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文章所要談的對象是春秋時代的一名諸侯：陳靈公。

誰是陳靈公﹖按照史書的記載，陳靈公是舜的後裔，也是周朝王室的親族。相傳武

王滅紂後，他把大姬公主許配給一位年輕有為、又是舜後裔的虞胡公。為了安置附

馬和公主，武王把他們封於陳，這就是陳氏家族的起源。【註－１】

陳氏家族經過許多代的發展，在周朝的政治體系中雖然沒有齊、晉、楚霸主的威

望，但其介入的事件也不少。到了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諸侯的爵位傳給了陳靈

公。

陳靈公到底做了什麼壞事，何以單子預言他會滅亡呢﹖在描述這個故事之前，讓我

們先來看看周朝的政治倫理。

〈周朝的政治倫理〉

周朝跟中國各朝代、也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樣，採取了封建的制度。在當時的政治社

會裡，周王是天子，是全國的中央政府。中央下面分成九州，九州之內又分封了許

許多多的諸侯國，這些諸侯管轄的土地有大有小，大者方圓百里、小者五十里，直

接受周王的指揮，再小者則附屬在諸侯之下，當時九州一共分封有１７７３個諸侯

國。

天子由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輔佐，諸侯的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

個等級，諸侯之下的官位則分成「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個等

級。

所謂「天子」乃是「受命於天；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的君子。對上而言，天子的名份是「天之子、上

天的兒子」；對下屬的諸侯和百姓而言，他是當時全國行政上最高的領袖。【註

－２】

「天之子」也是「上帝之子」的意思，因為中國先民認為「上帝者，天之別名；上

帝，謂天也；天，亦帝也；上帝，天也」。既然周王認為自己是「天之子、上帝之

子」，因此不管是外出巡視或出征都要親自祭祀上帝（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祈求上帝的祝福和引導，而且每年還要定期舉行「郊社之

禮」，敬拜天父上帝（乾，天也，故稱乎父；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如今還

聳立在北京的天壇就是最好的明證，天壇重建於明朝，是世界最大的祭天之所，裡

面刻有「皇天上帝、欽若昊天」的字眼，但沒有擺設任何偶像。【註－３】

至於諸侯則要接受中央的指揮，並定時向周天子報告，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朝貢一次。考核、禮儀、律法的修正、刑賞的制定，都要尊從周王所頒發的典

章制度。【註－４】（猶如美國各州的律法要遵循聯邦的憲法一樣，否則就是違

憲。）　

諸侯們必須做到「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即「不可以背離

常道，不可以怠慢淫亂，人人都要遵守典章律法」的規定，「才能得著上天的祝

福」。【註－５】

由於執政者和卿大夫的英明，周朝從文武二王開國到周公、成王、康王之間，可以

說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是到了穆王之後，國勢日趨衰落，諸侯的力量則逐漸

強起來。其間經過厲王和幽王的敗壞，使得王室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晉文公當盟主的一段期間內，由於他採取尊王攘夷的策略，諸侯對周王還有一些

尊敬。可是到了周定王時（公元前６０６～５８５年在位），諸侯對周王的尊敬越

來越少，中央的權力繼續被削弱。王室看到這些日漸抬頭的諸侯，也莫可奈何，只

好採取安撫的政策，不時派遣卿士到各處去慰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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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起來。其間經過厲王和幽王的敗壞，使得王室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晉文公當盟主的一段期間內，由於他採取尊王攘夷的策略，諸侯對周王還有一些

尊敬。可是到了周定王時（公元前６０６～５８５年在位），諸侯對周王的尊敬越

來越少，中央的權力繼續被削弱。王室看到這些日漸抬頭的諸侯，也莫可奈何，只

好採取安撫的政策，不時派遣卿士到各處去慰勞。

＝＝＝＝＝＝＝＝＝＝＝＝＝＝＝＝＝＝＝＝＝

＝＝＝＝＝＝＝＝＝＝＝＝＝＝＝＝＝＝＝＝＝

【註－１】

《春秋左傳》和《史記》分別記載說﹕「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武王

追思先聖王，乃褒封...帝舜之後於陳...。」

【註－２】

關於天子的品德，孔子認為除了要「作民父母」外，也必須是一個「愛親、敬親、

用德教施於百姓」的人，即：「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歷史上確實有一部份天

子如「人民之父母」一樣愛自己的百姓，也有一部份天子昏庸無能、逆天無道。在

這裡，我們暫時不討論誰是像「人民父母」一樣的明君、誰是「逆天無道」的昏

君。

【註－３】

「欽若昊天」一詞出自《尚書》，是「敬順昊天」的意思。

【註－４】

〈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聘，指諸侯派代表向

周天子報告；朝，由諸侯親自向周天子報告。

【註－５】

「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這句話分別出自《尚書》和《國

語》。彝，常也；慆，慢也；休，祐、祝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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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的經歷】

