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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碑銘中漢文典故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Chinese Allusions in Vietnamese Epigraphy 

耿慧玲＊ 
Keng, Hui-Ling 

摘要 
碑誌的製作必須具有較書寫文獻更多的經濟條件，因而經常表現出一個社會

特殊階層、或歷史上特殊事與物的現象。 
從李朝至黎朝是越南獨立於中國的直接統治時期，但屬於中國文化型態的碑

誌文化也在此時存在，因此我設定了兩個假設： 
1. 隨著政治上的獨立於中國的直接統治，表現中國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否也

會減弱他的影響？ 
2. 婦女在越南歷史中的身份與地位和儒家觀念有何關聯？是否受到儒家

文化影響？ 
本文選擇李朝、陳朝各一篇婦女碑誌及黎朝二篇碑誌做比較，根據分析如下表： 
表一「典故數量表」： 

朝代 李朝 陳朝 黎朝 
誌主 奉聖夫人  奉陽公主  敬妃阮氏 錦榮公主  

墓誌字數 703 1100 1165 781 
典故例數 11 6 17 13 

表二「典故出處數量表」： 

朝代 李朝 陳朝 黎朝 
誌主  奉聖夫人  奉陽公主 敬妃阮氏 錦榮公主  

總數 

先秦  8 5 10 10 33 
漢  1 0 5 1 7 

漢以後  2 1 2 2 7 
總數  11 6 17 13 47 

由以上兩表，有幾個發現： 
1. 中國漢文典故的使用並不因為政治上的脫離而減少使用的力度。 
2. 對於先秦至漢的典故使用較多解廣泛，黎朝則加入宋元文學作品，可見

從李朝至黎朝，越南對於中國典故持續重視並運用。 
3. 先秦經典的使用，可見越南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極深。 
4. 四枚碑誌中《詩經》的比例極大，可見儒家思想對於越南婦女的德行認

證有一定的影響。 
5. 陳朝所表現出越南的本土性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時代。 
6. 黎朝不因獨立已久及繼陳之本土化而降低漢文典故的使用，顯見越南是

                                                 
＊ 臺灣朝陽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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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政治與文化分離的雙軌制度與中國建立相互的關連。 
結論 

    越南與中國的相互關聯性是雙軌並行，儒家思想影響越南極深。 
 
關鍵詞：越南、儒學、碑銘、典故 
 

ABSTRACT 
Production of epigraphy required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s than the production 

of written manuscripts. Production of epigraphy could reflect certain idiosyncratic 
strata within a society, or a peculiar phenomenon in history. 

Vietnam was independent from direct Chinese rule between the Li Dynasty and 
the Ly Dynasty. Yet, this period is still discovered to produce epigraphy with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fact produces two suppositions: 
 1. Would Confucianism, the representative core of Chinese value, diminish as 
Vietnam progresses towards independence and away from direct Chinese rule? 
 2.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women’s identity and 
dignity in Vietnamese history? Is it direct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selects one piece of epigraphy each from the Li Dynasty and Tran Dynasty 
to compare with two pieces of epigraphy from the Ly Dynasty, with the results as the 
following: 

Dynasty Li Dynasty Tran Dynasty Ly Dynasty 
Protagonist Lady 

Fong-shen 
Princess 

Fong-yang 
Madam Ni, 
Concubine 

Jing 

Princess 
Jing-rong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epigraphy 

703 1100 1165 781 

Count of 
Allusions 

11 6 17 13 

Quantitative Count of Allusion Sources 

Dynasty Li Dynasty Tran 
Dynasty 

Li Dynasty 

Protagonist Lady 
Fong-shen 

Princess 
Fong-yang 

Madam Ni, 
Concubine 

Jing 

Princess 
King-rong 

Total 

Pre-Qin 8 5 10 10 33 
Han 1 0 5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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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Han 2 1 2 2 7 
Total 11 6 17 13 47 

A couple of results are produced, based on the two charts above: 
 1. Political independence did not prevent the use of Chinese allusions; 
 2. Allusions from Qin and Han periods are extensive and wide-ranging; 
moreover, the Ly Dynasty showed usage of allusions from Song and Yuan literature, 
attesting that Vietnam continued to study and use Chinese allusions; 
 3. Usage of pre-Qin allusions shows that Vietnam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4. Allusions from the Shi Jing appear with great frequency in the four selected 
pieces of epigraphy than other sources, proving Confucianism ha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Vietnamese woman’s ethics; 
 5. The Tran Dynasty is significant in producing works that dignify Vietnamese 
localization; 
 6. The Ly Dynasty did not shun from Chinese allusion usage, even though it 
enjoyed independence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inherited the localization that begun 
from the Tran Dynasty; it is evident that Vietnam operated on a system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arallelism, also a steady and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nclusion 
Vietnam and China operated on a mutual relationship that is based on a system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arallelism; Confucianism has a deep influence on Vietnam. 
 

Key Words: Vietnam, Confucianism, epigraphic inscriptions, allusions. 
 
一、金石與越南儒學 

金石銘刻是人文環境的一種表現，不管是依山而製的摩崖，還是人為修製的

鐘鼎碑誌，每一件金石銘刻都需要一些特殊的條件，諸如身份、地位、經濟能力

等，才能夠存在於社會之上。因而原本藉由貴金屬的掌握來彰顯身份地位的先秦

時代，到了秦漢大一統的時期，隨著政策的宣導性及統一體制的需求增加，可以

看到政府因宣示性的需求增加而產生了秦代的刻石1及漢代的石經2；同時，社會

的開放及平民階級出頭，個人事功可以建立，家族或特殊個人的事蹟被傳述，大

量的英雄記功碑、墓碑、功德碑等金石銘刻，也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而出現在中

                                                 
1 秦代自始皇帝二十八年開始巡行天下，即立刻石七：鄒嶧（繹）山、泰山、琅邪台、之罘山、

之罘東觀、碣石、會稽，以頌秦德，實際上，即為宣示其合法之權力所在。見《史記》卷六〈秦

始皇本紀〉，頁 242～246。 
2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來，儒家經典成為中國學術的基礎與根本，東漢熹平年間，為了統一內容，

由蔡邕、馬日磾、堂谿典等人將當時習用的《周易》《尚書》《魯詩》《儀禮》《春秋》五經及《公

羊》《論語》兩傳，立石于京師太學，以供學者、諸生摹寫。見《後漢書》卷八〈靈帝紀〉、卷六

十四〈虞植傳〉、卷六十下〈蔡邕傳〉、卷七十九〈儒林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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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歷史的舞台。不過，不管是青銅器的銘文或者石刻，其被記載者基本上都有相

當的社會地位與能力，因此，金石銘刻在相當程度所反映的是社會上隨著歷史環

境變化而變化的主流文化，這在中國的金石銘刻發展歷史中可以得到證明。3  
又，金石銘刻在中國，相當程度的展現出中國文字記載的基本特色，因為「文

字」並不是每一個民族都有的文明象徵，文字所代表的是一種智慧、知識、神威

與權力，《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4就是一

個最好的說明。中國文字的創始期很早，更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字一直是一種活用

的文字。文字不僅僅可以記載事件、事物、人物，重要的是可以傳達思想，因而，

好記載的中國人就運用各種不同的載體，將社會上的主流文化記載下來，其中包

括了陶器、甲骨、簡牘、絲絹、紙張、青銅器（金屬器）及石質載體，青銅器和

石質載體因為不易殘毀，成為銘功紀績最佳的載體，而金石銘文遂也成為最能夠

反映中國文化傳承的一項利器。 
越南與中國南方山水相連，實質上的相互關係超越政治上的疆界約束，5然

而在秦始皇帝的經略下，越南與中國的政治核心勢力有了重大的聯結，這使得越

南（尤其現在越南北部地區）自此以後受到中國強烈的影響，自漢迄宋，越南與

中國進行了長期的融合，這種融合在領導階層的這個層面更加明顯。秦漢時期越

南地區主要的官吏都是中國中央派遣而來，如、真定人趙佗6、漢中人錫光7、南

陽人任延8、山東人（廣西人）士燮9等對於漢文化的傳播與奠定都有非常重要的

貢獻，以致於漢獻帝初平中，有交州人李琴；南朝有日南人張重、愛州人黎回，

唐德宗前後有愛州人姜神翊、姜挺、姜公輔、姜公復祖孫三代仕於中國。10除了

這些政治上著名的人物而外，還有些被謫遷的官吏，如杜正倫、褚遂良、柴哲威、

宋之悌等也來到越南，這些人都對於儒學文化的傳布有極大的影響。基本上，北

屬時期的越南就是中國的一個部分，兩地的來往自然而頻繁，或許因為與中央政

                                                 
3 請參考作者博士論文《金石學歷史析論》，中國文化大學史研所，199；又，魏武帝以天下凋敝

而禁立碑，兩晉帝王亦效法魏武帝之遺制，屢申立碑之禁，然而在門閥制度之下，政府禁止立碑

反而形成墓誌的興起，同時在此之後，碑誌或墓誌因為政府的管控，基本上反而成為對於身份、

地位的一種表彰及限制。 
4 《淮南子》卷八〈本經訓〉，頁 252；又，《文心雕龍》卷三十九〈練字〉也形容倉頡造字時「鬼

哭粟飛」。 
5 耿慧玲，2003,5，〈越南與中國的海上交通〉，收入《越南史論—金石資料之歷史文化比較》（台

北市，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2004，初版一刷），頁 337～365。 
6 黎嵩，〈越鑑通考總論〉（法國遠東學院微捲，編號 D1，序號 I211）讚頌趙佗曰：「趙武帝（真

定人）…以詩書而化訓國，以仁義而固結人心，教民耕種，國富兵強。」 
7 錫光，據黎崱，《安南志略》（武尚清點校，北京，中華書局，1995 一版一刷）：「漢中人。平

帝時，守交趾，教民禮義。」頁 159。 
8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年十二，明《詩》、《易》、《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曰「任聖

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獵為業，不事耕種，乃教墾闢…，貧民無禮聘者，延令長史以下，

省奉祿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人。」同上註，頁 159～160。 
9 士燮，據黎崱，《安南志略》云：「（士燮）字威彥，其先魯國汶陽人，遭王莽亂，避地交趾。」

又，黎嵩〈越鑑通考總論〉云：「士王襲魯國之風流，學問博洽，謙虛下士，化國俗以詩書，淑

人心以禮樂。」 
10黎崱，《安南志略》，頁 247～249；又，《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二列傳

有〈姜公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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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所在地相距較遠，所受到的重視程度也因此而受到限制，不過這樣也使得在中

國政局動盪的時候，越南經常成為中國知識份子浮桴於海的選擇，或長或短的選

擇居住在越南地區的士大夫階層，也將儒學或多或少的傳布到越南地區。11是以

所謂北屬時代的越南正如同中國境內其他地區一樣，能從不同的方向接受到中國

儒學的教育，中國的漢字因而成為越南記載重要的元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元素，
12這樣的記載體系，對於越南人的思想也有相當程度的影響。13因而越南也有與

中國相同的一些文化習慣，其中包括了金石的刊刻。 
越南目前有超過一萬多件的石碑與鐘銘，14這些金石的製作方式與中國有相

當程度的相似，在形式上一樣有碑有摩崖，15就內容上一樣有記人與記事，16因

此，完全可以以理解中國金石的方式來理解越南金石的一些內涵。本文作者曾經

運用越南地區出土的金石銘文地理分布狀況，分析北屬時期至李陳二朝漢文化對

於越南地區的影響。發現金石所展現的人文現象恰與文獻中越南國家的發展是一

致的，主要以各皇族及地方勢力為中心，而各地方勢力及皇族勢力的起源，則以

與中國的地緣關係有關，如紅河流域、九真地區及中越交通線上，17這也充分可

以證明中國金石文化對於越南地區金石製作的影響，本文欲藉由李、陳、黎朝不

同時期的金石內文中國典故的應用，來探討中國儒學對於越南究竟有怎樣時間上

的差異，其因為何，下節將分別自李、陳朝選擇一片婦女碑誌，而於黎朝選擇兩

片婦女碑誌，進行內容之分析。 
二、越南三個時期的金石比較 

在中國碑誌的製作有其一定的條件，因而碑誌的刻立在歷史上經常呈現的是

一些特殊的地位與身份者的事蹟，當然這樣的身分與地位也常隨著時代的改變而

改變。18在越南現存的碑誌中，其性質也有多樣性，根據阮文原教授的研究，約

略可以分為十個類別，19如何根據這些碑誌去觀察中國儒學對於越南碑誌的影

                                                 
11黎崱，《安南志略》，頁 250～269；又，釋德念(胡玄明)，《中國文學與越南李朝文學之研究》，

博士論文，頁 35～73。 
12 越南的字喃雖曾經皇帝推動使用，但是一直到近代以拼音字做為越南文的主體為止，漢字仍

然是主要的文字書寫系統，自創的字喃依舊被認為是俗字。 
13 有關越南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在史觀上有極明顯的例證，請參考耿慧玲，〈越南李太宗的政治

