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注》地名訂補四則§
徐靖君、黃芷威*

摘要
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
，為迄今最佳之《左傳》注本。楊書廣參羣籍，注釋
詳贍，於《春秋》
、
《左傳》地名，亦詳稽博考，其地理類之引用書目，即有 23 種之
多。惟智者千慮，難免一失。本文謹就鄢、申、制、崤諸地之注釋，加以商榷，於
楊書之訂補，冀有少助焉。
關鍵詞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

地名

（一）「鄢」地理考
《春秋經》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于鄢。」1 有關「鄢」之地理位置，說法有三：
一、楊伯峻（1909-1992）《春秋左傳注》（下簡稱楊注）云：「鄢，本是妘姓之
國，為鄭武公所滅，地在今河南省鄢陵縣北而稍西。」2 楊氏之說，蓋本杜預（222-285）
注，杜注云：
「鄢，今潁川鄢陵縣。」3 杜注此說，從者甚眾。呂祖謙（1137-1181）
《東萊博議》4、顧祖禹（1631-1692）
《讀史方輿紀要》5、高士奇（1644-1703）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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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地名考略》6、顧棟高（1679-1759）
《春秋大事表》7、江永（1681-1762）
《春秋地
理考實》8、日本學者安井衡（1799-1876）《左傳輯釋》9 及竹添光鴻（1842-1917）
《左傳會箋》10、李宗侗（1895-1974）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11、朱東潤（1896-1988）
《左傳選注》12、劉君任（1900-1961）
《中國地名大辭典》13、崔乃夫《中華人民共
和國地名大詞典》14、魏嵩山《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15、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16、
臧勵龢《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17、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18 等，
均從其說。惟杜、楊之說，似有可商之處。
根據楊注：
「京，故城在今滎陽縣城東南二十餘里」19；而鄢則在今河南鄢陵縣
北而稍西。20 就此位置而言，京、新鄭、鄢（鄢陵）近乎處於一直線上。試想叔段
從京出發攻打新鄭，而途中京叛叔段，叔段無法返京，若前往楊注所述鄢（鄢陵）
地，叔段需穿過新鄭，或繞城而過。莊公既然伐段，必不會讓其穿過新鄭或繞城而
過，叔段前往鄢（鄢陵）地途中，可能已被莊公正法。
且就叔段控制範圍而言，若其已發展至鄢（鄢陵）
，鄭國當時已判然二分，叔段
佔地甚至多於莊公，莊公已成甕中之鱉，叔段四方包圍，可兵不血刃而取得新鄭，
更不會被莊公反戈一擊而變喪家之犬。若鄢（鄢陵）當時仍非叔段之控制範圍，則
不會收容一叛君之人，與莊公對立。
此外，若叔段在鄢（鄢陵）
，莊公加以討伐，鄢地（鄢陵）失守，叔段要逃往共
國，若從正面突圍，無異送羊入虎口，若逃往其他方向，則加長前往共地之距離。
根據楊注所述地理位置，有諸多費解之處，叔段既在失敗後選擇錯誤之逃跑路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
，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6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
，頁 554。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9 冊，頁 426。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1 冊，頁 250。
安井衡：《左傳輯釋》（香港：廣文書局，1967 年），頁 3。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 年 12 月），頁 13。
李宗侗：《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
朱東潤：《左傳選註》（香港：中流出版社，1973 年 5 月），頁 7。
劉鈞仁：《中國地名大辭典》（東京：凌雲書房，1980 年 10 月），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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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應不會長期謀劃篡位，那無異於自尋死路。故楊注之說，難以令人信服。

