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左傳》引《詩》、賦《詩》之外交運用及其意義 

 

許倍瑜 

 

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左傳》中引《詩》、賦《詩》在外交上的運用及其意義。

《左傳》作為一部敘寫春秋亂世的文學作品，以魯國為視角，涵蓋各個諸侯國間

的往來與爭鬥，由此可知「外交活動」於春秋時期占了極大的重要性。尤其在周

天子式微、各諸侯國稱霸一方，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實行「尊王攘夷」，各諸侯

國共尊王室、攘除外患。這個爭權的時代，禮樂制度成了武力強權之外維繫社會

與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故《詩》可以興、觀、群、怨的特質成為春秋時人引《詩》

的關鍵，在外交場合作為一大利器。 

  本論文先從文本分析著手，考究時人引《詩》、賦《詩》於外交的功能性，

依引《詩》、賦《詩》分類敘述之，並且比較兩者之異同與數量差異。再者，將

研究時間聚焦在《左傳》中襄公、昭公——用《詩》最為鼎盛之時，除了對照不

同時空背景下《左傳》用《詩》的方式，亦由內、外分析《詩》於《左傳》外交

中的獨特優勢，藉以帶出《詩》於《左傳》時人外交的功利性與不可替代性。 

 

 

關鍵字：《左傳》、外交、引《詩》、賦《詩》、《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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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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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1《詩》不只可以激發個人的聯

想力、觀察社會風俗民情，亦可譏諷時政；不只是能懂得如何孝敬父母，甚至可

以學會如何輔佐君主。在春秋時期，「賦《詩》」、「引《詩》」盛行，小則抒發個

人志向情致，大則左右一國之命運，《詩》的延展性與深度自然不容小覷。「不學

詩，無以言。」2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一個不懂《詩》的人，難以和當時的知識

份子言辭，更遑論參與朝政。 

  《左傳》長於敘事的特色，常能將事件的場景與內容明確條晰，亦善於刻劃

人物、記錄言辭，此二者相輔相成。根據奚敏芳《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統計《左

傳》引《詩》共一百八十條，賦《詩》七十六條，可謂引《詩》與賦《詩》之集

大成3。引《詩》與賦《詩》之功用廣大，包含評人、論事、諷刺、讚譽、推辭、

駁斥或是暗喻志向。《左傳》作為一部敘寫春秋亂世的文學作品，以魯國為視角，

涵蓋各個諸侯國間的往來與爭鬥，由此可知「外交活動」於春秋時期占了極大的

重要性，如：國與國之間如何結盟、對周天子的朝聘之禮等。在《左傳》的外交

辭令中因而出現了豐富的引《詩》與賦《詩》，用來婉轉傳遞訊息、影響決策或

能舒緩外交上緊張的情勢。由此可見，《詩》與《左傳》外交辭令的密不可分。 

  古今不乏學者據此深入研究，根據引《詩》與賦《詩》內容逐條考據並將其

方式分門別類，如：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針對《左傳》行人

外交辭令的研究4，在外交辭令上前人多有著墨，可見的研究還有：李新霖〈春

秋左氏傳行人外交辭令研究〉5、陳雙景〈左傳行人外交辭令釋例〉6；也有許多

針對春秋時期外交場合的討論，如：陳嘉琦《春秋中期盟會研究》7、陳中芷《春

秋時代的盟誓》8、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9或陳奕任：《春秋會盟禮制研究》10；

專對「賦《詩》」與「引《詩》」的研究亦相當豐沛，如：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

之詩教研究》11、毛振華《左傳賦詩研究》12與〈《左傳》賦詩研究百年述評〉13、

                                                      
1
 鄭曼髯：《論語譯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 年，頁 331。 

2
 同上註，頁 319。 

3
 奚敏芳：《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頁 28。 

4
 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43。 

5
 李新霖：〈春秋左氏傳行人外交辭令研究〉，《台北工專學報》，第 22 期，1989 年。 

6
 陳雙景：〈左傳行人外交辭令釋例〉，《文藻學報》，1999 年。 

7
 陳嘉琦《春秋中期盟會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8
 陳中芷：《春秋時代的盟誓》，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年。 

9
 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 1962 年。 

10
 陳奕任：《春秋會盟禮制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1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2
 毛振華：《左傳賦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3
 毛振華：〈《左傳》賦詩研究百年述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1 卷第 4 期，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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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琴〈左傳引詩的研究〉14、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
15
以及奚敏芳《左傳賦

詩引詩之研究》16等，可見的研究資料不勝枚舉。筆者欲將二者結合，把引《詩》

與賦《詩》聚焦在《左傳》的外交辭令上，乃因引《詩》與賦《詩》常在重大的

場合中運用，而其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以不違背當代之「禮」的方式登場，又能

達到外交的目的，實為一大學問。 

 

  根據前人研究，對於賦《詩》的看法有三：賦《詩》即歌詩、賦《詩》即誦

詩以及賦《詩》即歌詩及誦詩17。且不論三者何者最為恰當，它們共通的特點都

是將《詩》的篇章內容在對話中完全表達，差別在於表達時詮釋方式的不同見解。 

  引《詩》相較於需要完整表達的賦《詩》而言來的更為容易，因其可以在言

談間夾雜一、二句《詩》文來抒發自己的意志或是論事說理，不如賦《詩》較為

嚴謹，也因此在《左傳》中引《詩》與賦《詩》的總數量上，可見引《詩》（一

百八十條）比賦《詩》（七十六條）18多出許多。 

  引《詩》與賦《詩》都是運用《詩》來傳達意義，有時亦能加強言談的說服

力，或勸諫君王，或諷刺時事，或寄寓道理，或抒發情致，取義方式皆屬各取所

需，除了《詩》原意、引申，亦有斷章取義的情形。但兩者仍因為形式與運用的

差異造成不同的效果，因而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分關係和不同的情況之下都會

影響引《詩》與賦《詩》的狀況，時間的變遷，也能察出兩者因其不同而得以延

續、興盛或式微。 

 

  至於本文所謂「外交」，乃指春秋時期，五霸崛起，周天子式微，由霸主號

令諸侯，而霸主之威信建立於外交之際。因而外交之於各個諸侯國有著舉足輕重

的影響力。外交牽涉國與國之間的活動，就和平、戰爭、經濟、文化等問題進行

協商，藉以促進各國利益。根據《左傳》中易有諸侯國代表相會之場合，有較為

單純的宴飲、牽涉戰爭的盟會以及與周天子有關的朝聘。 

  據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所言：「《左傳》中之言辭可分為對內諫說與對

外外交兩種，尤以後者為要。」19外交辭令是運用於外交場合，具有強烈目的性

與說服力的語言，而其欲傳達意涵的展現方式不定，而《左傳》中外交辭令數量

依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所計共二百三十六則20，引《詩》與

賦《詩》即為一種表現類型，分別有十九次引《詩》與二十五次賦《詩》（參見

附錄）可見於其中，故可推知引《詩》與賦《詩》在《左傳》外交辭令中佔一席

                                                      
14

 張英琴：〈左傳引詩的研究〉，《思與言》，第 6 卷第 6 期，1969 年。 

15 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16

 奚敏芳：《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17

 林思妤：《《詩經》、《詩序》、《左傳》關聯問題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7 年，頁 67-71。 
18

 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261-288。 
19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20

 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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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也是本文欲考究之核心。此外，本文所明列與研究之引《詩》、賦《詩》，

限於《詩》書中所收錄的三百零五篇，逸詩因其部分仍存有爭議，故暫不考究之。 

  除了整理並列出引《詩》與賦《詩》於《左傳》外交辭令之表格，本文亦歸

納《左傳》外交場合中引《詩》與賦《詩》的功能與用途，並分析引《詩》與賦

《詩》數量差異的緣由與意義。此外，筆者也從時空背景與外交情境來探析引《詩》

與賦《詩》的方式與因果，就不同的時空解析引《詩》與賦《詩》之時代意義，

並由內在及外在觀點剖析引《詩》與賦《詩》之利弊。最後，除了印證賦《詩》

較具正式性，而引《詩》較不重儀節之內涵，也欲進一步理解引《詩》與賦《詩》

之於外交的影響力與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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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傳》外交場合引《詩》、賦《詩》之用途 

