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朔之餼羊邢疏札記 

古勝隆一* 

摘要 

北宋儒者邢昺奉宋太祖之命修撰《論語疏》十卷，其中不少內容襲用唐初成書

之《五經正義》。本文擬以《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及其鄭注之邢疏

為例，討論《論語疏》之性格及其與《五經正義》之關係，並涉及《五經正義》與

梁代皇侃《論語義疏》中內容上的異同，從而追溯、探討南北朝時期學術之差異。 

關鍵詞 

邢昺《論語疏》  《五經正義》  皇侃  南北朝經學 

前言 

《玉海》云：「至道二年（996），判監李至請命李沆、杜鎬等校定《周禮》、《儀

禮》、《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從之。咸平三年（1000）三月

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孝經》取元行沖疏，《論語》取梁皇侃疏，《爾

雅》取孫炎、高璉疏，約而修之。」1 
晁公武（1105?-1180?）《群齋讀書志》（衢本）卷四云：「《論語正義》十卷。右

皇朝邢昺等撰。先是，梁皇侃采衛瓘、蔡謨等十三家之說為疏，昺等因之成此書。」
2《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正義二十卷」條引此《讀書志》而云：「今觀其書，大抵翦

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1 《玉海》卷四十一，藝文，「咸平孝經論語正義」（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慶元路儒學刊本，臺北：華

文書局影印，1964 年），頁 817。 
2 王先謙刻本，卷 4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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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邢昺（932-1010）《論語疏》對比皇侃（488-545）《論語義疏》，邢疏襲用

皇疏之處並不甚多，至少並未全面採用皇疏。值得注意，邢疏不少內容襲用《五經

正義》。關於此事，早在清代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間舉其例3，近

年日本學者野間文史先生亦撰《論語正義源流私攷》作全面研究4。《論語疏》不舉

《五經正義》之名而引其内容，事實上近於抄襲。 
關於《論語疏》與《五經正義》，學者一般認為《論語疏》引自《五經正義》，

然野間氏推測《論語疏》引自隋劉炫（約 546-約 613）《論語述議》，而非轉引自《五

經正義》。5 劉氏《春秋述議》是唐《春秋正義》之藍本，《毛詩述議》亦是唐《毛

詩正義》之藍本，若然則可推測《論語疏》所引之《五經正義》内容亦為劉炫之學

說，因此，野間氏指出《論語疏》直接引自《論語述議》之可能性。《隋書．經籍志》

著録《論語述議》十卷6，此書宋代已佚，今不能詳考其書，本人認為：《論語述議》

之內文即使有與《毛詩述議》或《春秋述議》之文內容相近之處，其行文不應完全

相同。《論語疏》抄襲《五經正義》之事，毋庸置疑。 

《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集解云：「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

羊。」邢昺解釋此條鄭注，前半剽襲《毛詩正義》，後半剽襲《春秋正義》。本文擬

舉《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一例，以察知《論語疏》抄襲《五經正義》

之痕跡。 

（一）鄭注「牲生曰餼」之邢疏 

1.  《論語》邢疏襲用《毛詩正義》 

《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集解云：「鄭曰：牲生曰餼」。疏曰： 

                                                
3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收錄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 192 冊），以沈

廷芳為其著者。然而，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八云：「案廷芳為浦鏜作傳云『《正字》

書存余所，故人苦心，余當謀諸剞劂，芳得附名足矣。』而鏜弟銑作《秋稼吟稿序》云『《正字》

書沈椒園先生許為付梓，今已入《四庫全書》，而非兄之名也。』據此，則是書為浦鏜撰，非出沈

廷芳。」今從其說。 
4 野間文史：《論語正義源流私攷》（《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51 卷，特輯號之一，1991 年）。 
5 野間文史：《論語正義源流私攷》，頁 45-55。 
6 《隋書．經籍志》作「論語述義」，「義」者「議」之誤，據《隋書．儒林傳》劉炫傳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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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牲生曰餼

‧‧‧‧
」者
‧
，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

牽
‧

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為
‧‧‧‧

「腥曰餼」，謂生肉未

煮者也。 

其實餼亦是
‧

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

牛賜之也。此
‧

及〈聘禮〉注皆
‧

云「牲生曰餼」，由
‧
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7 

案：《論語疏》此段襲用《毛詩正義》8，《毛詩．小雅．瓠葉》詩序云：「〈瓠葉〉，

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焉。」鄭箋：「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正義云： 

