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望祀及宋代士人對真宗封禪意見管窺 

──以楊復《祭禮》為例 

劉千惠* 

摘要 

遠古人類基於萬物有靈觀之態度，因此對山林川澤抱持敬畏之心，進而崇拜高

山大川。也由於此種景仰之心態，他們以為山林能夠興雲致雨，甚至能夠禳災祈福，

於是進而為其設廟祭祀。 

其後祭祀山川與政治統治相結合，祭祀山川成為官方之事。甚至只有帝王才能

行望祀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只能祭祀其境內之川澤，否則即是逾越。 

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乃在於宋代祭祀山林一事，與前朝相比是否有其特殊性。

謹以楊復（1866-?）《祭禮》為例，藉宋代學者之討論，了解官方祭祀山林之態度，

與學者間之意見是否有所不同。 

本文主要分為四點，第一為宋代望祀之規格；第二為強調祭祀者之身份，第三

是道教對宋代祭祀山林之禮的影響；最後為士人對宋真宗行封禪一事之態度。希望

透過有關此四方面之分析，能呈顯出宋代祭祀山林特殊之處。 

關鍵詞 

望祀  祭祀山林  宋代  楊復  《祭禮》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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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遠古時代，基於「萬物有靈觀」，所以人類對於不了解的自然環境自然心懷畏

懼心裡，對於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自然賦予想像。而在狩獵時期，高山是人類生

活中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人們獵獲來的野獸，其肉可食，其皮可衣。高山上生長

的眾多植物，其果實或植物本身，又成為人們採集的對象。但狩獵帶有偶然性，又

有很大的危險與冒險性，因此，狩獵中既希望大有收獲，又希望人身平安。當這種

希望在現實中遠遠得不到滿足，或者人們將一些偶然發生的事聯繫到一起思考時，

人們便認為山有精靈在其中起作用。1 

  遠古人們所崇拜的高山有兩類。一類是自然中實際存在的高山，如中原地區所

尊崇的泰山、東北滿族崇拜的長白山、南方黎族崇拜的五指山、西南藏族崇拜的念

青唐古拉山等。這些高山的神靈，都是人格化了的自然神，人們祭祀它們，往往帶

有明確的功利性。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神靈實際已成了部族或村寨的保護神，在長

期的演變中，慢慢地具有了地神的性質，被請進山神廟，享受人們的供奉香火。2 

  由於山岳的各種自然屬性及其所產生的各種自然現象，因此人們普遍對於山岳

有著既景仰又畏懼的心理。這種景仰及畏懼的心理慢慢地形成了山岳崇拜。無論古

今中外，人們皆對山岳有著景仰的心態，因為古人以為山岳能夠興雲致雨，甚至能

夠禳災祈福、長生長壽，隨著社會的演進，山岳之神也被賦予愈來愈多的職能（如

求子），使得祭祀山神的目的更加多元。 

  關於山川之祭，殷商一代已確有其事，如據《尚書》所載，其言：「望于山川，

遍于群神」、「望秩于山川」等，由此可知三代以前，確已有望祀之禮。到了周代，

舉行望祀之祭，屢屢見於《春秋》、《周禮》、《國語》中，故可知其已成為常祀之一。 

  〈祭法〉有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主要即表明山林川澤的資源利於民，然而其等有別，所以所報有異，因此祭祀時必

須視身分而祭，只有天子才能以天下至尊的身分，享有望祀四方高山大川的權利，

至於諸侯們，只享有祭祀符合自己身分的山川大澤。而山林川澤因為是提供人民生

活資源所在，才值得祭祀崇拜，如果不屬於此類者，則不能混於祭祀之列。 

  如前所述，望祀之舉行起源於對自然神靈的崇拜，此乃因對山川之天然災害有

                                                 
1  見傅亞庶著：《中國上古祭祀文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43。 

2   參傅亞庶著：《中國上古祭祀文化》，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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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畏懼，後因被賦予愈來愈多職能，故祭祀山神的目的顯得多元。在此一情況下，

望祀與政治統治相結合，不再如其原始意義，只由百姓行祭祀山川之禮，某些特定

之祭祀，其身分甚至只能由天子進行，如封禪一事。統治者主要藉由祭祀一事，達

到為其統治服務的目的，國家對山川祭祀權的控制，也是為鞏固階級制度的手段之

一。《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載：「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處說明山川祭祀與個人身分有其關聯性，不得踰越自己

的身份行祭祀山川之禮。 

  關於望祀，《周禮．春官．大宗伯》言：「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

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3 又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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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此之外，還有專門執掌的男巫主持祭祀的

