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詩經》留下珍貴的周文化記錄，透過讀《詩》，可以考察周人政治、社會、生活、信仰等樣

貌。崇尚周文化的孔子，更是提出「溫柔敦厚詩教也。」以《詩》為教材，期勉弟子讀《詩》，從

中培養性情，以此推廣到敦厚風俗，甚至治理國家。然而所謂詩教，除了主文譎諫方式的美刺外，

有些時候詩人也難免無法克制對現實的不滿，直露陳詞，甚至指天立誓，以死咒人。這類誓詛詩

在《詩經》中約十七首，因異於溫柔敦厚的特質，歷來不被學者重視。撰者以為通過這些不假辭

色，情感率真的詩篇，或許也是考察周人遇事態度、情感宣洩、生命情態、道德標準、精神依託

的好材料，亦不失為反面觀察的好視角。因此通過文本詳析，歸納誓詛詩篇，探析詩人寫作情境，

生活遭遇，如何透過誓詛抒發情感，採用的誓詛儀式，以及背後所呈現的周人精神依託。

本論文共分六章，各章要旨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前人研究情形、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與預

期成果。

第二章「誓詛行為的形成」，分為「發誓」、「詛咒」與「宗教裡的誓詛」三節，前兩節分

別探討誓、詛行為形成的原因，進行這種行為時的心理狀態與儀式。第三節「宗教裡的誓詛」，

取佛教、基督教、道教中的誓詛行為和《詩經》對照，比較彼此異同。

第三章「《詩經》發誓詩探析」，共列《詩經》中發誓詩篇十二首，以毛詩、三家詩為基礎，

並參酌歷代《詩經》重要注家詮解詩義，以為詩旨判讀依據。將《詩經》發誓詩分為軍事、抗暴、

愛情、隱者自適等四類，其中以愛情類的發誓詩居多。從這些詩篇我們可以發現，「誓」在周人的

生活當中，扮演著洩導人情、澄清自我意志的重要功能。

第四章「《詩經》詛咒詩探析」，共列《詩經》中詛咒詩五首，較之發誓詩，詛咒詩相對不多，

應是受到周文化崇尚道德，重視人性美善的影響。因為詛咒詩用詞狠毒，詛人生瘡、咒人速死，

毫不遮掩個人憤慨情緒，不論在《詩經》甚至中國文學作品中皆屬異數。

第五章「《詩經》誓詛篇章中所呈現的現象」，提出透過考察《詩經》誓詛詩，可以觀察周

人的心理需求、精神信仰、道德標準，並進一層分析其內涵。

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研究結果。誓詛詩呈現原始巫文化遺俗，神監信仰為誓詛行為基

礎，天地日月、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主宰人類行為，可證自身清白，可懲不善惡人，其俗雖有損益，

延續至今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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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誓詛詩篇的界定上，要有更多嚴謹的論述。這些提醒與建議，讓我深受

啟迪、獲益良多，我的論文也因此能更趨完善。教授們的犀利慧眼以及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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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論文錯誤。撰寫論文時女兒悅悅尚未出生，呂老師曾說我即將當父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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