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高本漢之誤釋禮俗──以《雅》、《頌》注釋為例 

李雄溪* 

摘要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是瑞典著名的漢學家。在 1944 和 1946
年，高氏於《遠東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發

表了有關《詩經》中《雅》和《頌》的注釋（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 Glosses on the 
Taya and Sung odes），連同在 1942 年在同一刊物發表的《國風》注釋（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高氏對《詩經》作了完整的而深入的探究，而當中有涉及中國禮俗

的分析。本文將舉數例，指出《雅》、《頌》注釋誤釋禮俗的地方。 

關鍵詞 

高本漢  禮俗  詩經 

（一）引言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是瑞典著名的漢學家，他對語言學、音

韻學、訓詁學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如《詩經注釋》、《尚書注釋》、《左傳注釋》、

《禮記注釋》、《先秦假借字例》、《中國音韻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國青銅器

新論》1皆勝意紛陳，對學術有深遠之影響。高氏是上世紀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是

人所共知的事實。在 1944 和 1946 年，高氏於《遠東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發表了有關《詩經》中《雅》和《頌》的注釋（Glosses 

                                                
*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1  有關高氏的著作，可參考陳舜政《高本漢著作目錄》，載《書目季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3-18。又

可參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著，李之儀譯《我的老師高本漢》（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2009 年 2 月）附錄之「高本漢作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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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ao ya odes, Glosses on the Taya and Sung odes），連同在 1942 年在同一刊物發

表的《國風》注釋（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高氏對《詩經》作了完整的而深

入的探釋，解決了不少《詩經》中訓釋的問題。他的著述一直享有甚高的評價。然

而，白璧微瑕，高氏之論亦或有可商。以下茲舉數例，說明《雅》、《頌》注釋有誤

釋禮俗之處。 

（二）《小雅．都人士》──謂之尹吉 

高氏用《孔疏》的講法，把這句解作「謂之正直而嘉善」。即訓「尹」為「正直」；

訓「吉」為「善」2。高氏又指出： 

《鄭箋》以為尹是姓；吉是姞的省體，氏名。如此，這句是：他們稱他

們尹和吉。如果這裏真是在幾十個姓之中單另提出這兩個少見的姓，真是怪

事了。陳奐已經指出，本句寫女子的好處，和其他章相應，而這裏是讚揚品

德的美。3 

首先要指出的是，高氏對《鄭箋》有所誤解，《鄭箋》的原文如下： 

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

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4 

「都人之女」，實即「君子女」，鄭玄（127-200）的意思是大家都稱「君子女」為「尹

氏姞氏之女」。高氏把這句釋為「他們稱他們尹和吉」，意義很不明確，也與鄭氏原

意相去甚遠。 
高氏原文是“Yin is the family name, and ki 94 is the short-form for the clan name 

95”5。他明確指出鄭氏並不把「尹」和「吉」等而觀之，即「尹」是姓、「吉」是

氏。然而，細看《箋》文，鄭氏並無此意。在《詩經》年代，姓、氏本有分別，如

《左傳．隱公八年》孔穎達（574-648）《正義》指出：「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

之相生，雖下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

                                                
2  《高本漢詩經注釋》（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審委員會，1979 年），下冊，頁 701。 
3  同上，頁 701-702。 
4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上冊，頁 494 上。 
5  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14 (1944),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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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各自為氏。」6「姓」代表是同一祖先，「氏」則是同一祖先下的分支。可是到了

秦漢以後，姓氏的分別已不再明顯。鄭玄所謂「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是

籠統地把姓氏混為一談。 
 其實，《鄭箋》的講法是可以相信的。除本篇以外，《詩經》中的「尹」字凡三

見，分別為《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大雅．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尹」皆明顯為姓氏，「尹」在《詩》

中並無作「正直」解。「吉」字通「姞」，亦宜作姓氏解。《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姞，