儀式。張鶴泉將周代祭祀山川之方式歸納為三種：一是望祀，其是對山川的一種象

徵性祭祀；第二是祈祀，通過對山川的祭祀，乞求山川之神的福佑；第三是告祭，

當國家有重大政治活動時，秉告山川之神而舉行祭祀活動。5 祭祀山川之三種方式，

不僅在周代如此，一直到後世仍常可見諸於史傳中。 

  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乃在於宋代祭祀山川一事，與前代有何異同？其特色為

何？藉由楊復（1866-?）《祭禮》一書，可以觀察到，其解說禮儀時，常引用前朝或

當朝詔令奏議6，故可透過此書，了解朝臣對於經書與禮制的討論過程，藉以明瞭當

時祭祀山林之禮的真正實行情況。除此之外，楊復之書將「封禪」一事併入「祀四

望禮」中，將其討論與山川祭祀視為同等，此與封禪實際祭天之內涵相違背，由書

中所記，或可探知楊復與當時士人對封禪一事之看法。 

                                                 
3  見［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第 5

册，卷 33，頁 1296。 

4  見［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第 5 册，卷 33，頁 1314。 

5  詳參張鶴泉著：《周代祭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5 月），頁 40-42。 

6  關於楊復《祭禮》一書，據整理者之書前序言所言：「他在說解禮儀時，引用前朝或當朝詔令奏議

的內容，而評斷態度一仍前所述。唯然透過朝臣在朝廷中對經書與禮制的討論過程，才能證明禮

儀真正的實行情況，而不再只是紙上談兵。楊復從禮學理論的角度對各種禮議進行評斷，使朝廷

議禮與經學家的學說並列，納入到同一個禮學理論的框架內，可以說是經學統攝禮制的特例，亦

是編纂禮書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

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1 年 9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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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望祀之規格 

  關於宋代具體實行禮儀所頒佈之國家禮典，據《宋史．禮志》所言，其至開寶

年間，因國勢漸穩，宋太祖（927-976）始命劉溫叟（909-971）等人編纂禮典，其

言： 

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

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

元禮》而損益之。7 

由此處記載可知，宋初之禮典多因襲唐禮典而損益。《開寶通禮》今雖不存，然在宋

仁宗（1010-1063）時由歐陽脩（1007-1072）所編之《太常因革禮》亦可見不少引

述《開寶通禮》之文字。現今尚可見宋代之禮典為仁宗朝所編之《太常因革禮》、徽

宗朝之《政和五禮新儀》，以及南宋孝宗之《中興禮書》、寧宗之《中興禮書續編》。

《太常因革禮》卷四十九有「祭五嶽四鎮」、「祭四海四瀆」。《政和五禮新儀》卷九

十五為「祭五方嶽鎮海瀆儀」、卷九十六為「諸州祭嶽鎮海瀆儀」。《中興禮書》卷一

百四十七「嶽鎮海瀆 諸州祭獻鎮海瀆附」，然此卷闕佚。《中興禮書續編》僅是以

孝宗朝典禮續纂，故未有望祀之載。8 故若欲對宋代望祀有所研究，除可參考《宋

史．禮志》所載外，另可參見《太常因革禮》與《政和五禮新儀》。 

  終有宋一代，其禮儀典制多循唐制，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即

言：「國朝制作，多循漢唐之舊。」9 今據《舊唐書．禮儀》所載可知： 

                                                 
7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 7 月），卷 98，頁 2421。關於《開

寶通禮》之編纂情況，可參考張文昌著：《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5 月），頁 138-160。其對於《開寶通禮》之編纂時間、參與編纂者、

與中古禮典之關係、所錄之新禮、其行用與限制等皆有詳細考訂。由其考訂可知，《開寶通禮》雖

欲建立一可行之禮法典制，然而在形制與體例上，多延續盛唐的禮法典範。 

8  《中興禮書》與《中興禮書續編》今只見殘本，其由徐松（1781-1848）自明代《永樂大典》中輯

出，故闕佚情況頗多。關於二書之現存版本研究，可參考史廣超著：《〈永樂大典〉輯佚述稿》（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 9 月），頁 187-212。必須注意的是，《中興禮書》與《中興禮書續

編》雖號稱是《太常因革禮》的續編，然而充其量只是對其進行補充，卷目安排亦無整體性，此

事可參張文昌著：《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頁 221-227。 

9  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

卷 47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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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

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

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

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

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10 

在唐代，祭祀岳鎮海瀆為「中祀」，但若是境內山林川澤之祀則屬「小祀」，此與《宋

史．禮志》中所載「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先

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祀」、「山林川澤之屬，州縣祭社稷、祀風伯雨師雷神為小

祀」11 之說相同。 

  至於唐代祭祀山川之規格，其言： 

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

祭於祇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

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

岳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

於同州。北嶽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

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12 

於此可知，其祭品，牲皆用太牢，籩和豆等禮器各四，至於主持祭祀儀式者，則由

當地都督刺史擔任。反觀宋代舉行山川祭祀之規格，可由《宋史．禮志》中了解，

其言： 

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

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

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其後，

立春日祀東嶽岱山於兗州，東鎮沂山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淮瀆於唐州。立

夏日祀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江瀆於成都府。

                                                 
10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禮儀一》（臺北：鼎文書局，1989 年 12 月），卷 21，頁?。 

11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98，頁 2425、2426。 

12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禮儀四》，卷 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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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日祀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西海

