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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參與商：詩經裡的三星歧義初探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詩經是中國最早也是最有名的詩歌集，其中〈唐風•綢繆〉、〈小雅•苕之華〉，以

及〈召南•小星〉等三首詩提及三星，歷代解詩者對於詩中的三星是參星還是心星，各

有不同的解讀，本文探討分析歷代經學家解讀三星的岐義及其背後原因。  

關鍵詞：詩經、天文、星、參星、心星 

 

一、前言 

〈唐風•綢繆〉的三星在天/在隅/在戶、〈小雅•苕之華〉的三星在罶，以及〈召南•

小星〉三五在東，均提及「三星」，歷代經學家對「三星」係指哪三顆星，有各種不

同的論述，主要有「參星」和「心星」兩大宗。《詩經》的考證及論述，浩瀚如星

空，本文無暇顧及明清之後的詩解，僅取唐宋之前著名經學大師的註解來探討，以

《毛詩正義》的注疏文獻分析為主，輔以各種相關論證，探討這三首詩所提到的「三

星」究竟是指何星才比較符合當時的時空背景。 

 

二、歷代解詩文本 

《詩經》蒐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餘首，原本叫

《詩》，又稱《詩三百》。孔子以「不學詩，無以言」推崇《詩》的重要，從漢朝起

儒家將其奉為經典，遂漸稱之為《詩經》。 

早期詩經版本眾多1，其中最為著名並流傳至今的，是西漢初期大毛公毛亨所作的

《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全書以解釋字義為主，其章句訓詁大抵取自先秦

群籍，保存了許多古義。東漢大儒鄭玄2為毛詩作《箋》（簡稱《鄭箋》）。鄭自述其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 3。唐孔

穎達4彙整《毛傳》及《鄭箋》作疏（簡稱《孔疏》），是為《毛詩正義》。宋朱熹作

《詩集傳》5，有不少見解6與《毛傳》、《鄭箋》及《孔疏》不同。 

                                                           
邱韻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博士，電郵：yjchiu@mail.cgu.edu.tw。本研究源起於響應中華科技史學會

在 2016 年 8 月 13 日舉辦之｢科學眼看詩經」討論會，筆者探討詩經中的星空。半年前由徐勝一老師籌組

星空討論群組，在成員的多次討論及互相指正，完成當時未完成的稿件。 

 
1 漢代傳詩經者有魯、齊、韓、毛四家，魏晉以後，三家詩先後相繼亡佚，只有毛詩流傳下來。 
2 鄭玄(127~200)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兼採今文經說。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

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其對天文觀測頗有研究，著有《天文七政論》。  
3 鄭玄《六藝論》。 
4 孔穎達（574~648），孔子三十二代孫，唐朝經學家。奉唐太宗命編纂《五經正義》，融合南北經學家的

見解，是集魏晉南北朝以來經學大成的著作。 
5 朱熹研究《詩經》，于淳熙五年廢《詩序》，博採眾家之說，不再專以毛鄭之說為主，於淳熙十三年

（1186年）約完成《詩集傳》20卷。四庫全書本之注解版本稱之《詩經集傳》。 
6 《詩集傳》的特點是棄《毛詩序》不用，只從《詩經》文本入手，探求詩的本義，朱熹以這種方法開創

了《詩經》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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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論述以孔穎達《毛詩正義》為底本，透過孔疏，探討毛公、鄭玄解「三星」之

岐義，輔以朱熹《詩集傳》及其他解詩者的說法加以論述。 

 

三、綢繆三星 

〈唐風•綢繆〉重複了三次三星，自古以來，這三星究竟是指哪三顆星，熱議不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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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疏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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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也就是所謂的心宿二。朱熹和鄭玄一樣，也認為是

「心星」。 

(一) 三星在天 

若要認真尋找「三星組」，天上比比皆是。對初識星空的現代人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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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星空中最易辨認的是由織女星、牛郎星和天

津四組成的「夏天大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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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能力進一步看出牛郎星和心宿都是一