21

叔段攻打新鄭（鄭國都）及其逃亡之路線圖

二、洪亮吉（1746-1809）
《春秋左傳詁》云：
《漢書．地理志》陳留郡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按趙
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鄭地，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年乃屬周，左
氏云：『王取鄔、劉、蒍、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今考杜注
潁川鄢陵既非；趙匡以為當作鄔，一無確據，又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
說最足依據。傿縣，前漢屬陳留，後漢屬梁國，作 。陳留郡在春秋時大半
屬鄭。且《傳》上云「至於廩延」
，杜注：
「廩延，鄭邑，陳留酸棗縣北有延
津。」廩延至 既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便，明克段之地為陳留 縣無疑。 22
洪氏提及諸多地方，以求達至互相佐證。但詳細推敲，似有不妥。
洪氏謂「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
，但未就此加以論證，現就西漢時陳留郡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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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附圖。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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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七縣之歸屬加以論證如下：
根據《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在西漢時期管轄下列十七縣：「陳留、小黃、成
安、寧陵、雍丘、酸棗、襄邑、東昏、外黃、封丘、長羅、傿、長垣、平丘、濟陽、
尉氏、浚儀」23。十七縣中，屬鄭者三縣，其一為「陳留」
，春秋時稱「留」
，
《公羊
傳．桓公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
遷鄭焉，而野留。」24《漢書．地理志》陳留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
所並，故曰陳留。』臣瓉曰：
『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
」25
陳留似位於今河南開封市東南。其二為「酸棗」，《左傳．襄公三十年》：「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
用兩珪質于河。」26 杜預注：
「酸棗，陳留縣。」27 楊注：
「酸棗，今河南延津縣西
南。」 28 其三為「尉氏」
，
《太平御覽》陳留郡尉氏注：
「應劭曰：
『古獄官曰尉氏，
鄭之別獄也。』臣瓚曰：
『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29 共可考證得屬鄭者
三縣。
屬宋者四縣，其一為「襄邑」
，
《左傳．文公十一年》經：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
于承匡。」30 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31 楊注：「『承匡』阮刻本
作『承筐』
，
『筐』乃「匡」之或體，見《說文》
，今依唐石經、金澤文庫本、宋本。
襄三十年傳亦作『承匡』。承匡，宋地，當在今河南省睢縣西三十里。」32 其二為
「外黃」
，春秋時稱黃，
《左傳．隱公元年》
：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33 杜注：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34 其三為「封丘」
，春秋時稱長丘，
《左傳．
文公十一年》
：
「以敗狄于長丘。」35 杜注：
「長丘，宋地。」36 楊注：
「張華《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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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侗：《春秋公羊傳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年 7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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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2 月），頁 791。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4014。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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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云：
『陳留封丘有狄溝，春秋之長丘也。』則今河南省封丘縣南舊有白溝，今已
湮，當為長丘故址，于春秋為宋邑。」37 其四為「雍丘」
，
《左傳．哀公九年》
：
「鄭
公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38 楊注：「雍丘
本杞所封，《史記．杞世家．索隱》云，『春秋時，杞已遷東國，僖十四年傳云杞遷
緣陵』，故雍丘為宋所得。」39 共可考證得屬宋者四縣。
屬衛者二縣，其一為「長垣」，春秋時稱匡，《史記．孔子世家》：「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
『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40 可見離開衛前往陳時需要過匡之地，其為衛
邑的可能性較大。其二為「平丘」，《左傳．昭公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騰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41
楊注：
「據太平寰宇記，平丘在今河南封丘縣東西四十里，即長垣縣南五十里。」42
共可考證得屬衛者二縣。
其餘小黃、成安、寧陵、東昏、長羅、濟陽、浚儀、傿各縣，據現有資料，還
未能確定其屬春秋哪一國。而九個已有定論的縣，僅三個為鄭所有。故洪亮吉「陳
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之說，似經不起推敲，僅為個人猜想。
洪亮吉所提「鄭伯克段于傿」之「傿」，《春秋》三傳中似未一見。學者僅認為
可以寫作「鄢」或「

」
。
《國語．周語》云：
「昔

妘姓之國，去仲任氏之女為
下載：「在柘城縣北，亦作

之亡也由仲任。」43 韋注：
「

，

44

夫人。」 《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五十四「傿縣故城」
，通作鄢。」45 由此可見，洪亮吉僅複述杜注而已。