行為〉，收入《越南史論》，頁 97～136。 
14 有關越南目前金石銘文概況，請參考黃文樓，〈越南漢文銘刻之蒐集與研究概況〉，中正大學

文學院演講未刊稿，（嘉義,中正大學文學院，1996,12）；及阮文原，〈越南銘文及鄉村碑文簡介〉，

《成大中文學報》（台南，成功大學文學院，1997）十七期，頁 197～205。 
15 碑與摩崖代表了兩種不同形式的石刻，摩崖是在自然岩石上刊刻的一種石刻型式，碑則是經

人工製作成為一定型式的石刻總稱。 
16 有關金石的分類迄今尚無統一，然大致均以型態作為分類的依據，本人根據記載內容，大致

分成記人與記事兩種，見耿慧玲，《金石學歷史析論》，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論文，1997.6；

又，耿慧玲，2007,10，〈西安碑林收藏與台灣碑誌比較〉，《紀念西安碑林九百二十週年國際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西安市，西安碑林博物館，「紀念西安碑林九百二十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

頁 241～244。 
17耿慧玲，2003,9,〈金石地理所反映的越南漢化勢力〉，《朝陽學報》第八期，（台中霧峰），（已

修改收入《越南史論》，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 
18 參見耿慧玲，〈金石學理論研究之實證與考釋〉，《金石學歷史析論》，刊行中。 
19 阮文原，〈越南銘文及鄉村碑文簡介〉，《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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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儒學屬於文化的上層結構是可以理解的，因此要瞭解儒家文化對於越南的影

響，從菁英文化中尋找是比較容易的方式，本文作者選擇了四篇婦女的碑誌作為

研究的主要對象。選擇這幾方墓誌作為研究的原因如下： 
1. 碑誌基本上是屬於特殊階層。 
2. 儒家文化在李朝建立文廟之後進入越南，與越南的政治結合，成為越南高

文典冊的一種重要的表徵，也是越南菁英份子的文化表現，碑誌可以展現

儒家文化的核心應用狀態。 
3. 男子無論在中國或是越南型態上都是政治或社會上的典範， 

但是婦女在一個社會中地位的不同正是一個社會重要的特徵，越南在早期社會中

婦女的地位有一定程度的特殊性，如二徵夫人、趙嫗、洗夫人等在歷史上所表現

出的社會地位並不遑多讓鬚眉，然而在中國的儒家系統中，顯然男女仍是有別，

因而，選擇婦女碑誌較易判別儒家思想對於越南的影響。在目前所存越南碑誌

中，恰有幾枚貴族婦女的碑誌，貴族婦女與貴族男子站在分光鏡的極端，然而同

屬貴族的婦女碑誌具有一定的菁英的規範。另，選擇李朝、陳朝及黎朝三個不同

時代的婦女碑誌又可以探討不同時代婦女碑誌的異同。 
現在習稱的碑誌，內容實際上包含了幾個不同的單位，一是序、一是誌、一

是銘，序為引言總說，誌記生平歷事，銘讚誌主功德。20其中，誌所包含的內容

大致有十三項，即 
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行治、曰履歷、曰卒日、曰壽

年、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21 
而銘的體例不一，除了字數不定外，或韻或散，22皆有不同的呈現方式。一篇碑

誌的撰寫形式基本上取決於碑誌撰者自己的選擇，撰者本身的素養影響著墓誌所

呈現出來的風格，諸如文章典雅與否、用典的情況，或是銘文部分所使用的文體、

用韻情況等，而這些書寫情況的討論，則可以瞭解當時文化環境的概況。 
越南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漢字的使用以及中國典籍的閱讀，在李朝、

陳朝到黎朝的四方墓誌中，就墓誌內容觀察，若依《墓誌舉例》所提之十三項內

容劃分，此四方碑誌大致的結構及特色如下： 

1.〈奉聖夫人墓誌銘〉： 
在此方墓誌中，不知撰者為何人，其內容首先提及奉聖夫人的姓氏及諱，

接著敘其族出，繼而記載其履歷（入宮情況），後美奉聖夫人之行治，記載其

卒年、葬日及葬地，最後在銘文部分以七言律詩作為結尾。至於〈奉聖夫人墓

                                                 
20有關體例的研究自元代潘昂霄以下雖有研究，但尚未規範，如魏晉以前墓誌或神道鮮少有「並

序」之記載，或稱墓銘，或稱誌銘，神道體例亦十分簡單，一般區分誌文與銘文，然究竟誌文與

序有怎樣的關係，尚無人討論，「序為引言總說，誌記生平歷事，銘讚誌主功德」一說為本人目

前簡略之分類說明，此為本人即將研究的一個課題。目前有關碑誌體例可以參考元代潘昂霄的《金

石例》、明王行的《墓銘舉例》（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台北：藝文印書館）及明徐

師曾的《文體明辨》（北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曆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三一二，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年 6 月）及近人趙超、陸和九之著作。 
21 ［明］王行，《墓銘舉例》卷一，葉一上。 
22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卷五十二〈墓誌銘〉提到銘文的書寫狀況，葉廿八～三十（頁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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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銘〉的特色在於其除用典之外，另在墓誌中亦有用到越南的通用語，如「好」

為母之意，及「長婆」為越南對高年紀女人之尊稱。 
 

2.〈奉陽公主神道碑〉： 
墓誌撰者為金紫光祿大夫少保兼知檢定天下訟狀司黎拱垣，首先雖提及姓

氏卻以「氏，姓也；  名也。奉陽公主，壽命也」表示，此種表示方法未見於

其餘三方墓誌之中，且於後提及其族出、夫婿（婚姻關係），而在其行治方面

以記錄對其父母的侍奉與夫妻相處情況表示，最後記載其子孫情況，以及卒

年、葬地、葬日。在銘文的部分，以每句中間用「兮」字的三組對句呈現。在

〈奉陽公主神道碑〉中，用字多於〈奉聖夫人墓誌銘〉，用典卻是其奉聖夫人

的一半，且除前提的姓氏的表現未見外，雖有專人為奉陽公主撰寫墓誌，在語

句方面顯得較為口語且白話。 
 

3.〈敬妃阮氏神道碑〉 
為顯恭大夫、翰林院侍書、兼崇文館、秀林局司訓梁世榮奉敕撰文，開

頭有撰者序文，在誌文部分先提及誌主姓氏、鄉邑、族出等個人之資料，中間

記載其入宮陞遷情況、誕育皇子與皇女時間、卒年、壽年以及葬地，並記載御

用監都太監兼御象馬斯黃錄諭祭之部分祭文，以及祭祀之時間，於後則以敘述

敬妃阮氏之品行為主，銘文的部分則以四言駢文表示。〈敬妃阮氏神道碑〉在

內容方面比起前面兩者的墓誌而言記載更為詳細，又因是梁世榮奉敕撰文，在

敬妃阮氏的入宮陞遷后妃情形記載詳實，且用典嫻熟、文辭雅麗。 
 

4.〈錦榮公主神道碑〉 
由顯恭大夫、翰林院侍制兼秀林局司訓申景雲奉敕撰文，於墓誌正文之

前有一小段序文，在錦榮公主生平部分，先提及錦榮公主名諱、後敘其行次、

出自哪一宮、生年、冊封公主時間、婚姻對象、死因、卒年、何者諭祭、葬年、

葬地。在行治部分敘述簡短，銘文部分亦是以四言駢文表示。雖錦榮公主亦由

官方下令撰寫誌文，但相較其母敬妃阮氏之墓誌顯得較為簡約，且大多是對於

其生平資料之記載，雖錦榮公主的誌文較為簡短，但在用典及措辭方面亦是可

觀。 
藉由以上四方碑誌大概的敘述，可以發現這三個不同時期的碑誌中，誌文

的內容則不外乎名諱、族出、婚姻對象、行治、卒年、卒地等，而在銘文的部分，

三個時期的墓誌採用不同的文體展現，如李朝〈奉聖夫人墓誌銘〉所使用的乃是

七言律詩體，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則採用偏於散文的賦體，黎朝〈敬妃阮氏

神道碑〉、〈錦榮公主神道碑〉則是以四言駢文呈現。此四篇墓誌撰者在撰寫過程

中，文辭的修飾以及典故的運用，影響墓誌所呈現出來的風格，特別是在漢文典

故的運用方面，典故大多取材於中國的文史典籍之中，而撰者能在墓誌中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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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漢文典，與撰者本身對於漢文的接受程度，以及漢文對於此時期的社會文化

影響的深度有關，此四篇墓誌運用的典故的情況如下表： 
 

典故數量表 
朝代 李朝 陳朝 黎朝 
誌主 奉聖夫人 奉陽公主 敬妃阮氏 錦榮公主 

墓誌字數 703 1100 1165 781 
典故例數 11 6 17 13 

圖表製作：劉怡青 

在以上三個越南朝代中，以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所用的典故最少，約是另外

三篇墓誌的一半的量，且比較四方墓誌中對於誌主行止的敘述手法，李朝〈奉聖

夫人墓誌銘〉描述如下： 

夫人、貌端潔而性深靜，喜怒不形於色，使人則以悅留，無笞索迫。

始今上即位，  太后輔政，每朔望則詣朝，上篤敬之，與言則極情無愆。

尒來頗有私謁，  上及皇太后，常幸其宮，見其舉置，嘉其為人而嘆曰：

「古之明世夫人。」23 

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則為： 

天資慈愛，一視嫡庶。有小善者則稱揚於  太師之前，有小惡者則提

耳微誨。掩惡揚善，有古君子之風。此公主心無妒忌也。 

撫字婣族，大小靡遺。其有不才者，寧以財物予之，不敢尸諸重職。

此公主心無私謁也。24 

黎朝則舉〈敬妃阮氏神道碑〉部分敘述為例： 

妃、柔婉謙遜，儉約慎恭，喜慍不形于色，邪詖不宿于懷，敬畏情深，

愛憂念切，與朋友居，低聲款語，未曾有觸激之言。      聖躬偶或不安，

則日夜勤恪，無懈怠容，供奉湯藥，奉進杯盤，掖庭中人，罔有過焉。凡

預入侍，得      上使令，必盡情愛恤，略無妒忌，絕□□之意。多廣愛

之思，視諸皇子皇女，無異己生。好讀古書，稍通天義，方之古之賢淑，

蔑能加之；其行實有如此者。25 

藉由以上三段的墓誌中的行文，可以發現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較於李朝、黎

朝的兩方墓誌，所用的文句平鋪直敘，並且語詞淺白易懂，呈現出與李、黎兩朝

不同的文風。 

                                                 
23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頁 217。 
24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頁 88。 
25 詳細資料請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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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李朝墓誌行文典雅、漢文典故使用甚多，到陳朝少用典故、文風口語淺白，

至黎朝卻又回歸到李朝的典雅及多用典，或許可以推測陳朝試圖從越南扎根已久

的漢文系統中脫離，以發展屬於越南自己的文化系統，此種情況可由陳朝〈奉陽

公主神道碑〉作為例證，〈奉陽公主神道碑〉如同黎朝的兩方墓誌，有專門的儒

生撰寫墓誌，但在文風卻是有所不同，雖典故使用的情況甚少，但卻依然無法脫

離漢文典故的運用，在這四方墓誌所使用的漢文典故出處，歸納情況如下表： 
典故出處數量表 

朝代 李朝 陳朝 黎朝 
誌主 奉聖夫人 奉陽公主 敬妃阮氏 錦榮公主 

總計

《尚書》 1 1 0 0 2 
《易經》 0 0 1 4 5 
《周禮》 1 0 2 0 3 
《詩經》 4 2 5 5 16 
《禮記》 1 0 1 1 3 

《公羊傳》 1 0 0 0 1 
《孟子》 0 1 0 0 1 
《莊子》 0 0 1 0 1 
《荀子》 0 1 0 0 1 

先

秦 

總數 8 5 10 10 33 
《法言》 1 0 0 0 1 

《西京雜記》 0 0 1 0 1 
《東觀漢記》 0 0 0 1 1 

《漢書》 0 0 4 0 4 

漢

代 

總數 1 0 5 1 7 
《後漢書》 0 1 0 0 1 

《昭明文選》 0 0 0 2 2 
《梁書》 1 0 0 0 1 

唐文學作品 0 0 1 0 1 
《宋書》 1 0 0 0 1 

典

故

出

處 

元文學作品 0 0 1 0 1 
 

漢

以

後 

總數 2 1 2 2 7 
 總計 11 6 17 13 47 

圖表製作：劉怡青 

藉由上表可以發現幾個現象： 

1、越南這三個時期的墓誌，使用最多的漢文典故來源為《詩經》，在《詩

經》中原本就有許多篇章主要是描述女子之德行或是容貌，四方墓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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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女性，利用《詩經》之相關典故作為描述是可以理解的。也反映出

