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桓公條目訂補§ 

何振鏞* 

摘要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於《春秋》經傳，研精究微，詳稽博辨，為迄今最佳之

《春秋》經傳注本。惟千慮一失，在所難免，楊注遂有訂補之需要。本文為隱公及

桓公經傳楊注之訂補，楊注有誤，本文予以訂正；不足之處，則加以補苴。 

關鍵詞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  隱公  桓公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深探竟討，廣稽博考，為迄今最佳之《春秋》經傳注本。

惟智者千慮，一失負慙，遂有訂補之需要。本文為隱公及桓公經傳楊注之訂補，楊

注錯誤之處，本文予以訂正；楊注不足之處，則加以補充。惟學術萬端，詎能遍識，

釐整之善，尚俟通方。 

（一）隱公經傳楊注訂補 

隱公元年經（楊注頁 7） 鄭伯克段于鄢 

楊注 於「克」字無說。 

鏞按：《說文》云：「 ，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古文克。 ，亦古文克。」 1

                                                 
§  本論文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訂補」研究計劃部份成果，該計劃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

配研究金資助（編號：UGC/FDS22/H01/17），謹此致謝。 

*  南開大學客席教授 

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8 冊，頁 709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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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曰：「按以肩任物曰克。物高于肩，故从高省，

下象肩形。古文亦象肩形。又古文𠧹疑當為彔之古文。許所謂『刻木彔彔』也。」2

《爾雅．釋言》：「克，能也。」《左莊十一年傳》：「得雋曰克。」《書．洪範》：「二

曰剛克，三曰柔克。」馬注：「勝也。」鄭注：「能也。」《詩．小宛》：「飲酒溫克。」

傳：「勝也。」《禮記．禮器》：「我戰則克。」注：「勝也。」《書．牧誓》：「弗迓克

奔。」鄭注：「殺也。」《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為仁。」范寧注：「克、責也。」

是克有能也、勝也、殺也、責也等義。克字甲骨文編作 （甲 427）、 （甲 1249）、

（甲 2002）、 （甲 2342）、 （甲 2902）、 （乙 25）、 （乙 139）、

（乙 8119）、 （乙 8892）、 （鐵 74.3）、 （拾 15.5）、 （前 3.27.2）、

（京津 2749）、 （掇 2.164）、 （存下 470）、 （掇 2.468）、 （乙 90）、

（乙 190）、 （前 8.5.5）、 （前 8.9.2）、 （後 2.11.7）、 （鄴初下.41.6）、

（乙 8464）、 （存下 23）、 （掇 1.278）、 （佚 158）、 （庫 374）、

（河 591）3，金文作 （利 ）、 （大保 ）、 （ 尊）、 （ 尊）、 （ 作周

公 ）、 （師旂鼎）、 （沈子它 蓋）、 （令鼎）、 （乃子克鼎）、 （ 叔父卣）、

（元年師 ）、 （元年師 ）、 （師 鼎）、 （伯歸夆鼎）、 （曾伯 簠）、

（德克 ）、 （ 公克敦）、 （ 侯因 錞）、 （者 鐘）4，李孝定（1918-1997）

曰：「字作 若 ，下从 與古文 字形近，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 象

所肩之物，肩重物者恆作此形也。……此字當以肩也為本誼，引申之遂有任也，勝

也，能也諸義。」5 林義光（?-1932）曰：「按屋下刻木，形義俱非。是克、能也。

古作 ，象人以肩任物形， 象肩，猶肩字从戶象形， 即凷字，重物也。从肩任

重物，能事之意。」6 是克字自古即有任也、勝也、能也諸義。「鄭伯克段於鄢」之

克，則是「勝也」之意。事實上，楊氏雖於《經》文「克」字下無注，惟在其他《傳》

文中，則亦有相關訓釋，如《隱公元年傳》：「如二君，故曰克。」楊注頁 14 曰：「此

言莊公與叔段之戰，可比兩國君之相戰，莊公戰勝，故用『克』字。」又《莊公十

一年傳》：「得儁曰克。」楊注頁 186-187 曰：「《春秋》書『克』者，惟《隱元年》

                                                 
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 8 冊，頁 7098 上。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頁 306-7。以下簡稱《甲編》。 
4  容庚編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97-498。 
5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1 冊，頁 728。以下簡稱《甲詁》。 
6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卷 7，頁 4465。以下簡稱《金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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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克段于鄢』一事。《傳》云『如二君，故曰克』，非『得儁』之比。得儁者，

儁同俊，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儁也。殽之戰，晉得秦之三帥；乘丘之役，魯

獲宋之南宮萬，皆不書『克』。」可證。 

隱公元年傳（頁 9） 不書即位，攝也。 

楊注 攝，假代之義，下文「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可證。《魯世家》亦云：「惠公

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鏞按：《說文》云：「 ，引持也。」7 段玉裁（1735-1815）注：「謂引進而持之也。

凡云攝者，皆整飭之意。《論語》：『攝齊』，《史記》：『侯生攝弊衣冠』，《襄十四年傳》

曰：『不書者情也，書者攝也。』注云：『能自攝整。』《詩》：『攝以威儀。』傳曰：

『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論語》：『官事不攝。』注云：『攝猶兼也。』皆引持之意。」 8

楊注言「假代之義」者，蓋用其引申義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假借〕

（鏞按：當為引申）為代，《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注：『代行其

祭祀。』《左隱元年傳》：『不書即位，攝也。』」9 

隱公元年傳（頁 10） 亟請於武公 

楊注 亟音器，屢也。 

鏞按：《說文》云：「 ，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10 徐灝（1810-1879）

箋：「《釋詁》曰：『亟、速也。』引申之義為數。《釋言》：『婁、亟也。』婁與屢同。

《少儀》：『亟見日朝夕。』鄭注：『亟，數也。』《繫傳》曰：『乘天之時，因地之利，

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灝按：楚金說近穿鑿，愚謂亟从又，所以作

事也；从二，數之意也；句當為茍省聲，〈茍部〉曰：『自急敕也。（己力切）』《方言》：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是亟有敬義，敬亦从茍聲。《爾雅．釋

文》：『亟又作茍。』」11 是亟有數義，與訓屢同。 

                                                 
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60 上。 
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60 上。 
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60 下。 
1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36 下。 
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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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元年傳（頁 12） 今京不度，非制也 

楊注 不度，猶言不合法度。不度與非制，語意似重複，不過強調其不可而已。 

鏞按：不度與非制，語意正互補，不嫌重複。 

隱公元年傳（頁 12） 不如早為之所 

楊注 所，處所，地方。 

鏞按：《說文》云：「 ，伐木聲也。」12 段注：「伐木聲乃此字本義。用為處所者，

假借為処字也。若王所行在所之類是也。用為分別之詞者，又从処所之義引申之，

若『予所否者』，『所不與舅氏同心者』之類是也。皆於本義無涉，是真假借矣。」13 

此處之所，可釋為「處理方法」，未必為處所也，故杜預（222-285）注曰：「使得其

所宜。」14 當更合文意。 

隱公元年傳（頁 12）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楊注 此句無說。 

鏞按：杜注曰：「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15 言叔段不除，則鄭國之民

當生異心，未必忠於鄭國也。 

隱公元年傳（頁 12） 無庸，將自及。 

楊注 庸，用也。無庸，猶言用不著。將自及，謂禍將自及。 

鏞按：《說文》云：「 ，用也。」16 徐灝箋：「庸古鏞字。古者以鐘鼎銘勳，故庸訓

為功。《周官》：『典庸器。』鄭眾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庸器亦謂之彝器。彝訓為常，因之庸亦有

                                                 
1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724 下。 
1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725 上。 
14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

藝文印書館據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本影印，1976 年），卷 2，頁 36 上。 
15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頁 36 下。 
1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75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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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義。」17 杜注：「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18 楊注亦直鈔杜注耳。 

隱公元年傳（頁 13） 公聞其期，曰：「可矣。」 

楊注 此句無說。 

鏞按：可矣，言段叔罪惡已盈，今可以討伐之矣。 

隱公元年傳（頁 14） 遂寘姜氏于城潁 

楊注 寘，音義同「置」。 

鏞按：竹添光鴻（1842-1917）《左氏會箋》曰：「寘猶幽之。」19 其義較顯明。 

隱公元年傳（頁 14） 既而悔之 

楊注 此句無說。 

鏞按：「既而悔之。」言莊公一時忿怒。誓不見母，未幾而悔之也。 

隱公元年傳（頁 14）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 

楊注 封人為鎮守邊疆之地方長官。 

鏞按：《說文》云：「 ，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其制度也。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20 是封為疆土，故杜注：「封人，典封疆者。」21 孔疏：

「此言穎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是國之邊邑也。」 22 

隱公元年傳（頁 15） 公賜之食。食舍肉。 

楊注 舍音捨，置也。食舍肉，謂食時將肉另置一邊。 

                                                 
1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756 下。 
18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頁 36 下。 
19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第 1 冊，頁 28。 
2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223 上。 
21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頁 37 下。 
2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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鏞按：《說文》云：「 ，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囗象築也。」23 桂馥（1736-1805）

《說文解字義證》曰：「《匡謬正俗》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

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

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僻謬。」24 是

舍可訓止息，而今人盡改舍為捨，而舍義不得彰明。《說文》別有捨字：「 ，釋也。」 25

王筠（1784-1854）《說文句讀》曰：「此舍之分別文也，故經典皆用舍。《釋詁》：『廢、

稅、赦，含也。』皆釋散之義。」26 朱駿聲《通訓定聲》：「《廣雅．釋詁四》：『捨，

置也。』《書．湯誓》釋文：『捨，廢也。』《老子．注》：『萬物捨此而求全。』經傳

皆以舍為之。訓放，訓棄，訓止，訓去，訓除，訓縱，皆是。《論語》：『舍瑟而作。』

皇疏訓投。《荀子．勸學》：『鍥而舍之。』注：『舍與捨同。』」27 是舍當為本字，

捨為後出，故王筠以為分別文也。楊注曰：「舍音捨。」以為不同字，未必然也。 

隱公元年傳（頁 15） 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楊注 繄，發聲詞，無義。 

鏞按：《說文》云：「 ，𢧢衣也。从糸，殹聲。一曰赤黑色繒。」28 段注：「所以

韜𢧢者，猶盛弓弩矢器曰医也。假借為語詞。《左傳》：『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毛傳》：『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 29