大兩小的「三星組」。獵戶腰帶三星、冬季大三角、夏天大三角可能是現代人最直接

想到的「三星」。 

中國的星空並沒有所謂的「冬季大三角」和「夏天大三角」，從二十八宿及各星

官來看，有參三星、伐三星、觜三星、心三星、織女三星、河鼓三星等等「三星

組」。參三星出現在冬季，心三星在夏季，除了這兩組三星，中國近代天文學家朱文

鑫7甚至還提出三章中的三星分別指參三星、心三星及河鼓三星。從天文觀測來看，這

三組「三星」，最明顯易見的是參宿三星，也就是冬季星空中最易辨識的獵戶座腰帶

三星。依星等來看，參三星三顆幾乎一樣亮，另外兩組則是中間亮，兩旁弱。 

表一、三組三星的視星等比較* 

 

(二) 綢繆與束薪束芻束楚 

《詩經》中有多首論及男女思婚情事的詩，都言及「薪」，例如：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周南•漢廣〉 

                                                           
7 朱文鑫(1883-1939)，〈唐風三星說〉，《天文考古錄》，頁 120~122。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 年 12 月） 

91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齊風•南山〉 

就「綢繆束薪/束芻/束楚」的字意來看，「綢繆」8和「束」都強調纏縛。卒章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有「補葺9」加入新人而成家之意。｢束薪」被解為婚姻禮

俗之一，下兩章束芻和束楚，與束薪同義。毛傳、鄭箋、孔疏均未對薪芻楚三者有區

別性的說詞。〈王風．揚之水〉，也分三章提及束薪、束楚和束莆，〈鄭風．揚之

水〉，分二章提及束楚和束薪，都有思念遠方妻子之意。 

 

(三) 昏與婚 

   古代婚禮在黄昏後擧行，故稱作

「昏禮」。「昏」的定義確定了「昏中

星」的觀測時間以及婚禮的舉行時間。

〈儀禮•士昏禮第二〉鄭玄注：「士娶妻

之禮，以昏為期10，因而名焉。必以昏

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啇為昏。」 

    網路上許多資料都將「啇」誤植為

「商」。啇，樹根，音狄，是漏刻的量

器。唐賈公彥疏：「鄭云日入三啇者，

啇謂啇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

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11云

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

刻。今云三啇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

刻半也。」 

   

 

(四) 三星與在天在隅在戶 

〈唐風•綢繆〉這首詩的表面字義，並未明指是夏季還是冬季。三星在天/在隅/在

戶，究竟是同一晚上時間的遞移，還是分指不同月份，說法不一。毛公認為「在天」

是參三星始見於東方天空，三星在戶是正月時參星中直戶也；鄭玄認為三章的心星處

於不同月份（在天，三月末到四月中，見於東方；在隅，四月末到五月中；在戶，五

月末到六月中）。表二是《毛詩正義》裡所列出的《毛傳》和《鄭箋》的註解。 

鄭玄根據〈詩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

因此認為三章的三星各出現的月份都是「不得其時」，都不是適合結婚的「仲春之

月」，所以不依毛意，主張三星是「心星」。 

毛公謂「參星正月中直戶也」，因古時戶必南出，正月的黃昏，參星位於南天正

                                                           
8 「綢繆」另見〈豳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牖：窗。音有） 
9 葺ㄑㄧˋ 
10 另見本文問題與討論〈陳風．東門之楊〉之「昏以為期」。 
11 馬融 (79-166)，東漢經學家。 

圖一、《儀禮注疏原目》書影：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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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符合。王肅12從卒章的

正月往前推，認為首章的「三星在天」是十月。孔穎達引王肅疏毛云： 

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

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 

    「隅」意指角落，並未有「東南」之意。毛公將「隅」解讀為「東南隅」，筆者推

測毛意可能是因為三星從東方升起，經「東南」而至南中天的緣故。 

 

表二、〈唐風•綢繆〉之《毛傳》《鄭箋》的註解 

《詩經》 《毛傳》 《鄭箋》 

〈詩序〉：「刺晉亂也，國

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興也。綢繆，猶纏綿

也。三星，參也。在

天，謂始見東方也。男

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

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

天，可以嫁娶矣。 

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

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

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

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

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

「不得其時」。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美室也。 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

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者，嗟茲也。 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

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隅，東南隅也。 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

中。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邂逅，解說之貌。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 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

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

妾。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宋朱熹《詩集傳》認為此詩描述的是建辰13之月的某一晚，從黃昏到夜半。建辰之

