158。 
90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卷 2，頁 183。 
91 晁福林：〈從清華簡《程寤》篇看「文王受命」問題〉，《夏商西周史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675。 
92 釋文參考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頁 36。 
93 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頁 43。 
94 陳初生編：《金文常用字典》修訂再版（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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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借字。程浩認為：「諸書所引皆作『闕間』，大概是由於漢代收入《逸周書》的那版《程寤》在此

處已經出現了誤讀。」95筆者認為早期此字當作「氒」，後來才以音近的「闕」字來取代「氒」。但此「闕」

字也絕非很早就出現，而是漢代以後才誤入的。至於「氒（厥）」在漢代何以誤成「闕」，諸家皆未論，

筆者在這裡作一個推測。兩者除了音相同之外，96造成訛誤之因或許與漢代畫像中柏樹常立於兩闕之間

有關。漢代畫像中常見闕中有柏樹的圖像，劉增貴認為「闕上樹柏」應是「墓門」或鬼廷的象徵。97恰

巧簡文後文所接的正是「松柏域柞」，後來遂將「厥」字誤成了「闕」字，以便與後文的「松柏域柞」

作聯繫。綜上所述，〈程寤〉之「闕」原本當為「厥」字，與「兩闕」之「闕」沒有直接的關係。 

 

四、論「門臺」問題 

  《左傳》中有關「門臺」的記載僅有一處，定公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

望見之，怒。」杜注：「門上有臺。」98門臺或作臺門，段玉裁說：  

  若中央不闕，則跨門為臺，《禮器》謂之「臺門」，《左傳》謂之「門臺」是也。99 

《禮記．禮器》孔疏：「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100門臺依字面解釋，當如杜注所指門上有

臺。錢玄即依此解釋：「門上築臺架屋，謂之臺門。」101楊伯峻言：「蓋即今之門樓」，又說「諸侯

三門，唯雉門有觀臺，似今之城門樓。」102《爾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邢

昺疏：「四方而高者名臺，即上闍也。修，長也。凡臺上有屋狹長而屈曲者曰樓。」依邢昺的說法，

臺的特點是四方而高，而臺上之屋則稱樓。因此若跨兩側之臺而建，就可稱門臺，故申茂盛等認為「門

上建築沒有闕口的稱為臺門」。103但清人陳奐或將「門臺」直接與闕畫上等號，他說：「門觀即門臺，

於此縣象巍焉，所謂闕也。」104門臺與闕雖然皆屬門的建築之一，但具體指稱仍有差異。包世榮言：

「跨門為臺，故曰臺門，亦曰門臺。臺與闕，每門皆有之。」105朱駿聲說：「中央空隙為路則謂之闕，

                                                 
95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5 年），頁 
  117。 
96 闕為溪母月部，厥為見母月部，聲屬喉音，韻部相同。聲韻依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0 年）。 
97 劉增貴：〈漢代畫像闕的象徵意義〉，《中國史學》第 10 期（2000 年），頁 107。佐竹靖彥：〈漢代墳墓祭祀畫像中 
  的亭門、亭闕和車馬行列〉，《中國漢畫研究》第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9 則進一步認為 
  墳墓祭祀畫像中的門闕帶有陰陽的雙重性質。 
98 《左傳》，卷 54，頁 943。 
99 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 12 篇上，頁 1021。 
10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3，頁 451。又卷 25，頁 487 孔疏作：「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 
   臺門。」 
101 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76；《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011：「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 
102 楊柏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530。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237 則解為：「宮門外的樓觀。」其 
   意也認為門臺與闕不太相似。 
103 申茂盛、馮丹：〈秦漢帝王陵門闕建築比較研究〉，《秦始皇帝陵博物館》2015，頁 122。 
104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卷 7，頁 232。 
105 清．包世榮：《毛詩禮徵》，收入《續四庫全書》第 6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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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曰兩觀，即《周禮》之象魏也。臺門則無隙。」106雖沒有具體指出臺門與闕當分屬不同建物，但依

朱駿聲的說法，似認為若僅是兩邊有建物，中間有空隙的情況，只能稱闕；但若在兩側的建物上搭建

臺類建築，就得稱臺門。筆者認為闕和門臺雖算門建築，但具體情況仍有些微的差異，以下就此進行

論述。 

  將臺門與闕相結是源自於何休《解詁》：「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107何休先述臺門，再敘述闕，並依等級的不同而有兩觀或一觀之區別。由於先秦的闕與臺門遺址很難

再見到原貌，因此筆者乃借漢代的雙闕建築結構來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一）闕往往是獨立於前，雙闕後有門樓建築。〈西京賦〉云：「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

108兩兩成對，此為漢闕常見形制。漢人在雙闕後常築有門樓建築，如山東濟寧一幅畫像（圖 12），圖

像中兩側皆有闕，闕上無可站立之臺。畫像中的門是緊閉的，門上有臺有屋，有三人端坐其上。在河

南鄭州的一幅畫像磚中（圖 13），門臺與其旁的雙闕之建築有明顯的區分，其中門前還有二人持戟守

衛著。需要說明的是，像這一類的圖像看似闕在門樓建築之兩側，實際上當是兩闕在前頭，中間的門

樓是位於闕的後面，只是在漢畫中往往以平行的方式來呈現。109 

 