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

是已殺。9 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饔、餼，遂

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為腥。 

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

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為

生也。10 

顯然，《毛詩正義》謂「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固然為鄭

箋「腥曰餼」而言，但《論語疏》改「故知腥曰餼」為「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讀者

不知何謂「解者」，此即《論語疏》之疎漏。 

2.  關於鄭玄「牲生曰餼」之說 

鄭玄（127-200）對餼有兩種解釋：一為《儀禮．聘禮》注：「牲生曰餼」；二為

《毛詩．瓠葉》箋：「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先將與「牲生曰餼」相關之資料

羅列如下。 
                                                
7   阮元刻本《論語正義》，卷 3 頁 10-11。 
8   野間氏曾經指出此事。見野間文史：《論語正義源流私攷》，頁 21-22。《毛詩正義》與《論語疏》

不同之文字，今加點以作區別。 
9   此文前面更有一段：「《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

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

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亭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

既為熟，則餼非熟矣」。《毛詩正義》以此解釋鄭注之「牢」及「熟曰饔」。 
10  阮元刻本《毛詩正義》，卷 15 之 3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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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聘禮》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鄭注云：

「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此為「牲生曰餼」之根據。 
賈公彥（618-907）解鄭注云： 

釋曰：此謂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言「凡」者，

揔解諸文。案此下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

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牽之。豕東之」。是牲生曰

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為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

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 

《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11服氏以為腥曰餼，以

其對牽，故以餼為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

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為腥。又不為牲生者，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12 

鄭玄此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賈公彥解之云：「言凡者，揔解諸文」，似

賈氏謂「牲生曰餼」者，即鄭玄解經之凡例。《春秋．桓公．左氏傳》十四年：「春，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預（222-284）注：「熟曰饔，生曰餼。」正義云： 

《周禮》外內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饔之爨亨煑，饔者煑肉之

名，知「熟曰饔」。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石牛」，以生牛賜之，知「生

曰餼」。又〈聘禮〉致「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熟肉，

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玄以為「生牲曰餼」，唯〈瓠葉〉箋云：「腥曰餼」，

欲以牽為牽行，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

者，皆致生物於賓也。13 

據此，《春秋正義》以「牲生曰餼」為定解，以「腥曰餼」為非定解，與賈氏「言

凡者，揔解諸文」之說相似。 
《禮記．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

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正義云： 

致饔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

                                                
11  此文非《春秋》經文，而是《左傳》文。賈氏脫「傳」字。 
12  阮元刻本《儀禮疏》，卷 19 頁 10。 
13  阮元刻本《春秋正義》，卷 7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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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餼一牢14，鼎九，

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

是也。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

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

云：「牲牢饔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

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15 

此段《禮記正義》亦取〈聘禮〉鄭注為證，並引《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三年服

虔（生卒年不詳）注及《毛詩．瓠葉》鄭箋以介紹「腥曰餼」之說。 

3.  關於鄭玄「腥曰餼」之說 

鄭玄云「腥曰餼」，其說見於《毛詩．小雅．瓠葉》詩序鄭箋，已見於上。鄭箋

以外，漢魏注家持「腥曰餼」之說者，唯有服虔。前引《儀禮．聘禮》賈疏云：服

虔注《春秋》僖三十三年左氏傳「餼牽竭矣」以為腥曰餼；前引《禮記．聘義》正

義亦云：服虔解同文云「死曰餼」。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杜預注：「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正義曰： 

〈聘禮〉歸飧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一牢，餼一牢。16 以飪是熟肉，腥

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云「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

也。17 

案：杜預云「生曰餼」，與服虔不同。《禮記．聘義》正義及《儀禮．聘禮》疏

並不採用杜氏說，而用服氏說。服虔《左傳》注為北朝儒者所重18，疑此二條引自

                                                
14  「餼一牢」，日本山梨縣久遠寺藏宋刊本（七十卷本，1930 年，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禮記

正義》卷 70 作「飪一牢」，當從。 
15  阮元刻本《禮記正義》，卷 63 頁 4。 
16  「腥一牢，餼一牢」，依《儀禮．聘禮》，當作「腥二牢，餼二牢」。 
17  阮元刻本《春秋正義》，卷 17 頁 14。 
18  《北史．儒林傳》云：「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

