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論《詩經．行葦》與大射禮§ 

袁俊傑* 

摘要 

射禮是兩周時代非常重要的禮儀制度，也是先秦禮制史、文化史、社會史以及

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詩經．行葦》是周王與族人燕、射、養老的詩，它

寫成於成王初年，所反映的歷史時代應是公劉以來的周先王及成王之時。通過對該

射禮所用射器及其功能以及舉行射禮的主人與行射目的等方面的考察，〈行葦〉所記

之禮射當為大射禮。它以敦弓、鍭矢、甲革、椹質為禮射器具，以張弓如滿月、發

矢即中、射必四矢、四鍭如樹、序賓以賢和以不侮為比射原則，以澤宮為競射處所，

以比武擇士為目的，既反映了周人早期射禮與晚期射禮的不同之處和特點，也反映

了周人早期射禮與周公制禮以後射禮的延續與繼承。在周人射禮發展史上具有根脈

文化的地位與作用。 

關鍵詞 

行葦  西周  大射禮 

禮制規範化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禮儀制度是黃河文明的重要特質，禮

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禮與古代文明構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體育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射禮是最令國人自豪和最值得傳承創新的禮文化之

一，其「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1

的立德正己、射以觀德的古代體育精神，至今仍是現代體育所提倡的訓練法則與體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金項目（11YJA770063）的階段性成果。 

*  河南大學歷史文化學院教授、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1  《禮記．射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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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道德素質。 

射禮為古代六藝之一2，在禮書中屬於嘉禮，被列為五禮、六禮或八禮之一3。

在維護王權統治秩序的各種禮儀中，以射禮最盛，威儀最多，是朝聘宴享、祭祀大

典必行之禮，也是選賢舉士、封侯益土的重要途徑。它與燕禮聯類而行，與朝聘、

祭祀等多種典禮相伴隨，與祝詛傷害巫術和偶像傷害巫術相結合，並與獵禮、軍禮

等重要禮制之間存在著聯繫，是兩周時代非常重要的禮儀制度，也是先秦禮制史、

文化史、社會史以及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詩經》裡的〈行葦〉等詩篇涉

及西周射禮，儘管詩的文詞十分概略，再加「以作者句有所局」4，不得彼此並言而

史事儀程不完整，但仍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西周貴族行射禮的某些情況與信息。現今

傳世文獻僅大射禮、鄉射禮有完整的單篇存世，案《儀禮．大射》為諸侯之禮，天

子之大射禮雖當亦然，但早期與晚期也應該有所發展變化。周滅商之前為蕞爾小邦，

國是未定，禮儀未備，儀節自然簡樸。周朝建立之初，有了制禮議政的條件，武王、

周公、成王都是周王朝的當權者和禮儀制度的修訂者與推行者。從郊射奏樂來看，

禮射在武王時就已初具規範。周公居攝六年之末制禮作樂以後，禮射便逐漸完善起

來。今依〈行葦〉篇能得以對西周初期及其以前的大射禮有所瞭解，並使晚期的大

射禮能有所比較，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其史料價值是不能忽視的。過去，對〈行葦〉

所記射禮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古代經學家對該詩的注解上，王肅（195-256）以為是

燕射禮5，毛亨（西漢時人，生卒年不詳）、鄭玄（127-200）、孔穎達（574-648）則

說是大射禮6，段玉裁（1735-1815）也力主大射禮7。這些注疏雖有一定的道理，但

                                                 
2  如《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玄注曰：「射，五射

之法。」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707。 
3  如《儀禮．鄉射禮》鄭《目錄》云：「射禮於五禮屬嘉禮。」賈公彥疏曰：「鄭云『射禮於五禮屬

嘉禮』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有『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知屬嘉禮

