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周時期官制、禮制的形成及其影響 

郭偉川* 

摘要 

眾所周知，作為姬周一朝之禮的「周禮」，應指姬周王朝立國的禮治思想，以及

由此而建立的各種相應制度，其中包括分封制度、職官制度及各種禮儀制度。凡此

種種，實導源於周文王的禮治思想，並直接影響其子周公旦日後的制禮作樂及建立

職官制度。據史實而論，西周王朝的禮制和官制顯然受先周禮制文明的影響，尤其

對夏、商二代之禮制及官制有其沿襲的軌跡。究其遠源，姬周王朝官制與禮制之形

成，實際上應追溯到堯舜時代。 

本文據先秦及秦漢時期紙上文獻及近人研究的甲骨資料，考述先周時期自堯舜

至夏商以來官制及禮制的沿襲、嬗變及發展，以證明我國禮制及官制歷史之久遠。

而西周立國，正是在前代豐厚歷史遺產的基礎上，才創造出光輝燦爛的禮樂文明及

龐大的職官系統。 

關鍵詞 

帝舜  甘誓  六卿  卿士  冢宰  三公  卿士寮  太史寮  六官 

（一）先周時期官制、禮制的發端及其影響 

中國禮制文明源遠流長，從東北地區興隆窪的墓葬規制和出土玉玦所體現的等

級差別，顯示我國在 8000 年前已出現禮制觀念。以現存文獻而論，《汲塚竹書紀年》

記載三代之前五帝之傳說及史事。另據《史記．五帝紀》記載：黃帝「以師兵為營

衛，官名皆以雲名，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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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鴻以治民。」1 這些黃帝時代的官名，乃司馬遷（前 145-前 86）據耆老舊聞以記

述。官名雖簡略，但畢竟是五千年前黃帝時代官名之孑遺。 

1.  帝堯時代為官制開端緒 

帝堯時代之禮制與官制，《今本竹書紀年》所述，可與《尚書》中之〈堯典〉互

證。如《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元年》曰： 

命羲和曆象。2 

《尚書．堯典》曰： 

（帝）乃命羲和，欽若昊天，曆象日月星辰，敬授人時。3 

頒曆授時乃帝王之制，以冀一統。此舉始於堯。其後甲骨文有「曆」字。 

又《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五年》曰： 

初，巡狩四岳。4 

《尚書．堯典》曰：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陵，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5 

「巡狩」乃帝王之制，堯時已有。其後甲骨文有「巡狩」二字。而《竹書紀年》與

《尚書．堯典》皆載帝堯巡視「四岳」之事。甲骨文有「四」、「岳」二字。 

有關「四岳」的問題，從《竹書紀年》的「巡狩四岳」看來，應是指地理上的

四方山岳。但據《尚書．堯典》諸篇看來，「四岳」指的顯然是官名。實事求是而言，

〈堯典〉中首先正式任命的是羲和等總攝天文曆法的主要官員，還有職司四方四時

天文曆法方面的官員。〈堯典〉云： 

乃命羲和，欽若昊天，曆象日月星辰，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寅賓

                                                 
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6。 
2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7 年），卷 1 頁 4a。 
3  《十三經注疏》本《尚書疏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總頁 21 上。 
4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4a。 
5  《尚書疏證》，總頁 2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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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宅南交，平秩南訛，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宅西，……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申命和叔，宅朔方，曰幽都，平秩朔易，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六旬有六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6
 

羲氏與和氏，合稱羲和。帝堯任命彼等為世代掌管天地四時之官。羲和之下，

又命羲仲居東為專司東方天文曆算之官，自每天之日出於東，到晚上見星鳥之出現，

而知仲春之至；命羲叔居南為專司南方天文曆算之官，以計算出每年日照 長，又

見大火星出現之時，知為盛夏的季節；命和仲居西為專司西方天文曆算之官，從每

天的日落於西，到每年月光 亮的季節，中宵月明而見星虛之時，這就是中秋了；

命和叔居北為專司北方天文曆象之官，此時日照變短，黃昏之後，見昴星出現，則

為仲冬的季節。 

據上可知帝堯之時，在自然哲學上，已知四方配四時，即：東方配春時，南方

配夏時，西方配秋時，北方配冬時。而春、夏、秋、冬四季合共三百六十六日，其

中之長短，以閏月而定；而四時合為一歲。如此精確的天文曆法，產生於距今四千

多年前之帝堯時代，其意義十分重大。 

筆者認為，古代人類認識並處理好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必須解決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對時間的認識，一是對空間的認識。 

就「時間」而言，由於堯時從天文曆法中推知四季時序，故能知時。於是春種

秋收，促進農業經濟，改善人類生活。總之，人類有了時序及時間觀念之後，生產、

生活起居乃至祭祀等禮制活動就有所依據。古人由於知道歲序的更替、季節的變換，

因而能及早因應大自然的變化。及後古人且能以十干、十二支的方法，以記年、月、

日、時。這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筆者認為，中國歷史之所以能賡續不斷，除了獨

特的方塊字記載之外，干支紀年、六十甲子循環不斷的計時方法，亦有以致之。歷

代文獻的記載，若年號干支不斷，則歷史不斷。而所有的一切，皆肇始於帝堯時代

對天文曆法的重視。可見其時任命天文曆法方面官員的重要性。 

至於對「空間」的認識，就〈堯典〉、〈舜典〉可知，堯舜時代已能辨明東、南、

西、北四至方位；且以四至 高之山為特徵，稱東岳、南岳、西岳和北岳，合稱「四

                                                 
6  《尚書疏證》，總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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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這亦是堯舜時代幅員四至的範圍，是古人對「空間」認識的一種體現。 

在〈堯典〉中，帝堯任命天文曆法官員，是以四方配以四時的。如東方配春季，

南方配夏季，西方配秋季，北方配冬季。至殷周之際，箕子獻〈洪範〉於武王，內

中有五行「水、火、木、金、土」之說，其後學者配以五土五方五色五聲五味等，

又配以相生相克之論而成五行學說，而四季及四方亦在其中。故可以說，〈堯典〉中

四方配四時的思想形式，實為後來的五行學說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因此，對時

序、時間和空間的認識，對天文曆法的高度重視和精確計算，而且在這些方面任命

了一批精通專業的官員，可說是帝堯時代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誠如司馬遷在《史

記．五帝紀》中述及帝堯在天文曆法方面的功業時所說：「……歲三百六十六日，以

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7 可見帝堯時天文曆法已經非常成熟，又任

命了這方面的一批官員；同時對主理四方的官員任以「四岳」之職，這說明帝堯時

代已為職官制度開其端緒。 

然而，從《尚書．堯典》亦可知，帝堯時代在治政和治水方面都缺乏人才，連

他的兒子丹朱都不堪大任。因此四岳推薦虞舜，堯屢加試用，乃有禪位之事。《竹書

紀年．帝堯陶唐氏》曰： 

帝（堯）使四岳錫虞舜命……命二女嬪于舜……舜受終于文祖。8 

《尚書．堯典》曰：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不格姦。」帝曰：「我其試哉！」女于時，觀厥刑于二女，釐降二女于