  本節以考究《左傳》在外交場合上引《詩》與賦《詩》之用途為目的，以引

《詩》與賦《詩》分類述之。所謂用途，即為引《詩》與賦《詩》之功能的論述，

由於引《詩》與賦《詩》在形式及特質上有所差異，故下分的分類標準並不完全

相同，依其特性及運用方式而有所區別。 

（一）引《詩》之用途 

  本文所考察與外交用途相關之引詩共十九次，依其作用分為，引《詩》作為

評人論事的準繩、以《詩》所推崇之德性說服他人與藉《詩》比喻時下情境三類。 

 

1. 引《詩》作為評人論事的準繩 

  《詩》在春秋時代作為一個，有公信力，能教養人性的作品，在春秋時代，

不乏有人以《詩》作為議人的準繩，藉以評判或映照出他人之德行。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魯，與襄公並肩登上台階，這是不符合禮的，叔孫穆

子上前相勸，孫文子卻一聲不吭，面無悔色。這令穆叔髮指，認為孫文子必將逃

亡： 

 

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21 

 

  此處即是引〈召南‧羔羊〉中的「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此句意旨官吏減

膳、退食於家中，形容其節儉奉公、從容自得的樣子。22藉由這樣形容官吏良善

的《詩》句，對比出孫文子之無禮。 

 

  又如昭公二年，子叔子聘于晉，辭隆禮，叔向讚揚之：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頁 1408） 

 

                                                      
21

 ［春秋］左丘明著，［晉］杜預集解，［日］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臺北：明達出版社，

1986 年，頁 1025。下文《左傳》之引文均引自《左傳會箋》，出處頁碼隨附於引文之後，不另

註。 
22

 朱 熹：《詩經讀本》，臺北：大方出版社，1976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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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引〈大雅‧民勞〉「敬慎威儀，以近有德。」23二句，讚揚子叔子之德

行與其知禮，認為子叔子恭敬、莊重，保有威儀，且能親近仁人與志士。 

 

  在引詩論人上，雖然較無牽涉外交活動的成敗，但是這些評斷皆是源自於外

交場合中人物的言談而觸發的，藉由《詩》，能使評論更有依據，也更容易在《左

傳》中以此端倪出人物在外交場合上的形象與性格。 

2. 以《詩》所推崇之德行說服他人 

  在外交上，常為一些不合乎平等的要求，開啟與他國協商，此時若能以《詩》

中的義理來說服他國，不但能使自身利益受到保障，也能藉由引《詩》之內容，

推崇對方施行德政，使對方在讓步的同時仍感到尊榮，以維護彼此間的平和。 

 

  成公二年，齊國攻伐魯國，而衛國又戰敗，故聯合魯國向晉國求援。齊國因

而戰敗，派賓媚人入晉求和，晉國卻要求齊國國母蕭同叔子到晉作人質，並使齊

國境內的田隴全部東向，才願意結盟。這樣的條件實在有辱齊國，於是賓媚人三

次引《詩》作為回應：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頁 843） 

 

  賓媚人引〈大雅‧既醉〉，認為孝子的孝心應是永不匱乏的，且應將這種孝

德永遠分享給其他人。24藉此闡發晉國的要求，根本是以不孝號令諸侯，是沒有

德行的。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成功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

有闕。（頁 844） 

 

  此處引用〈小雅‧信南山〉，闡述先王在治理土地上的意願，是以劃定疆土，

或以向南或向東，開闢田畝。25若晉國非要齊國改變田畝方向，不僅無視地勢是

否適宜，只求晉國的兵車便利，又違背先王旨意，是不義的啊！這樣又該如何作

為盟主呢？ 

 

                                                      
23

 《詩經讀本》，頁 157。 
24

 《詩經讀本》，頁 151。 
25

 《詩經讀本》，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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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

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頁 846） 

 

  最後則引〈商頌‧長發〉中的一句，帶出商國成湯，溫厚施政，剛柔適中，

為諸侯表率，因得天賜百祿。26對比晉國的「無疆之欲」，藉此勸勉晉國寬厚為

政。最終，晉國果然被賓媚人說服，與之結盟。 

 

  再如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朝見晉國時的需要貢品很多，鄭國人

為此感到困擾。鄭伯去到鄭國時，子產便寄信給子西，讓他告訴范宣子： 

 

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

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

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

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頁 1207） 

 

  子產起先是針對晉國貢品很重做一些疑問和辯駁，利用「名」與「德」，誘

導晉國改變作風，最後藉由引〈小雅‧南山有台〉，說明有德則樂，而樂能使君

子為國立根基27，和〈大雅‧大明〉28，藉此提醒范宣子，上天也在看著你，別

有二心想從他國取得不義之利。藉由這兩句佐證好名聲與美德的來由，再建議范

宣子如何得到好名聲與美德，讓范宣子聽了愉悅，得以減輕鄭國之貢品。 

 

  在外交上，以《詩》來激發德行，讓霸道無法橫行似乎是非常可行的，以上

二例，皆為非常成功的引《詩》外交，由此可見，《詩》對於時人的影響之大，

作為當時一個樹立德行的標竿，一點也不為過。 

3. 藉《詩》比喻時下情境 

  《詩》本身就具有許多修辭格，所以在讀《詩》時，自然能從中的譬喻知曉

寓意，在《左傳》中，亦不乏以《詩》來比喻時下處境，藉以婉轉地傳達出真正

的心意。此外，引《詩》作為比喻，亦可增添言辭之質與美，作為外交之用，實

為妥當。 

                                                      
26

 《詩經讀本》，頁 193。 
27

 《詩經讀本》，頁 87。 
28

 《詩經讀本》，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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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公七年，衛襄公死，晉國大夫引〈小雅‧常棣〉29之《詩》句，讓韓宣子

願意派范獻子至衛國弔唁，甚至歸還從衛國奪來的土地： 

 

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

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

反戚田。（頁 1494） 

 

  晉大夫這一番話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外交的利益關係，也無成敗可做定奪，但

以引《詩》，比喻兩國情同兄弟，作為言辭的憑據，認為應該相互友愛。藉此讓

晉國以親善衛國的方式，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的叛變，亦是外交手段之一。 

 

  時至昭公二十四年，晉國王室動盪，子太叔進見，范宣子向子太叔問了對策：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

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

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頁 1700） 

 

  子太叔在此引〈小雅‧蓼莪〉中的一句「缾之罄矣，惟罍之恥。」30原本該

句《詩》意所指的是無法及時孝養父母，是孩子的恥辱，在這裡則是將比喻轉換

為「王室若不安寧，將是晉國的恥辱。」藉此提醒范宣子應當慎重處理王室之動

盪。子太叔之言引《詩》穿插在言辭間，似乎使立論更具影響力，也確實奏效，

讓晉國馬上採取行動。 

 

  昭公元年，在宴後，趙孟問叔向，令尹自以為王的態度如何？叔向雖不得不

承認其強大可以成功，但也認為不義而強的令尹很快會招致滅亡： 

 

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

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強取，不義而克，

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頁 1378）  

 

                                                      
29

 《詩經讀本》，頁 81。 
30

 《詩經讀本》，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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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所引〈小雅‧正月〉中「赫赫宗周，褒姒滅之」31一句，寫出周幽王寵

愛褒姒而亂政誤國、迅速崩壞宗周之事，類推比喻令尹不義之舉，指出令尹即便

有其強盛，也終將招致滅亡。 

 