也。」（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993）；《儀禮．大射

儀》鄭《目錄》云：「《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頁 1027）；《禮記．王

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

中華書局，1980 年，頁 1348）；《禮記．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

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1681）。 
4  《詩．大雅．行葦》孔穎達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34。 
5  同上，頁 535。 
6  同上，頁 534-535。 
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2 版），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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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體而言，均未擺脫傳統經學的窠臼與儒家思想的束縛，所得結論實難以令人信

服。現代學者的有些論著雖對〈行葦〉有所徵引，但還說不上是對〈行葦〉所記射

禮的全面深入系統的專文研究。因此，重新審視〈行葦〉所含射禮的各種信息，並

作出合理的解釋，是十分必要的。 

（一）〈行葦〉的內容 

《詩．大雅．行葦》共八章，章四句。實亦可大體歸為四章，章八句。全詩為： 

敦彼行葦，牛羊勿踐履。方苞方體，維葉泥泥。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炙。

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句，既挾四鍭。四

鍭如樹，序賓以不侮。 

曾孫維主，酒醴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

考維祺，以介景福。8 

該詩毛亨作傳，鄭玄作箋，孔穎達還作了詳盡的疏解，有些具體問題也不是沒

有商榷的餘地，但總的來說，有關射禮的問題，傳、箋、疏互為補充，基本上是講

清楚了。這裡只是在前人注疏的基礎上，再就有關問題作些梳理、說明和探討。為

便於討論，我們仍按八章章四句行文。 

關於此詩的內容，《詩序》說是歌頌周室「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孔穎達疏曰：「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

是也。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9《詩

集傳》疑此為周王於祭祀畢後宴請「父兄耆老」時所歌之詩10。或謂詩中並無祭祀

                                                 
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535。 
9  同上，頁 534。 
10  參朱熹注：《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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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說文解字注》也直說：「〈行葦〉為養老之詩。」11 以上皆為偏執之見，孔

疏雖分章總結，然也漏掉了射禮這一重要內容。程俊英（1901-1993）題解說：「這

是寫周統治者和族人宴會、比射的詩。」12 是比較接近於事實的看法，但還不確切。

所謂的周統治者，實際上就是周王，其根據主要有三：一是「敦弓，即雕弓。用五

彩畫在弓上作裝飾，是周代天子用的弓。」13《荀子．大略》曰：「天子彫弓，諸侯

彤弓，大夫黑弓，禮也。」14 二是曾孫為「周王對祖神的自稱。王家祭神時由周王

主祭，故曾孫又是主祭者的代稱，與〈楚茨〉的『孝孫』同義」，「都是指周王」。15 

三是行射禮時使人授矢是周王所特有的尊優。《儀禮．鄉射記》曰：「君袒朱襦以射，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鄭玄注曰：「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16 楊

天宇（1943-2011）也案曰：「這是因為君尊，故君腰間不插矢，右手指間也不挾矢，

射時則由小臣授之。」17〈燕禮記〉曰：君與射，「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大射

儀〉亦曰：公將射，「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鄭玄注曰：「內拂，

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18 以上鄉射、燕射、大射三禮均說到君射小臣授矢，

以體現優君之事。而〈行葦〉也只有挾矢，孔穎達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個，大射

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

也。射禮每挾一個，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個，謂卿

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19 這是諸侯之禮，周王亦當如此。〈行葦〉

只挾不搢，故知亦是王射。所謂族人，即周王同姓。其根據有二：一是〈行葦〉有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等詩句，毛亨傳曰：「戚戚，內相親也。」鄭玄箋云：「王

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詩序》孔穎達疏曰：「〈文王世子〉

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王族者，言其親

                                                 
11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26。 
12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440。 
13  同上，頁 442 注 17。 
14  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035。 
15  《詩．小雅》〈信南山〉、〈楚茨〉程俊英注與題解，見《詩經譯注》，頁 362 注 4、頁 360 注 19、

頁 356 題解。 
1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頁 1012。 
17  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新 1 版），頁 139 注 2。 
1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頁 1025、1039。 
1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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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20 實際上，與燕者除族人外，還有異性。「九

