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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科教意涵——以豳風‧七月為例 
 

吳嘉玲 

（本會會友） 

 

 

摘要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涉及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說是部詩體的百

科全書。古人自幼熟讀《詩經》，從中可以獲得多方面自然科學及工藝技術方面的知識。

本文以豳風‧七月為例，一探《詩經》的科教意涵。 

 

關鍵詞：詩經，豳風‧七月，科學教育 

 

 

一、前言 

古時的童蒙教育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始，俗稱「三百千」。授完

「三百千」，識字教育告一段落，接下去授讀《孝經》和四書，再讀五經。五經指《詩

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詩經》較其他四經淺顯，且容易記頌，讀

完四書，通常先讀《詩經》。 

《詩經》共三○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份。風主要是民歌，共一六○首，採自

十五國，即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除

了周南和召南1，大多位於黃河中下游。雅有一○五篇，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

篇。小雅為宴請賓客的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大多是公

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頌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四十篇，其中周頌三

十一篇，大部分為西周前期作品。魯頌四篇，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五篇，可能

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周公制禮作樂，《詩經》為禮樂制度的重要一環。《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

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十五國

風和部分小雅作品，就是由採詩官采自民間。其餘的部份可能來自公卿獻詩，或公卿奉

命所作。通過采詩和獻詩，周天子可以觀察民風，知其得失，作為施政的參考。無論是

民間采詩，還是公卿獻詩，經過整理，交由樂工編曲或編舞，以遂行禮樂教化。 

周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起初周天子仍維持形式上的共主地位。西元前六二一

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去世，殉葬者一七七人，其中有秦國大夫子車氏三兄弟——

                                                 
本文因出席第十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呼和浩特/2017/0828-0901）而作。 

吳嘉玲，前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組長。業餘從事寫作，科普著作有《新生命的成長》、《健康萬

花筒》等。電郵：zjzhang.wu@msa.hinet.net 

 
1 周代將江漢流域的一些小國，統稱之「南國」、「南邦」或「南土」，見《小雅‧四月》、《大雅‧

嵩高》。周南和召南，就是采自這些南方小國的民歌。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5%8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9B%BD/2487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82%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F%E9%9B%85%C2%B7%E5%9B%9B%E6%9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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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息、仲行和鍼虎，秦人萬分悲痛，賦〈黃鳥〉之詩。這首〈黃鳥〉被收入《詩經‧秦風》，

除了見證一段史實，也說明到秦穆公時，周王室的采風活動仍在進行。 

《毛詩正義》：「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絕矣。」

疏：「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後，不再有霸主維持秩序，周天子連

起碼的權威都沒有了，以周王室為中心的采風活動中止。因此，從西周延續至東周的采

風活動，大約西元前六○○年左右中止。孔子（前 551-前 479）晚年整理古籍時，《詩經》

已成為古文獻，「定稿」至少一百年了。 

《論語》引述《詩經》或評論《詩經》十幾次，可說是孔子引述最多的一部古文獻，

也可以說是孔子最重視的一部教材。《詩經》涉及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說是部詩體

的百科全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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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詩經》可以陶冶性

情，敦睦倫常，增長知識。 

關於增長知識，古人自幼熟讀《詩經》，從中可以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包括自然科

學、工藝技術方面的知識。本文以豳風‧七月為例，從天文、曆法、氣象、物候、動物、

植物、工藝、器物等方面，一探《詩經》的科學教育意涵。 

 

二、豳風‧七月簡說 

豳風，共七篇：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大多描寫公劉2故

地——豳地的農家生活。豳同邠，在今陝西彬縣（原稱邠縣）一帶，是周人的發祥地。 

豳風‧七月，是《詩經》最長的一首詩，可說是一部豳地農民的行事曆。全詩分為

八章。第一章從歲寒寫到春耕；第二章寫婦女採桑養蠶；第三章寫布帛衣料製作；第四

章寫田獵；第五章寫一年將盡，為自己收拾屋子過冬；第六章寫為公家採藏果蔬和釀酒，

為自己採藏瓜瓠麻子苦菜之類；第七章寫收成後為公家做修屋或室內工作，然後修理自

家的茅屋；第八章寫鑿冰和一年一度的年終宴飲。語言樸實無華，以敍事詩手法，寫出

農民生活實況。 

豳風‧七月的知識含量極其豐富。清初學者姚際恒3《詩經通論》評論此詩：「鳥語蟲

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

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宮，似國家典制

書。其中又有似《采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

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清末民初學者吳闓生4《詩義會通》也說：「此詩天時、人事、