  在言談之間，藉由引《詩》之內容，帶出與當下情境相關之寓意確實是有助

於自身的立論的。《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又是當世重要的著作，每個

人於《詩》都有一定程度的素養，只要恰當的引述，很容易達到影響他人，甚至

是說服他人的作用。 

4. 小結 

  在《左傳》外交情境的引《詩》數量，雖佔其部份而已，但從幾個例子中，

不難見到引《詩》在外交上作用之廣，無論是評人論事，或以《詩》中所推崇之

美德影響他人，或以《詩》類比時下局勢，均能撼動聽眾，進而產生影響，達成

引《詩》者的目的。 

  此外，上述提及之引《詩》於《左傳》外交活動的例子共計十次，僅有一次

是引用國風中的〈召南‧羔羊〉，可見在外交情境下，由於牽涉事關重大，且場

合也多為宴、享，甚至是戰爭後的媾和等，以雅、頌二者較合於使用，國風相較

俚俗，且多為勞動人民的思想與社會意識，雖有其無可替代之價值，但是在外交

情況上，國風的純樸率真恐怕不能取代雅、頌之整斂與其在宴飲、廷上之必須。 

  信手拈來《詩》句，在春秋時代似乎是相當普遍的，尤其在引《詩》時，《詩》

句與《詩》意顯而易見，通常只要能呼應當下情境，很容易能夠達到表述的目的，

且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二）賦《詩》之用途 

  本文所考察與外交用途相關之賦《詩》情境共二十五次，依其作用分類述之。

賦《詩》相較引《詩》更為慎重，也多用於享、宴、食等諸侯大夫酬酢折衝的場

合作為禮樂活動，在外交上亦不乏見到直接以《詩》代替言辭交談的對話方式，

雙方均以賦《詩》表達志向與心意32，故首要考究以《詩》言志之情境與功效。

其次，則討論賦《詩》時斷章取義的意義與效益，在二十五個外交賦《詩》的情

境中，就有十五次的賦《詩》屬斷章取義，所占比例高，故考究其取意方式與效

用。 

 

                                                      
31

 《詩經讀本》，頁 103。 
32

 同註 15，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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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賦《詩》替代言辭、表明志向 

  在《左傳》中所見賦《詩》，不僅在正式的外交場合上作為禮樂的活動而已，

亦常見到諸侯、大夫直接以賦《詩》的方式溝通想法、對答，除了展現出這些賦

《詩》人物所具備的專門修養，更顯現出當代藉《詩》代言，可以微言相感的溝

通方式。 

 

  文公十三年，衛、鄭請魯文公平于晉，就是一個很顯著藉《詩》代言的例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

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

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

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頁 667-668） 

 

  在宴會上，子家與文子以賦《詩》之方式對答，子家賦〈小雅‧鴻雁〉，道

出民生疾苦，統治者殘暴，以至於家園動盪不安33；文子以〈四月〉答之，〈小

雅‧四月〉正是寫周朝一個官吏行經江南，遭遇變亂、顛沛流離，諷諭政治情況
34，以此呼應子家，子家藉〈鄘風‧載馳〉之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

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35以許穆夫

人之事，顯露其愛國之情，了表對於安定國家之嚮往；文子則以〈小雅‧采薇〉

之四章36，表達動亂時生活的緊張與不安，且期望和平的心情。後文子幫助他們

與晉國達成和議。此處所賦之《詩》共四首，除〈載馳〉出自國風以外，其餘三

首均為小雅，可見在較為正式、嚴謹的外交場合上，仍以「雅」之性質較為適用。 

 

  又如文公三年，晉國擔心因為曾對文公無禮，而希望能改訂盟約，雙方亦是

透過《詩》，達成共識：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傳三．七）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

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頁 613） 

                                                      
33

 《詩經讀本》，頁 95。 
34

 《詩經讀本》，頁 117。 
35

 《詩經讀本》，頁 27。 
36

 《詩經讀本》，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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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享禮招待文公時，晉侯以原先為愛情詩的〈小雅‧菁菁者莪〉，表示對

於與文公相見之企盼與愉悅：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37 

 

  此詩素有樂育才或是愛情詩兩種不同的釋義，而晉侯賦〈菁菁者莪〉，以愛

情詩的角度來比擬較佳。〈菁菁者莪〉中，處處道出女子與其心儀的男子相遇的

喜悅之情，且女子對男子之傾心。晉侯便以此《詩》詞，展露自己對於文公之態

度，雖然並非真如男女之情一般濃烈，但可以想見其對文公之翹首企盼與愉悅之

情。 

  且晉侯又以諸多禮儀、降階下拜，表現出晉國對於改訂盟約的誠意。文公則

以〈大雅‧假樂〉答之：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幹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解於位，民之攸塈。38 

 

  〈假樂〉本是急切希望振興周王朝的中興大臣對一個年輕君主的深厚感情和

殷切期望，其中不斷稱讚宣王能夠尊民意、順民心，又有高尚的品德，「百辟卿

士」，無一不愛戴他，表達出對宣王的信任與期盼。藉以讚許晉侯有美德、令人

敬重，同時，也是文公對於改訂盟約之認可。 

 

  《詩》之於春秋時期的重要性，可以襄公二十七年，慶封前去聘問一事為例

佐證之：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

為賦〈相鼠〉，亦不知也。（頁 1261） 

 

  慶封在受叔孫招待時，表現的並不恭敬，叔孫原先想藉由〈墉風‧相鼠〉一

詩提醒慶封之霸道無理： 

                                                      
37

 《詩經讀本》，頁 91。 
38

 《詩經讀本》，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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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39 

 

  〈相鼠〉所言正是官吏高高在上，卻寡廉鮮恥，使人民厭惡，故比之為鼠，

諷刺其無禮與霸道。 

  不過因為慶封並不明白詩意，故叔孫雖賦〈相鼠〉想勸戒慶峰，卻無任何效

用。由此可知，若無足夠的素養理解《詩》意、甚至是擴充解釋意義，在外交場

合上，就如跛了一隻腿的兵，進無法攻，退亦無可守，顯得相當無知。 

 

  上述之例，均可見諸侯、大夫以《詩》代言風氣之盛，藉由《詩》意，便能

傳達心志、溝通對答，無須再字斟句酌，賦《詩》之風尚又適用於宴、享、食等

場合，兼顧了禮樂，同時發揮與人交涉往來的作用。至於《詩》意的闡釋，則端

視賦《詩》者與應答者是否有所共識即可（故對於《詩》的理解與擴充其意的能

力，著實是當時人們在外交上相當重要的部分），未必與《詩》本意完全相通。 

2. 賦《詩》斷章取義以比喻自身 

  在春秋時期之賦《詩》，多見「斷章取義」之形式，僅賦《詩》之一、二章

或依照所需取其更多的篇幅，取意於該章，而非綜觀全《詩》。 

 

  襄公十九年，齊及晉平，盟於大隧。穆叔乃見叔向，欲達成築城防衛之協議：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

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

乃城武城。（頁 1158） 

 

  此處賦〈鄘風‧載馳〉之四章，何以僅取第四章而賦，先見詩之全文：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而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而

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採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39

 《詩經讀本》，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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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

所思，不如我所之。40 

 

  〈載馳〉乃是描述衛國遭到佔領，而許穆夫人心急如焚欲搶救家園的心境與

愛國之情。整首詩自背景交代起，並帶入許國大夫與許穆夫人內心的衝突與矛盾，

至第三章，筆觸又漸漸趨緩，闡述許穆夫人之憂思，與其受阻撓與責怪之愁悶。

最後，寫許穆夫人歸途所思與其愛國卻難酬報國之志，其胸襟與氣魄自然不在話

下。 

 

