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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文獻在新出土簡帛資料研究之運用 

問題檢討––以《詩經》為例 

張 寶 三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新出土簡帛資料研究，經常需以傳世文獻作為基礎，甚至傳世文獻之運用即是

新出土簡帛資料賴以解讀之起點，兩者間關係之密切，為學者所習知。然以往學者

在運用傳世文獻以研究新出土簡帛資料時，也曾出現一些問題，本文即擬以《詩經》

為例，對這些問題提出檢討，希望透過分析討論，以引起學者對這些問題之重視。 

本文計分為以下五節，每節各舉一、二實例加以討論： 

一、傳世文獻之運用應基於對文獻之正確解讀。 

二、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應符合訓詁原則。 

三、傳世文獻之運用，應顧及其自身之脈絡，不宜斷章取義。 

四、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應顧及簡帛資料之上下文意。 

五、傳世文獻之運用，應知其極限，審慎闕疑。 

經由本文之討論，可知以往學者在運用傳世文獻以研究新出土《詩經》簡帛資

料時，曾出現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因未對傳世文獻作正確之解讀，或未遵循訓

詁之原則，或未顧及傳世文獻自身之脈絡，或未顧及簡帛資料之上下文意，或未知

傳世文獻運用之極限等因素，以致造成論斷上之誤差，值得學者加以重視。本文雖

僅以《詩經》為例加以討論，其他領域之簡帛研究亦可能出現類似問題，未來仍有

必要再作更全面、系統之探討。 

 

關鍵詞：《詩經》、《孔子詩論》、傳世文獻、簡帛研究、訓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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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文獻在新出土簡帛資料研究之運用 

問題檢討––以《詩經》為例 

張 寶 三
*

 

前  言 

  新出土簡帛資料研究，經常需以傳世文獻作為基礎，甚至傳世文獻之運用即是

新出土簡帛資料賴以解讀之起點，兩者間關係之密切，乃學者所習知。然以往學者

在運用傳世文獻以研究新出土簡帛資料時，亦嘗出現一些問題，本文即擬以《詩經》

之相關資料為例，對這些問題提出檢討，期能引起學者之重視。 

  本文計分為五節，每節各舉一、二實例以論之。文中論及之學者多係筆者素所

景仰，此純為學術討論，絕無譏彈之意，讀者幸察焉。 

一、傳世文獻之運用應基於對文獻之正確解讀 

  運用傳世文獻以研究新出土簡帛資料，首應注意對傳世文獻之正確解讀，以免

失其所據，甚至產生錯誤之結論。茲舉例如下：  

(一) 胡平生、韓自強二先生合撰之〈阜陽漢簡《詩經》簡論〉一文「三、《阜

詩》的次序」中論及阜陽漢簡《詩經》之篇次與今本《毛詩》「有若干矛盾的現象」，

文中論云：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一種可能是《阜詩》次序本來就與《毛詩》不同。按

照鄭玄《詩譜》所說，他對《毛詩》中某些詩篇的次序是有不同意見的。如： 

《載馳》序云：「懿公為狄所滅，露于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

者，後人不盡得其次第爛于下耳。（《邶鄘衛譜》） 

今《鴟鴞》次于《七月》，得其序矣。……《東山》之作，在《破斧》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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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于《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

終于《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

先後。（《豳譜》） 

三家《詩》的次序與《毛詩》也不盡相同。（中略）三家《詩》的次序，或

與《毛詩》不同；則《阜詩》的次序與《毛詩》不同，自然也完全是可能的。
1
 

此處胡、韓二先生引述漢鄭玄所撰《詩譜》之文以說明「他（鄭玄）對《毛詩》中

某些詩篇的次序是有不同意見的」。
2
其下再論述三家《詩》之篇次與《毛詩》或有

不同，最後歸結出「《阜詩》的次序與《毛詩》不同，自然也完全是可能的。」之

結論。今考胡、韓二先生所引鄭玄《詩譜》之文實為唐孔穎達《正義》疏《譜》之

語，其文立論主旨亦非在論述《毛詩》傳本篇次之異。考鄭玄《詩譜‧邶鄘衛譜‧

序》云： 

（前略）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

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3
 

孔穎達《正義》疏《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

之詩焉。」之義云： 

（前略）〈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

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

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

公詩矣。（中略）〈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

方中皆以此知之也。
4
 

《正義》據《毛詩序》等資料，推闡〈邶〉、〈鄘〉、〈衛〉各篇創作之時代，以明其

詩次排列之由，並推測鄭玄《詩譜》對各詩時代之認定即是據此而知。
5
由此可知

                                                 

1
 見胡平生、韓自強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頁 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引文中

之標點，皆依原著。下同。 

2 作者此處所言，其語意不甚明晰。推作者之意或旨在經由指出「他（鄭玄）對《毛詩》中某些

詩篇的次序是有不同意見的」，以說明《毛詩》之篇次亦有不同傳本之可能。 

3 見《毛詩注疏》，卷 2之 1，頁 3，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79

年。鄭玄《詩譜》原本單行，有序有譜，今注疏本所錄僅《詩譜》中之序而無譜。 

4 見《毛詩注疏》，卷 2之 1，頁 4～5，同註 3。 

5 在經、注、疏三層結構中，鄭玄《詩譜》乃屬於「注」之層次。「推闡注文之意」為《正義》

重要論考內容之一，此處《正義》即在闡釋《詩譜》中對〈邶〉、〈鄘〉、〈衛〉各詩次序排

列之先後所持之可能理由。相關之討論，詳參拙著《五經正義研究》〈第五章五經正義論考之

內容〉，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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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韓二先生所引第一則資料乃孔《疏》之語也 

