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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梁諱例釋義

周何

........
F一、月日 'τ=

D

仲尼依魯史舊文以修成春秋，故春秋之中，有史法、有經義。史法蓋周公典策之

制，史官記事之則，蓋所謂常事不書，封爵名字之類是也。經義則孔子託事寓寄之筆

，微言合蘊之義，諸如褒貶損諱，善惡是非之類是也。然而史法有足通經義者，蓋或

因仍舊文而不改;亦有備文記事而已，實無關乎宏旨，故日未必字字有褒貶也。是宜

義、法離析，經、史分述，始得春秋之體用大要也。

穀梁解經，觀照全書，統攝事理，隨丈而發，無分經史義法，一併詮釋。間有義

例之發，著顯聖學之奧蘊，彰明寄託之所指。故讀穀梁，當請其例，循例以求，故然

若竭。穀梁義例每無特著體式，須待檢索彙整，疏理抽釋，然後乃能得之。愛就穀梁

有關「諱」例諸傳， 1匯集條分，並于闡釋。惟褒貶損諱者，原自日春秋微言大義之所寄

，與史官記事之原則，純屬備丈者不同。是以「諱」例所見，悉皆所以釋經義者，與

他例經義史法並旱者有別也。

二、釋所以「言韋」

說文: I 諱，鼠也。」大徐本在「誡」、「品」二豪之下，三字連文遞訓，其義

相近。段注依小徐本移置「誼」、「諒」之下，且改訓為「忌也 J '忌者憎惡也，未

必與「誼」、「諒」相類，段故疑非。是「諱」之本誼，蓋猶今云認諱，不宜明言之

。也間日

穀梁莊公三十二年輕: I公子慶矢如齊。」傳曰: I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

見，其刺探也。」爺拋群經平議解前二句曰: I此謂避諱之道，莫及日深沒其文。深沒

其文，然後其i在隱矣。」是謂遇事有不宜明說者，不如深沒其文，改以他種方式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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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遂得隱而不宣。「茍有所見，莫及日深也」者，蓋謂他處既有足見其事之是非者

矣，此處固亦不如深隱為宜也。傳解經文「公子慶欠如齊J '實「奔」而書「如」之

義也。群經平議亦已論之矣，曰: I蓋閻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祺自見;而子般卒之

下，自[J書公子慶失去日齊，則慶失之與於祺亦見。既已有見於彼，文何必以內之大惡而

詳著之哉，故莫及日深諱之也。」其說是也。是則「諱」者，有所措陣不便，誡敕深隱

而不言之義，適合春秋之誼也。

深隱而不言者，有不敢言之者，有不欲言之者，有不忍言之者也。是以穀梁成公

九年傳曰: I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尊者位高在上，民所瞻仰，

行止有差，當為之隱諱，是不敢言之者也。賢者德業俱降，輔世長民，允為典範，偶

見過失，亦當為之隱諱，是不欲言之者也。疾者傷也，或於行為有虧，或則聲譽有損

，至親偶一於此，亦當為之隱諱，是不忍言之者也。孟子公孫丑下曰:I 天下有達尊

三:爵一，齒一，德一。」爵猶尊者也，齒猶親者也，德猶賢者也;是孟子之言亦與

穀梁此傳相為表襄。穀梁楊疏曰: I 春秋諱有四事:一日為尊者諱恥，二日為魯諱敗

，三日為賢者諱過，四日為同姓諱疾。此不言魯者，因親者諱疾，則亦包魯可知，故

不言也。」魯者己國y 宜與親者同例，故疏謂可以包之。至如同姓，當亦歸併親者之

類，不必強分。然則春秋之諱，仍以尊、賢、親三者為綱也。

春秋之「諱」既為恥、過、疾之不宜明言者而施，不宜明言者復有不敢、不欲、

不忍之別，質言之實即輸於榮譽形象不容毀傷之謂也。尊者居上以治萬民，形象一旦

毀損，臣民不服，號令不得行於天下。賢者以德導民，養成不易，形象一旦毀損，民

則失其標榜。親者以情合民，關係家族之凝聚圖結，形象一旦毀損，民自[J離散不知依

附。故春秋必皆為之「諱」者，實猶尊尊、賢賢、親親之義也。

三乙、釋經失

茲準尊尊、賢賢、親親三綱，彙列穀梁傳文，並條析其義，藉窺春秋之旨焉。

(寸為尊者詳

春秋亟重尊卑名分之差，尊者莫過於王，其次諸侯，其次大夫。王者至高無上，

崇高尊貴。故春秋尊王，志在一統，應幾乎禮樂征伐悉自天子出，天下歸於治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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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故王者之行止動靜，民心之所繫，如日月之懸，過則民皆見之。凡有損至尊之

