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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宿有幾星 
 

邱韻如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一、前言 

    昴宿在西方稱為七姊妹星團，天文編號 M42，距離地球約 430 光年，位於金牛座，

其名 Pleiades 的字義是 Pleione 的七個女兒。在中國及西方，大都認為是七顆星。許多

古籍都提及此星，例如《聖經》、荷馬的《伊利亞德》與《奧德賽》、《詩經》、《尚書》

等等。筆者讀詩經《召南‧小星》時，因執著於昴有七星，對「維參與昴」與「三五在

東」的無法對應，耿耿於心，在開始關注昴星後，陸續發現有一些資料顯示昴星數未必

是七，在此提出來探討。 

二、中國古籍中的昴宿 

（一）三五在東，維參與昴 

《詩經》提到昴宿的僅有《詩經‧召南‧小星》裡的「維參與昴」：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西漢初期大毛公毛亨作《毛詩故訓傳》（以下簡稱《毛傳》）是現存最早及完整的《

詩經》注本。東漢大儒鄭玄為《毛詩》作《箋》（以下簡稱《鄭箋》）。《毛傳》及《鄭箋

》都將「三」解釋為心宿三星，「五」則為噣。 

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毛傳》） 

眾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

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鄭箋》） 

    《毛傳》將「三」解讀為「心」而非「參」，可能與〈詩序〉提到夫人和妾有關。

噣是鳥喙，音晝，是柳宿的別稱，柳宿有八顆星，是南方朱雀七宿之一，形狀像斗，屬

於西方長蛇座蛇頭部分。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說「三五在東」並不通。

若要「三五在東」與下一章「維參與昴」對應，那「三」是「參」沒有疑義，但一般都

認為昴是七星，如何與「五」對應？  

（二）昴宿五老與昴宿大星 

    堯舜時代有昴宿五老的傳說，《水經注》、《藝文類聚》及李益的詩等，都有相關記

載，是否意指昴與五的關連，筆者不敢妄下斷定。 

昔帝堯脩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遊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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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為流星而升于昴，即

于此也。（北魏 酈道元《水經注》卷五河水） 

《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唐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 天部，西元 624 年) 

遂逢五老人，一謂西嶽靈。或聞樵人語，飛去入昴星。（唐 李益，〈罷秩後入華

山采茯苓逢道者〉，約西元 770 年） 

    昴宿五老傳說中的昴星，是不是昴宿，或是當時以為昴宿有五星，筆者無法斷定。

《史記·天官書》說：「昴畢間為天街」，五老傳說之起或許與日月行星常經過這裡有關

聯。有趣的是，筆者無意間在 1859 年出版的《重學》裡，看到「昴宿大星」，頓時聯想

到五老飛入的昴星。 

且地球不獨自轉，又有繞日之行，諸行星皆繞日，又隨日繞昴宿大星，更增一

動法而不相亂，理與此同。（《重學》卷八） 

《重學》由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口譯、李善蘭筆述，是鴉片戰爭之後第一部

傳入的較有系統介紹西方經典力學的著作，其底本是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

所著，劍橋大學力學教科書《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的第五版(1836 年)

。對照 Whewell 原書，並無提及此星： 

Besides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on its axis, which is combined with all terrestrial 

motions according to this second law of motion,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round the 

Sun, which is much more considerable, is also combined with them; and if the solar 

system be in motion, the mo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is also similarly combined.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5th edition, Art.121. pp.149-150) 

（三）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昴宿是《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一。這一段文字敘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

羲叔、和仲、和叔）分赴東、南、西、北四方，各司春、夏、秋、冬四時。「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是帝堯命和叔在北方，觀察太陽南北移動的情況，以白晝最短的那天作為冬

至，並參考昴星的位置來校正。 

    堯典這一段話，並未指出昴有幾星。西漢經學大師孔安國(約 156 B.C.~74 B.C.，

孔子十二世孫) 傳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

之三節。」由此可見，至少在西漢孔安國時期，已有昴七星的說法。「七星說」在西方

和中國，似乎都是根深蒂固的。 

（四）昴曰髦頭，胡星也 

    《史記‧天官書》描述宿天諸星，「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並未提及昴有

幾星。唐張守節作《史記正義》： 

昴一星為髦頭，胡星，亦為獄事。明，天下獄訟平；暗，為刑罰濫。六星明與

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

憂也。(《史記正義》卷二十七，四庫全書本) 

這個版本寫的是「昴一星為髦頭」，但有的版本（例如史記卷二十七，武英殿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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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校刊）這一段「正義」寫的卻是「昴七星為髦頭」。究竟張守節當時是寫一星

還是七星，筆者尚未能斷定。 

三、其他文明的昴宿 

   從上古時期，各古文明都關注到這個星團，例如西元前 1600 年的內布拉星象盤(Nebra 

Sky Disk) 的七顆星就被認為是昴宿，但此星象盤的七星排列和排列似「斗」的昴宿星

團有些差距。也有六顆星的說法，像印度的神話、日本的 Subaru 等等。印度的二十七

宿中的 Krittika，就是中國的昴宿。印度神話中，由六姊妹(Krittikas)撫養長大的戰神室

建陀(Kartikeya)有六種不同的相貌。日本稱昴星為 subaru，是一串、一群、聚集的意思

，日本 Subaru 汽車的招牌就是一大五小共六顆星的昴星群。 

     荷馬的《伊利亞德》與《奧德賽》，以及《聖經》（約伯記 38:31、阿摩司書 5:8）

都有提及昴星與參星，但沒有提及昴星的數目： 

神樣的奧德修斯高興地迎風揚帆。他坐下

來熟練地掌舵調整航向，睡意從沒有落上

他那雙仰望的眼瞼，注視著昴星座和那遲

遲降落的大角星，以及綽號為北斗的那組

大熊星座，它以自我為中心運轉，遙望獵

戶座，只有它不和其他星座為沐浴去長

河。（Odyssey 5. 269-275，王煥生翻譯） 

Canst thou bind the cluster of the 

Pleiades(昴宿 ), or loose the bands of 

Orion(獵戶腰帶)? （聖經約伯 Job 38:31） 

四、伽利略對昴宿的觀察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說，七姊妹星團不是七顆星，用裸眼來看此星團，是 6 顆，

