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器略說 

關長龍* 

摘要 

禮器作爲禮學傳統中的一個概念，因被用於多種語境而致意義所指不一，頗不

便於禮學傳統的梳理與討論，故今以《禮記．樂記》所論之禮學三要素「禮情」（禮

意）、「禮文」（禮儀）和「禮器」爲據，對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

也」加以分疏，希望對釐清此一概念有所幫助。 

關鍵詞 

禮學  禮器  制度  文章 

王國維（1877-1927）曾通過歸納甲骨文中從「二玉在器之形」的文字推證：「古

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豊，行禮之器。』……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

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1 這說明禮器是人們「事神致福」時的必要條件

之一2，它與「禮情」、「禮文」一起構成了行禮必備的三個基本要素。《禮記．樂記》

云： 

簠簋俎豆、制度文章，禮之器也；升降上下、周還裼襲，禮之文也。故

知禮樂之情者能作，識禮樂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

述作之謂也。3 

                                                 
*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1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91。 
2  《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3  本文的三禮文字皆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禮記正義》（2008 年）、《周禮注疏》（2010 年）、《儀

禮注疏》（2008 年），其餘經書皆據中華書局 1980 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後不一一出注説明。 



《能仁學報》第十三期 

 

64

這裡的「禮文」、「禮情」又被稱爲「禮儀」和「禮意」4，而禮器與禮儀是用來

呈現和表達禮意的，所謂「器以藏禮，禮以行義」是也5。從禮字的構形看，可知禮

器當包括用於行禮之贄物以及用於盛放此贄物的容器6，亦即提到禮器之時，雖或以

其容器如「簠簋俎豆」云云作代稱，但其實必兼贄物言之，如《禮記．坊記》載孔

子（前 551-前 479）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設禮。」其「祭

器」之說必兼贄物甚至附於此「祭器」與贄物上的制度、文章而言，且尤以贄物爲

其主體7，至於承載贄物的容器，不過是今日所謂的「包裝盒」而已，之所以因容器

而稱贄物，蓋古人「因卑達尊之意也」8。然自漢初禮圖學出現後9，論者皆以後者

爲禮器之備10，積至清修《皇朝禮器圖式》，益加坐實其意，遂致作爲禮學三要素之

                                                 
4  如黃侃在〈禮學略説〉中云：「有禮之意，有禮之具，有禮之文。」載《黃侃論學雜著》（北京：

中華書局，1964 年），頁 463；沈文倬在〈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中云：「（禮書）

是記錄『禮物』、『禮儀』和它所表達的禮意的文字書本。」載《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年），頁 7。 
5  《左傳》成公二年載孔子語。 
6  按贄物在傳統雖或亦有專稱，然甚不一致，如宋代黃榦《勉齋集》卷 21〈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云：「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頁 233。）元代鄭泳《義門鄭氏家儀》中的〈鄭氏祭田記〉云：「宗明分序，禮之質也。升降

俯伏，禮之文也。籩豆罍斝，禮之器也。牲醪粢盛，禮之物也。」（民國《續金華叢書》本）各以

「禮之用」、「禮之物」稱之。今以「禮物」之稱多兼禮之制度、文章而言，故别取禮書贄物連文

概之，以爲禮物之制度、文章剥離後的實物部分。 
7  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在其名著《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中指出：「可以確

鑿地講，在薩摩亞人的贈禮制度中，也存在着嚴格意義上的誇富宴的兩大基本要素：一是榮譽、

威望和財富所賦予的『曼納』（mana）；二是回禮的絕對義務，如不回禮，便會導致『曼納』、權

威、法寶以及本身便是權威的財富之源的喪失。」（汲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6-17。）

莫斯所謂的呈現「禮尚往來」信條之根本力量所在的「禮物」，當然也應以此贄物爲主而言之。 
8  漢蔡邕《獨斷》卷上釋「陛下」云：「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