  回到賦《詩》內容，穆叔所求不過是與叔向合力抵禦齊國與晉國之媾和，若

賦〈載馳〉全文，諸如背景交代與其中矛盾衝突，都與賦《詩》時的情況較無關

聯，陳述的內容過多，反而無法突出穆叔所欲表達的那顆愛國之心與愁慮，故僅

取〈載馳〉之四章，將許穆夫人之於衛國的救國之志，融於自身的心志，進而打

動叔向，成功達成共識。 

 

  再如襄公二十年，季武子去到宋國，為了回報向戌的聘問。其中便以賦《詩》

斷章取義的方式與宋人交涉，讓宋人贈送財禮，回國復命後，又讓襄公器重他：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

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

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頁 1162） 

 

  季武子受享後，僅賦〈小雅‧常棣〉的七章以卒，乃因〈常棣〉雖是歌詠兄

弟之間友愛之情，不過在詩中第五章卻哀嘆「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41此處乃因在現實狀況上，仍常見為了爭奪利益，而發生骨肉相殘

或手足相害之事，故有此嘆息，也作為驚世之規勸。但若在受享時，不斷章取義，

而賦整首詩，這句「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恐怕就不太適宜了。所以季武子僅

取七章以卒，表明兄弟情誼更勝夫婦之情，只要兄弟和樂，則家室安然、妻兒快

樂，以示其對宋國之重視正如兄弟，且兄弟之情超越一切，亦是國家、家園安定

的基礎。宋國當然以此為樂，故予之重禮。 

  至於季武子回國復命，在享禮上賦〈小雅‧魚麗〉之卒章「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42表示此次聘問宋國正是時候，省去詩的開頭所寫的歡樂氣氛與宴饗之

盛，擷取《詩》意，讓襄公知其此次至宋國交涉之成功。而襄公亦賦〈南山有臺〉

答之，極力讚許季武子之表現能為國爭光。 

 

                                                      
40

 《詩經讀本》，頁 27。 
41

 《詩經讀本》，頁 81。 
42

 《詩經讀本》，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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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賦《詩》時，未必全詩均能切合賦《詩》時的外交情境，此時，利用斷章

取義的方式，不僅達到外交上禮樂的活動，亦能藉由擷取適切的章節抒發心志、

委婉傳遞意義。而其取義之方式，多數已與原文之情節無關，其詩之內涵、布局

與指涉對象，皆由賦《詩》雙方根據當時情勢、彼此之身分關係等因素，重新決

定詩義之取向。43 

3. 小結 

  由於賦《詩》作用的層面更廣，可直接作為溝通雙方的言辭，故其不易如引

《詩》做較為細部的分類來描述。賦《詩》雖屬禮樂活動的一種，但在《左傳》

中所見的賦《詩》，並非僅是宴客相娛而已，春秋時代，它是一種經過巧妙運思

的外交辭令，在政治社交上，是相當重要且能發揮具體作用的禮樂活動。44故在

賦《詩》時，雙方對於《詩》義之見解格外重要。「斷章取義」又是更上一層的

賦《詩》方式，不僅要熟稔《詩》之本意，亦須懂得延伸、套用至當下情境，所

以賦《詩》者，更非人人可勝任之。 

 

（三）引《詩》賦《詩》的效果 

  《詩》之於春秋時期的重要性不容置喙，在《左傳》外交場合中，引《詩》、

賦《詩》雖然並非大數量或常態性的出現，但在政治社交的舞台上，仍扮演著功

不可沒的角色。根據筆者歸納，無論是引《詩》或賦《詩》，都是時人基於對《詩》

的內容的了解與肯定進而引發的行為，善用此二者，也確實能帶來相當程度的好

處，甚至藉以達成目的。《詩》雖非為「外交」而作，但經過諸侯、大夫之口，

妙用為外交辭令，再次造就《詩》言外的寬與深。 

  將引《詩》賦《詩》區別來看，因其兩者不同的形式與特質，形成各自的作

用效果與影響。從較顯著的層面來看，引《詩》的篇幅較賦《詩》短，僅取《詩》

中一、二句而已，故其傳遞的意義也較片段，不如賦《詩》取其整篇或整章之周

全與縝密，所以引《詩》多半在言談間信手拈來，取其片面之意佐證言論，或以

《詩》立論；而賦《詩》則能取代對話的詞句，直接用以一來一往之交談。在筆

者所記之外交場合的引《詩》賦《詩》表中整理歸納，賦《詩》的外交情境中，

共計三次對方因不知《詩》意或不願接受賦《詩》的寓意而假裝不知《詩》義而

造成無法溝通的情況，引《詩》則無不知，由此推知，賦《詩》代言因更為慎重

且需融會《詩》意於當下，需要更上一層之素養。再者，綜觀來看，在大多數的

情況下，引《詩》、賦《詩》並不會直接導致外交的失敗，反而能使言論更加強

化與具說服力，而非只有遊說者的片面之詞。整體而言，《詩》在外交上是相當

                                                      
43

 同註 15，頁 109。 
44

 同註 15，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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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且具公信力的。 

   在引《詩》與賦《詩》的數量上也可以觀察出差異性，在《左傳》中全部

的引《詩》共一百八十次，大於賦《詩》的七十六次45；但是在外交上的應用，

引《詩》僅十九次，而賦《詩》有二十五次。由此可見引《詩》因其性質與方式，

較易在言談間發揮，故在《左傳》中所出現的次數，幾乎是賦《詩》的兩倍；但

是在外交情境中，更為嚴謹與正式的賦《詩》較適宜在這些宴、饗的場合上發揮，

所以反而是賦《詩》的數量較引《詩》多。 

  《詩》在《左傳》中的地位雖不容小覷，不過根據筆者歸納整理，外交上的

引《詩》、賦《詩》多集中於襄公、昭公年間： 

  《左傳》引《詩》始見於桓公六年，止於哀公二十六年，共一百八十次，在

襄、昭年間就包含了九十二次的引《詩》，引《詩》最為頻繁，占了半數以上；

與外交相關的引《詩》，共計十九次，在襄、昭年間，便佔了十三次。而賦《詩》

始見於隱公三年，止於定公四年，不過從隱公四年至成公的一百五十餘年，賦《詩》

僅有十六次，賦《詩》在襄、昭的六十餘年中臻於鼎盛，共有六十次；與外交相

關的賦《詩》共計二十五次，在襄、昭年間，則佔了二十次。可見引《詩》、賦

《詩》的次數受其時空背景影響。 

  此外，外交上的引《詩》、賦《詩》，雖然未考究到造成對談間的不愉快、甚

至反目的情形，不過，仍有諸侯、大夫，不見得透過引《詩》、賦《詩》的方式

進行外交，而是以自身溝通談判的能力，達到外交上的目的，故引《詩》、賦《詩》

作為外交言談的依據，還是因人與情況而異。  

                                                      
45

 同註 15，頁 26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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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引《詩》、賦《詩》之功能意義——以襄、昭為觀察核心 