就河瀆廟望祭。立冬祀北嶽恆山、北鎮醫巫閭山並於定州，北鎮就北嶽廟望

祭，北海、濟瀆並於孟州，北海就濟瀆廟望祭。土王日祀中嶽嵩山於河南府，

中鎮霍山於晉州。13 

據《宋史》所載，宋太宗（939-997）時，因黃河決堤，故遣官員詣白馬津，以一太

牢沈祠加璧，從此之後，凡是黃河決堤，皆致祭。同時，祕書監李至（947-1001）

提議，因之前兵亂，故不能祭祀四方，如今天下統一，因此倡議恢復望祀。由此，

宋代始於四方行山林川澤之祭。除此之外，宋代帝王於不同時令祭祀五嶽，如立春

日祀東嶽、立夏日祀南嶽、立秋日祀西嶽、立冬日祀北嶽、土王日祀中嶽，確立了

五嶽的祭祀時節與地位，此處同唐代一樣，同樣於五郊迎氣之日行望祭。 

  除此之外，其祭祀用品，據《宋史》所載，乃用太牢，備三獻禮。且祭祀的規

模為： 

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册制，如宗廟

謚册。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俾撰册文。有司設五嶽册使一品鹵

簿及授册黃麾仗、載册輅、袞冕輿於乾元門外，各依方所。群臣朝服序班、

使衛如元會議。上服袞冕，御乾元殿。中書侍郎引五嶽玉册，尚衣奉袞冕升

殿，上為之興。14 

宋真宗（968-1022）時，其祭祀山川乃令禮官詳定相關儀注及服飾，並親作〈奉神

述〉，表達崇敬之意。此外，更令有司設五嶽册使，並授相關儀仗，群臣各列序班，

以顯其重視五嶽祭祀之禮。 

  對於祭祀五嶽，其儀式可詳見於《宋史》，如其言奉册後： 

奉册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册御坐前，降西階；副使受袞冕輿于丹墀，隨

册使降立丹墀西。玉册發，至于朝元門外，帝復坐。册使奉册升輅，鼓吹振

作而行。東嶽、北嶽册次于瑞聖園，南嶽册次于玉津園，西嶽、中嶽册次于

瓊林苑。及廟，內外列黃麾仗，設登歌。奉册於車，奉袞冕於輿，使副袴褶

騎從，遣官三十員前導。及門，奉置幄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

                                                 
13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5-2486。 

14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6-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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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玉册、袞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肅明，

北曰靖明，中曰正明。遣官祭告。15 

由此處之記載可知，此次祭祀五嶽之禮的隆重，不但由真宗親臨致祭西嶽廟，且群

臣居於陪位，各項典儀均規模弘大，由三十名官員擔任前導，即可知其場面之浩大，

並將五嶽册次分列，不混同一處。除此之外，更見其不只致祭五嶽，更為五嶽添上

「后妃」，並有其后號，此處已可見到與前朝明顯不同之處。 

  除真宗外，宋代官方祭祀山川之事也見於其他帝王，如神宗元豐三年（1080

年），集賢校理陳侗（1024-1088）進言，以為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載，當

為四方山林川澤建四望壇於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神宗即如所請，每方嶽、

鎮共為一壇，海瀆則共為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

又以四方山川各附於本方鎮、嶽、海瀆之下，別為一壇、一坎，水旱則禱之。16 

  至南宋，朝廷仍舉行祭祀四方山川之禮，如《宋史》載： 

  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嶽鎮海瀆，請以每歲四立日分祭東西

南北，加祭五方帝禮。」詔從之。17 

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 年），太常博士黃積厚（?-?）向高宗進言，以為當恢復祭祀

五嶽、四鎮、四瀆之禮，其祭祀之時間乃以每年之立春日、立夏日、立秋日、立冬

日為宜，與宋太宗時所定時節相同，除此之外，並言應當加祭五方帝禮。至於其祭

品，乃：「比擬舊制，用羊、豕各一口，籩十，筃二，簋二，鉶鼎三，登二，脂盤一，

豆十，俎八，尊罍二十四。」18 其祭品之規模與真宗時相比，可見有所減省。 

  以上所述及者，皆為宋代祭祀山川之禮，此處所載為常祀，也就是「望祀」。除

此之外，亦可見有向山川祈求之事，如前提及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因黃河決

堤，故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942-1014）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從此以後，

凡黃河決堤，皆同於此致祭。19 神宗時，陳侗也提到祭祀山川「有事則請禱之」。

甚至在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儂智高反圍廣州，數有風雨，遂遁。乃詔益封南

                                                 
15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7。 

16  參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郊社考．祀山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 月），

第 1 册，卷 83，頁 759。 

17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8。 

18  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郊社考．祀山川》，第 1 册，卷 83，頁 759。 

19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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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為洪聖廣利昭順王。」20 其以為山川能禳災致福，甚至奬懲作亂者，故行祭祀

與加封之事，此皆非常祀，而是屬於祈求致祭之類，為「祈祀」。除此之外，君王巡

行時若過名山大川，仍可見致祭之事，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權太常少卿滕康

言，車駕巡幸所過名山大川，望，差官致祭，從之。」21 此為高宗過名山大川，遣

使致祭之記載。 

  關於望祀山川之事，於楊復《祭禮》一書有所記載，其前除徵引《周禮》與《左

傳》等相關討論祭祀山林川澤之禮外，其後附上按語，說明宋代當時實際祭祀山川

之禮，其言： 

大中祥符四年初，帝召宰相職，以五岳實助天育物，前代雖封王爵，未

極尊崇，可並加帝號，以稱嚴奉。五月十七日詔，加上五嶽帝號……各遣官

詣嶽祠祭告，擇日備禮奉册命。22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宋真宗詔宰相等，為五嶽加上帝號，並遣官祭告，此事

可見於《宋史》。楊復於《祭禮》中，並未多言祭祀山川之儀節、祭品等23，只徵引

孔疏、鄭注與《周禮》之說，其言： 

疏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

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

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

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

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於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

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别，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

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

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别。今鄭注此云「視，視其

                                                 
20  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郊社考．祀山川》，第 1 册，卷 83，頁 759。 

21  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郊社考．祀山川》，第 1 册，卷 83，頁 759。 

22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中

册，卷 6，頁 382。 

23  楊復於祭祀山川一章中，以《周禮》經文為據，並徵引歷代之說，說明祭祀山川之儀文與祭品。

然而楊復實際上並未拘泥於解釋經文，如在言「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一事時，楊復所加案語，