楊樹達（1885-1956）《詞詮》曰：「（一）不完全內動詞，是也。《左傳．僖五年》：『民

不易物，惟德繄物。』《周語下》：『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也。』《吳

語》：『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按《韋昭注》並云：『繄，是也。』

（二）語首助詞，維也。《左傳．隱元年》：『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又《襄十四年》：

『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30 是繄之本義為𢧢衣，借為語詞，經典多用之。 

                                                 
2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423 下 
2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424 下。 
2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74 下。 
2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75 上。 
27  同上注。 
2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739 下。 
29  同上注。 
30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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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元年傳（頁 15）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楊注 闕，掘也。隧，動詞，掘作隧道。 

鏞按：《說文》云：「 ，門觀也。」31 朱駿聲《通訓定聲》：「凡平地四方而高者為

臺，不必方而高者為觀，其在門左右者，中央空隙為路，則謂之闕，亦曰兩觀。……

《釋宮》：『觀謂之闕。』……〔假借〕（鏞按：引申）為掘，為厥，《吳語》：『闕為

深溝。』注：『穿也。』」32 又《說文》云：「缺，器破也。」朱珔（1769-1850）《假

借義證》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曰：『缺，闕也。』《周語》『單若有闕』、

《晉語》『聚必有闕』，注竝云：『闕，缺也。』二字互訓。」33 是闕者缺也，掘地

而穿破之，蓋缺義之引申矣。 

隱公元年傳（頁 18） 惠公之季年 

楊注 季年，猶言晚年、末年。 

鏞按：《說文》云：「 ，少稱也。」34 段注：「叔季皆謂少者，而季又少於叔。」35 

此論年而排序者也。《國語．晉語一》：「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韋昭注：「季，

末也。」36 《晉語四》：「會其季年可也。」韋昭注：「季，末也。」37 

隱公三年經（頁 25） 宋公和卒 

楊注 卒，死也，有廣狹兩義。《禮記．曲禮下》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此為狹義。無論尊卑，人死均可謂卒，如《孟子．離婁下》：「舜卒於鳴條，

文王卒於畢郢」。《春秋》之例，魯君死書「薨」，其他諸侯死書「卒」。一用狹義，

一用廣義，似為內（本國）外（他國）之別。 

鏞按：《說文》云：「 ，隷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38 王筠《說文釋例》：

                                                 
3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601 上。 
3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602 下。 
3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6804 下。 
3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4181 上。 
3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4181 下。 
36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251。 
37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322。 
3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46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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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為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即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39 

是卒本名詞。《爾雅．釋詁》：「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釋曰：「此

皆死之別稱也。《曲禮》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鄭注云：『異死名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

不終其祿。其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又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40《爾

雅》此條，能盡上古言死之異稱矣。卒云死者，蓋用為動詞。楊注言內外之別，或

《春秋》記事之法如此。 

隱公三年經（頁 25） 葬宋穆公。 

楊注 「穆」，《公羊》例作「繆」。凡諡「穆」者，《史記》亦多作「繆」。「穆」、「繆」

字通。 

鏞按：「穆」古音明紐覺部，「繆」古音明紐幽部，二字同為明紐雙聲，於韻則為幽

覺對轉。因為聲近，二字於古書往往通用。 

隱公三年傳（頁 27） 故周、鄭交質。 

楊注 交，互相之義。 

鏞按：《說文》云：「 ，交脛也。」41 徐灝箋：「交之本義為交脛，引申之凡相併

相合相錯相接皆曰交。」42《呂氏春秋．務大》：「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皆得

其所樂。」高誘注：『交，更也。』」43《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

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鄭玄注：『交猶更瘉病也。』」44 此訓交為更也，

言互相交換之意。此段言周與鄭交換人質，故曰交也。 

                                                 
3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469 下 
40  郭璞注，刑昺疏：《爾雅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嘉慶

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本影印，1976 年），頁 29 下。 
4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134 上。 
4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134 下。 
43  許維遹撰：《新編諸子集成．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下冊，卷 26，頁 681。 
4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嘉

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本影印，1976 年），頁 86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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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三年傳（頁 27）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 

楊注 要音腰，約也。《論語》屢言「約之以禮」，此要亦約束之義。 

鏞按：《說文》云：「 ，身中也，象人要自𦥑之形。…… ，古文要。」45 徐灝箋：

「  蓋象脊呂下連腳脛之形，  象脅肋，與申同例。……今又增月作𦝫，而要字遂

為要害、要約所專矣。戴氏侗曰：『要居身之中，軀幹之要會，帶裳所束也，故引之

為要約，要束。又引之，則操其急與要之中道皆曰要；又引之則要其終，要其成之

類皆是。』」46 是要有約束義者，蓋用其引申義也。 

隱公三年傳（頁 28） 行潦之水 

楊注 行潦，行，道路也，行潦之行，與「行露」「行葦」之行同義；潦音老，雨水

謂之潦；行潦乃大雨水之積於道路者。 

鏞按：《說文》云：「 ，雨水也（此依段本）。」段注：「雨水謂雨下之水也。《左傳》

曰：『水潦將降。』《召南》：『于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按傳以流釋行，

服注《左傳》乃云：『道路之水。』趙注《孟子》乃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似

非，潦水流而聚焉，故曰行潦，不必在道旁也。」47 段注可與楊說互參。 

隱公三年傳（頁 28）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楊注 薦，進也；羞，亦進也，皆進獻之義，薦羞亦可連言，《周禮．宰夫》：「掌祭

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又《庖人》：「與其薦羞之物」，皆其例。 

鏞按：楊注未能盡釋本句之意，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曰：「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

侯也。《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詩》云『公侯之事』、『公侯之宮』，此文

合《大雅》而論周鄭之事，故變其辭曰王公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為羞。上言鬼

神，又言王公者，《澗谿》以下皆用儷句，故添此一句以取對耳。」48 此兩句皆取

鎔《詩》意，而楊注略之，故補之如上。 

                                                 
4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268 下。 
4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720 上。 
4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047 下。 
48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 1 冊，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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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三年傳（頁 31） 嬖人之子也。 

楊注 嬖音閉，得寵幸者曰嬖。 

鏞按：《說文》云：「 ，便嬖愛也。」49 段注：「《廣韻》曰：『愛也，卑也，妾也。』

按經傳中不外此三義。」50 杜注：「賤而得幸曰嬖。」51 楊注略其「賤」義，當補。 

隱公三年傳（頁 32） 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楊注 階，階梯之意。此作動詞用，謂留作禍亂之階梯。 

鏞按：《說文》云：「 ，陛也。」徐灝箋：「引申之凡漸進以成其事者皆曰階。如云：

『階之為禍』、『誰生厲階』是也。」52 此言州吁必藉寵愛以為階梯而為禍也。 

隱公三年傳（頁 32） 憾而能眕者 

楊注 眕音軫，《說文》：「目有所恨而止也。」 

鏞按：《說文》云：「 ，目有所恨而止也。」53 桂馥《義證》：「《正義》云：『《釋言》

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

心難自抑。」』」54 王筠《句讀》：「《釋言》：『眕，重也。』案重者，不敢輕舉妄動

也。與止義合。」55 言有怨恨而能自重其身，不敢妄動也。楊說簡略。 

隱公三年傳（頁 32） 少陵長 

楊注 陵，侵也。此以年齡言，完長，州吁少。 

鏞按：《說文》云：「 ，大𨸏也。」段注：「《釋地》、《毛傳》皆曰：『大阜曰陵。』

《釋名》曰：『陵，隆也，體隆高也。』按：引申之為乘也，上也，躐也，侵陵也，

陵夷也，皆夌字之假借也。夊部曰：「夌，越也，一曰：夌徲也。夌徲即夌夷也。」 56

                                                 
4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197 上。 
5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197 下。 
51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3，頁 53 下。 
5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4002 下。 
5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824 上。 
5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824 下。 
55  同上注。 
5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9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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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年少者侵犯欺陵年長者。 

隱公三年傳（頁 32） 淫破義 

楊注 此以義不義言。 

鏞按：《說文》云：「 ，石碎也。」57 石碎則散矣。《廣雅．釋詁》卷一：「破，壞

也。」58 言以淫邪而破壞正義。 

隱公三年傳（頁 32） 去順效逆 

楊注 去，作及物動詞用，舊讀上聲。 

鏞按：《說文》云：「 ，人相違也。」59 段注：「違，離也。人離故从大，大者人

也。」60《儀禮．鄉射禮》：「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胡培翬《正義》引敖氏繼

公云：「去，離也。」61《戰國策．齊策二》：「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

高誘（205-212）注：「去，離。」62《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海上人有說其臭

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高誘注：「去，離也。」63 是去有離義，言離順而效逆

也。 

隱公三年傳（頁 33）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楊注 老，謂告老致仕。 

鏞按：其，代詞，指石碏。石碏子厚與州吁遊，石碏禁之，石碏之子不聽。及桓公

立。石碏乃告老致仕。按《說文》云：「 ，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𠤎，言須髮變

白也。」64 則石碏已七十矣。致仕，《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鄭玄注：

                                                 
5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381 上。 
58  王念孫撰，虞萬里主編，張靖偉、樊波成、馬濤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 冊，頁 98。 

5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242 下。 
6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243 下。 
6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正義》，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嘉

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本影印，1976 年），頁 129 下。 
62  高誘注：《戰國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 年），第 1 冊，頁 79。 
63  許維遹撰：《新編諸子集成．呂氏春秋集釋》，下冊，卷 14，頁 115。 
6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48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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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65《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何休（129-182）注曰：「致仕，還祿位於君。」66 致

事猶致仕也，古有是制，七十而致仕，故曰「乃老」。 

隱公四年經（頁 34） 衛州吁弒其君完。 

楊注 弒音試，以下殺上曰弒。 

鏞按：《說文》云：「 ，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67 段注：「經傳殺、

弒二字，傳寫既多譌亂，音家又或拘泥，中無定見。多有殺讀為弒者。按：述其實

則曰殺君，正其名則曰弒君。《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弒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

