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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解《詩經》與《楚辭》中的「桑扈」 
 

韓學宏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摘要：《詩經》與《楚辭》中都出現「桑扈」一詞，《詩經》的〈小宛〉及〈桑扈〉解

作鳥類，而《楚辭》〈九章.涉江〉篇解作隱士。這樣的歧異自古即出現，尤其〈桑扈〉

篇的兩章出現時：「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其下句都有鳥

傍的「鶯」字，而產生了清代許慎《說文解字》與清代段玉裁作注時的不同意見。本

文嘗試重新詮解《詩經》中的鳥類，「桑扈」即是研究之始，提出「桑扈」可能並非傳

統所指稱的鳥類，而是指種桑之地、桑鄉而言，提供研究者一個新的研讀視角。 

 

關鍵詞：桑扈, 鶯, 《詩經》,《楚辭》, 鳥類。 

 

 

一、前言： 

胡樸安撰《詩經學》指出「《詩經》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名，除牛、羊、雞、馬、

桃、李、梅、松、麻、艾、黍、稷，普通常稱者外，其他古今異者極多。」1並指出

《詩經》言鳥者三十九。）有關《詩經》中的鳥類，提及「桑扈」這種鳥類，多指出

是鳥名，竊脂也，俗謂之青觜，筆者覺得似乎有些疑義值得推敲，故撰文析論。《詩

經》全書共有兩篇提及「桑扈」，其中一篇是《詩經．小雅．桑扈之什．桑扈》，並

出現兩次；另一篇是《詩經．小雅．小旻之什．小宛》，出現過一次。兩篇句型相

同，都是「交交桑扈」，〈小宛〉篇六章中的同一位置，有另兩處是「宛彼鳴鳩」、

「題彼脊令」，都是指鳥類而言。然而，〈桑扈〉篇四章中的前兩段起首都提及「交

交桑扈」，而下句都接以「有鶯其羽」，上下二句的「桑扈」與「鶯」，是否指的都

是鳥名呢？以下嘗試加以論述。 

 

二、「桑扈」是鳥？ 

（一）兩篇的「桑扈」都指「桑鳸」： 

依〈小宛〉篇來看，相對於「鳴鳩」、「脊令（鶺鴒）」，桑扈」指「鳥」無

疑，不過，筆者卻認為相較於前述的鳥，這兒的「桑扈」宜作「桑鳸」。因為先秦兩

漢把「桑扈」當作鳥的只有《詩經》這兩篇，而《楚辭》的「桑扈」解作隱士之名，

詳參下節。因此，「交交桑『鳸』」，亦即以桑鳸的鳴叫起興全章或全篇。《左傳．

襄公 27 年》載云：「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

辭福祿得乎，卒享。」提及大臣賦詩言志，其中的公孫段，即賦《詩經．桑扈》以明

志。 

《淮南字．說林訓》載云：「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

不啄粟，非廉也。」其中所講的「桑扈」即指鳥類。這兒提及「桑扈不啄粟」，即著

眼於指出傳統解詩「桑扈」鳥的食性。《詩經詞典》指出：「桑扈，鳥名，也叫竊

脂、青雀。…《毛傳》:『桑扈，竊脂也。』《集疏》:『《釋鳥》：桑扈、竊脂，郭

 
 
1 胡樸安，《詩經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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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竊膏脂食之，故名云。』」2也難怪《淮南子》會提及

「桑扈不啄粟」，實是認為「桑扈」鳥是肉食性的。這個說法早在宋代的朱熹《詩經

集註》即如此註解：「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3 

其實，除了猛禽是典性的肉食性鳥類外，許多鳥類都屬於雜食性。因而近世如屈

萬里《詩經詮釋》，即改舊說竊脂解作竊食膏脂，即肉食性的謬說，屈萬里引《詩經

稗疏》指出，即蠟嘴（鳥），「竊指「淺」，「脂」指「白」，「竊脂」指「淺白

色」而言。並補充「此鳥三、四月間採桑之時常見之。」4馬持盈在《詩經註譯》中，

也註云：「鳥名，俗名青觜。」5已經捨去「竊脂」之說。 

 

（二）〈桑扈〉不是指「鳥」？ 

漢代申培《詩説》即把《詩經》「桑扈」篇名寫作「桑鳸」，可見「桑扈」一詞

指鳥類是牽強的。揆諸先秦兩漢的文獻記載，「扈」字的使用廣泛，卻只有《詩經》

這兩篇出現了「桑扈」一詞三次，歷來註家解詩為「鳥名」。 

《說文解字．邑部》：「扈：夏後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

从邑，戶聲。」「扈」字的使用廣泛，在中國哲學電子化所收的數十種先秦兩漢古籍

當中，出現 191 次，而「鶯」字則出現 3 次，只有《詩經》與《說文解字》各一處提

及。「扈」常當作國、邑或姓氏等來使用，包括篇章名，「桑扈」出現 10 次，漢代蔡

邕撰的《蔡中郎集》與《獨斷》都提及了「桑扈」氏當作農正之官名，職責是「趣民

養蠶」，與春扈氏、夏扈氏、秋扈氏、冬扈氏、棘扈氏、行扈氏、宵扈氏、老扈氏等

農正，分工管理各項農事。這是「桑扈」在古籍當中並非專指鳥類的一例。 

  此外，《楚辭．九章．涉江》載云：「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

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其中的「桑扈臝行」，宋代洪興祖《楚辭補注》云：

「桑扈，隱士也。」6這是「桑扈」不指鳥類的另一例。錢穆《莊子纂箋》引馬其昶之

說指出：「楚辭桑扈，洪注謂桑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頁 56。）揆

諸這一說法的源頭，似乎指向先秦時期魯國的「子桑伯子」，《論語．雍也》載：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莊子．大宗師》提及「子輿與子桑