只簡單言：「以血祭祭五嶽，是四望事。四望乃天子之禮也。然其方之諸侯亦所當祭，如魯祭泰山

是也。」其著重在解釋四望為天子之禮，雖然諸侯亦可祭祀山川，然其以各諸侯境內為限，並不

對血祭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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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

與《周禮》不同，不可强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

《夏傳》所説，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

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

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為五等諸侯。24 

楊復於此處不言宋代實際祭祀山川所用之祭品，而是援引《周禮》之說，並加上孔

疏與鄭玄之討論，至於楊復之態度，可由其後之案語得知，其言： 

愚按：「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輕重爾。注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

數，失於太泥，遂至於不可强解，不必然也。25 

楊復於此處直言前人注疏多拘泥於祭品之數，然而卻忽略《周禮》雖明言祭品之數，

但只為表禮之隆殺，並非讓人拘執於討論祭品之數究竟為何。由此可知，楊復深切

明瞭禮之儀文或祭品可能會隨時代而有所改變，故不需要拘泥於解釋古人所記載之

禮文究竟為何，只需明白背後之意義即可。因此在此處，楊復並不詳列宋代祭祀山

川之儀文節目，只簡單舉明宋真宗時，曾為五嶽加上帝號，此為前代所無，由此可

了解五嶽於宋代地位之提升。 

  唐玄宗時曾為五嶽加封，其言： 

封華岳神為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

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嶽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靈源公，

濟瀆封清源公，江瀆封廣源公，淮瀆封長源公。十載正月，四海並封為王。

遣國子祭酒嗣吳王祗祭東嶽天齊王，太子家令嗣魯王宇祭南岳司天王，秘書

監崔秀祭中岳中天王，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嶽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

嶽安天王；衛尉少卿李浣祭江瀆廣源公，京兆少尹章恆祭河瀆靈源公，太子

左諭德柳偡祭淮瀆長源公，河南少尹豆盧回祭濟瀆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

王煉祭沂山東安公，吳郡太守趙居貞祭會稽山永興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吳岳

                                                 
24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1。 

25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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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成德公，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范陽司馬畢炕祭醫無閭山廣寧

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

允柳奕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26 

先天二年（713），玄宗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27後於開元十三年（725）、天寶五年

（746）、六年（747）、十年（751）逐漸加封其他四嶽與河瀆。然而此處可知，玄宗

雖推尊山川，卻只加封其為「王」或「公」，至宋真宗時，才為五嶽加上帝號，更備

尊榮。 

  關於宋真宗為五嶽加上帝號一事，楊復書中也有記載，然其後徵引多位學者之

言以表對此事之態度。如其引邵雍（1011-1077）〈題華山〉一詩： 

域中有五嶽，國家謹時祀。華嶽居其一，作鎮雄西裔。唐號金天王，今

封順聖帝。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28 

由邵雍之詩可知，其對封五嶽為王為帝之事不以為然，以為其乃「僭竊」之舉。除

邵雍外，又引陳淳（1159-1223）之言： 

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為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

字封帝。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

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邪？據泰

山，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絶不相干渉，而在

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29 

陳淳於此處明言，帝只一上帝而已，山又怎可僭稱為帝呢？除此之外，又為山神立

廟祭祀，並配以后妃，究竟何山可以與其相配為夫婦呢？陳淳此處明言此事之荒謬，

                                                 
26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禮儀四》，卷 24，頁?。 

27  關於玄宗首先加封華岳一事，可參見《舊唐書．禮儀三》所載：「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

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醜，封華岳神為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

高五十余尺。又於岳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珙開鑿

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玄宗將華岳當為本命，故才不斷加隆於華岳山，並於天寶九年

（750）於華岳行封禪大典。 

28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2。此詩見於［宋］邵雍著：《擊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983 年），第 1101 册，卷 2，頁 2。 

29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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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對真宗封五嶽為帝一事之不以為然。 

  楊復其後又徵引胡宏（1105-1161）之言曰： 

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

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貌像、為立配、

為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祇（本作「示」，依《理學類編》改為「祇」）

之甚。30 

胡五峰與陳淳之態度相似，以為皇天上帝已為帝，倘若將五嶽封為帝，則天道混亂，

就如人君倘若有二，亦會造成人道混亂。況且，為五嶽之神立像，並為其匹配后妃，

此乃褻瀆神祗之事，故以為真宗之舉不當。 

  其後又引胡寅（1098-1156）之說：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後世又升五

嶽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

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物則

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者，能一正之，以破積久之

妄，羣眾之疑，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矣。31 

胡寅之說，乃從帝之名義論起，以為帝者，乃是統御四海之稱，如果未嘗統御四海，

自然不可稱為帝。故由此處可以論證，五嶽之神未嘗統御四海，怎可封為帝？故譏

真宗之舉為妄。 

  後復引張栻（1133-1180）之言：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

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祝

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

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

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强為之，雖百拜而祈，

                                                 
30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3。 

31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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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32 