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9
 

帝堯史事，《尚書．堯典》、《竹書紀年》皆有述及。至於司馬遷《史記．五帝紀》，

大都採用《尚書》史料加以演繹。而出土清華簡《保訓》載周文王遺言10，內中涉

                                                 
7  《史記》，頁 17。 
8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4b-5b。 
9  《尚書疏證》，總頁 28 下。 
10 參李學勤：〈周文王遺言〉，《光明日報》2009 年 4 月 13 日。又見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

補正〉，載《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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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堯、舜及商祖上甲微及成湯史事，則與《今本竹書紀年》所記大體相合，從而進

一步證明上述文獻的可靠性。《保訓》中述及舜青年時期艱苦奮鬥的經歷，和如何「求

中」、「得中」的過程，以及帝堯對舜如何考驗和歷練，而得出其足堪大任的結論，

後授其厥緒，傳位給他。帝堯對舜的各種歷練，其中就包括對官員的管理。如《史

記．五帝紀》云：「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這對舜得天下之後的治政任官，關

係極大。至於《保訓》中周文王為甚麼在遺言中以舜青年時期「求中」、「得中」的

奮鬥歷程為例以示姬發？拙作〈《保訓》主旨與「中」字釋讀〉一文認為，周文王遺

言的主旨是要子發師成湯伐桀取中土之舊事，伐紂取中土，故遺言中所涉及之「中」，

皆指「中土」。至於舜身處歷山的窮鄉僻壤而努力「求中」， 後終於「得中」，亦無

非證明「中土」之重要性。拙文載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光明日報》國學版上，讀

者可參閱之。 

2.  帝舜時代是中國職官制度之肇始與「六卿」之先聲 

有關舜之史事，司馬遷綜合《尚書》中有關篇什，結合自己掌握的其他史料，

於《史記．五帝紀》中述之甚詳，其中引用〈舜典〉資料獨多，可見其重要性。而

〈舜典〉所言，與其他史書多能相應。 

比如《竹書紀年》所言「舜受終于文祖」、「初，巡狩四岳」之事，亦見於《尚

書．舜典》，云： 

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類于上帝，

禋于六宗，望于山川，徧于群神。……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

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律度量衡。修五禮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復。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禮。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月一日朔，巡守，至于北岳，如西禮。11 

《尚書．舜典》上述記載極為重要，顯示舜時有關禮制已逐漸形成。舜受命而有天

下，乃東、西、南、北四巡狩而祭四岳。其所以修「五禮五玉」者，因為首先必須

祭天，「肆類於上帝」。故合四岳併數為「五」，此「五禮五玉」之所由來也。從上述

可知，天子祭天地山河，此一帝王之制，由帝舜而得到充分之體現。而禮文化之與

                                                 
11  《尚書疏證》，總頁 35 下-3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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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相結合，此乃上古之一大顯例。 

帝舜既制禮於前，復作樂於後。如《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元年》曰： 

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樂。12 

《尚書．舜典》曰： 

帝曰：「夔，命汝典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栗，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律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倫，神人以和。」
13 

上述兩書相參，知帝舜命夔作樂，所作乃《大韶》之樂。而《尚書．益稷》還有關

于夔作《韶》之記載，內云：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來格。」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來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率舞，庶尹允諧。」14 

從《尚書》之〈舜典〉到〈益稷〉篇，都記載夔作樂之事。其時夔以擊拊石磬作音

樂之節奏，鳥獸聞歌而起舞。此合符上古以石器作樂器之歷史事實。 

又《尚書．舜典》記載帝堯崩時，舜下令舉國行喪禮，內云： 

帝乃殂落，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15 

堯崩時，舜為其舉行國喪，百姓如死了父母一樣。為了表示悲痛，舉國罷樂三載以

示哀悼，此即「三年之喪」。拙作〈古「儒」新說──胡適、傅斯年二先生論說考正〉

一文，對「三年之喪」的問題曾作深入探討16，可參閱。 

《竹書紀年》與《尚書》還記載堯、舜時期司空禹之史事。如《竹書紀年》記

載帝堯末年禹之四事： 

七十五年，司空禹治河。 

                                                 
12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6b。 
13  《尚書疏證》，總頁 46 下。 
14  同上，總頁 72 下-73 上。 
15  同上，總頁 42 下。 
16  郭偉川：〈古「儒」新說──胡適、傅斯年二先生論說考正〉，載《中國歷史若干重要學術問題考

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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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六年，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六年，司空入覲，贄，用玄圭。 

八十七年，初建十有二州……九十七年，司空巡十有二州。17 

又《竹書紀年》記載帝舜時期禹之史事： 

十四年，卿雲見，命禹代虞事。 

十五年，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三十二年，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年春正月，夏后受命于神宗，遂復九州。 

三十五年，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來朝。18 

由上可知，禹（名夏后）任司空，不僅治河，而且主持軍事征伐。禹還涉及兩件有

關禮制之事：一是「入覲，贄，用玄圭」。此乃禹初次之入覲禮，故須執玉，禹用的

是玄圭。另一是「帝命夏后有事於太室」。所謂「有事」，往往是征伐之事。禹出征

前，至太廟中之主室祭告。此乃祭禮。 

尤其重要者，從上述記載中，可知禹所任「司空」之職，確負責主理治平水土

之事。其時尚有其他職官，如「后稷」、「司徒」、「士」及禮官、樂官等職官，可從

《尚書．舜典》得到印證，內中云：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宅百揆，亮采惠疇？」僉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19 

上述所言禹「平水土」之事，與《竹書紀年》中之「司空禹治河」之事相證，可謂

若合符節。至於「后稷」、「司徒」、「士」等職官，〈舜典〉續有述及： 

帝曰：「棄，黎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榖。」20 

周祖名棄，舜時任「后稷」之職。「后稷」乃農官，為棄長期專任，故後世遂以「后

                                                 
17  參《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5b-6a。 
18  同上，卷 1 頁 7a-8a。 
19  《尚書疏證》，總頁 44 上。 
20  同上，總頁 4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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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名周祖。在〈舜典〉中，后稷棄緊隨司空禹之後，而禹之治水，目的亦在於使

民安全及利農耕，可見帝舜時已極之重農。又〈舜典〉曰： 

帝曰：「契，百姓不親，五品不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21 

商祖契作「司徒」，主教化。說明舜時已甚重視教育。又〈舜典〉曰：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流有宅，五宅三居，惟明克允。」22 

