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商兌六則 § 

郭鵬飛* 

摘要 

楊伯峻先生（1909-1992）《春秋左傳注》是現今左氏最佳全注本，影響學界深

遠。然而，書中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今就其所注成公六則，詳加分析；有關

詞義，概以先秦兩漢語料為基礎，細察其中變化，以解決歷來相關爭議。 

關鍵詞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  成公  訓詁學  經學 

（一）成公元年《傳》：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
1
 

《楊注》： 

繕完是一事，即襄公三十一《傳》「繕完葺牆」之「繕完」，修治城郭。

可單言「繕」，襄公三十年《傳》「繕城郭」可證；可單言「完」，隱元年《傳》

「大叔完聚」，「完」即是「完城郭」。《讀本》以繕完為繕甲兵、完城郭兩事

亦通。總之為防守之工作具備。2 

楊伯峻此說問題有二，一、楊氏提襄公三十一年《傳》：「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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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鵬飛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 3 冊，頁 856。以下簡稱《楊

注》。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3 冊，頁 85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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葺牆，以待賓客」為證，而其注曰：「完借為院」，釋作「垣」3，「修繕圍牆」之意。
4然則楊氏訓本《傳》「繕完」為「修治城郭」，「完」亦是「院」之借字。然而，隱

公元年《傳》「大叔完、聚」之「完」，並非「院」之借字。《楊注》有混淆之處。二、

「大叔完、聚」之「完」當非「完城郭」之義。「完」，《說文》釋作「全」5，引申

作堅固、修治等義，與之相配者非單城郭，如《孟子‧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廩。6  

趙岐（?-201）注： 

完，治。7 

遍考先秦兩漢文獻，作動詞用之「完」、「聚」，未嘗不帶賓語者，楊氏承舊說，以「完」

為句，作「完城郭」，實無例可援。「大叔完聚」之「完」，或作動詞，為「完成」義。

「聚」為「聚糧」，與「完」為動賓結構。 

（二）成公二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8 

《楊注》： 

肅，敏捷也。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肅非「肅敬」之義，說詳王引之

《述聞》。9 

楊氏以王念孫（1744-1832）說為宗，訓「肅」為「敏捷」 。今列王說，再行討論。

王引之（1766-1834）曰：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家

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晋語〉

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晋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4 冊，頁 1312。 
4  此乃楊伯峻自譯，見楊伯峻、徐堤著：《白話左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355。 
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8 冊，第 7439 頁上。 
6  趙岐注，孫奭疏，阮元等校：《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重刊《十

三經注疏．附阮元等校勘記》，1981 年），第 8 册，頁 161。 
7  同前註。 
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3 冊，頁 862。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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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

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10 

案：王念孫對《國語‧晋語》之理解，並不正確。〈晋語〉七原文曰： 

公知祈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公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

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

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

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11 

文章顯示悼公用人以德為主，而王指其重羊舌職之才智，並不符合文意。賈誼（前

200‒前 168）《新書‧禮容語下》曰： 

夫宮室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

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12 

「肅給」為「敬」之表現。先秦文獻中，除〈晋語〉之外，「肅給」一詞，另見《左

傳》與《管子》。《左傳》哀公三年：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13 

《管子‧君臣上》： 

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唯此上有法制，

下有分職也。14 

                                                 
10  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道光七年〔1827〕印本，2000 年），頁 428

上。 
11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下冊，頁 435。 
12  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頁 378。 
13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998 上。 
14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中冊，頁 560。尹知章注「肅

給」為「敬而供上」，同頁。筆者案：《說文》：「給，相足也。」（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

10 冊，頁 573 下。）《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趙岐注，孫奭

疏，阮元等校：《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册，頁 33 下。）「給」或作修飾語，以「給」輔

「肅」，強調肅敬的態度，一如《國語‧晋語七》「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之

「恭給」（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國語》下冊，頁 435。），十分恭敬有禮之貌。

「肅給」即敬謹之極，盡其職份之謂，未必是「肅敬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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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處「肅給」，均無「速疾」義，此可證王念孫說之不可信。今考本《傳》文：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15 

「肅」應釋為「剛毅決斷」。郭沫若（1892‒1978）〈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欲其果