百物、政令、教養之道，無所不賅，而用意之處尤為神行無跡。神妙奇偉，殆有非語言

形容所能曲盡者。洵六籍中之至文矣！」 

然而，姚際恒、吳闓生等古來評論家並未強調此詩所記載的天文、曆法、氣象、農

                                                 
2 公劉，姬姓，是周人第一個稱為「公」的領袖。公劉時期，周人經常受到戎狄侵擾，加上所居

領地環境不佳，公劉率眾南遷到豳，不久就出現了繁榮景象。公劉被推舉為宗主和國君。 
3 姚際恆（1647-1715？），字立方，安徽休寧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所著《詩經通論》，

是清初疑古派《詩經》學代表著作。 
4 吳闓生（1878-1949），字辟疆，號北江，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學者、詩人。北洋政府時期曾

任教育次長。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AC%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7%9A%E9%99%85%E6%81%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7%BB%8F%E9%80%9A%E8%AE%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97%BF%E7%94%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4%B9%89%E4%BC%9A%E9%80%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7%9A%E9%99%85%E6%81%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97%BF%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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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物候、動物、植物、工藝、器物等方面的知識。本文闡釋此詩，作為《詩經》科學

教育意涵命題的取樣。 

 

三、豳風‧七月語譯及簡析 

豳風‧七月，有如豳地的行事曆。《詩經》時代曆法還沒統一，百度百科「周曆」條：

「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夏曆、殷曆和周曆，三者主要的區別在於歲首的月建不同，所以

又叫做三正。周曆以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曆十一月）為歲首，殷曆以建丑之月（即

夏曆十二月）為歲首，夏曆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我們閱讀先秦古籍有必

要瞭解三正的差異，因為先秦古籍所據以記時的曆日制度並不統一。舉例來說，《春秋》

和《孟子》多用周曆，《楚辭》和《呂氏春秋》用夏曆，《詩經》要看具體詩篇，例如《小

雅‧四月》用夏曆，《豳風‧七月》就是夏曆和周曆並用。」為免混淆，此詩語譯，周曆一

律改為夏曆。全詩八章依次語譯5、簡析如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6觱發7，二之日栗烈8。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

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大火西斜，九月縫製寒衣。 

冬月北風呼叫，臘月寒氣凜冽。 

缺少粗布衣服，怎麼過得去年？ 

正月修理耒耜，二月下田耕作。 

女人帶著孩子，送飯送到南畝，農夫笑逐顏開。  

 流火的「火」，指大火星，也就是心宿二，是夜空中第十四亮的星星，黃昏時就能

看到。五、六月時位於南方空際高處，到了七月就開始偏西、偏低。這是古人觀測節氣

變化的重要依據。9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10。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11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大火西沉，九月縫製寒衣。 

春日陽光明媚，黃鶯鳴囀歡唱。 

婦女手提羅筐，絡繹行走路上，為求柔軟嫩桑。 

春日遲遲好眠，採蘩忙碌異常。 

姑娘心裡悲傷，唯恐公子強搶。 

 這一章寫春日景致，以及婦女忙於採桑養蠶，好一幅農村風情畫！「春日載陽，有

鳴倉庚」，黃鶯鳴唱為春季到來的物候。清末民初之前，詩中的蠶桑景致，兩三千年來

                                                 
5 語譯引自張之傑《課堂上沒教的科學知識‧七月流火》（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即將出版）。 
6 一之日，周曆一月，即夏曆十一月，又稱冬月。二之日，即夏曆臘月。餘類推。 
7 觱（音畢）發（音剝），大風觸物聲。 
8 栗烈，凜冽。 
9 據徐勝一、陳有志研究，周代時，夏至心宿二位於南方天頂，七月開始向西偏斜。後世因為歲

差的關係，黃昏時大火星的位置逐漸偏低，已和節氣脫節。見：徐勝一、陳有志〈再釋詩經七月

流火〉，《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 2016 年 12 月，頁 48-55。 
10 倉庚，即黃鶯，在《詩經》中又作黃鳥，是《詩經》出現最多的一種鳥類。 
11 蘩，即白蒿，屬菊科。古人用於祭祀，女子嫁前有「教成之祭」。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4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742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105597/911120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061049/9055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0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3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391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5449/1254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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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變化。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12。蠶月13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14，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七月大火西沉，八月蘆葦繁茂。 