圖 12 山東濟寧門闕圖像 

《山東漢畫像石匯編》，頁 54 

                                                 
106 清．朱駿聲：《說文聲訓定聲》，頁 708。 
107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4，頁 302。 
108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卷 2，頁 57。 
109 此說承蒙劉增貴先生告知，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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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河南鄭州漢畫像磚 

《中國漢畫造型藝術圖典》（建築），頁 259 

    （二）闕與中間的臺連在一起。之所以闕與門臺易混淆，實則有些門建築確實是依靠兩闕來搭建，

如四川博物館的門臺圖（圖 14），畫中的臺即依靠著兩邊的闕來興建，下部懸空，其下有一位門吏把

守著。110又如四川新津的一幅漢畫，其中間類房的建築是依兩側之闕搭建（圖 15），這或許是闕與門

臺易混之因。孔疏說：「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錢玄據此畫出的門臺圖亦皆屬這一類的建

築（圖 16）。111 

 

圖 14  四川博物院漢畫像 
《中國漢畫造型藝術圖典》（建築），頁 243 

 

                                                 
110 佐竹靖彥：〈漢代墳墓祭祀畫像中的亭門、亭闕和車馬行列〉，頁 55 認為漢畫闕門前之吏是 亭長的形象。 
111 錢玄：《三禮辭典》，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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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四川新津漢畫像石棺 
《中國漢畫造型藝術圖典》（建築），頁 233 

 
 
 

 

圖 16 臺門圖 

《三禮辭典》，頁 1011 

 

  綜上所述，門臺的建物或位於雙闕之後，或依兩闕形成一組建物，若是前者，其與闕具體指稱的

部位其實不相同。過去的經師將門臺等同於闕，其實並不正確。至於邾子門臺當屬第二種情況，當時

的闕建築尚未特別彰顯，甚至獨立於門前，因此邾子的門臺可能類似錢玄所畫的這種臺門建築。論者

或許質疑說像這種臺門建築如何讓人站立其上進行遠望。筆者認為臺門上部並非僅有「 （霤）」

建築而已，其上可能還有一些樓類建築可以讓邾子站立其上，如漢畫常見的多功能門樓就是這種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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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8）。固然春秋時代的門臺樣貌未必與漢畫所描繪的一致，但我們從中也可見古代的門臺建

築當非僅僅只是一個面，其上可能還有一些附屬建物能讓人站立，故邾子可立於上以望見閽人用缾水

沃廷。 

 

圖 17 鄒城門樓圖 

《中國漢畫造型藝術圖典》（建築），頁 233 

 

圖 18 山東嘉祥樓閣圖 
《中國畫像石全集》第 2 卷，圖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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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筆者來討論邾子門臺所在之處。要探究此問題，得先解決「沃廷」之「廷」所在的位置，才

能探究這裡的門臺位置。楊伯峻認為：「雉門內為治朝，外為外朝，此廷蓋外朝廷。」112不過其在《春

秋左傳詞典》又說：「廷，同庭，堂階之前，門屏內之地。」113陳克炯認為廷同於庭，指「堂階前的院

子。」114依後二說，似認為此廷是路門以內之庭。到底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關於廷，戴震說：「凡

朝君臣咸立於庭」，其下自注：「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並認為古代當有三朝： 

  君臣日見之朝，謂之內朝。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路門外庭。《記》或謂之外朝，與路寢庭 

    之朝連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 

    之朝，謂之燕朝，在路寢庭。115 

但此說仍無法清楚判斷《左傳》此處之「廷」所指何處？金鶚指出： 

  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聘禮〉云：「公揖入，立于中庭。」又云：「擯者進中庭。」又云： 

  「宰夫受幣于中庭」，又云：「大夫降中庭」，此謂廟堂下之庭也。〈燕禮〉云：「賓入及庭」， 

  又云：「司正洗角觶，奠于中庭。」（案：此句少了「南面坐」三字）此謂路寢堂下之庭也。若 

  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說文》云：「庭， 

  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而但為平地，故其文从廴。然則路 

  門以外，不得謂之庭矣。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路寝之門外庭。」非也。（江慎修云： 

  「治朝、外朝皆平地為庭。」戴東原云：「古字『庭』，本作『廷』」又云：「外門至中門百步 

  之庭曰外朝，中門至路門百步之庭曰內朝」，皆沿鄭說之誤。）116 

筆者認為金鶚區分文獻的廷與庭是相當有見地的。《左傳》此處寫成「廷」，當不能指路門以內，堂階

之前的庭，只能是雉門或路門以外的廷。至於究竟屬哪一個門內之廷，根據《周禮．天官．閽人》：「閽

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注：「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117雖然其他二門亦有管制，「但

中門之禁較嚴」，118因此《左傳》此處的閽人所沃廷之「廷」應是中門之外的外廷，即雉門之外廷，為

外朝。那麼邾子門臺所在位置當位於雉門，即雉門的臺。 

 

五、論《左傳》之「闕西辟」－兼談卜辭的「庭阜」、「阜辟」問題 

（一）《左傳》之「闕西辟」問題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享王於闕西辟，樂備。」「闕西辟」可以作為享之處所，那麼此地點到

底是什麼樣的建築？杜預《注》：「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孔穎達《疏》： 

                                                 
11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530。 
113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頁 312。 
114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452。 
115 清．戴震：〈三朝三門考〉，收入《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1。 
116 清．金鶚：《求古錄禮說》，卷 5，頁 313-314。 
11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7，頁 114。 
118 清．金鶚：《求古錄禮說》，卷 5，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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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兩觀之內道之西也。119 