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北齊書．

儒林傳》云：「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 張買奴、馬敬德、邢峙、

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

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可見北朝儒者重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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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儒者之著作。《禮記正義》之所據有二：一為梁皇侃疏，二為北齊熊安生疏。19

應無皇侃引服注《左傳》理，此段應為熊安生（生卒年不詳）之學說。《儀禮疏》撰

者賈公彥為洺州永年人20，屬於北朝儒者之學統，其引服虔注，自無疑義矣。 
又案：前引《毛詩．瓠葉》正義云：「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

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

肉未煮者也。」此亦用《左傳》服氏說，未從杜氏說，顯然為北朝學人之學說。《論

語疏》亦沿用之。 

4.  皇侃對於「餼羊」之理解 

皇侃《論語義疏》對《論語．八佾》「餼羊」之理解，與《毛詩正義》及《論語

疏》完全不同，云：「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 
皇氏解釋《論語》鄭注「牲生曰餼」又云： 

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雍，腥曰餼，生曰牽。」

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若

猶生養，則子貢何所以養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貢愛之也。21 

皇氏謂：《論語》鄭注所云「牲生曰餼」者，其意為「腥牲曰餼」。22 皇氏固持

子貢愛羊即愛羊肉之一看法，乃忽視《儀禮．聘禮》鄭注之「凡賜人以牲生曰餼」。

此與《五經正義》及《儀禮疏》之說不合，《論語疏》亦未採用。 

                                                                                                                                 
虔注《左傳》。 

19  《禮記正義》序云：「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阮元刻本《禮記

正義》序，頁 3）。 
20  《舊唐書．儒林傳》。 
21  今依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家文庫寫本《論語義疏》。京都大學圖書館網站公開其書全文照片。 
22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94）云：「按：鄭君注『牲生曰餼』，據皇疏

當作『腥牲曰餼』。《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集釋誤作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

牽。』今鄭君云『牲生曰餼』者，對熟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

愛之，生養則何以愛之？皇疏之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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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鄭注「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之邢疏 

1.  邢疏「周禮大史」段 

鄭玄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

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此處邢疏全襲《春秋正義》，《春秋》文公六年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預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

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邢疏即襲文公六年《春

秋》之正義23。今將逐條比較《春秋正義》與《論語疏》。 

【春秋正義】《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

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
‧‧

》云：「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
‧

羊告于
‧

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

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

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
‧

南門之外」，是

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

「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

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
‧

享、朝正，

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
‧‧‧‧‧‧‧

，故闕不告朔
‧‧‧‧‧

。告朔之禮大
‧‧‧‧‧

，

朝廟之禮小
‧‧‧‧‧

，文公怠慢政事
‧‧‧‧‧‧

，既不告朔
‧‧‧‧

，雖朝于廟
‧‧‧‧

，則如勿朝
‧‧‧‧

。故書
‧‧

「猶朝
‧‧

于廟
‧‧

」，言
‧

「猶
‧

」以譏之
‧‧‧

。24 

【論語疏】案
．
《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

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
‧

云「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是用生
‧

羊告於
‧

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

視朔。文
‧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

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
‧

南門之外」，是也。

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

                                                
23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十三經注疏正字》，卷 76 頁 7 引《春秋正義》校勘《論語疏》。野間氏亦

有指出。見野間文史《論語正義源流私攷》，附錄 1「論語正義、五經正義對照表」。 
24  《春秋正義》此段見於阮元刻本，卷 19 之上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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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

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25、朝正，二禮

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 

案：杜注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告朔」「聽政」「朝廟」等

之關係，於此不甚明瞭。若據《春秋正義》，「告朔」與「聽政」為一禮，「朝廟」別

為一禮。「聽政」亦云「視朔」。「朝廟」亦云「朝享」，正月之朝廟亦名「朝正」。告

朔、朝廟二禮同於朔日舉行，故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

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春秋》經文云：「不告月，猶朝于廟」，杜預釋之云：「闕

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因此正義廣引古典，備舉二禮之別名，

以說明兩者之關係。 
謂「告朔」與「朝廟」有別，非始自杜預，乃創始於鄭玄。先之，許慎（30?-124?）

《五經異義》解釋《左傳》云：「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
26 鄭玄駁之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

