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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眼看《詩經》座談會 
 

 

 

時間：2016年 8月 13日（09：30~12：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道藩分館多功能活動室 

出席：鄭翠琴、吳中玲、陳大川、徐勝一、楊龢之、孫郁興、劉昭民、張玉燕、張

之傑、魯經邦、邱韻如、于易塵、沈志昌、張廷、洪子隆、賴進義、徐統、

陳文華、陳德勤（本會會員，簽名序） 

簡錦玲、楊承嗣、韓學宏、黃清涔、陳波美、徐文三、李筱舲、陳有志、羅

信雄、朱萬成、周聯生（聽友，簽名序） 

記錄：吳中玲、鄭翠琴 

 

張之傑 

本會 2012 年 8 月 18 日舉辦過「科學眼看《閱微草堂筆記》座談會」，至今已經四年。

近一年多以來，會員們經常在想座談會的題目，可是一直想不出適合的。 

今年 4 月 19 日的例會，由洪子隆演講，講題「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二十八星宿」。討

論時，邱韻如談起李白詩中的參商二宿，聽友倪簡白說：《詩經》中好像有這些星宿。帶

NB 的郎煒，隨即上網查出來。這時有人已想到以《詩經》作為座談會的題目了。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涉及先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說是部詩體的百科全

書。這次座談會從科學的角度，探討《詩經》中的天文、曆法、物候、氣象、動物、植物、

器物等等。這次座談會有 11 位引言人，依發言先後如下： 

 

邱韻如：詩經中的三星 

孫郁興：詩經中的曆法  

徐勝一、陳有志：詩經中的物候 

劉昭民：詩經中的氣象 

陳大川：詩經中的葛藤 

張玉燕：詩經中的植物  

于易塵：詩經中的兵器  

張之傑：詩經中的鳥類 

楊龢之：詩經中的羊 

韓學宏：詩經中的昆蟲 

 

這次座談會由吳中玲、鄭翠琴擔任記錄。循例引言人的發言不必錄音，由各引言人各

自撰寫成文。引言人發言完畢，進入討論階段才開始錄音。首先請理事長邱韻如教授談談

這次座談會的籌組經過。 

 

邱韻如 

自從張老師籌組這個科學眼看詩經座談會後，大家整個暑假都在認真研讀《詩經》，

累積對《詩經》的背景知識，才能讀懂自己負責的那一部份，雖然辛苦，但相信大家都很

有收穫。在此要特別感謝甲骨文書法家鹿鶴松老師惠賜墨寶，以及道藩圖書館林主任在場

地租借程序的指導和協助。接下去請各引言人依序發言。因為道藩圖書館這個場地下午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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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一個活動，我們只有兩個半小時（150 分鐘），所以每人只有 10 分鐘，務請掌握時間，

這樣才有 20~30 鐘的討論時間。張老師會很嚴格的計時，現在就從我開始。 

 

 

 

 

 

 

 
 

 

 

 

 

 

 

 

 

本次座談會海報，邱韻如設計。刊頭書

法出自鹿鶴松老師手筆。 

 

邱韻如（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本會理事長） 

《詩經》裡提到與星有關的詩句有：〈唐風．綢繆〉三星在天/在隅/在戶、〈豳風．七月〉

七月流火、〈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睆彼牽

牛/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小雅．苕之華〉三星在罶等等。因

時間關係，今天僅探討〈唐風．綢繆〉的「三星」。 

 

〈唐風．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若要認真尋找「三星組」，天上比比皆是。獵戶腰帶三星、冬季大三角、夏天大三角可

能是最直接想到的「三星」。對初識星空的人來說，最容易看懂的是冬季星空裡的獵戶座，

找到獵戶腰帶的三顆星後，可從肩膀的參宿四連到天狼星和南河三，得到「冬季大三角」。

夏天星空中最易辨認的是包括織女星、牛郎星和天津四的「夏季大三角」，接著才是位於較

低天空成一個大勾勾的天蠍座，其中心宿二的顏色是火紅的。認識這幾個星座後，才有可

能進一步看出牛郎星和心宿都是三顆一組的。 

但今天我們要找的是詩經裡的三星，所以要從中國古代二十八宿及星官來看，中國古代

星官系統有參三星、伐三星、觜三星、心三星、胃三星、織女三星、河鼓三星等等「三星

組」。究竟是哪一組三星才是正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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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風．綢繆〉裡的「三星」，有些資料說是參星，有的說是心星。除了這兩組三星，

中國近代天文學家朱文鑫甚至還提出河鼓三星的說法。從這首詩的表面字義，並未明指是

夏季還是冬季。從天文觀測來看，這三組「三星」，最明顯可見的是參宿三星，是冬季星空

中最容易辨識的星。另外兩組是出現在夏季星空：心宿三星中，最亮星是心宿二，俗稱大

火星，位於天蠍座。河鼓三星則是指牛郎和兩個小孩，位於天鷹座。 

唐孔穎達《正義》疏曰：「毛以為，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

娶矣。…鄭以為：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

這裡的火星，指的是被稱為「大火」的心宿二。 

   在天空上，參宿三星看起來幾乎一樣亮及等距，而心宿三星是中間亮兩旁弱，表一是三

組星的視星等。毛公釋「三女為粲」，代表一妻二妾，或許此解對鄭玄解讀有所影響，因「心

三星」有「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 

 

 
 

這首詩的綢繆束薪（束芻、束楚）有婚姻的意象。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代表時間

的遞移；有的說是同一個晚上，從黃昏到夜半，也有說是季節更迭，指不同月份。從綢繆

這首詩〈詩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來看，其焦點在於「婚姻不得其時」，

竟是以「合時」來正面表述星象（毛傳），還是不合時來諷刺（鄭箋），看來都有道理。古

時適合婚嫁的時間在冬季的黃昏時刻，毛以為三星出現的時間都是適婚的月份，故認為是

參星；而鄭以為此詩裡三星出現的時間是刺「不得其時」，故推測是夏季心星；宋朱熹《詩

集傳》則認為是夏季的一個晚上。 

除了毛公與鄭玄對月份的解讀完全不同之外，我認為還要考慮星辰的天地分野。人生

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參與商互不相見，古早已知，起於帝嚳派實沉去大夏，派閼伯去商

丘任火正。此詩屬唐風，蒐集的是晉國民歌，實沈為參神，參為晉星。據此，筆者認為，

三星係指「參三星」較為合理。 

筆者比較支持綢繆三星是參宿三星。其理由有三：（1）「參」就是「三」；（2）參為晉

星，實沉是參神，主參星；（3）參宿三顆星的亮度相當，而心宿是中間亮，兩旁弱，雖然

有「尊卑之說」，但中間心宿二的光采遠大於左右兩顆，大多數人都把焦點放在「火」，而

不是「三」。 

 