不過孔《疏》所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具體位置究竟為何，仍不夠清楚。焦循認為：「即觀之在西

者，蓋享於其上也。」120竹添光鴻亦說：「鄭伯既不敢致天子於己之館而享，又不可入天子廟堂而為主，

是以於西闕也。」121以上二位皆將「闕西辟」直接定為「西闕」。李貽德對服虔說作進一步解釋：「西

偏，言西闕旁也。」122江永則進一步說：「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

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123其意認為鄭伯享禮之地點未必在兩觀，

且將享禮設定在宮室中，筆者認為此說較合理，以下針對此說加以補充。 

  前年王子頹享五大夫，其樂舞規模為「樂及徧舞。」124隔年鄭厲公倣效王子頹也「樂備」，杜預注：

「備六代之樂也。」依此，一般舉行饗禮，同時也要有一組樂人備樂，那空間起碼不能太小。且依孔

子對享禮的界定，還需要具備犧、象尊及嘉樂，杜預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

磬也。」125但一般闕上的空間並不夠大，如果又要同時擺上這些禮器及樂器，如何順利進行？因此饗

禮設於門闕上之說恐怕是有問題的。   

  其次，「闕西辟」也不能指西闕，若指西闕，那麼「辟」字將無著落。「辟」依孔疏解為旁側之意，

那麼「闕西辟」只能解作闕西旁側，至於所指的點為何？古代饗禮一般是在宗廟等地舉行，孔穎達說： 

  謂享燕正禮，當設於宮內，不得違禮而行，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禮也。諸侯相見之禮，享 

  在廟，燕在寢，不得行於野。126 

惟此次的享禮是由鄭公舉行享燕天子，故不能在周王室宗廟舉行。127那麼「闕西辟」當指何處？沈欽

韓認為「按西偏，西塾也。」128筆者認為此說是可信的。故此次饗禮舉行之地當在門塾，即闕西旁之

塾，以下針對此說作進一步的補充。 

  首先，《左傳》所見的饗禮，除了一些具體地點不明之外，大部分的地點都是在宮室內。周聰俊說：

「饗在野當是權宜，在廟是禮常也可知。」129值得注意的是〈昭公七年〉記載楚靈王在「新臺」享魯

公，杜預《注》：「章華臺也。」130但根據考古發掘，章華臺有可能即湖北龍灣東區 1 號宮殿遺址群。131

章華臺屬楚國的一座離宮，132基本上就是以宮為臺名。133若此，楚王享昭公的章華臺，仍位於宮殿中。 

                                                 
119 《左傳》，卷 9，頁 161。 
120 清．焦循撰，郭曉東，孫德彩點校：《群經宮室圖》，收入《雕菰樓經學九種》，頁 394。 
121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頁 300。 
122 清．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收入《續經解春秋類彙編》（三）（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頁 2817。 
123 清．江永：《鄉黨圖考》，收入《皇清經解四書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頁 239。 
124 《左傳》，卷 9，頁 161。 
125 《左傳》，卷 56，頁 977。 
126 《左傳》，卷 56，頁 977。 
127 曹建墩：《先秦禮制探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72。 
128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收入《《左傳》研究文獻輯刊》第十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頁 61。 
129 周聰俊：《饗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頁 87。 
130 《左傳》，卷 44，頁 762。 
131 湖北省潛江博物館：《潛江龍灣：1987-2001 年龍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461。 
132 黃紅軍：〈從西漢華容縣與楚章華臺的關係探討潛江縣放鷹臺遺址即古章華臺的所在地〉，收入《楚章華臺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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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塾的位置一般都位於門側，《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孫詒讓說： 

  凡門內外皆有左右塾，塾當門臺之旁。134 

至於門塾之結構，任啟運指出： 

  左右曰塾，塾有堂有室，内為内塾，外為外塾，中以墉别之。135 

陳緒波進一步說： 

  塾為門側之堂，按堂屋之制推知，有堂則當有室，且室居堂後。136 

且依漢代陽陵（景帝陵）東闕門的情況，外塾在闕臺旁，而內塾在闕臺後，其內塾與闕之間還有道牆，

137門塾即在闕旁。根據禮經記載，西塾可作為存放卜筮之物的地方，138亦可作陳放燔折俎之用。139但

門塾的功能不只如此，從出土文獻的記載來看，門塾還可作為舉行飲酒禮，這裡茲舉商人的情況來說

明。《合集》30284、30285：「于 門 酓，王弗每。」「門 」，裘錫圭讀為「門塾」。140此條即是商王

在庭門塾舉行飲禮。而飲酒禮本來也屬於享禮的一種，《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敬仲）飲桓公酒，樂。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不敢。」 

孔疏引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141李貽德說：「案《禮．郊特牲》曰：『大夫而饗

君，非禮也。』然齊桓賢敬仲，欲至其家，敬仲或辭不得，故設享禮以待桓公耳。」142姑且不論臣享

君於當時是否合禮與否，143但從注可知，此次的君臣飲酒禮，服虔就以「饗」來稱之。若此，「闕西辟」

解為闕西偏，其地為門側之西塾，鄭厲王在此舉行享禮，這可能性應該是有的。 

  再者，根據目前發掘的西周及春秋時代之塾建築，若辦理饗禮，其大小規模應不成問題。如西周

宮室鳳翔甲組建築的門塾，其東門塾東西長 8，南北寬 6 米，144學者認為其性質「不是宗廟，是生活

居住之所」。145又如秦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之南門就有門塾建築，根據考古發掘報告描述： 