之書也，故或言殺，或言弒，不必傳無殺君字也。許釋弒曰『臣殺君』，此可以證矣。

殺在古音十五部，弒在一部，本不相通也。弒，漢石經《公羊》作試，二字同式聲

也。《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𠋫閒司事，

可稍稍試之。』《釋名》曰：『弒，伺也。』說同，皆本文言意也。」68 是弒即殺也，

《春秋》正名，故曰弒君。 

隱公四年傳（頁 36）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楊注 修，治也。治怨猶報復怨仇。 

鏞按：《說文》云：「 ，飾也。」69 段注：「飾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

引申為文飾。女部曰：『妝者，飾也。』用飾引伸之義。此云修飾也者，合本義引申

義而兼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縟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彡者，

洒㕞之也，藻繪之也。修者，治也，引伸為凡治之稱。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

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70 是修之本義為修飾，引申為治，治者懲處也。故楊

氏言治怨，猶報復怨仇。 

                                                 
65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80 年），第 1 冊，卷 1，頁 9。 
66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 冊，卷 15，頁 11。 
6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582 上。 
6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582 下。 
6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929 上。 
7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92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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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四年傳（頁 36） 衛州吁其成乎 

楊注 「成」字下無說。 

鏞按：竹添光鴻《左氏會箋》云：「成，成為君也。」71 

隱公四年傳（頁 36） 猶治絲而棼之也 

楊注 棼，音汾，紛亂之意。 

鏞按：《說文》云：「 ，複屋棟也。」72 是棼無亂意。杜注：「絲見棼縕，益所以亂。」 73

棼縕連言，而《說文》訓縕曰：「 ，紼也。」74 訓紼曰：「 ，亂系也。」75 則棼

之訓亂，當由縕來。言州吁作亂而冀和民，猶治絲而愈見其亂耳。 

隱公四年傳（頁 36） 阻兵而安忍 

楊注 阻，仗恃也。 

鏞按：蓋取杜注：「阻，恃。」76《說文》云：「 ，險也。」77 是阻訓為恃，蓋自

杜始，憑險可恃，故知用其引申義矣。 

隱公四年傳（頁 36）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楊注 戢，音緝，藏兵也，斂也，止也。 

鏞按：元代朱申《春秋左傳句解》曰：「國不可無兵，猶民不可無火。然用兵不斂其

威，必自焚其身也。」78 此句楊注略之，故補之如上。 

隱公四年傳（頁 37） 衛國褊小 

楊注 褊音貶，小也。褊小，蓋當時常用詞。 

                                                 
71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 1 冊，頁 62。 
7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298 上。 
73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3，頁 56 下。 
7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808 上。 
7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809 上。 
76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3，頁 56 下。 
7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937 上。 
78  朱申：《春秋左傳句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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鏞按：《說文》云：「 ，衣小也。」桂馥《義證》：「衣小也者，《廣韻》：『褊，衣急。』

本書：『急，褊也。』《詩．葛屨》：『維是褊心。』傳云：『褊，急也。』《昭元年左

傳》：『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楄矣。」』杜云：『言帶楄盡故裂裳。』馥謂楄

亦急也。《賈誼書》：『反裕為楄。』《論衡．自紀篇》：『形大衣不得楄。』經典通作

楄小。《隱四年左傳》：『衛國褊小。』」79 此言褊之當訓為急，而《左傳．隱公四年》

既有「衛國褊小」之語，則褊由「衣小也」引申而有小義矣。 

隱公四年傳（頁 38） 大義滅親 

楊注 此蓋古語。 

鏞按：大義者，知有君臣之義；滅親者，不計父子之親。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引

錄魏禧論石碏之事，最為鞭辟入裏，可為讀《左》之一助，茲轉錄如下： 

魏禧曰：「石碏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覲，而分誅吁、厚

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略，冠絕千古，曉然易見。獨其所以不動聲色，而除

大奸濟大變，最為深心妙用者，左氏隱而未發也（按楊氏亦隱而未發）。請

得論之：厚與吁遊，而碏禁之，未嘗不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為日已久，

碏何以不嚴禁其子，使至於弒君而後誅哉？蓋所謂禁之不可者，必非一禁而

遂已也。碏能以至忠之道殺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碏能

言於莊公，而不能行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切而不從者，極而不從，是

厚之從逆已堅也。碏復嚴加督責，則不肖之子必漏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碏，

必不問定君於碏。碏縱有朝陳請覲之善策，吁、厚必不信從。始知禁厚不可

之後，碏不得不辦一片殺子之心，而不幾微露於形迹。豈惟殺子之心幾微不

露，其平日動靜語默，必有不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弒，

仍以其父為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不疑也。

吁、厚既如陳，碏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碏言之若甚易者，而陳人果為執

之，碏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弒君之人，為他國所執，有要賂於其人，

而遂定之者；有要賂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碏之告執吁，要賂而助

之，則吁必反，碏必死矣，然後知碏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

                                                 
7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4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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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亂定也。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

思而得其故。若徒以殺子為難，尚非篤論。又曰，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碏一

段忠厚惻怛處，不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為吳起之殺妻，輕之為樂羊之食子

矣。《左傳》中作用深很者頗多，或以濟其私惡，或偏而不正，未有若此舉

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80 

左氏為史書以記事為主，不必發為議論。後世論史者，或可指發其微言大義於尺幅

之間，可以為讀《左》之一助矣。 

隱公五年傳（頁 41）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楊注 講謂講習、簡習。 

鏞按：《說文》云：「 ，和解也。」81 王筠《釋例》：「許君之意，蓋不主朋友講習

為言，故不與論議等字類聚，然兩事皆有和解義。學之不講，則紛紜糾結，講貫則

融釋脫落，相說以解矣。兵連不解，則兩國不和，有講之者，則難排紛解矣。」82 《左

傳》之意，則用其第一義也。 

隱公五年傳（頁 42）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楊注 此釋物字。章，明也。物之本義為雜色牛（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釋物》及

楊樹達先生《積微居小學述林．釋物》），引申之，凡雜色亦可曰物，此物采之物字

即是其義。物采為同義連綿詞，猶上文軌量為同義連綿詞，故亦可倒言為「采物」，

《文六年傳》「分之采物」是也。 

鏞按：《說文》云：「 ，萬物也。」83 徐灝箋：「物為牛之毛色，引申為凡畜牲毛

物之稱，又引之以及於萬物也。毛色之物多，必從牛者，取其為物大也。」84 王國

維（1877-1927）《觀堂集林．釋物》曰：「古者謂雜帛為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

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

                                                 
80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 1 冊，頁 65-66。 
8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015 下。 
8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016 上。 
8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056 上。 
8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05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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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為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

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之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

矣。」 85 按物為雜色物之名，「物采」當指有彩色紋飾之旌旗、車服等，古人以之

區別等級者。 

隱公五年傳（頁 42） 亂政亟行 

楊注 亟，去聲，屢也。 

鏞按：《說文》云：「 ，敏疾也。」86 徐灝箋：「《釋詁》曰：『亟，速也。』引申之

義為數。《釋言》：『婁，亟也。』婁與屢同。……亟从又，所以作事也；从二，數之

意也；句當為茍省聲。」87 

隱公五年傳（頁 43）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楊注 昭，明也。辨，別也。 

鏞按：《說文》云：「 ，日明也。」段注：「引伸為凡明之稱。」88 王筠《句讀》：「說

明亦曰昭也。獨於此許君加日字，足徵吾前說之不誣。」89 王氏亦以為「昭」為「說

明」義者，亦引申也。又按《說文》云：「 （辧），判也。」90 桂馥《義證》：「判

也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云：『辨，半分也。』馥案：《淮南．道應訓》：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91 是辨有分別義也。 

隱公五年傳（頁 44） 公曰：「吾將略地焉。」 

楊注 巡行視察邊境曰略。 

鏞按：《說文》云：「 ，經略土地也。」92 朱駿聲《通訓定聲》：「《書．禹貢》：『嵎

                                                 
85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1 冊，卷 6，頁 287。 
8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36 下。 
8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37 下。 
8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766 下。 
8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768 上。 
9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650 上。 
9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650 下。 
9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3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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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既略。』傳：『用功少曰略。』《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凡經界曰略。』《小

爾雅．廣詁》：『略，界也。』又『取也。』《廣言》：『行也。』又『求也。』《廣雅．

釋詁三》：『略，治也。』《左隱五傳》：『吾將略地焉。』《莊廿一傳》：『與之或公之

略。』《宣十五傳》：『以略狄土。』又《淮南．修務》：『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

注：『達也。』……《廣雅．釋詁一》：『略，法也。』《左定四傳》：『吾子欲復文武

之略。』注：『道也。』《成二傳》：『侵敗王略。』注：『經略法度。』又《方言二》：

『就室曰搜，於道曰略，略，強取也。』《左襄四年傳》：『季孫曰：「略。」』注：『不

以道取曰略。』」93 所引諸條，有關《左傳》者，主要指經界而言，或曰道也，法

也。楊注云云者，蓋有取於杜注，杜注曰：「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

正義曰：「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境，是孫辭也。

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94 是略訓巡行，始自杜預，

而《左傳》用略，多訓為經界，與《說文》合。 

隱公五年傳（頁 45）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楊注 虞，度也，備也。 

鏞按：《說文》云：「 ，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肉。」95 經

典多用其假借義。借為娛、為度、為慮。《易．屯》：「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陳

鼓應注：「謀度，慮度。」96《書．大禹謨》：「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孔安

國（生卒年不詳）傳：「虞，度也。」97《書．太甲上》：「若虞機張，往省悟于道則

釋。」孔安國傳：「虞，度也。」98《書．西伯戡黎》：「不虞天性。」蔡沈（1167-1230）

《書集傳》：「虞，度也。」99《詩．大雅．雲漢》：「昊天上帝，則不我虞。」鄭玄

（127-200）箋：「虞，度也。」100《詩．大雅．閟宮》：「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9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373 下。 
94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3，頁 60 下。 
9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171 下。 
96  陳鼓應、趙建偉注譯：《周易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上冊，頁 52。 
97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79 年），卷 4，頁 3。 
98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卷 8，頁 11。 
99  蔡沈：《書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09），頁 123。 
10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

印書館據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本影印，1976 年），頁 66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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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箋：「虞，度也。」101 是虞訓為度，無異辭也。至《左傳》之言「虞」，有：《桓