孫郁興（建行科技大學副教授，本會會員） 

詩經．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維參（參宿）與昴（大火）。」夏朝觀察參宿三星，

三星昏見西方，始春耕，參宿為夏族主祭祀的星。商朝觀黃昏東方地平線亮星，最亮心宿

二是大火。大火昏見東方，始春耕。 

大火為商族主祭祀的星。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

辰。」何休《公羊解詁》：「大火謂心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 

「大辰」是觀察天象的標準星，指恒星。商代大辰為大火；夏朝大辰為伐；更古大辰

為北極。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朔月一詞首現詩經。邶風． 匏有苦葉：「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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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鳴雁，旭日始旦。」小雅．魚藻之什．漸漸之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小雅．魚

藻之什．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小雅．鹿鳴之什． 采薇：「一月三捷。」皆與

曆法相關。綜整夏小正十二月系統與詩經十月系統的相異處如下表： 

《大戴禮記》夏小正（十二月） 詩經（十月） 

正月，啟蟄。雁北鄉。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

歲祭耒始用𣈱。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

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獻魚。鷹則為鳩。農

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

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

雞桴粥。 

正月，繁霜（小雅．節南山之什）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

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菫、采蘩。昆小蟲抵蚳。

來降燕。剝媆。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

收。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小雅．谷風

之什．小明）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䍷羊。螜則鳴。頒

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

有小旱。田鼠化為鴽。拂桐芭。鳴鳩。 

三月，彼采葛兮（王風．采葛）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

鳴蜮。王萯秀。取荼。秀幽。記時爾。執陟攻駒。 

四月，維夏。（小雅．谷風之什．四月），

秀葽。（豳風·七月）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鴃則鳴。時有養日。

乃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啟灌

藍蓼。鳩為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煮梅。蓄

蘭。菽糜。頒馬。將閒諸則。 

五月，鳴蜩，斯螽動股。（豳風．七月）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六月，徂署。（小雅．谷風之什．四月），

棲棲，戎車既飭，既成我服。（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莎雞振羽，食郁及薁。

（豳風．七月） 

七月，秀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

秀。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灌荼。

斗柄縣在下則旦。 

七月，流火，鳴鵙，（豳風．七月），

在野食瓜，亨葵及菽。（豳風．七月）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粟零。丹鳥羞白鳥。

辰則伏。鹿人從。鴽為鼠。參中則旦。 

八月，萑葦，載績，其獲，在宇，斷壺，

剝棗。（豳風．七月） 

九月，內火。遰鴻雁。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

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樹麥。

王始裘。辰繫於日。雀入于海為蛤。 

九月，授衣。在戶叔苴，采荼薪樗。築

場圃，肅霜。（豳風．七月）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

玄雉入于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月，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小雅．

節南山之什），納禾稼，滌場。蟋蟀入

我床下。隕蘀。獲稻。（豳風．七月）  

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于時月也，

萬物不通。隕麋角。日冬至。 

詩經無十一月與十二月 

十二月： 鳴弋。元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

蓋陽氣旦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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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勝一（前師大地理系教授，本會會員）、陳有志（師大文學院秘書） 

詩經．豳風．七月，是最早記載古代物候現象的歌謠。其中保留「火」星作為農作授

時，是研究古代天象曆法重要的文獻。因此，古今學者對「流火」的注疏，就有了許多不

同見解。重要者有如：鄭玄（127-200）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

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杜預（222-285）云：「大火、心星……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

四月中。」；孔穎達（574-648）引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至之氣，昏，火

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王先謙（1842-1917）云：「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

暑返將寒之候也。」今日民間又以字取意，「七月流火」成為表示「炎炎夏熱」的成語。

上述諸多說法，可歸納成下列內容：（1）大火星即心宿二，（2）大火星春分的天昏時刻出

現在東方，（3）夏至的天昏時刻大火星出現在正南中，（4）流火指暑熱天。 

二十四節氣為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寒暑時序，而星球觀測之昏曉時刻則是隨著黃道

位置與晝夜長短而有位移。秦漢時經學家都意識到天地運行有歲差現象，但不甚明白個中

原因，直到近代地球科學昌明後，才以地軸的進動（precession）「歲差現象」與章動（nutation）

「黃赤交角」得到解釋。此外數千年來各朝代的曆法，經歷過數次的變動，也使得古今星

象與季節時序，產生漂離。若要還原上述地球與太陽的幾何關係及天文變化，必須借助快

速而精確的軟體，才有機會實現。 

 「流火」之字面意思，為大火星自最高處轉而向下（西）流。「火中」為流火初始，

「昏火中」具有時空座標，可作為觀測時刻的準則。堯典「日永星火」，已明示夏至來臨

時，在白天日影最長、在昏夜則大火星居正南中的現象，來辨識季節。詩經「七月流火」

雖未提及二十四節氣之配對名稱，但我們參考周代早期的曆法（元前 1500 年-元前 723 年），

它置有閏十三月，且定周曆正月為冬至月（徐錫祺，1992，新編中國三千年曆日檢索表），

據此推測詩經中的「七月」是周代的夏至月。 

 鄭玄「火星中而寒暑退」的解釋，是指西漢昏火中的氣候表徵。因漢代距周代一千年，

由於地軸的進動與章動，兩個時代的「昏火中」與夏至日，其出現日期已翻轉過來了（參

看圖表曲線），氣候表徵也不同了。本文利用 Stellarium 天文軟體，以西安為觀測點，檢索

西元前 3000 年至西元後 3000 年期間，將不同年代的「夏至」及「昏火中」日子，畫出曲

線作為比較。 

  
 

 上圖顯示「昏火中」與「夏至」出現的日子，在唐虞時代「昏火中」先於夏至，周代

至春秋年間兩者出現日子很接近，漢代以後逆轉成昏火中落後於夏至。兩條曲線約在西元

前 800 年逆轉倒置，這說明商末時期「昏火中」的天象是接近夏至的，若沿用大星位置配

對節氣，就會造成唐宋昏火中已在小暑之後，時至今日昏火中已是立秋季節了。所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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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以來大火星連結夏至的天象曆法，到春秋戰國以後開始不精準。在漢初以後，夏至只根

據日晷來辨別，大火授時就成為歷史。 

 至於詩經中的「九月授衣」，在流火之後兩個月，也是能成立的。周代的七月流火（昏

火中）表示夏至來臨，那麼以二十四節氣時序而論，夏至之後兩個月，則是處暑季節。西

安地處中緯內陸地區，冬夏及日夜溫差大，處暑季節該地的平均最低月溫在20℃以下，已

屬秋涼天氣，根據人體舒適度之研究，早晚要加穿衣服的，符合「九月授衣」的氣候環境

要求。詳見本期專文。 

 