  東半塾內東西面闊200、南北進深155釐米。東半塾東牆厚80-90、殘高38釐米；南牆殘厚55、殘高 

    40-46釐米；西牆即東塾之東牆。西半塾內面闊190、復原進深165釐米。西半塾東牆與西塾之西牆 

                                                                                                                                                                                  
  論文集》（出版社不詳，1988 年），頁 43。 
133 明．董說著，繆文遠訂補：《七國考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44。 
134 清．孫詒讓，〈臺下說〉，收入《籀廎述林》（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 2，頁 58。 
135 清．任啟運，《朝廟宮室考》，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頁 858。 
136 陳緒波：《《儀禮》宮室考》，頁 307。 
137 漢陽陵考古隊：〈漢陽陵帝陵東闕門遺址發現內塾〉，網址： 
   http://www.sxhm.com/index.php?ac=article&at=read&did=6102，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1 日。 
138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卷 15，頁 520。 
13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4，頁 494。 
140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00。 
141 《左傳》，卷 9，頁 163。 
142 清．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頁 2818。 
143 宋．魏了翁著、王鍔、瞿林江整理，《禮記要義整理與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卷 11，頁 212 稱 
   此為「亂世非正法也」。不過清．于鬯：《香草校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37，頁 758 則說：「竊謂此 
   不必泥。〈郊特牲〉所記亦一家之說，未必大夫果不可享君。」 
144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 10，頁 29。 
145 郭明：〈周原鳳雛甲組建築「宗廟說」質疑〉，《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1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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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南牆已蕩然無存，西牆厚70一85、殘高37釐米。146 

其門熟位於整座建築的南部，「由東半塾、東內塾、門道、西內塾、西半塾五部分組成」，147若此，用

此門塾的空間來辦理饗禮，似比在門觀上舉辦饗禮來得寬闊些。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左傳》之「闕西辟」當指闕西旁的一處空間，其地點當指西塾。 

 

（二）卜辭的「庭阜」、「阜辟」考 

  上引《合集》30284 卜辭時，同一片內容又有：「于阜西酓，王弗每。」有學者認為此「阜」與闕

有關，因此在此也附帶討論這個問題。為了便於討論與「阜」有關的建築物「庭阜」及「阜辟」，茲將

相關內容迻錄於下： 

  （1）于阜辟尋。                                     《懷》1391 

  （2）王其尋二方白于阜辟。                           《合集》28086 

  （3）癸酉卜，殼貞：旬亡 。王二曰：匄。王占曰：俞！有求有夢。五日丁丑，王賓中丁 ，  

         才庭阜。十月。148              《合集》10405 

「阜」在卜辭中究竟代表什麼建物，歷來解說也很多，先來看「阜」在文獻上的解釋。《說文．阜部》：

「大陸也。山無石者。」段注引李巡說：「高平曰陸。謂土地豐正名為陸，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阜冣

大名為陵。」149考察「阜」在文獻上的解釋，不外乎有大陵、土山、大山、小山、丘類等訓解，150大

都屬自然景觀。雖然阜與陵、山性質相似，但在高度上仍有差異。《孫臏兵法．地葆》：「五地之勝曰：

山勝陵，陵勝阜，阜勝陳丘，陳丘勝林平地。」所謂陳丘，張震澤解釋說：「高於平地，又平易便行。」

151依此，阜的高度次於陵，但高於陳丘，基本上大概屬丘陵這樣的高度。至於放在卜辭文例中又當如

何解釋？裘錫圭認為阜為堆的古字，用來指稱人工堆築的堂基一類建築。152但不論阜，或堆，在文獻

中皆未用來指稱建築物，反而「堆」可用來指稱丘阜高大貌。153筆者認為卜辭的「阜」不必限定為建

築物名稱，可指土堆或小山丘，154或指殷墟所在的台地。根據考古發掘顯示，安陽殷墟宮殿區所在的

位置正位於臺地上（圖 19），杜金鵬指出： 

  殷墟宮殿區北部有兩個臺地，其中東面的臺地南北狹長，主要的宮殿建築就建造在這個高地上。 

    可見，商王宮室是坐落在南北長、東西窄的高地上面，甲組建築和乙組早期建築，位於這個臺地 

    的頂部，更南面的宮殿和宗廟、社壇建築之地勢，則逐步趨低。因此，從南往北看，連片的宮室 

                                                 
146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2，頁 2。 
147 耿慶剛、孫戰偉、耿朔著：《華彩未央－陝西考古宮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58。 
148 此條釋文參考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 

   頁 283。本書稿審查委員指出：「 」字或釋為勺（酌），可備一說。  
14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 14 篇下，頁 1270。 
150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2413。 
151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75。 
152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 』〉，頁 302。 
153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卷 57，頁 4097 顏師古注：「堆，高阜也」。 
154 張興照：《商代地理環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頁 60 指出阜字本義解作山崗或土崗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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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鱗次櫛比，依次遞高，巍峨壯觀。商王從其王宮向南看，則俯視全城，一覽無餘。可以想像，當 