形象，固宜為之姐護而不彰顯之也。文其時「天子徽，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

祭典號J (穀梁昭公三十二年傳〉楚在王之觀兵問鼎(事見左民宣公三年傳)，普平

公之爭周國田(事見左民昭公九年傳)，天子不受尊重之事猶有多見，春秋深以為恥

，於其事輒隱諱而不言，皆所以「全天王之行J (穀梁售公二十八年傳) ，冀保其一

統之領導地位也。諸侯之尊，輒顧之於與大夫相對之際，若有所恥，亦宜為之隱諱而

不言也。

一、為，玉言韋伏fiil 女主

A桓公五年經: I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玉伐鄭o J

穀梁傳: I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玉諱伐鄭也。鄭，同姓

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按:春秋敘事，天子當序於諸侯之上，今退「王」於「陳人」之後，而以諸侯從

玉而行之方式出之者，深值注意。蓋有關戰伐之事，春秋序於首位者，有表其

為主兵之義。此役實由王者主兵，經不言王之率眾伐鄭，而改以蔡，陳諸人為

首，即以玉伐|司姓為恥，故為之諱也。

二、為，玉言韋與諸1案會

6{喜公二十八年輕: I五月癸丑，公會普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穀梁傳: I詳會天玉也。」

6{喜公二十八年輕: I多，公會普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鋪子、

業人于溫。」

穀梁傳: I諱會天王也。」

又經: I天王守于河踢。」

穀梁傳: I全天玉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過諸侯之朝也。為天玉諱也。」

按:普文公於四月己巳城機之戰，大敗楚師，德威俱盛。左傳載其「至于衡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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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宮于踐士J '五月丁未， r獻楚俘于王，屆四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

，越五日經書癸丑盟于踐士，加以經書「公朝于王所J '王所~P指踐士，由知

間襄王當時固在會中。禮天子居於京師，諸侯依時朝觀，今乃以普侯敗楚戚盛

，降尊軒貴，親與諸侯之會盟，雖情勢之不得不繭，然以春秋尊王之義觀之，

實亦王者之恥也。是以經隱其與會之丈，穀梁發「諱會天王」之傳也。及多，

先書諸侯會于溫，再書「天王守于河陽J '左傳曰: r是會也，普侯召王，以

諸侯見，且使王持。」叉載仲尼之言曰:r以臣召君，不可以gill 0 J 是周襄王

復與於溫之會也。穀梁云「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J '闡釋經文「會」、

「守」分述，別為二事，諱王之與會，所以全天王之行，其義最明。

三、為拿眷言韋歉

A丈公二年輕: r三月己巴，及普處欠盟。」

穀梁傳: r不言公，處欠{亢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

不言公之如書?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

A成公元年輕: r秋，王師敗績于貿戒。」

穀梁傳: r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

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哥也。」

A成公九年輕: r古人執鄭伯。普欒書帥師伐鄭 o J 穀梁傅: r 不言戰，以鄭伯

也。為尊者講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詩疾。」

按:穀梁隱公八年傳: r可云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會盟之事，當由諸侯

國君與會，勢位相敵，始得共商事務。若魯君不得已而與他國大夫會盟，經軒l

改書「公及某人 J '似若舉其國人而與我君會盟，略而不書大夫之名，則與我

君之尊嚴無損，說詳拙著「臺更深會盟例釋」。或則略不言「公 J '似若我之微

者與彼大夫會盟，是亦無損於國家之尊嚴，勛丈公二年經書「及書處欠盟」是

也。左傳亦云「適苦不書，諱之也」。叉凡春秋言「職」者，皆必雙方勢力相

當，預約時地，列陣以待，時屆而戰，此蓋古戰陣之法也。故經書「某月某日

，某與某戰于某地」者，除明著其時地外，雙方主兵者之尊卑勢位亦必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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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魯莊公嘉，公子慶欠亂國，殺子般，社閔公，夫人衷姜皆與知其事，後出奔