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四部叢

刊》本，頁 2。） 
9  漢代鄭玄首著《三禮圖》，其後代有續補，至宋聶崇義集其大成，因其書所論皆爲承載「禮摯」的

器具，故乾隆三十年修定《三禮義疏》之《儀禮義疏》末所附之《禮器圖》，即用宋楊復《儀禮圖》

本而稍爲校正，又清吳之英亦徑以《禮器圖》命其同類作品。 
10  如王國維之《古禮器略說》，亦僅集錄了有關鍾、句鑃、 、卣、斝、兕觥、盉、彝、俎等十篇考

訂文字。現代學人對「禮器」的界定則較爲扞格，一般說來，其概念多解作行禮時所使用的器物，

但在具體討論其內容時，卻僅限於三禮文本和先秦出土文物中所涉及的容器性器物，且其範圍又

往往僅限於宗祭之器，以至於《漢語大詞典》禮器條徑解之作「祭器」。或稍益其範圍，而及於宮

室、輿服、樂器之屬，然於此容器所承載的贄物之實則避而不論，雖因禮書之多以代稱而取器舍

實，出土文物又多器存實朽或器本即存而未用，遂致其所承載之贄物難論，然無論如何，總令人

有捨本逐末之憾，更有甚者，致生禮器即容器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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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禮器」概念邊界不明。本文擬據前引《樂記》禮器之說，從禮器之實物、制

度、文章三個層面，對此稍加討論，希能抛磚引玉，以促進禮學傳統的梳理與當代

重建之探討。 

（一）禮器之實物 

今知最早著錄禮器的著作蓋爲漢初叔孫通（?-約前 194）所著的《漢禮器制度》，

然原書久佚，其分類部目不詳，清人有數種輯本，若王謨（1731-1817）《漢魏遺書

鈔》本輯有十九條，內容涉及葬器、盛器、服飾、食器、樂器、儀仗、祭器等等。

宋代聶崇義（生卒年不詳）《新定三禮圖》集前代「三禮圖」之大成，則設十九目，

可分爲服飾、宮室、射具、玉器、盛器、喪具六類。明御用典籍《禮制集要》列有

十三目：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

本式、署押體式11。而清代通禮研究的代表作，如江永（1681-1762）《三禮綱目》列

有喪服、祭物、名器、樂器等專目，其中名器下收有衣服、宮室、車旗、玉器、摯、

節、雜器、度量權衡等；黃以周（1828-1899）《禮書通故》列有宮室、衣服、車制、

名物之專目，其中名物下收有玉器、贄物、符節、坐具、食具、樂器等。今人吳十

洲《兩周禮器制度研究》對銅器銘文、東周禮書及墓葬考古中所見的「禮器」分別

考論，綜其類屬，可分八類：玉器、青銅容器、漆木竹陶禮器、樂器、車服、鑾旗、

兵器、喪葬器12。又當代禮學家錢玄在其撰修的《三禮辭典》中，於五禮之器各歸

其類外，另設與禮器相關者如射禮投壺13、樂舞、卜筮、天文曆法、服飾、飲食、

車馬、兵器、旗幟、玉器符節、器物（包括飲器、食器、坐具、用器等）、動植物等

十餘目。 

以上諸家論說，皆以三禮及先秦出土文物爲對象，然其揭「禮圖」、「禮器」之

                                                 
11  參《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5，頁 96。 
12  參《兩周禮器制度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 年），頁 423。 
13  之所以謂之「與禮器相關者」，因錢先生並未以「禮器」之名統攝眾目。稽諸先生所著《三禮名物

通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其序中揭云：「夫學《禮》不外四端：一曰禮之義，

所以論禮之尊卑、親疏之義也。如《禮記》所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聘義》

等篇是也。二曰禮之節，詳吉凶賓軍嘉五禮之節文也。《儀禮》十七篇所述是也。三曰百官之職，

則《周禮》所記三百六十官之職掌也。四曰禮之具，乃散見於《三禮》中有關宮室、器用名物也。」

用黄侃「禮之具」名，其後錢氏著《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則析爲

四編：禮書編、名物編、制度編、禮儀編，其中名物編下又分爲衣服、飲食、宮室、車馬、武備、

旗幟玉瑞、樂舞、喪葬八個子目，亦不用「禮器」之名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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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者，似皆不取能直接獻祭的贄物，其兼論用於獻祭之贄物者又不用「禮圖」、「禮