三月修剪桑條，拿起大小斧頭。 

砍掉過長枝條，摘下枝上嫩桑。 

七月伯勞鳴叫，八月績麻更忙。 

染出黑絲黃絲，朱紅更加漂亮，製作公子衣裳。 

承接前一章，內容仍以蠶桑為主，兼及績麻（搓麻線）、染絲等工藝。當時絲織品

供貴族穿著，農民以穿麻布和葛布為主。棉織品元朝以後才引進中國。七月聽到伯勞鳴

叫，是時令進入秋季的物候。 

四月秀葽15，五月鳴蜩16。八月其獲，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17，取彼狐狸，為公子

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四月遠志結子，五月知了鳴叫。 

八月收穫季節，十月樹木落葉。 

冬月舉行貉祭，田獵取得狐狸，製作公子皮衣。 

臘月大夥齊聚，打獵兼習武藝。 

小獸留給自己，大獸獻給豳公。  

 「四月秀葽，五月名蜩」為物候。先民看到遠志結果，知道是四月了；聽到蟬鳴，

知道是五月了。詩中提到兩種犬科動物——貉和狐，另提到豵（小野豬）和豜（大野豬）。

貉和狐，自古就是貴重的毛皮獸。將大小野豬分化為兩個名稱，說明古人對動物的稱呼

較為細緻。 

五月斯螽18動股，六月莎雞19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五月螽斯彈腿，六月蟈蟈鳴唱。 

七月蛐蛐在外，八月藏在簷下。 

九月鳴叫門口，十月鑽到床底。 

堵住窟窿燻鼠，封住北向窗戶。 

叫聲老婆孩子，新年即將到來，且到屋裡休憩。 

 這章的斯螽、莎雞，皆屬螽斯科，因種類有別，古人各賦予不同名稱。這是古人動

物名稱較為細緻的另一例證。「五月斯螽彈腿，六月莎雞振羽」，五月時螽斯四下跳躍，

六月開始鳴唱，應為當時的物候。雄性螽斯以磨擦雙翅發聲，故稱振羽。詩中寫出蟋蟀

                                                 
12 萑葦，即蘆葦。八月蘆葦成長，割下來做箔，即養蠶的蓆子。 
13 蠶月，夏曆三月。 
14 鵙，即伯勞。 
15 葽，即遠志。秀葽，遠志結實。 
16 蜩，即蟬。 
17 貉，屬犬科，是一種貴重的毛皮獸。于貉，指舉行貉祭，一種出獵的祭祀。 
18 斯螽，一種螽斯。 
19 莎雞，即紡織娘，北方現稱蟈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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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天氣轉冷棲所隨之變遷。詩中記下入冬後如何防止北風吹進屋內，以及如何以煙燻

驅趕屋裡的老鼠，都具有科學意義。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

食瓜，八月斷壺20，九月叔苴。采荼21薪樗22，食我農夫。 

六月李子葡萄，七月葵菜毛豆。 

八月樹上打棗，十月稻米釀造。 

製成甜美春酒，祝福老人長壽。 

七月採食甜瓜，八月摘取葫蘆，九月收穫麻籽。 

掐些苦菜烹煮，聊供農夫餬口。 

 這章提及十種食用作物：郁（郁李）、薁（野葡萄）、葵（葵菜）、菽（大豆）、棗、

稻、瓜、壺（瓠）、苴（大麻籽）、荼（苦菜），及一種柴薪植物：樗（臭椿）。此詩記述

收穫或食用這些作物的月令，至今在黃河流域仍然適用。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23重穋24，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

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25，其始播百穀。 

九月填平場地，十月穀子進倉。 

早收晚收黍稷，還有麻籽豆麥。 

感嘆咱們農夫，莊稼才剛收起，又要宮裡當差。 

白天割得茅草，夜裡搓製繩索。 

趕緊修好房屋，播種又要忙碌。 

 這章敘述十月進倉的穀物，有黍（黏的大黃米）、稷（不黏的大黃米）、粟（小米）、

禾（即粟）、麻（大麻籽）、菽（大豆）、麥等。這章還提到割取茅草，搓成繩索。茅

草和繩索大概都用來修繕房屋之用。 

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26，獻羔27祭韭28。九月肅霜，十月

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29，「萬壽無疆」！ 

臘月鑿冰衝衝，正月抬入窖藏。 

二月一早祭祖，獻上新韭羔羊。 

九月寒霜降下，十月打掃穀場。 

奉上佳釀兩樽，殺翻一頭肥羊。 

                                                 
20 壺，即瓠，古時相通。 
21 荼，即苦菜，一種野菜，屬菊科。 
22 樗，樗樹，即臭椿，除了做柴火，沒有其他用處。薪樗，引申以劣質柴薪烹煮。 
23 黍和稷，有多種說法。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一穀部：「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為黍，