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猗！』」7；《莊子．山

木》又提及：「孔子問子桑雽曰」。8這些記載，不論其虛構或實有其，沒有一個是與

《詩經》「桑扈」一詞完全相同，洪興祖《楚辭補注》以「隱士」解讀「桑扈」，啟

人疑竇。 

 

三、小結：「桑扈」新解 

若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9解作地名

之說，《詩經》及《楚辭》共四處提及「桑扈」，應是指種桑之高地或種桑之都邑亭

台休息處。如此則前述蔡邕所指的「桑扈氏」管理農民種桑養蠶；而《楚辭．九章．

涉江》所寫的「桑扈」，也不是指「隱士」，而是指屈原在窮途潦倒時，就像剔髮絕

俗的接輿，放浪形骸，在「蠶桑之邑」，衣不蔽體的走著。 

 
2 向熹編，《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386。 
3
 宋代，朱熹，《詩經集註》（台北：華正出版社，1980），〈小宛〉，頁 139。 
4
 屈萬里，《詩經詮釋》，〈小宛〉（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370，註 19。 
5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小宛〉，頁 370，註 19。 
6
 宋代，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84），頁 131。 

7 以上兩段，分別見於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229 及頁 212-

213。註一云：「子桑戶…：方外之士，寓言人物。」 
8 同註 7，頁 560。註一云：「子桑雽：姓桑，名雽，隱居者。」 
9 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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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詩經》的講法中，都以「桑扈」指鳥而言，只有漢代許慎《說文解字》

「鶯」下云：「鳥也。從鳥，熒省聲。《詩》曰：『有鶯其羽』。」10所引即為《詩

經．桑扈》這篇，可見由文字偏旁求其物類的話，先秦時期的鳥類偏旁之字，理當是

指鳥名而言。然而，清代段玉裁為《說文解字》作註時，即改許慎之說為「鳥有文章

皃」。11段玉裁注云：「各本作『鳥也』，必淺人所改，今正。…自淺人謂鶯即鸎字，

改《說文》為『鳥也』，而與下引詩不貫於形聲，會意亦不合，不可以不辨也。」）

這個說法也源自於宋代朱熹的《詩經集註》，「鶯然，有文章。」12其實《詩經．桑

扈》原句為「有鶯其羽」，朱氏將原詩增字解為「鶯然」。 

《詩經詞典》亦承此說，指「鳥羽有文采」13考察先秦兩漢文獻，「鶯」字也只出

現在這三處，即《詩經》與《說文解字》各一處提及。 

以上解說了「桑扈」與「鶯」兩個字詞，以下來重新詮解《詩經》兩篇所寫到的

「桑扈」一詩的相關章句，作為結語，《詩經．桑扈》提及原文如下：「交交桑扈，

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試

譯如下：蠶桑之鄉傳來鳥鳴的交交之聲，原來是有隻羽色出眾的鶯鳥在鳴叫著。有德

的君子覺得很快樂，因為感受到老天的眷顧。蠶桑之鄉傳來鳥鳴的交交之聲，原來是

有隻伸展喉頸高歌的鶯鳥。為有德的君子帶來歡樂，他保護著萬邦，不受鄰敵的威

脅。 

 

而另一首〈小宛〉提及原文如下：「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榖？」試譯如下：桑邑傳來陣陣的鳥鳴聲，群鳥飛向粟田中啄

食禾穀。感嘆自己只是孤伶一人，沒有朋友佑助，難怪會被棄置及繫獄。就算有機會

握粟占卜，也卜不到善好的運勢吧！ 

總之，筆者試著不從鳥名，而從桑邑來解讀「桑扈」，解開「鶯」為「鳥羽有文

采」而非鳥名的矛盾，提供《詩經》這詞的解讀一個全新的詮解，以呼應漢代許慎

《說文解字》解「鶯」為「鳥名」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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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s of bird studies of Shang hu（桑扈） in Book of 

Odes（《詩經》） and Chu Ci（《楚辭》） 

 

Shok-fun Hon 

 

 

Abstract:  The word "Sang hu" appears in both "Book of Odes" and "Chu Ci". This kind of 

divergence has appeared sinc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 two chapters of "Sang hu" 

appeared. The word "ying" led to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Xu Shen's "Shuowen Jiezi"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uan Yucai's annot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birds in the  "Book of Odes" . "Sang hu"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and it 

is proposed that "Sang hu" may not be the bird referred to in the tradition, but refers to the 

place where mulberry is planted and the village of mulberry. This articl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study. 

 

Keywords：Shang hu, 鶯 ying, Book of Odes（《詩經》）, Chu Ci（《楚辭》）, bi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