  張素卿在《左傳稱詩研究》中提及引《詩》、賦《詩》多在襄、昭時寫下：「春

秋時代，諸侯大夫能廣泛引《詩》、賦《詩》的原因，可以從政治文化的架構、

政治局勢的發展，以及賦《詩》諭志所發揮的特殊效果等三方面來探討。」46由

政治文化架構與局勢來看，春秋時期，雖然周天子式微，各諸侯國稱霸一方，但

周的禮樂制度仍維繫政治、社會的文化基礎。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實行「尊王

攘夷」，各諸侯國共尊王室、攘除外患，在這個爭權的時代，禮樂制度成了武力

強權之外維繫社會與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47  

  劉伯驥亦寫過：「以周代禮教為樞紐，尊王攘夷為綱領，講信重義為信條，

故玉帛可以止干戈，辭令可以解怨戾，而揖讓可以睦邦交保和平。」48自成公至

襄公，止戎弭兵的時代氣氛逐漸醞釀成熟，多改以朝聘、享、宴時的外交辭令取

代戰爭與武力，如此的轉變也成為春秋時代的趨勢，而引《詩》、賦《詩》正是

當時修飾外交辭令的重要方式之一。引《詩》的盛行，是基於文飾與徵信的需要，

春秋時人對於言之有物非常重視，舉習聞之嘉言，據以推演展論，才能取信於人，

而非徒逞口舌。49故以引《詩》的方式，引述古籍，藉《詩》立論服人，在外交

上有不可抹滅之地位。賦《詩》又較引《詩》更能在外交上發揮效用，因在周禮

的制度下，配合著襄、昭止戎弭兵的趨勢，在朝聘、享、宴等外交之場合與典禮，

賦《詩》自然因其歌以詠之的特性佔有一席之地，並能藉「微言相感」的方式委

婉傳達心志與遊說，進而達到外交上的目的。引《詩》、賦《詩》因受到大環境

的影響，周禮樂制度之存續與止戎弭兵觀念之興盛，與春秋時人喜好徵引，在襄、

昭年間醞釀成熟，而盛行一時。 

  根據前一節，對於引《詩》、賦《詩》的功用已經有所歸納，也針對兩者的

異同分析。在外交上引《詩》、賦《詩》，達成外交目的或是遊說他人，確實是有

其效用的，此節將透過時代背景與外交情境，更深入探討外交引《詩》、賦《詩》

於春秋時代的《左傳》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一）引《詩》、賦《詩》在襄、昭以前之意義 

  《詩》在《左傳》雖有其影響力，然其真正被廣泛運用還是有流行的時效，

並非所有年間都如襄、昭頻繁可見。想當然爾，外交上的引《詩》、賦《詩》也

有相同的狀況。由於多集中在襄、昭，故外交之引《詩》、賦《詩》在不同時間

點的重要性與落差值得探討，以下茲舉數例，非襄、昭年間外交之引《詩》、賦

《詩》對照上節襄、昭年間外交之引《詩》、賦《詩》狀況，考究其影響，並以

                                                      
46

 同註 15，頁 83。 
47

 同註 15，頁 84。 
48

 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7 年，頁 3。 
49

 同註 15，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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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詩》、賦《詩》分別述之。 

 

1. 引《詩》考 

  在引《詩》上，僖公十二年，周襄王因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救周，大饗管仲，

而管仲再三謙讓：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

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頁 411） 

 

  託名「君子」引〈大雅‧旱麓〉之句，嘉許管仲之德行，是有德惠於民之君，

當獲神降福。50此處引《詩》，乃是由「君子曰」所帶出。「君子曰」亦是《左傳》

中藉以評論史事、人物的一種方式，屬事後評論的性質，並非當時之語。51 可見

在僖公年間，諸侯大夫在外交上引《詩》對答，仍幾乎未見。 

 

  至成公八年，才始見時人於外交上引《詩》：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

「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

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

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

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

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

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頁 883） 

 

  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至魯，欲讓魯國歸還成公二年時，齊戰敗所歸魯之汶

陽之田，在宴上，季文子私與韓穿言，引〈衛風‧氓〉以其中丈夫不一其行，婦

人必怨之52，比喻晉侯信義之不立，四方諸侯必定解體，以之諷晉，再行勸說。

後又引〈大雅‧板〉作諫，認為執政行事沒遠見，所以要用詩來勸告，〈大雅‧

板〉此句引《詩》出於其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50

 《詩經讀本》，頁 143。 
51

 同註 15，頁 140。 
52

 同註 15，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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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53首章正是在說明天反其常道，

使民皆病；出言不合於理，為謀亦不久遠；心中無有聖人，不忠於誠信；圖謀不

能及遠，故有以諍諫。54季文子在此引〈大雅‧板〉即是以《詩》服人、論事。 

 

  又如成公十二年郤至到楚國聘問，與子反在言談間意見相左，故引〈周南‧

兔置〉兩次，以之立論： 

 

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

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

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

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頁 908） 

 

  郤至主張應止戎弭兵，大治之時，諸侯以成天子使命，相互朝見，享之以教

恭儉，宴以教慈惠，政事以禮儀而成，民才得息。引〈周南‧兔置〉之「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55比喻公侯與武夫只在干城之用而已，再以「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56比喻公侯貪得無厭，而武夫如餓豹財狼，此二句之寓意，均與詩本義

無關。〈周南‧兔置〉原意為歌詠公侯與軍隊之雄武，並與狩獵之情境融合，在

此則將這些行徑藉以映照公侯的無彊之欲。郤至因此次聘問，而知晉楚不能久

和。 

  雖然郤至的引《詩》僅用以立論反駁子反，並無直截影響後續兩國外交，但

由此次的引《詩》，可見時人信手拈來，將《詩》用於評人論事、比喻外交景況，

甚至能擴充其義，使《詩》有不同的發揮。 

 

  由上述三例得以推測，引《詩》外交至成公年間始為多見，且在成公年間，

                                                      
53

 《詩經讀本》，頁 158。 
54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190。 
55

 《詩經讀本》，頁 4。 
56

 《詩經讀本》，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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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引《詩》便趨成熟。春秋時人、諸侯本就對《詩》多有了解，也早有引《詩》

於言談之習性，在襄、昭以前引《詩》的數量就不在少數，故在外交上善用《詩》

句，亦能得心應手，效果俱佳。 

2. 賦《詩》考 

  至於賦《詩》於外交，始見於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心計求解鄭圍、歸晉平亂

復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沔水〉。

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秦伯納之。（頁 478） 

 

  重耳見秦伯，賦〈小雅‧沔水〉以辭意感人，傳達其欲復國之情：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

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跡，載起載行。心之

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57 

 

  此篇本是慨嘆兄弟、友人、國民，不肯憂慮國難，反而各自為利。但是誰無

父母，兄弟父母皆一家之人，流水尚且歸海，飛隼可棲於樹，此二者皆有歸止，

而人竟無所歸，實在令人悲傷。58重耳賦〈沔水〉不僅符合在宴饗時的禮樂制度，

亦以《詩》代言，訴說了心中對於國家動亂、無所歸的感嘆，動之以情，無怪乎

秦伯答之以〈小雅‧六月〉： 

 

六月栖栖，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

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閒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於三十里。王於

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

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

十乘，以先啟行。 

                                                      
57

 《詩經讀本》，頁 96。 
58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88。 



19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閒。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禦諸友，炰鱉膾鯉。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59 

 

  〈六月〉全篇概說明整備軍旅，匡正王室之意，描述到軍隊之訓練有素與強

大的應變力，並將其在戰爭的氣勢與雄闊帶出，最末凱旋歸來。秦伯藉此暗示可

以壯大的軍力，助重耳匡正國家。又以趙衰隨侍，馬上能應變，讓重耳在宴饗中

拜賜，當作與秦伯達成共識，果然最終得到秦伯的協助，得以匡正國家。此次的

交涉，雙方均以賦《詩》表明心態與志向，且能理解賦《詩》，在禮樂制度之外

的弦外之音，進而完成溝通、達到共識。 

 

  然而，並非每次的賦《詩》，均能引起雙方共鳴，達成共識。文公四年，衛

國甯武子前往魯國聘問，文公賦〈小雅‧湛露〉與〈小雅‧彤弓〉，但甯武子不

辭亦不答賦：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頁 616） 

 

  甯武子之不答賦，或私下回應「以為只是在練習演奏。」並非無知，這是因

為文公所賦的〈湛露〉與〈彤弓〉，別有寓意。〈湛露〉描寫周天子設宴招待朝見

的諸侯，表達一種接遇禮儀。60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61且在本文中

也明謂「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至於〈彤弓〉，反映了春秋時代，周天子用弓矢等物賞賜有功的諸侯之

禮制：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酬之。62 

 

  此篇直截寫入諸侯接受賞賜的隆重儀式，且由首句「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59

 《詩經讀本》，頁 92。 
60

 《詩經讀本》，頁 88。 
61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124。 
62

 《詩經讀本》，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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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看出在這樣的禮制中，「弓」的意義非凡，且諸侯無不珍惜與感激的情況。 