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卿士看成今天的總統特使，他們的任務是協調中央政府與地方

官員的關係。在這些卿士當中，有一位名叫單子（又名單朝、或單襄公）的大夫被

派到宋國去慰勞，周定王指示他完成任務後馬上去楚國探視。

當時陳國的地理位子剛好在宋楚兩邦之間，所以從宋到楚必須經過陳國。

單子接受了這個命令，隨即往陳國的方向出發。這時商星（又叫心星，是東方蒼龍

７宿、也是２８宿之一）於早晨時出現在東方的上空。用２４節氣的分類來推算的

話，正好是農曆十月立冬之際。【註－６】

當單朝一路浩浩蕩蕩地進到陳國的時候，他對所見所聞感到非常訝異。

首先，他看到路面上野草叢生、行進困難，道路兩旁的路標雜亂，甚至沒有路標；

到了邊界，看不到官員出來迎接，主管道路的司空對損壞的道路也視若無睹。

接著，他又看到湖邊沒有堤防，河川上沒有橋樑，野外到處是露天堆積的糧草，成

熟的穀物沒有人收割，田裡的植物長的像野草一樣零亂。

更糟糕的是，到了境內竟然找不到住的地方，官員不替他安排住宿、也不送伙食，

城裡和縣內都找不到賓館，只看到一批一批老百姓被強迫去幫大夫夏徵舒蓋房子和

築看臺。

等到單朝進了陳府，陳靈公不但不出來接見，反而跟孔寧、儀行父兩位大夫戴著南

蠻的帽子服飾，一起跑到夏徵舒家找女人飲酒做樂。

單朝心裡很不高興，回來後就把路上的經歷向周定王報告，他說：「陳侯不有大

咎，國必亡（即：陳侯不僅將有大災禍，他的國家一定會滅亡！）」

周定王聽了以後覺得很奇怪，就問單子：「為什麼？」

===================================

【註－６】

「農曆」就是「夏曆」，也叫「舊曆」，是夏朝（公元前２２０７～１７６６

年？）施行的曆法，這個曆法相傳起源於黃帝時代（公元前２６９７～２５９９

年？）。

古書記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筴；受神筴，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曆」，後人用

黃帝出生之年當做夏曆的元年，因此「夏曆」也可以稱為「黃帝曆」。依此計算，

公元２００３年相當於農曆４７００年，公元２０００年則相當於農曆４６９７

年。為了容易記憶，我們不妨提前三年，把公元２０００年定為農曆４７００年。

唐堯（公元前２３５７～２２５８年？）曾經對黃帝曆加以補充，當時他指示羲、

和二氏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把一年分成四季，按照晝夜的長短計算出春分、夏至、

秋分、冬至四時的日子，又利用整數化的方式把一年定為３６６日。

因為「夏曆」以月亮的朔望為主，所以又叫做「月曆」或「陰曆」。月亮繞地球的

週期大約是２９天１２時４４分０３秒，為了整數化，曆法家把大月定為三十天，

小月二十九天。１２個月計算下來，總天數是３５４或３５５日，比地球繞太陽的

週期（３６５.２４２８...天）少，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得用閏月來調整。

為了配合農時和人們生活的步調，中國先民接著依照四季的變換，每隔半個月定一

個節氣，１２個月一共定了２４個節氣，即

春季：１月-立春/雨水、２月-驚蟄/春分、３月-清明/穀雨；

夏季：４月-立夏/小滿、５月-芒種/夏至、６月-小暑/大暑；

秋季：７月-立秋/處暑、８月-白露/秋分、９月-寒露/霜降；

冬季：１０月-立冬/小雪、１１月-大雪/冬至、１２月-小寒/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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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３６５.２４２８...天）少，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得用閏月來調整。