公十一年》：「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預注：「虞，度也。」
102《桓公十七年》：「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杜預注：「虞，度也。」
103《成公八年》：「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杜預注：「虞，度也。」104《襄公三

年》：「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105 杜預注：「虞，度也。」《昭公四年》：「君若

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寵以請於諸侯。」杜預注：「虞，度也。」106《昭公六年》：「始

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預注：「虞，度也。」107 以上諸條，俱見杜以為虞當

訓度，訓度者，假借也。虞古音疑紐魚部，度古音定紐鐸部；魚鐸對轉，故可相諧

也。以今語言之，度者，考慮也。 

隱公五年傳（頁 47） 敝邑為道 

楊注 道同導，嚮道也。 

鏞按：《說文》云：「 ，所行道也。从辵，从𩠐，一達謂之道。 ，古文道从𩠐、

寸。」108 桂馥《義證》：「從𩠐寸者，本書導，導引也。从寸道聲。馥謂 即導，寸

部導後人加之。經典導引亦作道。《隱五年左傳》：『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是

也。」 109 是道即導，引導也。用其本義。 

隱公六年傳（頁 50） 長惡不悛 

楊注 悛音銓，悔改也。 

鏞按：《說文》云：「 ，止也。」110 桂馥《義證》：「止也者，《小爾雅．廣詁》：『悛，

止也。』《方言》：『悛，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悛。』《隱六年左傳》：『長惡不悛。』

                                                 
101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777 下。 
102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22 上。 
103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29 上。 
104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6，頁 446 下。 
105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9，頁 501 上。 
106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2，頁 726 下。 
107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3，頁 749 下。 
10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573 上。 
10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574 下。 
11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3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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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云：『悛，止也。』《成十三年傳》：『康猶不悛。』《襄五年傳》：『羿猶不悛。』《襄

七年傳》：『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昭三年傳》：『君日不悛。』杜注竝云：『悛，

改也。』」111 由「止」而「改」，是引申而得也；按「止」古音章紐之部，「改」古

音見紐之部，是同部相諧也。至於楊訓「悛」為「悔改」，則較杜注為勝矣。 

隱公六年傳（頁 50）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楊注 王念孫曰，「易者，延也，謂惡之漫延也。」詳《經義述聞》。 

鏞按：王念孫（1744-1832）《經義述聞．惡之易也》條曰：「《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

人曰：杜讀『易』為『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

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

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

之如疾，余恐易焉』，謂禍之相延亦如疫癘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

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

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

盡，毋使滋蔓之意也。」112 王氏此條，足以詮釋「尹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之義，楊氏當有取之，以發明《傳》意。 

隱公七年傳（頁 55） 及鄭伯盟，歃如忘。 

楊注 歃而忘，謂臨歃而意不在盟。 

鏞按：杜注曰：「忘不在於歃血。」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

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113《說文》云：「 ，

歠也。从欠，臿聲。《春秋傳》曰：『歃而忘。』」114 楊注云《說文》引「如」作「而」，

                                                 
1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382 下。 
112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969-970。 
113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72 下。 
11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7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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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而兩字古多通用。然論其字義，歃如忘者，言心神恍怫，茫茫然如奪魄之謂也。

歃而忘者，言歃血之時，忘其所以也。故洩伯見其然而嘆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

矣。」是《說文》引作「歃而忘」者，不如《左傳》之「歃如忘」也。一為動詞，

一為連詞，用法固有不同也。 

隱公七年傳（頁 55） 鄭伯許之，乃成昏。 

楊注 古者娶妻必於黃昏，故曰昏禮。 

鏞按：《說文》云：「 ，日冥也。」115 段注：「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

因以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116 是昏者，今作婚，古

今之字，分別文也。 

隱公八年傳（頁 60） 君釋三國之圖 

楊注 圖，謀也。釋三國之謀，謂使三國捨棄其互相侵伐報復之謀議。 

鏞按：《說文》云：「 ，畫計難也。从囗从啚。啚，難意也。」117 徐灝箋：「圖即

畫圖之義。《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內宰》：『掌書版圖之法』是

也。啚即都鄙之鄙，版圖，故畫都啚也。从囗啚者，環其都啚而圖之也。引申為凡

圖象之稱，又為凡圖謀之義。」118 是許說非圖之本義。桂馥《義證》論其引申義曰：

「畫計難也者，《釋詁》：『圖，謀也。』《北堂書鈔》引張衡《圖序》：『圖者，心之

謀，畫之謀也。』《哀二十六年左傳》：『間下有師，君請六子畫。』注云：『畫計策。』

《史記》：『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燕世家》：『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

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劃干之也。』鄒陽上吳王書：『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新序．善謀篇》：『留侯善畫計策。』揚雄上書云：『以高祖之威靈，困於平城時，

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典論》：『漢武即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

顧炎武曰：『《史記．田榮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

存齊。』《通鑑》：『魏揚州剌史李崇謂士民曰：「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股。」』注云：

                                                 
11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801 下。 
11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803 上。 
11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418 上。 
11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4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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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圖也。』馥謂：規，畫也。圖從囗，即規畫。《詩．常棣》：『是究是圖。』傳

云：『圖，謀。』《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119 歷引諸條，皆

用圖之引申義，為圖謀之解。是古籍用其引申義，已有年矣。 

隱公八年傳（頁 60） 以鳩其民 

楊注 《定四年傳》云：「若鳩楚境，敢不聽命。」杜注：「鳩，安集也。」此「鳩」

字亦此義。 

鏞按：《說文》云：「 ，鶻鵃也。」120 李富孫（1764-1843）《辨字正俗》：「鳩，鶻

鵃也。勹部曰：『勼，聚也。』按：鳩為鳥名。《釋詁》：『鳩，聚也。』〈堯典〉：「共

工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辵部引作『旁逑』，云：『逑，斂聚也。』

《左氏隱八年傳》：『以鳩其民。』此皆假鳩為勼也。段氏曰：『經傳多假鳩為逑，為

勼。』《左傳》作鳩，《古文尚書》作逑。今字則鳩行而勼廢矣。」121 是鳩為勼之假

字，故有聚義也。 

隱公九年傳（頁 66） 乃可以逞 

楊注 逞，杜注：「解也。」解者，謂憂患可解。說本焦循《左傳補疏》。逞若作快

意解，亦通。 

鏞按：焦循《左傳補疏》曰：「《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122

是焦氏解逞為「快意」，非云「解也」。是楊氏偶疏耳。又按《說文》云：「 ，通也。

从辵，呈聲。楚謂疾行為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123 朱駿聲《通訓定聲》：

「按：《方言三》：『逞，疾也。』楚曰逞，此本訓也。《左傳》：『君何所不逞欲。』

此假借也。〔假借〕為盈，《方言二》：『逞，快也。』（鏞按：《方言》）《三》：『逞，

快也。』《小爾雅．廣言》：『逞，快也。』《左桓六傳》：『今民餒而君逞欲。』《成十

三傳》：『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十六傳》：『晉可以逞。』《襄二十六傳》：『不

如使逞而歸。』《昭四傳》：『求逞于人。』注皆謂快，或曰借為徎，或曰今俗謂疾為

                                                 
11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418 下。 
12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161 上。 
12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162 上。 
122 焦循，沈欽韓：《春秋左傳補疏．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06。 
12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561 上。 



《能仁學報》第十六期 

 

56

快，又暢遂曰通快，即本訓之轉注。」124 是逞有快義，故「乃可以逞。」可釋為「乃

可以快意。」焦循亦取此意耳。 

隱公十一年傳（頁 71）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 

楊注 辱為表敬副詞。在，存問也。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鏞按：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辱在寡人」條下云：「十一年《傳》『君與

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

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

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

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

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

曰：『君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竝同此義。」125 

杜預於此句。未有為「在」子作注，故王引之為補之如上。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山有木，工則度之 

楊注 度音踱（入聲）。《爾雅．釋器》郭璞注引作「剫」，治木謂之剫。又可解為丈

量長短。《漢書．律曆志》所謂：「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鏞按：《說文》云：「 ，法制也。」126 度用為度量之詞，始見於《王制》。桂馥《義

證》引曰：「《王制》：『度量數制。』注云：『度丈尺也。』《明堂位》：『頒度量。』

注云：『度為丈尺高卑廣狹也。』《尚書大傳》：『立權度量。』注云：『度丈尺也。』」 127

又：「 ，判也。」128 桂馥《義證》：「判也者，《廣雅》：『剫，分也。』《爾雅．釋

器》：『木謂之剫。』郭云：『《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通作度。』」129 剫

解作「判也」，故楊注為「治木」，兩者字義相關，可作一解。 

                                                 
12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562 上。 
125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頁 972。 
12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491 下。 
12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492 上。 
12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652 上。 
12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65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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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楊注 度、擇為韻，古音元音相同。 

鏞按：度、擇古音俱為定紐鐸部，聲韻俱同。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周之宗盟 

楊注 宗盟為並列結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宗亦會同之名。《尚書．禹貢》：「江

漢朝宗于海。」朝、宗亦以同義詞並列為一詞。則宗盟者，猶言會盟也。前人皆未

得其義。 

鏞按：楊釋「宗盟」為「會盟」，以為「宗」者「會同」也，則「宗盟」當為偏正結

構而非「並列結構」。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不敢與諸任齒 

楊注 齒，列也。「不敢與齒」，謂不敢與並列。 

鏞按：《說文》云：「 ，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130 徐灝箋：「《文王世子》曰：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按謂年齡者，古音讀年如齡也。齒亦齡者，齒亦謂之

齡也。因之高年謂之齒，齒以長幼列序，故又訓為列。」131 齒訓為列，蓋用其引申

義，此杜注訓「齒」為「列」之所本也。132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君若辱貺寡人 

楊注 貺，加惠也。 

鏞按：《說文》云：「 ，賜也。」133 楊氏釋為「加惠」，則是引申其義矣。 
 

                                                 
13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659 上。 
13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659 下。 
132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79 下。 
13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53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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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子都拔棘以逐之 

楊注 棘即戟。 

鏞按：杜注：「子都，公孫閼。」134 蓋子都即公孫閼，楊注偶疏。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楊注 傅，附著也。傅于許，謂大軍薄許城而攻之。《宣十二年傳》：「傅于蕭。」《襄