  文公在甯武子來聘時，刻意賦〈湛露〉與〈彤弓〉，有些欺衛之意，故甯武

子選擇以不答賦應對之，此舉不僅非為無知，反而顯現甯武子知禮但不失本分的

德行。雖然此次文公賦《詩》並未達成欲在衛國忠臣甯武子前貶衛國目的，不過

卻可由此看出，人們會藉《詩》來傳遞或暗示訊息與意圖，若不能理解賦《詩》

的意義，很可能跌入他人設計的外交陷阱，因而貶損我方地位，甚至使國家利益

受損。 

 

  賦《詩》外交，自僖公始見，其用法與襄、昭年間之賦《詩》無異，文公十

三年就可見以斷章取義方式的賦《詩》，可知外交賦《詩》早就可見，斷章取義

的賦《詩》方式，在襄、昭以前便有發展。賦《詩》因較為正式嚴謹，與周的禮

樂制度關聯，故在《左傳》中使用次數不如引《詩》，但在外交場合上的運用，

卻與引《詩》數量相當，甚至略勝一籌，可見在外交上用《詩》的趨向。賦《詩》

雖在襄、昭趨於成熟，但在襄、昭之前早有醞釀，順應時代背景與社會價值的轉

變，使早已潛伏在春秋時代的賦《詩》活動至襄、昭盛極一時，尤其在外交上拔

得頭籌，就是因為諸侯國正轉以外交、談判取代戰爭、武力的力量。 

3. 小結 

  承上所言，引《詩》與賦《詩》由於時代價值觀念的轉向，加上《詩》本身

於禮樂之重要性與價值，因而躍上外交舞台，並在襄、昭年間極為盛行、達到顛

峰，不過在襄、昭之前的引《詩》與賦《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影響力，

外交上引《詩》與賦《詩》之所以能夠在一個恰好的時機點蓬勃發展，須歸功於

前人對其之培養與醞釀，絕不僅是因時代需要就能使之快速盛行，在襄、昭以前

就能看到引《詩》、賦《詩》在外交上帶來的效益，其後使用的方式與功能也無

明顯差異，與襄、昭以前一脈相承，故不同時期的外交引《詩》、賦《詩》，仍各

有其賦予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二）引《詩》、賦《詩》於襄、昭外交上的價值與意義 

  《左傳》中不同時期的引《詩》與賦《詩》，在外交上均有其獨到的重要性，

且深具影響力，在外交上扮演著功不可沒的角色。不過《左傳》本來就有許多善

用外交辭令而享負盛名的外交事例，並非所有的外交場合，都會透過引《詩》、

賦《詩》作為利器。本節將據此深入考究引《詩》與賦《詩》於外交是否有其無

可替代之地位，分析引《詩》與賦《詩》有無的差異與影響，筆者將時間鎖定在

外交引《詩》與賦《詩》趨於鼎盛的時期之後——襄公至昭公，因此時外交上的

引《詩》與賦《詩》趨於成熟，也有充分的發揮與運用，藉以驗證在這個蓬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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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中，《左傳》外交活動上的引《詩》與賦《詩》之地位與不可替代性。 

 

1. 引《詩》、賦《詩》與成功外交之關聯 

  若要提到引《詩》與賦《詩》在外交上的價值，以較直接與客觀的角度，可

以從外交結果的成功與否判定。此處將以外在的效益為依據，印證外交引《詩》

與賦《詩》之優勢。 

 

  根據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中的「《左傳》外交辭令分析簡表」63，

以襄公至昭公的統計資料為依據，筆者將有無引《詩》與賦《詩》區分成兩類，

依其附表中所註記，外交的結果可分為成功、失敗，與未涉及成敗三種，統計結

果如下：無引《詩》與賦《詩》之外交辭令共九十二次，其中共計三十二次外交

成功、五次外交失敗與五十五次無涉及成敗；至於有引《詩》與賦《詩》者共計

三十三次，外交成功有二十四次、失敗二次，無涉及成敗共七次。 

  為了讓統計數字更易於讀取與比較，筆者將上述統計結果，換算成百分比並

製成表格，其結果如下： 

 

 成功率 失敗率 未涉成敗率 

無引《詩》與賦《詩》 34 5 59 

有引《詩》與賦《詩》 72 6 21 

單位：% 

 

  由表格可見，在有引《詩》與賦《詩》上的成功率明顯超越沒有引《詩》與

賦《詩》的成功率。不過實際上無引《詩》與賦《詩》的失敗率其實略低於有引

《詩》與賦《詩》，故不應以無引《詩》與賦《詩》較易造成外交失敗來論斷《左

傳》中的外交活動。在有引《詩》與賦《詩》的兩次失敗，一次為上文所提及，

襄公二十七年，慶封因不明白詩意，故叔孫雖賦〈相鼠〉想勸戒慶峰，卻無任何

效用；另一次為昭公十二年，華定去聘於魯：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

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

何以在？」（頁 1541） 

 

  昭公享之，並為賦〈蓼肅〉，華定竟不知，亦不答賦。昭子認為華定不知宴

饗賦詩酬答之道，必定出亡。64上述兩個事件，都是由於對方不明白賦《詩》之

                                                      
63

 陳致宏：《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賦詩》， 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322-375。 
64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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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故招致外交上的溝通失敗。 

 

  最直接導致有無引《詩》與賦《詩》的成功率之落差的原因，可由雙向探討

之，從內而外來看，誠如上文所考究，有引《詩》與賦《詩》的情況下，確實能

使言論更能服人而同時又能兼顧「禮」的維持；另一方面，由外向內思考，在無

引《詩》與賦《詩》的外交上，有過半的結果是無涉及外交成敗的，其內容多為

評論他人或是在外交場合上的寒暄、周旋與應酬，較無明確的外交目的。由此可

以推知，在攸關外交成敗的情況與場合（通常也是較嚴謹的宴、享和朝聘）上，

時人傾向於引《詩》與賦《詩》，而引《詩》與賦《詩》通常也較易使之達成外

交目的。 

 

  總括來看，從外在效益與現實層面上著眼，引《詩》與賦《詩》確實有其獨

到的地位與影響力，可見引《詩》與賦《詩》多樣的功能性與其兼顧禮樂之特性，

不僅受到時人的重用，也確實在《左傳》的外交活動上擁有顯著的成果。 

2. 引《詩》、賦《詩》的效益與不可替代性 

  承接上文直截的數據分析結果，已知外交引《詩》與賦《詩》有其顯著的外

在效益，而引《詩》與賦《詩》不可替代的優勢與其成因，或更進一步至引《詩》

與賦《詩》的意義，將由下文細究之。 

 

  根據筆者之歸納與分析，引《詩》與賦《詩》在外交的當下，對於用《詩》

者的效益有三，首先，在外交場合上，例如：宴、享、聘問、盟會時，用《詩》

能做禮樂之用亦可投射心志；其次，透過引《詩》與賦《詩》，以《詩》立言，

能使言辭與評論更具說服力，同時省去的說服他人時需煞費之唇舌，以最精要、

中國傳統之德行與禮教，直搗黃龍，達成外交上的目的與協議；最後，因為《詩》

本身中性的特質，故在引《詩》與賦《詩》上，即便有失敗或不涉及成敗的例子，

也都與用《詩》無關，筆者在研究之中，未見有用《詩》造成外交上反效果或引

致禍難的例子，由此可見，引《詩》與賦《詩》即使撇除其功能、意義不論，本

身仍是穩定、中性的外交手段，未必能使外交大獲全勝，也不至招來麻煩或惡化

情況。上述均為引《詩》與賦《詩》的優勢及有別於其他外交辭令的獨到之處，

引《詩》與賦《詩》於外交上的不可替代性，由此不言而喻。 

 