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21 二是〈行葦〉裡有賓與主人，

毛亨以為此篇是「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孔穎

達正義亦曰：「〈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然。〈文王世子〉

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

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22 因此確切地說，〈行葦〉應是周王與族人燕、

射、養老的詩。從內容來看，射禮是在宴會進行了若干節目之後舉行的，射禮之後

又與宴享養老連接。先燕後射，以賢序賓，以宴享敬老親兄弟，與《禮記．射義》

所說的射「必先行燕禮」23以及《儀禮．大射儀》所記之程序相同。 

（二）〈行葦〉的時代 

關於〈行葦〉所反映的歷史時代。一說為公劉時。此詩開首即言：「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孔穎達正義曰：「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
24《吳越春秋》有公劉「運車以避葭葦」的故事25，故一說為詠公劉。如《說文解字

注》即說：「〈七月〉、〈行葦〉皆詠公劉之詩。」箋言之先王，「即謂公劉」26。一說

為先王與成王時。鄭玄箋曰：「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
27〈行葦〉：「曾孫維主。」毛亨傳曰：「曾孫，成王也。」鄭玄箋曰：「今我成王承

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孔穎達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

孫為成王也。」「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至於此章指言曾

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

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

以擇賓，則成王亦然矣，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28《詩序》正義於此尤詳：「作

                                                 
2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 
21  同上，頁 534《詩．大雅．行葦書序》孔穎達疏。 
22  同上，頁 534。 
2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1686。 
2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 
25  參趙曄：《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26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26。 
2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 
28  同上，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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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

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

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

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

故即言周家以廣之。」29 我們認為，《吳越春秋》與〈行葦〉的記載相吻合，故詠

公劉之說是有據可信的。周先王正處於和戎狄及大邑商抗爭的歷史時期，仁愛、親

親、敬老乃時勢使然。比射用鍭矢也是周先王時之禮，以鍭矢為射，重在比試武功，

此與周公制禮後的射禮主於禮樂自然是不同的。再結合《詩．魯頌．閟宮》、《史記》

〈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等記載，成王忠厚、尊事黃耇，亦是不爭的事實。因此，

〈行葦〉當寫成於成王初年，所反映的歷史時代是公劉以來的周先王（包括追王）

及今王成王之時。具體而言，六章以前言周先王忠厚有仁恩、與族人燕饗能敬老、

射以擇士能以賢序賓；七章以下言成王養老之事。 

（三）〈行葦〉所記射禮的種類與性質 

關於〈行葦〉篇所言射禮是何種禮射，主要有兩說。王肅說是燕射禮，即「以

此為養老燕射」30。孔穎達等人則說是大射禮。〈行葦〉鄭玄箋云：「周之先王將養

老，先與群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孔穎達正義曰：「此養老即是禮射。」

「以下章言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

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

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

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

以此為養老燕射。案燕射于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豈

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射之意，亦為大射也。」31 孔疏唯把成王事與先

王事混二為一，故以此反問王肅之語是不成立的。其餘則比較通達合理。段玉裁也

力主大射禮，他說：古者「天子諸侯則先大射，後養老。」「〈王制〉曰：『王親視

學。』注云：『謂習射、習鄉以化之。』習射即大射，習鄉即養老。此天子大射而養

                                                 
2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 
30  同上，頁 535《詩．大雅．行葦》孔穎達疏。 
31  同上，頁 53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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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之證也……〈行葦〉箋言：『先王將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先王即謂公劉。』此諸

侯大射而養老之證也。」32 那麼，到底是燕射還是大射禮呢？要解決這一問題，須

從該射禮所用之射器及其功能以及行射之目的等方面的線索入手，並結合其它文獻

記載來作考察。 

先說弓。〈行葦〉：「敦弓既堅。」毛亨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鄭

玄箋云：「敦，音彫。」孔穎達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

弓，畫弓也。」「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群臣

共之。」「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33《公羊傳》定公四年何休（129-182）注曰：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34 知周天子所用的敦弓，又稱