六年傳》：「傅于堞。」《襄九年傳》：「聞師將傅。」《襄二十五年傳》：「傅諸其軍。」

諸「傅」字皆同此義。 

鏞按：《說文》云：「 ，相也。」135 朱駿聲《通訓定聲》：「〔假借〕（鏞按：引申）

為附，實為輔，為迫。」136 按《國語．晉語九》：「令軍吏攻城，儆將攻之，未傅而

鼓降。」注：「著也。元誥按：傅與附同；未傅，言師未附近其城也。」137《左隱十

一傳》：「傅于許。」杜注：「傅于許城下。」138《淮南．原道訓》：「夫建鐘鼓，列管

弦，席旃茵，傅旄象。」高誘注：「傅，著也。」139 又《兵略訓》：「莫不設渠塹，

傅堞而守。」高誘注：「傅，守也。」140 是傅有附著義，又有守也、迫也義者，皆

引申而得也。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周麾而呼曰 

楊注 周，遍也。麾謂揮動旗幟以招大軍。 

鏞按：楊解「麾」為「揮動」。《說文》無麾字，見於《後編》：「㫃部旋篆云：『周旋

旌旗之指麾也。』手部扜篆云：『指麾也。』」許瀚（1797-1866）《佚字攷》曰：「《一

切經音義》：『麾今作撝，同呼皮反。』又手指曰麾，謂旌旗指麾眾也，因以名焉。《說

文》無麾字，指麾之說見摩下，則麾即摩也。手指之說見撝下，則撝麾同字也。」141 

                                                 
134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80 上。 
13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041 下。 
13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042 上。 
137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445。 
138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80 上。 
139 高誘注釋：《淮南子注釋》（臺北：華聯出版社，1973 年），卷 1，頁 15。 
140 高誘注釋：《淮南子注釋》，卷 15，頁 253。 
14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462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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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有揮字，解曰：「 ，奮也。」142 王筠《釋例》曰：「揮下云：『奮也。』

《曲禮》：『飲玉爵者弗揮。』《釋文》何云：『振去餘酒曰揮。』《左僖二十三年》：『奉

匜沃盥，既而揮之。』杜注：『揮，湔也。』疏云：『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

案：此二事為揮字正義。許說曰『奮』，則何注『振』字，可以解之。杜云『湔』，

則在既揮之後矣。許書有『指撝』、『指麾』而無『指揮』。」143 是「揮」有「振動」

之義，則楊注以「麾」為「揮動」，當是借麾為揮耳。麾古音曉紐歌部，揮古音曉紐

微部，於聲為同紐，於韻為旁轉，可以相諧。 

隱公十一年傳（頁 74）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楊注 共，王念孫讀去聲。共憶猶言相安，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鏞按：王引之曰：「『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杜注曰：

『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為給、『億』為安。給與安各為一意，

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

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為

己有乎？」144 

隱公十一年傳（頁 74-75）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

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

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

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

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

也。 

鏞按：此段文字深奧，猝難索解，楊注亦破碎支離，茲語譯之以下： 

上天降禍于許國，鬼神確實不滿意許君的作為，因而借助我的手來懲罰

他。但是我這兒連一兩個同姓的臣子都不能和睦相安，難道敢把討伐許國作

                                                 
14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911 下。 
14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912 上。 
144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頁 97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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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功勞嗎？我有個兄弟，不能同心協力共同過日子，而使他四方求

食，像這樣我難道還能長久佔有許國嗎？您應當尊奉許叔來安撫懷柔這裡的

百姓，我準備讓公孫獲來輔佐您。假如我得以善終，上天或者又依禮而後悔

以前加于許國的禍害，不但如此，還讓許公重新治理他的同家。那時候如果

我鄭國對許國有所請求，可能還是會像對待舊親戚一樣，希望你許國能降格

同意。不要讓別國逼近我們，我不能容許別的國家來同我鄭國爭奪這塊土

地。我的子孫為了挽救危亡還來不及，難道還能替許國敬祭祖先嗎？我把讓

您安置在這裡，不僅是為了許國，也是想鞏固我鄭國的邊疆。 

隱公十一年傳（頁 76）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楊注 無刑猶言不法，違背法度。舍同捨。 

鏞按：無刑，言許亂無刑政，故鄭伐之。服，言許服罪矣，故鄭捨之，不取其國。

楊說過簡，故補之如上。 

隱公十一年傳（頁 76）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楊注 相，去聲。此指「我死乃亟去之」而言。無，用法同不。累，去聲，恐也，

憂也。句謂不遺後人以憂懼。 

鏞按：「相時而動」，言相度時機可動而後動焉。「無累後人」，言使公孫獲待我死則

亟去之，是不必牽累後人也。 

隱公十一年傳（頁 78） 鄭、息有違言 

楊注 「違言」二字無注。 

鏞按：杜預注：「以言語相違恨。」145  謂言語之間有違忤之處，故生怨恨。 

隱公十一年傳（頁 78） 不徵辭 

楊注 徵，審也，明也，問也。意謂言語不和，仍當明辨是非。 

                                                 
145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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鏞按：《說文》云：「 ，召也。从微省，壬為徵，行於微而聞達者即徵之。」146 朱

駿聲曰：「徵者𣁋也，當以明信應驗為本義，徵召徵求為轉注。」147 則楊注釋「徵」

者，當為用其本義也。杜注「不徵辭」曰：「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

鬭。」148 言當證明其語言之真假，不宜輕啟戰端。 

（二）桓公元年至十八年經傳訂補 

桓公元年傳（頁 82） 渝盟，無享國！ 

楊注 渝，變也。 

鏞按：《說文》云：「 ，變，汙也。」149 王筠《句讀》曰：「《玉篇》：『渝，變也；

汙也。』《易》：『成有渝。』《詩》：『舍命不渝。』『敬天之渝。』《左傳》：『專之渝。』

凡傳、箋、杜預、王弼注，無不用〈釋言〉『渝，變也』者，許君特申之以汙，為其

從水也。布帛受溼，則色汙矣。《韓詩外傳》：『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後漢書．

班固傳》：『光藻朗而不渝爾。』」150 《左傳》用渝字，次數不少。如《隱公六年》：

「鄭人來渝平。」杜預注：「渝，變也。」《僖公四年》：「專之渝。」杜預注：「渝，

變也。」《僖公二十四年》：「於是乎又渝周召。」陸德明《釋文》：「渝，變也。」《僖

公二十八年》：「有渝此盟。」杜預注：「渝，變也。」《昭公三十二年》：「敬天之渝。」

杜預注：「渝，變也。」又《穀梁傳．隱公元年》：「其盟渝也。」陸德明《釋文》：「渝，

變也。」《穀梁春秋．定公十一年》：「及鄭平。」范甯注：「渝盟。」陸德明《釋文》：

「渝，變也。」又《國語．周語上》：「弗震弗渝。」韋昭注：「渝，變也。」151 又

《墨子．非命上》：「此世未易，民未渝。」孫詒讓（1848-1908）《墨子閒詁》引《爾

雅．釋言》云：「渝，變也。」152 又《戰國策．楚策一》：「華落而愛渝。」鮑彪注：

《爾雅．釋言》云：「渝，變也。」153 又《呂氏春秋．下賢篇》：「桀乎其必不渝移

                                                 
14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302 下。 
14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304 下。 
148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82 上。 
14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182 上。 
15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183 上。 
151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17。 
152 孫詒讓：《新編諸子集成．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卷 9，頁 267。 
153 高誘注：《戰國策》，第 2 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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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誘注：「渝，變也。」154 又《淮南子．原道訓》：「新而不明，久而不渝。」

高誘注：「渝，變也。」155 歷觀先秦典籍，皆以「渝，變也」為訓，而《說文》「污

也」一訓，當如王筠所言，水濕而變污耳。而本句句意言「若變易盟誓，則不能享

有國家」。 

桓公二年傳（頁 85） 民不堪命。 

楊注 不堪，猶今言不能忍受。 

鏞按：《說文》云：「 ，地突也。」156 朱駿聲《通訓定聲》:「〔假借〕為 。《爾

雅．釋詁》：『堪，勝也。』又為任，實為壬，《方言．十二》，『堪，載也。』《詩．

小毖》：『未堪家多難。』傳：『任也。』」157 又桂馥《段注鈔案》曰：「堪，地突也。

《注》云：『《淮南書》曰：「堪輿行雄以起雌。」』許注曰：『堪，天道；輿，地道也。』

見《文選》注〈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按張

說未安，堪言地，高處無不勝任也，所謂雄也；輿言地，下處無不居納也，所謂雌

也，引申之，凡勝任皆曰堪，古假戡 為之。」158 按《廣雅．釋詁三》：「凡言堪受

者，即是容盛之義，昭二十一年《左傳》『鍾窕則不咸，摦則不容。今鍾摦矣，王心

弗堪』是也。『龕』與『堪』聲義亦同。《方言》『龕』字注云：『今云「龕囊」，依此

名也。』《說文》『堪，地突也』；《淮南子．天文訓》『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文

選．甘泉賦》注引許慎注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皆容盛之義也。」159 是

凡言「堪受」者，即是容盛之義也。堪又訓「任也」、「勝也」。《詩．周頌．小毖》：

「未堪家多難。」毛傳：「任也。」160《儀禮．士昏禮記》：「惟恐弗堪。」胡培翬《正

義》引敖氏云：「任也。」161《國語．周語上》：「而何德以堪之。」韋昭注：「任也。」 162

《周語下》：「若不堪重。」韋昭注：「任也。」163《爾雅．釋詁上》：「堪，勝也。」 164

                                                 
154 許維遹撰：《新編諸子集成．呂氏春秋集釋》，下冊，卷 15，頁 153。 
155 高誘注釋：《淮南子注釋》，卷 1，頁 16。 
15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97 下。 
15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98 下。 
15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198 上。 
159 王念孫撰，虞萬里主編，張靖偉、樊波成、馬濤校點：《廣雅疏證》，第 1 冊，頁 422。 
16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746 上。 
16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正義》，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63 下。 
162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10。 
163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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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篇》：「《爾雅》曰：『堪，勝也。』郭璞云：『《書》曰：「西伯堪黎。」』又堪，