    時整個都城的人們，舉首即可看到王宮建築的風彩。155 

依此，宮殿區所在的位置其實是位於高地上，那麼可以想見當時庭中的地勢可能也未必是平整的，或

有一塊高地或土崗。 

    至於例（3）之「庭阜」當如何解釋？朱鳳瀚認為「庭阜」為庭前台階，156但將「阜」解為台階在

文獻中也找不到相關的訓解，故此說也未必合適。韓江蘇認為「庭阜」即魏闕，同時他認為殷墟宮殿

區的乙二十一號建築物即是「庭阜」。157依韓江蘇的說法，庭阜是指魏闕，為殷墟宮殿區乙二十一號建

築。但根據學者的復原圖，此建築下層為方形單室，上層為亭式平臺（圖 11）。158且依其性質而言，「上

層建築可登高瞭望，或是哨兵警衛之處。下層有屋室，或是傳達人員居所。」159那麼此棟建築物基本

上就是以警衛或瞭望為其主要功能，但商王祭祀時何以要到此建築上，著實讓人懷疑。上文已指出，

阜不必特指某個建築物，可以是土堆、小山丘或台地。「 庭阜」之「 」字，學者或解為跌倒意，160

若此「 庭阜」，即可解為在庭中的土堆或小山丘跌倒，文意上也說得通，不必局限於某個建物。 

                                                 
155 杜金鵬：《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27。 
156 朱鳳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70。 
157 韓江蘇：〈甲骨文「阜辟」乃後世「象魏」考〉，收入《殷墟甲骨文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 
   頁 1333。 
158 杜金鵬：《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頁 249。 
159 杜金鵬：《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頁 266。 
160 朱鳳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頁 170；王宇信等編：《甲骨文精粹釋譯》（昆明：雲南 
   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516 則譯作「企歪傾困斜」，雖語意不太精確，但大致可知其意與朱鳳瀚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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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殷墟宮殿地形圖 
《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頁 428 

   

    接著筆者來討論例（1）例（2）之「阜辟」問題。許進雄認為「阜辟」即階壁。161上文已指出，「阜」

不必特指某個建築物，可以指土堆、小山丘或台地。那麼這裡的「阜辟」當如何解釋？筆者認為這裡

的「辟」或即「辟池」。西周早中期的〈唐伯父鼎〉（《新收》698）：「王 辟舟」，劉雨認為「辟」即辟

池，為天子辟雍之地。162在殷墟宮殿遺址甲、乙組建築西側正好有一座大型水池，其性質為王宮池苑

性質（上圖 19 黑色水池部分）。163「阜辟」可能是指台地上的辟池，為天子辟雍之地，商王當在此舉

行尋祭。《屯南》60：「于大學尋。」《禮記．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164尋祭

地點就位於大學，與此處之「阜辟」可相參照。 

 

                                                 
161 許進雄：《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9 年），頁 74。 
162 劉雨：〈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頁 315；袁俊傑：《兩周射禮研 
   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60 亦同此說。 
163 杜金鵬：《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頁 412。 
16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12，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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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春秋》、《左傳》中其他涉及「臺」建築的問題探究 

  《春秋》、《左傳》中有許多與臺有關的建物，如下表二。本節不打算對各臺作分析，僅就三處的

臺問題來進行分析。 

 

（一）《春秋》文公十八年：「公薨於臺下」問題 

  關於《春秋》文公十八年之「公薨於臺下」，此臺位於何處，《左傳》並沒有進一步解經，《穀梁傳》

文公十八年亦僅言：「臺下，非正也。」165故後來學者對於此臺的位置之探究也有不同的說法。清代學

者基本上有二種說法：其一即認為此臺當即泉臺，位置在宮中。166另外就是認為「臺下」是門臺下的

塾，孫詒讓說：「凡門內外皆有左右塾，塾當門臺之旁，而門臺之屋，高出兩塾之上，故塾亦通謂之臺

下。文公薨於臺下者，蓋適居路門內之塾也。」167許子濱分析諸家說法後得出：「『公薨於臺下』，只能

說是薨於宮中的臺下，甚或是孫詒讓所說的門塾，但不能坐實為某個臺。」168筆者認為許子濱之說基

本上是合理的，至於孫詒讓之「門塾」說，筆者則對此進行補充。門塾基本上是位於門道兩側，且以

早期的宮殿建築來看，門塾之上是有屋頂結構。如商代偃師商城三號宮殿，谷飛說： 

  我們將三號宮殿南門塾的屋頂復原為以南北兩面坡為主體的四面坡式，在門塾夯土台基南側約1 

    米處有一條石板鋪成的散水（在晚期之時其西端明顯寬出門塾台基之西緣），這為我們判斷屋頂 

    結構提供了很好的佐證。169 

其南門塾早期的結構如圖 20 所示，塾的位置正好在屋頂結構之下。但到晚期，「門塾夯土台基上只保

留了原先的中門道，東西側門改設在了南廡之上，在側門門道的南部與南廡南緣木骨牆一線的位置上

各有一組門柱用以安門。」（圖 21）170塾之上皆有屋頂結構，整體結構類似前文所說的門臺建築。但

若是與門臺有關的建築不應只省略成「臺」，若此將無法明確知道文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門臺。再者，

若死者是在某門附近，一般會直接標出其門名，如《左傳》僖公三十年：「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昭公二十五年：「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有時更具體指出門下地點，如《左傳》

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

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杜預注：「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鬥死於門屋霤下也。」