畫弓、彫弓，亦即王弓、弧弓。《周禮．冬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

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

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鄭玄注曰：「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

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

賈公彥疏云：「言王弓之屬，則之屬中弧弓及王、弧之輩類也。云利射革與質，此即

〈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亦一也。」35 知王弓、弧弓

是專門用來射甲革與椹板的弓。案《周禮．夏官．司弓矢》：「及其頒之，王弓、弧

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鄭玄注曰：「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

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

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

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

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

可也。」此亦「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36。射大侯亦用此弓，當是因為

「大侯即熊侯」。「其中制皮為鵠」37，即「以熊皮為鵠（即靶心）」38。大侯之皮鵠

                                                 
32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26。 
3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535。 
3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337。 
35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937。 
36  同上，頁 855。 
3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485《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穎達疏。 
38  《儀禮．大射》楊天宇注，見《儀禮譯注》，頁 170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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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甲革，故用王弓、弧弓射之。賈公彥疏曰：「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弧直，

往體寡。夾、庾曲，往體多。」「此據體而言，若以色而言，即《春秋》、《尚書》所

云彤弓、施弓之等是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欲見甲以革為之，其實一物也。」「樹

椹以為射正者，謂若賓射之正然也。」39 知椹正與賓射之正是一樣的，即「其中采

畫為正，正大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40。〈司弓矢〉又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

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並夾。」鄭司農（?-83）云：「澤，

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賈公彥疏曰：「此所共弓矢，據王、弧，故上云王

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41《周禮．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鄭玄注曰：

「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賈公彥疏曰：「按《司

弓矢》云：『澤則共椹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椹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42《禮記．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孔穎達疏曰：「澤是宮名，于此宮中射而擇士，

故謂此宮為澤（擇）。」「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是知於澤中射椹質

而已。」43 又知射椹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擇士的。鄭玄說：「將祭而射，謂之大

射。」44 孔穎達也說：「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45 段玉裁說：天子諸侯「大射

于澤、于射宮。」46〈行葦〉雖無祭祀之事，但於澤宮射以擇士則甚明，故亦應為

大射。以上是對敦弓及其相關組合器具的考察結果，即〈行葦〉之禮射為大射禮。 

次說矢。〈行葦〉：「四鍭既鈞，舍矢既均。」毛亨傳曰：「鍭，矢，參亭。已均，

中蓺。」鄭玄箋云：「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孔穎達正義曰：「言鍭是矢參亭者

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

『矢人為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
47《周禮．夏官．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

                                                 
3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855。 
4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485《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穎達疏。 
4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856。 
42  同上，頁 861。 
4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1689。 
4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484《詩．小雅．賓之初筵》鄭玄箋。 
45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1688《禮記．射義》孔穎達正義。 
46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66。 
4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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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玄注曰：「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

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恒矢，安居

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

矢之制，「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賈

公彥疏曰：「解稱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鍭矢象焉者，亦尤重者也。」

「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

「謂禮射及習射者，已上六矢皆用之攻守及弋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

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為之，故並言之也。」
48 知鍭矢並不用之於禮射。然〈行葦〉的挾四矢、序賓、以射中多者為賢等均與《儀

禮》記載的大射禮、鄉射禮相吻合，說明它是禮射當必定無疑。對於〈行葦〉的禮

射用鍭矢問題，孔穎達正義曾作了這樣的分析：「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

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

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

周禮。」49 或云之言甚是。甲革、椹質堅固，只有用強弓利矢射之，方能著之而不

墜落。鍭矢較重，中深。敦弓最強，宜射堅。二者也只有以甲革椹質為侯靶，才能

射出「四鍭如樹」即象豎立在靶子上一樣的效果來。布侯質軟，無論如何都不會使

箭豎立在靶子上的。因此，競射比武應是成王初年以前周先王射以擇士的一個特點。 

再說行射的目的。〈行葦〉：「序賓以賢。」毛亨傳曰：「言賓客次第皆賢。」鄭

玄箋云：「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孔穎達疏曰：毛以為「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