而遜于縛，齊桓取而殺之於夷，歸喪於魯。經書「夫人民之喪J '略去姜氏之

「姜」者，穀梁經師有二解:一謂以其殺二子而貶之，一謂姜是齊姓，齊桓殺

同姓，因為之諱。然而衷姜祺君殺子，其惡甚重，出奔遜位，魯固無可奈何，

齊桓殺之而歸喪於魯，使得以小君之禮葬，亦所以為魯之夫人隱惡全行，盡心

盡責而已。(喜公十年葵丘之盟，明天子之禁日「毋位婦人與國事J '蓋亦齊桓

有鑒於此而發也。若謂齊桓有過，蓋亦知其可殺，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殺也。是

乃輕失之過，故春秋賢賢而為之諱也。信公十七年輕書「激項J '不言孰誠之

，左傳以為魯，公、穀皆謂齊桓激之，說亦略同。其過僅在於知其可戚，而不

知己之不可以棋，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桓公既有存亡繼絕之功，善善樂見

其終，因為之諱也。

份為親者諱

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故重親於魯而輕疏其外。魯有榮顯，當張皇褒揚以示於後

。魯有虧損蓋搏，是誠不忍直斥言之，言之傷情，宜為之拚覆隱諱是也。至如孔氏族

祖，於其卒亡，固亦不忍直斥其名。二者事義若有差隔，其為不忍而諱，陸於親親之

義則無別也。

1.諱國惡

A桓公元年輕: r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 r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日假，諱易地也。幢天子在上，諸

侯不得以地相許也。 J

A莊公二十八年輕: r藏孫辰告釋于齊。」

穀梁傳: r國無三年之畜，日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韓諸侯一一告，請也

。蟬，耀也一一不正;故舉戚孫辰，以為私行也。」叉: r 諸侯無棠，諸侯相

歸菜，正也。戚孫辰告釋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叉: r不言

如，為內諱也。 J

Dt喜公元年輕: r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嘉于夷，齊人以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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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謂「敵」。其義與會盟之必須勢位相敵崗也。若王者至尊，無可與敵者，

是以成公元年經不得依一般戰事書作「王師與普師戰于貿戒J '普師不足與王

師敵，故略去普師而不言，止書「王師敗績J '使若王師自敗然，亦無損於王

者之尊嚴，是「諱敵不諱敗」之義也。至如成公九年之事，原是鄭伯典音欒書

轍。諸侯而與大夫戰，尊卑不當。雖鄭伯見執，經不書「職J '略去欒書名民

止稱「普人J '是亦為尊者諱敵不諱敗也。

甘為賢者諱

穀梁嘗以「賢」稱之者凡十二人:隱公四年之衛公子雷，在公四年之紀侯，莊公

二十六年之曹羈，{喜公十六年之季友，信公十七年之齊桓公，文公六年之趙盾，宣公

十五年之攬子嬰兒，宣公十七年之叔醉，成公九年、十五年及襄公三十年之宋伯姬，

襄公二十九年之吳季札，昭公十四年之意恢，定公四年之劉卷。或以得泉，或以節義

，或以才德，或以功業，戚皆足以標榜於後，警世進善之人物，乃得稱賢以褒之。惟

其所特意表彰者，亦不過季友、齊桓、伯姬、季札四人而已。季友得泉，齊桓!JJ業，

伯姬節義，季札才德，適足以為表徵。而齊桓之糾合諸侯，尊王攘夷，厥功最偉，是

以穀梁於齊桓每詳其事而屢加稱美焉。或云「內齊侯也J C 莊公三十一年傳) ，或云

「大齊桓也J C 正公三十二年傳) ，或云「美之也J C 信公九年傳) ，在公二十七年

傳更云: I 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稱美之辭

，全傳莫過於此者。斯蓋公、穀二傳尊王、崇霸並重之旨也。然而齊桓霸業期間，容

有輕失之過，最不掉瑜，春秋全其美善，不欲言之，輯l為之諱。

6{喜公元年輕: I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民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 I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A信公十七年輕: I憂，誠項。」

黨史梁傳: I孰誠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賞者諱也。頂，國也，不可

誠而激之乎?桓公知頂之可誠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棋也。既誠人之國矣，何

賢乎?君子聶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絡，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龍君子為之諱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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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傅: I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嘉之也

。」

A丈公十一年經: I 多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量是梁傳: I 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