171不會僅用臺下來指稱。因此筆者認為此處的「臺」當是在公宮之中。宮室中有臺樓建築在春秋時代

是常見的情況，如莊公曾築臺臨近黨氏，一般稱為黨氏臺，高士奇認為其地位處「曲阜縣東北八里處」。

                                                 
165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11，頁 112。 
166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 7，頁 729。 
167 清．孫詒讓撰，雪克點校：〈臺下說〉，收入《籀廎述林》，卷 2，頁 58。 
168 許子濱：〈《春秋》「公薨於臺下」清人諸說綜論〉，《《春秋》《左傳》禮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50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說斠正》（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頁 285-286。 
169 谷飛：〈偃師商城宮城第三號宮殿建築基址的復原研究〉，《中原文物》2018.3，頁 79。 
170 谷飛：〈偃師商城宮城第三號宮殿建築基址的復原研究〉，頁 81。 
171 《左傳》，卷 55，頁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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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又如晉國有靈公臺，《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173《公羊傳》宣公六年作：「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

是樂而已矣。」依照《公羊傳》的說法，此臺「似在內朝側」。174不惟天子、諸侯有臺，勢力龐大的大

夫亦有之，如齊國崔杼家亦有臺，魯國季武子有武子之臺，宋國孔悝家室亦有臺，陳國人民也在夏徵

舒家築臺（皆見表二）。因此，此臺當位於公宮中，至於具體指的是哪座臺，史料有闕，則無法作進一

步詳論。 

 
圖 20 偃師三號宮城早期門塾復原圖 

 

 

圖 21 偃師一號晚期門塾復原圖 
 

（二）〈僖公十五年〉之「靈臺」及其相關問題 

  靈臺在《左傳》共出現二次，一次是秦國，一次是衛國。在秦國，此靈臺是作為囚禁晉惠公之處。

關於秦靈臺位置，杜預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175洪亮吉說： 

  《括地志》雍州長安縣有靈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今按：杜注云：「所以杜絶令不得通外 

  內。」或即以此。176 

朱駿聲認為「靈臺在長安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一百二十步，文王經始之故臺也。」177沈欽韓進一

步指出：「《長安志》：『周酆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西安府志》：『酆宮又東二十五里，酆靈囿之地，

中有靈台』。」178不過從周代一直到秦代，其間相隔幾百年，若說秦之靈台為周靈台之原貌，似也不太

                                                 
172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92。 
173 《左傳》，卷 21，頁 361。 
174 清．陳立著，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卷 45，頁 1698。 
175 《左傳》，卷 14，頁 232。 
176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卷 7，頁 295。 
177 清．朱駿聲：《春秋左傳識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851。 
178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頁 96；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58 亦認為靈台在鄠宮東二十五里的 

塾 塾 
塾 塾 

塾 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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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趙超認為：「秦國又增設了靈台的附屬建築，或是對其原有館舍進行了擴建。」179雖屬推測，但

說法基本合理。基本上，此臺位於秦代的苑囿之中，而與一般位於宮室中的臺有別。值得注意的是，

穆公擄晉惠公回國時，「穆姬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這裡亦出現臺這一類的建物。根

據《國語．晉語》記載，穆公擄晉惠公後即歸至于王城，因此推知穆姬所登之臺當在王城之中。秦之

王城即大荔城，180即今陝西省大荔縣朝邑鎮。181此王城其實相當接近晉國，如王城右上方的輔氏就屬

晉邑，182馬保春說輔氏在黃河西邊，臨近黃河。
183
故秦國或是基於此考量，不將晉惠公安置在離晉國

較近的地點，是將晉惠公安置於位於鄠縣東三十五里的靈臺，現在筆者將這二處分別標示於圖21。184顯

然穆姬所登之臺與後來囚禁晉惠公之靈臺位置不同。 

 

圖 21 王城與靈臺位置圖 
   

    至於穆姬「履薪登臺」到底有何用意？杜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

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185劉文淇說：「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囚之事。」186不

過楊伯峻則認為：「履薪蓋積薪其下而履之，示欲自焚。」187究竟哪一種說法較合適？這裡對此作進一

步的說明。 

  一、楊伯峻在注解此說時只留意「履薪」一詞，卻沒有留意穆姬此時已登於臺上，故學者認為此

                                                                                                                                                                                  
   靈囿中。 
179 趙超：〈西安西周靈台遺址的保護與開發〉，網址：http://www.hylae.com/list.asp?id=1154。 
180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頁 311。 
181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39。 
182 《左傳》，卷 24，頁 409：「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注：「晉地。」 
183 馬保春：《晉國地名考》，頁 103。 
184 靈臺的位置參考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彩版地圖標記。 
185 《左傳》，卷 14，頁 231。 
186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頁 320。 
18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358。 

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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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背於古代制度而未得其實。」188其實，宋人呂祖謙已指出穆姬履薪登臺事與《左傳》哀公八年

邾子被囚諸樓臺之事相同。189依此說，古代不論是囚禁有罪之人，或是自囚，皆可置之於臺上。 

  二、古代亦見將女性罪人囚於臺上之例。《列女傳》記載虞姬因受讒言，齊威王「乃閉虞姬於九層

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190後半段的審訊模式當是秦漢以後才有的制度，191但前面將女性犯人閉

於臺之事，則符合春秋時代的制度。以此來看，古代確實有將女子囚於臺的情況。 

  三、春秋常見焚巫以求雨之禮，但尚未見自焚以救人的情況。雖然後世的「坐薪」確實可與「自

焚」作連結，但基本上仍是用於求雨的場合，《後漢書．獨行傳》記載戴封為西華令時，「其年大旱，

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192此處之坐薪亦是為了解除大旱。但反觀此處，穆姬若為了救