不黏者為稷。」 
24 重穋，毛亨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25 乘屋，修建房屋。 
26 蚤，通早。「四之日其早」，意為二月天一大早。 
27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呂氏春秋‧仲春紀》：「天子乃

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仲春，即夏曆二月。 
28 祭韭，古人以新韭祭祀。孔穎達 疏：「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續資治

通鑒‧宋太宗淳化三年》：「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 
29 兕觥，牛角形酒器。見孔德成〈說兕觥〉，《東海學報》六卷一期，頁 19-20，1964 年。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4%BC%E8%AE%B0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13 

登上豳公大堂，舉起牛角酒器，齊祝萬壽無疆。 

 這章敘說冬日景況。詩中「二之日」，指周曆二月，相當夏曆臘月。隆冬時農民要

為豳公到河裡鑿冰，抬到冰窖儲藏，以備冷藏食物或夏季食用。《禮紀‧大學》：「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可見諸侯、公卿才有能力藏冰。藏冰的歷史已不可考。豳風‧七月應為

周初作品，可見藏冰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詩中「三之日」、「四之日」，相當夏曆的

正月、二月。 

 

四、討論與結論 

所謂自然科學，可釋為對大自然的觀察和解釋。古今觀察和解釋的方法不同，所得

的結果自然歧異。我們尊重（並非相信）古人的觀察和解釋，就會承認古人對於自然科

學並非不聞不問。 

在中國傳統學問中，自然科學、工藝技術一向品次不高，也沒有專設的教學科目。

然而，學問源自生活，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和生活息息相關，「三百千」及四書、五經

不可能不蘊含自然科學和工藝技術的成份。 

舉例來說，《三字經》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時，運不窮。」等等，就具有科學教育意義。又如《論語‧為政》的「為政以德，譬

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具有科學教育意義。北辰，即北極星，在天球上固

定不定。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涉及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說是部詩體的百科

全書，從中可以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包括自然科學、工藝技術方面的知識。本文以豳風‧

七月為例，一探《詩經》的科教意涵。 

在天文方面，讀豳風‧七月，可以學到「七月流火」，即七月時大火星的位置開始偏

西、偏下。在曆法方面，可以學到當時周曆、夏曆並用，曆法並沒統一。在氣象方面，

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九月肅霜」等。在物候方面，有「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鳴鵙」等等，加上蔬果時令，幾乎全年具備。 

在動物方面，有倉庚（黃鶯）、鵙（伯勞）、蜩（蟬）、貉、狐、豵（小野豬）、豜（大

野豬）、斯螽（螽斯）、莎雞（紡織娘）、蟋蟀、鼠、羊等。在植物（包含作物）方面，

有桑、蘩（白蒿）、萑葦（蘆葦）、葽（遠志）、郁（郁李）、薁（野葡萄）、葵（葵菜）、

菽（大豆）、棗、稻、瓜（甜瓜）、壺（瓠）、苴（大麻籽）、荼（苦菜）、樗（臭椿）、黍、

稷、禾、麻、麥、茅、韭等。在工藝方面，提到績麻、染絲、熏鼠、以稻米釀酒、乘屋

（修建房屋）、藏冰等。在器物方面，提到耜、斧、斨、兕觥等。 

《詩經》共三○五篇，豳風‧七月只是其中一篇。管窺一斑，可知《詩經》所蘊含的

科學知識何等豐富！古人入塾讀書，沒有科學課程，但從「三百千」和四書、五經中，

仍可獲取大量科學知識。其中以《詩經》蘊含的科學知識最多、最廣，在學堂未興起前，

其科學教育意涵不容小覷。 

 

 

收件日期：2017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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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ce Education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Bin Feng in July as an Example 

Jia-Ling Wu 

（Retired officer）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earliest collections of poem in China. Involving 

all aspects of the ancients' life, The Book of Songs can be said a poetic encyclopedia. 

The ancients from childhood reading the Book of Songs, they could get a wide rang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Bin Feng in July is an 

example that is a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meaning of science education. 

 

Keywords: science education, Book of Songs, Bin Feng in Ju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