越南上層階級以儒學思想來作為越南貴族女子德行的贊頌。 

2、四方墓誌的漢文典故出處主要集中在先秦的書籍之中，特別是在於經書

的部分，《尚書》、《易經》、《周禮》、《詩經》、《禮記》此五書是中國儒

學相當重要的經典，雖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用典不多，卻也都集中

在先秦時期的經書及諸子書，可見這些漢文典籍已內化成其文化的一部

份。 

3、除陳朝〈奉陽公主神道碑〉外，另外三方墓誌除利用先秦典籍及諸子書

的典故，對於漢朝的史書及漢以後的文學作品皆能有所掌握，特別是黎

朝的兩方碑誌均有使用唐、元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典故，可見當時越南對

於中國的書籍以及文學作品等，是一直持續的收集及吸收。 

藉由討論這三個時期墓誌的文風及用典情況，可以發現漢文系統已深耕在越

南的文化之中，雖然陳朝試圖從中發展出屬於越南自身的文化系統，但從黎朝兩

方墓誌回歸到典雅且多用典的書寫體例，可以瞭解到越南所受到儒家文化體系的

影響並不因為脫離中國政治的統治而有所改變。 
 
三、越南碑銘中漢文典故所反映的歷史現象 

上節所分析之四篇分別屬於李、陳、黎朝的女性碑誌，其內容中所顯示使用

中國漢文典故的現象十分令人玩味。根據越南歷史的發展，李、陳、黎朝有基本

上的歷史承續。李朝繼丁、前黎之後建立了 200 多年的政權，實際上承續的是中

國五代以來的政治與文化體制，甫自中國政權的直接統治獨立，其中國文化的承

續性應該仍然強烈，在碑誌中大量運用中國的典故是很自然的事；陳朝承李之

後，應該更加獨立，其碑誌所呈現的口語現象，與其獨立的事實來看，也可以看

到在文體上的獨立現象；比較耐人尋味的是黎朝的碑誌，在四百年的獨立之後，

越南應該已脫離中國政權相當長久的時間，經過陳朝的努力經營，照理說黎朝應

該更加獨立，但是，在黎朝的碑誌中，顯然其碑誌的內容不僅未曾脫離中國的典

故、甚至更加典雅，更有趣的是，若與越南官制的發展歷史對照來看，會發現兩

者之間有相當程度的相似。 
越南與中國在文化發展的早期就已經有密切的關係，自然的文化交流也在地

理、民族沒有強力的阻隔下，一直沿著歷史的長流持續的發展著，但是當中國的

政治力強力介入越南地區後，越南與中國便發生了錯綜複雜的關係。一方面，中

國政治勢力的介入，使得原本和緩自然的交流，變成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的不斷

衝突；一方面中國卻將原本鬆散的越南地方勢力，藉由強固完整的行政官僚組

織，而完成了越南集體勢力的組合。這使得越南在長期的被統治下，藉著中國有

系統的行政制度，反而有能力成就丁、黎、李、陳諸朝逐漸完成的越南獨立。因

此，在獨立前後，越南的官制的架構始終是以中國的官制做為藍圖。權力的結構

是現實的，有系統的官制其最終的目的，仍是在有效的摶和政治上的權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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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地方姓族、豪族的勢力，一直是政治權力中的主要樑柱，因此越南在架構其

官職系統的時候，不僅接受中國官制的架構，也將越南真正的地方勢力結構表現

在職官系統中。這與越南的文學作品接受中國文學卻亦不斷展現本土的語言特徵

有同樣的發展軌跡。 
在越南逐漸朝向獨立國家體制發展的過程中，越南的官制系統也由原本地方

的區域制度結構，走向整體性的國家架構，可由下面的簡述中看出： 
1、 丁朝 

丁先皇太平貳年初定文武階品，有都護、士師、將軍、牙校等職…。26 

2、 前黎朝 

黎太行初年，命官有太師、太尉、總管、都指揮使等職…一遵於宋。27 

3、 李朝 

李朝官制大略文武各有九品，以三太、三少與太尉、少尉及內外行殿都

知事、檢校平章事，並為文武大臣重職；其文班則有…諸火書家…武班

則有…火頭…至於階品等第，其詳不可復考。28 

4、 陳朝 

陳朝官制，大要以三太、三少、太尉、司徒、司馬、司空為文武大臣重

職，其宰相加左右相國平章事，次相加參知政事、入內行遣，…其官名

較雅於李，而職事沿革，大略相參。29 

5、後黎朝 
本朝（後黎朝）建官略倣有宋，而間參以本國之制，更改亦不常。…洪

德二年，官制既定，…當辰（時）創制立法之大意，…大概全倣有明。30 

這裡所呈現的官制演變乃由中國的地方行政結構，如丁朝時最大的官職是都

護，前黎重總管、太尉，逐漸演變成為有地方特色的官職，如李朝的火書家、火

頭，陳朝的行遣、手分、勇首、簿書帽衫、書班等等，31而到了後黎朝則自「略

倣有宋，而間參以本國之制」而改為「全倣有明」。這種特點恰與上述碑誌中中

國漢文典故使用的現象基本吻合。也就是說越南對於中國儒學的接受，是與時俱

進、與日俱增的。在北屬時期，越南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其文學系統自然也隨

著中國文學的系統一起發展；丁、黎時期長期的戰亂，或許看不到文學發展的基

本面貌，但是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公文書來往，顯示越南的文學應該仍是在中

國的體制下發展。李聖宗設立文廟，標示著中國儒家思想開始被有系統的引進越

南的思想體系，這時的儒家思想是被有意識的運用到李朝國家建立或民族自覺

中，科舉制度的推行，更將儒家的體系逐漸納入政治的核心。官僚化逐漸成形，

儒生與儒家思想也逐漸朝向主流行進，隨著上層知識份子的推廣，越南開始朝向

                                                 
26 （越）潘輝注《歷朝憲章類誌》卷十三〈官職誌〉，（越南漢喃研究院手抄本影印，書號Ａ1551），

葉二。 
27 潘輝注《歷朝憲章類誌》卷十三〈官職誌〉，葉二下。 
28 潘輝注《歷朝憲章類誌》卷十三〈官職誌〉，葉三下～四上。 
29 潘輝注《歷朝憲章類誌》卷十三〈官職誌〉，葉五下～六下。 
30 （越）黎貴惇《見聞小錄》卷二〈體例上〉，（越南漢喃研究院書號ＶＨＣ02664）。 
31 耿慧玲，〈越南銘文官爵典故〉，《越南史論》頁 45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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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圈的型態發展。然而，不可以忽略這時候的越南本土觀念的逐漸彰顯，

陳承李續，已具備有一個獨立國家的基本概念，在陳朝的碑誌中，看到的是碑誌

所顯現的「高文典冊」中，依舊運用了偏向於口語化的語文論述方式，或許此時

的越南碑誌所展現出的素樸更趨近於越南的獨特文化的面貌；然而隋著長期獨立

之後的自信，黎朝似乎更不懼怕模仿中國的體制，無論是在官制上或者在碑誌

中，都可以看到黎朝的知識份子開闊的運用漢文典故，成熟的運用漢文典故，自

在的將越南靠向儒家體系，成為儒家文化圈中重要的家族一份子。 
四、結論 

李朝、陳朝、黎朝是越南脫離中國中央直接統治後所建立的三個重要的朝

代，李朝繼丁、黎之後成為越南獨立的基礎，在近千年的直接統治下，越南地區

曾經有過許多次的反抗中國統治的行動，例如二徵夫人、趙嫗、馮興、李南帝等

等，或者興兵對抗，或者改元稱帝，但是都不旋踵即為中國政權所平定，直至李

公蘊承接丁、黎的權力後，穩定延續了兩百多年的政權，成為第一個真正的越南

政權，自此之後，越南雖然仍與中國各政權之間維持一定的所謂朝貢關係，但是

「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32的傳說已經成為越南民眾，最起碼越南

領導階層共同的意識，從此，在政治上越南採取了迂迴的政策與中國進行政治上

的接觸，例如，陳朝的太上皇制度就明顯的標誌出兩元化的政治體制與中國交涉

中的便利性，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號稱「小中國」的越南，在這樣的政治

狀況下，如何依舊可以被稱為「小中國」或自認為中國儒家文化圈中重要的一員？

文化與政治是永遠單軌行進的嗎？在本論文中，運用四篇越南李、陳、黎朝的婦

女碑誌，希望能夠從碑誌運用中國漢文典故的現象來探討儒家文化對於越南碑誌

的影響。 
在研究中發現越南碑誌中對於漢文典故的運用，並未隨著政治上的獨立而變

得較少，在李朝、陳朝與黎朝三個時期，碑誌中漢文典故的數目恰與歷史上的獨

立時間成反比，李朝奉聖夫人墓誌字數 703，其漢文典故有 11 個；陳朝奉陽公

主神道碑字數 1100，而漢文典故只有 6 個；然而獨立已經近四五百年之後的黎

朝，其所使用的漢文典故（1165/17,781/13）卻高出前面的兩個朝代，且這樣的

狀況並非單例，這所反映出的一種文化現象可以解釋作政治與文化體制在越南的

發展是雙軌的，也就是說越南所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是自北屬時期開始便持續進

行且不斷累積的，這或許可以解釋為什麼在脫離了中國政治直接的統治之後，可

以獨立發展的越南仍然展現出深厚的儒家思想特色。 
李聖宗時期建立文廟，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事件，無論如何，科舉制度與文

廟的建立，都對越南的儒家文化具有一定程度的強化作用。北屬時期，越南固屬

於中國的一部分，但是李朝的政統將文廟與科舉設定成政治體制中的一部分，卻

是將儒家文化與越南的國家體制化為一體，更利用文廟與科舉制將原來的地方政

                                                 
32 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仁宗太寧四年（1075）載李常傑沿如月江設柵守宋軍，聞

張將軍祠中，有趙越王時兩將軍張叫、張喝所吟之詩句，雖屬神話，但也可以反應當時越南的基

本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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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轉化為中央體制，相信這個時代的這個舉措對於儒學在越南的發展，奠定了一

個堅實的基礎。 
陳朝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時代，如果我們看到黎朝對於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堅

持，陳朝所展現出的越南特色就更值得重視，無論是在碑誌的撰寫或者是官制的

建構，都可以看到陳朝不一樣的文化面貌，這個時代的特性可能更能反映越南地

區的特殊文化性，值得做為越南研究的重點時代。 
黎朝為什麼忽略過陳朝曾經進行的本土化工程？是因為黎朝的建立與明朝

的再統治有關？然不管從官制或者碑誌的角度，都可以看到黎朝的不避諱採用儒

家的文化系統，大量漢文典故的使用，似乎並沒有顯現出越南的不自信，是否這

樣的舉措所反映出的是越南經過多方的經歷，認為即使是政治體制上採用中國的

制度，亦不能漠視越南本身獨立發展的事實，利用中國的儒學反而能夠使得越南

的發展更成熟？ 
在越南碑誌的典故運用中，可以看出越南對於先秦典籍及諸子書的典故的熟

稔，對於漢朝的史書及漢以後的文學作品的掌握，特別是黎朝的兩方碑誌均有使

用唐、元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典故，可見當時越南對於中國的書籍以及文學作品

等，是一直持續的收集及吸收。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基本上說明儒家文化對於越南歷史發展與思想文化的深

厚影響，這與政治上的分合其實沒有一定的關連，或許可以再一次證明政治體制

和文化體制是可以雙軌進行，可以泯除一般認為文化定然受到政治統治的絕對影

響。 



附件一：奉聖夫人黎氏墓誌 

 

皇越 奉聖夫人黎氏墓誌銘並1序 

神宗仁孝皇帝2夫人黎氏，諱蘭春，即輔天太王3之季女也。好4曰瑞聖公主5，

譽宗正皇6之孟女也。長婆7曰瑞聖公主，即  聖宗皇帝8之孟女也。祖駙驥尉9、

真登州10寶所11觀察使。即禦蠻太王12之親姪，寔黎家大行皇帝13之孫。輔天太王

者有子息二十員：太后一、夫人三、公主四、太子等一十有二。 

天彰寶嗣二年甲寅14、皇帝初納太王孟女婆感聖皇太后15，見夫人姿美，兼

                                                 
1 「並」，原作「鉼」，碑體字，逕改。 
2 「神宗仁孝皇帝」，即李陽煥，李朝第五位皇帝。《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神宗皇帝：「諱

陽煥，聖宗之孫，仁宗之姪，崇賢侯之子，乃夫人杜氏所生也。年方二歲，育於宮中，立為皇太

子，仁宗崩，遂登大位，在位十一年，壽二十三，崩於永光殿。」（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

史記全書》，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6,3，頁 268。又，前引書，天彰寶嗣六年（宋