為了配合農時和人們生活的步調，中國先民接著依照四季的變換，每隔半個月定一

個節氣，１２個月一共定了２４個節氣，即

春季：１月-立春/雨水、２月-驚蟄/春分、３月-清明/穀雨；

夏季：４月-立夏/小滿、５月-芒種/夏至、６月-小暑/大暑；

秋季：７月-立秋/處暑、８月-白露/秋分、９月-寒露/霜降；

冬季：１０月-立冬/小雪、１１月-大雪/冬至、１２月-小寒/大寒。

他們把２４個節氣轉換成３６０度圓週的圖像，每個節氣間隔１５度。

為了容易掌握節氣的變換，中國先民又把肉眼可以觀察到的２８星宿畫成圖像

（即：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用每個星

宿在地球軌道上空出現的時間來區分２４個節氣的時段。如此，不但使農業活動的

規律容易掌控，也使社會活動、日常生活的步調、和季節服飾的調整有理可循。

這種用參考坐標定位、把數位轉換成圖像的方式，比現代航空、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的觀念早了數千年，可見中國先民的智慧很高。

===========================

To　Be　Continued..........

===========================

單子預言陳侯必亡-2 - 歷史的鐘聲 - PChome 個人新聞台 http://mypaper.pchome.com.tw/superson/post/1829334

2／2 2011年01月07日 14:04



--------------------------------

為了分析陳靈公何以會面臨災禍、陳國何以會滅亡，單朝把在路上的見聞總結出四

點【註－７】。他將這四點逐一地向周定王報告，其大意如下，

第一︰陳靈公拋棄了祖先的教訓，失職沒有建設

我們都知道，節氣的變換是根據日月星辰相對的位子來決定【註－８】，按照人們

過去的經驗

角宿於早晨在東方出現時，正是雨季停止的時候（指９月初寒露節、陽曆１０月８

或９日之後）；

亢、氐宿之間的天根星在早上出現時，河水開始乾涸（指寒露節五天後）；

氐宿在早上出現時，草木開始枯黃（指寒露節十天後）；

房宿在早上出現時，開始下霜（指９月中霜降節、陽曆１０月２３或２４日之

後）；

心宿在早上出現時，寒風開始來襲（指１０月立冬、陽曆１１月７或８日之後）。

根據這些星宿的位子和經驗，於是先王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教訓︰

雨季停止的時候，要趕快修補道路；

河水乾涸的時候，要趕快建造橋樑；

草木枯黃的時候，要開始儲藏冬天的食物；

下霜的季節一到，就要開始準備冬天的衣服；

立冬寒風來襲之初，則要開始修補城郭房舍。

夏朝的政令也曾經提過︰「９月是修補道路的月份，１０月是建造橋樑的季節。」

除此之外，當時的官員還不斷提醒百姓說︰「做完秋收的工作，就要預備挖土的工

具和盛土的容器。等到營室（定星）於１０月的黃昏出現在南方時，就要開始進行

土木的工程（如蓋房子、建倉庫）。一旦心宿１０月在早上出現，就要準備到里長

那裡開會。」

當時大家都能按時工作，各盡其力、各取所需，可以說是民生樂利。所以先王們不

必用財物賄賂民眾，老百姓依然很感謝政府的恩德。

如今反觀陳氏諸侯國，當我經過的時候正是１０月立冬之際，心宿已經出現。但是

道路卻沒有人修補，到處堵塞不通；田裡成熟的穀物被拋棄在原野，沒有人收割；

湖澤邊的堤防沒有人建造，河川上沒有渡船、也沒有搭設橋樑。

從上面幾個嚴重的失職來衡量，陳靈公無疑是拋棄了先王的教訓 --- 這正是他的罪

過之一。

=======================================

【註－７】

這四點是根據〈國語．周語中︰單襄公論陳必亡〉的意思翻譯而來。第一點的原文

如下︰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

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

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

「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

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

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註－８】

２４節氣，以及農曆和陽曆對照表如下（至於秋冬節氣跟東方蒼龍７宿出現的相關

位子，請看附圖）︰

四季　　農曆月份　　節氣　　陽曆日期

====　　========　　====　　==============

　　　　　１月　　　立春　　2月4或5日

　　　　　　　　　　雨水　　2月18或19日

春　　　　２月　　　驚蟄　　3月5或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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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８】