張南軒於此處先論古代諸侯之所以祭祀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乃是由於其能出雲雨，

潤澤萬物。然後世之立祠祭祀山川，立以人形，乃失山川之原貌，既失原形，其氣

又如何流通？倘若祈禱時有所應驗，亦是偶然，並非真有神異之事。 

  最後，其又引朱熹（1130-1200）之說，雖然原文有所闕漏，然觀其語可知：「今

祀天地山川之神，……無義理。」由此可知朱子對於祭祀山川的態度亦表不贊同。 

  綜合上述可知，楊復徵引宋代多位學者之言，表明對真宗封五嶽之神為帝一事

不表認同，多半以為其舉荒誕不經，且易造成天道混亂，尤其為五嶽之神配其后妃，

更顯荒謬。由此處也可得知，真宗後之宋代學者普遍對於册封五嶽為帝一事不表贊

同，顯現與真宗朝不同之立場。 

（三）強調祭祀者之身份 

  如前所提，楊復於書中提及天子、諸侯祭天下名山大川一事時，除表明對真宗

封五嶽為帝一事不表認同外，同時可由其徵引宋代學者之說與所加之按語了解，其

特別強調行望祀者之身份，認為只有天子能夠遍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只能祭祀其

境內山川，不得踰越，此與宋代加強中央集權的觀念有關。 

  其在「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一節，其下楊復徵引孔《疏》言：「《夏傳》云『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地者」一節，其下言：「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季氏旅於泰山」一節，其

下徵引朱子之說，言：「朱子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

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又舉朱子之言：「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

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子事。」33 朱子前說見於《四章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
34，後說見於《朱子語類》35。 

                                                 
32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83。 

33  以上諸說，分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

卷祭禮》，卷 6，頁 381、382、385、386。 

34  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3 月），卷 2，頁

62-63。朱子於此處並引范氏之說：「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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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天子遍祭名山大川，諸侯只祭境內山川一事，屢屢見於朱子書中，如其言： 

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

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

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人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

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

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

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36 

一如朱子一貫的主張，其強調天子為天地之主，故可祭天地與天下名山大川，但諸

侯卻只能祭境內之山川，不得踰越。其並舉楚昭王之例加以說明，言當時占卜後以

為黃河作祟使其生病，然昭王言黃河不在楚境之內，故非其為祟，證明境外山川與

諸侯無涉，故不當祭。 

  對於祭祀需符合身份地位一事，自周代以來一再強調，但在此處楊復卻不斷引

宋代學者之說重複申明，可以推想其強調君權之重要。 

  對於祭祀者之身份，宗法社會為加強階級制度之明，故嚴格制定相應之祭祀對

象與禮儀，此乃因「現實的宗法社會要求既定的等級秩序，最終體現在對神明的交

往上，各在其位，各有其當祭之神，各以相應的物象表現與神明的交往，不可以僭

越混同。」37 會明身份有別一事，且鑒於唐朝藩鎮割據之禍，宋代自然更加強調祭

祀者需符合其位，各祭當祭之神。 

  據方豪《宋史》一書之研究，其言：「唐末，官制已亂；宋代設官之原則，為中

央集權，故必須嚴防專擅之弊，然因此而顛倒錯綜，乖迕迭出。」38 由宋代官職可

知，宋代君王為防唐朝之弊，故特別集權中央，甚至將宰相分權。如： 

樞密院奪兵部及宰相之權；三司使分戶部之權；審官院取吏部之權；三

                                                                                                                                      
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朱熹此處引范氏之言，解釋孔子之用心。 

35  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卷 25，頁 612。

「秦將祀子事」一句後又有：「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季氏說。

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此處朱熹又為維護孔子之立場加以申說。 

36  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90，頁 2291。 

37  見王啟發著：《禮學思想體系探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42。 

38  見方豪著：《宋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0 年 9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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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院減宰相之權；審判院削刑部之權。可見宋代軍事、財政、用人、司法四

權，皆受分割，亦皆受掣肘；其目的則為壓低相權以提高君權也。於是唐代

群臣朝見，宰相常賜坐賜茶，宋則宰相亦站而不坐，皇帝乃愈形尊嚴。39 

唐初，中央政府分為三省：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三省合行宰相職務，並設御

史臺糾察失職之官吏。然而到了宋代，雖然三省與御史臺之名尚存，不過三省實權

其實已分隸各個機構，其目的即是為了提高君權。甚至「唐時，宰相之下無副宰相，

宋太祖懼宰相專權，設參知政事，為宰相之副。」40 

  不只是中央政府如此，地方也是如此。宋代地方郡縣制度中設有「郡設通判」，

為郡長官之副官，然而其職權為：「通判亦可直向朝廷奏陳本郡官吏之善否，及職事

修廢。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不及萬戶，不置；但若係武臣知州，則雖小郡，亦

置通判。或稱試秩通判。皆所以杜專擅之弊，而集權於中央也。」41 可知宋代所訂

官職，分散原本宰相可能專權或地方官權力過大之弊，轉為強調集權中央。 

  在此處，楊復徵引朱子之說，主要即在強調各在其位，各有不同當祭之神，絕

對不可以僭越自己的身份，此與宋代集權中央的制度可相呼應。  

（四）道教之影響 

  關於山神的祭祀，中國自古即有，其與萬物有靈觀的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原始

初民自古即相信自然界有著神祕的力量，因此對於日月星辰、河岳山川等自然萬物

皆抱持畏懼敬仰的心態。在《禮記．祭法》中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

見怪物，皆曰神。」42 在山林中除了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在人們的想像中，其

與神靈的作用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祭祀山神自然格外重要。 

  其中較特別者即是「封禪」。封禪雖然君王登山而祭，但其所祭者之主體為「天」，

並非以山岳為祭祀對象，只是場所都是在高山。行封禪之地點古來不一，但自秦始

皇（前 259-前 210）封禪泰山後，漢武帝（前 156-前 87）、漢光武帝（前 6-57）及

後代帝王等，皆承其制，於是泰山便成了舉行封禪之禮的地點。關於此事，《白虎通．

                                                 
39  見方豪著：《宋史》，頁 36。 

40  見方豪著：《宋史》，頁 37。 

41  見方豪著：《宋史》，頁 40。 

42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祭法》（臺北：

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卷 46，頁 797。 



宋代望祀及宋代士人對真宗封禪意見管窺──以楊復《祭禮》為例 

 