任也。」165《廣韻》：「堪，任也，勝也，克也。」166 是言「民不堪命」者，蓋用堪

之引申義也。 

桓公二年傳（頁 85） 司馬則然。 

楊注 司馬則然，我則不然也。且司馬為典軍之官長，督之宣言易於誘人。督以此

表明自己于此事不負責任。「則」字此種用法詳《詞詮》。 

鏞按：楊樹達《詞詮》以為「則」乃承接連詞，而說之曰：「《說文》云：『則，等劃

物也。』則字本為分畫之義，故其為詞亦有畫分之義焉。此類文字，若去其所對待

者而使之獨，則『則』字之作用失。至『則』字之形，或僅有其一而不兼具；然仍

不害其為對待也。」並舉此條為例：「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

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按：『司馬則然』，督以

此明己之不與也。」167 蓋言民不堪命之故，在於司馬使為之，而不在己也。 

桓公二年傳（頁 86）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楊注 德與違為對立之名詞，違，邪也，指不合德義而違禮之事。字亦作「回」。說

詳王引之《述聞》。 

鏞按：王引之《經義述聞》曰：「『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鐘鼓篇》『其德不

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

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違』，杜注：『回，邪也。』昭二十

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

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

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止息』，

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

                                                                                                                                      
164 郭璞注，刑昺疏：《爾雅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259 上。 
165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7 下。 
166 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頁 223。 
167 楊樹達：《詞詮》，頁 277。 



《能仁學報》第十六期 

 

64

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

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

『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

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

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168 王氏糾正杜注「違」

為「違命家臣」之非，而多引典籍，證「違」為「邪」，當為指不合德義之事，則「違」

當訓「不德」，方合傳意。 

桓公二年傳（頁 86） 粢食不鑿 

楊注 鑿，舂也。《說文》云：「糳，䊪米一斛舂為九升曰糳。」糳即此文之鑿。《雲

夢秦簡．倉律》亦云：「䊪米一石為𣫞九斗。」 

鏞按：《說文》云：「 ，穿木也。」169 是鑿有穿木之義，而無舂義也。而朱駿聲《通

訓定聲》：「〔假借〕為糳。」170 又按《說文》云：「 ，䊪米一石舂為九斗曰糳。」 171 

段注：「此䊪米亦兼粟米、稻米言也。《詩．生民》、〈召旻〉音義，《左傳桓二年》音

義，皆引《字林》『糳子沃反。糲米一斛舂為八斗也。』……經傳多假鑿為糳。」172 

是鑿有舂義者，假借也。 

桓公二年傳（頁 89） 登降有數 

楊注 登降猶言增減，說詳王引之《述聞》。 

鏞按：《說文》云：「 ，上車也。从𣥠，豆象登車形。 ，籀文登从𠬞。」173 段注：

「籀文省𢍪之肉，小篆併肉𠬞省之。」174 鄒伯奇（1819-1869）《讀段注札記》曰：

「𣥠部登字注云：『籀文省𢍪之肉，小篆併肉𠬞省之。』是謂登因𢍪而作矣。乃又於

                                                 
168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5-976。 
16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540 上。 
17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541 上。 
17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7328 上。 
17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7328 下。 
17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403 上。 
17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40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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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部注云：『籀登作𤼷。』又或益之肉，則又似謂𢍪因登而作，前後不相照應。按《說

文》𢍪解云：『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不云从登聲。登解云：『上車也。从𣥠，

豆象登車形。 ，籀文登从𠬞。』俱不云从𣥠从𢍪省聲，是兩不相蒙。蓋云𣥠豆象

登車形，則登下之豆，非从俎豆之豆，但字相似耳。又按从𠬞持肉在豆上，則登字

正合制字之意。」175 而徐灝箋：「《繫傳》曰：『豆非俎豆字，象形耳。籀文从兩手

捧登車之物，謂乘石。』灝按：登降不獨上車一事，从𣥠从豆，登意未顯。楚金以

為豆象乘石，而字形無車，亦無以見其為乘石，形義似未安。段以為从𢍪省，是也。

戴氏侗曰：『登，升也。从𣥠𢍪省聲。』正與段說同。」176 是登有升義也。 

又按：《說文》降字下云：「 ，下也。」177 徐灝箋：「降從𨸏者，自高而下之

意耳。」178 降字甲文作 （合集 808 正）、 （合集 16475），羅振玉（1866-1940）

曰：「从阜亦山陵形， 象兩足由上而下。此字之意，亦但示兩足下行，故左右足，

亦或別或否，虢叔鐘亦作 。」李孝定曰：「夅為步若歨之別文，象兩足下降形，字

乃从阜夅會意，夅亦聲。及後夅為二足下行之義湮，許君遂以純形聲解之耳。羅說

是也。」姚孝遂（1926-1996）曰：「卜辭多用為『降下』、『降臨』之義。吉凶禍福，

皆神祖所降，神祖臨視人間亦謂之降。」179 是降有下義也。《金詁》列十三文，作：

（大保簋）、 （毓且丁卣）、 （大豐簋）、 （散氏盤）、 （ 鐘）、 （ 皇父

簋）、 （弔向簋）、 （禹鼎）、 （斁狄鐘）、 （士父鐘）、 、 （虢弔鐘）、 （

盤），並云：「吳大澂曰：『降从阝，从二足迹形。陟、降二字相對。二止前行為陟，

倒行為降。後人但知止為足迹，不知 、 皆足迹也。自 變為 ， 變為 ， 變

為 ，古義亡而 、 、 等字皆失其解矣。』」高鴻縉（1891-1963）曰：「 即陟

降之降之初字，从兩足向下行會意。後以陟从兩足登阜而陟降兩字常相連並用，故

於夅加阜為降而為兩足下阜矣。」180 是許說有據也。王引之《經義述聞》論「登降

有數」，所以正杜說之非。其言曰：「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

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

                                                 
175 同上注。 
17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404 上。 
17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951 下。 
178 同上注。 
179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2 冊，頁 1255-1256。 
180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卷 14，頁 7811-7813。 



《能仁學報》第十六期 

 

66

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𡲛，減也。』『𡲛』與『降』同。襄二十

六年《傳》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

『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

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箸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

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斿有十二斿、九斿、七斿、

五斿，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

得《傳》意。」181 

桓公二年傳（頁 89） 而不敢易紀律。 

楊注 易，違也，反也。《哀元年傳》：「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杜《注》云：「易猶反

也。」《呂覽．禁塞篇》：「不可易。」高《注》云：「易猶違也。」 

鏞按：《說文》云：「 ，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為易，象陰陽

也。』一曰从勿。」182 徐灝箋：「蜥蜴連名，單呼之或為蜥，或謂之蜴。《小雅．正

月篇》：『胡為虺蜴。』本書虫部虺下引《詩》作『胡為虺蜥。』是也。易即蜴之本

字。鐘鼎文作 ，乃古象形文。易四足鋪張，此象其側視形也。《參同契》：『日月

為易，剛柔相當。』許引《祕書》本此。《易．釋文》引虞翻云：『字从日下月，正

从日勿。』蓋因篆體形似，臆為之說。世人喜其新異而傳述之耳。易之本義謂蜥易，

因引申為變易之義，難易之稱；又加虫旁為蜥蜴字。陸佃《埤雅》曰：『蜴善變，《周

易》之名，蓋取乎此。』李時珍《本草綱目》曰：『蜴即守宮之類，俗名十二時蟲。』

《嶺南異物志》言：『其首隨十二時變色。』蓋物之善變者莫若是，故《易》之為書

有取焉。此與彖象皆取諸物也。易善變，因為凡物變易之稱。又引申為難易之易，

段云古無去入之分，是也。」183 徐氏歷引易字之源流，以為除本義為蜥蜴外，引申

而有變易，難易之義，而未有及其違反之義者。易有「違反」義者，可於《左傳》

見之。《桓公二年》：「易則生亂。」《哀公元年》：「吾先大夫常易之。」杜注：「易，

反也。」故書以易為「違反」義者，當屬少見。 

桓公二年傳（頁 89）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181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4-975。 
18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514 上。 
18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515 下。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桓公條目訂補 

 

67 

楊注 此句無注。 

鏞按：《說文》云：「 ，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184 朱駿聲《通

訓定聲》：「〔假借〕為彰。《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

德章明也。』《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明也。』《易．豐》：『來章有慶。』

虞注：『顯也。』《周語》：『其飾彌章。』注：『箸也。』」185 徐灝箋：「《繫傳》曰：

『《詩．頌》十篇為什。』灝按：樂曲十篇為一章。此章之本義，因之為篇章，引申

為條理節目之稱。古者冕服十二章，因之冠有章甫之名。此皆禮樂之事，文明之象

也。故凡盛大昭明之義，皆曰章。」186 是章有彰明義者，乃借章為彰也。此句言：

「寵賂章也」，言所得之恩寵及賄賂非常明顯，此官之所以失德也。今以郜鼎納於太

廟，其寵賂之章著孰甚焉。 

桓公二年傳（頁 95）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楊注 啟，引導也。 

鏞按：《說文》云：「 ，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187 沈濤

《古本考》曰：「凡經傳訓開者，皆為启之假字。惟《論語．述而篇》乃啟迪正字，

故許引以明之。」188 朱駿聲《通訓定聲》：「〔假借〕為启，《小爾雅．廣詁》：『啟，

開也。』《左僖二十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襄二十五傳》：

『若啟之。』注：『開門也。』……又《左僖五傳》：『凡分至啟閉。』《昭十七年傳》：

『青鳥氏，司啟者也。』……又《左襄廿三傳》：『啟牢成御襄罷師。』凡軍在前曰

啟，在後曰殿，在旁曰胠。』」189 朱氏所引諸條，不見啟有「引導」義。則此句當

重新標點：「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為：「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句意言：「陘庭

為翼都之南鄙，開啟曲沃攻伐翼之事端。」「啟」訓為「開啟……事端」，不言引導，

當更合傳意。 

                                                 
18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187 下。 
18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188 下。 
18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188 上。 
18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618 下。 
18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619 上。 
18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6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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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五年經（頁 103） 冬，州公如曹。 

楊注 州，姜姓國，都淳于，今山東省安丘縣東北之淳于城。 

鏞按：沈欽韓（1775-1831）《春秋左氏傳補注》曰：「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

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

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

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

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為此說。其實虞、虢之

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陵夷斥削，或為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

射義》注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

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劉光伯難之，以為爵得稱公，土亦

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土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