月是農曆三月，也是鄭玄所謂適婚月份（仲春）的下一個月，心星已在天，非嫁娶之

時。不遵詩序的朱熹，在此還是遵了詩序的前半，認為這首詩描述「國亂民貧，男女

有失其時」，雖失時但「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首章是叙其婦語夫之辭，次章是夫

婦相語之辭，末章是夫語婦之辭。朱熹之後，許多學者將此詩解為新婚之夜或鬧洞房

之歌，甚或是從議婚到成婚的一系列結婚過程14，不在本文探討之內。 

                                                           
12 王肅(195-256)，三國時期經學大師，晉王司馬昭的岳父。王肅注釋的儒家六經曾經是從三國一直到南北

朝的官方儒學教材，直至唐代孔穎達重新編撰確立了儒家六經的注釋，這也就是迄今的標準六經注釋版

本。(維基百科「王肅」詞條) 

13 建辰係指初昏時刻，北斗星指向東南方的辰位，即東南偏南 30〫方位。 
14 孫兆中(2019)：三書六禮與《唐風•綢繆》關係之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4期，p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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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唐風•綢繆〉之《朱傳》注解 

《詩經》 《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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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

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

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曰：

「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

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

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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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

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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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也。户，室户也，户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

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辭也，或曰女三為粲，一

妻二妾也。 

 

 (五) 適婚的月份 

毛公與鄭玄對月份的解讀完全不同，在於此詩的〈詩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

姻不得其時焉」。〈國風〉屬於變詩，唐風各詩的詩序，幾乎都是怨刺詩。因此，若遵

詩序，「婚姻不得其時」成為解此詩的重點。孔認為毛舉婚姻正時（冬季）以刺之，因

此認為三星是參。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因此結婚應在「二月之昏，火星未

見之時為之」，此詩裡三星出現的時間是「不得其時」，故推測是夏季心星。 

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

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

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 

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

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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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認為「仲春」是適婚之月，及孔疏的「毛以為，(略過兩句)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乃得以仲春行嫁」，可能都是根據〈周禮•地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

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孔疏的這段「毛以為」，是說毛公以為「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還是非

得在「仲春」行嫁，其它月份皆不得為婚？我們從另一首也是關於婚姻失時的〈陳風•

東門之楊〉來看，詩序提及「刺時也。昏姻失時」，孔疏：「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

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符合毛和鄭的原意，沒有過度解讀，進一步討論，請見問

題與討論。 

(六) 參與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是詩聖杜甫的名句，其中的參與商互不相見，典故

出自《左傳•昭公元年》（西元前 541 年）提及「帝嚳派實沉去大夏15，派閼伯去商丘任

                                                           
15 《春秋經傳集解》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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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正」。綢繆之詩屬唐風，蒐集的是晉國民歌16，實沈為參神，參為晉星。據此，筆者

以為，三星係指「參三星」較為合理。 

 

四、召南小星 

    〈召南•小星〉詩句兩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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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召南•小星〉之《毛傳》《鄭箋》的註解 

《詩經》 《毛傳》 《鄭箋》 

〈詩序〉：「《小星》，惠及下

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

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

貴賤，能盡其心矣。」 

 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謂禮

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嘒，微貌。小星，眾

無名者。三，心。

五，噣。四時更見。 

眾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

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禦於君

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

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

列宿更見。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參，伐也。昴，留

也。 

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

在天。 

    毛公認為「三、五、參、昴」四星是「心、噣、伐、留」。鄭和孔都依毛意，未持

不同意見。朱熹沒有特別指出三五是什麼星，而說「三五言其稀，概初昏或將旦時

也」，並認為「在東」是和「在公」相對應。 

(一) 從「三五」到「心噣」 

    毛公把「三」解讀為「心」，而不與次章的「參」對應，是否與〈詩序〉提到夫人

和妾的尊卑意象有關？ 

令筆者費解的是，毛公將「五」解為「噣」，鄭順毛意箋曰：「眾無名之星，隨

心、噣在天」。毛和鄭在此並沒有明示「噣」是哪顆星。孔穎達找到春秋緯書《元命

苞》17云「柳五星」為佐證，疏曰： 

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18曰柳謂

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

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

                                                           
16 唐風所收的詩篇，為晉國民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領域在今山西太原一帶，詩經所收的晉詩稱為

