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禮記〉〈禮運〉、〈禮器〉、〈郊特牲〉

探討先秦儒家制禮的原理

許淑華

〔摘要〕

！禮是我國上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核心’是一切文化現象的重要表徵 。 文化本

身既多元文複雜，在禮的展示上，亦復如是 。簡言之，禮不但牽涉了形而下的器，

也網羅了形而上的道。因此，在禮義的探究上，不得不追溯自先民制禮的原理原

則。本文僅從〈禮記〉四十九篇中，選取於禮丈與禮義研究上，兼具「道」與「器」、

「天理」與「人心」雙向聯結的＜禮運＞、＜禮器＞、＜郊特牲＞三篇作抽樣式
檢討，由此三篇互補互見之中可去一偏之見，並收截長補短之功。叉，從中探討

儒家制禮的原理，例如：（一）自然性原理（二）宗教性原理（三）報本性原理

（四）政治性原理（五）社會性原理（六）教育性原理（七）哲學性原理。由是，

可以歸結出：禮者，乃大自然的道，人世間的理，而無論是道是理，皆重在實踐，

唯有切實履行，方能建立起人與物、人與人乃至L、與心之間，真正的和諧與幸福。

〔關鍵詞〕僑家、禮記、權運、禮器、郊特牲、報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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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記〉是詮解「儒家制種精神」的重要著作

想要一窺中華文化的底蘊，相信是大半現代知識份子的共識。因此，對於

「經」～詮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淵源的著作，便不能不加以深入探究。緣此乃研

究經學﹔其次，時空轉易，社會變遷使人領納「生誡」 l皆苦，因此，尋根與重

新檢視價值觀，成為必要。於是，經典探索成為指標。誠然，性命之學與個人生

命的關聯性，這是個人求學以來，不敢一日或忘的，正所謂：「人生何為？」「宇

宙何觀？」職是之故，對於上古禮義的研究以及先民哲學思維的脈絡，企圖進行

探索，因有本文之探討。本文內容，除前言與結語外，就﹛禮記〉＜禮運＞、＜

禮器＞、＜郊特牲＞三篇檢索儒家之所以制禮的原理與原則所在，概分七點論

述，歸結為正文部份，是本文重心所在。在進入正艾之前，首先對「儒家制禮」

中的「儒家」做一點名義上的界定與觀念上的釐清。

所謂「儒」，從演化的過程來看，可分為：「儒家前儒」 2 、「儒家」 3與「儒

家外儒」 4三類。就「儒」 的名義可知，儒家之名既不以思想、或創始人命名，

I 生戚：有為諸法，依因緣合和而生，依因緣離散而激之謂。見淨空法師倡印：﹛佛學小辭

典〉

﹛周禮﹒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鄭玄注云：「懦，諸使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賈

公彥疏云：「諸侵師氏之下，叉置一保氏之宮，不與天予保氏同名，故號日儒 。」 職此可

知， 1署在西周初年就己存在﹒其地位在諸侯師氏之下，為諸侯保氏，為與天子保氏區別，

故不稱保氏而稱儒。儒身通禮、樂、射、御、書、數，並以此教民。

J 由於儒家是中國建立最早、延續最久的學派，其中轉折良多，很難用一人、一時、一物、

甚至一說為代表，因此，僅就共相來加以詮釋，其諒推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及劉向＜七

略＞的界說。＜論六家要旨＞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

君臣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七略＞：「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

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

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由是可歸納出特點有：（一）以孔子為思想、共祖。（二）

有共同學習經典：五經、六輝、乃至十三經。（三）以仁義為道德，提倡禮教，強調倫常，

維護宗法制度。（四）主張仁政，倡聖王之治，以內聖外王為人生極則。（五）助明君明

教化， 提倡經世濟民，積極入世。依此特性以區別道、墨、法、名、 陰陽等而獨具一格。

因此， 凡具此特性者，皆為儒家，雖則所業不一 ，皆共名為儒，例如： 儒生、儒者、儒將、

儒腎、 儒林文人等等。

4 懦家學派建立於春秋末期，此後，儒家之外仍有一些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被稱為儒。

這些人，包括醫←星相以及求仙鍊丹，追求常生不老之流，也就是所說的方衛之士。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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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源應自「儒家前儒」而來，亦即先秦典籍中的儒士5 （士為王、諸侯、卿大

夫之下的貴族。在禮制中，必須策名委質於上級之人，故無人身自由與獨立人格

為特色。）。據史可知，春秋之際，社會動蕩，宗法鬆動，此時，儒士已不再靠

世田世祿維生，取而代之的是以自己的技藝與知識而謀求發展，因此，有較多思

想空闊與發展人格的機會。在這樣的思潮之下，給與其所賴以維生的各種知識技

藝如：曆數、刑法、禮樂等，有了反省的契機，並因而建立更高的思想理論體系，

而不再只是一些儀式的具體規範或行禮的程序單而已。此時，孔子即是其中最有

成就的代表。他不唯將禮從具體規範中提升到理論的系統化，更透過禮而通向抽

象的「道」。因此，禮儀規範被昇華到哲學領域，儒士的人生觀也被提升到「謀

道不謀食」內聖外玉的「君子儒」境界。這便是儒家誕生與後來被定為一尊的開

始。從上述中，可以對「儒家制禮」有一個概念性的了解或時序上的體會，如此，

便能對完成於漢初二戴之手的﹛禮記） 6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如是，對於所謂「制