皋陶任「士」一職。其時之「士」，相當於後世之司寇，主刑法。又〈舜典〉曰： 

帝曰：「疇若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23 

舜時，有名曰「垂」者，任「工」之官，實即為對營造百工進行管理之職。其時帝

舜始問「疇若予工？」證明此官職為「工」。至於舜任垂膺此職，命其「汝共工」。

此「共」字，筆者認為乃供給、供奉之意，即帝舜命令垂供奉工匠一切所需物品。

甲骨文「共」字之形體，像左右兩隻手捧著一件物品以奉上一樣。故許慎（約 58-

約 147）《說文》雖訓「共，同也」，但文字學家左民安先生認為此說不妥，指出「從 

『共』字的甲、金文等形體看，是雙手『供奉』一件物品，所以其本義應為『供』，

如《周禮．夏官．羊人》：『共其羊牲。』就是說，供給他羊的祭品。」24 筆者完全

同意左先生的看法。所以，此處「共工」不可視為職官之名，亦非人名。舜所任命

之官職，「工」也。所謂「工」，筆者認為就是後來《周禮》中作為六官之一的冬官

《考工記》之「工」。其管轄的範圍，從舜時之簡單到周世的複雜，應該包括房屋、

宮室、祭壇乃至城邑的建築、舟車、禮樂器、衣食器物及武器的製造等等，對人類

文明和社會的進步影響極大。故「工」之職官作為「冬官」成為《周禮》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筆者認為實至名歸，不能視為權充。至於舜時衣、食、住、行乃至禮樂

器及武器雖較簡單，但亦是必需的，任「工」之職官亦很重要。至商時各種建築及

工藝製造水平已甚高超，以存世商代之青銅禮器和玉器之精美絕倫看來，其時工匠

鏤金雕玉工藝水平之高，已令人嘆為觀止。相信商代「工」之職官地位一定不低，

                                                 
21  《尚書疏證》，總頁 44 下。 
22  同上，總頁 44 下-45 上。 
23  同上，總頁 45 下。 
24  左民安：《細說漢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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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東周乃成「六官」之一，即「冬官」《考工記》，成為《周禮》的一部分。南齊時

在襄陽出土的《考工記》為科斗書，正是春秋戰國之書體。25 及至隋代乃直接置立

「工部」，掌營造百工之政，成為六部尚書之一，其後歷朝相沿弗替。而「工」之職

官，由於《尚書．舜典》之上述記載，乃知始於帝舜時代。此一職官之任命及作用，

是同我國社會文明的發展與時俱進的，可見其在歷史上的影響確實重大而深遠。 

《尚書．舜典》又云： 

帝曰：「疇若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益哉。」帝曰：「俞，咨益，

汝作朕虞。」26 

所謂「上下」，上為山丘，下為淵澤。伯益之所司，乃為禹作前導，平山刊木，驅逐

野獸，輔助禹治水。而伯益顯然為帝舜之親信，故舜對益說：「汝作朕虞」。如所周

知，帝舜名虞。「作朕虞」者，即命伯益作其代表，實對禹有監軍的作用。禹治水及

平三苗，功蓋天地。但伯益對帝舜歌功頌德，同時勸戒禹要勤謹自守，免招疑謗。《尚

書．大禹謨》記其事云： 

益曰：「都，帝德廣運，乃聖乃神，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益曰：「吁，戒哉，儆戒

無虞，罔失法度，罔遊于逸，罔淫于樂。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來王。」27 

但是，帝舜卻高度肯定禹之功業和品格，而自己在位既久，亦頗有倦勤讓位之意。《尚

書．大禹謨》對此有所記述，云： 

帝曰：「格，汝禹，朕宅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不怠。」28 

帝曰：「來禹，降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不自滿假，惟汝賢。汝惟不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惟汝不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歷數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拜稽首，

                                                 
25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頁 366。 
26  《尚書疏證》，總頁 45 下-46 上。 
27  同上，總頁 53 上。 
28  同上，總頁 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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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辭。帝曰：「毋，惟汝諧。」29 

《尚書．大禹謨》所述正是舜禪位讓禹之事。伯益在此中所扮演之角色，極之耐人

尋味。據今本《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記載： 

禹立四十五年，禹薦益於天，七年。禹崩三年，喪畢，天下歸啟。30 

〈帝啟〉： 

二年，費矦伯益出就國。……六年，伯益薨，祠之。31 

《晉書．束皙傳》言：「〈紀年篇〉云：『益干啟位，啟殺之。』」又《史通》的作者

在〈疑古篇〉和〈雜說篇〉中兩引《竹書》云：「益為后啟所誅。」皆有助還原歷史

真相。筆者認為，伯益作為前朝帝舜之親信，在舜禪位讓禹的問題上阻撓於前，又

干啟繼帝位於後，故其被啟所殺，合乎歷史事件發展的邏輯性。拙作〈《汲塚竹書紀

年》源流考析〉一文對此問題亦有論及32，可參閱。 

筆者認為，帝舜時期 重要者，就是對禮官、樂官之封。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史

上的一件大事。中國有專司禮、樂的職官自此始。 

《尚書．舜典》：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禮？」僉曰：「伯夷。」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33 

古之「三禮」，指涉及天、地、人三者之禮。而三禮中，有關天、地者，乃人與天地

鬼神的關係，主要涉及祭禮。「人」之禮則 為繁雜。此中有人與家庭中父母、夫婦、

兄弟、姐妹乃至宗族間的關係，有人與社會中朋友、同事、上下級乃至君臣間的關

係，主要涉及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以及與此相應的各種儀禮。此外，還有活人與

死人的關係，主要涉及喪禮、葬禮等。因此，在各種職官中，禮官是 難當的，因

為要平衡各種關係。故帝舜鄭重其事地詢問：誰能典此三禮？眾人都說：伯能「夷」

                                                 
29  《尚書疏證》，總頁 55 下、57 上。 
30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9b。 
31  同上，卷 1 頁 10a。 
32  郭偉川〈《汲塚竹書紀年》源流考析〉，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27 輯（2008

年）。又載郭偉川著《中國歷史若干重要學術問題考論》。 
33  《尚書疏證》，總頁 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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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是說，名為「伯」的人能平衡各種關係，典此三禮。為甚麼說此禮官名為「伯」

呢？因為按照《尚書．舜典》的慣例，帝舜在任命官員時皆直呼其名。如任司空的

禹，任后稷的棄，任司徒的契，任士的皋陶，任工的垂，任朕虞的益，帝舜無一例

外，皆直呼其名。故帝舜說：「俞，咨伯，汝作秩宗。」筆者認為，帝舜直呼「伯」

之名，可見任「秩宗」者，其人名「伯」而非「伯夷」。伯之任秩宗，職典三禮，實

為禮官。故《尚書．周官》與《周禮》俱將禮官稱為「宗伯」，其源蓋出於此。至於

上述《尚書．舜典》中「伯夷」之「夷」字，《說文》謂：「夷，平也」。故〈舜典〉

中之「伯夷」，其意乃說「伯」能典平三禮。後世將《尚書．舜典》中之「伯夷」視

為一人名，顯然是錯誤的解讀。然而，自舜歷夏至商末，期間相距千有餘載，據《今

本竹書紀年》記載，帝辛（紂王）二十一年，「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此「伯

夷」則為後世之人名，與《尚書．舜典》中「伯夷」之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在《尚書．舜典》中，帝舜既命伯任秩宗以司禮，又命夔典樂以和合人神，前