27

封禪》曾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

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待之處也。」43 由

《白虎通》可知，歷代帝王之所以於泰山行封禪之禮，乃是以其告太平之意，並以

為泰山乃萬物之始44，故必祭於此處。 

  雖然於泰山行封禪之禮似乎是定制，但在唐代卻明顯可看出中岳嵩山似乎較泰

山具有更高的地位，並有取而代之的跡象。如：唐高宗（628-683）曾三次擬封嵩山，

但都因故中寢；武則天（624-705）登基後，親臨中岳詔告受命，舉行封禪之禮；唐

玄宗（685-762）也準備西幸華山，但也因故作罷。45至於在泰山行封禪一事，唐太

宗（599-649）本欲行之，但有彗星之變故停止。但高宗乾封元年（666）、玄宗開元

十三年（725）皆有封禪泰山之事。46 

  關於封禪，在唐代的封禪禮中，卻已含有道教的元素。47 如唐高宗封禪前，曾

先令道士劉道合（?-?）上泰山舉行祈福儀式，《舊唐書》載：「及將封太山，屬久雨，

帝令道合于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

福祐。」48 此處可見道教影響唐代封禪之禮，然而唐代祭禮中有關道教的使用，或

是處於起步階段的緣故，因此，無論在禮文還是實踐上，對於道教參與國家祭禮的

反映總感不足或隱晦。而宋代祭禮對於道教的採用就顯得相當充分與明顯。49 以下

即具體舉出數例加以證明，以了解道教對宋代封禪之禮的實際影響。 

  據《宋史》之載，終有宋一代，只有真宗實際於泰山行封禪之禮，且其後歷朝

之帝王不再行封禪。《宋史》言： 

真宗封禪畢，加號泰山為仁聖天齊王，遣職方郎中沈維宗致告。又封威

                                                 
43  見［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卷 6，頁 278。 
44  關於泰山為萬物之始一說，由來已久，討論頗多。如《書鈔》引《通義》云：「泰山，五岳之長，

羣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功也。」此牽涉到古人對於東方主生死之觀念，其

以為東方乃是萬物生命之始，故特別尊崇泰山。 
45  關於唐代封禪不以泰山為尊一事，可參考劉成榮撰：〈中國帝王封禪考略〉，《井岡山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09-110。除此之外，關於唐代卻於中岳行封禪之

禮一事，可參考《舊唐書．禮儀志三》，其有詳細之記載。 
46  關於唐代封禪泰山之事，可參《新唐書．禮樂四》所載。 
47  關於唐代道教對封禪之影響，可參考葛兆光著：《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

京：三聯書店，2003 年 8 月）。 
48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隱逸列傳》，卷 142，頁?。 
49  見王志躍撰：〈唐宋祭禮變化及實施考論〉，《廣西社會科學》2011 年第 9 期（總第 195 期），2011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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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將軍為炳靈公，通泉廟為靈泒侯，亭山神廟為廣禪侯，嶧山神廟為靈巖侯，

各遣官致告。詔泰山四面七里禁樵採，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神祠，社首、徂徠

山並禁樵採。50 

宋真宗於泰山封禪完畢後，加號泰山為「仁聖天齊王」。關於封泰山為王一事，唐代

即有，如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 年）封泰山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51 宋

真宗與前代相異者，除對山神封侯之外，其更加封五嶽為帝，《宋史》載： 

五月乙未，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

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52 

真宗此舉，明顯使五嶽地位再次獲得提升，由封王提升至為帝，自此五嶽之神有了

帝號。53 除加封五嶽之神為帝外，真宗更為其配偶：「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

南曰景明，西曰肅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除為五嶽之神配其后妃外，乃「詔

嶽、瀆、四海諸廟，遇設醮，除青詞外，增正神位祝文。」「設醮」之事，乃道教特

有之科儀，此處用於祭祀山林川澤，由此可知其深受道教之影響。關於真宗封禪之

事，可詳見於《宋史．禮志七》。真宗此次行封禪之禮，乃為親迎天書，其儀仗之浩

大，隨從人員之多，皆可知此次封禪之壯觀。 

  除了真宗時可見道教對封禪之禮的影響，徽宗時，道士再次表現了對封禪之禮

的興趣，據《宋史》所載，其言： 

政和三年，兗、鄆耆壽、道釋等及知開德府張為等五十二人表請東封，

優詔不允。54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 年），兗、鄆之地年長者，及道士、和尚等五十二人，又奏

請徽宗東封泰山，但實值政治不安的情況，故徽宗乃「優詔不允」。由此處可知，封

禪之禮已被道教當作重要祭典之一，所以道士才會一再參與其中。 

                                                 
50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6。 

51  參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郊社考．祀山川》，第 1 册，卷 83，頁 756。 

52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2，頁 2486-2487。 

53  五嶽之神受封帝號一事，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春二月，其加封東嶽為天齊大生仁

聖帝，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為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為安王大貞玄聖帝，中岳為中天大

寧崇聖帝。其記載可參［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70 年），卷 78，頁 1900。