唐風，可能在於這是唐始封之地。 
17 全名《春秋緯元命苞》，“苞”也作“包”，二字古通用。漢代緯書《春秋緯》中的一種，作者不詳，著作

時代大約是西漢末、東漢初，魏·宋均注。該書內容龐雜，涉及到天文、地理、歷史、神話傳說等各方

面，卷帙很大，漢代以來傳注類書引用極多，是讖緯之書中存留佚文最多的一種。全書已佚，明代以後有

多種輯本。（摘自中文百科全書） 
18 孔穎達在此未特定指哪本天文志，可能泛指各天文志。《史記‧天官書》：柳為鳥注，主木草。《漢書‧

天文志》：柳為鳥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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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 

柳宿一般都被認為是八星19，形狀像斗，屬於西方長蛇座的蛇頭部分。不知毛公為

何說五是噣，也不知道為何《元命苞》說柳是五星。此外，心是東方蒼龍之心，噣是

南方朱雀之喙，心與噣不會同時出現在東方天空20。鄭玄說「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

在東方，正月時也」，孔疏「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筆者不解的是，為何鄭和

孔，要順毛意的「三心五噣」，而不解為其它星呢？這個不是五顆的「噣」，究竟有何

特別涵義？ 

(二) 從「參昴」到「伐留」 

    毛提出「參，伐也。昴，留也。」。參與昴都是自古以來知名的星，為何毛公要用

較無名氣的伐和留取而代之？為此，孔穎達舉了許多例證來說明： 

正義曰：天文志21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22曰伐。其外四星，

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

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

禮》「熊旂23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

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24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

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曰「昴

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係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參伐合計是六星，配上昴六星，在肅肅宵征的殺伐氛圍中有數字的巧合。收藏於

南陽畫像館的東漢時期白虎星宿畫像石：圖二左的白虎前有參三星及伐三星。圖二，

圍住兔子的是「昴七星」，下方是「女宿四星」，虎頭前方呈三角的是「觜三星」，

虎背上方是「參三星」，牛背上方是「河鼓三星」。 

  

圖二、東漢畫像石，左為參伐與白虎，右有昴、觜、參、白虎、女宿、河鼓等星。25 

 

五、三星在罶 

    〈苕26之華〉裡的三星在罶27，和綢繆三星一樣，有說參星，有說心星，也有沒特

                                                           
19 是何時開始認定柳為八星，筆者尚未確認出。 
20 心噣同時出現在天空時，應為一東一西。 
21 孔穎達在此所謂的天文志，筆者尚未查出是哪本史書的天文志，可能並非特定的天文志。《史記‧天官

書》 和《漢書‧天文志》的文字皆為：「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三有星，兌，曰罰，為斬艾

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晉書‧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參，白獸之體。其

中三星橫列，三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22 旒(ㄌㄧㄡ ˊ)，禮帽前後端垂下的穿玉絲繩。 
23 旂(ㄑㄧˊ)，一種在旗旒上畫龍，並在旗竿竿頭繫鈴作為裝飾的旗子。 
24《演孔圖》是漢代無名氏創作的讖緯類典籍，《春秋緯》十四種之一，亦名《春秋緯演孔圖》，東漢宋均

注。 
25 韓玉祥主編(1995)：南陽漢代天文畫像石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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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是什麼星。詩序寫道：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詩句如下：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28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這首詩充滿了國之將亡的無奈與悲嘆。首章前兩句，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

則黃」，次章前兩句，毛傳曰「華落，葉青青然」。苕，凌霄花，「苕之黃花」盛開的季

節29，正值秋分，也正是秋收時節，此時卻花落，且因饑荒而鮮可以飽，形成強烈對

比。毛未特指「三星」是何星，鄭明指是「心星」，孔疏以為毛指心星： 

毛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 

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

星之光耀，見于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孔疏毛傳：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蹔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

不可久也。 

在音義上，「三星」與「鮮」相對應，代表稀少或是稀疏星光之意。從星象來看，

筆者認為解為「心星」有兩重寓意：首先、從天地的對應來看，心為「大火」對應人

間之火。周室將亡，以火將熄滅喻之，故稱三星為心星。三星之須臾，因其「稀少微

渺」，而延伸有「不可久也」之意。其次、孔疏毛傳曰「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

間，蹔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秋分左右，心星在日落後不久就沒

入西方地平線，星光須臾即過，象徵周室將亡，不可久者。 

 