文已有詳述，於此不贅。此外，帝舜還任命龍作言官兼傳令官，曰：「龍，……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34 

就《尚書．舜典》所載，帝舜一共任命了二十二名職官，還要對他們的政績進

行考核。其言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35 可為之證。 

筆者認為，中國之有職官，其源甚古。因為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論之，自部落、

方國到王國的形成，既有首領及王者之尊，同時亦必須依賴眾多臣工的共同管理。

即使在沒有文字記載之前，亦必定如此。在堯、舜之前，《竹書紀年》說黃帝見景雲

而「以雲紀官」。又說帝顓頊初作曆象，作《承雲》之樂。而《史記．五帝紀》雖記

載了黃帝時期的幾個官名，卻非常簡略；但記述舜任命之主要職官，則有二十二名

之眾，且多有名稱事功。內中云：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為大理，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禮，上

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益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榖時茂；契主

司徒，百姓和親；龍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行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

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來貢，不失厥宜。方五

                                                 
34  《尚書疏證》，總頁 47 下。 
3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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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里，至於荒服。南撫交阯、北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北山戎、

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36
 

所以，徵之於現有之文獻記載，從《尚書．舜典》到《史記．五帝紀》，都證明

帝舜在中國歷史上所作的重大貢獻；而中國之有正式的職官制度及「六卿」之制，

更是從帝舜時期開始。 

（二）夏朝的官制、禮制與相關史事及其影響 

夏之都城已在河南偃師出土，二里頭已發掘出夏王祭天地山河的大牙璋；而殷

墟出土大量刻文甲骨和青銅禮器，顯示夏之禮制已經成熟。筆者謹以《今本竹書紀

年》、《尚書》及《史記．五帝紀》中所載夏朝之有關官制、禮制及相關史事，加以

互證。茲縷述如下。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云： 

元年，帝（禹）即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五年，巡狩，會諸矦于

塗山。37 

「夏時」即夏曆。向邦國頒曆，乃帝王之制，帝顓頊初製，堯時應已成熟。商立國

亦頒其曆。甲骨文有「曆」字，可證其源甚古。而巡狩、會盟亦皆王禮，甲骨文有

「巡」、「盟」等字。 

1. 夏禹時期的貢獻及其官制與禮制 

禹南平三苗，又治水多年，事功既多，又建大越於南土，故其治權達至南北，

管轄幅員之大，遠逾於堯、舜時代，因此所需職官，邁於前古。據《尚書．皋陶謨》

記載，禹與得力輔弼皋陶對話時，就涉及任命官員及百僚治績的問題。內中禹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黎民懷之。38
 

禹這兩句話非常重要。第一句是說領導者在任命官員時，必須知人善任。第二句是

說安民之要，在於予民實惠，人民自然懷德而安之。 

                                                 
36  《史記》，頁 43。 
37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9a。 
38  《尚書疏證》，總頁 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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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亦贊同德治的重要，同時指出關鍵在於百僚臣工及建立禮制的問題。曰：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六德，亮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

咸事，俊乂在官。百僚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辰，庶績其凝。無教逸欲，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

五典五惇哉！天秩有禮，自我五禮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39
 

皋陶這段話強調其治國之理念，必須以德治、禮治為先，然後輔之以刑法和行政手

段。後世儒家著作中提倡「禮、樂、刑、政」的治國理念，其思想根源即本於此。

尤其重要者，皋陶特別指出政策的推行，關鍵在於吏治。所謂「九德咸事，俊乂在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機，無曠庶官。」說的全部是吏治的問題。因為政策再好，如果吏治腐敗，

不能貫徹落實，不能和衷共濟，那麼對國家將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皋陶之言，至今

仍有現實的教育意義。至於其時之職官制度，顯然比先前有了很大的進步。舜初封

官二十二人，至帝舜與禹政權行將交替之際，朝廷的職官已稱「百僚」。至於地方上

的封疆、職貢上的制度及相應的服役，《尚書．益稷》亦記載禹在獻言中已涉及這方

面的內容，內中云： 

禹曰：「洪水滔滔，浩浩懷山襄陵，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惟荒度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念哉！」40
 

禹隨山刊木，敷土治水，需要各地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於是乃有「五服」之制。所

謂「五服」，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距王畿之遠近而定，遠者至五千

里之遙。其中甸服 近，荒服 遠。近者服役較多，遠者服役較少，以此類推。堯、

舜時曾將天下劃為十二州，每州一師。古制每師二千五百人，十二州師共三萬人，

此則為軍隊之編制，受禹直接指揮，為治水之主力。「五服」之伕役則由各地配合，

即治水至何處，由該「服」提供民伕勞役，人數更眾。然治水之有成，禹之主力部

                                                 
39  《尚書疏證》，總頁 61 下-63 上。 
40  同上，總頁 66 上、7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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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起了關鍵的作用。蓋無論古今中外，凡抗洪治水之重大工程要獲得成功，若無軍

隊之大規模參與，絕不能達致目標。故禹首先是軍隊的總司令，「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這支雄師對五服四夷發揮了威懾作用。平時為工兵，

戰時為軍士。而師以下有五級軍隊長官的建制，以領導各級戰爭單位。龐大軍隊進

行分級領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國在四千多年前的舜禹時代就有軍隊建設的記

載，而「師」是 早出現的軍隊編制，這亦是「禮」的一部分。禹及後之所以能平

定三苗，所賴者即此十二州師之猛士也。 

至帝禹之時，由於治水和南平三苗的成功，因此在地區建制與五服四夷的職貢

上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堯舜時天下有十二州，至禹乃分為九州，分別為：冀州、兗

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及雍州。至於九州進貢的土特產，《尚書．

禹貢》均有詳細的記載。其中對「五服」的進貢，更有具體的劃分。內中云： 

五百里甸服：百里賦納總，二百里納銍，三百里納秸服，四百里粟，五

百里米。五百里侯服：百里釆，二百里男邦，三百里諸侯。五百里綏服：三

百里揆文教，二百里奮武衛。五百里要服：三百里夷，二百里蔡。五百里荒

服：三百里蠻，二百里流。41
 

從上可知，越接近王畿的地區，納貢越重。如 接近王畿的「甸服」，主要納財

賦、衣、食及收割之農具等等，是日常生活的必需物品， 為重要。其次為「侯服」，

主要是提供人力資源，如征夫、勞力等等，以供役用。此處出現「侯」、「男」等字，

日後皆成為五等爵之爵位。就《尚書》記載的上古史而言，「諸侯」二字首見於《禹

貢》，原義指「侯服」中三百里地區的各個侯官，後來「諸侯」被引申為各侯國的國

君。再其次為「綏服」，主要涉及文教的傳播，以及作為天子之武衛以捍衛疆土。至

於「要服」及「荒服」，已在蠻夷之區，所貢已渺不可知矣。 

禹時之疆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於是「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即賜圭璋以公告天下，禮也。 