之。」27 鄭氏又云：「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

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

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

鄭氏主張：告朔與朝廟祭異；當先告朔，後朝廟。此為杜預及《春秋正義》之所本。 
而《論語》鄭注但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並不明言

告朔、朝廟二禮之關係，又不言及文公雖朝廟而不告朔之事。《春秋正義》又云：「文

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

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以此說明經文之意；《論語疏》

襲用此段，於《論語》經注無所當，故全刪去此文。「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

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一文，於《春秋正義》此章最為重

                                                
25  阮元刻本《論語疏》「享」前脱「朝」字，應據《春秋正義》補。 
26  阮元刻本《禮記正義》卷 29 頁 4：「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

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

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 
27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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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若刪之，則「二禮各有三名」之旨不彰，此乃《論語疏》抄襲《春秋正義》所

致。《論語疏》若能用《禮記正義》所引鄭玄《駁五經異義》之說，則可闡明《論語》

鄭注「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之旨矣。 
再者，《春秋正義》云：「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

《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即取《周禮．春官．司尊彝》為朝享之證據。

鄭玄注《司尊彝》「朝享」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28 此為《春秋正義》之所據。《禮記．玉藻》正義亦云：「《周禮》有

朝享之禮祭。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

又云：「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29

《禮記正義》此段之意與《春秋正義》相近，可為互相參考。 

2.  邢疏「必於月朔」段 

【春秋正義】必於月朔為此吉
‧

朔、聽朔之禮者30，《釋例》曰：「人君者，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

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
‧

焉。誠信足以相感，

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

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

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

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
‧

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
‧
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

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

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
‧

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

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
‧‧‧‧‧‧‧

，緣以
‧‧

闕禮
‧‧

。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
‧‧‧‧‧‧‧‧‧

。雖朝于廟
‧‧‧‧

，則如勿朝
‧‧‧‧

，故經稱
‧‧‧

「猶朝于廟也
‧‧‧‧‧

」。

經稱
‧‧

「告月
‧‧

」，傳言
‧‧

「告朔
‧‧

」，明告月必以朔也
‧‧‧‧‧‧‧

。」 

【論語疏】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
‧‧

《春秋
‧‧

釋例》曰：「人

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

                                                
28  阮元刻本《周禮注疏》，卷 20 頁 3。 
29  阮元刻本《禮記正義》，卷 29 頁 4。 
30  阮元刻本《春秋正義》作「吉朔」，即「告朔」之誤，應據《論語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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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
‧

焉。誠信足以

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

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

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

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
‧

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
‧

必由此。聖人知其

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
‧
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

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
‧

聽之亂公也31。故

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 

案：《春秋正義》所引《釋例》此文，《永樂大典》本《春秋釋例》闕，僅收於

《四庫全書》本及《古經解彙函》本（卷四「告朔例第四十一」）《春秋釋例》。《春

秋》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杜預《春秋釋例》

所云「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者，為彼《左

傳》文而發。《論語疏》襲用《春秋正義》，而刪除「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

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

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一段。因《論語》與其注不及文公閏月闕告朔之事，故此

一段不被採用。《釋例》之重點在於解釋《左傳》，而《論語疏》只引《釋例》而不

引《左傳》，杜氏之意，有所未顯。 

3.  邢疏「每月之朔」段 

【春秋正義】「每月之朔，必朝于
‧

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

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
‧

異耳。」是言

聽朔、朝廟之義也。 

【論語疏】「每月之朔，必朝於
‧

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
‧

故告特

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

朝廟之義也。 

案：自「每月之朔」至「所從言之異耳」，《四庫全書》本及《古經解彙函》本

                                                
31  阮元刻本《論語疏》作「審聽」，即「密聽」之誤，應據《春秋正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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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釋例》未錄，然《春秋正義》已備論「二禮各有三名」於前，若在此重新說

明「朝廟」「告朔」等之關係，則嫌煩瑣。本人疑此處所引用者亦為杜預《春秋釋例》。

《論語疏》連引此文，與《論語》鄭注關係不大，亦嫌累贅。 

4.  邢疏「玉藻說天子之禮」段 

【春秋正義】〈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

朔於大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

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

特羊，告大
‧

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

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
‧‧‧

。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

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

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

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 

【論語疏】〈玉藻〉說天子朝廟
‧‧

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

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

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

用特羊，告太
‧

祖而已。杜預
‧

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

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

祖廟
‧‧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32 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