器」之名。至清乾隆時期敕修《皇朝禮器圖式》，才踵漢而成論當代禮器之作，其書

計分六大部類： 

祭器部（14 類）：收有用於祭祀的玉器和盛器。 

儀器部（4 類）：收有用於觀測天地的各種儀器和時鐘。 

冠服部（男 24 類，女 17 類）：收有男女各種冠戴禮服。 

樂器部（87 類）：收有各種樂器。 

鹵簿部（35 類）：收有各種車馬儀仗。 

武備部（26 類）：收有作爲儀仗用的各種防保護和攻擊性武器，以及旗幟、帳

篷等。 

因於舊類有所擴充，故特於卷首申明云： 

是編所述則皆昭代典章，事事得諸目驗，故毫釐畢肖，分刌無訛。聖世

鴻規燦然明備，其中儀器、武備二類，舊皆別自爲書，今乃列之於禮器，與

古例稍殊，然周代眎祲、保章、馮相所職，皆天象而隸於春官。禮有五目，

軍禮居三，而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龍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怒』者，戰陣之令，乃載於《曲禮》。蓋禮者理也，其義至大，其所包者亦

至廣，故凡有制而不可越者，皆謂之禮，《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

禮》之名，蓋由於此。今以儀器、武備併歸禮樂，正三代之古義，未可以不

類疑也。」14 

從以上各家各代的分類中，可以看出，其諸類的分別大致是以功用來歸納的，

但從各家各代的個別差異中，我們似乎應該有所追問：禮器到底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譬如一個普通人家日常使用的飯碗，如果盛過或者多次盛過祭品，是否就能算是祭

器？如果一定強調其專屬性，就是說做過祭器的碗，就不能再用於日常飲食，那麼

又該如何稱呼那些平時作食器而祭時亦作容器的「碗」呢？而且如果僅僅從名稱上

看，我們也不能肯定地說前引諸家所及之器物就一定是禮器，除了那些可用作常物

的器物之外，就以眾所共知的「專用禮器」而言，如果一個「鼎」被用來盛米了，

那它還是禮器嗎？如果說鑄鼎時代的「鼎」不會被用來盛米，那能用「鼎」來盛米

                                                 
14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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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其禮器又有哪些呢？要想梳理禮器的界定和分類問題，重溫禮學的緣起，

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荀子．禮論》云： 

禮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不得則不能無求，求而無度量分界

則不能無爭，爭則亂，亂則窮。先王惡其亂也，故制禮義以分之，以養人之

欲，給人之求，使欲必不窮乎物，物必不屈於欲，兩者相持而長，是禮之所

起也。故禮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盉，所以養口也；椒蘭芬苾，所以養

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

也；疏房檖 、越席牀笫幾筵，所以養體也，故禮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

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故孰知夫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禮義文理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見，若者必死；

苟利之爲見，若者必害；苟怠惰愉懦之爲安，若者必危；苟情說之爲樂，若

者必滅。故人一之於禮義，則兩得之；一之於性情，則兩喪之矣。15 

由上文可知，合於禮義之宜的「六覺」（口鼻目耳體「意」）養器皆為禮器，只

不過其所論之禮爲常禮——即個體居家生存活動之禮16，與前文討論「禮器」分類

諸文所針對的典禮——即個體作爲主人參與群體活動之禮有內外常變之異17。前者

爲個體生活中的基本行爲，故「以素爲貴」，所謂「至敬無文，父党無容」（《禮器》）

是也；後者爲個體生活中的「節點」行爲18，是基本行爲的「群體延伸」，故「以文

                                                 
15  楊柳橋《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頁 508-509。此段文字與《禮記．樂記》中的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意思略同，惟彼文字略簡，可相參證。又