至於「傿」是否與「鄢」同為一地，暫僅見《大清一統志》有載，但眾多學者對此
抱持否定態度。是洪亮吉之論，似僅為其個人觀點，難以令人信服。
三、陸淳（?-806）《春秋集傳辨疑》卷一引趙匡（生卒年不詳，主要事跡在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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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342。
薛安勤：《國語譯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 4 月），頁 53。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461。
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7 冊，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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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 [766-779] 年間）云：
趙子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年乃屬周。左氏
曰：
『王取鄔、劉、蒍、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杜注云：
『今潁
川鄢陵』
，誤甚矣。按：從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眾，故曰克；
若遠走至鄢陵，已出境，即無復兵眾，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
共，即自鄔過河向共城為便路，若已南行至鄢陵，即不當奔共也。』
」46
此說似瑕疵最少，現加以說明。
楊注云：「京，故城滎陽縣東南二十餘里。」47 又云「共」：「本為國，後為衛
別邑，即今河南省輝縣。」48 又云：
「劉邑在今河南省偃師縣南，鄔又劉之西南。」49
根據地圖可見，三地距離較近，由京至「鄔」
，距離也不遠，而鄔之西北則是武王伐
紂的孟津，河（即黃河）之對岸不遠即為共城所在。此行程似較合理，此說也可反
映出杜注確實不太合理。
但正如此前所述，趙匡的說法也未必正確，首先，趙匡在其論述中，表示叔段
「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
，此說法確存在重大錯誤。在現有史論及地圖考證中，均
可見「鄢」或「鄢陵」屬鄭地，而且《左傳》傳文曰：
「段入于鄢。」50 又云：
「大
叔出奔共。」51 可知二地明顯不同，若「鄢」已離鄭境，大可一句概括。而「入」
與「出奔」，本就是兩種意思，也說明兩地性質不一，證明往「鄢」應非出境。「出
境」之說，並未得其他學者認同，反遭洪亮吉與劉文淇（1789-1854）兩位長期研究
《左傳》之學者嚴詞批評。且根據韓益民先生所撰〈鄭伯克段于鄢地理考〉一文，
從地理環境分析：
「鄔與京距離雖不算遠，但中間橫隔著整個高軍綿遠的嵩山，交通
不便，而通過北邊要塞虎牢尤為困難。從隱公十一年《傳》王奪鄔邑，可見鄔與鄭
聯繫不密切。」52 此亦說明趙匡之說法未必正確。
「鄔」與「鄢」均為邑部字，鄢小篆作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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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

，鄔小篆作

54

，兩字小篆字形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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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克段于鄢地理考〉
，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4 期，頁 10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 年 9 月），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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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似。
《左傳》經過二千多年輾轉傳鈔，出現兩字的訛誤亦有可能。且《國語》宋
明道本，兩次把所滅的妘姓「鄢」寫成「鄔」
。可見典籍傳承至今，確有因抄錄而造
成錯誤的可能。
《中州雜蛆》卷二「烏焉互舛」條云：
「《石經．春秋》
：
『鄭伯克段於鄢』
，趙匡
云：『鄢當作鄔。』《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55「鄔」之
所以誤為「鄢」
，可能因二字的聲符「烏」與「焉」形近之故。
從以上分析可見，根據地圖推演，楊注似不合常理，故可信度成疑。洪亮吉說
亦經不起推敲，當中有個人主觀成分，難具說服力。三家之中，趙匡之解釋較為妥
當，雖有小誤，但可信度於三說中當為最高。
故有關「鄢」之注釋應修改為：
「鄢，當作鄔，地在今河南省偃師縣南而稍西。
因與『鄢』形近而可能訛誤作『鄢』。」
（二）「申」地理考
《左傳．隱公元年》載：「鄭武公娶于申。」56 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釋
「申」云：
「申，國名，伯夷之後，姜姓。後為楚所滅。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陽市。」
57