  為印證上述所言，筆者嘗舉下述茲例，以示引《詩》與賦《詩》之效益如何

作用在春秋時人之外交。 

  以相當著名的一次春秋外交活動為例，昭公十六年，韓起求鄭環，而子產止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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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

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

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鬥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

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

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

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

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

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

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

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賈，毋或蓋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

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

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

「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頁 1604） 

 

  此篇單就篇幅來看，就可見雙方在外交的一來一往上，費盡多少唇舌之力。

而內容乃是源於韓起欲得到鄭人的一只玉環，而子產卻力阻之，子大叔與子羽認

為無需為了一只玉環招惹晉國與韓起，而韓起又不斷企圖得到鄭環，故子產以忠

實與信用、君子美譽、大國與小國之禮儀、捍衛國家的地位與信守盟誓為由，二

度拒絕韓起，而韓起最終也被子產說動，故以「敢求玉以徼二罪？」表示不願意

為了一只玉環而觸犯罪過，將玉環退了回去。 

  子產這樣的應對，著實有理亦有力。但在引《詩》與賦《詩》的外交事例中，

這樣長篇的語句就鮮少許多。此外，仔細追究子產立論的依據，若細讀前文引《詩》

與賦《詩》於《左傳》文本中的分析，不難發現，有許多觀點在《詩》中均能窺

見，故其意可互通，僅在於根據當下場合或個人所需採取不同的形式來交涉。 

 

  當然也並非所有非引《詩》與賦《詩》的外交活動，都有強而有力的立論與

回應，在第一段曾提及，引《詩》與賦《詩》的其中一個優勢在於，未必用《詩》

便能達成外交目的，但至少是一步安全棋，鮮少在引《詩》與賦《詩》後，反招

致更大的禍難與麻煩，可是在無引《詩》與賦《詩》的情況之下，就無法保證有

如此效果了。如襄公十一年，諸侯出兵攻打鄭國，鄭使良霄、石如楚告將服晉：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毚如楚，告將服于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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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

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頁 1082） 

 

  良霄與石如楚告訴楚國，鄭國將迫於不得已順服於晉，希望楚國能以玉帛安

撫晉國或是直接用武力來威嚇晉國。此舉本是為了讓楚國能夠助鄭國一臂之力，

免於禍難，但這一番話卻反使良霄與石如楚遭到楚人囚禁，以為其有罪。在這樣

急迫的時間點，受命挽救國家之事，而與他國交涉，在言辭的拿捏準度上，更為

嚴苛，不容一絲錯誤，所有的外交目的若無法有妥切的包裝，恐怕只會陷入更大

的水深火熱之中。 

 

  由此可見，引《詩》與賦《詩》便是最中性與穩固的包裝方式，國與國之間

的會見，多半也屬嚴謹戒慎的場合，《詩》在其中既能緩和與紓解氣氛，又能正

大光明的傳遞心志於其中；而以《詩》立言，仗《詩》於世代的價值與意義，又

能輔佐所言，最糟的情況僅是對方弗知《詩》而無法達成溝通，何樂而不為。 

 

  事實上，除了像子產這般能言善道之外，仍有許多方式能達成外交目的，比

如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請師，幾番言辭都無法打動秦伯，而關鍵在於申包胥「依

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頁 1836）」而後秦師乃出，這樣

苦肉計的方式，也有可能奏效。無論透過什麼方式，重點在於達成外交目的。故

外交上引《詩》與賦《詩》僅能算是《左傳》春秋時期中外交的方式之一，而引

《詩》與賦《詩》所獨有的優勢與其效益，造就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而成為

後人考究《左傳》時，多將時人的引《詩》與賦《詩》視為一大特點論述之。 

3. 小結 

  引《詩》與賦《詩》在外交的價值與意義，筆者先由最顯著與直接的成功數

量作為考究，由數字化呈現的引《詩》與賦《詩》成效，頗能延伸其義，引《詩》

與賦《詩》確實有助於在外交上的成功，但無引《詩》與賦《詩》的外交辭令，

並不代表容易導致外交失敗，有無引《詩》與賦《詩》造成二者成功率有顯著差

異的關鍵，一方面是由於引《詩》與賦《詩》確實有其多樣且具有公信力的功能

性，另一方面，引《詩》與賦《詩》通常會在較慎重與涉及重大利益或成敗時被

使用，故較無引《詩》與賦《詩》，有引《詩》與賦《詩》通常具有較高的成功

率。根據上述，引《詩》與賦《詩》之於春秋時代，尤其是在臻於成熟襄、昭時

期，其重要性與地位自然不容置喙。 

  再者，引《詩》與賦《詩》能立足於《左傳》這部春秋巨作，並在襄、昭時

盛極一時絕非偶然，係因引《詩》與賦《詩》有其獨有之優勢：在外交場合上能

被廣泛地運用、以《詩》立言，使言辭更具說服力、《詩》本身中性，不易造成

外交關係的惡化或破壞外交行動。透過《左傳》外交活動的釋例印證，更能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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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值與意義。 

 

（三）引《詩》、賦《詩》於不同時空之功能與詮釋 

  綜合本節所述，引《詩》與賦《詩》因時代觀念、社會價值的變遷，因而成

為襄、昭以後外交上的趨勢，但其在發於鼎盛之前早有醞釀，引《詩》與賦《詩》

於外交，在襄、昭以前就已有跡可循，而使用的方式與引《詩》、賦《詩》之意

圖，與往後的發展大同小異，不過有賴於先前的醞釀，才使得外交上引《詩》與

賦《詩》，恰好能在一個時機點蓬勃發展，綜觀不同時期的引《詩》與賦《詩》，

均有其不可抹滅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而將外交上的引《詩》與賦《詩》，拉至其最鼎盛的襄、昭時期，透過內外

檢視的方式，重新探照《左傳》外交引《詩》與賦《詩》的價值與意義，藉由有、

無用《詩》的事例相互照映，雖引《詩》與賦《詩》並非成功的唯一途徑，但卻

是《左傳》春秋歷史上，一個具有獨特代表性的印記，引《詩》與賦《詩》於《左

傳》外交的不可替代性油然而生。 

  整體而言，《左傳》外交上的引《詩》與賦《詩》，無論在其醞釀或鼎盛時期，

均具有多樣且實際的功能性，且能在外交的領域上彰顯效益與價值，最重要的是，

《左傳》外交引《詩》與賦《詩》獨到的優勢與特點，使之在春秋時代享有不可

替代之重要性與地位，同時《左傳》外交引《詩》與賦《詩》也深具了時代的意

義於其中，兩者相互影響與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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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文研究《左傳》引《詩》、賦《詩》，以外交情境上的引《詩》與賦《詩》