元代雖對五嶽之神加封更隆，但究其因，乃是承宋代之制而來。 

54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禮志》，卷 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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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與徽宗受道教影響頗深，故其封禪之禮可見道教之影響，但當時文人對

此事又抱持何種態度呢？且真宗時行封禪一事，其是否受時代環境之影響？此或許

可由楊復《祭禮》與史傳中稍知一二。下面一節即對此展開討論。 

（五）對封禪之討論 

  對於真宗朝封禪一事，可由楊復《祭禮》一書得知真宗以後宋代學者的態度。

對於封禪，楊復先援引各經書之說加以解釋何謂「望帙於山川」，之後徵引南朝梁武

帝（464-549）之事，其言： 

梁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

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廵狩，而鄭引《孝經鉤命决》云『封于泰

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説，非正經之通義也。

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

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徳之事，不可

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荅請者，由是遂止。55 

梁武帝時，有請封禪一事，當時著作佐郎許懋（464-532）因此建言，提出「聖主不

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之說，並以為封禪於泰山一事，為緯書之曲說，非經書之

理，故奏請不要行封禪之禮。梁武帝聽從許懋之議，由是遂止此事。 

  楊復援引此例，並於其後徵引宋代學者對此事之評議，如胡寅曰：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

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来，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

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袪羣惑，遂使有天

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廵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

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来。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

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推廣其義以荅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

                                                 
55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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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56 

胡寅於此處大肆贊揚許懋之舉，以為許懋之言，乃可為萬世之監也。自漢以來，國

君常被封禪一事所制約，以為當行封禪之禮才可標舉人君之英明，然卻未曾考慮過

封禪之禮往往所耗巨資，勞民傷財。甚至以為祭祀泰山可獲長生不死之祕，以至貽

笑後人。胡寅此處並直言，梁武帝之資未必賢於其他帝王，但其可聽許懋之建言遂

放棄封禪一事，何以其他賢於梁武之君王，卻未能想通此點？胡寅此處雖未明白列

出，但其實已對歷代曾行封禪之帝王加以譏責。 

  由楊復此處所羅列之資料可知，其不援引歷代帝王封禪泰山之事，反而徵引梁

武帝聽從許懋建言不行封禪之禮，並再加上胡寅對此事之評議，由此可知楊復對封

禪一事所抱持的態度。 

  然而真宗行封禪一事，有其時代背景之因，據《宋史．王旦傳》言： 

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惎準，

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

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

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

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

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

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

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

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

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

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决，遂召旦飲，歡甚，賜以

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

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57 

由此處之記載可知，關於封禪一事，此為王欽若（962-1025）等人忌憚寇準（961-1023）

在澶淵之盟所立下的「功勞」，故評價此舉與春秋時的「城下之盟」相等，以為只有

                                                 
56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73。 

57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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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兵攻取幽燕，或東封泰山才可洗刷恥辱。真宗不欲發兵，故選擇封禪泰山。真宗

此舉，即是相信王欽若所說的，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以為只要行

封禪一事，即可得到天神之庇佑與認可。王旦（957-1017）對於此事提出諫言，但

真宗卻執意「以神道設教」，並開始準備封禪前之事務，甚至為行封禪泰山一事，頒

布〈禁泰山樵采詔〉、〈封禪戒約京東州軍刑獄務從寬恕詔〉、〈封禪離京日至封禪不

舉樂詔〉、〈封禪禁屠宰詔〉等。58 

  真宗對於封禪一事認真看待，皆是因王欽若建議真宗「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

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59 真宗於大

中祥符與天禧年間，透過降天書與獻符瑞的方式，表示其政權乃受之於天，強調其

合理性與正統性。並藉由奉天書、行封禪、祀汾陰與崇道祠等方式，傳達真宗對天

命的回應60，由此可清楚見到道教對真宗朝之深刻影響。 

  由此處可知，真宗舉措皆為體現天命與神道，故處處充斥著迷信色彩，但「這

也反映在真宗之時，北宋在國內統治的合理性雖已確立，不過對外卻無法透過國力，

展現萬邦來朝之天子威儀。於是真宗改弦易轍，意圖利用天書與神道的力量，來塑

造天命是為宋代所承受，而非降於異邦之形象。」61 正因為對外族無法以武力勝之，

甚至只能與其以兄弟相稱，這自然使得真宗以天子自居的身分感到恥辱。既然武力

無法勝人，故惟有取諸於神道力量，這才使得真宗朝由道教信仰中汲取創設新儀，

並加入國家典儀中。 

  關於真宗時欲以封禪強調天子地位之正統與尊崇性，並希望藉此「鎮服四海」

一事，如前所述，真宗後之學者多半不以為然，因此楊復特別將「封禪」附於「祀

四望禮」中，表示降其等第，只與山岳合祀並列，降而談之。甚至援引宋代多位學

者之言，對真宗行封禪泰山之事加以批評。雖然後世仍有請從封禪之舉62，但終中

                                                 
58  以上諸文皆可參見《宋大詔令集》，卷 117。 

59  見［宋］司馬光撰：《涑水記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

第 1036 册，卷 6，頁 13。 

60  關於宋真宗對神道設教所採之措施，可參見蔡慧瑛撰：〈論宋真宗神道設教策略下之天書與祥瑞〉，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14 期（1982 年 5 月），頁 29-39；劉靜貞著：《皇帝和他們的權力─

─北宋前期》（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6 年），頁 126-141。 

61  見張文昌著：《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頁 163-164。 

62  如焦竑《玉堂叢語》記載：「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力以為不可。上雖黜訥

言，而觀望者猶不已。公因撰〈郤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見［明］焦竑撰：《玉堂叢

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卷 3，頁 90。 



《能仁學報》第十五期 

 