六、問題與討論 

 (一) 婚姻不得其時與男女及時 

從〈唐風•綢繆〉詩序來看，這首詩的焦點在於「婚姻不得其時」，究竟是陳結婚

之正時以刺之，還是直舉失時之事來諷刺，看來都有道理。由此，這首詩究竟是講好

幾個月，還是一夜，任由後人各自解讀。 

毛與鄭對適婚月份的歧義，可另見同是「婚姻失時」的〈陳風•東門之楊〉，詩序

「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句如下：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首章前兩句，毛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

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鄭根據周禮，強調必在「仲

春」，而毛只說「秋冬」。昏以為期，昏是黃昏，或許也隱含「婚」意，毛傳說「期」

是「期而不至」，所以有學者30認為詩中的明星是金星，且不是昏時的「長庚」，而是黎

                                                                                                                                                                      
26 苕，音條，凌霄花。 
27 罶，音簍。 
28 牂，ㄗㄤ，牂羊，母羊也。〈陳風.東門之楊〉的「其葉牂牂」，毛傳：「牂牂然，盛貌。」 
29 《爾雅·釋草》：「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華，花也。（苕，華色異名亦不同。苕，音調。蔈，音

標。茇，音沛。）。《淮南子·天文訓》：「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 
30 參考黃中慎：《詩經全注》，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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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的「啟明」31，毛和鄭都未明指明星為何星，孔疏則長篇討論幾月結婚較適合。 

〈召南•摽有梅〉其詩序是說「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

時也」，和〈唐風•綢繆〉的「婚姻不得其時」不太一樣。毛公和鄭玄注解〈摽有梅〉

主要都在討論適婚的年齡，而非季節。從梅子成熟到落盡，大約是盛夏到秋，並非適

婚的「秋冬」或「仲春」。孔疏〈綢繆〉曰：「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

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

而美之。」。比較這兩首詩，「婚姻不得其時」則是指舉行昏禮的時節，「男女及時」指

的是適婚的年紀，而且在文王的教化下，時節不是仲春，也可以成婚。 

(二) 尊卑有序與三女為粲 

    參宿三星看起來等距且亮度相當，而心三星則是中間亮兩旁弱。毛公在綢繆卒章

將「粲」解為「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鄭玄認為〈綢繆〉三章中的三星都是「心

三星」，在於「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鄭是否受到毛公解「粲」的影響，不得而知

。朱熹依毛意說「女三為粲」。筆者查詢《說文解字》，「粲」的本意是「稻重一䄷，爲

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有稻米鮮好之意，也有引為「餐」，或是以粲然形容燦爛的笑

容，除了這首詩之外，尚未查到有「三女」的意思。 

   〈召南•小星〉詩序強調小星的卑賤微渺，毛和鄭都釋「三」為「心星」，一大二小

符合尊卑有序的意象。 

 圖三、「粲」字源字形演變32 

(三) 天象的時空考定 

    天體運行遵循一定的規律，現代的天象軟體(例如 Stellarium)可以用來考定年代及

定位，以確認古籍的時空。例如徐勝一和陳有志探討「七月流火」 33，考定西元前

3000 年到西元後 3000 年「昏火中」和「夏至日」的日期，得出兩者在西元前 800 年一

致，符合詩經的成書年代，該文主張七月為周代的夏至月，「七月流火」乃指大火星自

高處將向西下斜之意34。他們也根據過洋牽星圖上的星，考證當年鄭和下西洋航行的時

空35。 

山西長治學院王建堂老師，在長治實地觀測了三年的星空36。長治與當年翼城37的

地理位置非常靠近，王老師實地觀測輔以歲差考量、異地觀測及多元論證，確認三星

                                                           
31 金星於黃昏時出現在西方天空，稱之「長庚」；黎明前出現在東方天空，稱為「啟明」。 
32 漢典 (https://www.zdic.net/)  
33 徐勝一、陳有志(2016)：再釋「七月流火」，《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1期，p48-55。 
34 徐勝一、陳有志(2017)：昏火中與周代夏至的探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2期，p89-98。 
35 徐勝一、陳有志、孫兆中(2019)：再談《過洋牽星圖》：北辰星及織女星的天文導航，《中華科技史學會