諱也。」

按:桓公元年傳叉云: I許回者，魯朝宿之且也。騙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

之且也。」魯之許田近鄭，鄭之間且在魯，隱公八年鄭以耐歸魯，今魯以許田

假鄭，自IJ以各取所近之宜，相互交換。然此二地原皆周初天子所特腸，今私相

交易，已屬非蟬，而「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J C 穀梁傳文)

，尤屬過惡。事既不宜宣揚，因為之諱，改以「以璧假許回」出之，深隱其文

也。在公二十八年多，經書「大無麥禾J '於是遂有告釋于齊之事。穀梁以為

國當有積儲而民安，因謂「國無三年之畜，日國非其國也」。今一年不升，自P

Z頁告釋以赤子民饑，是過在莊公之不愛其民。文責平時無外交，~頁待告請然後諸

侯饋栗。然而不忍直斥國君之過，因止書「喊孫辰告釋于齊J '不書「如齊告

釋 J '似若此喊孫辰之私人行為，非奉君侖，故不言「如J '亦有意為莊公諱

也。信公元年，夫人哀姜出奔至鄉，齊桓公殺之，以其屍框歸魯。魯夫人雖有

祺君之罪，但死於齊人之手，終究關乎國體，不忍直書其事，尤其由齊人送回

屍拒之事實必氯隱諱，故先加夫人嘉于夷之記載，使若夫人自亡於夷是一事，

而「齊人以歸」別為一事然。文公十一年所敗之狄，指身橫九敵之長狄一人而

已，一人當云「獲」而不云「敗」。然而穀梁信公元年傳曰:I內不言獲。」

叉宣公二年傳曰: I獲者不與之辭也。」是謂春秋言獲者威有貶斥之意，故魯

之戰事不言獲也。蓋戰事要求殺敵致果，既有生獲敵人之事，必合「重創」、

「禽二毛」之過程，故春秋於他國戰事得言「獲某J '記本國則不言獲，止稱

「敗某」已足。「敗」者不過言其勝負之結果而已，故經書敗不書獲者，為內

諱其慘烈戰門之行為也。

2. 諱國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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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桓公十年輕: I多十有二月內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設梁傳: I來職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直言輸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

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A桓公十二年輕: I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末，戰于宋。」

穀梁傅: I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

敗，舉其可道者。」

A桓公十七年經: I夏五月內午，及齊師戰于郎。」

穀梁傳: I 內諱敗，學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

諱也。 J ({喜公二十二年輕「秋八月丁末，及如人戰于升陸 J '傳文與此全局

。〉

A莊公九年經: I憂，公伐齊納料。」

穀梁傅: I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按:春秋魯史，記事以魯為主。魯與他國有戰事，或勝或敗。勝則書，敗則諱，

止言「戰 J '而不言「敗 J '故傳云「言戰則敗也」。不見魯敗之丈，是為維

護國家自尊而為之諱也。其諱敗之義，就上引諸傳觀之，穀梁發例雖詳，然不

經梳理，猶尚紛然。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者，其人指魯帥兵與戰之人

，或是魯君，或是大夫，勝則直書其人，如莊公十年經「公敗齊師于長勻 J '

{喜公元年輕「公子友帥師敗百師于麗 J ;敗則深隱其名，經丈改以某某「來戰

」書之，信公十年輕「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此諱敗之一義也。

隱公元年傳云「及者何?內為志焉爾 J '此雖似為會盟而發，然亦通於全書他

事也。是謂凡經書「及 j 者，皆含由魯主動邀及對方之意。若兵凶戰危之事，

或本由魯發起，無論勝敗，例不言「及 J '為魯諱主兵也。前例止書「某某來

職于郎 J '而不言「及某某戰于郎 J '傳云「不言及者，為內諱也」是也。是

諱主兵，亦包諱敗之義二也。然而經丈有直書「及」者，桓公十二年「及鄭師

伐宋 J '桓公十七年「及齊師戰于郎」是也。則又不諱魯之主兵者，蓋別有所

諱之義尤重者焉，故經直書「及」而不諱。桓公十二年魯邀鄭國同伐宋圖，而

魯竟與鄭交戰，實深以為恥，故經略而不載與鄭戰之事實，傳則明言非貢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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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共同攻伐者戰，內自不和，必致失敗。魯之主兵其恥猶輕，主兵而與同伐