32

國王朝歷史，真宗封禪已為此類典禮最後一次。 

  另外，對於「望帙于山川」一事，究竟指祭祀何者，歷來討論頗多。此處楊復

只援引陳祥道（1042-1093）之討論，其言：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

及淮為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

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

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

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

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曰：

「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説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司伯〉

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

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

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

缺，不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

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

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吕、〈大 〉，其玉兩圭

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

〈晉語〉所謂「置茆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

其言無所經見。63 

對於天子四望，陳祥道考據經書之說，以為其言異同不可考，有祀日月星辰、河海

大山，可知其兼上下之神。且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

之時，其有常祀、不常祀之別。 

  對於陳祥道之說，楊復以為： 

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其說

                                                 
63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73-374。此條見於［宋］陳祥道著：《禮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1983 年），第 130 册，卷 91，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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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

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非望兼上下之神可知

也。64 

楊復於此處明辨鄭玄之說為是，以為望祀乃祭天下之名山大川，非兼上下之神，所

謂」懷柔百神」者，乃指合祭天下名山大川之神，非兼攝日月星辰等。65 楊復此處

採用較簡明之法訓釋經文，此指四望之說為何義，不再糾纏於歷代之論證。 

（六）結語 

  關於祭祀山林川澤之禮，自古有之，其起源乃來自於人類對於高山之崇拜信仰。

遠古人類對於山林懷有敬畏之意，並以為其能興雲致雨，甚至能禳災祈福，故以為

山林有神靈存在，因此加以祭祀。祭祀山林川澤之事，本為百姓所有，但因其功能

性愈廣，加以禮制規劃之完善，使得望祀之禮成為官方之事。依身分之別，惟有國

君能夠享有望祀四方名山大川之權，諸侯們只能祭祀其境內之山澤。 

  依前所述，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乃在於宋代祭祀山川一事，與前朝相比有何

特殊之處。且以楊復《祭禮》為例，藉由宋代學者之討論，了解當時實際禮制之執

行曾引起哪些議論。 

  綜而言之，關於宋代祭祀山林之規格，據《宋史．禮志》所載，其於宋太宗時

恢復望祀之禮，且宋代之禮制多仍唐制，其於不同節令祭祀五嶽，如立春日祀東嶽、

立夏日祀南嶽、立秋日祀西嶽、立冬日祀北嶽、土王日祀中嶽，從而確立了五嶽的

祭祀時節與地位。至於其祭祀用品，據《宋史》所載，乃用太牢，備三獻禮。考楊

                                                 
64  見［宋］楊復作，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點校：《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

6，頁 374。 

65  關於望祀是否指祭天下名山大川，黃以周整理前人之說，並言：「以周案：諸經言望，無及天神。

《書》『望于山川』，《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爾雅》『梁山，晉望』，《周禮．典瑞》

『祀天旅上帝』與『祭地旅四望』對文，則望祀地示，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也。《周禮》祀四

望之下每別言山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兆不

同。〈典瑞〉『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

〈大 〉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則四望祭四方嶽瀆之望，

不得及餘山川也。從後鄭說。」［清］黃以周撰，王文錦點校：《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4 月），第 2 册，卷 14，頁 68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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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一書，其於《祭禮》中，並未多言祭祀山川之儀節或祭品。此乃因楊復以為前人

注疏多拘泥於祭品之數，卻忽略了《周禮》雖明言祭品之數，但只為表禮之隆殺，

並非讓人拘執於討論祭品之數究竟為何。由此可知，楊復深切明瞭禮之儀文或祭品

可能會隨時代而有所變化，故不需要拘泥於解釋古人所記載之禮文究竟為何，只需

明白背後之意義即可。 

  本文第二部分，透過楊復《祭禮》，可以間接探知宋代集權中央之制度，藉由強

調祭祀山川不可僭越身份一事，可知其加強君權之用意，避免唐代地方割據與中央

百官亂權之事。 

  與前代相異者，除對山神封侯之外，更加封五嶽為帝，進一步抬高五嶽之地位。

除此之外，更為五嶽之神加以配偶。而在封禪泰山之時，更可見「設醮」之事，此

為道教特有之科儀，此處用於祭祀泰山，可知其受道教之影響。 

  真宗對於封禪之事乃抱持極大興趣，但由楊復《祭禮》一書可知，真宗後之學

者對於真宗之舉深不以為然。楊復徵引邵雍、陳淳、胡宏、胡寅、張栻、朱熹之言，

從各方面說明封禪一事勞民傷財，且其封五嶽為帝乃是混淆昊天上帝，再者為其配

偶，也是不適當之舉。由此處可知，真宗後之學者對於真宗封禪一事深不以為然，

因此楊復更將封禪與望祀山川之禮合併，表現出降其規格之意。然而真宗何以神道

設教，欲行封禪大典，其背後乃有當時歷時環境因素之影響。 

  除此之外，對於「望帙于山川」一事，究竟指祭祀何者，歷來討論頗多。此處

楊復只援引陳祥道之討論，之後加上案語肯定鄭玄之說為是，以為望祀乃祭天下之

名山大川，非兼上下之神，所謂「懷柔百神」者，乃指合祭天下名山大川之神，非

兼攝日月星辰等。楊復此處採用較簡明之法訓釋經文，此指四望之說為何義，不再

糾纏於歷代之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