２４節氣，以及農曆和陽曆對照表如下（至於秋冬節氣跟東方蒼龍７宿出現的相關

位子，請看附圖）︰

四季　　農曆月份　　節氣　　陽曆日期

====　　========　　====　　==============

　　　　　１月　　　立春　　2月4或5日

　　　　　　　　　　雨水　　2月18或19日

春　　　　２月　　　驚蟄　　3月5或6日

　　　　　　　　　　春分　　3月20或21日

　　　　　３月　　　清明　　4月4或5日

　　　　　　　　　　穀雨　　4月20或21日

-----------------------------------------

　　　　　４月　　　立夏　　5月5或6日

　　　　　　　　　　小滿　　5月21或22日

夏　　　　５月　　　芒種　　6月5或6日

　　　　　　　　　　夏至　　6月21或22日

　　　　　６月　　　小暑　　7月7或8日

　　　　　　　　　　大暑　　7月22或23日

-----------------------------------------

　　　　　７月　　　立秋　　8月7或8日

　　　　　　　　　　處暑　　8月23或24日

秋　　　　８月　　　白露　　9月7或8日

　　　　　　　　　　秋分　　9月23或24日

　　　　　９月　　　寒露　　10月8或9日

　　　　　　　　　　霜降　　10月23或24日

-----------------------------------------

　　　　１０月　　　立冬　　11月7或8日

　　　　　　　　　　小雪　　11月22或23日

冬　　　１１月　　　大雪　　12月7或8日

　　　　　　　　　　冬至　　12月21或22日

　　　　１２月　　　小寒　　1月5或6日

　　　　　　　　　　大寒　　1月20或21日

===============================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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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朝接著分析說，

第二︰陳靈公荒淫怠惰，丟棄了先王的法制【註－９】

我們都知道，周朝的法制這樣規定︰

道路的兩旁要用排列的樹木當做路標，以表明路程的遠近；

四週的城邑要設置驛站和食堂，作為守路的關口；

城外要開墾牧場，邊境也要建造迎接賓客的旅館；

乾涸的沼澤要種植高大的綠草，農莊裡要廣種林木、挖掘池塘，做為防禦災害預備

之用。

除此之外，也規定說：

所有可耕之地都要種植穀物，不能荒廢；

民間的農具（指生產的工具設備）要充分利用，不可閑置；

田野裡要常常除草，才不至於讓雜草叢生；

政府不可以妨害農業的作息，更不准隨便驅勞使役、浪費民眾的精力。

能做到上面幾點，才能使社會富足，免於貧乏；民生樂利，不再勞苦；都城的官員

能夠專心為民服務，而縣內的民眾也樂意參與公共建設。

可惜陳氏諸侯國的境內卻不是如此，如今連馬路都找不到，田間的雜草叢生，成熟

的穀物沒有人收割，民眾為了陳靈公荒逸怠惰、淫樂無禮的生活，被驅使去當勞役

（幾乎成了他的奴隸），不但正事無法做，甚至搞的民疲財盡。

陳靈公無疑是背棄了先王的法制 --- 這正是他第二個罪過！

===============================

【註－９】

第二點的原文如下︰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

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

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

台長：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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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了第二點，單朝繼續向周定王闡明他的觀點，

第三︰陳靈公不知好歹，藐視先王的官制【註－１０】

周朝的官制手冊〈秩官〉篇規定說︰

當地位相同的諸侯國派大使來訪，守護關口的官員要向上司報告，外交人員要拿著

符節去迎接。還要指派嚮導去帶領，卿士出城去慰問，守門為他打掃開路，宗伯和

太祝（大小祭司）陪他到宗廟行禮，里長替他安排住宿。

同時司徒（教育司）要分發役工幫他搬運東西，司空（工程官）要視察道路是否安

全，司寇（司法官）要出面保護他，以防盜賊侵害。山澤水利官要提供材木，甸人

（薪柴官）要預備燃燒的柴火，火師要立大燭管理夜晚的照明，水師要準備盥洗的

用水。

膳夫（廚師）要用煮熟的食物招待，糧官要提供禾米，司馬要預備牛馬的糧草，工

匠要檢查和修護車子。百官們都要按照自己的職責致送禮物，使客人有賓至如歸的

感覺，讓來訪的貴賓和隨從都能感受接待人員的盛情和關愛。

假如訪問的使者來自大諸侯國，那麼接待官員的職位還要再加高一級，表示尊敬。

要是周天子的特使來訪，那麼所有接待的工作都要由各部門的正職主管負責，並由

上卿（州務卿）擔任總指揮。

如果周王親臨巡視，那麼諸侯國的國君就必須親自督導接待的工作。

如今我單朝也許不是什麼才俊之士，但也還算是天子的親族，而且我特地奉大王的

命令以大使的身份路經陳國。可是我一到陳氏諸侯國境內，竟然連一個接待的官員

也看不到。

從我的遭遇來看，陳靈公無疑藐視了先王的官制 --- 這是他第三個罪過！

=====================================

【註－１０】

第三點的原文如下︰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

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

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

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

也。

===============================

To　Be　Continued......