2. 舜禹至夏啟時的「六卿」與兩周時期之「六卿」及「六官」的關係 

帝禹之後，其子啟繼有天下。據《竹書紀年．帝啟》云： 

                                                 
41  《尚書疏證》，總頁 91 下-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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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年，帝（啟）即位于夏邑，大饗諸矦于鈞臺。……十年，帝巡狩，舞

《九韶》于天穆之野。42 

「大饗諸侯」乃王之饗禮。甲骨文有「飧」字。至於帝巡狩而舞《九韶》，禮與樂也。

甲骨文有「夏」、「舞」等字。 

另據《尚書．甘誓》記載，啟時已有「六卿」職官之設。內中云： 

大戰于甘，乃召六卿。王曰：嗟！六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

五行，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行天之罰。」43 

啟時之「六卿」，許多譯注者都引用鄭玄（127-200）的說法。鄭注云：「六卿者，六

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44
 

但筆者認為，夏啟去周近千載，其時既未有「六軍」之記載，又怎能以千年後

《周禮》中的「六官」原封不動地來解釋夏初的官制呢？且「六卿」即負責「六事

之人」，此「六事」並非專指軍事。故鄭玄將「六卿」說成專指軍事上「六軍」的官

員，顯然是不妥的。 

以筆者之看法，舜既禪位予禹，故禹對舜時之官制必繼續沿用；而啟又繼承自

其父禹。且自舜至啟時間相距甚近，故啟時之官制大體應為舜時之官制。根據《尚

書．舜典》的記載，其時帝舜任命主要官員及所司六事如下： 

司空：主平水土之事（又兼主軍事）。 

后稷：主農事。中國以農立國自此始。 

司徒：主教化。 

士 ：主刑法。 

工 ：主工匠及各種器物生產之管理。 

秩宗：主管天、地、人三者之禮制及宗法制度。中國古代有禮官自此始。 

筆者認為，上述舜禹時六種主要官員，實即啟時之「六卿」。彼等管理之「六事」

                                                 
42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9b-10a。 
43  《尚書疏證》，總頁 98。 
44  見《尚書．甘誓》鄭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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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關係國計民生。《尚書．甘誓》記載啟欲征討實力強橫之有扈，必須以舉

國之力始克有濟，故須詢之於「六卿」。誠如筆者前文據《尚書．舜典》所斷言，中

國有籍可考正式之職官制度應自舜始。參之於《尚書．甘誓》，此正式之職正是主管

上述「六事」之人，是為「六卿」。筆者研究歷代官制，認為自古至今，幾乎一脈相

承，其源頭正是舜、禹及啟時之「六卿」，對後世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以周為例。武王克商，西周立國，再經周公之東征與召公之討定南北，至周公

致政成王時，西周王朝之幅員已遠邁前古，對中央政府及地方諸侯的管理，更需要

大批的官員，因此其官制必更龐大和複雜。顯然，西周官制對前代夏、商的官制，

亦必有所繼承和發展。除立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及少師、少傅、少保三孤外，亦

採用舜至啟時的「六卿」官制。《尚書．周書．周官》言周成王時之官制如下： 

王曰：「若昔大猷，制治于未亂，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寧。夏、商官倍，

亦克用乂。明王立政，不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不逮，

仰惟前代時若，訓迪厥官。立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論道經邦，燮

理陰陽，官不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行化，寅亮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宗伯掌邦禮，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六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暴亂。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利。六卿分職，各率所屬，以

倡九牧，阜成兆民。」45
 

周成王在上文中論及自堯舜以來的官制沿革。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說

的就是堯舜時代建立職官的事，筆者前文論《尚書．舜典》時已有述及。但是〈舜

典〉只說舜封二十二官，周成王則言其時官至百數，或許是大概而言。在上文中，

周成王說「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即是夏、商兩朝的職官數目，倍於堯舜時代。

當然，時代在不斷演進，國家規模越大，需要職官越多，符合歷史邏輯。至周成王

時，除三公、三孤輔助天子作大政決策外，國家軍、政、經濟、文化、刑法及禮制

等具體領域之職司則由六卿分掌。西周的「六卿」顯然是由舜至啟時的「六卿」演

化而來。至於成書於東周時期的《周官》即《周禮》一書，內中的「六官」正是從

                                                 
45  《尚書疏證》，總頁 269 下-270 下。 



先周時期官制、禮制的形成及其影響 

 

17

周成王時之「六卿」沿襲而來。筆者特造表如下，俾作比較，以見其沿襲及演化之

軌跡： 

 

舜禹至夏啟時 周成王時 東周時期 

六卿 六卿 六官 

司空：主平水土及軍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平四海 天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邦國

后稷：主農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司徒：掌邦教，安邦國，擾兆民

司徒：敷五教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宗伯：掌邦禮，和邦國，統禮官

士：主刑法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司馬：掌邦政，統六軍，平邦國

工：供百工與器物 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 秋官司寇：掌邦禁，立刑法，刑邦國

秩宗：典三禮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考工記：掌百工與器物 

（上據〈舜典〉、〈甘誓〉） （上據《尚書．周官》） （六官據《周禮》） 

 

從上表可知，帝舜時由禹所任的「司空」一職，乃因人任事，既平水土，又統

軍南平三苗。至周成王時，「司空」只管邦土，至於其軍事職能，已改由司馬擔任。

而舜時主農事之職官「后稷」，因周祖棄曾任此職，故其後世姬周子孫特別重農。西

周以農立國，從天子到地方官員都關心並負責主管農業事務。《詩．周頌．載芟．序》

中述及天子所耕之籍田，即「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及後帝王每年春日行「籍田禮」，

歷代相沿弗替。而地官司徒轄下之各級官員，如《周禮》所載之「遂人」、「遂師」、

「縣正」、「鄙師」、「鄉長」乃至「里宰」，相當於現在的省、市、縣、鄉、村長，都

必須親抓農業。故周朝不必專設農官，且「后稷」已成為周祖棄之代稱，因此《尚

書．周官》及後世《周禮》一書皆無「后稷」一官之設。至於舜時司徒掌教化事務，

大體與西周同。而舜時「士」之主刑法，若兩周之「司寇」；「工」主百工技藝之管

理及器物之供奉於王，正與《周禮．冬官．考工記》所述相同。至於舜時主典三禮

（按：指涉天、地、人之禮）之「秩宗」，其所司則同於兩周之「宗伯」。 

從上表可知，《尚書．周書．周官》中的「六卿」並非憑空而來。就各職官所司

的內容而言，顯然大部分承襲自〈舜典〉中六個重要職官的主要職能，亦即〈甘誓〉

中帝啟時代主管「六事」的「六卿」。只是西周「六卿」的職官內涵並非全盤照搬舜

禹時代的「六卿」，而是與時俱進地改變部分職官的名稱，但所司卻大致相同。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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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為「司寇」，續主刑法；「秩宗」之改為「宗伯」，續掌禮。而司徒掌教化，〈舜