《荀子》所載文字，亦見於《史記．禮書》，惟箇別文字略有省改。 
16  按此家人是否應該包括夫妻，似仍有可商之地，若後文引《禮記．禮器》「以素爲貴」者中例及「父

党」，而清李道平云：「以天合者貴乎質，父子兄弟是也；以人合者貴乎文，君臣夫婦也。」（《周

易集解纂疏》賁卦之序卦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244。）又所謂個體居家生存活動之

禮，是包括個體作爲客人參與典禮的活動，與作爲主人參與典禮活動所必須體悟的生命「過渡」

意義不同。 
17 《周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孔穎達疏：「既知萬物以此

變動，觀看其物之會合變通，當此會通之時，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是典禮乃「物之會合變通」

時所行之儀法，蓋較常禮爲豐贍也。 
18  此「節點」即人類學中所謂的「過渡」，包括人生成長（如生育、成人、生日、成家、喪葬等）及

交往（如祭祀、交友、聚會、拜謁、救助等）以至月令（如年節、分至、朔望等）諸環節；引之

於國家主體，蓋可容納傳統禮書所載五禮的全部內容。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著，張舉

文譯之《過渡禮儀》云：「其中每一事件都伴有儀式，其根本目標相同：使個體能夠從一確定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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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貴」。要之「文」之所起，亦因「素」而加飾焉19。落實到禮器層面，則典禮之禮

器雖較常禮爲富，然亦必因「六覺」之養而外推，唯常禮以養及主體之心靈爲安，

而典禮則兼養於他者之心靈，乃至於先祖之鬼靈和自然之神靈。回歸到我們的禮器

分類思考，從禮物與禮儀乃是用以達成溝通「神」、「祖靈」以及「心靈」之境界的

角度考慮，蓋可對前引諸家禮器作如下分疏： 

贄物選擇：贄物是行禮進獻的真正器物，或者說是傳統禮器之內核，禮書亦分

別稱之爲器實、豆實、鼎實等等，然則實即因器而陳之物，今則多以禮物稱之。法

國學者阿諾爾德．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曾指出：「邁向對禮儀

分類之第一步需將禮儀分爲兩類：感應性禮儀（rites sympathiques）與感染性禮儀

（rites contagionnistes）。」20 然感應與感染正欲因主體之六覺（眼耳鼻舌身意）而

引領其心靈聖化，故相關禮器之設定正需因此而作出選擇：如能庇體並引之走入聖

境的宮室、輿服、棺槨以及儀仗，能因耳以「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樂

記》）的音樂發出者——樂器，能因口鼻而臻入靈境的犧牲酒醴、黍稷馨香，能因意

之導引而輸誠示敬的珍寶玉帛、卜筮之具等等21。至於眼之所及，則無不在矣，且

將及於承載此贄物之「包裝」薦器。 

包裝選擇：禮器之內核既定，則其「包裝」亦因之而成、因之而變可矣。若鐘

鼎彝器、簠簋俎豆乃至礼器之制度文章，先秦用之可也，後世自是有承有變，取捨

                                                                                                                                      
地進渡到另一同樣確定的境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3-4。）具體說來，過渡儀式

的功能就如金澤在《宗教禁忌》中所指出的：「以神或祖靈的意志爲權威，將社會成員所須承擔的

社會職責和義務神聖化，使社會成員，尤其是新成員們對之畏懼并遵守之，從而既保證社會秩序

的自然延續及其約束力，又幫助個人順利實現該階段的人格轉變與精神轉變。人生的旅程是不連

貫的，它有一個又一個的中斷點。在這些中斷點上，人們告別了舊有的『自我』，嬗變爲新的『自

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8 年，頁 164）。 
19  《荀子．禮論》云：「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

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荀子詁譯》頁 540）不過荀子的飾禮之說亦非僅隨意而爲，而是

主體在參與典禮活動中表達性情的一些必要的方式：「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禮隆盛也。無

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同前，頁 534。） 
20  《過渡禮儀》，頁 4。 
21  卜筮乃爲禮典舉行前對某些非預定的禮典時間與空間乃致賓客選擇等作必要的神聖定位，則《皇