黃帝之後伯 姓，后稷妃家也。」7 後世文獻有不少吉（姞）為姓的記錄，如唐司

馬貞（656-720）《史記索隱》：「今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

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8

可以作為輔證。王國維（1877-1927）《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玁狁考》：「凡女姓之字，

金文皆從女作。而先秦以後所寫經傳，往往省去女旁。」9「姞」和「吉」的關係，

正是如此。 
此外，我們還可以引嚴粲（1197-?）的《詩緝》以為佐證： 

《疏》曰：「《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

《左傳》：『鄭石癸云：「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昬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

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10 

高氏把「尹」、「吉」解作「正直」和「善」，正顯出他不明中國古代姓氏的情況。 

（三）《大雅．大明》──文定厥祥 

高氏說： 

A《毛傳》說這一句是說大姒的「文德」、訓「祥」為「善」；所以：她

                                                
6  《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733 下。 
7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冊 9，頁 5522b 下。 
8  《史記三家註》（揚州：江蘇古藉刻印社，1990 年），上冊，頁 17 下。 
9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冊 2，頁 590。 
10  《詩緝》（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0 年），卷 24，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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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美而確定。B 鄭玄和朱熹用「禮」字解說「文」：她用好的禮（禮物）

定吉祥的事。11（Couveur 大意同。）不過「文」決不能那麼講。C Waley 以

為「文」是「文王」的省稱：文（王）定一個吉祥的日子。如說「文王定厥

祥」節奏就不對了。《江漢篇》有「文武受命」，「文」和「武」是「文王」

和「武王」的省略。C 說是從上下文得來的：文王定個吉祥的日子，到渭水

親迎。12 

高氏的講法有可商之處。第一，高氏用《江漢篇》的例子，不足以證實 Waley 的講

法。《詩經》中以「文」作「文王」省稱者，實僅兩見，一為《大雅．江漢》：「文武

受命」；一為《魯頌．閟宮》：「至于文武」，然皆「文」、「武」連用。換言之，「文」

字獨用而指「文王」、《詩》中未見其例，況本《詩》有「此生文王」、「維此文王」、

「文王初載」、「文王嘉止」、「命此文王」等句，同篇之中，單單本句以「文」作「文

王」之省稱，實在不大可信。第二，高氏指出「文」不能解作「禮」，亦非事實，《國

語．周語上》：「以文脩之。」13《注》：「文，禮法也。」14《荀子．禮論》：「文之至

也。」15《注》：『文，謂法度也。』16可知「文」可訓「禮儀法度」。 
 《鄭箋》曰： 

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17 

 《集傳》曰： 

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定其祥也。18 

我們可以印證《儀禮》中對古代婚俗的說明，《士昏禮》中清楚記載由議婚到迎親，

有所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六個步驟19。《儀禮．

                                                
11  「她」字疑為「他」之誤。高氏原文作“By the fine ceremonies (gifts) he fixed the auspicious 

affairs”，參 Glosses on the Taya and Sung od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18 (1946), p.14. 

12  《高本漢詩經注釋》，下冊，頁 749。 
13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3。 
14  同上注。 
15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諸子集成》（香港：中華書局，1979 年），冊 2，頁 248。 
16  同上注。 
17  《十三經注疏》，上冊，頁 507 中。 
18  《詩集傳》（香港：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78。 
19  參《十三經注疏》，上冊，頁 961-964。 



《能仁學報》第十四期 

 