劉昭民（前氣象局民航中心研究員，本會會員） 

我寫過一本《中華氣象學史》，有一節就是說明《詩經》中的氣象、氣候，一一列舉如

下，並略加解釋。 

其一，〈邶風．終風〉：「終風且霾」。按邶在今河南省淇縣以北，湯陰縣東南一帶，可

見當時多風沙，容易形成霾。 

其二，〈谷風〉論及東風與陰雨天氣之關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就是東風，

當冬風吹得很急時，表示氣旋風暴已至，故乃造成陰雨天氣。 

其三，說明焚風現象，〈谷風〉：「習習谷風，維風及頹（上面有石的土山）。」說明草

木枯死的風，就是乾熱的焚風現象。 

其四，論及雪和霰的關係，〈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為霰。」意謂就像下雪，

先下的是霰。霰就是米雪、粒雪或雪珠，形圓，半透明，直徑 2~5 公厘，係雨滴在下降未

及地面時，遇到冰點以下之冷空氣凝結而成的，天將降雪時常見之。先有霰，然後才降大

雪，今日中國北方和西北方常見之。 

其五，論及露之成因，《白華》：「英英白雲，露後菅茅。」露乃草木自泥土中吸取水分

上升蒸發凝結而成者，不是天上降下的白。 

其六，〈蒹葭〉論及露與霜的關係：「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白露乃地面上物體或草

木上之露遇氣溫降至冰點時結成白色冰珠者，氣溫再下降到冰點以下時，即結成霜。 

其七，論及雷雨之形成及移動時，〈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其

雷，在南山之側。……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說明雷聲從南山向陽坡慢慢向另一邊移動，

最後移到南山腳下，可見我國先民對雷雨觀察已經很仔細。 

其八，根據自然界現象預測天氣，這方面有好幾條。例如：「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就是說月亮運行到畢宿星座位置，並逐漸離開時，就將下大雨，此乃中國先民經過長期觀

察得來的經驗。〈鄘風．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說，上午太陽東昇時，光

映於西，乃在西方見虹，就顯示雨區將東移，本地也將下雨。「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說

明冬日天上出現或聚集層雲時，將下雪。今日冬季北方確有此一情形。「天將陰雨，鸛鳴于

垤（蟻冢）。」說明古人觀察到螞蟻對空氣濕度增加之敏感，故可以用來預測天氣。 

 

陳大川（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本會會員） 

  葛為野生植物，詩經中關於葛的詩至少有七篇，如國風周南的〈葛覃〉和〈樛木〉，王

風的〈葛藟〉與〈采葛〉，唐風的〈葛生〉。葛屢屢入詩，可能和當時的民生有關。 

古時織造衣物，貴族以絲織品為主，平民百姓除了麻布衣服，還穿葛布衣服。葛是一

種野生植物，較麻更容易取得。詩經周南〈葛覃〉，對葛的生態、環境、收割、利用等敘述

最為詳細，其第二段：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數。 

 

  葛生在山谷中，藤長（覃）葉茂。割取藤條，除去廢葉，攜回浸泡，取得葛皮，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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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粗細搓成葛線，供製絺（細葛布）或製綌（粗葛布）之用。直到清末民初，民間仍使用

葛布，見百度百科「葛衣」條。 

詩經中有三篇說到葛履，如齊風中的〈南山〉，有「葛履五兩，冠緌雙上」兩句，「五」

即為「伍」字，「兩」即「雙」，說明葛履必須成雙排列，帽子戴在頭上，亦需用兩條繩子

綑綁。比喻男女青年亦須配對。又如魏風〈葛履〉：「糾糾葛履，可以履霜，摻摻女子，可

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維是褊心，是以為刺」。詩意為：用粗葛藤皮編的鞋子，

怎可在冰霜上行走，一個纖細美女，怎可作勞苦的織衣工作，勉力的為這位貴人做好，腰

與領都很合身，他偏偏心胸狹窄還要挑剔，才作詩諷刺他。又如小雅〈大東〉：「大東大東，

杼柚其空。糾糾葛履，可以履霜……」。 

  《後漢書》蔡倫傳中談造紙有「用樹膚、麻頭及蔽布、魚網以為紙」。「樹膚」，即是穀

樹皮；「麻頭」為麻布袋等麻製品的廢料；「魚網」指麻線編織為網，使用後的破舊廢物；「蔽

布」是指不能再用的破舊衣物。 

能夠織成衣料的原料，古時只有絲、麻、毛、葛之類。絲綢及獸毛纖維交合不緊密，

不適造紙，餘下的只有廢麻及廢葛製品，兩者可能都是蔡倫發明造紙時使用之「蔽布」。 

  十八世紀初，在機器造紙發明以前，中國及歐洲仍在使用麻料造紙，蔡倫最初造紙時

用的蔽布，古今中外的造紙史學者都一認為是麻料，今在「科學眼看詩經」研討會中，筆

者始注意到周秦以前野生葛藤之豐富，生植地區之廣，諸侯各國平民所需衣履採刈之殷，

出人意外，始進一步推測到東漢時地域增廣，人口增加，平民大眾所需的日常衣履勢必更

多，葛藤蔽布市上必充實，蔡倫的發明及其追隨造紙者，不能說沒有用到葛麻皆有的蔽布。

詳見本期專文。（張之傑：陳先生年近期頤，仍中氣十足，條理分明，且有獨到創穫，可謂

世間稀有。其發言時間未予限制，共約 30 分鐘。） 

 

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本會會員）  

我從頭開始研讀《詩經》和思考當中植物的主題，所以準備最基本的書目：（1）《詩經》，

藤志賢注譯，葉國良校閱，兩冊，三民書局，2016 年。（2）潘富俊《中國文學植物學》，貓

頭鷹出版社， 2011 年。（3）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貓頭鷹出版社，2010 年。 