禮原理原則」的揣摩與誤會的澄清應是有幫助的。

禮是我國上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核心，也是一切文化現象的表徵。文化本身

既多元叉複雜，在禮的展示上，亦復如是。簡言之， l禮不但牽涉了形而下的器，

也網羅了形而上的道。因此，在禮義的探究上，不得不追溯自先民制禮的原理原

在〈說文解字﹜之中，釋儒為：「衛士之稱」。把方衛之士叫作懦，在漢代文獻中，屢見

不鮮。可見，「儒」這個字，在漢代仍不是儒家的專有名詞，甚至於它的合蓋性仍非常之

廣。

5 士為王、諸侯、卿大夫之下的貴族。在禮制中，必須策名委質於上級之人，故無人身自由

與獨立人格為特色。

6 所說「禮記」’原是「禮之記」的意思。換句話說，「禮」指的是經典，「記」是用來補

充、註解、闡釋或者是發揮經義的文字。有漢一朝，禮的經典，指的是﹛儀禮﹜一書，而

闡釋、補充或者發揮其義理的材料，便稱為「記」。一如﹛讀書﹒藝文志﹜所言：「﹛記﹜

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這一百三十一厲的補充資料，被當時的經師選為教授

材料，是當然的事，只不過多寡與偏重，各有所偏罷了。例如相傳戴德所選為八十五篇，

是為﹛大戴記﹜﹔其從兄子戴聖所選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記〉，亦即所稱的﹛禮記〉。

這點從鄭玄的（六藝論﹜中，可以得到一些說明：「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I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雖則，經學的考校問題不斷，不過，

仍可以綜合地說：唐初，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時，﹛禮記﹜與﹛易﹜ 、 ﹛詩﹜、〈書﹜、

﹛左傳﹜ 並列，已經獲得經學的地位，甚且有比專重禮丈儀節的﹛儀禮﹜ 更受重視的過勢。

直至南末，朱熹取其中＜大學＞、＜中庸＞兩篇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

爵士人所重，（禮記﹜地位之提升，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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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然而，一則由於﹛禮記〉內容廣博且複雜，另則因個人學力所限，本丈僅從

四十九篇中，選取＜禮運＞、＜禮器＞、＜郊特牲＞三篇作抽樣式檢討，但顧能

以略窺禮義的玄奧與優美。以下先就此三篇的關聯性與特色作簡要說明，其次就

內容歸納出制禮原理原則，概分七點申明之。

二、〈種運〉、＜禮器〉、〈郊特牲〉三篇關係的互摘互融

從〈禮記〉本文，甚且在歷來學界對禮的研究上，於＜禮運＞、＜禮器＞、

〈郊特牲＞都有「關係緊密」的一致看法。因此，以下僅就三篇之互補互融處，

加以說明。

<1禮運〉一篇兼言禮的「演化」與「旋轉」之理，既有因時制宜之意，叉有

循環往復之理，故講形式的「禮數」與重內容的「禮義」並存，因此，從其文字

之中，可以得到一個啟發：「數」（禮之形式）既可以演化，「義」（禮之內容）

也可以旋轉，那麼，後世禮儀之中，當能就此推論原始的禮義，一如＜禮運〉中

孔子所言：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末，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

之等，吾以是觀之。

關於＜禮器＞一文，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鄭玄以其詞禮使人成器，孔

子謂子貢瑚禮之器是也。」 7叉方慧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跡。〈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 8另孫希

旦謂：「本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丈，而歸重於

內心。」 9若依方氏之言，可以見得兩篇互為表裡，關係密切﹔若取孫氏之說，

則本篇可謂根據人心以成禮文，適可與著重天理之說的＜禮運〉互相補足。

至於〈郊特牲＞陸氏曰：「鄭玄以其記祭天用辟憤之義也。『郊』者祭天之

名，用一牛故日『特牲』。」本篇除於丈首記述祭天用特牲的意義外，兼及社祭、

蜻祭、廟饗、冠禮、昏禮等等禮艾。意涵涉及說義之辭與訓話之語。其中說義之

辭，頗多與＜禮器＞相重，卻於解說與義趣上出現不一的現象， 另司︱︱詰之語，多

7 參見﹛禮記鄭注〉 卷之七所錄。

自 轉引自羅宗溝＜禮記述要＞一艾。

9 參見孫希且：﹛I禮記集解﹜ 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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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陰陽五行之論，反與＜禮運＞相近，因此，歷來主張本文與＜禮運＞宜合篇