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

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
‧‧

》

文公六年經
‧‧‧‧‧

云：「閏月不告朔
‧‧‧‧‧

，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

辭也。」 

                                                
32  《禮記．祭法》作：「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曰祖廟。」《春秋正義》引

亦同。《論語疏》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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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條論天子告朔與諸侯告朔之區別。《春秋正義》固然解釋杜注，「杜以明

堂與祖廟為一」以下文字有其意義，然《論語》及其注本無涉杜預說，《論語疏》引

此文，於文不順。又《春秋正義》於前文主張「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於此云

「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其說一貫有道理。而《論語疏》忽然引用

《春秋》經於此，不免有所不合。再者，《春秋正義》引鄭玄云：「諸侯告朔以特羊，

則天子以特牛與」，此本為鄭玄《論語．八佾》注文，梁皇侃《論語義疏》亦曾引用，

《論語疏》不知其為鄭注，疎漏之甚。關於此事，本人擬詳論於後。 
又案：《春秋正義》引用《禮記．祭法》說明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

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之事。《禮記．玉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聽朔於南門之外」正義云：「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

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

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

告朔與朝廟不同。」《禮記正義》此段引自鄭玄《駁五經異義》，可知《春秋正義》

與《禮記正義》之學說俱敷衍《駁五經異義》。 

5.  邢疏「天子玄冕以視朔」段 

【春秋正義】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

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

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論語疏】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

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

於文王在門為閏。 

案：此處引《禮記．玉藻》文以證天子之視朔、諸侯之視朝。〈玉藻〉云：「玄

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云：「東

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

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

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33《春秋

                                                
33  阮元刻本《禮記正義》，卷 29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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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謂「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者，蓋據《周禮．春官．大史》。

《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注云：「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

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緫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

在門謂之閏。」34《論語．八佾》鄭注未涉及閏月不告朔之是非，《論語疏》襲用此

段，於義不切。 
總之，《春秋正義》參照鄭玄學說說明《春秋》之「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及其杜預注。杜預又撰《春秋釋例》一書，因此，《春秋正義》亦不得不引其書補充

杜注。杜預對告朔之見解，基本上遵守鄭玄學說，與《論語集解》所引鄭注相同（或

相近），邢昺《論語疏》襲用《春秋正義》，內容上不可謂不妥。然而《春秋正義》

乃解釋《春秋左傳》之作，而《論語疏》所解釋者為《論語集解》，兩者迥然不同，

若直接以彼注此，不免有齟齬之感。 
《春秋正義》雖為唐初孔穎達（574-648）所撰，然其藍本為隋代大儒劉炫所撰

《春秋述議》，其內容多為劉炫之學說。劉炫又為《論語》撰疏，名為《論語述議》。

本人認為：劉炫絕無用《春秋述議》行文撰寫《論語述議》之理。野間氏推測邢昺

《論語疏》直接引用劉氏《論語述議》，然其說難以令人相信。《論語疏》剽襲《五

經正義》，其痕跡顯而易見。 

（三）「告朔之餼羊」鄭注 

據阮元（1764-1849）重刻十三經注疏本《論語注疏》，〈八佾〉篇「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集解云：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集解所引鄭注不必完全，此條蓋為節略鄭注者。阿斯塔那出土唐景龍四年（710）

寫本（阿斯塔那 363 號墓、8-1 寫本。又稱卜天壽寫本）乃鄭注本《論語》，內有〈八

佾〉篇，茲引其「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如下： 

生□□□。□，□／君□□□□□／之以羊於廟，有祭事，謂之廟享。

魯自文公始視朔，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諸侯告朔以羊，

                                                
34  阮元刻本《周禮注疏》，卷 26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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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天子特■。35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一文，不見於集解。王素氏校勘記云： 

皇疏引作「諸侯用羊，天子特牛與？」《詩．周頌．我將》正義引作「諸

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禮記．玉藻》正義引作「天子特牛與？以

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羊36。」但「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羊」一句，恐非鄭

注。據此■應為「牛與」二字。 

案：除皇疏以外，諸疏引用此鄭注者有四。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毛詩．周頌．我將》正義）37 