典〉與《尚書．周官》無異。稍有不同者，就是西周時省去舜禹時主管農、工的專

職官員，二者之職能，由天子親自過問，同時由其他主要官員和各級地方官員分掌。

西周時期所以取消「后稷」之官，說已見前。至於帝舜時禹任司空，由於治水及平

三苗等極為嚴峻局勢的需要，因此司空統領一切軍政大權。西周成王時，則分散司

空的權力。首先另立冢宰以統百官，主朝政；此外，另立司馬掌六師，主軍事。司

空既失軍政大權，徒存其名，只掌邦土、時地利而已，且排於「六卿」之 末。這

可說是周成王時對職官制度 大的改革。 

另據上表，知《尚書．周官》中，周成王時期王師編制為「六師」。事實上整個

西周時期天子軍隊皆為「六師」。至於周穆王平南蠻東夷時，「大起九師」（按：參看

《竹書紀年》），則是王之「六師」加上諸侯之「三師」。凡此皆有定制。考諸歷史事

實，西周之前，從夏王朝起，部隊皆稱「師」而不稱「軍」。據《尚書．益稷》記載，

堯舜時天下分十二州，禹治水及平三苗，每州派一師，故說「州十有二師。」「師」

之編制及名稱自此始。另據《尚書．夏書．胤征》所言，夏仲康之世，命胤掌「六

師」，以征失職的羲和，則天子有「六師」，自仲康始。及至西周，周成王命司馬統

「六師」，說明自夏至西周，「六師」之制未變，同時亦顯示以「師」作為部隊的編

制一直相沿弗替，直至春秋時晉文公作「三軍」止。 

就歷史文獻的記載而言，自古至今，中國的職官制度自堯舜以來，有其歷代相

沿的軌跡，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正因為中國有四千多年職官制度的歷史，足以說明

中國古代禮制文明之久遠。從《尚書．舜典》可知，其時已有十分明顯的社會分工

和職官任命制度，顯示其時的社會政治、農業、教育、軍事、建築、手工業和宗法

制度都有專任職官管理。而上述這些領域，正是構成一個國家的基本要素。因此，

職官制度所體現的禮制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時的社會文明和國家文明，因而

在總體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因為若沒有職官制度及實施有効的管理，便

成為無政府狀態。一個沒有組織管理的混亂社會，很難有國家文明可言。因此，一

部中國職官制度史，實際上亦是中國文明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於此可見。 

3. 夏朝的官制、禮制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據《今本竹書紀年．帝仲康》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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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錫昆吾，命作伯。七年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46 

可知夏朝已有伯、侯等爵位，商、周二朝皆沿用。 

又據《尚書．夏書．胤征》云：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六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

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不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乃季秋月朔，辰弗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47 

筆者錄上述一段，乃因其涉及夏仲康時之官制及名稱。後來周公在《尚書．立政》

中說到的「藝人、表臣百司」，就是由「工」的職官所管理的，因為《尚書．胤征》

中明言「工執藝事」。此外，筆者在前文論證《尚書．舜典》中帝舜任命職官時，曾

詢眾人：「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筆者指出，

「共工」非人名，亦非官名，而是指由「工」的職官管理百工藝事，將他們的產品

以供用度。故「共」者，「供」也，其音義衍申為「恭」。因此，就《尚書．胤征》

述及「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之義──筆者認為，此「恭」字原文

應為「共」，原義為「供」。全句意為：「工」的職官管理百工藝事以事天子，倘若不

能按時供奉，則會按刑法處置。 

尤為重要者，由上文可知，三代時天子有「六師」之制，自仲康始。《尚書．甘

誓》說「六卿」是主管「六事之人」，但未言及用於征伐的軍隊「六師」。筆者在前

文已論及鄭玄註釋的錯誤，指出他為〈甘誓〉作註，說「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

六軍皆命卿」極為不妥。然其影響所及，清人崔述（1740-1816）乃據之說：「古者

六師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記甚明；至春秋時猶然。自《周官》（今謂之《周禮》）

始謂司馬掌六師，而《偽書．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無是言也。」48 因而斷定《尚

書．夏書．胤征》乃偽書。鄭說之謬，筆者前文已予駁正。崔述顯然沿襲其錯誤。 

至於「羲和」，乃分掌天文地理、日月星辰曆象之職官，堯時已有任命，事見《尚

書．堯典》。而「工執藝事」，說明夏仲康時仍沿用舜時之職官「工」。就《尚書．胤

                                                 
46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11a。 
47  《尚書疏證》，總頁 102。 
48  崔述：《考信錄》，《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6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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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所見，仲康時「瞽」乃奏鼓之樂官，「嗇夫」則為主幣之官。文中尚有「百官」

及「官師」等字眼，可見仲康時職官制度之內容更加繁多。 

據《今本竹書紀年．帝相》記載： 

（帝相）七年，于夷來賓。49 

「來賓」，即行臣禮也。此制商承之，甲骨文有「賓」字。又〈帝少康〉曰： 

元年丙午，帝（少康）即位，諸矦來朝。50 

此乃朝覲禮。又〈帝芬〉曰： 

三年，九夷來御。51 

「御」者，進獻禮也。甲骨文有「御」字。又〈帝芒〉曰： 

元年壬申，帝（芒）即位，以元圭賓于河。52 

圭璋，玉器之貴者；「元」，亦可釋為「大」。《漢書．董仲舒傳》云：「元者，辭之所

謂大也。」故「元圭」實即大圭。圭之 大者，名為「鎮圭」，天子守之，《周禮．

考工記．玉人》有著錄。夏帝芒即位，奉大圭賓於黃河，乃為祭禮。又〈帝泄〉曰： 

（帝泄）十二年，殷矦子亥賓于有易，有易殺而放之。十六年，殷矦微

以河伯之師伐有易，殺其君綿臣。53 

《今本竹書紀年》所載商祖王亥被有易所殺，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史事，在清華簡

《保訓》周文王之遺言中，得到若合符節之印證。這進一步證明了傳世的今本《竹

書紀年》一書所載史料的可靠性。甲骨文有「王亥」等字，王靜安先生（王國維，

1877-1927）藉之以證殷商王室世系54。又《今本竹書紀年．帝厪》曰： 

元年己未，帝（厪）即位居西河。四年，作西音。55 

                                                 
49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11b。 
50  同上，卷 1 頁 13a。 
51  同上，卷 1 頁 14a。 
52  同上注。 
53  同上，卷 1 頁 14b。 
54  參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6 月），頁 409-437。 
55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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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帝胤甲居西河而作西音，筆者認為此乃頒令將河西一帶之方言，定為官方語言。