者，殆不乏人10 0 

綜合上說，上述三篇文章，雖則同異互見，然而，仍可將他們互補互融的關

係歸納為：

（一）相同之處

卜皆涉及禮丈之解說。

2 、皆涉及禮義之探究。

（二）相異之處

1 、＜禮運＞、＜郊特牲＞兩篇，偏重自然天理之解說取向，兼及

陰陽五行之論。

2 、＜禮器＞一文，著重人心忠信之言，屬於心理剖析的探源法。

3 、文字或有相重之處，首II詰之義卻相去頗遠。

（三）重要性

於禮文與禮義的研究上，兼真「道」與「器」、「天理」與「人心」

的雙向聯結，三篇互補互見則可去一偏之見，而收截長補短之功。

緣此，在對制禮原則抽樣探究之前，若將三者關係聯結，在解讀上，能有些助益。

三、從〈種選〉、＜禮器〉、〈那特性〉探討儒家制體的原理

（一）自然性原理

人類在自然界中都經歷著生、老、病、死的過程，因此，第一個與之發生關

係的，當然就是這個賴以為生的自然界，所以，先民的意識形態，首先，便是受

到天然環境的影響。這一點可從禮的定義中得到證明：如＜仲尼燕居〉云：「禮

也者，理也。」孔穎達疏曰：「理，謂道理。」可知禮即道理，是先民所領略的

自然之理。故而〈禮運〉云：

孔子曰：「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是故，夫禮必本於夫、教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

昏、朝、聘。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 ，變而為四時，列

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目為紀，

IO 參見邵聽辰﹛禮經通論﹜與俞碰﹛群經贖義〉。

17 



月以為量，．．．．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

金木，飲食必峙。

可見天地、日月、四時、節令、山川、金、木、水、火、土等等大自然的事事物

物，皆是先民一開始模仿的對象，因此，大自然循環往復的規則變化，給與人類

最先的啟示，想必就是「秩序感」的建立。其次，天地萬物隨時隨地，因時空不

同而轉易變化，人類身處其間，習而效之，順而服之，因成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的生活變遷之跡，也由此可知鄭玄於＜禮運＞一篇注曰：「五帝三王相變易，

陰陽旋轉之道。」的用意。

（二）宗教性原理

人類因取法大自然，而自然界的變化奇幻莫測，先民乃將尊崇與企盼皆轉化

為祭祝活動，希望藉著對大自然的揣摩與順服，而取悅於馳，以圓滿生存之道。

因此，在天地鬼神之道並行中，而出現有種種類別，例如：在天者，為天神，即

上帝﹔在地者，為帝示，即山川之前申﹔人死日鬼，即祖﹔百物日彪等等。翻檢〈周

官〉一書即可發現，祭靶活動從祭天、五帝、寒暑、日月、祭地、社祭、韓祭、

祭山川、祭宗廟、祭帝王、乃至祭功臣等，其中以推崇天地為最，因此，日、月、

星辰為天屬﹔而山、川、河、海、春、夏、秋、冬，及金、木、水、火、土等則

繫屬於地。因而發展為多神崇拜的宗教觀。儒家隆禮，對於敬天地，事鬼神之事，

記之甚詳。例如：〈禮器〉云：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j頓於鬼神，合

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社稜山川之事，鬼神之替，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羔豚而聲，百官皆足﹔大牢而棒，不必有餘，此之謂啥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孔子曰：「我戰則克，無則受福

。」蓋得其道矣。

孔子曰：藏文仲安知禮！夏文弗恭逆紀，而弗止也。

是故，因天事天，困地事地，囡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郊特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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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大增八。．．．．．．合眾萬物而索饗之也。

曙之祭也，主先脅，而無司會也。學百種以報告也。．．．．．．迎貓，．．．．．．

迎虎，．．．．．．祭均與水庸，．．．．．．蜻之幣，仁之豆，義之畫也。

按：由蜻祭可見先民對天地萬物之仁義之心，亦由是可知其多種崇拜之

情懷。

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按：凡是接待神明注重實質素樸與尊重原始自然是最高原則，這與人們

講究安樂適體是大異其趣的。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殷人尚聾，．．．．．．聲音之號，所以召告於

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臭，陰達於淵泉。．．．．．．

凡幣，慎諸此。

按：雖則時代轉易，各隨尚用不同，然而，其根本目的不外乎都在企求

鬼神的降臨享用。

魂氣歸於夭，形魄歸於地。故幣，求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

周人先求幸者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遺人乎？

無於坊，尚白求諸違者與？

按：先民以為人死以後，魂氣上升於天，形魄埋藏於地，所以祭紀有先

求諸陰陽的做法，然而，不論先陰或先暢，其目的都在盡最大的誠心以

找到所祭紀的靈魂。

祭有祈焉，有數焉，有由辟焉。．．．．．．故君子三日膏，必見其所無者。

按：祭紀有三種作用：一是祈求，二是報恩，三是消孺災禍。所以君子

致齋三日 II ，其心神寧靜而專一，到了祭爾巴之時，就彷彿能看到所欲祭

紀的對象。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

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會而國主社 ，．．．．．．所以報

11 莊有可：（禮記集說﹜：專精於恩則鬼神無不格也。孫希旦：（禮記集解﹜：思慮專，故

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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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反始也。

天重象，聖人則之，．．．．．．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弟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先民以萬物皆靠天生地長，所以人必須尊天而親地，即如尊重己身

所從出的祖先也一樣，這都是一種追溯源流與根本，並表示感激的不忘

本心意展現。這種「報本反始」 12的行為，在祭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

祭品E是含有宗教意義的，因為祭紀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永生。此如＜祭義＞所言：

「艾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可知，死者在後世生者的心

目中，既能如生，死即如生，生生不絕，故人類精神便能永生，即含涉宗教意義

與精神。因此，祭記講究的誠敬，便容易理解了。試觀〈祭義＞云：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三）報本性原理