===============================

台長：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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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點是，

第四︰陳靈公拋棄倫理、背離傳統，觸犯先王的政令【註－１１】

先王（指周文王和周武王）曾經命令說︰

天道賞賜良善、懲罰淫惡，所以凡是周王分封的諸侯國，都不可以背離常道，也不

可以怠慢淫亂，凡事都要遵守典章律法，才能得著上天的祝福。

如今，陳靈公不但不顧念倫理道德，竟然遺棄妻子嬪妃，光天化日之下帶著卿大夫

（指孔寧、儀行父）到夏家姦淫親族的女子，這難道不是在羞辱自己陳家的姓氏

嗎？

陳姓家族本是周武王女兒大姬（和舜後裔虞胡公）的子孫，現在陳靈公連周朝傳統

的服飾冠帽也都拋棄，反而戴著南蠻的帽子招搖過市，他難道不粗魯又背離傳統

嗎？

陳靈公毫無疑問觸犯了先王的政令 --- 這是他第四個罪過﹗

單朝預言︰陳靈公活不久

====================

分析完陳靈公所犯的四個罪過，單朝結論說︰

過去諸侯們都很認真遵守先王的教訓，凡事以道德常理為依歸，既使如此，他們還

擔心政權地位保不住。

如今陳靈公不但廢棄了祖先的教訓，背離了法制，而且也藐視先王的官制，觸犯先

王的政令，他將如何守住江山呢﹖

況且陳國的地理位子又剛好夾在晉、楚兩大諸侯之間，竟然還不知道要遵守祖先的

教訓、法制、官制、政令，陳靈公還能活的久嗎？

單朝的預言應驗︰陳靈公被殺

========================

儘管單朝在陳國的路上受到無情的冷落，他還是如期拜訪了楚莊公，到楚國那年剛

好是周定王６年（即公元前６０１年）。

次年，大夫洩冶看不慣陳靈公跟夏家女子通姦的行為，就向他進諫，結果被孔寧和

儀行父（在陳靈公的默許之下）謀殺。

兩年後（即公元前５９９年）的某一天，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三人照平常的慣

例，又跑去夏徵舒家裡找女人飲酒作樂。

正當他們喝的酒酣耳熱之際，陳靈公企圖譏笑夏徵舒，就向儀行父說︰「夏徵舒長

的很像你。」

儀行父覺得好玩，也回譏說︰「也長的很像你。」

夏徵舒本來就是一個小心眼的人，對這個譏笑感到很不高興。等到喝完酒，就趁他

們三人出去沒有注意的時候，從馬槽裡暗中放冷箭，當場射殺了陳靈公。

孔寧、儀行父兩人看到陳靈公被殺，覺得情勢不妙，只好連夜逃到楚國。

三年後，即公元前５９８年的冬天，楚莊王因為夏徵舒作亂的緣故，派兵討伐陳

國。在陳國的境內，楚莊公奉勸民眾不要驚動（也不要起來反抗），因為他要討伐

的對象是夏徵舒，不是一般民眾。

就在城裡，楚軍逮捕了夏徵舒，楚莊公判他死刑，當場用車裂的方式將他處死。

楚莊公於是佔領了陳國，把陳國規劃為楚國的一個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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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陳國的境內，楚莊公奉勸民眾不要驚動（也不要起來反抗），因為他要討伐

的對象是夏徵舒，不是一般民眾。

就在城裡，楚軍逮捕了夏徵舒，楚莊公判他死刑，當場用車裂的方式將他處死。

楚莊公於是佔領了陳國，把陳國規劃為楚國的一個縣。

============================

============================

【註－１１】

第四點以後的故事摘譯自下面的原文﹕

〈國語．周語中〉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

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

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九年，楚子入陳。

《春秋左傳》

宣公９年（周定王７年、公元前６００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曰﹕「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宣公１０年（周定王８年、公元前５９９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魯宣公１１年（周定王９年、公元前５９８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

台長：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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