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190 沈氏此論，於「州公如曹」之意，發揮詳明，知爵尊

而國小，其來有自矣。 

桓公五年傳（頁 106）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楊注 王雖受肩傷，尚能指揮全軍。王引之《述聞》謂「亦」為「不」字之誤，無

據。 

鏞按：王引之《經義述聞》「王亦能軍」條云：「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

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

而殿，皆羣臣為之，不聞王侯身自為𣪍也。『亦』當為『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

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

同。試連上文又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

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

                                                 
190 沈欽韓注：《春秋左氏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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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又與下文隔閡矣。」191 王氏通讀上下文，而有「亦」當為「不」之誤，其說可參。 

桓公五年傳（頁 107） 始殺而嘗。 

楊注 始殺，謂秋氣至，開始肅殺。於時當孟秋建申之月，今之夏正七月。杜《注》

以為建酉之月，誤，王引之《述聞》已駁之。 

鏞按：王引之《經義述聞》：「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

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

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

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

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

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

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

而秋始，而黍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孰、

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

為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啟蟄而郊』，杜以為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

下文『閉蟄而烝』，為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為孟秋建申之月明甚。

《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

酉者，言其下限』，則曲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兼葭蒼蒼，

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為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

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以古注以為孟秋。」192 按楊注

清簡，不能盡「始殺而嘗」之義，當據王引之之《述聞》補之。則盡王氏補注之義，

可謂善讀矣。 

桓公六年經（頁 108） 六年春正月，寔來。 

楊注 寔來者，寔亦作實，即虛實、確實之實。《覲禮》云：「伯父實來」，《成二年

傳》云：「而鞏伯實來」，《十八年傳》云：「知伯實來，」《昭三年傳》云：「今子皮

實來」，皆此類。《昭三十年傳》云：「我先大夫印段實往」，亦此類。《傳》以「不復

                                                 
191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6。 
192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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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解「寔」，乃解其書法，非解其訓詁。家鉉翁《春秋詳說》云：「『寔來』二字

乃當時之常言，似不必過求。」 

鏞按：以上諸說，當非「寔來」正詁。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曰：「《釋詁》：『寔，

是也。』杜解寔為實，非也。韓奕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

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

為寔。以此推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為實。『寔來』者，言『于是乎來

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命不同。』即方俗聲

同之誤。張洽曰：『《覲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

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193 是「寔來」之

解，為「於是乎來也」。 

桓公六年傳（頁 110） 我則使然 

楊注 此句無說。 

鏞按：今略釋之如下：「吾不得志於漢東也」，言楚國不能擴張領土於漢東諸國，「我

則使然」，言我楚國自失策也。楚之失策，蓋張三軍之威，使三軍之人皆被其堅甲，

與其利兵，以威武而臨漢東之諸侯，諸侯見我楚軍威武之可懼，所以難於離間。楚

之失策，正坐此患。 

桓公六年傳（頁 110） （1）我張吾三軍（2）隨張（3）請羸師以張之 

楊注 （1）張三軍與《尚書．康王之誥》「張皇六師」意同。張皇，擴大也。（2）

張，去聲，自高自大。（3）張亦可讀去聲，張之者，使少師自驕大。 

鏞按：此段三用「張」字，而用法稍稍不同。《說文》云：「 ，施弓弦也。」194 段

注：「張弛，本謂弓施弦，解弦，引申為凡作輟之稱。《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

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195 徐箋：「引申之義，

又為大，為開。《大雅．韓奕》篇：『孔脩且張。』毛傳：「張，大也。」《左氏昭十

四年傳》：『臣欲張公室也。』杜注：『張，彊也。』彊猶大也。《荀子．王霸篇》：「不

                                                 
193 沈欽韓注：《春秋左氏傳補注》，卷 1，頁 12。 
19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507 下。 
19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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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張其義。」楊注：「張，開也。」開亦大也。魯琴張字子開。俗用水漲、腹脹字，

亦張之引申假借。」196 是張為施弓，引申而有大義。則（1）云擴大也。（2）二云

張，去聲，自高自大。（3）云張亦可讀去聲，張之者，使少師自驕大。三義皆張之

大義所引申也。 

桓公六年傳（頁 112） （1）以致其禋祀（2）紀來諮謀齊難也 

楊注 （1）禋祀為同義雙音詞。（2）諮謀同義雙音詞 

鏞按：（1）按《說文》云：「 ，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為禋。」197 其字古音影紐

文部。又：「 ，祭無巳也。」198 其字古音邪紐之部。禋、祀二字義近而聲韻俱有

不同。（2）《說文》云：「 ，慮難曰謀。」199《說文》無諮字，而以為其本字當為

咨，說云：「 ，謀事曰咨。」200 則又合謀咨為一矣。按咨古音精紐脂部，謀古音

明紐之部，二字義近而聲韻不同。 

桓公六年傳（頁 113） 使魯為其班。 

楊注 班，次也。謂使魯定其先後之次序。 

鏞按：《說文》云：「 ，分瑞玉也。从玨从刀。」201 段注：「會意，刀所以分也。」 202 

朱駿聲《通訓定聲》：「（班）又為分。《小爾雅．廣詁》：『班，次也。』《方言三》：『班，

列也。』《廣雅．釋言》：『班，序也。』《儀禮．既夕》：『以其班祔。』《禮記．曲禮》：

『班朝治軍。』《左桓六傳》：『使魯為其班。』」203 是班引申可為序，為次，為列，

為別。故楊氏言「班，定其先後之次序」，是用其引申義也。 

桓公八年傳（頁 121） 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楊注 杜《注》：「釁，瑕隙也。」猶今言空子。讎指隨國。有釁，指少師得其君，

                                                 
19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508 上。 
19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62 下。 
19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67 下。 
19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927 上。 
20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141 上。 
20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88 上。 
202 同上注。 
20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38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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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好機會，不可錯過。 

鏞按：所謂「得其君」者，言少師有寵於隨君也。故楚鬭伯比曰：「可矣。」可以伐

隨國也。 

桓公八年傳（頁 122）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楊注 此季梁語。 

鏞按：此句楊氏未有注，今為補之：「季梁請下之。」下之：季梁請隨侯服罪而求和。

「弗許而後戰」，楚人弗許求和，然後與之開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之，則

楚師怠；弗許，則我師怒；彼怠我怒，而後可以戰也。此季梁精心策劃之交戰方法，

奈何隨侯不納，必從少師之言，終至大崩壞。 

桓公八年傳（頁 122） 眾乃攜矣。 

楊注 攜，離也。 

鏞按：《說文》云：「 ，提也。」204 桂馥《義證》：「提也者，《廣雅》同。本書 讀

若攜手。又𡰖𡰢，㝿不能行，為人所引。《書》：『立政左右攜僕。』〈召誥〉：『保抱

攜持厥婦子。』《詩．板》：『如取如攜。』《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

謂牽引將行。』」205 是攜有牽引義，楊釋為離也，是用牽引義之引申也。 

桓公八年傳（頁 122） 不當王，非敵也。 

楊注 不從季梁之計。 

鏞按：補曰：不當王，言不能直接面對楚王；非敵也，不算是對付敵人。當，應解

為直接面對，方合傳意。 

桓公十年傳（頁 128） 虞公求旃。 

楊注 旃，「之焉」兩字之合音。 

鏞按：《說文》云：「 ，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从㫃丹聲。《周禮》曰：「通帛

                                                 
20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72 上。 
20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7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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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旃。」206 旃用為旗曲柄，然經籍多用之為助語詞。朱駿聲《通訓定聲》：「（旃）

助語之辭。《小爾雅．廣訓》：『旃，焉也。』《廣雅．釋言》：『旃，之也。』《詩．陟

岵》：『上慎旃哉。』《采苓》：『舍旃舍旃。』《左桓十傳》：『虞公求旃。』《襄廿八傳》：

『其將聚而殲旃。』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舉茲以旃』，注：『旃亦之也。』」 207 

諸條皆借旃為之，以同音相借，不作「之焉」解。是「焉」為贅詞，可不必有。 

桓公十一年傳（頁 131）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楊注 虞，望也。說詳王念孫《廣雅釋詁疏證》、王引之《述聞》。 

鏞按：杜注：「虞，度也。」《說文》云：「 ，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

食自死之肉。从虍，吳聲。《詩》曰：『于嗟乎騶虞。』」208 是虞為仁獸，今訓為望，

為度者，章炳麟（1869-1936）《小學答問》曰：「《左氏》稱守山者曰衡鹿，守澤者

曰舟篽，守藪者曰虞侯，守海者曰祈望，凡守者必羅侯望度，故《方言》虞訓望，《釋

言》虞訓度矣。」209 是虞訓望訓度者，蓋由其職能而致，與本義無關。王引之《經

義述聞》曰：「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

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案：

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210 是虞可訓望也。又王念孫《廣

雅疏證．釋詁》曰：「《說文》：『㷭燧，侯表也。邊有警則舉火。』『烽』與『㷭』同。

虞，亦侯望也。桓十一年《左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預注云：『虞，度也。』

案：虞，望也。言日望四邑之至也。『虞』、『候』皆訓為『望』，故古守藪之官謂之

『虞侯』，昭二十年《左傳》『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正義》云『立官使之候望，

故以虞候為名』是也。昭六年《左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虞，度

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案：虞，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211 

按虞古音疑紐魚部，望古音明紐陽部，虞有望義，當有取於魚陽對轉，以聲借故也。 

                                                 
20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909 下。 
20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911 下。 
20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171 下。 
20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173 下。 
210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8。 
211 王念孫撰，虞萬里主編，張靖偉、樊波成、馬濤校點：《廣雅疏證》，第 1 冊，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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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十二年傳（頁 132） 雍氏宗 

楊注 宗，為人所尊仰也。 

鏞按：《說文》云：「 ，尊祖廟也。」212 段注：「宗、尊雙聲。……《大雅．公尸》：

『來燕來宗。』傳曰：『宗，尊也。』凡尊者謂之宗，尊之則曰宗之。」213 依據文

義，楊注所言之「為人所尊仰」者，當指雍姞而言。 

桓公十二年傳（頁 132） 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楊注 此句無說。 

鏞按：楊注此段欠註解，當詳釋之如下： 

「有寵於宋莊公」，言雍姞「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言雍姞誘祭

仲到宋國，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言『不立突（厲公），雍姞則將祭仲處死。』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言雍姞亦挾持厲公而求取賄賂。「祭仲與宋人盟」，言祭仲與