為主，探究引《詩》、賦《詩》的用途、意義與重要性。在《詩》的用途上，根

據不同的運用方式，在外交上有各自的效用，例如：引《詩》評人論事、引《詩》

比喻或賦《詩》代言、賦《詩》斷章取義以謀合情境等，而其不同的效用均在於

追求外交目的之達成。除了引《詩》與賦《詩》在《左傳》外交情境中有其功能，

此二者因不同的用《詩》方式，在《左傳》中被運用的次數與情況，隨時機與場

合而有差異。賦《詩》較為正式、嚴謹，多在宴、享、盟會與朝聘時可見，而引

《詩》較為單純容易，形式片段，故多夾雜在言談間，場合多半也較不嚴肅。承

上兩者個別的特性與差異，也使得時人在引《詩》與賦《詩》時有所斟酌，而在

理解《詩》意上，往往前者也較後者更易通曉、普及。若將場景拉至本文題目「外

交運用」而言，則可發現賦《詩》較引《詩》普遍，這乃是源自上述賦《詩》的

特色而致。故由功能面而言，引《詩》與賦《詩》有各自詮釋的空間與特性，根

據這些異同，《左傳》中的人物各自發揮，使得引《詩》與賦《詩》成為《左傳》

外交辭令中無可取代的一部份。 

  《左傳》一作涵蓋春秋時代，歷經數百年間，而引《詩》與賦《詩》並非橫

跨整部《左傳》、貫穿其中，筆者根據前人針對《左傳》稱《詩》之整理，依時

代分別統計引《詩》與賦《詩》數量，結果發現在襄、昭以前，引《詩》與賦《詩》

僅零星散布，至襄、昭時期，始有大量引《詩》與賦《詩》的呈現，在外交上的

狀況亦是如此。這樣的現象源自於襄、昭時期，政治局勢的轉變，雖然周天子式

微，各諸侯國稱霸一方，但周的禮樂制度仍維繫政治、社會的文化基礎，同時，

止戎弭兵的時代氣氛醞釀成熟，多以朝聘、享、宴與盟會時的外交達成國與國間

的共識，進而取代戰爭與武力，如此的轉變也成為春秋時代後來的趨勢。引《詩》

與賦《詩》在襄、昭以前雖有見聞，運用上也與襄、昭時期無異（亦是用以論人

事、比喻、代言或斷章取義謀合情境），作為外交辭令的其中一種方式，但直至

搭上襄、昭的時代背景，遂盛行一時。因為襄、昭時期大量的引《詩》與賦《詩》，

使得《左傳》稱《詩》成為一大典型，尤其是《詩》在《左傳》所述的外交場合

中，常成為影響成敗的關鍵，故後人無敢小覷其之大用。多虧春秋前期，時人用

《詩》不間，引《詩》與賦《詩》得以不斷醞釀，適時大展開來。 

  本論文之前言中，有提及欲針對引《詩》與賦《詩》的功利性與重要性進行

考證。誠如前文所述，引《詩》與賦《詩》並非貫穿整部《左傳》，也未必在所

有外交場合上都能見到諸侯、大夫用《詩》，可見引《詩》與賦《詩》絕非《左

傳》中唯一的外交方式或言談技巧，不過《詩》在《左傳》外交情境中獨到的優

勢，使得《左傳》外交的引《詩》與賦《詩》成為歷史上獨樹一格的外交辭令模

式。為了更進一步證實《左傳》外交上引《詩》與賦《詩》的優勢，筆者在文中

分別以外在客觀數據與內在性質分析為佐證，前者以客觀的數據統計有無引《詩》

與賦《詩》間的成敗差異，結果是，善用引《詩》與賦《詩》者，在外交上確實

比較容易成功，達成外交目的，而引《詩》與賦《詩》也多用於關乎成敗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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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之中。此外，雖然有引《詩》與賦《詩》較能在外交上拔得頭籌，不過在未

引《詩》與賦《詩》的情況下，也並不會直接導致失敗。春秋時代的諸侯、大夫，

往往對禮樂、君臣關係和外交說詞本來就相當重視，基本上能代表國家出面說話

或是重要場合中擔任要角的人物，絕非泛泛之輩，故引《詩》與賦《詩》，貴在

能構成為這些要角成功外交的利器，而非獨霸春秋外交的手段。由引《詩》與賦

《詩》的特質而言，可歸納成三個優勢，其一，在外交場合上，用《詩》兼顧禮

樂亦可投射心志；其次，以《詩》立言，能使言辭與評論更具說服力；最後，因

為《詩》本身中性、中立的特質，即便有失敗或不涉及成敗的例子，也多與用《詩》

無關，筆者在研究之中，未見有用《詩》造成外交上反效果或引致禍難的例子，

由此可見，引《詩》與賦《詩》即使撇除其功能、意義不論，本身仍是穩定、中

性的外交手段。上述均為用《詩》的優勢及有別於其他外交辭令的獨到之處，引

《詩》與賦《詩》於外交上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可以見得。藉由《詩》的特性，

透過引《詩》或賦《詩》的方式加以發揮，自然能在外交戰場上兼具禮義與利益、

旗開得勝。 

  《詩》自春秋以來，便是一部陶冶性情，兼具禮教意義的巨作，包羅內涵甚

廣，至《左傳》中則又另闢一天地，藉由引《詩》與賦《詩》馳騁於外交上的你

來我往。《詩》的寬與深不斷拓展盛開，《左傳》中時人對於《詩》的妙用，亦成

為論及《左傳》時不得不重視的一部份。春秋的諸侯、大夫，在這樣一個諸侯割

據，時代動亂之中，由武力鬥爭轉而以言詞外交、傳遞心志與達成共識，引《詩》

與賦《詩》確實扮演了功不可沒的一角，值得一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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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引《詩》與賦《詩》於外交一覽表 

一、引《詩》於外交摘錄 

編號 
左傳

紀年 
引《詩》摘錄 附註 

1 
僖公十

二年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

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  德，謂督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 

無關成敗 

2 
成公二

年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

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

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

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成功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

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

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

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 

成功  

3 
成公八

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無關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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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

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

也，是以敢私言之。」 

4 

成公十

二 

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

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

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

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

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

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

日矣夫！」 

成功 

5 襄公七

年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

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

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無關成敗 

6 
襄公八

年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

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

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

無關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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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

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

亦不使一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7 
襄公十

四 

年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

秦伯曰：「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

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

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成功 

8 
襄公二

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

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成功 

9 

襄公二

十 
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

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

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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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

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

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

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

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

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

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

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

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

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

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

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

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若塞井夷灶，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

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

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

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

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10 
襄公二

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

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無關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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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 

11 
襄公三

十一年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

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

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

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則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

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

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

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

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

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

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成功 

12 
昭公元

年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

「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

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

無關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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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

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

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

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

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13 昭公元

年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

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

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

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強取，不

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成功 

14 昭公二

年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

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

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

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

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無關成敗 

15 昭公七

年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

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

曰：『 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

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

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

周，且請命。王使郕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

圉？」 

無關成敗 

16 
昭公十

三年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

「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

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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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

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

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

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

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

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

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17 

 

昭公二

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

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

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

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於諸侯，期以明年。 

成功 

18 定公四

年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

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

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

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

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鬥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

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

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

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

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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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19 哀公二

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

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

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

而國於何有？」  

失敗 

 

二、賦《詩》於外交摘錄 

編號 
左傳

紀年 
賦《詩》摘錄 附註 

1 
僖公二

十三年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

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

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秦伯納之。 

成功 

2 
文公三

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

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

晉不書，諱之也。 （傳三．七）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

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

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

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成功 

3 
文公四

年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

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失敗 

4 

文公十

三 

年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

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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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5 
襄公四

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

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

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

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 

成功 

6 
襄公八

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

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

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

孫藏。丐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

禮。 

成功 

7 
襄公十

四年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寮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

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

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

寒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

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

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

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

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

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

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

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逖？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

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

協會，成愷悌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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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襄公十

六年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

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豆間，恐無及也。」

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沈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

卒章。宣子曰：「丐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成功 

9 
襄公十

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 

成功 

10 
襄公十

九年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

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

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成功 

11 
襄公二

十年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

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

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成功 

12 
襄公二

十六年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

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

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

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

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

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

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

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

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

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成功 

13 
襄公二

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 

失敗 

14 
襄公二

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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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

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

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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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  

15 
襄公二

十七年 

  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

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成功 

16 
昭公元

年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

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

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

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強取，不

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成功 

17 
昭公元

年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

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

「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

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

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

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

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

不復此矣。」 

成功 

18 
昭公二

年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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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

＜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

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19 
昭公二

年 

  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強，

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成功 

20 
昭公三

年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無關成敗 

21 
昭公十

二年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

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

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失敗 

22 
昭公十

六年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

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

「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

〈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

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

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

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成功 

23 
昭公十

七年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釆

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

久乎？」  

成功 

24 
昭公二

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

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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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25 
定公四

年 

（柏舉之役，楚人入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

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

乃出。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