三民書局出版的《詩經》，提供初學者十分方便的路徑，有注音、白話文翻譯、注釋和

研析，等於一次備有多本工具書；因為對植物有興趣，我收藏潘富俊老師的幾本書，《中國

文學植物學》和《詩經植物圖鑑》可以對照參考使用，每每遇到詩中提到植物，我會翻開

這兩本書最後附的索引，然後閱讀提到的相關部分。 

目前一般的說法是《詩經》現存三百零五篇作品，計一百三十五篇提及植物，潘富俊

《詩經植物圖鑑》介紹 135 種，潘富俊在《中國文學植物學》的表 2 列出《詩經》植物 137

種 (頁 19)；但是，仍需考慮《詩經》中植物的多樣性、名稱與比喻等因素，所以 135 或 137

種是籠統的估計，並非精確的數字。 

雖然《詩經》採集民間詩歌，文字應該比較「親民」，但是，因為年代久遠，加上《詩

經》採擷各地風俗與文字，呈現的豐富、多元、歷史、文化都增添閱讀難度。例如，〈王風．

中谷有蓷〉是遇人不淑的典故出處，「蓷」，就是益母草，另一名稱是「茺蔚」（學名：Leonurus 

artemisia）。〈鄘風．載馳〉：「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音同「蒙」，川貝（學名：Fritillaria 

cirrhosa）。另一個例子是〈陳風．防有鵲巢〉中的「鷊」，經過考證，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

就是「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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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風．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鷊，發音是ㄧˋ，原是鳥名，又稱作綬鳥；這裡是指小草，今名綬草，學名：Spiranthes 

sinensis，綬草的別名很多：盤龍參、盤龍蔘、鷊、虉綬、龍抱柱、紅龍盤柱、雙瑚草、豬

鞭草、一線香、豬遼蔘、豬潦子、勝杖草、盤龍箭、反皮索等。 

 

  

邛有旨鷊，其中的鷊即為綬草，在日本稱為捩摺。 

中谷有蓷，其中的蓷

是指益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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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綬草的花序。 

此外，植物的分類與命名有助於整理和思考植物的主題，〈陳風．東門之枌〉提到四種

特別的植物，列表整理學名資料，一目了然。 

 

〈陳風．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今日名稱 英文名稱 學名 科名 

枌 榆樹 Elm Ulmus pumila 榆 科 Ulmaceae 

栩 麻櫟 Sawtooth oak Quercus Acutissima 殼斗科 Fagaceae 

荍 錦葵 Mallows Malva sinensis 錦葵科 Malvaceae 

椒 花椒 Chinese-pepper Zanthoxylum bungeanum 芸香科 Rutaceae 

 

 依照現代植物命名的方式閱讀〈衛風．木瓜〉，找出木瓜、木桃和木李的學名： 

〈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其他名稱 學名 科名 

木瓜 木瓜海棠、榠楂 Chaenomeles sinensis 薔薇科 Rosaceae 

木桃 毛葉木瓜 Chaenomeles cathayensis 薔薇科 Rosaceae 

木李 木梨、榲桲、榠櫨 Cydonia oblonga 薔薇科 Ros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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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元鳳在：《毛詩品物圖考》卷三木部中，在「投我以木瓜」一節說：「享保中來漢種，

官園在焉。」可以推論木瓜是在中御門天皇享保年間從中國傳入日本的，相對於中國約在

康熙雍正年間，此說為植物的傳播留下一點歷史跡證。不過這裡所說的木瓜，與現今所稱

木瓜並不一樣，現在所說的木瓜其實是番木瓜，而《詩經》所說的木瓜，則是薔薇科的一

種植物，木李是與蘋果同類異種的一種果樹。 

 這裡的木李，依照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118-119 頁說明，是 Cydonia oblonga，其

他中文名稱有：木梨、榲桲、榠櫨。這可是希臘神話鼎鼎有名的金蘋果。《衛風．木瓜》以

木瓜、木桃、木李，和對方交換禮物瓊琚、瓊瑤、瓊玖， 看似用平常的水果換珍貴的玉石，

不過，這禮物的交換以心意最為重要，交換的真諦不在於物件本身，而是內心側重的價值

觀。希臘神話中，引起紛爭的金蘋果上寫著：to the fairest，問世間，甚麼是最美好？金蘋

果之爭，爭的也是蘋果之外價值觀。 

 潘富俊在《中國文學植物學》第 317 頁表 1 列出《詩經》的外來植物九種，如下：榲

桲、蒼耳、匏、蕪菁、蘿蔔、錦葵、小麥、大麥、鬱金。榲桲來自中亞細亞或波斯，早在

《詩經》年代已經傳入中國，在荷馬史詩年代之前傳入歐洲。《舊約．箴言》25 章 11 節：「一

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此外蘋果也多次出現在所羅門王寫的《雅歌》，

而大衛《詩篇》卻沒提到，可以推論蘋果極可能是在所羅門年代引進古代希伯來社會。 

 《詩經》中的植物，內容豐富，我還繼續閱讀與整理筆記，願與大家分享。 

 

   

 

 于易塵（國防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本會會員） 

《詩經》本有豐沛的性情之教，探討兵器需要與其它子題映襯出生活中惟「不得已」

而有武力。華夏先民即著重「意象思維，以時為正」，此與西方不同；文化可分為「理念、

制度、器物」三個層次，《詩經》中的兵器屬器物層面，但《詩經》的性情是生活的、情感

的，所以傾向理念裨益全面認識《詩經》。 

    《詩經》的時代距原民相對於當代則不算太遠，競爭、爭鬥以至戰爭，受生活條件、

生產技術、物質材料等限制，多以石制器具為主；在冶銅、煉鐵技術成熟至一定程度後，

工具的製作、使用漸具規模。石兵器為先鋒，隨之出現射獵的弓箭。弓箭雖只有弓、弦、

箭三部分，但是涉及材料選定、加工方式、聯結技術，以及彈力觀念與簡單的飛行知識。

殷商時期已有銅兵器出現，周代則甚普遍，一般分為長、短、拋射、防禦兵器。 

長兵器有：可勾可啄的「戈」，以刺為主的「矛」，戈矛一體的「戟」，尖端多角錐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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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殳」，可砍可劈的「斧、鉞」；短兵器有：劍、刀；拋射者有：弓箭、標槍；防禦用有：

甲、冑、鎧、盾。春秋以後，以騎兵為主，鐵兵器日漸增加比重。前述兵器多改為鐵製。 

    《詩經》時期雖開始禮樂崩壞，但禮樂在貴族士人間仍為規範，配劍為禮儀必需器物；

《詩經》中的生活，兵器亦有生活娛樂之用，可由《逸周書》知兵有「柔」之特色，如：「柔

武弟二十六：……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以成為心，……務在審時，……和均

道里，……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鬥，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故論兵，

亦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詩經》至少有 35 篇提及庶民或武士使用的兵器，從《詩經》中不難見到弓箭車馬的