其兄弟而自焚，實於古禮無徵。葛志毅說履薪即「寢苫」、「席薪」之意，「本是居喪思哀之制，後則用

於處置罪囚之法。」193此說是可從的。這種自囚請罪之事亦見晉公子重耳。《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

重耳如秦，重耳因對懷嬴不禮，懷嬴對之言：「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乃「降服而囚」。關

於「降服而囚」，杜預注：「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194韋昭認為「自囚以聽命。」195顯見當時常用

這種自囚的方式來請求他命，穆姬履薪登臺之舉亦屬自囚，惟多了履薪的儀式而已。 

  四、學者或據後文「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以此認定

自焚之說是可信的。但若將此解為穆姬為自囚自殺，甚至只是用誇張的口吻來逼迫秦穆公說自己將「朝

入夕死」亦屬可能，不一定非得解成自焚。 

  綜上所述，穆姬履薪於臺上當屬自囚，為其替惠公謝罪之措施。且此樓當在王城中，晉惠公被囚

之樓則是在靈囿之中，兩者位置有所不同，一個是在城邑中，一個是在靈囿之中。 

 

（三）〈哀公十七年〉衛國「臺」的位置問題 

    《左傳》哀公十七年：「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

翦之。」196這一段史料亦見《呂氏春秋．慎小》：「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

『是何為者也？』」197有關戎州位置，江永指出：「衛之城外有己氏人居之，謂之戎州。」198沈欽韓言：

「公自城上見己氏之髮美，則逼近衛郊，方能審諦。」199史念海亦認為「戎州就在濮陽城外。」200可

                                                 
188 葛志毅：〈「登臺履薪」解－兼論周代凶禮〉，《歷史教學》第 11 期（1990 年 11 月），頁 49，又收入《先秦兩漢的 
   制度與文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96-104。 
189 宋．呂祖謙：《春秋左氏傳續說》，收入《呂祖謙全集》第 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360。 
190 清．王照圓：《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卷 6，頁 256。 
191 關於秦漢的鞫訊問題詳見拙文：〈秦漢時代的鞫獄措施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清華學報》新 46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頁 239-277。 
192 南朝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81，頁 2684。 
193 葛志毅：〈「登臺履薪」解－兼論周代凶禮〉，頁 50。 
194 《左傳》，卷 15，頁 253。 
195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貢 333。 
196 《左傳》，卷 60，頁 1046。 
197 戰國．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卷 25，頁 1689。 
198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180。 
199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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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戎州的位置離衛都（濮陽城）不遠。201至於此臺的位置在哪？筆者認為此臺當位處宮城中，就如同

季孫氏宮中有武子之臺，202《水經注疏．泗水》：「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

203高士奇說：「今曲阜縣東有臺，相去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五尺，即武子之臺。」204齊景公在路寢亦建

有高臺，故可望見國都。205即便是戰國時代亦可見到類似的宮中建築，如清華七《趙簡子》:「宮中三

臺，是乃侈已。」206相同的，衛莊公所登的臺就在宮城內部。加上衛國郛牆本身並不高，《左傳》昭公

二十年記載衛靈公逃出國都的情況：「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207此

郭門就是郛之門，因郛高度不高，故華寅可「踰而從公」，可證。「公登城以望」，此「城」指宮城而言。

208同篇哀公十七年亦記載：「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顯見，「城」在此篇皆是指郛牆之內的宮

城建築，與清華簡《趙簡子》的「宮中」意是相同的。沈文倬指出宮室建築物中往往有臺，209楊鴻勛

亦言：「所謂高臺建築，是依附於高臺的建築組合體。從古文獻來看，高臺建築至東周時期已較普遍，

列國統治者以高臺宮室競相誇耀。」210如《三輔黃圖．長樂宮》：「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

丈，上起觀宇。」211觀宇即築在鴻臺上。學者或許認為衛國的臺也有可能在城牆上，不過一般位於四

圍城牆上的建築大都稱作「樓」，212或稱「磿 」，213而不用「臺」來稱城牆上的建物，因此衛公所登

之臺不應位於城牆上。宮中有臺又見於《左傳》定公十四年衛靈公與南子所登的臺。《左傳》定公十四

年記載衛莊公蒯聵為太子時欲殺南子，當時南子在其正寢（內宮）接見蒯聵，214當南子發覺蒯聵的意

謀，乃「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此時的衛靈公所在的位置應在路寢，《禮

記．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215路寢是

治朝聽政之處，216故南子當是至路寢見靈公。就常理而言，靈公不太可能帶著南子跑出宮外前往城牆

處，而當是與南子在路寢處登臺，故此臺所指的即路寢之臺。路寢有臺可見於齊國，衛國宮內應也有

相同的建築。綜上所論，「公登城以望」當指衛莊公登上宮城內的臺，以望見城牆外的戎人。 

 