188 

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20。《詩》言「文定厥祥」，即「六

禮」中之「納徵」。「下文定」的習慣，現仍保留在很多地方的婚俗中。由是可見，

朱熹（1130-1200）的講法，十分可靠。高氏的訓釋，顯示他對古代婚俗的不了解。 

（四）《周頌．清廟》──對越在天 

高氏說： 

陳奐引《爾雅》訓「越」為「揚」，以為「對越」就是《江漢篇》「對揚

王休」的「對揚」。「對揚」又常見於金文。「越」指「走得遠」是普通的；

作及物動詞用，又指「送得遠，宣揚，宣告」，如《國語．晉語》：「使越於

諸侯。」《尚書．梓材篇》：「女若恆越曰。」如此，這句詩是：他們對答並

且讚揚那些在天上的。……21 

「對越」即「對揚」，可從古籍中找到例證，是可以相信的。如王引之（1766-1834）

《經義述聞》說： 

「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

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答

也。」《顧命》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

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揚、

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為對越，猶發揚之為發越，清揚之為清越矣。22 

「對揚」一詞，屢見於金文，六十年代的《考古》有過一些討論，沈文倬（1917-2009）

〈對揚補釋〉23反對一般把「對揚」釋作「對答稱揚王之美」，認為「對揚」是「貴

族禮儀中的一種語言形式和一種動作形象」24，此外，林沄、張亞初在〈《對揚補釋》

質疑〉25一文中指出銘文中「對揚」、「奉揚」、「每揚」的用法與作用大體相同，「對

                                                
20  《十三經注疏》，頁 962 下。 
21  《高本漢詩經注釋》，下冊，頁 1009。又高氏原文作“respond to and (proclaim=) extol those in 

Heaven”。 
22  《經義述聞》，頁 171 上-下。 
23  見《考古》1963 年第 4 期，頁 182-187。 
24  同上，頁 186。 
25  見《考古》1964 年第 5 期，頁 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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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應該是「答受稱揚」26之意。高氏將「對越」釋作「對答並且讚揚」，很明顯是

把「對越」分拆開來解說：即以「對答」釋「對」；以「讚揚」釋「越」，近於林沄、

張亞初的觀點。不過，這些看法實在都有商榷的餘地。 
 考諸金文，「對」、「揚」或分用，或連用。近人姜昆武《詩書成詞考釋》對此

有很詳細的說明： 

對揚通作對越，《詩》凡二見。大臣受賜封後，謝答天子（邦君）大德

厚愛之專用成詞，每見於文末，常與皇休、丕顯聯用，或略作對，或略作越

（揚）。《毛公鼎》載成王冊命毛公，賜之後，毛公厝「對揚天子皇休」，有

如拜手稽首及後世書函末之「即頌」、「敬祝」之類特定格式成詞。《尚書》

罕見，《詩》中亦偶見其用，尤足輔證為銘文嘏祝格式成詞。《孟鼎》王賜封

盂後，「盂用對王休」，是省稱對也。《頌鼎》「頌敢對揚天子丕顯休魯」、《追

》「天子既多賜追休，追敢對揚子顯揚」，是分文為用。《靜 》：「靜敢拜

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皆受錫後答禮頌謝也。金文之例，比比皆是，一覽

即知。《大雅．江漢》王既召虎賜以圭瓚秬鬯一卣，又賜山土田，於是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以拜謝天子厚賜深德。《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其用稍易，但實質則一。《清廟》周公祀文王廟，率土拜頌先文王

德美之祝嘏語，對揚在天之文王之恩德也，對揚一詞疑乃整個答謝儀式之總

稱。拜手稽首僅為動作，而對揚恐並有頌辭歌舞等一套完整之答謝禮式，而

如後世朝見時山呼舞蹈之類，既用於銘文之末，遂以格式語視之，而多不明

究其何以謂對，何以謂揚矣。27 

他又說： 

按對越、對揚初周成詞，頌贊致禮之常詞也。大臣建功，天子冊命賜  
封，遂作器以誌，於銘文中致其頌贊拜恩之意，而用對越於文末。此一成詞，

多見於金文，《詩》偶用之。《清廟》「濟濟多士，……對越在天」，謂頂禮於

上天也。未可從本義作相對發揚解。28 

                                                
26  見《考古》1964 年第 5 期，頁 248。 
27  《詩書成詞考釋》（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頁 335。 
28  同上，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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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氏在銘文中找到堅實的證據，指「對越」是周代慣用的成詞，不能分拆來解說，