  再考鄭玄《詩譜‧豳譜‧序》云： 

後成王迎之
6
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

之所為，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7
 

《正義》疏《譜》云： 

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

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

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

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

未可明言。
8
 

案：《正義》此疏在說明若依鄭玄之解經系統，則〈豳風〉七篇依時代先後之順序

排列應為：〈七月〉、〈鴟鴞〉、〈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狼跋〉，
9
然今

本《毛詩‧豳風》七篇之排列次序則為〈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

〈九罭〉、〈狼跋〉，今本《毛詩》所以如此排列者，《正義》先引張融
10
「簡札誤編」

一說，又謂「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然《正義》謂鄭玄對此問題並未有說明，

故未能明確言之。由此可知，此段文字亦為《正義》疏《譜》之語，非鄭玄《詩譜》

文也。
11

 

  胡、韓二先生在論述阜陽漢簡《詩經》篇次與《毛詩》相異之可能時，引述鄭

玄《詩譜》作為論證之一，由上所考，知此乃出於誤讀，則其材料實不足為據，亦

可斷言。 

                                                 

6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後成王迎之反之」句云：「後成王迎之反之：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正義》云：『是成王迎而反之』，可證。」
（見《皇清經解》卷 842，頁 21，臺北：復興書局影印本，1972 年）《校勘記》謂此處《譜》

文「迎之反之」當是「迎而反之」之訛，其說可從。 

7 見《毛詩注疏》，卷 8之 1，頁 2。同註 3。 

8 見《毛詩注疏》，卷 8之 1，頁 4，同註 3。 

9 另若如三國魏代另一解經者王肅之解經系統而論，則〈豳風〉七篇之先後排列次序又另有異說。

詳參《毛詩注疏》，卷 8 之 1，頁 5～7，同註 3。 

10 《舊唐書‧元行沖傳》載元行沖所撰《釋疑》中嘗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

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

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頁 3180，臺北：鼎文書局影印點

校本，1979年）由元行沖此說，可推知張融乃與王肅同時代之人物。 

11 張融之年代頗晚於鄭玄，由此文嘗引及張融之說，亦可斷其非鄭玄《詩譜》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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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黃懷信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一書中解《孔子

詩論》第 29簡「《卷耳》不知人」句云： 

（前略）再看《卷耳》篇是否「不知人」。考其詩四章，章四句，曰：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采采，極言其采，采了又采也。卷耳，野菜名。盈，滿。頃筐，斜口的筐。

嗟，《說文》從「言」，訓「咨也」。又《詩‧猗嗟》傳：「嗟，是口之暗咀。」

此謂口中悄悄地罵。（中略）《尚書‧堯典》「帝曰吁」傳：「疑怪之辭。」此

謂怪罪。（中略）可見這一對夫婦對唱的歌。妻子因思念出征在外久不回歸

的丈夫，雖說是採野菜，但心不在焉，久久采不了一小筐。她怨恨丈夫久出

不歸，不免把菜藍子在
12
路上嗔罵丈夫。丈夫回來後，向她解釋未能急

13
時

趕回的原因：因為我馬得病不能快行，急得我每天登上山頂或高岡或石顛張

望故鄉，並非我不想你，沒有辦法，我只有借酒自慰；後來連僕人也病了，

實在沒辦法及時趕回來，你為什麼還要怨怪我呢？可見是說妻子不了解人 

──正是所謂「不知人」。
14

 

黃先生此處引《周南‧卷耳》詩文以釋《孔子詩論》何以謂「《卷耳》不知人」。其

論「嗟我懷人」句，云：「《詩‧猗嗟》傳：『嗟，是口之暗咀。』，此謂口中悄悄地

罵。」此實出於誤讀。考〈齊風‧猗嗟〉首章：「猗差昌兮，頎而長兮。」毛《傳》

云：「猗嗟，歎辭。」孔穎達《正義》疏《傳》云： 

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
15
，皆傷歎之聲，故為歎辭。

16
 

                                                 
12 此處原文如此，「在」字之上當有脫文，疑脫「擺」字。 

13 依下文「實在沒辦法及時趕回來」校之，此「急」字當係「及」字之訛。 

14 見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頁 132～1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4年。 

15 阮元刻本「咀」字旁，標有小圈，意即此處附有校語。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云：「今

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

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見《周易注疏》書首，頁 4，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79 年。）由此可知阮本之刊刻體例。 

16 見《毛詩注疏》，卷 5之 2，頁 13，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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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云： 

嗟是口之喑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 。喑啞見

《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作噁，見《集解》。
17

 

據阮元《校勘記》所述，可知阮本《毛詩注疏》此處《正義》之文本作「嗟是口之

喑咀」，黃懷信先生引作「暗咀」，誤認「喑」為「暗」字，又不知「咀」當為「啞」

之訛文，遂據以解「嗟我懷人」之「嗟」為「口中悄悄地罵」，頗失其意。另黃先

生所引實乃孔穎達《正義》之文，今誤引為毛《傳》，則又另一誤讀也。 

  另黃先生又引《尚書‧堯典》及偽孔《傳》以證〈卷耳〉「云何吁矣」之「吁」

當解為「怪罪」。今考《尚書‧堯典》云：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18

 

偽孔《傳》云： 

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19

 