紹興八年，西元 1138 年）：「九月，……二十六日，帝崩于永光殿，殯于殿之西階，群臣上尊號

曰『廣仁崇校文武皇帝』，廟號神宗。」頁 281。 
3 「輔天太王」，據墓誌記載為越南黎大行皇帝之曾孫，誌主奉聖夫人之父親。 
4 「好」，第一集認為「好」為母之誤。根據碑陰記載，「好」或即為越南之「母」意。 
5 「瑞聖公主」，據墓誌為奉聖夫人之母，譽宗正皇之長女。《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篇十

六〈乾尼山香嚴寺碑銘〉在李仁宗太寧五年（四月以後英武昭勝元年，1076）有瑞聖公主供奉器

用給香嚴寺之記載，見頁 154。又，據《大越史略》李仁宗天符睿武六年（乙巳，宋宣和七年，

1125）亦有瑞聖公主之記載：「夏四月，瑞聖公主獻六眸龜，胸有『國土安寧』四字」（頁 69）。

文獻中的瑞聖公主，其年代有衝突處，不知是否同一人，待考。 
6 「譽宗正皇」，據墓誌之記載，乃誌主奉聖夫人之外祖父，瑞聖公主之父。 
7 「長婆」，據第一集考釋，「長婆」為越南對高年紀女人之尊稱。 
8 「聖宗皇帝」，李朝第三位皇帝，神宗皇帝的祖父。《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聖宗皇帝：「諱

日尊，太宗長子也，其母今天太后枚氏，初夢月入懷，因有娠，以順天十四年癸亥二月二十五日，

生於龍德宮。天成員年冊為東宮太子，太宗崩，遂登大寶，在位十七年，壽五十歲，崩于會僊殿。」

頁 241。 
9 「駙驥尉」，官職名。疑即漢官之駙馬都尉。魏晉以後，公主的夫婿多授以駙馬都尉，遂成為

官號。或越南亦尊中國之俗習，授公主夫為駙馬都尉，但改為駙驥尉。越南李朝銘文中，除本篇

外，〈保寧崇福寺碑〉及〈乾尼山香嚴寺碑銘〉均有駙驥尉之記載，見《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

一集篇十二及篇十六。 
10 「真登洲」，「洲」應作「州」，第一集據稱今屬萊州、山蘿、義路等省地分。案，欽定《越史

通鑑綱目正編》卷二李太宗天成六年（宋明道二年，1033 年）註：「真登州。屬山西省，今臨洮

府是。」（台北，中央圖書館）葉三七上（頁 599）。 
11 「寶所」，不知確義，下文於敘述英宗為奉聖夫人建立宮室居所時，有「擢材瓦而立寶所」之

句，不知是否語意有關連之處，亦即美稱本鄉居地之意。 
12 「禦蠻太王」，黎大行皇帝第四子，名釘，興統三年（宋淳化二年，991 年）封為禦蠻王，居

峰州。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193；又，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稱禦蠻太王名龍釘，

見卷一，黎大行興統四年：「立子龍鋌為開明王，辰（時）諸子以次受封，分居州郡，開明王龍

鋌居藤州，禦蠻王龍釘居峰州。……」元註：「龍釘，第四子。」葉二六（頁 489～490）。 
13 「黎家大行皇帝」，即前黎朝第一位皇帝黎桓。《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黎紀：「大行皇

帝姓黎，諱桓，愛州人也，仕丁為十道將軍，宋師來侵，領兵出拒，遂代丁而有天下，在位二十

四年，壽六十五，崩于長春殿。」頁 187。 
14 「天彰寶嗣二年甲寅」，「天彰寶嗣」為李神宗皇帝之年號，二年當宋紹興四年，西元 1134 年。 
15 「感聖皇太后」，即李英宗母、神宗妃感聖夫人，據墓誌，神宗於天彰寶嗣二年納感聖夫人為

夫人，生英宗天祚，天彰寶嗣六年（宋紹興八年，1138）天祚即位視為英宗，十月朔，「尊母感

聖夫人為皇太后」，時帝年僅三歲，由太后理政事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81；卷

四，頁 285；《越史綱目節要》頁 89。 



有四教16，又聘之為妃。暫入公宮，而明知婦道；先登宗室，而體錮陰風17。服

用必中度，言動必中節。四年丙辰18、進冊奉聖夫人。是時錮之心，行節史漢之

化；修采蘩之職19，不失小星之惠20。及下協皇英之嬪虞，21贊褰自飲22；猶姪舉

之輔周23，先揚  帝道。24五年丁巳25、號送宮車，26誓留陵寢，執匪懈之心而現

莫27，修行上道而教虞28。 

夫人、貌端潔而性深靜，喜怒不形於色，使人則以悅留，無笞索迫29。始今

上即位，30  太后輔政，31每朔望則詣朝，上篤敬之，與言則極情無愆。尒來頗有

                                                 
16 「四教」，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中國古代對於婦女社會平價之規範。見《周禮》卷

七〈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

王所。」鄭玄注云：「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令，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十三經注疏本，

台北，藝文印書館），頁 116。 
17 「體錮陰風」疑與堯母慶都與赤龍合而生堯事有關，見《宋書》卷二十七，〈符瑞志〉上，（頁

761）及《太平御覽》卷八十〈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及卷一百三十五〈皇親部〉一「帝嚳

四妃」引《春秋合誠圖》，（頁 502-1，784-2）：「堯母慶都，有名於世，蓋大帝之女，生於斗維

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大雷電，有血流潤大石之中，生慶都，…有赤龍負圖出，慶都讀之，…

奄然陰風雨，赤龍與慶都合婚，有娠，龍消不見。」注曰：「龍乘風雲，故光陰風，乃龍至也。」 
18 「四年丙辰」，即李神宗天彰寶嗣四年，當宋紹興六年，西元 1136 年。 
19 「采蘩之職」，見《詩經》卷一之三〈周南‧采蘩‧序〉：「采蘩，夫人不失職也，夫人可以奉

祭祀，則不失職矣。」此以喻奉聖夫人可以恪守夫人之職。 
20 「小星之惠」，見《詩經》卷一之五〈周南‧小星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行，

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心矣。」喻指奉聖夫人為諸侯之夫人。 
21 「協皇英之嬪虞」，「皇英」，指娥皇與女英。事見《尚書》卷二〈堯典〉：「帝曰：我其試哉，

女于時觀厥刑于二女，釐降二女于媯汭，嬪于虞。」（十三經注疏本，台北藝文印書館）頁 28。

此處以娥皇、女英事喻說奉聖夫人亦以姊妹嫁神宗。 
22 「贊褰自飲」，不知確義，第一集釋作「贊襄皇猷」。 
23 「猶姪舉之輔周」，中國周代行姪娣婚，即公羊傳所云：「諸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

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諸侯壹聘九女，諸侯不再娶。」漢何休解釋這種婚嫁的

方式說：「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令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

親也，九者極陽數也，不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路。」《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本，台北，

藝文印書館）卷八，葉二（97）。奉陽夫人與感聖夫人為姊妹，同嫁與李神宗，故以「姪舉」為

說。 
24 自四年丙辰至五年丁巳，斷句與第一集不同，請參照第一集原釋文。 
25 「五年丁巳」即天彰寶嗣五年，當宋紹興七年，西元 1137 年。 
26 「號送宮車」，蓋指神宗崩逝一事，神宗崩逝的時間史書的記載不同，《大越史記全書‧本紀》

卷三與《越史通鑑綱目》所記載的時間不同，《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史通鑑綱目》將此事係於

六年：「戊午六年……九月、帝弗豫，……二十六日、帝崩于永光殿，殯于殿之西階，群臣上尊

號曰『廣仁崇孝文武皇帝』，廟號神宗。」（《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81；《越史通鑑綱

目正編》卷四，葉三四（781））。而碑文繫於五年與《大越史略》同，由於碑文與《大越史略》

在記載上時間與版本優於《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史通鑑綱目》，神宗薨年應為天彰寶嗣五年（宋

紹興七年，1137）。 
27 「現莫」不知確義，待考。 
28 「虞」，疑為古祭名。《禮記‧檀弓下》：「日中而虞。」疏云：「虞者，葬日還殯宮安神之祭名。」

又，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記吳士連云：「先王制禮，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神，則

主神之所依也，虞而作主，練而易主，易主而祔廟，禮節也。」頁 273。 
29 「無笞索迫」據第一集註釋，銘文原作「無答素迫」。 
30 「今上即位」，今上指李英宗天祚，李神宗幼子，史書云為嫡長子，《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

四：「英宗皇帝，諱天祚，神宗嫡長子也，其母黎氏皇后。以天彰寶嗣四年（宋紹興六年，1136）

丙辰四月誕生，戊午年（天彰寶嗣六年，1138）九月，立為皇太子。神宗崩，遂登大寶，在位三

十七年，壽四十歲，崩于瑞光殿。」頁 285。 



私謁32，  上及皇太后，常幸其宮，見其舉置，嘉其為人而嘆曰：「古之明世夫人。」

人有身 一 諱景信，33恭順合禮，位亞維城34，家業皆篤於敬，常念衣錦之鄉35，

祖不忘奉，願啟勝緣36，37以答  先聖之眷遇；迨終則窆其側，以邇先人之塋38，

禮也。乃卜中江洲39，啟惟歲豐鄉為休，崗巒攢秀而環列，江湖清碧而帶遶，獲

陰陽向背之圖，資使阮抱揖之勢，40特蒙  聖旨，給賜人工，擢材瓦而立寶所41，

斧藻42云畢，而香火不息，之其顧也尊43，政隆寶應九年44九月、夫人寢疾，  上

親視藥餌，百而弗瘳，以當年十月十八日己未之晨45薨，年六十有三。  上為之

震悼46，輟朝47減48膳，乃敕降賻賵之物也，具於常，可謂哀榮之禮有加，詔太傅
49陳公洎內侍省、奉議郎50黎公監護喪葬，密□為厚，示如昭聖皇后51之故事，十

一年冬十二月初八日丙寅之晨、  恩旨別葬于地  鄉，即璞山延齡福聖寺52之西

                                                                                                                                            
31 「太后輔政」，按，英宗即位年僅三歲，必有輔政者，據鄧春榜《越史綱目節要》卷二：「太子

天祚即位，改元，大赦，尊母感聖夫人黎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會群臣盟天安殿。」頁 88～89。 
32 「私謁」，謂以私事而請見拜託。《詩經》周南卷耳序：「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又《史記‧張丞相傳‧申屠嘉》：「嘉為人廉直，門不受私謁。」 
33 此句不知確義，不可解。 
34 「維城」指宗子。《詩經》卷十七〈板〉：「懷德為寧，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35 「衣錦之鄉」，「錦」原誤作「綿」，「衣錦之鄉」即「衣錦還鄉」，見《梁書‧柳慶遠傳》：「（天

監）四年，出為使持節、都督雍、梁、南北秦四州諸軍事、征虜將軍、寧蠻校尉、雍州刺史。高

祖餞于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標點本，台北，鼎文書局，頁 1823～

183） 
36 「勝緣」，佛教語，善緣的意思。 
37 自「常念衣錦之鄉」至「願啟勝緣」句，與第一集所釋內容不同。 
38 「塋」，銘文原作「榮」，據其句意，及墓誌銘文之慣例，應作「塋」。 
39 「中江洲」，地名，「洲」應作「州」；不知確地，根據本墓誌之記載，中江州為奉聖夫人祖籍

歲豐鄉之所在，當即今越南永富省三農縣香嫩社。 
40 「資使阮抱揖之勢」不知確義，應為風水之說。 
41 「寶所」，疑為夫人居所之美稱。 
42 「斧藻」，修飾之意，楊雄《法言‧學行》（《法言義疏》，卷二，〈學行〉第一）：「吾未見斧藻

其德，若斧藻其楶者也。」注：「斧藻，猶刻桷丹楹之飾；楶，櫨也。」頁 26。 
43 「之其顧也尊」不知何解。 
44 「政隆寶應九年」，政隆寶應為李英宗的年號，九年當宋乾道七年，西元 1171 年。 
45 「己未之晨」，「晨」或應作「辰」，墓誌中有關時間有「十月十八日己未之晨」、「十一年冬十

二月初八日丙寅之晨」，據此所云之晨應泛指時間之「辰」，不應真為每日之「晨」。 
46 「悼」墓誌原誤作「掉」。 
47 「朝」墓誌原誤作「胡」。 
48 「減」墓誌原誤作「感」。 
49 「太傅」，越南李朝之官職，潘輝注《歷朝憲章類誌‧官職誌》卷十四〈官名沿革之制‧三公

三少〉：「公孤之設始於李初，以為大臣加官，未常任事，其後遂賚以政，時兼宰相之任。」 
50 「內侍省、奉議郎」，越南李朝之官職。按，內侍省為中國官署名，掌管宮廷內部的宦官及相