而是指頌答謝儀式的總稱，可見「對越」或「對揚」不應解作「對答並且讚揚」。 

（五）《周頌．臣工》──嗟嗟保介 

高氏說： 

A 鄭氏訓「保」為衣，訓「介」為「甲」：所以這句詩是：啊，你我被

衣帶甲的人。這是說戰車上的車右。馬瑞辰據此，以為保就是褓。不過這些

解釋都是不合理的。本篇所說是農事，不是戰車和戰士。B《呂氏春秋．孟

春紀》也有「保介」，和王的耕禮有關係，高誘《注》簡單的釋「保介」為

「副」。「介」作「副」講是普通的，《禮記》和《儀禮》常有。「保」一般是

「保護」。《禮記．文王世子篇》有「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保」也有

「副」的意思的。如此，這句詩只是：哦，你們這些副手。29 

首先，高氏誤解《鄭箋》。《鄭箋》原文如下： 

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

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其車右以

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

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30 

《孔疏》申《鄭箋》曰： 

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手之禮，天子親載耒耜，

措置之於參乖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

而已。今言保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

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見勸

農之事……31 

                                                
29  《高本漢詩經注釋》，下冊，頁 1034。 
30  《十三經注疏》，上冊，頁 591 上。 
3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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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疏》文意明晰，訓「保介」為「車右」，指天子親自催耕時的車上的侍衛。

很明顯，本《詩》是寫農耕之事，鄭玄也講得十分清楚。大體因為《鄭箋》有「介，

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之語，故高氏以為鄭氏講的是戰車和戰士，

這是嚴重的誤解。 
其次，郭沬若（1892-1978）〈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一文認為古訓有未

盡善之處，並提出了新的看法，郭氏說： 

所謂「保介」，鄭玄在此處及《月令》「天子親載來耜，措之於參保介之

御間」均解為車右，謂「車上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但在本《詩》裏便講

不通。《呂氏春秋．孟春紀》注：「保介，副也」，也沒有說明是甚麼官職之

副。朱熹補充之，解為「農官之副」。但看情形應該就是後來的「田畯」，也

就是田官。介者界之省，保介者保護田界之人。32 

「保」訓作「保護」，《詩經》中極為普遍，如《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魯頌．閟宮》：「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小雅．瞻彼洛矣》：「保其家室」、《大

雅．崧高》：「南土是保」等，「保」即作「保護」解。「介」疑與「界」為同字。《說

文》卷二上八部曰：「介，畫也。」33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曰： 

畫部曰：「畫，畍也。」按：「畍也」，當是本作「介也」，介與畫互訓。

田部畍未蓋後人增之耳。介、畍古今字。34 

《說文》卷十三下田部訓「畍」為「境也」35，段氏曰： 

竟，俗本作境，今正樂曲盡為竟。引申為凡邊竟之偁，界之言介也。介

者，畫也；畫者，介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介、界古今字。36 

由此看來，「保介」作「田官」解，其理可通。加上〈臣工〉是《詩經》眾多農事詩

中的其中之一，則郭說無疑較高氏的講法優勝。 

                                                
32  《青銅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4-75。 
33  《說文解字詁林》，冊 3，頁 497b 上。 
34  同上，頁 497b 下。 
35  同上，冊 9，頁 6197b 上。 
3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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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詩經》中不乏古人生活的真實紀錄，其中有不少地方反映了古代的禮俗。高

氏雖然學養深醇，但對中國文化或有隔閡，而中國古代禮俗多樣而複雜。因此，高

氏有不諳禮俗而誤釋《詩》義的情況，也就不足為怪了。 

KARLGREN’S MISINTERPRETATION OF RITUALS – 
EXAMPLES FROM HIS GLOSSES ON THE COURT HYMN 

AND EULOGY SECTIONS OF THE BOOK OF O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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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inent Swedish sinologist Bernhard Kalrgren (1889–1978) 
published a complete set of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i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 in 1942, 
“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 in 1944, and “Glosses on the Taya and Sung odes” in 
1946). His in-depth study involves Chinese rituals, some of which suffer from 
misinterpretation that I shall address in the present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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