學刊》，24期，p77-87。 
36 王建堂(2013)：《綢繆》星象實地觀測與多元辯證，詩經研究叢刊。 
37 翼城，位於今山西臨汾。《綢繆》詩序裡所謂的「刺晉亂也」，係指西元前 700 年前後，長達半世紀的內

亂「曲沃代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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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參三星」。筆者以天象軟體 Stellarium 考定王老師所標註的時空，包括現今及西

元前 700 年，均與王文所述符合。 

考證詩經的學者，常以《禮記•月令》所記載的昏見中星來推測時節。日人能田中

亮(1901~1989)考定38《月令》成書年代，得出大約在西元前 620 年加減 100 年左右，

與詩經年代相仿。用天象軟體 Stellarium 也可以考定《月令》的時空。 

(四) 鐘鼎文及簡牘之「參」考 

    查考與詩經時代相近或略早的西周時期青銅器，發現故宮的鎮館之寶「毛公鼎」39

和陝西博物館的「五祀衛鼎」40，銘文上都有「參有司」。毛公鼎銘文：「命汝汝司公族

雩參有司；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根據陝西博物館介紹，五祀衛鼎銘文內容記

載西周恭王五年的一場土地糾紛，經「三有司」（司徒、司馬、司空）和內史實地勘

察、劃定地界，最後了結此官司。由此看到，在此時期，「參」就有「三」的意思，可

能就是從參宿橫向排列的三顆星，發展為數詞「三」。 

   

圖四：「參」鐘鼎文。(左)五祀衛鼎41，(右)毛公鼎（筆者攝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說文解字》中，形似「三星在天」的古字有「曐」和「曑」兩種，前者演變為

「星」，後者為「參」。說文解字大徐本謂：「曑，商星也。从晶，㐱42聲」，把筆者搞糊

塗了，進一步查詢才得知是大徐本誤植。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商當作晉。許氏記

憶之誤也。 

圖五：《說文解字》之「曐」和「曑」 

《詩經》這幾首詩的「三」，是否寫為「參」，可進一步探究考古出土文物。筆

者查到收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的漢簡《候粟君所責寇恩事》43，可看到此時的數詞，已

                                                           
38 能田中亮(1938)：禮記月令天文考，（日文）《東方學報》第 12冊，1938年 3月。 
39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年間（約西元前 800年左右）所鑄造的青銅鼎，1843年在陝西岐山縣出土。 
40 五祀衛鼎，西周恭王時期（約西元前 900年）器物，於 1975年 2月在陝西岐山縣出土。 
41 李緒傑(2015)：盛世吉金（2）五祀衛鼎，重慶出版社。 
42 㐱ㄓㄣˇ 
43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漢簡，現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訴訟檔案（東漢建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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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都寫成「一、二、三」的形式。透過更早期的簡牘（例如清華大學戰國竹簡44、安徽

大學戰國竹簡45、曾侯乙墓的竹簡、海昏侯墓的簡牘等）或可找到佐證，有待進一步研

究。  

(五) 「噣」是鳥喙還是捕兔網？ 

筆者查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46，意外發現「噣」有四種音義，其中之二與星名

有關。一是「柳宿」的別稱，同「咮」，是鳥嘴；一是「畢星」的別名，是指捕捉

鳥、兔之長柄小網，同「濁」。 

表五、「噣」與星名的連結及發音 

〈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傳：三，心。五，噣。 

箋云：眾無名之星，隨

心、噣在天。 

音義：噣，張救反，又

都豆反，《爾雅》云：

「噣謂之柳。」 

正義曰： 

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

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

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

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

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

明者，故以比夫人也。 

〈小雅‧魚藻之什‧漸漸之石〉月離于畢 

傳：畢，噣也。 音義：噣，直角反，又

音晝，本又作濁。 

正義（未對畢和噣做進一步解釋） 

〈齊風‧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箋云：畢，噣。 音義：噣，直角反，本

亦作「濁」。畢，星名，

何音犢。 

正義曰： 

《釋天》云：「噣謂之畢。」….. 