運用，重要的是應當體會到當時貴族、士人文武兼備的精神修養，外交兵戰背後的情性與

禮法——用兵殺戮實屬「不得已」的求「全」文化特質；動員爭戰之前中後，禮樂教化未

嘗須臾離開。如：〈國風．秦風．小戎〉。 

雖有兵器，「士」即文武兼備、術德兼修者，君子習六藝，當能柔武。《詩經》中的君

子本質即似兵器：修身煅煉，磨礪以光，剛正不阿，溫柔敦厚，大中至正，威鎮四方。如：

〈小雅．鹿鳴之什．采薇〉、〈小雅·南有嘉魚之什．車攻〉。兵器之用，禮樂教化之延伸；

以德服人，以仁安民。如：〈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彤弓〉。 

弓箭顯有禮尚往來，展示工藝，游戲禮讓，恩賞諸侯，敦睦鄰里等意涵。如〈大雅．

生民之什．行葦〉。投壺取代以箭射靶成為宴飲游戲風俗。如：〈國風．邶風．簡兮〉。可見，

儒家典籍《詩》《書》《禮》《易》《春秋》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儒學教育國家化由此開啟，

後合稱五經。溫柔寬厚，《詩》教也；《詩》既稱「經」即有貫通天地生命之意：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五經皆性情

之教——華夏文明之特質，不空言理性、不輕言感性，情性是也。兵器使用之學亦然─《孫

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與《詩經》同修，知「生活條件與戰鬥

條件一致者強」矣。詳見本期專文。 

 

張之傑（本會會員） 

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然而，詩經畢竟是兩、三千年前的作品，動植物名稱迭經變遷，認識詩經的鳥獸草木

其實並不容易。 

為了準備這次座談會，我對詩經中的鳥類作了一番查考。根據日人岡元鳳著《毛詩品

物圖考》（1785），詩經中的鳥類有 39 種，臚列如後： 

雎鳩、黃鳥（倉庚）、鵲、鳩、雀、燕、雉、雁、流離、鴞、烏、鴻、鶉、雞、鳧、鴇、

晨風、鵜、鳲鳩、鵙、鴟鴞、鸛、鵻、脊令、隼、鶴、翬、桑扈、鸒、鷻、鳶、鴛鴦、鷮、

鶖、鷹、鷖、鳳凰、鷺、桃蟲。 

上述 39 種鳥類，古今同義者有：鵲、鳩、雀、燕、雉、雁、鴞、烏、鴻、鶉、雞、鳧、

鴇、鵜、鴟鴞、鸛、脊令（鶺鴒）、隼、鶴、鳶、鴛鴦、鷹、鳳凰、鷺等 24 種。 

古今不同義，或不同名者有：雎鳩、黃鳥（倉庚）、流離、晨風、鳲鳩、鵙、鵻、翬、

桑扈、鸒、鷻、鷮、鶖、鷖、桃蟲等 15 種。 

認識這些古今不同義或不同名的鳥類，除了根據古人注釋，如毛傳、鄭箋、毛詩正義

及集傳等，也可根據形態、行為、棲所等推敲。舉例來說，黃鳥（別名倉庚）是詩經中出

現次數最多的鳥類，毛傳等皆釋為黃鶯。中土鳥類中，擅鳴唱的黃羽鳥類，只有黃鶯，釋

作黃鶯確鑿無誤。 

除了黃鳥，可以從棲所和行為判斷其種別的還有一種，就是詩經開篇的雎鳩。周南．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可見雎鳩的求偶聲作關關聲，生活

在河川的濕地上。可惜古來的注釋家都忽視了求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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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看古人的注釋。毛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注了如同未注。正義引爾雅

注．釋鳥：「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朱熹未依正義之說，集傳：「水鳥也，狀類鳧鷗，

今江淮間有之。」解作一種游禽。日人岡元鳳依正義之說，謂「摯與鷙通。雎鳩，鷙鳥也，

翱翔水上，扇魚攫而食之，大小如鴞。」故將雎鳩畫成俯衝入水的鶚。《毛詩品物圖考》影

響深遠，一些鳥類書介紹鶚時，經常提到關雎；有關雎鳩的注釋，除了說牠是魚鷹，有時

也會說就是鶚。雎鳩即魚鷹，也就是鶚的說法，幾乎已成為定說。 

 

 

 

 

 

 

 

 

宣統二年石印本《毛詩品物圖考》雎鳩圖，將雎鳩畫成俯衝入

水的鶚（魚鷹）。 

 

雎鳩確實是鶚嗎？這個問題應該從行為和棲所來推敲。關關是雎鳩的求偶聲，在河之

洲說明牠是種水鳥。如今電子媒體發達，從 Youtube 上就可以查到各種水鳥的鳴聲。鶚（魚

鷹，osprey）顯然不作關關聲，請參看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SNhgwpw5k。

他如大雁、布穀鳥、葦鶯、翠鳥等等，鳴聲也都不作關關聲。 

那麼哪種水鳥鳴聲關關？筆者認為是白腹秧雞（white-breasted water hen，學名

Amaurornis phoenicurus），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uLW9bszuak 可以作證。

我小時候在農村賃屋而居，時常聽到白腹秧雞（台語紅尻存仔）的求偶聲。約一個月前，

還在居家附近的裕隆公園的人造湖中聽到此鳥的叫聲呢。 

 

 

 

 

 

 

 

白腹秧雞，Charles Lam攝，維基百科提供。 

 

 

 

白腹秧雞背部黑色，臉部及腹部白色，下腹部栗紅色，這是台語稱作「紅尻存仔」（紅

屁股）的由來。此鳥通常單獨出現於水田、沼澤、河濱地帶，生性羞怯，警戒心強，只聞

其聲，難見其形。 

詩經中的雎鳩，是個可以從棲所和鳴聲推敲其種別的鳥類。讓我不解的是，為什麼沒

人想到鳴聲關關的白腹秧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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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龢之（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本會會員） 

我要談談詩經中的「羊」。 

家山羊（Capra aegagrus hircus）是由原產西亞和中亞地區，羱羊的一個亞種——牛黃

山羊（bezoar goat）馴化而成的；家綿羊（Ovis ammon aries）的祖先則是由原產西亞和中

亞的盤羊之一支所馴化而成。 

山羊和綿羊大約 8000～9000年前馴化為家畜，很難斷定孰前孰後。在人類豢養下，山

羊和綿羊都衍生了許多品種，特別是綿羊，和野生原種的外貌幾乎完全不同。一般來說，

綿羊的角外曲、毛柔而卷、無鬚、長尾，個性較合群；山羊的角上彎、毛硬而直、有鬚、

尾短，個性較獨立。中國人最早所稱的羊是指綿羊，這可以從文字造型、典籍記述，以及

一些古器物中判定。 

羊是個標準的象形字，甲骨文的羊字，象一對往外、往下彎曲的大角，兩橫槓代表四

隻腳，一直槓是身軀和尾巴。從字形看，除了外彎的角之外，尾巴也滿長的，所以這應該

是綿羊。 

《禮記．曲禮》說：「羊曰柔毛。」山羊的毛硬，所以這當然也是指綿羊。詩經裡提到

羊的地方不少，未必都看得出到底是山羊還是綿羊。不過，〈無羊〉篇中說：「誰謂爾無羊？

三百維群！」一群達三百隻，可見其合群了。又說：「爾來羊思，其角濈濈。」「濈濈」是

和樂的意思，有角而不好鬥，正是綿羊的特性。 

今存的商周銅器中有不少羊頭雕塑，差不多都是綿羊。從其卷角無鬚的形貌可一眼判

定。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和劉東生研究殷墟出土的哺乳動物，發現綿羊的數量比山羊多十倍，