頒令統一使用語言、文字，王制也。又〈帝桀〉曰： 

（帝桀）二十八年……，太史令終古出奔商。56
 

以此知「太史」官名出自夏朝。甲骨文有「太史」二字。 

（三）商朝的官制、禮制對夏、周二朝的承傳 

商湯革夏桀之命成功，開創了有商一代之基業，其事《尚書．商書》、《竹書紀

年》及《史記．殷本紀》皆有記載；清華簡《保訓》即周文王的遺言中，亦有述及

成湯「祇備不懈，用受大命」之事。茲仍以《竹書紀年》為主，參以他書，論證殷

商一代之官制、禮制及其對夏、周二朝的承傳關係。 

據《今本竹書紀年．殷商成湯》記載： 

（成湯，名履）十八年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二十五年，

作《大濩樂》，初巡狩，定獻令。二十七年，遷九鼎于商邑。57 

夏、商、周皆有「社」，禮也。甲骨文有「社」字。巡狩、定獻令及遷九鼎，皆為王

制，禮也。夏帝禹作九鼎，商王湯遷九鼎，表示政權之交替，成為後世之取則。而

成湯既定禮制於前，又作《大濩樂》於後，故制禮作樂之事，商朝開國時早已有之。

因此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已有前例。甲骨文「禮」、「樂」、「鼎」皆有其字。

王靜安先生引殷虛卜辭之「豐」字以釋「禮」，其說甚是。58
 

1.  商之「卿士」制度與武丁史事 

據《今本竹書紀年．外丙》記載： 

（外丙，名勝）元年乙亥，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59 

可知「卿士」一官始自商初。甲骨文有卿士二字。又《今本竹書紀年》曰： 

                                                 
56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1 頁 18b。 
57  同上，卷 2 頁 1b-2b。 
58  參王國維：《觀堂集林》，頁 290-291。 
59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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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壬（名庸）……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太甲（名至）……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60 

由此知伊尹為三朝執政卿士，權力極大，《尚書．商書》有〈伊訓〉篇，述伊尹於商

王之太廟訓戒太甲之事。內中云：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見厥祖，侯羣群后咸在，百官緫己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烈祖之功德，以訓于王。61
 

由此知「卿士」即王朝之「冢宰」，以總百官，此制自商初之伊尹始。夏有「六卿」

之制，商增命「冢宰」之官，即後世的宰相，為百官之首。筆者認為，西周之後的

職官制度，實際上是在夏、商官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今本竹書紀年．太戊》又載： 

（太戊，名密）十一年，命巫咸禱于山川。……三十一年，命費矦仲衍

為車正。62 

巫官而名咸者，此為《竹書紀年》首見。甲骨文有「巫」之官名。至「車正」之官

名，夏已有之。《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可為之證。

甲骨文有「車」等字。又《今本竹書紀年．祖乙》曰： 

祖乙（名滕）元年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二年，

圮于耿，自耿遷于庇。三年，命卿士巫賢。63 

商王祖乙自相遷耿，翌歲耿城坍塌。商王朝歷來迷信鬼神，乃改命巫師賢為執政卿

士，以求神問卜代替行政。可見巫官於商代地位之重要。又〈盤庚〉曰： 

盤庚（名旬）元年丙寅，王即位居奄。七年，應矦來朝。十四年，自奄

遷于北蒙曰「殷」。十五年，營殷邑。64 

盤庚為商之開國王成湯之十世孫，亦是商代的第二十位君主。在此之前，由於自然

                                                 
60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2b-3a。 
61  《尚書疏證》，總頁 114 上。 
62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4b。 
63  同上，卷 2 頁 6a。 
64  同上，卷 2 頁 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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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其他原因，商代社會歷經動盪不安，被逼遷都，史有「九世之亂，五次遷都」

之說，這都符合實際情況。至盤庚，為避水患，乃決定自山東曲阜遷徙至河南安陽，

此即所謂「盤庚遷殷」，乃歷史之大事。此舉為商朝日後中興奠定重要之基礎。《尚

書．商書》有〈盤庚〉一文，載有盤庚於遷都前後對百官和民眾之訓言，為現存商

代極重要之歷史文獻。內中述及「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應為商朝上層高級官

員及地方長官的統稱。又《今本竹書紀年．武丁》曰： 

武丁（名昭）元年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六年，命卿士

傅說視學養老。十二年，報祀上甲微。……二十九年，肜祭太廟。65 

武丁乃殷商史之明君，甘盤、傅說俱為其執政卿士，皆為賢相。武丁不以巫治國，

其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皆為重教育及敬老之禮制，為後世帝王所效法，而

成為儒家禮學之一部分。武丁祀上甲微，肜祭太廟，可見其祭祀先祖之誠。所謂「肜

祭」，乃祭之明日又祭，是祭禮中之 隆重者。有關商祖上甲微史事，《今本竹書紀

年》夏帝泄條下有記載，而清華簡《保訓》所載周文王遺言中，亦述及上甲微史事66，

取之與《今本竹書紀年》相證，完全相合。可見上甲微的確是商之先公先王中一位

傑出的人物。武丁不忘祖德，予以隆祀。另一方面，亦可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確

非偽書，足堪引用。至甲骨文「視學」、「養老」、「報祀」、「肜祭」皆有其字。 

武丁文治武功皆足稱道，以至宋代《竹書紀年》之整理者67為其寫下如此之贊

辭： 

王，殷之大仁也。力行王道，不敢荒寧，嘉靖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

怨。是時輿地東不過江黃，西不過氐羌，南不過荊蠻，北不過朔方。而頌聲

作，禮廢而復起。廟號高宗。68
 

可見殷禮至武丁，是有所發展的。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對武丁的求賢若

渴和篤行德政有很高的評價，內中云： 

                                                 
65  《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8b。 
66  李學勤：〈周文王遺言〉， 2009 年 4 月 13 日《光明日報》。又見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補

正〉，載《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67  參郭偉川：〈《汲塚竹書紀年》源流考析〉，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27 輯，

2008 年版。又載郭偉川著《中國歷史若干重要學術問題考論》。 
68  見《竹書紀年補證．武丁》，《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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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武丁即位，思復興殷，而未得其佐。三年不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

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說。以夢所見視群臣百吏，皆非也。於是乃

使百工營求之野，得說於傅險中。是時說為胥靡，築於傅險。見於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

號曰傅說。……武丁修政行德，天下咸歡，殷道復興。69
 

從上述記載中，可知殷商之職官政治的實際情況，使我們知道其時確實由「冢宰」

領百官以執政。此一官職夏朝所無，為殷商所創。 

1976 年於河南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婦好墓，是迄今為止唯一能與甲骨文相證，