「！禮」之一字，考諸初文，（說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段玉裁注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 示。豐者，行禮之器。」可見，

禮之起源於奉天事神，應是可以想見的。然而，神的種類繁多，一如上述，除了

大自然的天地屬神外，生存其間的人類，也在人鬼祭耙行列，例如：祭宗廟、祭

帝王、祭功臣等皆是。可以推知，中國的民族性是很愛重自己的祖先的，因此，

顯現於行為上，便見慎終追遠的特加重視，從此一端，也可以體會，中國強烈的

民族精神所在。在＜祭義＞中有言：

無為宮廟，設為宗桃，以別親疏遠遍，教民反古復始叭不忘其所由生

也。

這種報本反始的觀念，正是愛重祖先，重視祭紀的由來。推而及於鄉黨、家園、

12 孫希旦：﹛禮記集解﹜：報本者，報其養人之本﹔反始者，反其生物之始。筆者按：反其

生物之始，亦即以生物之本體實質狀態，來作為對天地鬼神（乃養人之本者）之最大及最

完美的敬意。

13 反古復始 ： 古者，源頭之謂。或指古之人﹔始者，開端也。或指人心人情而說。反者，復也。

復者，反也。

20 



乃至於整個民族，即是愛家、愛國、愛民族的情懷。因此，設使所祭不是自己的

祖先，那不但失去祭紀的意義，而且必為大家所非議，認為那是忘本邪媚的卑鄙

行為，可知，祭肥、追念祖先是含有相當深切的民族精神的。如果，從此切入，

這種報本原始的民族性（孝道觀）應該也是制禮的重要原理才是。這點也可從三

篇抽樣的文字中，得到證明。

＜禮器＞云：

禮也者，及其所自生。，無也者，無其所自成。

＜郊特牲＞云：

卡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禍宮，尊祖考之義也。．．．．．．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學也，大報本＆.始也。．．．

先玉之麓，可食也，而不可者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安樂之意也。酒釀之美，玄 j圓明水之上，貴五味之本也。織散文鏽之

美，疏布之尚，且已女功之始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磕碰之美，而煎鹽之尚，實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驚刀之賞，責

其義也。

按：可見，古禮儀式之中，普遍包合著表示其起源方面的古老特徵’或

反映其質樸，或反映其原始。而其所表示的意義卻是尊、貴、敬等等。

這正說明了各勸禮儀都有它古老的源頭。而如此制禮，其目的即在使人

不忘其古老的起源。所以不論祭品、祭器、祭地場都要用最原始、最質

樸與最接進自然的來表示。這種不忘本的觀念便是所謂：「報」’亦即

報恩、報功、報德之類的思想體現。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重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

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富而國主社，示本也。．．．．．．所

以報本反始也。

按：從社神與中雷神的祭爾巴中，可以看出古人「施報」的觀念。〈曲禮〉

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因此， 教民美報應也是制

禮的重要原則。這種「美報」叉往往是「報本」與「反始」相連。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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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說「報本反始」 14的意識形態。

<r禮運〉云：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榜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

實，鳥獸之肉，教其血，茹其毛。．．．．．．以字以吏，以為瞳酪，治其麻絲，

以為布串。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土帝，皆從其朔。

按：從「報本反始」的觀念中，不但揭示了禮儀的形式表象，更說明了

制禮的動機，從中也體會到古代禮儀發展的規律性。

這些返古復始的報恩觀念，可以說是制禮很重要的原理，正因為如是思維，故而

感激天覆地載，所以祭天地﹔感激土地滋養，所以祭社樓﹔乃至感念己身所從出，
所以祭迷繭先租，一再推演，形成民胞物與的民族胸懷。

（四）政治性原理

依照人類演化的軌跡來看，從洪荒、 j守獵、畜牧、以至於以農立國，經過漫

長的文化發展歷史。因此，早先奉天事神的神權時代，經過群居部落逐漸發展，

人事愈趨紛繁，於是聖王代作，政治體制日漸形成，所以便有所謂仰觀俯察天地

之跡，以垂象憲，法天地四時循環往復，以長養萬物，故訂定事天地，奉鬼神，

洽人倫，安政教的種種節文，亦即所謂「君權神授」。於是，從禮艾的分析中，

可以很明顯的讀出它的政治意涵。〈經解＞篇中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祭統＞也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因此，禮變成有效的訓練與推行政

治的工其與方法。這在許多篇章中，都有明顯的記錄，今僅略舉數則以證之。

＜禮運＞云：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般以降命，命降于

社之謂般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五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

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

所樂，氏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

14 「報本 J ：報答恩德之根本源頭。「反始」：反回去追溯這種感激之情的最初起源（亦即

此禮儀的源頭）。由是可知，「報本反始」、「反本修古」以及「反古復始」三者應是同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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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按：這裡說明，政治行為是一國元首託身之處，而元首的人格表現亦即

其政治表現。所以政治原理必本於天理，運用於四方1日，使其各得其所。

因此，做元首的應處最適當之所，隨順天時、地利、人情以化成天下。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圖畫泉．．．．．．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關也。則是無故，先玉能修禮以達義，體倌以達