者戰，其恥重也。誰其重而言其輕，直言其輕者必有所重講者，故傳云「內諱

敗，學其可道者J '乃諱敗而不諱言可道之「及」也。桓公十七年正月經書「

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J '夏五月且[J與齊師職于郎，背信論盟，且戰叉敗，其

恥莫此為甚，背信之恥重，主兵之恥輕，故傳亦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J '

亦諱敗而不諱言「及」矣。此諱敗之三義也。然而亦有直書「我師敗績」而不

諱者，信公八年多，齊公孫無知獄齊襄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魯即與齊大

夫盟于暨，盟納公子料，豆豆復舔盟伐齊納料，而公子小白巳入齊，秋八月及齊

師戰于乾時，魯敗而經書「敗積」是也。傳意暨之盟，當時齊國無君，已[J當護

送子糾入齊， r當可納而不納 J '固巳遲緩， r齊變而後伐 J '則措置尤屬不

當，自主主齊魯之間關係不善，國家之損失重大，是以傳云「故乾時之戰不諱敗

，惡內也」。至於桓公十七年傳「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者， r及之」者實

指對方帥師之人，與上述「及」義所指不同。既書「戰」以示敗，則對方帥師

之人為誰 ι，自亦深隱之矣，故云「為內諱也」。

3. 諱出奔

A在公元年輕: r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傅: r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J C 閔公二年輕「九月，夫人姜氏孫于

知 J '昭公二十五年輕「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J '穀梁傳文與此全同〉。

A在公二十七年輕: r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穀梁傳: r言弄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日葬，聶奔也。」

A在公三十二年輕: r公子慶艾莫日齊。」

穀梁傳: r此奔也，其日去日，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茍有所見，莫如深也

。」

按:魯大夫之不容於本國，逃亡他地，絕而不歸者，春秋例當書「出奔 J '故閔

公二年輕書「公子慶欠出奔莒 J '穀梁傳曰: r其日出，絕之也，慶欠不復見

矣。」其有逃亡他地，終仍歸來者，不忍遂紹，仍比同於奉命出便，止書「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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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J '故証公三十二年經書「公子慶欠如齊 J '傳云「此奔也 J '即以聞公二

年之終出而不歸，始得書「出奔 J '前此之出奔則績為之諱莫如深也。莊公二

十七年公子友之如陳，亦今出而終歸者，故書「如」以「諱奔也」。至如昭公

二十五年之「公」係國君，莊公元年、閩公二年之兩「夫人 J '亦以不容於內

，遜位於他地，自不忍直以國君、夫人出奔目之，故傳皆云「諱奔也」。

諱取同姓4.

A哀公十二年輕: I 夏五月甲辰，孟子牢。」

穀梁傳: I孟子者何?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按:殷商蓋尚族內婚，故向姓多不蕃。周鑑於此，乃力倡同姓不婚以矯之。姓者

種族之表徵，血轍關係存焉。民者姓之支衍，封國建家而後有氏，故不同民猶

不足以分別種族，必姓之相異始足以隔離血轍。故魯之夫人見於春秋者，惠公

之母仲子，隱公夫人子氏，桓公夫人文姜，在公夫人哀姜，{喜公之母成風，文

公之母聲姜，宣公之母頃桶，成公之母疆、姜，成公夫人齊姜，襄公之母定似，

昭公之母歸氏，衷公之母定弋，皆姬之異姓。惟昭公夫人取自吳，吳亦姬姓，

是同姓為婚者也。夫人之卒葬，其姓必書之春秋，既諱取向姓，乃略而不稱夫

人，且不書葬以深隱之。禮記坊記:I子云:取妻不取向姓，以厚別也。故買

妾不知其姓，則卡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日吳，其死日孟子牢。

jij

」鄭注: I吳，大伯之後，魯向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日吳而已。至其死，亦

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民嘉。孟子，蓋其且字。」即其事也。

諱祖名5.

A桓公二年經: I春王正月戊申，宋督試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子L矢。」

嚴梁傅: I孔，氏，仗，字誼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而且諱也，孔子故宋也

。」

按:孔廣森輕學后言: I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為號。」宋為殷後，舊習不

故，故「字誼」者，以字為誼，既是字，亦是誼，合稱字益也。凡書見春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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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皆書名。有不書名而稱字者，皆特褒善之也，如「知儀矢」、「季子」之

類是。孔失之稱字，諱稱祖名也。禮記檀弓上篇載夫子自謂「而丘也殷人也」

，故傳云「孔子故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