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以此句為異，「謂次序群臣

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

干純。』謂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50

按此處的「賢」，與《儀禮》〈鄉射禮〉、〈大射儀〉所說的「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

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51之「賢」同義。古人所謂的「賢」，原是指有勇力、有武

藝和善於擒獲的人。如《國語．齊語》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

                                                 
4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865。 
4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5。 
50  同上，頁 534-535。 
5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頁 1003、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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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52《石鼓文》丁鼓曰：「□□□虎，獸（狩）

鹿如□ ，□□多賢，迪禽（擒）□□，□□允異。」王紹蘭（1760-1835）《說文段

注訂補》釋「多賢」之「賢」曰：「尋其上下文，理當為獲獸眾多之義。」53 賢，

古文作臤，《說文．臤部》曰：「臤，古文以為賢字。」臤，從臣從又，臣即是俘虜，

從又象用手擒獲俘虜，與「獲」字之初文「隻」的構形相同。可見射禮中把射中多

者稱為賢，還是沿襲古代狩獵和戰爭中把擒獲多稱為賢的習慣。又詩云：「序賓以不

侮。」毛亨傳曰：「言其皆有賢才也。」鄭玄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

則射多中。」孔穎達疏曰：「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

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乎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

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

是恭敬之賢人。」鄭唯此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54 可見

傳、箋雖有小異，但都認為「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55 此與敦弓、

鍭矢及其功能的考察結果也正相一致。因此〈行葦〉詩篇中所舉行的射禮的目的應

是為了擇士。在大射、賓射、燕射、鄉射諸禮中，只有大射、鄉射禮有擇士和以賢

序賓之儀節，而〈行葦〉又是天子親自射以擇士，故此篇只能是大射禮。 

總之，從周之先王到成王之時，都非常敬於禮；周人早期的射禮，禮儀質樸，

重在競射、比試技能武功，此與商人射禮頗為相似，而與周公制禮以後的射禮，儀

節繁瑣，主於禮樂，娛樂性質明顯加重則有所不同。〈行葦〉篇所記之禮射當是西周

初期及其以前的大射禮。它以敦弓、鍭矢、甲革、椹質為禮射器具，以張弓如滿月、

發矢即中、射必四矢、四鍭如樹、序賓以賢和以不侮為比射原則，以澤宮為競射處

所，以比武擇士為目的，既反映了周人早期射禮與晚期射禮的不同之處和特點，也

反映了周人早期射禮與周公制禮以後射禮的延續與繼承。在周人射禮發展史上具有

根脈文化的地位與作用。 

                                                 
52  李維琦點校：《國語．戰國策》（長沙：嶽麓書社，2006 年第 2 版），頁 51。 
53  轉引自楊寬：《古史新探．「射禮」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334。 
5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535。 
55  同上，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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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OOK AT HANGWEI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MAJOR ARCHERY RITE 

 YUAN JUN-JIE * 

Abstract The archery rit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tual system in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周 Dynasties, as well as a major subject of study in ritu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ies. The poem Hangwei 行葦, compos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Cheng Wang 成王 , describes the feast, archery and 
elderly-honouring events held by the kings and their countrymen, reflecting the 
practice of early Zhou from Gong Liu 公劉 to King Che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he weapon, and the masters and aims of the rite reveals 
that the poem was recounting the “Major Archery Rite”. The rite employs 
equipment such as Diaogong 敦弓, Houshi 鍭矢, Jiage 甲革 and Zhenzhi 椹質, 
and the competition imposed rules that demand a full draw, precision, four 
consecutive shooting of straight arrows, ranking by talents, and zero insolence. The 
event took place in Zegong 澤宮 and aimed to select officials by competition. It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and late Zhou archery rites, and how rite had 
developed after Zhou Gong 周公 had reformed the Zhou ritual system. 

Keywords Hangwei,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major archery 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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