朝禮器圖式》所列之儀器部以及傳統用以「決疑」的卜筮數術之器皆在焉。李安宅《〈儀禮〉與〈禮

記〉之社會學的研究》指出：「卜筮的應用，幾於個個禮節上都有地位，如冠禮之『筮日』、『筮賓』，

婚禮之卜而『納吉』、卜而『請期』，喪禮之筮葬地、筮葬日、筮屍，特牲饋食禮之筮日、筮屍，

少牢饋食禮之諏日而筮與筮屍等，載於《儀禮》者甚多。祇有因着節氣而行的定禮，用不着這一

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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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簡從宜，循「禮時爲大」之則可也，要之亦以能參與引導主體之輸誠示敬、「事神

致福」爲上選。 

（二）禮器之制度 

《荀子．禮論》云：「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變不亂，貳（貸）

之則喪。」22 其「節」、「當」之法度即禮之制也。《禮記．樂記》云：「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孔穎達（574-648）疏：「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

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就是說禮制

是使「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的基本規則。「天地之事」本各有其宜，然「人」因有主

觀能動性，故當其介入「天地之事」時，如何繼續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呢？禮制正是歷代學人對此行爲依據的探索結果。《漢書．禮樂志》云： 

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怒哀樂之情。天稟其性而不能節也，聖人能爲

之節而不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禮樂，所以通神明、立人倫、正情性、節萬

事者也。人性有男女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禮；有交接長幼之序，爲

制鄉飲之禮；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禮；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

之禮。 

其實「通神明」乃「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之所本，「人倫」傳統多概之以

五倫，若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23，是傳統社會五種基本的人倫關係，誠

敬於性靈之中乃是人倫秩序之至境；「情性」乃緣於身體，是「修身爲本」的培養之

具，能「明明德」而又外推以「新民」（及於人倫）、「止善」（及於萬事），方得聖賢

之實；「萬事」蓋針對自然而言，作爲一個持有萬物有靈信仰的文化傳統而言，人與

萬物的關係，自是在「神明」層面加以維護，才算是終極合序境界。 

與上節所述之「實物」禮器不同，「制度」與下節所述的「文章」並是禮器中的

符號（傳統謂之「象」）性表達，它们往往要依附於一定的實物，才能得到呈現。也

就是說，制度本身僅僅是一種符號性存在。 

                                                 
22  《荀子詁譯》，頁 520。其中「貳」字當爲「貸」字誤校，故不從之。 
23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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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言之，若「萬事」之神明則有天神、人鬼、地祇之分，如《周禮．大宗伯》

謂「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

謂祭天神以煙燎，祭地祇以血牲，祭人鬼以饋食，進而分之，天神又有昊天上帝、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云云，人鬼皆爲先王，然其對象自然有所不同，

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云云，地祇則益爲豐富，及於四方百物之

神。另外，因時空展開而呈現的節令物候、區域分野等，亦當入於此類。至於如何

溝通諸物神之法度，則又具體而微者矣。 

「情性」乃天賦所得，《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熹（1130-1200）解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

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也。」

「情」乃性因外物而發，蒙培元云：「情感是接於外而動於中的最初的意識活動，『感

應之幾』首先是從情感上說的，有情感而後有態度、需要、動機等等，有態度、需

要、動機而後有意志，因此說，情感決定意志，即『意因有是情而後用』。」24「情

性」既是個體存在，則其生命體知之節自當以時間爲序，故生長婚喪、節日誕辰皆

其序也，若拜望、賀慶、恤唁云云尤繁，其如飲食、脤膰、賻贈等等，固當以養物

爲備。而其成長習得之法亦自有典範，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習，經典之頌，

以及《曲禮》《少儀》所述、《大學》《中庸》之示等等，皆其制也。唯「情性」以死

喪爲終，而「死人」固與「生人」有別，其器物之制當以「備而不用」爲禮，如食

物、牲肉皆用半熟，器物皆用粗窳，且不能裝盛實物云云25。 

「人倫」作爲社會關係的概括，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而成爲現代制度研究之大

宗，若當代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云：「制度是一個社會的遊戲

規則，更規範地說，它們是爲決定人們的相互關係而人爲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

                                                 
24  《情感與理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5。 
25  《荀子．禮論》：「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罋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斫，陶器不