)1頃，故此噸之實也。

按：這裡強調君王若能依禮之原則行事，則必感應天地人情之嘉許，而

出現種種瑞應。所以太平盛世可說就是順應天理人情的結果。

＜郊特牲〉云：

朝竄，大夫之私靚，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規，

所以致敬也。．．．．．．君過其臣，升自昨階，不敢有其室也。觀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候，天子之失禮也。．．．．．．諸侯之宮縣，

而祭以白牡’擊玉，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諾侯之惜禮也。．．．．．．

大夫之惜禮也，故天子蝕，諸侯惜。大夫強，諸侯脅，．．．．．．而天下之

禮亂矣。

按：從儀丈中規定臣子出使之道與君臣之儀，甚至臣強過於君殺無赦，

亦為禮所允許，禮之政治意義由是可見一斑。

禮之所尊，尊其l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

其載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按：禮之所以可貴，貴在它有內容，而瞭解內容意義與切實保存，便是

天子所用以治天下的良方。因茲，禮為治天下之器可知。

＜禮器＞云：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計義焉崗，故作大事，必順天

時 ，為朝夕．．．．．．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位有能， 舉賢而置之，

的 指天、地、父、師四者。天有時，地有利，既有其身叉有其智，這是做原首的必須善加利

用的四個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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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困地事地．．．．．．。饗帝于諦，而風兩節，

寒暑峙，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按﹔ l禮為事事物物之準則，所以聖王制禮，乃依現有的生活行為現象而

賦予意義而已。故有道德學問的君子，必然樂於稱述。而古聖王能順天

應人，故只須南面而立，天下即可太平了。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土， I尊在件，犧尊在西，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束。君在件，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泉，月生於西，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謂也。

按：自然界顯示最高法則以教人，聖人則體會此自然法則而表現最合理

的行為。此中白天地之未分、分而為陰陽乃至佈乎人倫與事事物物之

間，故云禮為萬有之原理原則。

從上列文字中，不難看出制禮的政治性原理，一如＜禮運〉篇所言： 「是

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償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

君也。」可見，制禮是以國君為中心，基於君權神授，而來順理各種關係，若是

關係不順，國家就會陷入混亂狀態，社會生活也就跟著動蕩不安。故此，

＜禮運〉云：

故先王患禮之不遠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中巳社於圈，

所以列地力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把，所

以本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學服焉﹔

禮行於五紀，而正法則焉。

因知禮之推行，以使上下順暢為主，果然各種關係都能順暢，那才是政治的極則。

所以，制禮原則從「仰觀俯察」取法乎大自然，接著對祂的畏敬與崇幸之心，便

演為宗教性依託，乃至延伸於先祖的美報觀念，不唯是民族特性的展露，更是政

治功能的統合。然而，禮制的來源，也不盡於政治考量，因此以下擬就廣泛的社

會風俗來看制禮的原理原則。

（五）社會性原理

社會、思想、習慣、風俗、文化是一個環扣，緊緊相聯。探究它演化的脈絡，

不難發現 ，從天神、上帝、天命的意識型態轉化過程中，一般人的觀念轉易的途

徑是：天命由超乎自然的神秘力量轉化為人的德行力量﹔由對君權的絕待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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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據德以報的合理化﹔吉凶禍福，也從天命的順違轉為對自己德行（亦即合理化

行為）的要求上。這種由天命宰制轉為人事自覺的過成，表現在禮義的解釋上，

使它更為重視廣泛的社會、民心、思想、習債、風俗的考慮層面。這點可以從以

下文字，管窺一斑：

<1種運＞云：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矯泰掉豚’汙尊而杯飲，簣祥而土鼓，猶若

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辜！某復。」然

後飯腥而芷孰。故天堂而地藏也，體魄則降，失口氣在上，故死者北首，

生南鄉，皆從其初。

按：可知禮始於飲食，終於祭靶，皆原自原始認知與習慣。

昔者先玉，未有宮室，．．．．．．未有火化．．．．．．’未有絲麻，．．．．．．後聖有作，

然後修火之利，范金令土，為臺樹宮室蝙戶，．．．．．．’治其絲、麻，以為布

串，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按：禮起於食、衣、住、行之初，用於養生送死敬事鬼神之際，雖則古

今用品不同，但其意義與作用，卻絲毫沒有改異。

<1禮運＞云：

叉云：

故玄酒在室，．．．．．．陳其犧牲，．．．．．．修其祝蝦，．．．．．．以正君臣，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桔。作其祝號，．．．．．

以嘉魂魄，是謂合翼。．．．．．．祝以孝告，氓以慧告，是謂大祥。此禮之

大成也。

按：從祭爾巴的擺設與行禮祝蝦中，可知禮所規範的社會意義，而這些祝

禱與儀式，被認為是最吉祥與最圓滿的。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 ，禮之序也﹔玩其

所樂，氏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故禮

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

怒 ，用人之仁去其食。故國有患，君死社稜謂之義 ，．．．．．．辟於其義，

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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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三：

按：由上文中可明，君權訴求的轉移，由J神授乃至德化的痕跡。強調身

為元首者，應該站在最適當的地位，順應天時、地利、人情以化成天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