第 7 顆從未出現。英譯者 Helden 在註解上說，五等以內的星有 6 顆，六等以內的是 9

顆，因此裸眼看到的數目，不是 6 就是 9，不會是 7 顆。伽利略透過望遠鏡數到 40 顆裸

眼看不到的星，他畫出了 36 顆，把裸眼可見的六顆星用大顆空心來表示（圖二 c）。  

    伽利略的敘述讓我恍然大悟，此星團在希臘神話中，是七姊妹和她們的父母，共 9

顆；一般能看到的是 6 顆，比對拜耳所繪的星圖（圖二 b），拜耳只畫出六顆星，最亮的

那顆就是編號 η的昴宿六。所謂的 Lost Pleiad，就是指七顆中看不到的那顆星。七姊妹

中是哪一位消失，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是 Merope，說她跑到北斗去，成為 Mizar(開

陽)旁邊的 Alcor(輔)。筆者比對星名，發現前六顆星裡，有一顆是七姊妹的父親擎天神

阿特拉斯（Atlas），若是這樣，就有兩位姊妹消失了。比對各星名和希臘神話裡的七姊

妹，Lost Pleiad 究竟是哪一顆星，有點對應不上。這些星名的命名在何時在哪裡出錯，

還需查證。 

   湯若望在《遠鏡說》裡，寫下伽利略透過望遠鏡觀星的發現：「昴宿數不止於七而有

三十多」，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星數當然是遠比三十多還多更多。 

圖一、內布拉星象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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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七姊妹星團(昴宿) (依視星等
＊
排列) 

中文星名 天文編號 傳統星名(字義) 姊妹排行 視星等 

昴宿六 25 (η) Tauri Alcyone (翠鳥) 四姊 2.85 

昴宿七 27 Tauri Atlas  (七姊妹之父) 3.62 

昴宿一 17 Tauri Electra (琥珀) 二姊 3.72 

昴宿四 20 Tauri Maia (母親) 大姊 3.87 

昴宿五 23 Tauri Merope (側面) 七妹 4.14 

昴宿二 19 Tauri Taygeta 三姊 4.30 

昴宿增十二 28 (BU) Tauri Pleione  (七姊妹之母) 5.05 變星 

昴宿增九 16 Tauri Celaeno (昏暗) 五妹 5.45 

昴宿三 21 and 22 Tauri Sterope (閃爍)/Asterope 六妹 5.64/6.41(雙星) 

*視星等僅作為亮度排序參考，本表數據取自維基百科 

 

 

圖二、昴宿星團 

五、昴星數目古與今異 

    在準備寫結論時，讀到薛元澤的《釋詩經〈召南‧小星〉》一文，由此，筆者查到

更進一步資料，讓之前的疑義豁然開朗。 

    康熙年間陳啟源在《毛詩稽古編‧小星》裡探討星的數目，嘉慶年間王引之在《經

義述聞》裡對「三五在東」的三五提出看法，解答了筆者的疑惑： 

小星詩…謂三星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

三五為喻。…柳雖八星，然述引元命苞以為五星矣…不僅柳也，即如下章之參，

古以為三星，考工記數伐而為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為七星。昴今

為七星，元命苞以為六星，亦不能相同。（《毛詩稽古編》卷二） 

《文選‧宣德皇后令》注：《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

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為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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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為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唐風‧綢

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為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觽、

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

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

之數或與今異。……昴七星，而《詩》以為五星，《元命包》以為六星。（《經義

述聞》卷五） 

六、小結 

    昴宿星團是宿天諸星中非常特殊的星體，古今中外，人們仰望相同的星空，各有各

的想像，有的如出一轍（如七仙女與七姊妹），有的大相逕庭，所數出的昴星數有五、

六、七，甚至九顆的答案。 

    筆者一直以來，都「堅信」昴宿是七顆星，甚至一度以為昴宿七星，就是西漢時期

從天庭落入凡間與董永相戀的七仙女，還誤以為七仙女的小七就是與牛郎相會的織女。

但當看到 Pleiades and Orion 時，閃過筆者腦袋的是七姊妹被獵戶奧里翁追著跑的圖像。

因執著於昴有七星，對《詩經‧小星》中「三五在東」與「維參與昴」的無法對應，一

直耿耿於懷。其實，三五或許只是以數字形容天上星斗而已，不須如此認真考證。 

    裸眼觀昴，受限於現代光害太多以及眼力有限，已不知有誰可以數出昴宿究竟有幾

星。從拜耳《測天圖》、視星等及伽利略《星際信使》所述，六星應為最佳解。筆者最

佩服的古希臘人的眼力，把七姊妹的父母加進來湊成九星，對九顆中較亮的六顆星，有

Lost Pleiad 的說法，代表七姊妹中落入凡間的一顆星。 

    查到《論語讖》的「昴宿五老」之說，雖是讖緯之說，猜測或許可解「三五在東」

的「五」之謎，沒想到最後竟然找到嘉慶年間王引之已有相同看法，為這段昴星數的追

溯歷程畫下一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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