成物，薄器不成用，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荀子詁譯》

頁 540）又《禮記．檀弓上》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

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

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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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向人們提供一個日常生活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制度是人們發生相互關係的

指南。」26 明其已不再觸及自然萬物和生命本身的關係了。而且「人倫制度」也是

歷代禮書輯論之大宗，若朱熹《儀禮經傳通解》輯集傳統禮書所載之「五宗」、「親

屬記」、「學制」、「弟子職」、「臣禮」、「保傅」、「諸侯相朝禮」、「覲禮」、「王制」等

等，至於清世所修諸書如江永之《禮書綱目》即於五禮之外別收「兵制」、「田役」、

「職官」、「封建」、「內治」、「政事」、「井田」、「財賦」、「學制」、「五宗」（述宗法之

制）、「刑辟」等，又黃以周《禮書通故》則收有「宗法」、「學校」、「選舉」、「職官」、

「井田」、「田賦」、「職役」、「錢幣」、「封國」、「刑法」等等，所謂國法家規，皆歷

歷可見。 

至於作爲典禮的「五禮」所及之「制」，是又諸制度各因其所宜而託於儀物以「別

異」（過渡）之所爲也。如《禮記．禮器》云： 

先王之立禮也，有本有文。忠信，禮之本也；義理，禮之文也。無本不

立，無文不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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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利也。故天不

生，地不養，君子不以爲禮，鬼神弗饗也。居山以魚鱉爲禮，居澤地以鹿豕

爲禮，君子謂之不知禮。故必舉其定國之數，以爲禮之大經；禮之大倫，以

地廣狹；禮之薄厚，與年之上下。是故年雖大殺，衆不匡懼，則上之制禮也

節矣。禮，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

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來孝。」天地之祭，

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倫也。社稷山川之事，鬼神之祭，體也。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牢而祭，不必有餘，

此之謂稱也。 

是爲典禮製作的基本原則，其具體用度的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以及儀式

的選擇組配之法度條目等等，亦皆因此而裁定。清王懋竑（1668-1741）《讀書記疑》

卷三「禮器」記疑云：「方氏曰：『凡有形名分守者，皆禮之器。』陳氏曰：『禮之文

                                                 
26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著，劉守英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

店，1994 年），頁 3-4。又諾斯將制度分爲三種類型：正式規則，如政府制定的法規等；非正式規

則，如世代相傳的觀念習俗等；以及制度的執行機制。此與《漢語大詞典》因傳統文獻而歸納出

的第一個義項亦頗爲相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只不過前者更爲精密

周致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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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於形名度數之閒。』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具矣。