毅」條曰： 

《王孫遺諸鐘》：「余 辟， 趩趩，肅悊聖武，惠于政德，惄

于威義，誨謀猷不飤。」肅悊聖武則有果毅之意含於其中。《逸周書‧謚法

解》：「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悊从折聲，亦有果斷義，《書‧呂

刑》「折民惟刑」，《漢書‧刑法志》作「悊民惟刑。」16 

剛毅決斷，是克敵制勝之要素，有之而故捷，此解亦可與下文「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役」之意相配。《楊注》誤。 

（三）成公二年：無令輿師淹於君地。17 

《楊注》： 

淹，久也，見僖三十三年《傳注》。18 

本《傳》曰： 

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

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19 

杜預注： 

                                                 
15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22 下。 
16  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1 冊，頁 23-24。 
1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3 冊，頁 863。 
1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3 冊，頁 864。 
19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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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久也。20 

案：僖公三十三年《傳》：「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

之衛。」21杜預注： 

淹，久也。22 

《楊注》： 

淹，久也。成二年《傳》「無令興師淹於君地」，久於君地也。故淹久亦

可以以同義詞連用，宣十二年《傳》「二三子無淹久」是也。23 

宣公十二年《傳》：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24 

杜預注： 

淹，留也。25 

《楊注》： 

成二年《傳》「無令興師淹於君地」，杜《注》云：「淹，久也。」此「淹

久」同義詞連用。杜注此謂：「淹，留也」，不確。26 

杜預兩注「淹」為「久」，一為「留」。楊氏認為「淹」字在上述三個語境，均釋為

「久」，「淹久」可以同義詞連用。「淹」之「久」訓，早見於《爾雅》27，表時間之

長，檢視先秦兩漢文獻，《左傳》之外，亦可以得到印證，如《孟子‧萬章下》：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

                                                 
20  同前註。 
21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289 下。 
22  同前註。 
2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2 冊，頁 541。 
24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394 上。  
25  同前註。 
2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3 冊，頁 800-801。  
27  郭璞注，邢昺疏，阮元等校：《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册，頁 25。文曰：「曩、塵、佇、

淹、留，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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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28 

趙岐曰： 

終者，竟也。孔子未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29 

《楚辭‧離騷》：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30 

王逸注： 

淹，久也。31 

《楚辭‧招魂》：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32 

王逸注： 

淹，久也。言歲月逝住，晝夜相續，牛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33 

《公羊傳》宣公十二年： 

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34 

何休（129-182）注： 

淹，久也。
35 

表「留」之「淹」，亦不乏其例，如《戰國策‧楚策四‧莊辛謂楚襄王》： 

                                                 
28  趙岐注，孫奭疏，阮元等校：《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册，頁 183 下。 
29  同前註。 
30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6。 
31  同前註。 
32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215。 
33  同前註。 
34  何休注，徐彥疏，阮元等校：《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7 册，頁 204 下。 
3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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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飃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36 

《楚辭‧涉江》：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37 

王逸注： 

淹，留也。38 

文例所示，淹留者必有賓語從之，且多具體之物。反觀上文《左傳》三例之「淹」，

所指皆為停居之地，故訓「淹」為「留」較為合宜。《爾雅》謂「淹、留，久也」，

是「留」亦有「久」義，只是指涉有所不同。「淹」之「久」義表時間，用於具體地

方則表示「留」，上文〈萬章〉、〈楚策〉與〈涉江〉之「淹」便不可以「久」釋之。

楊伯峻以為「淹久」同義連用，而將《左傳》三例之「淹」皆訓作「久」，實一間未

達。 

（四）成公八年：其孰以我為虞？39 

《楊注》： 

虞，望也。意謂無人覬覦此偏僻夷蠻之地。說本章炳麟《讀》。40 

楊氏之說本自章炳麟《春秋左傳讀》，今錄章文如下： 

成八年：「其孰以我為虞？」。《杜注》：「虞，度也。」此未塙。案：《方

言》：「虞，望也。」當從此為訓。以我為望者，以我之國邑可取，而望得之

也。望猶覬覦云爾。41 

考《方言》第十二曰： 

                                                 
36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中冊，頁 819。 
37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129-130。 
38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130。 
3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2 冊，頁 917。 
40  同前註。 
41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人出版社，1982 年），第 2 冊，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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㷭、虞，望也。42 