關事務；奉議郎則為文散官名，表現官位之階品，唐代為從六品上，此處所記黎公，或即為約當

從六品上的內侍官員。 
51 「昭聖皇后」，李仁宗后，仁宗初即位，即立后二人，一曰聖極，一曰昭聖，聖極皇后會豐四

年（1094）年去世，昭聖皇后於龍符元化八年（1108）薨，見《大越史略》（陳荊和，校合本《大

越史略》，日本東京都，創價大學亞細亞研究所，1987）卷二，頁 61，64。此處頗疑聖極皇后及

昭聖皇后亦為姊妹，故引以為奉聖夫人之例，則越南皇室之娣媵婚似乎極為常見，或許即是常例。 
52 「延齡福聖寺」，建造于李英宗大定六年（宋紹興十五年，1145），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

本紀》卷四：「八月…營廣慈宮，奉皇太后居；造永隆、福聖等寺。」頁 288；寺今仍立於富壽

省三農縣香嫩社，亦即奉聖夫人的家鄉，奉聖夫人之塑身像亦奉祀於寺內，世稱聖母像。見第一



隅，乃命國史，述此芳猷，誌于墓石，銘曰： 

龍盤虎伏孕秀氣，中江往往產豪貴。 

夫人懿行顯當時，神婆綿約合為異。 

玉樓臺宮室亞后，心同琴瑟無妒忌。 

宮車晏駕奉陵寢，使無風雨難塗至。 

日遇高山氣奄奄，人間痛惜潸然淚。 

歲豐新墓立貞珉，傳民愈久千萬世。 

碑陰 

進開于后： 

（政）隆寶應53九年九月十八日己未之晨54

皇越 奉聖夫人黎氏墓誌 

神宗仁孝皇帝 

輔天大王之季女也，母曰      瑞聖公主55，長婆感曰56，三寶田池給賜57，

而香火流傳萬代，壹坐落池頭停處58，壹田坐落舉午處59，壹田坐落　　處60，照

如內碑。 

後而弗瘳，以當年十月十八日之晨61忌禮。 

一付與鄉村守墓石不息。之其顧也尊敬事62。 

一修造延63靈福聖寺，在西隅，英靈大名藍古跡。 

 

                                                                                                                                            
集註釋。 
53 「政隆寶應」，墓誌因提諱，缺見「政」字，「政隆寶應」為李英宗之第三個年號，據前文補。

計十二年，自西元 1163 年至 1174 年（宋孝宗隆興元年至淳熙元年）。 
54 「晨」，或當作「辰」。 
55 據墓誌「政隆寶應」、「皇越奉聖夫人」及此處「瑞聖公主」皆提行。 
56 「長婆感曰」疑當作「長婆曰感」。此處所云「長婆」應指奉聖夫人之姐，英宗皇帝之母，神

宗感聖皇后。 
57 「三寶田池給賜」，此句應為越南語法，即給賜三寶田池。 
58 「池頭停處」，喃字地名，據第一集之註釋，「頭停」為「亭之前頭」的意思。 
59 「舉午處」，喃字地名，。 
60 「　　處」，喃字地名，據第一集集釋，是「江津」的意思。 
61 「晨」或當作「辰」。 
62 「之其顧也尊敬事」一句，不知其意，在碑文中有「之其顧也尊」句，亦不知何解。 
63 「延」墓誌原作「筵」，據前碑文改。 



附件二：奉陽公主碑 

 

奉陽公主神道碑銘1並序2
一 

氏，姓也；  名也。奉陽公主，壽命也。  相國太師3，皇考4也；慧真5

夫人6，慈妣也。幼年，宗嘉淑明，      太宗皇帝愛之，義為子。未二 幾 7   上

相太師8，詔賜王姬車服。此公主良配也。時  太師有嬖，與公主少不諧。  相

國、慧真銜之，將奪其志。公主不可，曰：「妾辱三□以□歸□于□太□師 9，諧不諧，

命也。父母之命，固不可遁，其奈『長則從夫之義』何?」  相國、慧真乃止。

此公主貞節也。 

事夫以敬順，待媵以四□寬□恕。一□婢一妾或遭  太師譴怒者，曲折微解，毋

令見聲色，雖老烈婦弗如也。然於  太師銓品朝廷人物，自非壼內
10事者，未嘗五

以褻近11擅12為極重。此公主賢德也。 

相國太師有疾，親侍湯藥，左13飧右粥，衣不解帶，臥不安席者期14年。此

公主侍親疾也。 

相國六太師薨，斬衰盡哀，毀性幾滅。國人見之，無不掩涕。此公主居喪禮

也。 

慧真嫠居二十15餘年，晨夕侍側，問安視膳，罔有少怠。設遇一七 訶一責，

則制匐伏罪，不敢以榮貴而自高自大。此公主事親孝也。 

                                                 
1 重刻碑文誤作「鋁」，今逕改。 
2 重刻碑文誤作「寺」，今逕改。 
3 玲案：相國太師，疑即陳日皎，太宗弟，卒贈相國太師。有謂相國太師為陳守度者，守度為太

宗從叔。陳朝代李，守度居首功，掌握朝政數十年，封統國太師，聖宗紹隆二年卒，卒贈尚父、

太師、忠武大王。據碑，奉陽公主為太宗義女，若奉陽為守度之女，則世次不合，豈有認堂妹

為義女之理；故奉陽公主之父應為欽天大王、相國太師陳日皎。 
4 重刻文作「皇耆」，今據《李陳詩文》作「皇考」。 
5 此處重刻碑文作「慧真」，從此以下卻都作「慧貞」，所指的是奉陽公主之慈妣。以下碑文一概

作「慧真」。 
6 重刻碑文作「去人」，今逕改。 
7 重刻文中「未」字為正文第一行最後一字，無「幾」字，今據文義補。 
8 玲案：上相太師指昭明太師陳光啟，太宗第三子。仁宗紹寶四年（1282）任上相太師。見校合

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356。 
9 □中皆據《李陳詩文》補，下同，不另出註。 
10「壼內」，《李陳詩文》作「閫內」。玲案，閫、壼字通，皆指古時宮中的道路與婦女的居室。

見爾雅、廣韻與正字通。 
11 重刻碑文作「衰近」，似乎無義，疑「褻」字之誤。 
12 重刻碑文誤作「檀」。 
13 重刻碑文誤作「尤」。 
14 重刻碑文作俗字「朞」，今逕改。 
15 重刻碑文作「斗」。又公主父日皎卒於紹隆十一年（1268），享年四十四歲。此處言慧真夫人

嫠居二十餘年，又後碑文中言公主卒於陳仁宗重興辛卯七年（1291）；而慧真夫人先公主而亡，

故慧真夫人約卒於 1290 年左右。 



逮慧真薨，公主欒心16柴骨，亦有聞父母所遺產業，皆散諸昆弟八，一毫不

取，但傾家貲財，施僧供佛，食飢衣寒，用資二天冥福。此公主慎終追遠也。 

太師身都相位，日勞萬機，不遑家事，一一委九 付，區處長幼，整頓貲產，

凡所施為，如出一意。此公主治家法也。 

針線助補袞17，鹽梅18資調羹。內助之道尤多，殊非尋常兒女19之比。此一０公

主相成道也。其馭婢使不大聲以色；設有竊盜，則隨便追之，不忍露其醜惡。此

公主仁心也。 

平居暇日，小小臧獲，每如勞問，不一一曾以箠撻為事。故有過惡者咸20自懾

服。此公主用心寬恕也。 

年少歸于相門，身營多事，未暇學問。歲晚尤愛佛書。雖隻言片字不一二能

細致，然大覺之心，粗有識者，其有為小教所不拘滯。此公主通於心性也。 

甲申冬，北虜南寇21，  太師上船避賊，夜半舟中失火一三。時  太師睡寢，

公主疑是賊來，微警，授之以牌，且以身蔽。古之馮婦22，蔑以加此。此公主明

於義勇也。 

天資慈愛，一視嫡庶。有小善一四者則稱揚於  太師之前，有小惡者則提耳微

誨。掩惡揚善，有古君子之風。此公主心無妒忌也。 

撫字23　族，大小靡遺。其有不才一五者，寧以財物予之，不敢尸24諸重職。

此公主心無私25謁也。 

病篤不問子孫，唯以愛夫為念。  太師遺書手中，言來生之日，願為夫婦一

六如初。此公主純於愛敬也。 

子七人：長早亡，追悼不能自已。乃義關內侯國公26以代之。此公主之義子

也。次文肅王道載27，文可以裨一七時政，武可以撜28國亂，娶靖國大王29女寶姿公

                                                 
16 重刻文作「樂心」，與後面「柴骨」兩字相背。玲案：據《李陳詩文》第二集四四一頁校為「欒」

字，此字是。意指体瘦瘠貌，《詩》〈檜風․素冠〉：「庶見素冠兮，棘人欒欒兮，勞心慱慱兮。」 
17 「補袞」，玲案，出《詩經》〈大雅‧烝民〉：「袞職有缺，維仲山甫補之。」《注》云：「有袞

冕者，君上之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引稱規諫帝王，補求缺失為「補袞」。 
18 「鹽梅」，玲案，用以治理國政。《尚書》〈說命〉下：「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

志，若作酒醴，爾作麴糵；若作和羹，爾惟鹽梅。」 
19 「兒女」，重刻碑文誤作「思女」。 
20 「咸」字，《李陳詩文》作「或」字。 
21 玲案：甲申，即陳仁宗紹寶六年(1284)，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載：「十二月，陳甫自元回，

言元帝遣太子鎮南王脫驩、平章阿剌及阿里海平等領兵，托以假道往占城，分道入寇。」七

年春，越軍大潰，「正月二十八日，興道王議請上相太師光啟，禦唆都 元帥軍於乂安。」（頁

358） 
22 古男子名，善搏虎。《孟子》〈盡心〉下：「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

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見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車。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23 玲案：撫字，撫育成人之意，《後漢書》〈列女傳‧程文矩妻〉：「程文矩妻者，同郡李法之姊

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

字益隆，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24 「尸」字，《李陳詩文》誤作「尹」字；玲案，「尸」，主持、主掌也。見《爾雅》〈釋詁〉上：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寮官也。」 
25 《李陳詩文》無「私」字。 
26 重刻碑文作「兮」。 
27 玲案：文肅王道載事蹟，參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374。 



主。次武肅王道□，尚   聖宗皇帝第四女寶真公主。長女瓊輝公主，諱瑞　，

兩一八適人，俱不諧。次瓊姿公主，諱瑞　，歸于檢一九校太尉30。次瓊寶公主，諱

瑞魚31，適靖國大王長子仁國王。次瓊態公主，諱瑞玆，繼歸于檢校太尉。瓊輝、

瓊姿、武肅皆先亡。孫十三，男七女六。真慈公主諱 　，適判首上位武寧侯之

子沼，餘皆尚幼。此公主之嫡孫子也二0。 

甲子二百八十二，公主所享年也32。重興辛卯33三月二十二日，薨之年月日

也。天長府獨立村，公主所葬也。興隆元年34四月十一日二一，葬之年月日也。主

公主之喪，而請銘以葬者，文肅王也；論次其所得於  上相太師，而為之銘者，

少保黎拱垣也。 

銘曰二二： 

 

為善必福兮人之常程， 

謂仁35必壽兮天胡不靈二三； 

生有賢行兮歿有令名， 

嬪于相門兮世襲厥聲二四； 

村名獨立兮高處是塋， 

文非韓君兮忝為之銘二五。 

 

翰林侍講阮士廉書 

翰林校書郎戴冕、周善眾鐫二六 

金紫光祿大夫少保兼知檢定天下訟狀司黎拱垣36撰二七 

義夫四朝元老平章軍國重事立二八
37

                                                                                                                                            
28 玲案：撜，同拯，《淮南子》〈齊俗訓〉：「子路拯溺而受牛謝。」 
29 玲案：靖國大王即陳國康，為太宗后順天公主李氏（李惠宗長女、昭聖公主姊）和太宗兄柳

之子。參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328。 
30 玲案：檢校太尉，疑或即佐天大王，聖宗次子；重興六年(1290)封入內檢校太尉。見校合本

《大越史記全書》，頁 367。 
31 「瑞魚」，《李陳詩文》作「瑞恩」。 
32 玲案：甲子二百八十二等於四十七歲。 
33 重興，陳仁宗年號，辛卯七年(1291)。前註云公主年四十七而亡，則公主應生於太宗天應政

平十四年(1245)。 
34 玲案：興隆，英宗年號，元年為公元 1293 年。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 仁宗重興九年：「三

月以後，英宗 興隆元年。」 
35 重刻碑文多一劃，成為「仨」字。 
36 陳英宗朝大臣中有翰林院學士丁拱垣。此人與上將太師光啟亦有交情。《大越史記全書》曰:

以太尉光啟為上相太師，丁拱垣為翰林院學士奉旨。(〈本紀〉，第五卷，四十三頁)。黎貴敦

編著《全越詩錄》有丁拱垣詩編〈瞿塘圖〉(第二卷二十三頁)。則黎拱垣與丁拱垣或為同一

人﹖ 
37 玲案：奉陽公主碑立於興隆元年，而其夫上相太師昭明大王卒於次年。見校合本《大越史記

全書》，頁 373。 



附件三：敬妃阮氏神道碑 
 

壽安宮敬妃阮氏神道碑一 

維大越 洪德十六年歲次乙巳1七月己酉朔、壽安宮敬妃靈柩葬于雷陽2 三閭

之原，從卜地也。有二      敕翰林院撰神道文，臣世榮
3等，職叨□□，不敢遜辭，

謹拜手稽首，直述如左： 

妃姓阮，行四，其先紹天府4雷陽縣不矜社5人。祖考安，贈昭毅將三軍6，都

督同知7、護軍8；9祖妣黎氏贈貞人10。父昭毅，都督僉事11，提督12、親軍指揮使

13、司神武四衙14軍務事，初失怙，故太保、簡恭侯黎囂子之，因籍四梁江縣15藍

山鄉16；妣阮氏，贈淑人17，河中府18弘化縣19大中社20故轉運使21仁羨次女。 

                                                 
1 「洪德十六年歲次乙巳」，洪德十六年相當於明成化二十一年，西元 1485 年。 
2 「雷陽」，即紹天府雷陽縣，敬妃阮氏祖籍所在。《大南一統志》卷十六清化省上紹化府：「舊

領縣八，兼理瑞原、錦水、石城、廣地四縣，統轄安定、雷陽、東山、永祿四縣。」頁 1668。 
3 據後，即翰林院侍書梁世榮。 
4 「紹天府」，見《黎朝會典》；《歷朝憲章類志‧地輿志》清華省條作紹化府；《大南一統志》卷

十六，清化省上紹化府：「古九真地，屬明為清化府之地，黎光順始置曰紹天府，隸清化承宣，

蓋以其地為黎家興王所，故名。  本朝（阮）嘉隆十四年（1816）改今名（紹化）。」頁 1668。 
5 「不矜社」，《黎朝會典》：「紹天府，八縣。」又，「雷陽縣，六十六社，二十六冊（柵）、一所、

二庄、一坊。」 
6 「昭毅將軍」，據《黎朝會典‧吏屬二》，昭毅將軍為武散官，正二品；黎朝聖宗洪德二年定勳

級：「預伯爵者，…武正一品特進輔國上將軍；從一品，光進鎮國大將軍；正二品，昭毅將軍…。」

見《歷朝憲章類志》卷十七，〈官職志‧爵蔭資塗之別‧爵級〉。 
7 「都督同知」，據《黎朝會典‧吏屬二》，武官，正二品。 
8 「護軍」，據《黎朝會典‧吏屬二》，勳級從二品。 
9 按，黎聖宗洪德八年（1477）定封贈例：「皇太后封三代，皇后三妃封二代，九嬪六職及女官

一品，止封一代，其追封者，但加官爵號，止得一身，並無職俸及蔭例。」見校合本《大越史記

全書‧本紀》卷十三，頁 704。又，《歷朝憲章類志‧官職志‧蔭敘》：「皇太后追封三代，…皇

后追封二代，…三妃追封二代：父封左都督，母封端人；祖父封都督同知，祖母封順人。九嬪追

封一代，三昭父封都督同知，母封順人；三修父封都督僉事，母封淑人；三充父封都督指揮使，

母封貞人…。」本碑誌主阮氏封敬妃，據碑文及上引文獻，祖父封都督同知。 
10 「贈貞人」，據上引《歷朝憲章類志》之內容與碑文不同，碑文中阮氏封敬妃，應追封二代，

其祖母應封順人，而非貞人。 
11 「都督僉事」據《黎朝會典‧吏屬二》，武官，從二品；又具上引官職蔭敘，碑誌主敬妃阮氏，

其父應封左都督，而非都督僉事。 
12 「提督」，據《黎朝會典‧吏屬二》，武職，正二品。 
13 「指揮使」，武職，正四品。 
14「司神武四衙軍務事」應即神武四衛；《大越史記全書‧本紀》黎聖宗洪德二年（1471）校定皇

朝官制：「又置十三道監察御史、五府軍都督府，金吾、錦衣謂之二衛，中、前、左、右、後謂

之效力四衛，前、後、左、右衛謂之神武四衛。」頁 688。 
15 「梁江縣」，《歷朝憲章類志‧地輿志》載清華承宣紹化府瑞原縣：「古梁江縣，六總、九十九

社村。」《大南一統志》卷十六〈清化省〉上瑞原縣：「東至河中府弘化縣馬江界…陳以前曰梁江

縣，蓋其地有梁江，故名；屬明因之，隸清化府；黎順天初，建西京於其地，改曰應瑞縣；光順

年間隸今府，復為梁江縣，端慶初改今名，屬府兼理。」頁 1668～1669。 
16 「藍山鄉」，《歷朝憲章類志‧地輿志‧清華》：「黎太祖起義於梁江藍山（今瑞原縣）」；《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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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以大和三年乙丑22二月初六日庚戌生，光順元年庚辰23
五七月選入掖庭，九

月戊子望授列榮；四年癸未24九月十三日己巳、生第三皇女瑞華公主，五年甲申

25十二月十九日戊戌、陞婕妤26，七年六丙戌27七月初二日辛未、陞充容28，居七      

長春宮。洪德二年辛卯29十一月二十日戊午、有八      命育第八皇子鐰30為後，

三年壬辰 31正月初四日辛丑、陞脩容32，居九      壽安宮；五年甲午33閏六月初

三日丙戌、生第十二皇女34；八年丁酉35十月二十三日丁巳、位敬妃36；十六年乙

巳
37三月十一日壬辰、病薨，壽四一０十一，殯於福林坊外宅，委德毅主喪焉一一。

                                                                                                                                            
一統志》卷十六〈清化省〉上：「藍山，在瑞原縣西藍山社，一名油山，從西北渡梁江來，石峰

起伏落下，平地突起土山，山下遺址，黎太祖故宅也。…興王後，乃以其地為『藍京』。」頁 1717。

據〈敬妃阮氏墓碑銘〉，藍山在洪德中曾設鄉。 
17 「贈淑人」，按前引文，敬妃之母應封端人，而非淑人。 
18 「河中府」，《大南一統志》卷十六〈清化省〉上：「河中府在省北四十七里，…古九真郡地，

陳以前曰『河中縣』；屬明以愛州領之，隸清化府；黎光順陞為府，隸清化承宣，領縣四。」頁

1663。 
19 「弘化縣」，《歷朝憲章類志‧輿地志‧清化》：「古名藤縣，六十七社、二庄、一所、七總。」

又，《大南一統志》卷十六〈清化省〉上：「弘化縣，在（河中）府南，…丁黎初為古弘甲，李天

資嘉瑞年閒改古藤甲；陳興隆年閒改古藤縣；閏胡改古靈；屬明復曰古藤，隸清化府；黎光順改

今名，隸本府統轄。」頁 1666；又：「弘化縣治在筆山總壽祿村，前黎在紫駝。」頁 1694。 
20 「大中社」，屬弘化縣，據《歷朝憲章類志》下隸六十七社，此處可補黎朝地理之記載。 
21 「轉運使」，《歷朝憲章類志‧官職志‧分設綱》：「縣有轉運使、副，並知軍民諸事。」又，黎

聖宗光順七年（1466）：「改路安撫使為知府、鎮撫為同知府，轉運為知縣。」見《大越史記全書‧

本紀》頁 657。 
22 「大和三年乙丑」，按，「大和」《大越史記全書》作「太和」，黎仁宗宣皇帝年號，計十一年，

自 1443～1453 年，三年，歲次乙丑。 
23 「光順元年庚辰」，「光順」黎聖宗年號，計十年（1460～1469），1460 年六月以後始建光順年

號，相當於明天順四年。 
24 「四年癸未」即光順四年，西元 1463 年，相當於明天順七年。 
25 「五年甲申」即光順五年，西元 1464 年，相當於明天順八年。 
26 「婕妤」，女官六職之一，《越史通鑑綱目》卷二十三黎聖宗洪德八年：「婕妤、容花、宣榮、

才人、良人、美人，六職。」頁 2275。 
27 「七年丙戌」即光順七年，西元 1466 年，相當於明成化二年。 
28 「充容」，女官九嬪之一，《越史通鑑綱目》卷二十三黎聖宗洪德八年：「九嬪：…充儀、充容、

充媛，三充。」頁 2274～2275。 
29 「洪德二年辛卯」，洪德為黎聖宗第二個年號，計二十八年（1470～1497），二年歲次辛卯，相

當于明成化六年。 
30 「八皇子鐰」，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頁 745，鐰封廣王。 
31 「三年壬辰」即洪德三年，西元 1472 年，明成化八年。 
32 「脩容」，九嬪之一，《越史通鑑綱目》卷二十三黎聖宗洪德八年：「九嬪：…修儀、修容、修

媛，三修。」頁 2274～2275。 
33 「五年甲午」即洪德五年，西元 1474 年，明成化十年。 
34 「生第十二皇女」，據後〈錦榮公主神道碑〉，即錦榮公主。 
35 「八年丁酉」即洪德八年，西元 1477 年，明成化十三年。 
36 「敬妃」，三妃之一，《越史通鑑綱目》卷二十三黎聖宗洪德八年：「貴妃、明妃、敬妃，三妃。」

頁 2274。 
37 「十六年乙巳」即洪德十六年，西元 1485 年，明成化二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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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賜錢六萬、慰賵錢二十七萬，□三十三萬，飾終恩數，悉如彝典。二十七日戊

申一二，      上命御用監都太監38兼御象御馬司39黃祿諭祭，其略曰： 

爾粵從早歲，選入後庭，佩服柔儀，庶幾無忝一三天寶，篤維圖之慶時，

已增寶婺40之輝。諒治平始于家，十方孚化；奈脩短繫乎命，爾遽反真。 

五月十二日辛酉，即遠期邇，又命內府監僉太監41
一四兼上林42事范傑43祭之，二十

四日癸酉發引，至是葬。 

妃、柔婉謙遜，儉約慎恭，喜慍不形于色，邪詖不宿于懷，敬畏情深，愛憂

念切，與朋一五友居，低聲款語，未曾有觸激之言一六。      聖躬偶或不安，則日

夜勤恪，無懈怠容，供奉湯藥，奉進杯盤，掖庭中人，罔有過焉。凡預入侍，得

一七      上使令，必盡情愛恤，略無妒忌，絕□□之意。多廣愛之思，視諸皇子

皇女，無異己生。好讀古書，稍通天義，方之古之賢淑，蔑能加之；其行實一八

有如此者。 

惟夫自古帝王，紀綱人極，始由謹六宮44之教，終必形四方之風，故云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妃、自登桂掖45，殆二紀一九餘，行淑已孚，流光未

艾，仰見二０      聖天子風始46之被，福原47之洪，豈不彰彰□驗，所可歎者，

                                                 
38 「都太監」，據《黎朝會典》內侍監從三品為都太監。 
39 「御象御馬司」，據《歷朝憲章類志》與《越史通鑑綱目》越南黎朝有馴象馬閑諸衛，及象廄、

馬廄。 
40 「寶婺」，指婺女星，二十八宿之一，代表女性，後藉為婦女的美稱。南朝宋謝莊〈宋孝武宣

貴妃誄〉：「誕發蘭儀，光啟玉度，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注曰：「《易‧歸藏》曰，昔嫦娥以不

死之藥奔月，《漢書》曰：北宮有婺女星。占曰：婺女為既嫁之女。」頁 794。 
41 「僉太監」，據《黎朝會典》內侍監從四品為僉太監。 
42 「上林」，皇宮內之園林。《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三黎聖宗洪德二十一年（1490）：「十一

月廣築鳳城，因李、陳之制也。帝懲仁宗遇害，發族築之，而九較交場之外，延廣八里，凡八月

而後成，乃造名寶殿，又立上林苑，中有鹿獸。」頁 737；《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四同：「冬

十一月，增築京城。帝懲延寧之亂，發卒修築京城，延廣八里，八月始成，乃造石室殿，立上林

苑以養百獸。」頁 2352。 
43 「范傑」，亦為洪德十八年冊封錦榮公主之冊封使，見下〈錦榮公主神道碑〉。 
44 「六宮」，指皇后。《周禮》卷七〈天官‧內宰〉：「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令，均其

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禮交六宮。」鄭玄注曰：「六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

之言。后象王，立六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不敢斥言之。謂之六宮，若今稱皇后

為中宮矣。」又，孔穎達疏曰：「鄭意以婦人之禮教后一人，六宮即后也。」頁 110。 
45 「桂掖」，應即桂宮。據唐馮贄《南部煙花記‧桂宮》（筆記小說大觀，第三十八編，第二冊，