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

之人義。

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會禮

何以哉？

按：禮以協調七惰，建立十義，乃人心向背之所由。因此，在＜禮運〉

篇中一再強調，「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乃至「禮義以為器，故事

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目，故人以為奧也。 J

＜禮運＞云：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無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本巳社於圈，

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人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把所以本事

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

正。．．．．．．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拖，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按：因為禮本人情、人心而生，故先世王者，憑以訂立制度，於是國有

禮俗，官有執掌，事有範圈，禮有秩序。王者居中央，只要不以感情用

事，保持其最純正的態度，為萬民的模範就夠了。至於禮義，則清清楚

楚的寄托在郊、社、而且廟、山川、五祝等等的儀式之中。可見禮是民心、

思想、習慣、風俗的具體反映。

＜！禮運〉云：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散

之東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故壞國 、喪家、亡人、

必先去其禮。．．．．．．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本仁以致之，

播無以安之。．．．．．．人之肥也，．．．．．．家之肥也，．．．．．．國之肥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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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I頂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 Jll ，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

木，飲食必峙。今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噸。．．．．．．則是無

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按：由於「禮義」乃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特徵’因此，人們以之維持生

活事業及精神信仰，所以古代聖王注重禮的別異性，既不能過多也不可

過少的特色，根據地利、天時、人情來制定禮儀，使得小自個人乃至整

個天下都能得到健康，而這樣的太平盛世，正是順應天理人情的結果 。

<1禮器＞云：

文云：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居山以魚種為禮，居 j華以鹿豚為禮，君子謂之

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團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紋，

理之厚簿，與年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按：制禮必須精神與形式並重，如此，人情往來等等社會生活，才能不

至於滯礙難行。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

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企台也。是故，．．．．．．

三月繫’七日祉，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讀詔’樂有相步，溫之

至也。禮也者，反本倩古，不忘其初者也。．．．．．．是故，先玉之制禮也，

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禮運〉云：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透過之期也。

按：君子對於禮，除敬，慎、溫厚、從容之外，多少仍要依循傳統習慣行

事，因為禮是朝代相治相因的，報本反始與反本修古，都是不忘其初的

社會意識與文化遺傳使然。

〈郊特牲＞云 ：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持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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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畸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蜻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

其蜻乃過，以移民也。既增而仗，民息矣。故既蟬，君子不興功。

按：從大羅氏與民認同的態度來看當時社會，可以想見當時為政者，已

頗有尊重民意、體恤民惰的傾向。

從以上諸段文字中，可以歸納出制1禮的社會性原則，先民茹毛飲血、穴居野處，

乃至用火熟食、酒體皆備的文明生活，不論是政治、經濟、祭1記、乃至日用尋常

間人情往返，都一一在禮儀中展現，可知，聖王制禮，必以民之生活習慣為依據，

採其合於天時地利民情者為依歸。

（六）教育性原理

中國古代任何禮制，無不含有教育意義。因此，常將「禮教」 二字連講。中

國禮教的精神是身心並重，術德兼修的。如《儀禮〉首篇的冠禮，即在教人以成

就德行而負起做人的重任﹔鄉飲酒禮是教導人養成敬愛的精神，修習孝弟的品

德，這是人倫的基礎信念﹔又如射禮，本是鍛鍊身體的活動，卻也富含德性培養

的意義。因此，中國禮教，不但重視人際的責任分寸，更講究人惰的體恤與敦厚，

不僅術德兼修，身心並重，更是文武合一的。所以，中國有完備的禮學，即有完

善的教育理念，換句話說，求中國之教育理想，當於禮義中求，而由此推究制禮

原理，不難發現，各種禮儀之中，皆富含文化傳承的教育意味 。 例如：

＜郊特牲＞云：

冠義：始冠之，．．．．．．以著代也，．．．．．．加有成也，．．．．．．敬其名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費者也。繼世以立諸餒，象賢也。以

官爵人，捷、之殺也。死而言章，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言盒。

按：可見當時一般觀念中，已頗有生而平等的意識了。

＜禮器＞云：

禮 ，峙為大，戶曉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按 ：制禮要點以此為考量：時代性、倫理性、對象主體 、行為意義的合

宣性 、身分等的相稱性。這算是總原則。

禮，有以多為費者，．．．．．．有以少為費者，．．．．．．有以大為費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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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叉云：

先有以小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有以

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

豐、不殺、此之謂也。益言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

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

其稱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

取亂。．．．．．．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

按：此處可見特別著重禮之相稱性，所以君子自己的行禮，不可不多考

慮。因為禮是大眾生活的紀律，如果紀律散漫，則大眾的生活行為亦跟

著紊亂。

權有大有小，有顯有徽。．．．．．．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

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

而等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噸而搶、

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

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

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故觀其禮樂，

而治亂可知也。．．．．．．故曰：君子慎其所以典人者。

按：禮之形式，縱有大小、多寡、顯微之分，然論其根本，皆出忠信的

本質。雖然表達真情有許多原則與方式，要皆不出於竭誠盡敬四字之

外。叉禮乃事事物物的準則，故先玉制I禮多有深義，都值得後人複述而

學習的。因此，做為一個君子人，必須謹慎自己的言行。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茍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毋輕議禮！