                                                                                                                                                                                  
200 史念海：〈西周與春秋時期華族與非華族的雜居及其地理分布〉，《史念海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563。 
201 關於「戎州」的問題詳見拙文：〈東周特殊「州」制相關問題考論－兼論晉惠公時代的「作州兵」問題〉。 
202 《左傳》，卷 56，頁 980。 
203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 25，頁 2106。 
204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頁 113。 
205 吳則虞編，吳受踞、俞震校補：《晏子春秋集釋》（增訂本），頁 113。 
20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 107。 
207 《左傳》，卷 49，頁 854。 
208 《禮記》，卷 21，頁 414 孔穎達疏：「『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 
209 沈文倬：〈周代宮室考述〉，《菿闇文存》，頁 818。 
210 楊鴻勛：《楊鴻勛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增訂版），頁 111；王學理：《秦物質文化通覽》，頁 221 亦持此說。 
211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頁 149。 
212 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卷 14，頁 504：「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張國碩：《中原先秦城市防 
  御文化研究》，頁 104。 
213 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卷 14，頁 497。 
214 清．胡培翬撰，黃智明點校：〈燕寢考〉，收入《胡培翬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 年），頁 327：「內宮即夫 
   人正寢，……是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21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9，頁 545。 
216 張一兵：《明堂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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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皇上尊嚴，萬姓載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217古代建立雙闕就是為

了表政治威權的象徵，218此禮儀建築從春秋時代就已出現。過去經書往往將觀與闕視為同一種建物，

但仔細分析《左傳》中的闕和觀，兩者其實仍有不同之處。魯國的兩觀上有樓，可以讓人登臨，遊覽，

視朔使用，實用性較強。東周王室的闕是屬於不可登臨的樣式，與漢代以後所見的闕是相同的，比較

著重禮儀性質。闕的位置一般都在門側，且需要有兩座，如此才可以呈現中央闕然的樣貌。但《左傳》

中的觀建物未必得在門側，可以在宮城內，其性質近似樓臺，因此有時僅有一座。 

  過去學者或將門臺與闕視為同一種建物，但仔細分析，兩者其實仍有差異。門臺的建物或位於雙

闕之後，或依兩闕形成一組建物，若是前者，其與闕具體指稱的部位其實不相同。過去的經師將門臺

等同於闕，其實並不正確。至於邾子門臺當屬第二種情況，可能類似錢玄所畫的這種門臺建築。其次，

邾子門臺所在位置當位於雉門，即雉門的臺。閽人所沃之「廷」應是中門之外的外廷，即治朝。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之「闕西辟」，過去經師或認為是西闕，筆者認為即便闕上有臺，其上部的

空間來辦理饗禮是不足夠的。因此「闕西辟」當解為闕西旁的一個空間。對照門側的建築，此空間當

僅有西塾可以對應。至於甲骨的「阜」字，當解作土堆或小山丘，或指殷墟所在的台地。因此「庭阜」

是指庭中的土堆或台地。「阜辟」是台地上的辟池，為天子辟雍之所在。 

  《春秋經》文公十八年之「公薨於臺下」，此臺當位於宮中，至於孫詒讓認為臺下包括塾之說則不

夠精確。《左傳》僖公十五年之「靈臺」為囚晉惠公之處，《太平御覽．人事部》作：「秦穆夫人與太

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舍之靈臺，荐之以棘。」219此是將穆姬所登之臺與晉惠公所囚之臺混為一談。

靈臺位於靈囿之中，與穆姬所登之臺並不相同。至於穆姬「履薪登臺」屬自囚的行為，為替晉惠公謝

罪以求他命，與自焚無關。《左傳》哀公十七年記載衛莊公登城看到都城外的戎州，然而根據《呂氏春

秋》的記載，衛君所登的當為「臺」建築。春秋時代，諸侯宮中常有臺建築，以此而論，莊公所登的

臺當也是在宮城中。 

 

表二 《春秋》、《左傳》與其他相關古籍中「臺」資料 

《春秋》、《左傳》文獻與「臺」相關的材料  國別及 

其他 

《左傳》僖公五年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魯國觀臺 

《春秋》三十一年  築臺于郎。 魯國郎臺 

《春秋》三十一年  築臺于薛。 魯國薛臺 

《春秋》三十一年  築臺于秦。 魯國秦臺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 魯國莊公臺 

《左傳》僖公十五年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 秦國 

                                                 
217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62，頁 1117 引後漢李尤〈闕銘〉。 
218 王子今：《門祭與門神崇拜》（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03。 
219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卷 469，頁 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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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而履薪焉。 
《左傳》僖公十五年  乃舍諸靈臺。 秦國靈臺 

《左傳》文公十六年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魯國泉臺 

《左傳》文公十八年  丁丑，公薨于臺下。 魯國 

《左傳》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

觀其辟丸也。 
晉國 

《左傳》襄公十七年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宋國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 晉國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 
齊國崔杼家之臺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 楚國章華臺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楚國章華臺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齊國遄臺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 
魯國季孫氏之武子之臺 

《左傳》定公十二年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 
魯國季孫氏之武子之臺 

《左傳》定公十四年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公執其手以登臺。 
衛國 

《左傳》哀公八年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

臺，栫之以棘。 
邾國 

《左傳》哀公十四年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齊國檀臺 

《左傳》哀公十五年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衛國孔悝家之臺 

《左傳》哀公二十五年  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衛國靈臺 

其他文獻與「臺」相關的材料 國別 

《國語．周語中》  民將築臺於夏氏。 陳國夏氏家之臺 

《國語．楚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

夫！」 
楚國章華臺 

《國語．楚語》  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豆。 
楚國匏居臺 

《國語．齊語》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罼、

弋，不聽國政。 
齊國襄公臺 

《國語．吳語》 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

於姑蘇。 
吳國姑蘇臺 

《呂氏春秋．慎小》  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

問之曰：『是何為者也？』 
衛國 

《公羊傳》宣公六年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

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 
晉國 

《穀梁傳》宣公二年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 晉國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

而作色，不說，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 
齊國路寢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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