郭璞注： 

今云烽火是也。43 

「㷭」者，《說文》曰： 

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44 

「虞」意為候望。《左傳》昭公二十年曰： 

藪之薪蒸，虞候守之。45 

孔穎達曰： 

《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

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其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之

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46 

由此可知，「虞」意為「度」，因有虞候之官，而候望為職能，故「虞」衍生候望之

意。章太炎引《方言》而逕謂「虞」為「望」，輾轉釋為「覬覦」，稍覺迂遠。案：

本《傳》曰：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47 

杜預注： 

                                                 
42  揚雄著，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72。 
43  同前註。 
4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 11 冊，頁 4511 下。 
45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857 下。孔說見《周

禮．地官司徒》，鄭玄注，賈公彥（唐人，生卒年不詳）疏，阮元等校：《周禮注疏》，《十三經注

疏》第 3 冊，頁 144 下。 
46  同前註。 
47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46 下。 

http://www.chant.org.ezproxy.cityu.edu.hk/PreHan/Detail.aspx?b=0861&Ch=0861-0012&s=2594#s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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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度也。48 

按文意，「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天下皆是，而計算莒國者想必不少，申公

巫臣見渠丘之城敗壞，故向渠丘公進言。渠丘公答以「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相對於「狡」，杜預訓之為「度」，似乎更為適切。先秦文獻中，「虞」意多為

測度、計算、戒備、憂慮等，作「望」之用則鮮見。《廣雅．釋詁》有「虞，望也」

條，王念孫《廣雅疏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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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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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案：《左傳》昭年六年曰：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50 

杜預之意，是叔向謂以子產作己之準則。此說較王氏釋「虞」為「希望」為佳。王

氏訓《左傳》桓公十一年「且日虞四邑之至也」之「虞」為「望」，則可成立。除

此條外，先秦文獻再不見「虞」為「希望」者。 
總綰上文，楊伯峻用章太炎說，釋「其孰以我為虞」之「虞」為「覬覦」，不如

杜預訓「度」確切。 

（五）成公十二年：《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51 

《楊注》： 

句見《詩．周南．兔罝》。聞一多《詩經新義》謂干借為閈，垣也，則

干城為同義詞連用。52 

                                                 
48  同前註。 
49  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34 上。 
50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749 下。 
5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2 冊，頁 937。 
5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2 冊，頁 93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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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楊伯峻所引聞一多（1899-1946）說法有誤。聞氏曰： 

《說文》曰：「𩏑𩏑，井垣也。从韋，取其帀也，倝聲。」相承皆用幹。

𩏑𩏑、垣聲近，蓋本一語，許君以為井垣專字，非也。……〈兔罝篇〉「公侯

干城」之干，則閈之省，閈亦𩏑𩏑也，知之者，𩏑𩏑訓垣，閈亦訓垣。……干也，

翰也，皆𩏑𩏑之借字也。53 

聞氏是以「干」為「𩏑𩏑」之借字，而非「閈」之假也。楊氏誤引。檢視聞氏之說，

可堪商榷。其一、聞氏否定許慎之說，並無實據。其二、聞氏釋「𩏑𩏑」作「垣」，指

「干城」為「𩏑𩏑城」，二者是同義詞。「干城」多見，而未有作「𩏑𩏑城」、「閈城」者，

聞一多之說並不可取。〈兔罝〉曰：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54 

《毛傳》曰： 

干，扞也。55 

《鄭箋》曰： 

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

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朱然。56 

《毛傳》訓「干」為「扞」，《鄭箋》謂「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又謂「諸侯可

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可知鄭玄申述毛意，以表「盾」之「干」，引申為扞衛之「扞」。

朱熹（1130-1400）《詩集傳》曰： 

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57 

屈萬里（1907-1979）曰： 

干，盾也。盾以護身，城以阻敵；干城，猶言護衛。58 

                                                 
53  聞一多：《詩經新義》，《詩經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103-104。 
54  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毛詩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40 上。 
55  同前註。 
56  同前註。 
57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朱傑人點校、朱熹著：《詩經集傳》（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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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干城」傳統之解，比較合乎詩意。《爾雅．釋言》曰： 