台北市，新興書局，1985 年初版）：「陳後主為張貴妃麗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做圓門如月，障

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無他物，惟植一桂樹。」蓋，中國古代傳說月中有桂樹，故常

以桂代月稱；而月又為「陰之精」，代表女性，故桂又成為女子的指寓。 
46 「風始」，《毛詩》卷一之一〈周南‧關雎‧序傳〉：「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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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慶方來，妃年遽嗇，彼二一      天亦杳杳哉，銘曰二二： 

自古辟王48，繼二三      天建極。化始閨門，群方丕式。 

烝哉49
二四      皇上，治本家肥50。用承內教，有若敬妃51。 

妃德伊何，謙恭柔正。和氣一團二五，淑儀百行。 

鼎茵52必視，書史每怡。雝雝53婦順，懇懇54母慈。 

衍慶允孚，降年宜迥二六。詎意明靈，倏遊溟涬55。 

玉奩長揜，珠箔56空存。難言神理，惟景二七      聖恩。 

即遠屆期，傃幽協筮。柳馭
57攸遷，扮鄉迄稅58。 

                                                                                                                                            
47 「福原」，《漢書》卷八十一〈匡張孔馬列傳‧匡衡傳〉：「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

始，萬福之原。』婚姻之禮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論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

父母，后夫人之行不侔乎天地，則無以奉神靈之統而理萬物之宜。」頁 3342。 
48 「辟王」即君王。《毛詩經》卷十九之三〈周頌‧載見〉：「載見辟王，曰求厥章。」箋曰：「諸

侯始見君王，謂見成王也。」頁 735。 
49 「烝哉」，見《毛詩正義》卷十六之五〈大雅‧文王之什‧文王有聲〉：「文王有聲，遹駿有聲，

遹求遹寧，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注：「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頁

583。 
50 「家肥」，見《禮記注疏》卷二十二〈禮運〉（十三經注疏本）：「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

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頁 440。 
51 「敬妃」，敬妃為女官三妃之一，如婕妤、充容、修容一般，本不需加專名號，此處敬妃特指

阮氏，故下加專名號以表明之。 
52 「鼎茵」，元柳貫《柳待制集》（藝文印書館，1971）年：「夙願惟耕釣，浮榮謝鼎茵。」 
53 「雝雝」，見《毛詩正義》卷十六之三〈大雅‧文王之什‧思齊〉：「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注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頁 562。 
54 「懇懇」，見新校本《漢書》卷六十二〈司馬遷傳〉：「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若望僕不相師用，而流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顏師古注曰：

「懇懇，至誠也。音墾。」頁 2725 。 
55 「溟涬」，即「涬溟」，謂天地尚未成形時混沌之自然元氣。見《莊子》卷四下〈在宥〉(新編

諸子集成第一輯；[周]莊周撰，[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整理，北京：中華書局，1995 據 1961 年

重刷)：「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倫與物忘；大同

乎涬溟，解心釋神，莫然□魂。』」司馬彪釋文曰：「涬溟，自然氣也。」頁 390；又漢張衡《張

河間集》卷二〈靈憲〉：「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然，不可為象。厥中惟靈，厥外惟無，如

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又，黃暉撰，《論衡校釋》（新編諸子集成；北京：中

華書局，1990），〈談天〉第三十一：「說易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為一。』儒書又言：『溟涬濛

澒，氣未分之類也。及 其分離，清者為天，濁者為地。』 說易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

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不周之山，共工得折之，女媧得補之也。張衡〈靈憲〉曰『太素

之前，不可為象，斯謂溟涬』（《後漢書‧天文志》注。）《莊子‧在宥》篇釋文司馬彪曰：『涬溟，

自然氣也。』『溟涬』，倒言為『涬溟』，義同。」頁 472～473。 
56 「珠箔」，即「珠簾」。漢劉歆《西京雜記》（百部叢書集成，第六函 33 冊，抱經堂叢書，臺

北縣板橋市，藝文印書館 1965 年，初版）卷二：「昭陽殿織珠為簾，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昭陽殿為漢武帝時興建的後宮宮殿，漢成帝時為趙飛燕之妹合德所居，《漢書》卷九十七下〈外

戚傳‧孝成趙皇后傳〉：「皇后既立，後寵稍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頁 3989；《昭

明文選》卷一，班固《西京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昭陽特盛，隆乎孝成；屋不呈

材，牆不露形，裛以藻繡，絡以綸連。隨侯明月，錯落其閒，金釭銜璧，是為列錢。翡翠火齊，

流耀含英，懸黎垂棘，夜光在焉。」頁 5。 
57 「柳馭」，或即「柳車」，《周禮‧天官‧縫人》：「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喪，縫棺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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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陽封裏，倬彼甫田59
二八。背隆面坦，右抱左旋。 

既禮二九      后祇60，迺營兆宅。乾確坤隤61，永綏桂魄62。 

輝煌累福，演迤後人。貞碑爰立三０，萬古如新三一。 

顯恭大大63、翰林院侍書64，兼65崇文館66、秀林局司訓67、

臣梁世榮
68等奉三二        敕撰三三 

謹事郎69、中書監正字70、臣蔡叔廉
71奉書三四 

                                                                                                                                            
衣翣柳之材。」注曰：「葬若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疏云：「釋曰『云柳之言聚，諸飾之所

聚者，即龍帷黼荒，火三列，黼三列之屬是也。』」（頁 127～128）；後將棺飾總稱為柳，後又以

柳車為喪車的代稱。 
58 「稅」，解脫、休息之意。《廣韻》去聲「稅」：「斂也，舍也。」頁 376。 
59「倬彼甫田」，見《詩經》卷十四〈小雅‧甫田之什‧甫田〉；孔穎達疏：「甫田，猶下篇言大田

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數，且以協句。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

之收，推而廣之，以見天下皆豐。」（十三經注(一八一五年阮元刻本)頁 466。此言敬妃阮氏家

鄉雷陽縣之富饒。 
60 「后祇」，土地神。見新校本《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 ：「後莽又奏言：『謹與太

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神曰皇天上帝，泰一

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靈同；又兆北郊未有尊稱．宜令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

畤．』」頁 1267。 
61 「乾確坤隤」，見《周易》卷八〈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易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頁 166。 
62 「桂魄」，月的別稱。古時傳說月中有桂樹，遂借「桂」作月的代稱；而月是陰之精，故以「桂

魄」作為女子的代稱。 
63 「顯恭大夫」，散官，據《黎朝會典》顯恭大夫為正五品；然《歷朝憲章類志》，正五品為弘信

大夫，從五品為顯恭大夫。 
64 「翰林院侍書」，據《歷朝憲章類志‧官職制‧分設綱》，正六品。 
65 「兼」，《黎朝會典‧吏屬二》：「凡掌、知、兼、署、行；掌、謂以貴職官掌卑衙門；知、謂以

本衙門官職知所屬；兼、謂以此職兼彼職，並行兩官事；署、謂以卑官署本衙門事；行、謂以高

品行卑職；權、謂以卑品權高職。 
66 「崇文館」，按崇文館與儒林館、秀林局並號御前三館，是屬於皇帝的文錧，有知殿事、司訓

及典義等官。見《歷朝憲章類志》卷十三《官職志‧歷代分設之綱》。又，中國有崇文館，新校

本《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三‧東宮官屬‧太子左春坊〉崇文館：「貞觀中置，太子學館也．

學士，直學士，員數不定．學生二十人，校書二人，從九品下．令史二人，典書二人，搨書手二

人，書手十人，熟紙匠三人，裝潢匠五人，筆匠三人．學士掌東宮經籍圖書，以教授諸生．凡課

試舉送，如弘文館．校書掌校理四庫書籍．」頁 1908。又，新校本《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

二‧門下省〉：「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館，宋有玄、史二館，南齊有總明館，梁有士林館，北齊

有文林館，後周有崇文館，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頁 1847。 
67 「秀林局司訓」，據洪德制，秀林局司訓官正八品；見《黎朝會典‧吏屬二》。 
68 「梁世榮」，光順八年任翰林院直學士權工科給事中；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頁 662。又，

同年，任秘書監，頁 670。洪德十一年任翰林院侍書，713。洪德十五年（1484）任翰林院侍書

兼崇文館、秀林局司訓，頁 722，頁 671、672、 
69 「謹事郎」，文散官，據洪德制，正七品；見《黎朝會典‧吏屬二》及《歷朝憲章類志‧官職

志‧爵蔭資塗之別》。 
70 「中書監正字」，《黎朝會典‧吏屬二》及洪德官品中不見有中書監正字，但在裕宗以後更置官

制中，中書監正字為正七品官。據此，知洪德十六年即已有中書監正字。又，中國也有正字官，

但設在秘書省，《唐六典》（唐李林甫等撰，陳仲夫點校；北京，中華書局，1992）卷十〈秘書省〉：

「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詳定典籍，正其文字，前代才學之事多以佗官兼其任者。齊秘書省

有正書，蓋是正字之任。北齊秘書省始置正字四人；從第九品上。隋因之。」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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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林郎72、金光門73待詔74、臣吳達儀奉篆額三五 

進功庶郎75、玉石匠匠副76、臣蔡楣奉鐫三六 

洪德十六年七月初一日立三七   

 

                                                                                                                                            
71 「蔡叔廉」，曾於黎聖宗洪德十五年（1484），為大寶三年至洪德十五年之進士題名碑書碑，見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頁 722。 
72 「茂林郎」，文散官，據洪德官品，茂林郎為正六品；見《黎朝會典‧吏屬二》及《歷朝憲章

類志‧官職制‧爵蔭資塗之別》。 
73「金光門待詔」，金光門，中國隋代都城大興城之城門。新校本《北史》卷十二〈隋本紀〉下〈煬

帝〉：「（大業十年）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於金光門外。」頁 465。又，《資治通鑑》卷一百八

十二〈隋紀‧煬皇帝〉中，大業十年注：「金光門，大興城西面三門之中門。」頁 5692。據此，

知越南也有金光門之目。 
74「待詔」，新校本《漢書》卷十一〈哀帝紀〉（[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國學術類編；

楊家駱主編，台北：鼎文書局，1975-1981），頁 340，應劭注「待詔」曰：「諸以材技徵召，未

有正官，故曰待詔。」按，漢代凡徵士均待詔於公車司馬門，以備顧問，特別優異的則待詔于宮

門外，尤其是金馬門外；到唐代，凡具文辭或才藝者皆納於內廷，待命供奉，後將文學之士協助

中書省集賢院士分掌制誥書敕，仍無「待詔」官職，一直到宋代始於館閣直學士以下置正式官職；

明制，廢待詔官，為於翰林院設待詔，秩甚卑。越南金光門待詔見《越史通鑑綱目正編》黎聖宗

洪德八年定吏使資格：「凡內外諸衙吏史，以監生、儒生生徒及考中書算者充補，在內有出身各

衙門吏，初充為書吏幹事，三年充達吏，又一年充典吏，又一年幹事無過犯陞都吏，在定以年限

直金光殿錦衣、金吾二衛廷尉司按吏，八年朝堂吏，九年，吏戶兵刑四部、東閣學士、御史臺，

戶兵刑三科吏各十年，神武效力殿前司、五府提領，禮工二部，翰林院、史館、吏禮工三科六寺、

金光門待詔、通政使司內務御用監各衙門吏各十一年。」 
75 「進功庶郎」，文散官，據洪德官品為從八品；見《黎朝會典‧吏屬二》。 
76 「玉石匠匠副」，應屬工部六所匠副，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為從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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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錦榮公主墓碑銘 

 

大越 錦榮長公主神道碑一 

蓋聞銀潢1在天，而慶澤演迤；寶婺麗漢2，而光彩輝華。帝妹之良，王姬之

貴，真足以擬諸形容云二。 

大越 錦榮長公主諱美錞三，      聖宗淳皇帝之第十二女，壽安宮敬妃阮

氏、其因母3也，公主以四      洪德五年甲午4閏六月三日丙戌酉時生，幼有至

性五，      先帝5尤鍾愛焉，丁未年6九月十二日戊申、特命南軍都督府7左都督8、

平涼伯9黎志10，內府監僉太監11范傑賚金冊封為錦榮六公主，蘭儀12增郁，玉度13

                                                 
1 「銀潢」，即銀河。 
2 「漢」，指天河，《毛詩正義》卷第十八—二〈大雅‧蕩之什‧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頁 659。 
3 「因母」應即親身母之意，錦榮公主的母親就是黎聖宗敬妃，見前「壽安宮敬妃阮氏神道碑」：

「（洪德）五年甲午閏六月初三日丙戌、生第十二皇女；八年丁酉十月二十三日丁巳、位敬妃。」

云云。 
4 「洪德五年甲午」，「洪德」為黎聖宗皇帝之第二個年號，計二十八年（1470～1497），五年歲

次甲午，當明成化十年，西元 1474 年。 
5 「先帝」即憲宗與錦榮公主之父，黎聖宗思誠。 
6 「丁未年」，即黎聖宗洪德十八年（1487），時公主十五歲。 
7 「南軍都督府」，黎聖宗光順七年夏四月，改制五府軍，《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國初