可見商、周時中原一帶山羊並不普遍，甚至可能並非家畜。山羊性喜登高，綿羊應該更適

合放牧於華北大平原。山羊比較普遍出現於器物上，是魏晉以後的事。 

除有器物為證之外，西晉崔豹所撰的《古今注》中說羊的別名是「髯鬚主簿」、「胡髯

郎」，以及「青鳥」。不知道最後一個何從取義，不過前兩個既特別強調鬍鬚，自必是山羊

無疑。又講「胡髯」，可能是才從國外引進還不太久。不過說不定早就有了，只是畜養於華

南丘陵地帶，早期的北方人見得不多而已。 

 

韓學宏（長庚大學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詩經》是華人世界最早的詩歌總集，記載著許多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孔子曾說，

學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有關《詩經》中所提及泛稱「蟲」類的，大部份為今

日的昆蟲，清代顧棟高《毛詩類釋》指出有蟲「37 種」、孫作雲《詩經研究》則說「蟲類

33 種」、周堯說「談到昆蟲的就有四十多處」，高宇、史樹森、陳日曌〈淺析詩經中的昆蟲〉

則指出，《詩經》記錄了 27 個昆蟲名稱，按現代動物分類法至少劃為 7 目 12 科 20 種，可

見相較於其他植物與動物，小型的昆蟲在古代是較鮮為人們所認識的。 

  《詩經》提到昆蟲的約有 20 篇，集中於風、雅兩部分，會述及的昆蟲，多為農業社會

出現在住家附近或農耕場所的昆蟲，如木材中的甲蟲幼蟲蝤蠐、腐食性的昆蟲蒼蠅，以農

耕植物為食草的鱗翅目幼蟲螟、螣、蟊、賊、蠋，晚上出現的螢火蟲「宵行」，還有因鳴聲

為人所發現的蜩、螗、草蟲、蟋蟀、莎雞等。 

  《詩經》中的昆蟲形象對後世昆蟲的文學形象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詩歌運用了比與興

的手法，賦予了昆蟲某些人類的情感與嚮往，或喜或悲，或贊或諷。例如，以害蟲象徵小

人；以阜螽、蟋蟀喻示物候；以螓、蛾、蝤蠐等象徵美人；以螽斯象徵子孫綿延；以蜉蝣

象徵人生的短暫；以蜩螗象徵朝廷的亂象等，不一而足。 

  要從科學的角度來談《詩經》中的昆蟲，首先，要對古代談及「蟲」的內容有所理解，

其一，蟲或以虫為部首的漢字，在《詩經》中泛指許多動物，包括鳥（桃蟲）、蛛（蠨蛸）、

蠍（蠆）、蛇（虺）蜴等，並非專指昆蟲；其二，有些昆蟲又未必以虫為部首，如鼠婦（伊

威）、螢火蟲（宵行）、紡織娘（莎雞）等；其三，《詩經》提及的昆蟲，或許是泛指某目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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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某屬，許多未必能確指其種名；其四，古人的觀察與描寫到底是科學還是不科學，許

過時候是相對而言的說法，不同的角度切入，評價迥異；其五，書中物種的解讀空間很大，

存在的歧異還很多，有待長期的跨學科研究與比較。 

  舉例言之，《詩經．豳風．東山》，提及昆蟲的詩聯如（1）「蜎蜎者蠋，烝在桑野。」（2）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3）「町畽鹿場，熠耀宵行。」〈東山〉

詩四章當中，前兩章提及了幾種「蟲」，可以知道有，昆蟲綱鱗翅目(蠋)、鞘翅目螢科(宵行)、

纓尾目衣魚科（伊威）、蛛形綱、蜘蛛目長腳蛛科(蠨蛸)、軟甲綱、等足目鼠婦科(伊威)。 

  詩中「果臝之實，亦施于宇。」的「果臝」多解作瓜類「栝樓」，是否與音同字近的「蜾

蠃」同樣指蜂類昆蟲而言？有等進一步研究。《小雅．小宛》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解讀本段文字有幾個地方要注意：（1）詩中提及的「蜾蠃」，屬於昆蟲綱膜翅目，在古代不

同階段的解釋，以及現代生物學的詮解，有其虛實不一的現象。「螟蛉」是指「桑上小青蟲，

步屈而行」，類似今日所說的尺蛾科幼蟲。「蜾蠃」一般指今日「蜾蠃科（泥壺蜂科）」（一

作「蜾蠃亞科」）而言，其實，仔細言之，這類細腰而會獵捕其他昆蟲的蜂，至少還有泥蜂

科（細腰蜂科）與蛛蜂科的成員，只是泥蜂與蛛蜂是直接在土地上挖泥穴而築窠的，只有

「蜾蠃科」是銜泥而築各式樣的泥巢於牆柱上；（2）蜾蠃是用六足「抱」著獵物，而不是

如詩中所寫是背「負」著獵物，泥蜂、蛛蜂也會以環抱或拖行捕獲的直翅目與蜘蛛目獵物

回穴，為了怕被反噬，蛛蜂常會咬斷所獵蜘蛛的八足；（3）蜾蠃的獵物不僅止於螟蛾幼蟲，

還包括其他鱗翅目幼蟲；（4）胡蜂科的長腳蜂也會獵食毛蟲，成條捕獵或團成肉泥帶回餵

食幼蟲。古人正確的觀察了蜾蠃捕獵蛾類幼蟲回穴，卻錯誤的解讀以為蜾蠃無雌蟲，而教

誨蛾類幼蟲變為蜾蠃的下一代，也經前人糾正這種「義子」的詮解方式，而知道了原來是

蜾蠃蜂捕捉「螟蛉」是當作自己幼蟲的存糧。這類古籍昆蟲的解讀，是一條有趣而漫長的

道路。 

 