按：禮是以仁義為本質，所以君子當以忠信自期，方是善察、善學於禮。

＜郊特牲＞云：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冠義 ：．．．．．．適于冠於昨’以著代也。酷、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

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按： 行禮雖然是一種儀式，其中饒富教育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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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昏禮，．．．．．．取於異姓，所以附遺厚別也。．．．．．．告之以直信，．．．．．．故

夫死不嫁。男子親迎，．．．．．．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

女有別，．．．．．．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曙親御授矮，親

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

人，從人者也。．．．．．．夫也者，夫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器用陶飽，尚禮然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昨階，授之室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按：所言皆是昏義，卻在其中明顯地傳承與教育著五倫肇端的夫婦之道。

綜上所述，行禮的原則與制禮的原理雖如此多元化。然而，一個善學的君子，若

能秉承真誠之心加以學習，亦即所謂：「君子慎其獨也。」必然可以深深體會古

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榮，少之為貴，多之為美。」的深意，而成就一個

可以內聖、可以外王的有能、有德乃至有道的君子人。

（七）哲學位原理

討論中國人哲學思維問題，一般以為是從孔子開始。這之前的先民思想則被

視為文化淵源。本文以討論儒家制禮原則為主，對此文化淵源問題，僅作綜合敘

述：北方周文化傳統，至孔子方有系統之哲學思想出現，而孔子之學，始於研禮，

而後反溯至「義」與「仁」’遂生出中國儒學大統。故無論孔子在血統上是否屬

於殷人，其精神方向，則全由周文化之提鍊及反省中生出。南方文化傳統，則混

合殷人及祝融文化而成，實是中原之舊文化，非真出於南方土著。而南方哲學思

想之代表，即為老子、莊子之學說，老子固為楚人，莊子卻為宋人，而宋正為殷

之後裔。由是可知南北文化之相關性。至於與之有旁支關係的墨、法、名諸家以

及範圈外之瀚海治岸、燕齊故域等叉有方士傳統及陰陽五行種種方術思想，加上

南方吳越一帶亦留下某些神秘、觀念，這些思潮對後來的禮義詮解不無影響，但因

牽涉過廣，不在本文討論範圈，故暫略。以下僅從禮文中直接來加以檢視。

＜郊特牲＞云：

饗持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

氣也 。.........故無聲。凡聾，陽也。鼎姐奇而建豆偶 ，陰陽之義也。

社4吾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是故喪圍

之社星之， 不受天陽也。簿社北墉，使陰明也。

按 ： 陰陽之說幾乎實穿於繭祭、嘗祭與社祭之中。可見此應是時人之意

識形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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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按：天地、日月乃至人事之間所行之各種禮儀，對先民而言皆不離陰陽

二氣，易言之，陰陽之氣，乃萬事萬物的主體。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玄冕賽成’鬼神陰

陽也。將以為社稜主，為祖先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按：由於天地、陰陽的形上觀念，應用在人際與事物之上，使得各事物

之間自有其深意。

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故既糞，然

後熟蕭合鐘瓣，致陽氣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第泰稜加肺，學

齊加明水，報陰也。．．．．．．升首，報陽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

敬之至也。．．．．．．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無有祈

焉，有數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

見其所祭者。

按：陰陽之義，不唯表現在儀式之上，更重要的是深植在祭記者心裡，

因此，無論是祈求、報恩或者是消彌災禍，都能自盡其誠，而達到祭

如在的境界。

＜禮運〉云：

文云：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焉。

是以三五而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禮義以為

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

食有由也。

按 ：從宇宙間歸納出人是天地問最靈秀傑出的，因此， 從自然界的日月

星辰一直到人事之間的食衣住行，無不依循著自然的規律。因此，天地、

陰陽 、四時、日月、星辰、鬼神、五行、禮義、人情、 四軍乃至政治、

教育 、經濟、祭紀等等一切活動皆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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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峙，多•J

而為鬼神。其降日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

之事，變而從峙，協於分藝，其居人也回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

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按：禮之最高原理，應出於大一至純之理。所謂大一應在天地之上，為

天地未分以前之原氣。此形而上之原理，經過分、轉、變、列等過程，

乃呈現出具體的、消長的、相對的、遷化的等種種現象。這種形而上之

理，所富於人心的便是人的理性，而用「義」之一字來表示。而此理性

之實踐包含身心種種行為，亦可統稱之為：「禮義」。

綜合上述，可以得出一個概念，當時社會的形上意識乃從最高的理～自然的

宇宙秩序規律，象徵一種理體的存在～這種理體豎窮過去、現在、未來三際，普

遍於十方，充塞整個宇宙之內，它是無偏無私，一元化的存在。然而因茲表現於

萬物之上，卻顯出其二元的相對性與其體性即所謂陰陽、鬼神、高低、長短、方

園、美醜、窮通等等現象，並在遷化與消長之中，透露著循環往復的秩序感，使

得整個宇宙在生、住、異、滅中呈現著大循環，各富其意義。例如：＜禮運＞篇

所言：「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殼於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散地，降于祖廟之謂仁