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噣，

因星形以名之。」 

傳:毛傳 / 箋:鄭箋 /音義:陸德明音義/ 正義:孔疏 

    孔疏〈召南‧小星〉引了許多典故，說明「噣」是柳星。《元命苞》云「柳五星」，

但柳非五星，實為不解。還有「噣」究竟何時唸「晝」（張救反），何時唸「犢」（都豆

反），筆者尚無法確認。 

    「畢，噣也」分別出現在毛公解釋「月離于畢」的「畢」，以及鄭玄箋〈齊風‧盧

令〉詩序的「畢弋」之「畢」。唐陸德明音義47：「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濁。」

（表五）。回頭檢視表四，光從毛傳和鄭箋其實看不出〈召南‧小星〉毛所謂的「噣」究

竟是指「柳星」還是「畢星」。畢的位置在昴附近，那麼，毛公所謂的噣，有無可能是

指畢呢？ 

                                                                                                                                                                      
年，西元 27年）。可參考網址 http://www.yac8.com/news/11953.html 
44 簡稱清華簡，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2008 年 7 月由清華大學校友趙偉國捐贈給母校的一批竹簡，經

鑒定為戰國中期偏晚的重要文物，據信包含《尚書》的部分篇章以及周武王時期的樂詩等內容。 
45 簡稱安大簡，2019 年 9 月出版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一書，爲我們認識漢代以前《詩經》的

文本差異提供了可能。（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844） 
46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址：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47 《經典釋文》30 卷，是唐代經學家陸德明（約 550 年～630 年）的著作，解釋經書音義的專著。其在經

文和注文所使用反切的注音方法，統一魏晉以來混亂的注音，方便讀者了解其句解，唐代以降與《十三經

註疏》並行為閱讀經籍的依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8%8F%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99%E5%81%89%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7%AE%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0%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A%E6%9B%B8_(%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AD%A6%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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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柳宿八星，屬西洋星座的長蛇座蛇頭部分。 (b) 畢宿八星，屬西洋星座的金牛座。 

圖六、噣是「柳宿」的別稱，也是「畢星」的別名48 

    筆者查詢《爾雅‧釋天》，得到這兩個與「噣」有關的星名：「濁謂之畢。咮謂之

柳。柳，鶉火也」。那麼，小星裡三五在東的「五」，究竟是謂之畢的捕兔網「濁」，還

是謂之柳的鳥嘴「咮」？柳畢皆為八星，若硬要符合星數，把詩句寫為「三八在東」，

感覺詩意盡失，筆者遂想成三加五等於八，將八隱含在三五之間，自覺莞爾。  

    漢畫像石的昴總是圍著一隻兔子（圖二 b），以及郭璞(276-324)曰：「掩兔之畢，或

呼為噣，因星形以名之」(表五)，都是漢代到東漢末之後的例子。畢何時變成捕兔網？

陳久金提出49在先秦文獻中，並沒有找到畢和捕兔網的關係，認為畢星是以魏之始祖畢

萬來命名才合理。因此，當毛公解五為噣時，想的應該不是「捕兔網」。 

    從分野來看，召南是在「周南」之南，大約是當年「商」的屬地，他們所信奉的

是「大火」與「鶉火」，由此或許可以推測，毛所謂「三，心。五，噣」，可能是指

「大火」與「鶉火」。《左傳‧襄公九年》(564 BC.)詳述了「咮為鶉火，心為大火」的典

故： 

九年春，宋災。…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

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

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

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孔穎達在「一妻數妾」和「尊卑之說」做了許多文章，說「三」是「心」，卻未從

分野的觀點來分析何以五對應噣。〈小星〉是召南之詩，商之地，以「心噣」釋「三

五」，有其道理。「心噣」與「參昴」恰好對應「商」與「參」，真是動如參與商。 

(六) 柳昴均非五星 

    毛和鄭都將三五解釋為心和噣，而不與下章的參昴對應，但也有學者認為三五是

參和昴50。兩種說法的噣（柳或畢）和昴的星數都不是五，孔引述《元命苞》的「柳五

星」以及「昴六星」來作疏。 

   「柳」實為八星，「昴」則一向被認為是七星，為何《元命苞》的星數與我們熟知

不同？筆者於是想問，每個星官的星是幾顆，是何時定出來的？在先秦時期，所認定

的柳幾星、昴幾星等星官之星數，是否與後人不同？有待進一步研究。 

                                                           
48 圖片採自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 
49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頁 182-185。 
50 例如，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謂三五即下章之參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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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昴為六星有其道理，從視星等來看，昴宿最亮的星有六顆，加上次亮則為九顆，