干，扞也。59 

郭璞《注》曰： 

相扞衛。60 

邢昺《疏》曰： 

郭云：「相扞衛。」孫炎曰：「干盾自蔽扞。」〈周南．兔罝〉云：「公侯

干城。」言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61 

此可證「干，扞也」之不誣。參諸《左傳》，更見其理。今錄成公十二年本文，以茲

分析。其文曰： 

賓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

無日矣夫！」62 

賓即郤至，其謂「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並引〈兔罝〉之句以明之。《鄭箋》

「干城其民」乃緣於左氏。《傳》文又曰：「則公侯能為民干城」，明顯呼應《詩》「公

侯干城」之語。由是觀之，「赳赳武夫」是公侯之「干」與「城」，公侯因而能扞衛

國民。此解當比聞一多說為佳。除《詩經》外，「干城」亦見於先秦兩漢典籍，如《韓

非子．八說》：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

                                                                                                                                      
58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 年），頁 6。 
59  郭璞注，邢昺疏，阮元等校：：《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册，頁 45 上。 
60  同前註。 
61  同前註。 
62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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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

爭於力。63 

陳奇猷（1917-2006）曰： 

距，同拒。距衝，抗敵臨衝也，即《墨子》所謂備高臨也。《詩．兔罝》：

「公侯干城」，毛《傳》：「干，扞也。」是干城者，扞衛城池也。64 

《鹽鐵論．備胡》： 

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

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65 

《孔叢子．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

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

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

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

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

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66 

蔡邕（133-192）《薦皇甫規表》： 

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67 

《韓非子》之「干城距衝」、《孔叢子》之「干城之將」，「干」用為「扞」。《鹽鐵論》

之「腹心干城」、《薦皇甫規表》之「漢室之干城」，「干」是為「盾」，諸本文字皆出

自《毛傳》、《鄭箋》，故「干城」當不作「𩏑𩏑城」或「閈城」。楊伯峻以聞一多為本，

實誤。 

                                                 
63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下冊，頁 1030。 
64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下冊，頁 1031。 
65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下冊，頁 445。 
66  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29。傅氏曰：「『干』，《御覽》卷六百二

十七、六百四十一並作『扞』。」見是書頁 133。 
67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漢】蔡邕撰：《蔡中集》（光緒己卯信述堂重刻本）卷之一，

頁 24。 

http://www.chant.org.ezproxy.cityu.edu.hk/PreHan/Detail.aspx?b=0905&Ch=0905-0007-0002&s=6113#s6113
http://www.chant.org.ezproxy.cityu.edu.hk/PreHan/Detail.aspx?b=0905&Ch=0905-0007-0002&s=6113#s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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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公十六年：敢告不寧。68 

《楊注》： 

此句表示自己未受傷。寧讀為憖，《方言》：「憖，傷也。」說詳劉文淇

《疏證》。69 

楊伯峻取劉文淇（1789-1854）說，讀「寧」為「憖」，訓作「傷」。今列劉如下： 

《杜注》：「以君辱赐命。故不敢自安。」《疏》：「劉炫以爲楚王云：『無

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

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又駁劉炫說云：「彼云不有寧，謂不

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按檢《杜

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按炫義謂此「不寧」，即僖二十八

年《傳》之「不有寧」，『有』爲助辭，不關同異，《疏》說太迂。邵瑛云：「此

云『敢告不寧』，直告其身無不寧耳。若如《杜注》『不敢自安』，與『無乃

傷乎』之間不相應。」沈欽韓云：「《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休謁之

名，吉曰告，凶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

喪之義。古治亂、愛憎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朱駿聲云：「按寧之爲傷，

蓋讀爲憖。《方言》：『憖、傷也。』按猶齾也，缺也，此對上『毋乃傷乎』

而言。劉說通。」70 

劉文淇不從杜預、孔穎達「不敢自安」之說，而本朱駿聲（1788-1858）讀「寧」為

「憖」。71案：《爾雅．釋詁》曰： 

豫、寧、綏、康、柔，安也。72 

「寧」為「安」乃常訓，如《尚書．洪範》：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6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2 冊，頁 971。 
69  同前註。 
70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頁 931。 
71  朱駿聲：《春秋左傳識小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八年臨嘯閣刻朱氏群書本，2002 年），經部‧春秋類，第 125 冊，卷下，頁 860 下。 
72  郭璞注，邢昺疏，阮元等校：《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册，頁 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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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詩經．小雅．節南山》：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74 