張之傑 

引言預計 100 分鐘。陳大川先生年近期頤，對蔡倫造紙所用的「敝布」，有其獨到的看

法。為了表示對陳先生的尊敬，未限制其時間。因此引言共約 120 分鐘。討論於 11：30 開

始，由負責記錄的吳中玲、鄭翠琴錄音。以下討論，由中玲、翠琴根據錄音整理，再經各

發言人訂正而成。（因聯絡不到徐文三先生，其發言未經徐先生訂正。） 

 

張之傑：我個人認為，本次座談會最有創穫的，就是陳老先生和徐老師的論點。不過徐老

師的似乎不必提到尹吉甫。師大教授李振冬認為詩經是尹吉甫作的，其說幾乎無

人採信。詩經是西周至春秋五霸末期的詩歌總集。西周約始自元前 1046 年。《詩

經．秦風．黃鳥》敘說秦穆公去世（元前 621），以大夫子車氏三兄弟等殉葬的事，

可見到秦穆公時，周王室的采風活動仍在進行。孔子和弟子談論詩經時，「定稿」

至少已一百年了。 

徐勝一：因為我找了 2 條曲線，正好公元 800 年前，在網路上說作者尹吉甫（這當然不正

確）生日什麼時候至什麼時候，剛好巧合，我便把它用上。我不熟習詩經，所以

純屬巧合。 

徐文三（聽友）：我對張玉燕老師的金蘋果很有興趣，就是木梨或榅桲，這麼多年都沒人糾

正我唸法，現在才知道榅桲的正確唸法。這東西我在美國曾經見過，臺灣有沒有

我不知道，但上網去查，可以查到很多有關它的資料，還有教你如何炒它及怎麼

吃。我曾經讀過梁實秋的文章有關榅桲，梁實秋寫過很多有關吃的文章，曾提過

有位老頭臨終前，他的後輩問其有什麼心願未了，老頭說他想吃榅桲炒肉，於是

他的子孫便冒著風雪，給他買回榅桲炒肉蛋，他吃了一口便離開人世，所以應該

很好吃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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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民：今天的座談會，十分成功，本人獲益良多，萬分地感謝！從于易塵老師報告，可

知「大中至正」出自詩經，中正紀念堂的匾額怎可以隨意改掉！ 

任慶運（東吳物理系副教授，本會會員）：有關金蘋果，我記得《千字文》有兩句話，叫「果

珍李柰，菜重芥薑」，「李」和「柰」稱為珍果，應該是很珍貴的東西，「金蘋果」

有沒有可能是〈千字文〉裡的「李」，請教張老師。 

張玉燕：其實我是讀文學的，我現在看到的是用學名去推論。徐老師提到梁實秋那篇文章，

事實上臺灣目前有一種太平洋榅桲，不管是木梨或是柰還是榅桲，可能都是同一

屬，下面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種。水果為了好吃會有變異，可是基本上都是榅桲屬。

我之所以對金蘋果有興趣，因為西洋文學的希臘故事裡，包括卡爾提斯的第 11 個

任務是去金蘋果樂園採蘋果，金蘋果在西洋文學很重要的是比喻用法，在植物學

上如臺灣目前有的太平洋榅桲都屬榅桲類，老師剛才講的最大應是同一屬不同

種，榅桲本身應該有好幾種類型。金蘋果希臘文這個字本身是最好吃的水果，大

家搶的水果金蘋果，後來被訂為金蘋果學名，可能我們的分類再回歸去訂的，即

古時候大家搶的金蘋果就是最好吃的水果。在西方希臘婚禮當中，他們都希望在

結婚那天能吃到金蘋果，吃了會很幸福且口氣芬芳等等。我回答老師的問題我不

是專家只是合理推論他們應該是同一屬而已。 

徐文三：合理的推論，我們可否合理懷疑古文裡的所有梨屬都是可能指木梨，不是指我們

目前吃的李子！那麼「瓜田李下」的這裡的李是指什麼？ 

張玉燕：我不曉得詩經這裡提到的梨，還有講到的有些植物常是同一名稱可能指的是不同，

木梨和李是不同，李是酸酸的，梨是甜甜的，基本是上是很大的差別。 

徐文三：剛剛那位先生說的梨可能是指木梨，其他也可能是指木梨。 

任慶運：「果珍李柰」的「李」。 

徐文三：瓜田李下的李，也有可能指木梨。 

張之傑：普通講的李，應該指李子。李子、桃子等薔薇科水果，都是中國北方原產的。 

簡錦玲（植物文化研究者）：我是第一次來參加，回應那位老師說的，所謂柰是指小蘋果、

有可能是小海棠、山楂，這幾種小型薔薇科水果都叫柰。另外回應張老師太平洋

榅桲不是這個榅桲，不是薔薇科，真正的名字應該是太平洋橄欖。至於剛張老師

提的金蘋果，在聖經裡多次提及杏，根據我 20 多年植物文化研究，合理的推論應

該是指杏(apricot)。 

韓學宏：我對張老師提及「蝱」是川貝的說法很有趣，值得再探討；因為先秦使用文字假

借的機率應該較低，「蝱」是否是昆蟲，如蠶蠹蠢蠡等呢，可能性是不是更高？ 

韓學宏：有關柰即小蘋果，可以參看宋戴林椿花鳥集〈果熟來禽圖〉，按照畫中粉紅鸚嘴身

長 12cm，柰（林擒）這蘋果約有 8cm,提供參考。另外補充，李時珍《本草綱目》

曾說：「柰與林擒，一類二種也，樹實皆似林擒而大。有白、赤、青三色。」又說：

「林擒，即柰之小而圓者。」可見柰的果實又比林擒大上一些。 

張之傑：陳有志老師和徐老師是共同引言人，但陳老師迄未發言，能不能做些補充？ 

陳有志（師大文學院院長室秘書）：我們主題七月流火，流火就是指大火星。前人認為是早

於商周之前，就用它作為天文時鐘，連結到物候季節來識別春分夏至。徐老師運

用迴歸分析，由昏火中及夏至交叉的分佈時間，對應詩經七月流火的時代，正好

在西元前 800 年前後。這可作為古人物候學研究很好的參考依據及突破，也就是

說大火星被運用在物候授時，不會早於周朝之前。關於詩經的作者是否是尹吉甫，

是有爭議的。有可能幾篇是出自尹吉甫。另尹吉甫是指個人專名，還是尊稱的通

用名稱，也是有爭議。另外關於前面提到詩經中的木瓜，早期的瓜類體積不會很

大，是改良的結果，才越來越大。中國古時的分類學，和現今的科學分類不同。

因為古人重在形象或習性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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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本會會員）：我補充一下，由於歲差的關係，在 4000 多年以前地球的自轉軸所指