孔穎達《正義》疏《傳》云： 

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
20

 

另《正義》又疏經文「帝曰：『吁！嚚訟可乎？』」云：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
21

 

案：《尚書‧堯典》此處載「帝曰：『吁！嚚訟可乎？』」偽孔《傳》解「吁」為「疑

怪之辭。」蓋「吁」本為驚歎之辭，
22
文中因帝堯對丹朱有所嫌疑而吁歎，故《傳》

                                                 

17 見《皇清經解》，卷 841，頁 31，同註 6。 

18 見《尚書注疏》，卷 2，頁 19，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79

年。 

19 見同註 18。 

20 見《尚書注疏》，卷 2，頁 21，同註 18。 

21 見《尚書注疏》，卷 2，頁 20，同註 18。 

22 漢許慎《說文解字》口部云：「吁，驚也。从 亏口 聲。」（二篇上，頁 24，臺北：黎明文化公

司影印經韻樓藏版，1996 年 亏）又「 」部云：「吁，驚語也。从 亏 亏口 ， 亦聲。」（五篇上，

頁 32-33 亏 亏）清段玉裁於 部「吁」下注云：「〈呂刑〉曰：『王曰：吁！來。』按： 有大義，

从亏故 之字多訓大者，芋下云：『大葉、實根，駭人。』吁訓驚語，故从亏 亏口， 者驚意。此

亏篆重以 會意，故不入口部，如句ㄐ屬字之例。後人又於口部增吁，解云：『驚也。』宜刪。」

（五篇上，頁 33）據段玉裁之說，則吁之本義為「驚語」，故可用以表驚歎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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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吁」為「疑怪之辭」，《正義》疏經，亦解云：「帝疑怪歎之曰」。黃懷信先生引

《尚書‧傳》文，而將「疑怪之辭」引伸為「怪罪」，乃解〈卷耳〉「云何吁矣」句

為「你為什還要怪罪我呢？」此解恐未當也。 

  由於黃懷信先生解《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句之義，其引《毛詩‧齊

風‧猗嗟‧傳》及《尚書‧堯典‧傳》以釋〈卷耳〉，對二處傳文解讀皆有未當，

故其結論恐亦難以令人信服。 

二、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應符合訓詁原則 

  學者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新出土簡帛資料時，應具備基本之訓詁知識，符合訓

詁原則，否則易產生錯誤推論，舉例如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第十九簡云：「木苽（瓜）又（有

（藏） （願）而未 （得）達也。」又第十八簡云：「因＜木苽（瓜）〉之保（報），

（以）俞（喻）丌（其） （怨）者也。」
23
「 」字諸家頗有異解。

24
陳斯鵬先生

《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第四章〈竹簡《詩論》解詁〉中讀為「怨」，並論云： 

然而，此處的「怨」也不宜作一般的怨恚、怨恨解。兩情相悅，以信物相贈

答，何怨之有？（中略）
25
其實，「怨」本有蘊藏義。《荀子‧哀公》：「富有

天下而物怨材。」楊倞注：「怨，讀為蘊。」「怨材」指蘊藏之材。《左傳‧

昭公十年》：「蘊利生孽」，《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怨利生孽」，亦「怨」、

「蘊」相通之證。「怨」字從「心」，蓋指蘊藏、鬱積於內心之情愫。對於戀

愛中的女子來說，此種情愫實質上往往就是對心上人的怨慕與思戀。《詩‧

邶風‧雄雉》《毛序》：「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男女怨曠」即

「男曠女怨」，男人曠闊久隔，女人思戀之情蘊結於心而不得疏解，故曰

「怨」。懷人的女子謂之「怨女」，《孟子‧梁惠王下》：「當是之時，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怨女」猶言「思婦」也。簡文的「怨」指的正是主人公 

                                                 
23 本文所引《孔子詩論》之文，據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1 年），括號內酌附今人釋文，為免繁瑣，不一一註明所據。 

24 如馬承源先生讀為「捐」，李學勤先生讀為「悁」，廖名春先生讀為「娟」，李零、周鳳五、

劉信芳諸先生讀為「怨」，季旭昇先生讀為「婉」。參見鄭玉姍《「上博(一)‧孔子詩論」研

究》，頁 213～214，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5月。 

25 省略部分為作者引陳劍先生之說而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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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怨慕思戀之情，其義正與「藏願」、「蘊志」（或「隱志」）相應而相涵。所

以，簡文「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是說：主人公通過答贈對方的信物，來

表明自己心中的怨慕懷念之情。
26

 

案：陳先生此處所論頗有可商。首先，其所引《荀子‧哀公》：「富有天下而物怨材。」

原文當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考《荀子‧哀公》云：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

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材，布施天下而

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27

 

唐楊倞注「富有天下而無怨材」云： 

「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

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藴、苑通，此因誤為

怨字耳。
28

 

楊《注》先言「怨讀為蘊」，其意乃謂《荀子》此處之「怨」字當釋為「蘊」字之

義。其下又云：「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則楊倞以為《荀子》原文當作

「苑」，其義通「蘊」，後訛為「怨」。關於楊倞之說，清人郝懿行《荀子補注》論

云： 

此《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夗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為菀，

又轉而為蘊，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
29

 

若據郝懿行之說，則《荀子》「怨」字可逕解為「蘊」字之假借，不必如楊《注》

謂「怨」為「苑」字之誤。
30
今陳斯鵬先生所論，謂「怨、蘊相通」，蓋亦以假借

釋之也。 

  然陳先生前既以假借義釋「怨」字，其下又云：「『怨』字從『心』，蓋指蘊藏、

                                                 