其說蓋出杜《注》，杜《注》曰：「申國，今南陽宛縣。」58 又《漢書．地理志》

云：
「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59 杜預所言「宛縣」
，乃根據晉代地名。據《辭
海》：「宛縣，古縣名。戰國楚邑，秦昭襄王置縣。治今河南南陽市，北周改名上宛
縣。」 60 至於《一統志》61 及《左傳詳解字典》62 等書，則皆沿用杜注，即「申」
為今河南南陽宛縣之說。但此說似有不足之處，且不合當時史實，現試論之如下：
孔穎達（574-648）
《疏》云：
「《外傳》說伯夷之後曰：
『申、呂雖衰，齊、許猶
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同出伯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太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89。
元好問：《中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5 冊，頁 17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頁 10。
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 11 月），頁 104。
班固：《前漢書》，《四部備要．史部》第 4 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9。
夏征農：《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1228。
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頁 104。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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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言由太姜而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絶，至宣王時，申
伯以王舅改封于謝。」63 即周初封申地，宣王時又改封謝邑。伯夷，《史記．伯夷
列傳》云：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曰：
『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64 謂武王伐紂，
伯夷曾叩馬而諫，即伯夷為商末人。又《國語．鄭語》
：
「姜，伯夷之後也。」65 是
姜姓之人，為伯夷之後。
《詩經》亦有相關記載，
《詩經．大雅．崧高》
：
「亹亹申伯、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66
鄭箋云：
「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
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
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
乃親命之，使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67 《詩經》與鄭箋皆說
明申伯有功於周室，故周天子封申伯於謝邑，讓其輔助周室管治天下。
申伯後封「謝」地，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
「謝，古邑名，在今河南沘
源縣南。周申伯自申遷於此。」68 又《辭海》
「謝」下云：
「古邑名，在今河南唐河
西北。周申伯遷於此。」69 又《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曰：「謝，姜姓，
伯益之後，原申國，周宣王改封申伯於謝，在今河南泌陽，滅於楚」70 又《中國歷
史地名大辭典》云：「謝，城名，周申伯自申遷於此。」71 又《中國古今地名大詞
典》曰：
「謝，古國名，西周封國，在今河南省南陽市東南，春秋為邑。古邑名，西
周時申國都邑，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北。」72 可證「申」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遷國之事。
以上書籍，或謂「謝」地在「泌陽縣」
、或謂在「沘源縣」
、或謂在「唐河縣」。
經筆者考證，此三縣實同屬一地，即今唐河縣境。從古至今，土地規劃變動甚多，
異名、廢縣之情形頗為常見。為免篇幅過多，筆者在此只作簡述。今唐河縣於初唐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1 冊，頁 251。
司馬遷：《史記》，頁 2123。
薛安勤：《國語譯注》（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59 年），頁 662。
毛亨編、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67 年），頁 127-128。
毛亨編、鄭玄箋：《毛詩鄭箋》，頁 127-128。
臧勵龢：《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頁 1300。
夏征農：《辭海》
，頁 491。
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
，頁 87。
劉鈞仁：《中國地名大辭典》，頁 1809。
戴均良：《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7 月），頁 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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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稱唐州，唐朝年間又在今唐河縣境設「泌陽縣」
，明清時期又廢唐州為縣，易名唐
縣；至民國政府為免混淆河北省之唐縣，故易名為「沘源縣」
，後遭民間強烈反對，
又易名為「唐河縣」
，沿用至今。故「謝」即今唐河縣境內。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於「鄭武公娶于申」下曰：
「申，國名，伯夷之後，姜姓。
後為楚所滅。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陽市。」73 楊注並無提及「申」封國於周初，中途
曾亡國，至周宣王時，被改封於「謝」之事。周建國於公元前 841 年，至宣王時，
改封「申」於「謝」
，已是公元前 827 年；至鄭武公即位時，已為公元前 770 年。可
見自改封至「謝」
，鄭武公已 50 餘年。又《史記．鄭世家》云：
「武公十年，娶申侯
女為夫人，曰武姜。」74 可知鄭武公娶武姜，已為公元前 760 年，當時已是周平王
時代。
綜上所言，鄭武公娶武姜，與申國改封於「謝」地之時間，相差 67 年。故鄭武
公娶武姜一事，並非發生在「申」地，而是「謝」地，然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於
此未有說明。
通過上述考證，就「申」之注釋應改為：
「申，國名，伯夷之後，姜姓。始封於
周初，後被楚滅，其後中絕，宣王即位（公元前 827）
，申伯為王舅，改封於謝。鄭
武公娶武姜時，
『申』已遷『謝』
。
「謝」在今河南唐河縣南。」如此注釋，始可如實
反映「申」之變化及其後申國之所在地，有助讀者認識當時之實際情況。
（三）「制」地理考
《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75 楊注：
「制，地名，
即今河南省滎陽縣汜水公社，亦名虎牢關。」76 杜預於「制」無注，僅曰：
「虢國，
今熒陽縣。」77
自班固（32-92）以來，學者多願意將制與虎牢歸為一地，
《詩地理考》載：
「今
滎陽縣、成皋縣，故虎牢，或曰制。」78《春秋左傳注》楊注：
「虎牢即北制。」79《括
73
74
75
76
77
78
7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
司馬遷：《史記》，頁 1759。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372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9-10。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頁 43。
王應麟：《詩地理考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年 7 月），頁 27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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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誌》云：
「汜水縣，古東虢國，亦鄭之制邑，漢指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80 王
守謙《左傳全譯》81、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82、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
83

等書，與班固解釋類似，多屬於承襲其說。
「北制」
，《左傳》僅見於隱公五年：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84