天子特牛與？（《禮記．玉藻》正義）38 

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春秋》文公六年，正義）39 

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論語．八佾》疏）40 

《禮記正義》無「諸侯告朔以特羊則」等字，蓋略之耳。關於最後一字，《禮記

正義》、《春秋正義》及《論語疏》俱作「與」，而《毛詩正義》作「焉」，疑《毛詩

正義》誤。相較之下，《春秋正義》及《論語疏》之引文最為可靠。王氏補「牛與」

二字，應不誤。唐景龍四年寫本「天子」下無「以」字，與《毛詩正義》、《禮記正

義》同。 
王氏云：皇疏引鄭注作「諸侯用羊，天子特牛與」。案：王氏引文不正確。王氏

所引皇侃疏乃叢書集成初編本《論語集解義疏》41，即覆知不足齋叢書本，其文作

「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知不足齋叢書本是根本遜志校日本寬

延三年（1750）刻本之翻刻本。寬延三年刻本同知不足齋本。日本學者高橋均先生

曾撰《論語義疏八佾篇札記》，以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懷德堂排印本為底本，其

                                                
35  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21。王氏整理時，單個

缺字用□表示，不詳字數的缺文用■表示。今從。 
36  「羊」字《禮記正義》作「牛」。王氏誤。下「特羊」同。 
37  阮元刻本《毛詩正義》，卷 19 之二頁 3。 
38  阮元刻本《禮記正義》，卷 29 頁 4。 
39  阮元刻本《春秋正義》，卷 19 上頁 4。 
40  阮元刻本《論語疏》，卷 3 頁 11。 
41  見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校勘說明，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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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諸侯用羊，天子用牛矣」，高橋氏校勘記云： 

敦煌本，此句作「天子用牛，諸侯用羊」八字。大槻本無「矣」字。文

明本、寶德本、東大本、足利本、根本本「矣」作「與」。42 

足見日本《論語義疏》寫本中，作「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者居多43；亦有

作「諸侯用羊，天子用牛矣」，「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者，然無作「天子特牛與」

者。敦煌本亦未云特羊、特牛等，以此可知皇侃所據鄭玄注《論語》未有「特牛」

一詞。《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正義》、《論語疏》俱有「特牛」一詞，與皇

侃所引有明顯不同。 
總之，關於此條鄭注，《毛詩正義》、《春秋正義》、《禮記正義》之引文屬於一系

統，《論語義疏》之引文屬於另一系統。由此可見南北朝時代北方鄭學與南方鄭學之

差異。 

（四）結語 

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七、「經學統一時代」評《五經正義》云： 

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案著書之例，

注不駮經，疏不駮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為病。讖緯多

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既

失刊定之規，殊乖統一之義。44 

本人謂：《五經正義》「雜引讖緯」，姑可置之不論，「曲徇注文」與「彼此互異」

二事，其間關係最為密切。《毛詩》鄭箋與《春秋左傳》杜預注，兩者之內容及思想，

迥然不同，撰寫疏解時，難免彼此不同；若要遵守注文，則不應有相同內容。不僅

曲徇注文，未足為病；彼此互異，亦非可深責。 
邢昺修撰《論語疏》，多處單純襲用《五經正義》內容。邢氏並未注意《論語集

解》與《五經》諸注之分歧，硬以《五經正義》說《論語》，可謂不勝轇轕。 

                                                
42  高橋均：〈論語義疏八佾篇札記（中）〉，《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第 38 號（1988 年），頁 331。 
43  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家文庫寫本亦作：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 
44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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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XING BING’S COMMENTARY FOR THE “LIVE 
GOAT SACRIFICE FOR THE LUNAR OFFERING” 

 RYUICHI KOGACHI * 

Abstract  The Commentary on the Analects (Lunyu shu 論語疏), compiled by Xing 
Bing 邢昺 (932–1010) upon the request of Emperor Taizu 太祖 (927–976) of 
the Song 宋 Dynasty (960–1279), copied much of its contents from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Five Classics (Wujing zhengyi 五經正義) completed in the early 
Tang 唐  Dynasty (618–907). The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Analects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Five Classics by examining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nalects 
account in which Zigong 子貢 wanted to dispense with the live goat sacrifice for 
the lunar offering. The discussion also invol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Five Classics with the Commentary for the Meanings of the Analects 
(Lunyu yishu 論語義疏 ) by Huang Kan 皇侃  (488–545) of the Liang 梁 
Dynasty (502–560), tracing the source of academic distinction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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