26 見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頁 40，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7 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20，頁 15，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1994 年。 

28 同註 27。 

29 見郝懿行《荀子補注》，卷下，頁 31，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清嘉慶光緒間刻郝氏遺書本，2000

年。 

30 今學者解《荀子》此句，亦有謂「怨」當如字讀者，如王天海《荀子校釋》云：「怨，如字。

怨財，聚怨之財。」（頁 11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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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積於內心之情愫。對於戀愛中的女子來說，此種情愫實質上往往就是對心上人的

怨慕與思戀。」此則又以「怨」字從「心」之偏旁而加以引申其義，此種雜揉「假

借義」與「引申義」之訓解方式，頗違訓詁之原則，
31
故其據此所作之結論，恐亦

未當也。 

三、傳世文獻之運用，應顧及其自身之脈絡， 

不宜斷章取義 

  運用傳世文獻作為對照，以解讀出土資料，應顧及所引據文獻在其原文脈絡中

所具之意義，不宜斷章取義以牽合新出土資料之解義。舉例如下： 

(一) 《上博簡(一)‧孔子詩論》第二十七簡：「孔＝（孔子）曰：〈七（蟋）

（蟀）〉 （知）難。〈中（螽）氏（斯）〉君子。（下略）」何琳儀先生〈滬簡《詩

論》選釋〉釋「〈中氏〉」為「〈螽斯〉」，並論云： 

綜上，「中氏」應讀「螽斯」，即《詩‧周南‧螽斯》。《詩》序：「后妃子孫

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所謂「不妬忌」，即《詩論》

「君子」應有之德。
32

 

此處何先生引《毛詩‧周南‧螽斯‧序》以說明孔子何以謂「〈螽斯〉君子」之由。

以為「所謂『不妬忌』即《詩論》『君子』應有之德。」然《毛詩序》此處所謂「不

妬忌」，乃指「后妃」而言，何先生引之以解「君子應有之德」，恐有斷章取義之嫌。

考《毛詩‧周南‧關雎‧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
33
〈葛覃‧序〉云：「〈葛

覃〉，后妃之本也。」
34
〈卷耳‧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

35
〈樛木‧序〉

                                                 
31 詞義可分為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周秉鈞編著《古代漢語綱要》〈第二章詞義〉中云：「本

義是指一個詞的本來意義。（中略）由本義發展引申出來的意義叫引申義，它們跟本義有著一

定的關係。（中略）除本義引申義外，又有假借義。引申義是由本義演變出來的，同本義密切

相關，已如上述。假借義則是從音同音近的字假借而產生的意義。假借義同本義引申義沒有任

何關係。」（頁 253～259，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因假借義與引申義完全無關，故

二者不能相混，此為從事字義訓詁之基本原則。 

32 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

255，上海：上海書店出版，2002 年。此文另又收入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著《新出楚簡文

字考》，見頁 134，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33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1，頁 3，同註 3。 

34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2，頁 1，同註 3。 

35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2，頁 7，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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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樛木〉，后妃逮下也。」
36
又〈螽斯‧序〉云：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37

 

孔穎達《正義》疏《序》云： 

此不妬忌，得子孫眾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

故得眾多也。
38

 

《毛詩序》自〈周南‧關雎〉至〈麟之趾〉，皆自后妃之德行及其教化之觀點釋《詩》，

如〈螽斯‧序〉即謂此詩乃稱美后妃如螽斯之不妬忌，故能子孫眾多。今何琳儀先

生釋「〈螽斯〉君子」之義，乃引《毛詩序》「不妬忌」之語，謂「『不妬忌』即《詩

論》『君子』應有之德。」此乃將「不妬忌」之語自《毛詩序》之解《詩》脈絡中

抽離，以牽合己說，恐有未當也。 

(二) 長沙馬王堆帛書《五行》篇第 221行（第七章「說」文）：「尸（鳲） （鳩）

在桑，直之。」
39
龐樸先生〈竹帛《五行》篇校注〉引作「『鳲鳩在桑』。直之〈也〉。 

」
40
注云： 

鳲鳩，布穀鳥。直之也，〈說〉文屢見（〈說〉20、21），當係彼時訓詁術語，

即文意自明、毋庸贅言之意。《孟子‧滕文公上》有「不直則道不見，我且

直之」句，直之謂直言。
41

 

龐樸先生謂「直之」：「當係彼時訓詁術語，即文意自明，毋庸贅言之意。」並引《孟

子‧滕文公上》「我且直之」句為證。今考《孟子‧滕文公上》云：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愈，我且往

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下略）」
42

 

                                                 
36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2，頁 11，同註 3。 

37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2，頁 12，同註 3。 

38 同註 37。 

39 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另馬王堆漢

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直之」作「直也」。參見池田知久《馬王堆漢

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 

40 見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頁 39，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年。另龐樸《帛

書「五行」篇研究》第一、二版（濟南市：齊魯書社，1980、1988年）說同。 

41 見同註 40。 

42 見《孟子注疏》，卷 5 下，頁 10，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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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趙岐《章句》云： 

告夷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
43
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

之也。
44

 

舊題宋孫奭《疏》釋經文云： 

孟子見夷之復求來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

則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己之道而

正彼也。（下略）」
45

 