杜預以「制人」為依據，注「北制」
：
「鄭邑，今河南城皋縣也。一名虎牢。」85 顧

棟高《春秋大事表》86、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87、江永《春秋地理考實》88、沈
佳茹《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89 等書，一致延續杜預之看法，認為「北制」即「制」。
《括地志》云：
「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周時名北制，
在敖山之陽。」90 又云：「鄭州汜水縣，古東虢國，亦鄭之製邑，漢之成皋，即周
穆王虎牢城。」91 宋代程公說雖也認為「制」與「北制」為二地，但其位置考證與
《括地誌》不同，制屬滎陽縣，北制乃汜水縣，制田乃尉氏縣制澤陂。日本學者竹
添光鴻《左傳會箋》引用梁履绳《左傳補釋》云：
「東虢在今開封汜水縣西北。即制
邑。即虎牢。」92 與程公說所隸定位置正好相反。竹添光鴻之理解似更合理，
「制，
嚴邑。」而程公說所述位置滎陽，不少學者認為此處平原地形，僅有敖山，其天然
環境未見兇險，處境似因為無險可守而身處兇險之地。
此外亦存在訛誤之說，阮元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云：
「毛本『北』誤『此』，
《考文》云：
『此作北』
，足利本同。案：
『北』
，字亦誤。」93 雖看似為「北制」與
「制」同為一地解釋，實則使問題更複雜。二字除楷書字形相近外，其他文字字形
相差甚遠，傳抄之訛誤機會甚微。且僅此一次，難於決定其可信否。但阮元《校勘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李泰：《括地誌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2 月），頁 52。
王守謙：《左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3。
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頁 28。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78。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3747。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頁 43。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9 冊，頁 12。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6 冊，頁 554。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6 冊，頁 251。
臧勵龢：《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頁 431。
李泰：《括地誌輯校》，頁 177。
李泰：《括地誌輯校》，頁 179。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20。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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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没有明言，使判斷其真偽更顯困難。
然《左傳》中三見「制」，十見「虎牢」，其二者出現頻率並不高，用兩種稱呼
意義何在成疑，以《左傳．襄公十年》為例，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
制，士魴、魏絳戍之。」可見上下文不足三十字，出現兩種稱呼，
《左傳》中未發現
如此行文。且短短數十字更換稱呼，只會使文章生澀難懂，未見有其他益處。可見
班固的認識與《左傳》所記載存矛盾，但若以《左傳．襄公十年》為例，望求證明
「虎丘」與「制」同為一地的學說，其觀點未免過於牽強，似難自圓其說，採用似
不穩妥。
嚴啟隆著《春秋傳注》載：「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94 據
《水經注》
：
「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95 上《水
經注》中「城西北」之城應指虎牢，其周圍還存其他小城，雖未能考證其具體名稱，
但可知「虎牢」於汜水附近，絕非孤城。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將「制」
、
「虎牢」
、
「北制」當作同一地方，但所隸定舊
址則有三個：「制」：「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96、「虎牢」：「汜水縣南二里」97、「北
制」
：
「開封府鄭州之北」98。前兩者雖方向存在偏差，但至少尚算較近，但「北制」
之地則明顯與前者產生距離和方向上的雙重問題。
至此暫可知雖「制」與「北制」之爭實難定論，但可知「虎牢」與「制」同為
一地之說似不成立。
然「制」未見有壓倒性證據說明其與「北制」和「虎牢」關係，暫先行說明「虎
牢關」之位置，以求協助解釋「制」。據《宋書．索虜傳》載：
交州刺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復向虎牢，於城東南五里結營，分步騎
自成皋開向虎牢外郭西門。99
此表明宋軍過成皋以攻虎牢，亦說明成皋位於虎牢之西。據《晉書．祖逖傳》
：
而圖進取不輟，營繕虎牢城，城北臨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
94 嚴啟隆：《春秋傳注》，（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109。
95 楊家洛：《水經注》，（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270。
96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9 冊，頁 426。
97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9 冊，頁 426。
98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9 冊，頁 426。
99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255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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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堅壘……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率汝南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率眾築