向的極星是指向「天龍座的右樞」（天龍座 α 星），而北極星所在的仰角即是當地

的緯度，這可以由簡單的幾何學證明出來。 

邱韻如：觀星也是一樣，我們目前比較熟悉的都是西洋的星象星座，我在讀詩經時就特別

找到中國古代的星座圖（星官圖），因為星是一樣的，但東方和西方連線的方式是

不同的，在讀詩經時，要盡量回到那個時代，用那個時代的分類方式來看。 

邱韻如：〈七月流火〉裡的月份，是夏曆，也就是我們現在用的農曆。現在正好是農曆七月，

晚上天氣好時，在南方較低的天空可以看到天蠍座最紅、俗稱大火的心宿二。又

剛好最近火星也位在天蠍座附近，火星又稱熒惑，火星在心宿附近，稱為「熒惑

守心」。大家在最近的晚上，可以看到兩顆火紅的星，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看誰比

較「火」。 

周聯生（聽友）：第一次來參加科史會的座談會。最近大約晚上 7 點以後往東南方向看，上

面有三顆很亮的星，第一顆亮的是火星，第二顆亮的是土星，第三亮的是星大火

星，剛好三顆成三角型，火星顏色是紅的，大火星也是紅的，但是偏橘紅色。火

星在右上角，土星在左上角，構成三角型。晚上 7 點半至 9 點，9 點以後便一直往

下，今天天氣可能不好無法看到，若天氣好的話他們都是一等星肉眼即可看到，

台北市因為光害的關係，不然一般肉眼都可以看到星星，就是剛剛老師講獵戶座

腰帶的那三顆星，冬天時候晚上 12 點午夜慢慢從東方升起可看到腰帶那三顆星。 

徐勝一：我補充一下，剛剛邱教授講的火星是紅色的，給我一個啟示，以它用在夏商周來

觀察季節是很正確的。詩經時代，「大火」的位置很高（六十幾度），是那時候觀

星的依據，現在只有二十幾度，位置較低，有時被建築物一擋就看不到了。它是

天上第 14 亮星星，也是一等星。傍晚首先出現火紅的星星，夏至時這顆火紅的星

星位於天頂。從 24 節氣來討論，才能得到正當的解釋。 

韓學宏：有關古代的「瓜」較小的說法，提供大瓜的紀錄供參考。戰國莊子齊物論曾記載：

惠施向莊子說：「魏王送我大瓠（葫蘆）的種子，我種了收成時，這瓜重五石，用

來盛水無法承重；剖半當水瓢又太大難容，因為無所可用所以被我打破丟棄的。

可見當時已有大瓜的記載。 

張之傑：我補充一下，當時講的瓜，指甜瓜，不是西瓜。甜瓜，指各種香瓜。 

洪子隆：剛剛徐老師提到星星的仰角問題，地球的自轉軸其實一直在改變，就是所謂歲差

關係，它的週期是 2 萬 6 千年左右，在詩經時代的北極星是天龍座 α星，所以期

軸指向那個地方，以至於其他星星的仰角會有轉變。一般我們 看北極星的仰角大

概是當地的緯度，可以用幾何學算出來，整個中國歷史上星星都會有紀錄上轉變，

大致上都是歲差的關係。 

鄭翠琴（本會會員）：我和中玲倆真的是門外漢，所以想請教邱老師有關星宿，因為我從佛

經上看到二十八星宿，聽說從網路上輸入生日即可以對照佛經上二十八星宿找出

個人的守護神，不知邱老師對佛經的二十八星宿是否有研究。 

洪子隆：由於佛教是由印度傳播過來，而印度的占星術主要是使用 27 星宿，雖然其大致上

是可以跟中國的 28 星宿一一對應，然而我想佛教當中各星宿的守護神，可能是跟

印度的星宿比較有關。 

邱韻如：回應翠琴問佛經的二十八星宿，中國的二十八星宿、印度二十七星宿和西方的黃

道十二宮，這些星星都是「黃道」上的星，只是各民族連線的方式不同。我看到

有資料說，二十八宿是月亮繞地球轉，每天停在一個宿，一個月剛好走一圈，每

天待不同宿。例如，前幾天(8 月 10 日)月亮位於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

尾，箕)的氐宿，11 日在房宿附近，12 日在心宿附近，13 日尾宿附近。（可參考下

頁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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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因為月球環繞地球的週期為 28(27.3)天，大約每天可以運行至一個星宿。 

邱韻如：自古以來，各民族對什麼星在什麼位置代表什麼意義（所謂的「占星」）都是很重

視的。 

洪子隆：所以有人說中國的七政、四餘與西方的占星學很有關聯，我覺得紫微斗數的十二

宮，懷疑與西洋的占星學有一些交流弄出來的，事實上黃道已經經過 13 宮，即便

是西洋占星學已 2000 多年，但現在的牡羊座日期事實上已經移到雙魚座，差了一

個星座，也是歲差的關係，但是很奇妙用占星學去算 2000 多年和現在可以差不多，

用占星學可以算是準的，只是用天文去推但事實上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很奇妙的

是卻差不多。 

徐勝一：我補充一下關於印度的二十七星宿與中國的二十八星宿，有人認為中國二十八宿

是從西方移過來不是從印度移過來，十二宮是後來加上去的，為什麼二十七會變

成二十八，這可能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是陰陽合曆，他是用黃道的軌道跟

夜，如果在這季節裡我們常看到二十八宮早上和晚上會重複在一個宮，尤其一個

季法把它分成三等分，發現角度剛好在那裡，所以中國的陰陽合曆在天文的規律

觀察，感覺當時還沒有發現歲差但已有歲差的問題，他是用一個黃道日即是一個

陰和陽加起來，天文學假使用 60 多尺的放大鏡在視覺上都不會有歲差產生。 

張之傑：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等星，是我國固有的；四餘，源自印度，

指紫氣、月孛、羅睺、計都四個虛星。關於佛經，有些是西域集結的，據我所知，

《大集經》就是個例子，其十二生肖顯然源自中土。翠琴說，密教也有二十八宿，

或許源自西藏（得自中土），而非印度。 

張之傑：討論進行至此，已將近中午十二時。請各引言人各自撰寫一篇 800~1500 字發言稿，

於 10 月 10 日前寄給我。兩位記錄——吳中玲、鄭翠琴負責整理的討論錄音，也

請於 10 月 10 日前寄給我。經過整併，將交學刊主編巫紅霏，刊學刊第 21 期。各

引言人之發言稿如意猶未盡，可另寫成專文（論文或論述），逕寄學刊主編巫紅霏，

刊學刊第 21 期。此次座談會到此為止。謝謝提供場地的道藩圖書館，謝謝理事長

邱韻如教授的規劃，謝謝大家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