因此昴六星比七星來得正確。關於昴星數目的探討，可見拙作51。參伐合計是六星，毛

公說昴為留，疏引《元命苞》稱昴六星，六留的音義與數字之巧，是否是孔穎達之

意？ 

    筆者則尚未找到能確認噣（柳）為五星的支持論點。若不執著於星的數目，以召

南是南方之國，〈小星〉連結南方朱雀之嘴「噣」，實屬合理。 

    星星之間本無連線，各星官的星數及連線都是基於傳統文化故事下的人們想像，

漸而約定成俗。探究各星官在不同時期的星數，是個值得繼續探索的有趣議題。 

 

七、結論 

以今人學習觀測星象來看，最開始認識的「三星」，應是「夏季大三角」和「冬季

大三角」，但本文三星的答案要透過中國古代星空三垣二十八宿的體系來理解。中國古

代星空雖有許多星官是由三顆星組成，但「參」或「心」是最主要的兩解。解讀詩經

的星空，除了檢視其出現月份外，也要對各星的天地分野及代表意義有所瞭解，更不

免要參考詩序的寓意，及歷代解詩者的說法。本文還輔以其它相關詩的解讀，並從出

土文物追溯先秦文字的發展、天文觀測及時空考定等等多元論證來探討「三星」應為

何星。 

《詩經》的考證及論述，浩瀚如星空，唐宋之後，明清治經者眾，其論述不在本

文探討之內。本文僅以《毛詩正義》為底本，先排除長篇大論的孔疏，製四個表(表二

到五)呈現出毛傳與鄭箋的原意，將問題簡化，先釐清毛公與鄭玄的原意及其歧義，再

參酌孔穎達的疏文。 

筆者比較支持綢繆三星是參三星。理由有三：(一) 綢繆詩屬唐風，蒐集的是晉國

民歌，參為晉星，即晉主祀之星。(二) 從星空觀測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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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雖然詩經裡與三星有關的詩僅有三

首，且今人認為「參」就是「三」，但還是得從文字的發展以及出土的文物來推敲，在

詩經時代，是否「三」是「參」。筆者從五祀衛鼎及毛公鼎銘文，找到「參有司」的

「參」是「三」，也看到已使用「三」的漢簡。近期還有許多出土的戰國時代竹簡，應

可提供更多佐證。 

〈小星〉採自召南，是當年「商」的屬地，而「噣」是南方朱雀之嘴。參考《左

傳》之「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可得〈小星〉裡的「三五」對應「心噣」，有其道理。 

〈苕之華〉裡的「三星在罶」，意指周室之將亡，不可久矣。三星可以只是對應

「鮮」字，代表稀少之意，而不見得是天上的星。但從笤花盛開時節及天地對應，以

天上的心星對應人間之火，周室將亡，「大火」將熄，稱三星為「心星」頗有深意。  

從《詩》到《詩經》，經文被賦予各種意涵，甚至時而被過度解讀或解偏。也有

學者主張不要理會詩序，純欣賞詩。筆者認為在欣賞文字之美之餘，探求其時空背

                                                           
51 邱韻如(2017)：昴宿有幾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2期，p16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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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以及毛公傳詩的原意，可以幫助深入的理解。筆者在釐清三星究竟是什麼星之

餘，不得不弄清「昏」的定義以及適婚的月份及年紀。在解讀經文時，參考其它相類

似的詩，一起來讀，例如本文提到的「束薪」、「牂」、「噣」、「以昏為期」和「昏以為

期」等等，都可以增加更多的認識與討論。還有一些問題，例如為何毛公說「三女為

粲」，為何《元命苞》所提及之星數異於一般，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筆者對詩經及相關經學的瞭解尚屬粗淺，錯謬難免，還請先進們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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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ing about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ree Stars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Yun-Ju Chiu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Poetry (Shijing) is the oldest and most famous existing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The “three starts” mentioned on three poems have been interpreted by 

numerous scholar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mply distinct star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se poems related to the “three stars” and analyze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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