壘。100
其再次說明虎牢城「西接成皋，四望甚遠」
，說明虎牢似位於成皋故城之東。而此也
可認定《詩地理考》成皋、虎丘及制為一地101 之說的錯誤。
酈道元（?-527）曾於大伾山考察。
《水經註疏》載：
河水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
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不平。
《春秋傳》曰：
「制，岩邑也，虢
叔死焉。」即東虢也。魯襄公二年七月，晉成公與諸侯會於戚，遂城虎牢以
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
《穆天子傳》曰：
「天子射鳥獵獸於鄭國，命虞人
掠林，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
之為柙，畜之東虢，是曰虎牢矣。」然則虎牢之名，自此始也。102
酈道元似將成皋故城與虎牢城混為一談，此錯誤對後世之影響體現在《清一統志》
將虎牢與成皋合為一城討論。但酈道元在此後的記載，則顯示出「虎牢關」之位置，
其言曰：
城西北隅有小城，周三里，北面列觀，臨河，岧岧孤上。景明中，言之
壽春，路值茲邑。升眺清遠，勢盡川陸，覊途游至，有傷深情。河水對玉門，
昔漢祖與滕公潛出，側岸有土穴，魏攻北司州刺史毛德祖於虎牢，戰經二百
日，不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不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
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103
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證明在虎牢城西北二里，仍有一個周三里的城，曾是宋司州刺史
毛德祖的治所，於此激戰二百日之說，則確實可顯示此為重要的關口之處，二百日
激戰也反映出此地之難攻克。
透過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可獲悉：第一，虎牢城位於成皋故城西北二里。
第二，
《水經註》卷五所記虎牢城北有一門名玉門，對臨黃河。第三，虎牢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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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4 月），頁 1697。
王應麟：《詩地理考校注》，頁 179。
酈道元：《水經註疏》（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394-398。
酈道元：《水經註疏》，頁 4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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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重要。是魏，宋當時的爭奪焦點。
將成皋與虎牢城混為一談，應始於東漢時期，興於南北朝時期。這兩個時期由
於戰亂不斷，個管轄區劃變革頻繁複雜，虎牢城所屬鄭州地區，先後為後趙、冉魏、
前燕、前秦、後秦、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統治。
就虎牢關被黃河沖毀一事上，史念海先生此前曾於《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
一書才加以論證。史先生曰：
西北另有一個周圍里的小城，『北面列觀，臨河，苕苕孤上。』顯出瀕
河處𨺗岩絕壁的奇態。這個故城自漢代設縣以後，到隋才移動縣治於汜水河
谷中。後來明清之際又一度改為縣城。不過時間很短，前後只有數年，這次
改為縣城是依成皋舊址築成的。不過前後只有數年，而又在亂離之中，當不
會有什麼新猷。現在高峻的山岡上尚有叫做西關的地名。這應該是由漢到隋
古城的舊規模。習慣已近於山岡的邊緣，則所謂西北的小城實無由附麗，何
況這個小城周圍。岡之下，現在黃河距離山麓依然有深數十米的陡岸，是黃
河離開山麓，為時還不很久。這所謂周圍三里的小城自然是由於黃河側蝕而
崩塌與河底。104
就鄭州市地圖可見，黃河在西至河洛，至桃花嶺的大伾山一帶形成巨大的 S 形，並
呈東南走勢。當中滎陽寥峪以東至孤柏嘴以西也成 S 形，中間位置受側蝕影響較大。
而至今每年黃河主泓南擺的現象依然存在，對部分南岸有巨大影響。而黃河在大伾
山一帶成西南向東北的流式，將處於南部的大伾山側蝕是必然的。而虎牢關舊城正
應處於這一受側蝕的位置內。
而據《汜水縣志》載：
今治城創自隋開帝二年，始命為汜水縣，定其址於錦陽川東畔，後為唐
人變置，至宋又復其地，仍其名，金、元因之。武宗至大元年，大水漂沒，
城郭宮室一空，乃遷置錦陽川之東十里古制邑之墟。105
可見汜水始創自隋開帝二年，定于錦陽川東畔。後元朝武宗至大元年亦大水沖毀，
再動遷至古制邑之墟，即今汜水鎮一帶。
104 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 年 8 月），頁 83。
105 禹殿鰲、許勉燉：《汜水縣志》（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年代不詳），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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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清晰可見，鄭莊公時期「虎牢關」並非處於「制」所在之滎陽汜水公社
附近，楊注同一地之說並不成立，可見此註解為錯。
故認為上述「制」注應修改為：
「制，地名，古應處滎陽大伾山南岸一帶。今河
南省滎陽縣汜水公社之說法似不可信，鄭州之北者暫仍存疑。當地元朝武宗至大元
年被稱為虎牢關。」
（四）「殽」地理考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辰，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北門之管，若潛師以來，國可得也。」穆公訪諸蹇叔。蹇叔
曰：「勞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勞力竭，遠主備之，無乃不可乎？師之所
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行千里，其誰不知？」公辭焉。召