三説亦略同，似較爲妥。竊詳下文以多爲貴、以少爲貴等語，皆指形名度數而言，

自當以器言之，舉一器而形名度數皆該其中矣。」27 其意蓋因「禮器，是謂大備」，

進而對「禮器」之通義進行思考，而此一理解正謂禮器當包容那些與天地之節序一

致的，可以實現禮之「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功能的形名度數。要之，

「五禮」的「制」亦「禮之器也」之一種。 

（三）禮器之文章 

簠簋俎豆、宮室輿服等作爲禮器之實物，在施於典禮時，或有大小、用料、數

量等之制度規定，然其取「象」（symbol）之形態、結構、佈局，則有「文章」在焉，

三者配合構成有利於行禮者展示禮意的神聖場景。故此「文章」乃是「禮器」之組

成部分，而行禮主體「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的「禮之文也」不與焉。 

《漢語大詞典》「文章」下除末三個因比喻或代稱等而產生的引申義外，計有六

個義項：1、錯雜的色彩或花紋。2、禮樂制度。3、指車服旌旗等，古代於其上加彩

飾以區別尊卑貴賤。4、文字。5、文辭或獨立成篇的文字。6、特指文學作品。其中

二、三義項雖有種屬之別，但皆明確爲禮學內容；後三者則爲專用的語言符號。從

前文的梳理看，作爲禮器的「文章」內容雖然必有「車服旌旗等」之上的「彩飾」，

但似又不能僅限於此，否則就不可能做到禮學三要素諸概念間的內在周延，如果以

「禮樂制度」等同於禮器之「文章」，又與前節「禮器之制度」相扞格，又或者是否

「錯雜的色彩花紋」皆能屬於「禮器之文章」，似乎亦無界定之據。因此我們不得不

再去追溯「文章」一詞的義理緣起。 

按《說文》：「文，錯畫也，像交文。」段玉裁（1735-1815）注：「像兩紋交互

也，紋者，文之俗字。」那麼「文」作爲一種彰顯標誌在它存在的同時，它也就遮

蔽了一些本然的東西。這與它的同源詞比較，也可以獲得同樣的印證。如墳、捫、

悶、抆等，它們都是在突顯一種標誌或狀態的同時，又遮蔽了其所在物體的本然特

性。這種遮蔽也是具有破壞性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文」的另外幾個具有「縫隙」

義的同源詞中看出來，如門作爲一種供人出入的工具，它在開啟的同時，也就破壞

了原來物體的完整，如聞作爲我們的接受行爲之一，我們在專注於「聞」的同時，

                                                 
27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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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專注於另外的感知，這也就破壞了我們感覺系統的整體性。還有璺、縫、釁

等等，他們都有縫隙義，它們都在打開的同時破壞了它所打開物體的完整性，正如

《莊子．應帝王》中的倏忽鑿混沌而爲之開竅的寓言故事一樣，在使混沌啟蒙的同

時，也就破壞並失去了混沌。基於這種語源追究，可以說，「文」化以後的彰顯（包

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在安撫我們的生命欲求的同時，也讓我們的生命付出了失

卻整體靈感的代價。這也就是《周易．賁卦》中所說的：「文明以止，人文也」的人

文時代，宋代學者程頤（1033-1107）在《周易程氏傳》中申釋云： 

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理。理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不獨立，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

能識之！天文，天之理也；人文，人之道也。28 

也就是說，人類在向「文」轉化的同時，「文」就開始遮蔽了作爲人之本根的質，

即隱藏在我們靈魂深處的那些東西，並且隨着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加大着這種遮

蔽的力度。因此，作爲具有正當性的「文」，就應該如程頤所說的要「二則爲文」，

即能彰顯人類及其所賴以生存的萬物之本質的「文」（借助於「文」而彰顯的東西），

才是正當的「人文」，而「章」則是「文」的組合和複雜化。也可以說，正當的「文

章」應該能呈現一種「象」（即今移用西文 symbol 的「符號」），如《周禮．大宗伯》

六器鄭玄（127-200）注云：「禮神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

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

天半見。」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

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

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

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等等，它能因時提斯和啟動人類的

理性對心靈及终極實在的呼應。《周易．繫辭》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28  《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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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宜，近取諸身，遠取諸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神明之德，以類萬物之

情。 

聖人有以見天下之賾而擬諸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

見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行其典禮，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

天下之至賾而不可惡也，言天下之至動而不可亂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雖論卦爻取象之緣起，然作爲具有正當性的紋飾「質素」的「文章」，正須該

備能「通神明」的特性，如此亦正與禮之「事神致福」的功能相一致。而作爲文章

之「象」的呈現方式，亦必通過形態、結構、佈局得以呈現，唯其構成材質，蓋可

類舉如下諸目： 

圖形文章：指以訴諸視覺爲主且多以靜態畫面呈現爲特徵的文飾與色彩等。其

表現材料比較豐富，如依託於筆墨的圖畫寫作，依託於絲綿布帛的製作服飾，依託

於土石竹木的宮室棺槨，依託於金屬陶瓷的用具盛器，依託於自然物的各種贄物古

玩等等。 

音聲文章：指以訴諸聽覺爲主且多以樂音呈現爲特徵的音樂與聲響。泛稱禮時

多兼樂言，《禮記．樂記》云：「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白虎通．禮樂》：「樂

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

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29 

舞容文章：指以兼顧視聽覺且多以動態畫面呈現爲特徵的舞蹈與表達。《白虎

通．禮樂》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30 又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