置五道衛軍衛，置總管、都總管、同總管及正、副隊長，正、副伍長等職。至是，改置五府軍；

清化、乂安屬中軍府，南策、安邦屬東軍府，天長、順化屬南軍府，國威、興化屬西軍府，北江、

諒山屬北軍府，其太原、宣光二道屬奉直軍。每府六衛，每衛五所或六所，每所軍例各四百人。

府置左右都督，都督同知，都督僉事；衛置總知、同總知、僉總知；所置管領、副管領、正武尉、

副武尉；每伍置總旗各一。」頁 2015～2016。據此，可知黎志統轄天長、順化一帶。 
8 「左都督」，據《黎朝會典》，左右都督均屬從一品。 
9 「平涼伯」，據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洪德十六年（1485）黎志封平淳伯：「十二月，…

以黎端之為兵部尚書，黎公讓為禮部尚書，郭廷寶為刑部尚書，鄧見素為監察御史，黎志為南軍

都督府左都督平淳伯，黎廣志為禮部左侍郎兼翰林院掌院事。」頁 727；據此碑文，黎志應封為

平涼伯。按，《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二，黎聖宗洪德二年（1471）：「勳臣列爵，國公以府

為號，止用一字，如宣光府曰宣國公之類；郡公以縣為號，止用一字，如崇安縣曰崇郡公之類；

侯、伯以社為號，全用二字，如南昌社曰南昌侯，延河社曰延河伯之類。」頁 2200～2201；《大

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二，頁 688 略同。 
10「黎志」，曾祖來， 祖林、父念，均有大功績，《大南一統志》卷十七清化省人物：「黎來，瑞

原縣人，首從黎太祖起兵，稱為平定王，軍至靈山辰（時），兵少勢孤，屢為明師所逼，帝問諸

將曰『誰能以身代我，出攻西都，使為賊所擄，我因休兵，收集軍士，以圖後舉者？』來請自當

之，遂領兵至西都城挑戰，自稱為平定王，明人奚眾圍之，執歸殺之，於是，皆傳言平定王已死，

明人不以為意，故帝得休養數年，遂成帝業，順天元年贈太尉。」頁 1834～1835。黎念，《越史

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四黎聖宗洪德十六年：「（黎）念，黎來之孫，黎林之子，（黎太宗）紹平

初，以蔭授近侍局正掌，歷仕至太傅，加封國公，世臣舊德，為將幾三十年，屢見大功，威望隱

然為朝廷重臣，至是卒，贈太尉，諡貞懿。」頁 2329～2330 又，《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四

黎志註：「黎志，梁江孕秀人，祖林，從太祖平吳有功，從征哀牢陣死，贈太尉；父黎念，歷事

太宗、仁宗、聖宗為中興功臣，加封太傅、靖國公，卒贈太尉。」頁 2364。又據《大越史記全

書‧本紀》黎聖宗洪德十六年，志封為南軍都督府左都督、平淳伯。（頁 726）。據〈錦榮公主神

道碑銘〉，黎志應為南軍都督府左都督、封平涼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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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溫。是歲十一月初八日癸卯、命戶部尚書鄭公吳14為納成使15，東閣校書16覃文

禮17為納成七副使，下嫁于中軍都督府18掌府事、太尉、富國公黎壽域19子竦銈，

是為駙馬都尉，置第於奉天府永昌縣之東作八坊。20躬親內事，勤儉理家，琴瑟之

聲雖和，而熊羆之夢
21未協九。 

景統元年戊午22五月十二日丁未感疾一０，      聖上皇帝23命太醫院大使24

李守讓、濟生堂看診25阮伯麟，旦夕診視，湯藥弗神，七月三日丁酉未時薨，享

年二十有五。訃聞一一，帝為嗟悼，三日輟朝，賜慰錢二十七萬，命司禮監左提點

26何文待敦匠事，提督、效力四衛27軍務事、榕湖伯黎瀾奉諭祭，其一二略曰： 

                                                                                                                                            
11 「內府監僉太監」，據《黎朝會典》僉太監從四品。 
12 「蘭儀」，如蘭草般的儀態，以之形容女子。見《昭明文選》卷五十七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

「誕發蘭儀，光啟玉度，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注曰：「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蘭之茂，

如玉之瑩。』」，頁 794。 
13 「玉度」，如玉般瑩潔的氣度，見前註。 
14 「鄭公吳」《大越史記全書‧本紀》黎聖宗洪德九年（1478）：「以鄭公吳為戶部尚書。」頁 706。 
15 「納成使」見新校本宋史志/卷一百一十一 志第六十四/禮十四嘉禮二/冊立皇后儀：「皇伯祖、

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頁 2667。按，納成使似宋代始置，納成應為

婚禮六禮之一的納徵，亦即納幣，所謂六禮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及親迎。至納徵婚

事已定，故又名納成。宋代或因避諱故，改徵為成。 
16 「東閣校書」，據《黎朝通典》正六品。 
17 「覃文禮」，桂陽覽山人，黎聖宗光順己丑科進士，見《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三，頁 2324；

洪德十四年（1483）翰林院侍書，與申仁忠、郭廷寶、杜潤、陶舉共修纂《天南餘暇集》，見校

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三，頁 718。 
18 「中軍都督府」，見前《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引：「國初置五道衛軍衛，…清化、乂安屬

中軍府。」頁 2015；又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二，頁 688。據此，黎壽域所統轄

之地區為清化、乂安一帶。 
19 「黎壽域」，擁立黎聖宗之功臣，父輝（《越史通鑑綱目》作抄），子永；卒于聖宗洪德十五年

（1484），事蹟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頁 718；又，《大南一統志》卷十七〈清化‧人物‧黎

壽域〉：「永祿縣人，鴻（洪）德閒征占城，圍闍槃城，壽域先登，擒獲占主茶全。歷授征夷將軍，

領五道軍，征盆蠻，取老撾地，加平章軍國重事，仕至太尉、崇國公。」頁 1840。作者案，據

〈錦榮公主神道碑〉，應為富國公，而非崇國公。 
20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三洪德九年（1478）記載：「二十三日，始定婚姻嫁娶儀

禮。其儀禮凡娶妻先使媒氏往來定議，然後定親禮，親禮既畢，然後議納聘，納聘既畢，然後擇

日行親迎禮。明日見舅姑，三日見于祠堂，其儀序節文，遵如頒降奉行。不得如前男家既行定聘

禮，經三、四年方許親迎。」頁 706。 
21 「熊羆之夢」生子之譬喻；見《詩經‧小雅‧鴻鴈之什‧斯干》：「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

攸寧，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男子之祥；維虺維蛇，女子之祥。」頁 384。 
22 「景統元年戊午」，「景統」為黎憲宗之年號，計七年（1498～1504），元年歲次戊午，當明弘

治十一年，西元 1498 年。 
23 「聖上皇帝」應即聖宗長子憲宗睿皇帝暉（1461～1504），錦榮公主的異母長兄。 
24 「太醫院大使」，據《歷朝憲章類志‧官職志‧分設綱》，太醫院大使正五品。 
25 「濟生堂看診」，越南黎朝醫療官屬，《歷朝憲章類志‧官職志‧分設綱》正玖品：「…濟生堂

看診。」云云。又，《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二黎聖宗光順八年（1467）：「…諭留守官黎念，

發官庫錢五十緡，令濟生堂買官藥，差人醫治國威、三帶等府人民瘟疫者。」頁 659。 
26 「提點」，內侍監從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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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命不長，爾福惟嗇，近聞哀訃，深軫予衷。 

其始終恩，禮備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四日丙辰、啟菆28發引，□一三十二月十日

辛未窆于雷陽縣豐邦 高咍之原，從公主因母鄉也。 

公主、溫柔閑靜，淑慎端莊，謙尊而光29，可儐閑一四明之德；泰歸以正，夙

符帝乙之占，30宜勒堅珉，以垂不朽，銘曰一五： 

於鑠皇王，居中建極。萬化所基，群方丕式。 

帝妹協貞，31壼儀是則一六。斧藻六珈32，笙簧四德。 

易占承祉，33詩詠彼穠。34輝聯漢邸，粉飾唐封一七。 

心存敬戒，時譽肅雝35。家肥有慶，福錫宜崇。 

妄疾偶嬰，意方何□一八。春減沁園36，珮損洛浦37。 

                                                                                                                                            
27 「效力四衛」，《大越史記全書‧本紀》黎聖宗洪德二年校定皇朝官制：「又置十三道監察御史、

五府軍都督府，金吾、錦衣謂之二衛，中、前、左、右、後謂之效力四衛，前、後、左、右衛謂

之神武四衛。」頁 688。 
28 「菆」，殯具。據《禮記》卷八〈檀弓〉上：「天子之殯也，菆塗龍輴以槨，加斧於槨上畢塗屋，

天子之禮。」鄭玄註：「菆木以周龍輴者，謂叢眾木直壘周龍輴至上，乃題湊。」孔穎達疏：「菆

塗，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名菆塗也。」後引為殯殮、葬具，見

王安石〈太皇太后挽詞二首〉之二：「遺衣遷錧御，祖載出宮菆。」 
29 「謙尊而光」，見《周易正義》卷二〈謙〉彖文：「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行，天道虧盈而益謙，地道變盈而流謙，鬼神害盈而福謙，人道惡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不

可踰，君子之終也。』」頁 47。 
30「泰歸以正，夙符帝乙之占」，見《周易》卷二〈泰卦〉：「六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玄

曰：「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女處尊位，履中居順，降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

行，願不失其禮，帝乙歸妹，誠合斯義，履順居中，行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

頁 43。此述公主為今帝之妹，下嫁黎竦銈之事。 
31 「帝妹協貞」，見《周易‧泰卦》：「六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曰：「婦人謂嫁為歸。泰

者，陰陽交通之時也。女處尊位，履中居順，降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行，願不失其禮，帝乙歸

妹，誠合斯義，履順居中，行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頁 43。 
32 「六珈」，君夫人之首飾。《詩經》卷三之一〈鄘風‧君子偕老〉：「君子偕老，副笄六珈。」注

曰：「珈，笄飾之最盛者。」頁 110。 
33 「易占承祉」，見前「夙符帝乙之占」注。 
34 「詩詠彼穠」，《詩經》卷一之五〈召南‧何彼穠矣〉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

亦下嫁於諸侯，車服不繫其夫，下皇后一等，猶直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頁 66。 
35 「肅雝」，《詩經》卷一之五〈召南‧何彼穠矣〉：「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不肅雝，王姬之車。」

注曰：「肅、敬；雝、和。」頁 67。 
36 「沁園」，園林名。漢明帝女沁水公主之園林，後泛稱公主的園林為「沁園」，見《東觀漢記校

注》卷十二〈竇憲〉：「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不敢訴。後肅宗駕出過

園，指以問憲，憲陰嗚不得對。發覺，帝大怒，召憲切責曰：「今貴主尚見枉奪，何況小臣乎！」

（《御覽》卷四八三引），頁 415；注云：「沁水公主園田，原僅存『沁園』二字，今據聚珍本和

范曄《後漢書‧竇憲傳》增補。『沁水公主』，名致，明帝女，永平三年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

乾。」頁 416。 
37 「洛浦」，喻指美人。見《昭明文選》卷十五張衡〈思玄賦〉：「載大大華之玉女兮，招洛浦之

宓妃」，李善注曰：「〈楚辭〉曰：『迎宓妃下伊浦』」，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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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幙霜淒，簫臺聲古。即遠屆期，傃幽莫睹一九。 

于彼豐邦，永言壽藏。高原瘞玉，宿草埋香。 

穹碑兀立，賸馥流芳二０。乾坤不老，日月爭光二一。 

景統元年戊午十一月初十日 

顯恭大夫、翰林院待制38兼秀林局司訓39、臣申景雲奉二二      敕撰二三 

謹事郎40、中書監正字、臣□□奉書二四 

顯恭大夫、金光門待詔、臣蘇礙41奉篆額二五 

謹事佐郎
42、御用監刊書局局正43、臣范寶奉鐫二六 

 

                                                 
38 「翰林院待制」，據洪德制，翰林院待制官從六品。 
39 「秀林局司訓」，據洪德制，秀林局司訓官正八品。 
40 「謹事郎」，散官，據洪德制，正七品。 
41 「蘇礙」曾於黎聖宗洪德十五年（1484），為大寶三年至洪德十五年之進士題名碑篆額，見《大

越史記全書‧本紀》，頁 722。 
42 「謹事佐郎」，據《黎朝會典》，為散官從七品。 
43「御用監刊書局局正」，據《黎朝會典》：「尚衣、御用等監各局正、正八品。」此為內官職，據

此，知越南黎朝內官有刊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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