此處孟子云：「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趙《注》以「不直言攻之」解「不直」，

以「我且欲直攻之也」解「我且直之」。孫《疏》亦以「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解

「不直」，以「我且見而直己之道而正彼也」解「我且直之」。二者皆不逕釋「直之」

為「直言」。
46
通讀上下文意，當以《注》、《疏》之說為優，龐樸先生引《孟子》「我

且直之」句以證帛書《五行》篇「直之」之意為「文意自明、毋庸贅言」，恐有斷

章取義之嫌。
47

 

                                                 

43
 「攻」字阮本原缺，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記》云：「不直言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

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攻』字。」（《皇清經解》，卷 1043 下，頁 5，臺北：復興

書局影印本，1972年）清焦循《孟子正義》本有「攻」字(卷 11，頁 20，臺北：中華書局《四

部備要》本，1979 年)。案：有「攻」字者是也，今據補。 

44 同註 42。 

45 見《孟子注疏》，卷 5下，頁 12，同註 42。 

46 另宋代朱熹《孟子集注》解云：「（前略）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

盡言以相正也。」（見《四書集注》，頁 282，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1995 年）此以「直盡

言以相正」釋「直之」，亦非逕解「直之」為「直言」也。 

47 學者亦有贊同龐樸先生之說者，如日本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頁 225，東

京：汲古書院，1993 年）、齋木哲郎《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五行、九主、明君、德聖——

「老子」甲本卷後古逸書》（頁 61，東京：東方書店，2007年）等書之日文註譯即皆依從龐說。

然若依龐先生之說，《帛書‧五行篇》第 20章之〈說〉文「大而炭（罕）者，直之也」此處「直

之也」義同第七章〈說〉文之「直之也」，皆表「文意自明，毋庸贅言」之意。今考「大而炭

（罕）者」一句，其文意恐未必淺白可曉。廖明春先生《出土簡帛叢考》第八章〈郭店楚簡《五

行》篇校譯札記〉中論云：「帛書《說》文：『大而炭者，直之也。』是說親近犯了大罪也要

公正清明，這就是據直斷獄。」（《出土簡帛叢考》，頁 119～120，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廖先生此解即不從龐樸先生之說。另劉信芳先生《簡帛五行解詁》中云：「（前略）

按〈校注〉正《帛書》句讀是也。然謂直之『即文意自明，毋庸贅言之意』，則古書無是例也。

直者，舉例以作比較，其值相當之謂，『猶引繩以持曲直』（《荀子‧正名》）。『直之』者，

舉鳲鳩以當君子之謂也。」（頁 45，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劉信芳先生亦不從龐解。 



 12 

四、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應顧及 

簡帛資料之上下文意 

  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除應注意傳世文獻自身之脈絡外，對於欲解讀

之簡帛資料亦應顧及其上下文意，否則亦容易產生曲解，舉例如下： 

  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先生在〈上楚簡《孔子詩論》中出現的「豊（禮）」的問題——

以關雎篇中所見節制人欲的「豊（禮）」為中心〉一文中，曾針對《上博簡(一)‧

孔子詩論》第十、十一、十二、十四等四支有關〈關雎〉之簡文加以論述，池田先

生論云： 

綜合考察以上這四支簡，我認為對《孔子詩論》中所見關雎篇的「豊（禮）」

的思想，可以作如下的解釋。人類原本具有「好色」（第十號簡、第十二號

簡、第十四號簡）之欲望，而且其追求對象之「思」（第十一號簡）和「  （願）」

（第十四號簡）會強烈到「賹（溢）」（第十一號簡）的程度。然而，實際上

人類又可以「 （已）」欲（第十號簡、第十一號簡、第十二號簡）、「 （凝）」

欲（第十四號簡），即人能節制欲望。對上述人類欲求加以節制的正是「豊

（禮）」（第十號簡、第十二號簡）及「 （琴） （瑟）之敚（悅）、鐘鼓

之樂」（第十四號簡）之「豊（禮）樂」。《關雎》篇正是這樣的詩篇，它根

據人類抑止欲望的過程和方法（第十號簡之「以色」），最後闡明（「俞（喻）」）

（第十號簡、第十四號簡）了「豊（禮）樂」這個道德世界之存在和意義。
48

 

池田先生此段文字對《孔子詩論》四支簡文中所見〈關雎〉篇「豊（禮）」之思想

有極深刻之闡釋，其最主要關鍵乃將簡文「〈關雎〉之攺」釋為「〈關雎〉之已」，

而此解最重要之依據乃是《荀子‧大略》中之「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池田先生文

中又云： 

作為解釋《關雎》篇的文獻之一，《荀子‧大略》中有如下一段話：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

於宗廟。 

楊倞注曰： 

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

雖欲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 

                                                 
48 見池田知久著，曹峰譯《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頁 378，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此文

日文稿原載日本東方學會編《東方學》第 108輯，200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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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 」正是「已」的假借字、意同大略篇的「止」。
49
《荀子‧大略》

是這樣解釋「國風」（恐怕指的就是《關雎》篇）的，即它歌咏的是君子「好

色」之「欲」雖然如此「盈」滿強烈，但卻「不愆其止」，進而認為這詩「其

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顯然，《荀子‧大略》關於《關雎》篇的

解釋，在肯定它歌頌了人類抑制「好色」之欲求這點上，與我們在第一節中

所確認的《孔子詩論》對《關雎》篇的評論大致相同，恐怕這絕非偶然的一

致。
50

 