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

干舞，助時藏也。」31《禮記．樂記》云：「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

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又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 

                                                 
29  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3，頁 104-105。 
30  同上，頁 115。 
31  同上，頁 109。 



禮器略說 

 

75

凡此皆構成行禮主體活動的「文章」背景，而此文章又或與制度配合，共同依

託於實物而呈現，以成就行禮主體活動的整個「禮器」背景。另外，吳十洲在《兩

周禮器制度研究》中指出：「如紅山、良渚文化之玉器，僅有象徵作用而無若干等級

的節度作用，禮器制度未成；而春秋戰國之際，諸侯卿大夫之僭越行徑，僅強調了

禮器的象徵作用，而偏廢了其節度作用，是時禮制衰敗矣。孔子曰：『八佾舞於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說的是禮儀喪失了等級上的節度，即『禮壞樂崩』；又曰：

『觚不觚，觚哉。』則說的是禮器的象徵作用也有了問題。」32 制度是與「人倫」

之認知相併而行的，一旦人倫認知有了變化，其制度自然需要調整以適應之；而象

徵作爲文章之法象，則是與格致之體證相併而行的，隨着格致體證有所深入，則個

別的法象更改亦「時中」應有之義。然「道勢」浮沉以及「勢」對「道」之底線的

觸碰試探，代有爲者，正刑罰之制所當有爲也。 

（四）結論 

《周易．繫辭上》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句，朱熹《周易本

義》解云：「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33 此以「形而下」之萬物皆

因道而生，故亦寓道於其中，人可因其身之道而通萬物、合天人，最終覺解成聖34，

是乃第一層面之「器」。《禮記．禮器》云：「禮器，是謂大備。」則以禮爲器以求成

人至道，如此則禮作爲一個整體起着「器」的作用，此與孟子（前 372-前 289）「禮

門義路」之說一致，是爲第二層面的「器」。而《禮記．樂記》又以禮情、禮文、禮

器構成「事神致福」之禮的三要素，其「禮器」又包括實物、制度、文章三要素，

是爲第三層面的「器」。又漢以來多以「禮器」指代以盛器爲主的祭器之類，則又可

視爲第四層面的「器」。要之，從禮學發展史及當代禮學復興層面論之，則當以第三

層面的「禮器」爲禮學之主脈。作爲禮器三要素的實物、制度、文章，或可省稱作

                                                 
32  《兩周禮器制度研究》，頁 421-422。 
33  《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50。 
34  《孔子家語．五儀解》：「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24-25。）《靈樞經》卷六〈逆順肥瘦〉：「聖人之爲道者，上合

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靈樞經校釋》，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年，頁 542。）《朱子語類》卷 130：「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

便是有軀殼底道。」（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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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器」、「名器」和「文器」35，以便於禮學研究者進一步討論。 

 

                                                 
35 《左傳．成公二年》：「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杜預注：「器，車服；名，爵號。」

蘇轍《上哲宗論蜀茶》：「至於鹽茶之官，發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

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 108，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168。）皆以「名器」代指爵號、職官等，擴而充之，藉以代指禮器之

制度，或亦不為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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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CCOUNT OF RITUAL VESSELS 

 GUAN CHANG-LONG * 

Abstract As a concept in the traditional ritual studies, “ritual vessel” has been use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in which its meaning var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and discuss.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etiquette as 
recorded in the “Yueji 樂記” chapter of Liji 禮記, namely “ritual sentiment”, 
“ritual code” and “ritual vessel”,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decipher the phrase 
“the four vessels fu 簠, gui 簋, zu 俎 and dou 豆, together with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writing, are the vessels of ritual”, in the hope of clarifying such a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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