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見師之
出而不見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陵焉。其南陵，夏后
臯之墓也；其北陵，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
東。106
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云：
「『殽』亦或作『崤』
，崤山在今河南省洛寧縣西北六
十里，西接陝縣界，東接澠池縣界。」107 又引《尚書．秦誓．序．疏》云：「崤山
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
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108 此一注釋說明殽
山所在之地，乃今河南省洛寧縣西北，同時指出殽山之險要。此地是秦國東行的必
經之路，為春秋時期晉國的軍事重地。
《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引杜注云：
「殽在宏農澠池縣西。」109 又引《一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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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殽山在河南陝縣東南七十里，洛寧縣北六十里，綿亘於河南省洛寧縣北，澠池
縣西南，陝縣東南境。」110 又《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
：
「崤，山名，在河南洛寧縣
北六十里，西北接陝縣界，東接澠池縣界。」111 又《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
：
「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六十里。」112 又《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
：
「在今河
南洛寧縣西北，東接澠池縣界，西接陝縣界。」113 又《辭海》
：
「崤山，一稱嶔崟山，
在河南省西部，分東西兩崤，延伸黃河、洛河間。」114 又《左傳詳解詞典》云：
「殽，
山名，即殽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為函谷關之東端。」 115 以上所載，皆證明殽
山當在洛寧縣北、西接陝縣、東接澠池縣，與楊注同。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復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116「殽有二陵」
下楊注云：
「《說文》
：
『陵，大阜也。』其實，山、陵同義。」117 楊伯峻先生據《說
文》
，將「陵」釋為「山」
，故其釋傳文「殽有二陵」為「殽有二山」
。此外，楊注又
引《元和郡縣志》「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
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118，以證其注文「二陵者，東崤山與西崤山
也」119。
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之傳文早已對「殽有二陵」之「二陵」有所解釋：
「晉
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120
可見《左傳》原文已將「二陵」清楚說明。又《水經注》
：
「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
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經委深，峰阜交蔭，故可以避
風雨也。」121 又《釋名》曰：
「大阜曰陵，隆也，體高隆也。」122 「陵」亦可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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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高大之義。雖然「陵」與「山」同義，但就傳文所言之「二陵」
，謂南陵、北陵，
故筆者認為「殽有二陵」應釋為崤山有兩處高陵，所謂二陵者，一謂葬夏后臯之南
陵，二謂文王避風雨之北陵。
此外，再參《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所引《河南府志》：「殽有東西二山，東殽
在洛寧縣北二十里，二陵在焉。西殽在陝縣東南七十里。兩殽相去三十五里，古道
穿二殽之間，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道，至今便之。」123 又引《水經注
疏》云：
「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崤山，俗號為文王山，在夏后臯墓北可十里許。」124
此謂殽山確分東崤山與西崤山，並指出東西兩山之距離，是相距三十五里；當中《河
南府志》更點明南北二陵皆在東崤山，
《括地志》則指出南陵與北陵只是相距十多里。
總而言之，據《左傳》傳文所言，二陵當是指葬夏后臯之南陵，以及文王避風
雨之北陵，
《河南府志》則謂殽山雖分東西，但南北二陵皆在東崤山之上，
《括地志》
謂二陵相距十多里。故筆者認為所謂二陵，必不是指東崤山與西崤山，因兩者相距
三十五里。故筆者認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於「殽有二陵」下謂「二陵者，即東
崤山與西崤山也。」125 似有誤釋之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所謂「殽有二陵」，應是指位於東崤山的南陵與北陵。《左
傳．僖公三十二年》曰：「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126 蹇叔謂其子將會死於此南
北二陵之間，故「殽之戰」是發生在東崤山之上，而楊伯峻先生將「東西二殽」誤
作「南北二陵」
。因此，對於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釋「殽有二陵」為「東崤山與西
崤山」，筆者認為應改為：「二陵者，南陵與北陵。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
辟風雨之地。
《河南府志》
：
『殽有東西二山，東殽在洛寧縣北二十里，二陵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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