以上即池田先生運用傳世文獻《荀子‧大略》之文以解讀《孔子詩論》有關〈關雎〉

簡文之例。池田先生於文中已註明在撰寫此文之前，其學生曹峰已曾提出「〈關雎〉

之攺」「 」為「已」假借字之說。
51
曹峰之說，見於〈「孔子詩論」中有關「關雎」

的幾支簡〉以及〈「色」與「禮」的關係——〈子孔詩論〉、馬王堆帛書〈五行〉、《孟

子‧告子下》之比較〉等文，
52
茲不再贅引。 

  池田先生此文所解，對於《孔子詩論》原文之文意脈絡，恐有不合之處。首先，

文中對第十一號簡「 （關）疋（雎）之 （已），則丌（其）思賹（溢）矣。」

池田先生之「今譯」云： 

關雎之節制，是因為思色的程度太強烈了。
53

 

據此「今譯」，可知池田先生蓋將「其思賹（溢）矣」解為需要「節制」之原因。 

然此處「則」字當為表結果之詞，
54
因「關雎之 （已）」而有「丌思賹（益）矣」

之結果，故言「則」，池田先生之解恐不合簡文語義結構。 

                                                 

49 池田先生此處原註云：「『 』這個字就是『已』的假借字，與《荀子‧大略》所見『止』的

意思相同，這一主張最早由筆者指導的學生曹峰提出，2000 年 10 月，他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

『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課程上作研究發表時，從筆者對馬王堆帛書《五行》第二十五章說文

所見關雎篇的研究中得到啟示，從而得出這一結論。曹峰論文可參考《試析上博簡〈孔子詩論〉

中有關『 疋』的幾條竹簡》（《簡帛研究網站 http://www.jianbo.org, 2001 年 12月 26 日；郭

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年）。」 

50 同註 48，頁 379。 

51 參見註 49。 

52 今收入曹峰著《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年。 

53 見同註 48，頁 377。 

54 如《周易‧豫‧彖傳》：「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周易注疏》，卷 2，頁 34，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1979

年）又《管子‧版法解》：「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

（見《管子》，卷 21，頁 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本，1979年）二處「則」字之用法同於《孔子詩論》「則其思益矣」之「則」，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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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荀子‧大略》云：「〈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

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楊倞《注》云：「止，禮也。雖欲盈滿，而不

敢過禮求之。」此處楊倞以「禮」釋「止」，乃以名詞解之。考楊倞之前，已可見

以「禮」釋「止」之例。《毛詩‧小雅‧小旻》：「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

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

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下略）」
55
此處鄭箋亦以「禮」解「止」，

視為名詞。
56
因《荀子‧大略》：「盈其欲而不愆其止」之「止」乃係名詞，故另有

學者將「止」釋為「容止」或「舉止」，
57
與楊《注》略異。

58
 

  由以上所論，則池田知久先生文中所謂「筆者認為『 』正是『已』的假借字、

意同大略篇的『止』。」其引用楊倞《注》：「止，禮也。」並未能成為將簡文「〈關

雎〉之 」讀為「〈關雎〉之已」之堅強證據。反之，《荀子‧大略》「盈其欲而不

愆其止」一句，若據楊倞《注》之說，則「止」字解為「禮」，乃一名詞，並非「抑

止」或「節制」之動詞用法。池田先生運用此一傳世文獻，讀「〈關雎〉之 」為

「〈關雎〉之已」，將「已」解為「抑止」、「節制」之意；另池田先生又解「〈關雎〉

之已，則其思溢矣」之義為「關雎之節制，是因為思色的程度太強烈了。」凡此，

恐皆不合簡文之上下文意也。 

五、傳世文獻之運用，應知其極限，審慎闕疑 

  對新出土簡帛資料之解讀，有時雖可利用傳世文獻加以對照、推論，然出土文

獻之運用亦有時而窮，當此情況，學者應知傳世文獻之運用有其極限，而審慎闕疑，

否則極易產生穿鑿之論。舉例如下： 

                                                 

55
 見《毛詩注疏》，卷 12之 2，頁 18，同註 3。 

56 孔穎達《正義》疏《箋》云：「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視』，

是止為禮也。」（《毛詩注疏》，卷 12之 2，頁 19）《正義》推闡鄭《箋》解「止」為「禮」

之所據，《正義》舉出之二例，其「止」字亦皆是名詞之用法。 

57 如鍾泰《荀子訂補》云：「止，謂容止也。不愆其止，謂容止不愆也。」（嚴靈峰編輯《無求

備齋荀子集成》影印民國二十五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58 亦有學者融合鍾、楊二說，認為鍾泰之說與楊倞《注》並無太大差異，如李滌生《荀子集釋》

云：「案：鍾說與楊注並無很大的出入，『容止不愆』，即容止不愆於禮之意。此文大意：國

風關雎之義在樂得淑女，傳解釋道：君子求得淑女的願望雖然強烈（盈），他的容止卻不失（愆）

於禮。」（頁 630～631，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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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博簡(一)‧孔子詩論》第二十一簡：「孔＝（孔子）曰：〈 （宛）

丘〉 （吾）善之。（下略）」又二十二簡云：「 （宛）丘〉曰：『訇（洵）又（有）

情，而亡（無）望』 （吾）善之。」對於此段簡文之解讀，讀者多引《毛詩》之

《序》、《傳》、《箋》相關之說作為對照以進行考釋，然多不愜人意。
59

 