《周禮．小祝》：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75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76 

《清華簡．芮良夫毖》： 

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厥辟、御事，各營其身，恒靜于富，莫治庶難，

莫恤邦之不寧。77 

此訓之例，不勝枚舉，而先秦文籍中，未見「寧」 之用為「傷」者。《呂氏春秋．

有始覽．謹聽》： 

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

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

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78 

其中「危之寧」，「危」與「寧」對舉，更見「寧」無傷危之義。沈欽韓（1775-1831）
謂「寧」有死喪之義，故不可信。「寧」為漢代告假奔喪之制，此或從先秦「寧」之

                                                 
73  孔安國撰，孔穎達疏：《尚書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 冊，卷 12，頁 178

上。 
74  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毛詩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90 上。 
7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3 冊，頁 390 上。 
76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666 上。 
7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下冊，頁 145。 
78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上冊，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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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假義而來，《墨子．號令》曰： 

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眾，

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79 

孫詒讓（1848-1908）曰： 

謂不謁告也。80 

「寧」有從告假義而縮小至喪假義，一如臭由氣味義變而縮小為腐臭之義。然而，「寧」

除專名外，一般行文，未嘗用作「喪」義者。至於「寧」為「憖」之借字，釋為「傷」

之說，亦無例可援。「憖」者，《說文》曰： 

問也。謹敬也。从心，猌聲。一曰：「說也。」一曰：「甘也。」《春秋

傳》曰：「昊天不憖。」又曰：「兩君之士皆未憖。」81 

《說文》列「憖」三義，而不訓「傷」。《左傳》亦有「憖」字之例，除人名外，用

法有三，《說文》已舉其二，另一則見於昭公二十八年：「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

與臧之死也以為快。」82此皆非「傷」義。事實上，先秦兩漢文獻中，「憖」從未有

「傷」之用例。楊伯峻從前人讀「寧」與「憖」，終為無根之言。 
回顧「敢告不寧」一語，「寧」當以「安」訓，但非從杜、孔之解。今錄本《傳》

原文，再行分析。文曰：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𩎟𩎟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

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

退。83 

前文已證「寧」之為「安」，「不寧」，即「不安」。論者以「敢告不寧」乃應「無乃

                                                 
79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下冊，頁 616-617。筆者案：此

點校本為孫啟治於 2008 年再修訂之版本。 
80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下冊，頁 617。 
8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11 冊，頁 10323 下-10324 上。 
82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911 上。 
83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76 下-47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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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乎」一語，故強言假借。然而，「敢告」一詞，諸家並無着墨。「敢」字若用於禮

儀，或下之對上之情況，「敢」有「不敢」之意。此等文例，先秦兩漢文獻習見，如

《論語．子路》曰：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84 

《國語．魯語．臧文仲如齊告糴》曰： 

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

幣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85 

「敢問」、「敢告滯積」之「敢」，皆隱含「不敢」之意。《左傳》亦不乏其例，如成

公二年：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

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86 

襄公三十一年： 

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87 

昭公二年：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88 

                                                 
84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8 冊，頁 118 下。 
85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上冊，頁 158。 
86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424 下。 
87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687 下。 
88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7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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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年之「敢告不敏」、襄三十一年之「敢憚勤勞」亦然，況諸今語，前者可譯為「冒

昧」89、後者則可譯為「膽敢」；而「昭二年之敢辱大館」，杜預訓「敢」為「不敢」

90，楊伯峻從之，釋為「不敢居館」。91 
總結而言，本文「敢告不寧」之「敢」，乃為「不敢」，意為怎敢告君我不安然。

「寧」用常訓則可，不必言為「憖」之借字。 
 

                                                 
89  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629。案：

李氏譯「敢告不敏」作「小臣冒昧上告。」   
90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等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719 下。 
9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 5 冊，頁 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