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紀之謂制度。」這種稱為「命」、「天命」或「帝」

的觀念雖然隨世移轉，時而指無聲無臭的形上概念，一如「天道」’時而指有意

願的命令如「天意」。然而，其不管變化如何，從形上概念一直趨向人性自覺，

倒是定向的。於是乎法天治民，民本、乃至民情、仁義漸次被強調，一如從大自

然崇拜、祭把一直衍為祖宗追念、政教社會的五倫觀念等人本思想一般。這種意

識形態的演變充分表現在行禮的儀式與禮義的詮釋中，因此＜禮運＞有言：「所

以別嫌明微，（賓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聖人所以治人

七情，修十義，．．．．．．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

大惡存焉，．．．．．．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J 由此可見，禮不唯是君之大柄，政

教與社會安定的利器，更是時人整個宇宙觀反映在人生觀及日用行事的展現，這

是探究禮原的後人所不可忽略的。

四、結語

由上述各點，可以明了先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種種生

活層次，都是以禮來貫串的。所以，禮不但涉及形而下的器，也涉及形而上的道。

例如：＜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說明了禮即是道理。道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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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啟示而來，故＜禮運〉云：「孔子曰：『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惰。 .n •• •••• 

是故，！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

降日命，其官於天也。．．．．．．是故，夫l禮必本於天，敲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射御冠昏朝聘。」此大自然之理，包括了：秩序、適宜、有節、有別、相應相生

等等概念，一如＜禮運＞云：「禮有序。」（表秩序）、＜曲禮＞云：「禮從宜。」

（示適宜）、〈禮器〉云：「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明有節）、＜禮

運＞云：「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標有別）、＜禮器＞云：

「禮也者，反本偕古，不忘其初也。」（舉其相應相生）要皆在於闡明：「禮即

理」的義蘊。道理施於萬物成就了具體世界，也就是「體J 的觀念，故而＜禮器

＞云：「禮也者，猶體也。」、＜禮運〉云：「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具體世

界首重實踐，因此，禮叉有實踐的義涵，所謂：「禮者，履此者也。」＜祭義〉、

「言而履之，禮也。 J ＜仲尼燕居〉。由是，可以歸結出：禮者，乃大自然的道，

人世間的理，而無論是道是理，皆重在實踐，唯有切實履行，方能建立起人與物、

人與人乃至心與心之間，真正的和諧與幸福。因此，自孔子以古代禮樂作為教育

學生的素材而提倡禮教以後，孔門學者，研究禮學與當時習禮儀成風，由是不唯

保存古禮風貌，更使禮學理論大為完備。從l禮是世界的秩序開始，以說明禮的義

理性。人類依義制禮的目的即在規範社會紀律，使每個人自尊尊人，自愛愛人，

本著敬愛之心，實行忠免去之道。以每個人的品德修養為基礎，逐層展開，致力於

家庭、國家乃至世界秩序的維持與推進，這便是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

等五倫為骨幹的綱紀。更自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推演及一切社會風俗，倫

理道德，乃至政教一切制度等都在禮制範圍之內而無法分離。此亦即＜禮運＞所

云：「 l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

禹、湯、文、武、成玉、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J

因此，禮的實踐又有：「時、順、體、宜、稱」之講求與「多少、大小、高下、

文素」等差異。可知禮之推行，不能膠著於鼓瑟、玉吊之屬，必隨時空轉移因時

因地而有所更張，乃至逐漸進化趨向世界大同。以下僅就論述諸端圖示如下：

「一器世間

宇宙觀：理體→陰陽→

」 有情世間

。制禮原理原則

「－ 五倫制度

人生觀：社會→風俗汁 祭把制度

L一政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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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古之聖人之所以制禮，不外乎為生民能增進幸福著想。因此，禮必因

於人情之所認同而無害於民者，故歸納之為「宇宙觀」與「人生觀」。因著對所

處環境的認知，人們建立起世界觀（亦即天地的看法，生存環境與範圍的認識，

這交包括有自然與人文的諸種層面。），以及生存法則。這種法則與認知，因著

地域與天候的差異，呈現著不同的特色與風貌。所以，中華一族在南北、內外融

合未開始之前，是相當明顯而各具特色的。然而，不共中有共，此共相之所在即

「取法乎自然」。雖則其中仔細辨析起來，對形而上的認識，究為無聲無臭、無

偏無私的義理本體﹔或者是一個有意志、有掌控形似於人，卻更富道德意識（合

理化行為）的人格天﹔甚至是二者的綜合體等，此暫所不論。只是從宇宙認知及

不得其完的神秘、崇拜開始，人們便制約在這種意識型態之下，一則建構著天道與

天意的概念跟尊崇，一則架構起自我的人生觀，亦即人與神鬼等現在、過去、未

來的種種概念。因此，對於宇宙中的天地及日月山川等多神崇拜，反映在人世間

的社會生活、五倫次序、祭爾巴行為與政教制度之中，便是這個義理主體或人格天

的展現。因為在先民的觀念之中，大自然有它不變的道理或意志，其化為陰陽之

氣，流布於萬事萬物之間，而成就了萬有世界，所以人及萬物都當效法它，以之

為準據。因此，群居生活中種種活動，便由此展開，世代相泊，蔚成風俗，這便

是所謂「文化」的來源。而這些文化本色都在禮樂教化之中，歷代傳承而被保留

了下來。職此之故，今日追溯制禮之源，必然也必須從文化各個面向中去接觸，

方能略窺其全貌，這是不待贅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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