  考《毛詩‧陳風‧宛丘‧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

焉。」
60
〈宛丘〉首章云「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毛《傳》

云：「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鄭《箋》云：「子

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
61

依《毛詩》家之解《詩》系統，〈陳風‧宛丘〉乃屬於「變風」，
62
《毛詩序》謂此

詩乃刺陳幽公之淫荒昏亂，游蕩無度。故鄭《箋》解「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一句

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則《毛詩》家乃以此二句為

譏刺之言，至為明顯。然《孔子詩論》中卻云：「『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則

簡文中所載孔子解「洵有情，而無望」當非如《毛詩》家釋為譏刺之意。然此二句，

究竟應作何解始能合乎「吾善之」之釋，雖說者多家，仍難有定論，故宜闕疑，以

俟後考，以免穿鑿之論。 

  然學者對於此段簡文，亦有殫思竭慮以求通解者，則恐未能免於附會之弊。如

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中論云： 

竊意以為舊注不誤，孔子所說「吾善之」亦自有深意。《郭店簡語叢一》1：

「凡物由望生。望者，視也。」《性自命出》12：「凡見者之謂物。」「見」

與「望」語意相貫。外界之物多矣，或為人所見，或為人所不見。為人所見，

知而類之，是謂「物」。如此則可推之，「無望」猶無視、無見，蓋心有所牽，

眼中無物矣。簡文「無望」之釋讀應包括主客兩個不同的視角，就詩中主人

                                                 
59 季旭昇先生〈《孔子詩論》新詮〉一文中云：「無論就序，就詩來看，都找不出有任何可以稱

『善』之處，三家詩也一樣。學者的解釋也都難愜人意。」（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叢》

第 13輯，頁 9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 3月） 

60 見《毛詩注疏》，卷 7之 1，頁 3，同註 3。 

61 同註 60。 

62 《毛詩》家解經，有所謂「風雅正變」之說。如《毛詩‧關雎‧序》（世稱《詩大序》）云：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毛詩注疏》，

卷 1～1，頁 12）又鄭玄《詩譜‧序》云：「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於陳靈公淫亂之事，

謂之變風、變雅。」（《毛詩注疏》，〈詩譜序〉，頁 5）依鄭玄之說，〈國風〉自〈周南〉

至〈召南〉共 25篇為正風，自〈邶風〉至〈豳風〉共 135篇為變風。正風作於治世，而變風作

於亂世。〈陳風‧宛丘〉乃屬於《毛詩》家所謂「變風」之篇。參見拙作〈《詩經》詮釋傳統

中之「風雅正變」說研究〉（《文史哲學報》第 52 期，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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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言，盡情於宛丘，擊鼓為節，持羽為舞，它物已無所見，此所謂，「洵

有情，而無望」，此一解也；就旁人之視角而言，此君樂矣，然其威儀無可

觀望，不可仿效，此舊注之所解也。孔子既云「吾善之」，應是從正面贊同

忘情於樂而超越於物，此與「夫子三月不知肉味」相一致。而舊注從禮的角

度出發，反對過度之「樂」，此說亦不可廢。是在「情」則有「無望」，無望

於物。在「禮」亦有「無望」，無威儀可觀望。一之而二，合而觀之可也。

不過有必要說明，若依舊注將「無望」理解為「其威儀無可觀望」，恐夫子

不以之為「善」也。
63

 

案：劉先生比觀鄭《箋》與簡文之說，謂「竊意以為舊注不誤，孔子所說『吾善之』

亦自有深意。」其下即以「就詩中主人公而言」與「就旁人之視角而言」兩個主客

「視角」分釋簡文與舊注對「無望」之可能觀點，最後謂此二種觀點乃「一之而二，

合而觀之可也。」今考劉先生解簡文「無望」之「望」為「視」、「見」，謂：「『無

望』猶無視、無見，蓋心有所牽，眼中無物矣。」、「盡情於宛丘，擊鼓為節，持羽

為舞，它物已無所見，此所謂『洵有情，而無望。』」、「孔子既云『吾善之』，應是

從正面贊同忘情於樂而越超於物。」劉先生此說雖似自可成理，然〈宛丘〉此處以

「洵有情」與「而無望」相對成文，「而」字表轉折之意，
64
若依劉先生之解，則

無法符合此處之文意脈絡，恐失之牽強。 

  (二) 除劉信芳先生之說外，尚可再舉一例，如鄭玉姍女士在「《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孔子詩論譯釋〉中云： 

簡文：「洵有情，而無望」與今本詩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相符。《鄭箋》：

「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三家詩》無異議。筆者

以為《詩序》、《鄭箋》可從。詩文直刺陳國上位者無冬無夏，好巫而親自參

與歌舞祭祀。（中略）筆者以為，簡文：「孔子曰：吾善之」所善者當是作詩

者敢於直刺的精神；此解或可無悖於《詩序》。
65

 

案：鄭女士解讀簡文，仍結合傳世文獻《毛詩序》、鄭《箋》之釋為說，先謂《序》、

《箋》之說可從，次謂簡文云「吾善之」所善者「當是作詩者敢於直刺的精神」，

                                                 
63 見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頁 225～226，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 

64 如《莊子‧天道》：「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75，

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 年）此「而」亦表轉折之意。 

65 見季旭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頁

73，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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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此解或可無悖於《詩序》」。然簡文僅云：「〈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

吾善之。」當係對於此句詩文之評論，
66
未必是贊美詩文背後「作詩者敢於直刺的 

精神」。鄭女士結合《序》、《箋》為說，雖用心良苦，恐亦難以成立，故不若闕疑也。
67

 