宋人結盟，「以厲公歸而立之」，言祭仲帶同厲公回歸鄭國。並立厲公為鄭君。 

桓公十三年傳（頁 136-137）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

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 

楊注 羅，已見上年《傳注》。鬭伯比之言必詳於此，此不過述者撮其大要而已。辭

焉者，拒其所請也。大夫指鬭伯比。其，傳疑副詞。其非眾之謂為倒裝語，其非謂

眾猶言不在師之多少。 

鏞按：此段言鬭伯比見莫敖趾高氣揚，知其必敗，然兩軍並未交戰，故不敢明告楚

子，而請楚子增兵以援之。楚子謝絕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言：「大夫其非眾之謂」，

言鬭伯之言，不在于益兵，而在於壓抑屈瑕之傲氣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故

莫敖兵敗而自縊於荒谷也。 

                                                 
21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7499 下。 
21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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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十三年傳（頁 137）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 

楊注 夫，他稱代名詞，彼也。指伯比。 

鏞按：楊樹達《詞詮》言：「夫，人稱代名詞，彼也。」然細按所引諸條，皆當讀扶，

為語氣助詞，於文義較通順。214 

桓公十三年傳（頁 137）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楊注 假易，猶寬縱。天不假易，謂天道不相寬縱。說詳王引之《述聞》。 

鏞按：杜注：「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215 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十三年《傳》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

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

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

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眾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

『假，敭也。』『敭』與『易』古字通。」216 

桓公十六年傳（頁 146）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楊注 構，謂進讒言以挑撥離間。《詩．小雅．青蠅》：「讒言罔極，構我二人」，可

以為證。《衛世家》云：「讒惡太子伋」，以讒惡解「構」字，甚確。 

鏞按：《說文》云：「 ，蓋也。」217 段注：「此與冓音同義近。冓，交積材也。凡

覆蓋必交積材。」218 又朱駿聲《通訓定聲》：「《詩．四月》：『我日構禍。』《青蠅》：

『構我二人。』《左桓十六傳》：『構急子。』《齊策》：『秦楚構難。』又《易．繫辭．

傳》：『男女構精。』皆交結會合之意。」219 以構有交積材義，是以引申而有「羅織」

意。故楊注言「謂進讒言以挑撥離間」，亦羅織意，是用其引申義也。 

                                                 
214 楊樹達：《詞詮》，頁 34。 
215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25 上。 
216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8。 
21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955 下。 
21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956 上。 
21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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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十八年傳（頁 154）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楊注 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子如同嫡子。兩政，政謂正卿，朝廷之臣執宰相之

權者二人。耦國，大城市足與國都相抗衡，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鏞按：杜注：「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220 

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

『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

『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

《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哀十五年《傳》：『莊

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

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

韋注竝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

相敵也。曰竝、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竝后』，即

此所謂『竝』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即

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竝

於正卿，亦猶內寵之竝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竝后、匹嫡、兩政、

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

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

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蘖適子而尊小枝，

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

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

與《韓子》同。）杜於『竝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兩

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221 按王氏辨正其詳，足補楊注

之略，故全錄之，以俟君子。 

                                                 
220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30 下。 
221 王引之著，虞萬里主編，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第 3 冊，頁 97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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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文為隱公及桓公經傳楊注作訂補者共 95 則，其中訂正者有下列 5 則： 

1.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周之宗盟 

2. 桓公六年經（頁 108） 六年春正月，寔來。 

3. 桓公八年傳（頁 122） 不當王，非敵也。 

4. 桓公十年傳（頁 128） 虞公求旃。 

5. 桓公十三年傳（頁 137）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 

補苴者則有下列 90 則： 

1. 隱公元年經（頁 7） 鄭伯克段于鄢 

2. 隱公元年傳（頁 9） 不書即位，攝也。 

3. 隱公元年傳（頁 10） 亟請於武公 

4. 隱公元年傳（頁 12） 今京不度，非制也 

5. 隱公元年傳（頁 12） 不如早為之所 

6. 隱公元年傳（頁 12）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7. 隱公元年傳（頁 12） 無庸，將自及。 

8. 隱公元年傳（頁 13） 公聞其期，曰：「可矣。」 

9. 隱公元年傳（頁 14） 遂寘姜氏于城潁 

10. 隱公元年傳（頁 14） 既而悔之。 

11. 隱公元年傳（頁 14）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 

12. 隱公元年傳（頁 14-15） 公賜之食。食舍肉。 

13. 隱公元年傳（頁 15） 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14. 隱公元年傳（頁 15）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15. 隱公元年傳（頁 18） 惠公之季年 

16. 隱公三年經（頁 25） 宋公和卒 

17. 隱公三年經（頁 25） 葬宋穆公。 

18. 隱公三年傳（頁 27） 故周、鄭交質。 

19. 隱公三年傳（頁 27）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 

20. 隱公三年傳（頁 28） 行潦之水 

21. 隱公三年傳（頁 28）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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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隱公三年傳（頁 31） 嬖人之子也。 

23. 隱公三年傳（頁 32） 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24. 隱公三年傳（頁 32） 憾而能眕者 

25. 隱公三年傳（頁 32） 少陵長 

26. 隱公三年傳（頁 32） 淫破義 

27. 隱公三年傳（頁 32） 去順效逆 

28. 隱公三年傳（頁 33）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

老。 

29. 隱公四年經（頁 34） 衞州吁弒其君完。 

30. 隱公四年傳（頁 36）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31. 隱公四年傳（頁 36） 衛州吁其成乎 

32. 隱公四年傳（頁 36） 猶治絲而棼之也 

33. 隱公四年傳（頁 36） 阻兵而安忍 

34. 隱公四年傳（頁 36）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35. 隱公四年傳（頁 37） 衛國褊小 

36. 隱公四年傳（頁 38） 大義滅親 

37. 隱公五年傳（頁 41）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38. 隱公五年傳（頁 42）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39. 隱公五年傳（頁 42） 亂政亟行 

40. 隱公五年傳（頁 43）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也。 

41. 隱公五年傳（頁 44） 公曰：「吾將略地焉。」 

42. 隱公五年傳（頁 45）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43. 隱公五年傳（頁 47） 敝邑為道 

44. 隱公六年傳（頁 50） 長惡不悛 

45. 隱公六年傳（頁 50）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

鄉邇，其猶可撲滅？」 

46. 隱公七年傳（頁 55） 及鄭伯盟，歃如忘。 

47. 隱公七年傳（頁 55） 鄭伯許之，乃成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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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隱公八年傳（頁 60） 君釋三國之圖 

49. 隱公八年傳（頁 60） 以鳩其民 

50. 隱公九年傳（頁 66） 乃可以逞 

51. 隱公十一年傳（頁 71）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 

52.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山有木，工則度之 

53.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54.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不敢與諸任齒 

55.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君若辱貺寡人 

56.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子都拔棘以逐之 

57.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

許。 

58.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周麾而呼曰 

59. 隱公十一年傳（頁 74）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60. 隱公十一年傳（頁 74） 天禍許國，……亦聊以固吾圉也。 

61. 隱公十一年傳（頁 76）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62. 隱公十一年傳（頁 76）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63. 隱公十一年傳（頁 78） 鄭、息有違言 

64. 隱公十一年傳（頁 78） 不徵辭 

65. 桓公元年傳（頁 82） 渝盟，無享國！ 

66. 桓公二年傳（頁 85） 民不堪命。 

67. 桓公二年傳（頁 85） 司馬則然。 

68. 桓公二年傳（頁 86）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69. 桓公二年傳（頁 86） 粢食不鑿 

70. 桓公二年傳（頁 89） 登降有數 

71. 桓公二年傳（頁 89） 而不敢易紀律。 

72. 桓公二年傳（頁 89）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73. 桓公二年傳（頁 95） 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74. 桓公五年經（頁 103） 冬，州公如曹。 

75. 桓公五年傳（頁 106）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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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桓公五年傳（頁 107） 始殺而嘗。 

77. 桓公六年傳（頁 110） 我則使然 

78. 桓公六年傳（頁 110） （1）我張吾三軍 （2）隨張 （3）請羸師

以張之 

79. 桓公六年傳（頁 112） （1）以致其禋祀 （2）紀來諮謀齊難也 

80. 桓公六年傳（頁 113） 使魯為其班 

81. 桓公八年傳（頁 121） 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82. 桓公八年傳（頁 122）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

寇也。」 

83. 桓公八年傳（頁 122） 眾乃攜矣。 

84. 桓公十一年傳（頁 131）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85. 桓公十一年傳（頁 132） 雍氏宗 

86. 桓公十二年傳（頁 132）有寵於宋莊公，……以厲公歸而立之。 

87. 桓公十三年傳（頁 136-137）十三年春，……鄧曼曰：「大夫其非眾

之謂。」 

88. 桓公十三年傳（頁 137）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89. 桓公十六年傳（頁 146）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90. 桓公十八年傳（頁 154）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 

於訂補過程中，利用小篆、籀文及甲金文古文字字形以加深讀者之理解者，有

下列 2 則： 

1. 隱公元年經（頁 7）  鄭伯克段于鄢。 

2. 桓公二年傳（頁 89） 登降有數 

研析通假關係者，則有下列 12 則： 

1. 隱公元年傳（頁 12）  不如早為之所 

2. 隱公三年經（頁 25）  葬宋穆公。 

3. 隱公三年傳（頁 32）  少陵長 

4. 隱公五年傳（頁 45）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5. 隱公八年傳（頁 60）  以鳩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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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隱公十一年傳（頁 72） 山有木，工則度之 

7. 隱公十一年傳（頁 73） 周麾而呼曰 

8. 桓公二年傳（頁 86） 粢食不鑿 

9. 桓公二年傳（頁 89）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10. 桓公二年傳（頁 95）  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11. 桓公十年傳（頁 128）  虞公求旃。 

12. 桓公十一年傳（頁 131）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要之，本文於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至桓公十八年經傳之注釋，反覆

紬繹，其有誤者訂正之，不足者補苴之，於古字形及通假，尤多究心。是本文於《春

秋》、《左傳》之研究，當或有所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