結  論 

  傳世文獻為研究新出土簡帛資料之重要基礎，此乃學者所習知之事，然對於運

用傳世文獻以研究簡帛資料所應依循之原則，所宜注意之事項以及其中可能潛存之

陷阱等，學者以往雖亦嘗論及，
68
然迄今似尚未作較完整、深入之探討。 

  以《詩經》之簡帛資料而論，自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陽雙古一號漢墓挖掘，一九

八○年出土簡牘被運抵北京開始整理，至今阜陽漢簡《詩經》之研究已逾二十年。 

                                                 

66 此即摘句為釋，如下文云：「〈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亦當係針對

此二句所作之評論。 

67
 《孔子詩論》此處「〈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所善究竟為何？吾頗疑心

此處「望」或可讀為「荒」。〈唐風‧蟋蟀〉首章：「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鄭《箋》云：

「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阮本原作義，據《校勘記》改）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

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毛詩注疏》，卷 6 之 1，頁 4，同註 3）〈宛丘〉：「洵有情兮，

而無望兮。」若讀為「洵有情兮，而無荒兮。」則似有可善之理。然此解恐仍不免又陷入另一

臆測之域矣。 

68 如劉信芳先生《孔子詩論述學》〈《詩論》考釋的意見分歧以及相關問題〉中，曾針對傳世文

獻與出土文獻研究間之關係問題提出檢討（頁 63～78，見同註 63）又邢文先生在〈出土文獻與

傳世文獻中的經典詮釋傳統——《關雎》的詮釋及有關方法論問題〉中嘗云：「當出土文獻的

材料與傳世文獻的傳統相悖離時，在遵從傳統成說之前，必須對出土材料作獨立而客觀的研究。

換言之，倘若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不合，對於出土文獻的認識，不當為傳世文獻的詮釋傳統所

左右。否則，我們不僅會失去正誤的機會，而且會製造出新的誤解，而這種新的誤解如果依托

了出土文獻的背景，則會有更大的誤導意義。」（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四》，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趙生群在〈關於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幾點看法〉

中亦論及「出土文獻的價值」、「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可以互補互證」、「出土文獻需作具體

分析」等觀點（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頁 151～158，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

公司，2007年）另劉生良在〈上博論詩竹簡的發現並不能否定「孔子刪詩說」〉一文中云：「傳

統文化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和進展，往往有賴於出土文獻的重要發現。這次解密的大量戰國竹

簡，必將對新世紀中國古代哲學、文學、歷史、政教及音樂等方面的研究產生難以估量的深巨

影響。但是，如果不能正確利用出土文獻，對學術史上的有關疑案、懸案缺乏了解和研究的情

況下，無視史料記載和許多反面證據及前人的分析考辨，憑對出土文獻的膚淺認識和主觀印象

就輕率斷言，不僅絲毫無助於學術的進展，反而大相徑庭，南轅北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

在今後對這批『國之重寶』的研究中，是切切要注意的。」（見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

刊》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劉先生此說未免言之過激，卻也語重心長，值得學

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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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另自二○○一年十一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以來，有關《孔子詩論》之研究、討論亦已近七年。這些相關研究中，充滿學

者精思竭慮之成果，然其中亦不乏嘗試之論。有些解讀已漸趨一致，有些難題則仍

在爭議之中。有些說法原作者或已加以修訂然原先之說仍不斷被引用。
70
因此，有

關《詩經》簡帛資料之研究成果，實有加以作有系統整理、檢詩之必要。本文所論，

僅就《詩經》簡帛研究中傳世文獻之運用問題舉例加以討論，目的亦希望引起學界

對此等問題之重視。 

  經由本文之探討，可歸納出初步之結論：對傳世文獻之運用，應基於對此文獻

正確之解讀；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帛資料，應符合訓詁原則；運用傳世文獻以解

讀簡帛資料，應顧及傳世文獻自身之脈絡，不可斷章取義；運用傳世文獻以解讀簡

帛資料，亦應顧及簡帛資料之上下文意，所釋始能通暢；最後，運用傳世文獻以解

讀簡帛資料，應知其極限，以免牽強附會。以上所述，雖僅就《詩經》簡帛資料研

究中傳世文獻運用情形加以探討之結果，其他領域之研究，亦可能面臨類似問題，

未來仍須再作更全面、系統之探討。 

 

 

 

 

 

 

 

                                                 
69 有關阜陽漢簡《詩經》之發掘與整理經過，參見胡平生、韓自強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前

言〉，同註 1。 

70 試舉一例以言之。如胡平生、韓自強二先生在《文物》1984 年第 8期所發表〈阜陽漢簡詩經簡

論〉一文中曾根據「□后妃獻」（附 2.1）、「風□□□風□」（附 2.2）、「風君□□□」（附

2.3）等殘簡，認為「它們應當是《阜詩》」的《詩序》殘文。」（見《文物》1984 年第 8 期，

頁 1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8 月）此為「阜陽漢簡《詩經》有序」說之由來。其後胡、

韓二先生將此文收入《阜陽漢簡詩經研究》書中時，已將此部分之論述刪去，顯見二先生當已

修正此說。然今學者論述漢代《詩經》學之際，仍屢見引及「阜陽漢簡《詩經》有序」之說，

如洪湛侯《詩經學史》上冊，頁 153（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王妍《經學以前的「詩經」》，

頁 215（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皆仍引述胡、韓二先生在《文物》1984年第 8期所載舊

說，蓋未知此說已修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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