從而能將墓主的確切身份和所處年代加以斷定的殷代重要墓葬。墓中共出土青銅器

460 餘件、玉器 755 件、骨器和牙器 560 餘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計 1928 件。

婦好墓出土禮器之豐，各項器物種類和數量之多，證明殷商至武丁之世，禮樂文明

的輝煌和物質財富的繁盛。 

另一方面，武丁先後命甘盤、傅說為卿士，說明自商初伊尹任卿士以來，歷數

百年而卿士制度不衰，下迄西周及春秋，對此卿士制度予以全盤繼承，相沿弗替。

誠如《詩．商頌．長發》所云： 

昔在中葉，有震且業。允也天子，降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70 

由此可知卿士制度在商代歷史上的重要性。卿士者，冢宰也，統百官以行政，直接

向商王負責。卿士制度對後世職官制度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秦漢之後的宰相制度及

內閣首輔的制度，乃至近現代由國務總理統領各部的制度，其職責範圍及所司之事

權，實質上都脫胎自商之卿士制度。可見我國職官制度在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上的

合理性和實用性，足證中華國家文明發展之早。 

《今本竹書紀年．祖庚》又載： 

祖庚（名曜）元年丙午，王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71 

武丁（即殷高宗）後代能承其遺訓。至於殷高宗史事，可參《尚書．商書》。又《今

本竹書紀年．祖甲》曰： 

                                                 
69  《史記》，頁 102-103。 
70  《十三經注疏》本《詩經疏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總頁 803 下。 
71  見《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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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甲（名載）……二十四年，重作《湯刑》。72 

所謂《湯刑》，應是成湯立國時所作的一部刑法法典。其時湯既制禮，又作《大濩樂》

及《湯刑》，以行其政。因此，商之禮、樂、刑、政已完全具備，充分顯示其立國者

將其建成一個文明國家的決心。這一禮治思想，其後周文王、武王及周公皆有所繼

承和發展。甲骨文有禮、樂、刑諸字。 

2.  晚商時期姬周家族與商王朝的關係 

據《今本竹書紀年．武乙》記載： 

武乙（名瞿）元年壬寅，王即位居殷。邠遷于岐周。三年，自殷遷于河

北，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三十四年，周公季歷來朝，王賜地三十里，

玉十瑴，馬十匹。73 

商王武乙之世，周祖古公亶父開岐，武乙命其為「周公」，故稱「周公亶父」。「周公」

乃封爵位號，亶父薨，其子季歷繼其爵號，故稱「周公季歷」。可見在姬周家族中，

「周公」的爵號既特別尊貴，又極為重要，有此爵號，即意味著繼統的可能性。季

歷為商王文丁所害後，其子姬昌照禮制應繼「周公」爵位。而越帝乙而至帝辛（即

紂王），乃先後命姬昌為周侯、西伯。筆者認為，其後西伯伐密伐崇，取耆及邗，作

邑於酆，稱王而與商紂分庭抗禮。據《今本竹書紀年》云： 

帝辛（名受，即紂王）元年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矦、周矦、邗矦。……

四年，大蒐于黎，作炮烙之刑。五年，築南單之臺。雨，土于亳。六年，西

伯初禴于畢。九年，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立玉門。十年夏六

月，王畋于西郊。十七年，西伯伐翟。冬，王遊于淇。二十一年春正月，諸

矦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二十二年冬，大蒐于渭。二十三年，囚

西伯于羑里。二十九年，釋西伯，諸矦逆西伯歸于程。三十年春三月，西伯

率諸矦入貢。三十一年，西伯治兵于畢，得呂尚為師。三十二年，五星聚于

房，有赤烏集于周社，密人侵阮，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年，密人降于周師，

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年，周師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

                                                 
72  見《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9b。 
73  同上，卷 2 頁 10b-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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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年，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六

年春正月，諸矦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三十七年，周作辟

雍。三十九年，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年，周作靈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年春三月，西伯昌薨。74 

西伯昌在位五十年，其中後四十年適為紂王在位期間。此乃殷周之際 為重要之四

十年，期間一亡一興，關鍵咸在此四十年中。因此，筆者述《今本竹書紀年》有關

紂王、西伯重要之禮制與史事，以見其興衰之所由來。如： 

帝辛四年，紂王「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所謂「大蒐」者，王者對軍隊之大

檢閱也，屬軍禮。是年紂王不以祖宗之《湯刑》刑法為準則，而自制炮烙之刑，以

加諸敢於諍諫之忠臣義士，可見其暴戾無道，失盡人心。 

帝辛五年，「雨，土于亳」。此乃社祭之禮。拙作〈古「儒」新說──胡適、傅

斯年二先生論說考正〉一文，對此句解釋如下： 

帝辛五年，旱，求雨如願，故祭于亳社。此句《今本竹書紀年》作「雨

土于亳」是錯誤的，應予改正。將「土于亳」釋為祭于亳社，是因為「土」

即「社」，乃地祇也。《春秋公羊傳．僖三十一年》云：「諸侯祭土。」注：「土，

謂社也。」故「土于亳」即社祭于亳，此乃「亳社」之所由來；而亳社由殷

王親祭，因此亦稱為「殷社」。75
 

帝辛六年，西伯初禴於畢。所謂「禴」，祭禮也。夏、殷春祭曰「禴」，周改夏

祭為「禴」。《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所言正是祭祀之事。由此可見夏、殷、

周某些禮制，是有所承襲的。 

帝辛九年，紂王獲妲己之後，驕奢淫逸，連年作瓊室，立玉門，於西郊畋獵，

遊樂於淇水之間。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翌歲，紂王囚西伯於羑里。其所以如

此做的原因，是其驕奢暴戾，已大失天下人心，故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此點極之重要。按禮制，凡於「春正月」諸侯行朝見禮者，王制也。此舉顯示諸侯

有棄紂王而尊西伯之意。因此引起紂王之警覺與忌恨，乃拘而囚之。但西伯已在位

數十年，其仁義禮治之隆望已贏得天下之心，故紂王亦不敢殺他，帝辛「二十九年

                                                 
74  見《竹書紀年補證》，《竹書紀年八種》，卷 2 頁 12b-15a。 
75  郭偉川：〈古「儒」新說──胡適、傅斯年二先生論說考正〉，《中國歷史若干重要學術問題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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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此事與《逸周書．

程典》所載頗為契合。其文云：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六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怒無疆。

諸侯不娛，逆諸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76
 

文王作《程典》，證明諸侯已迎文王歸於程。而文王於「三月」率諸侯入貢「奉勤於

商」之事，人物、時間、地點完全相同。兩書互證，皆為信史。 

在紂王荒淫殘暴、天下離心離德的情況下，西伯乃積極治兵，準備伐紂。其時

「有赤烏集于周社」，說明文王在西岐已建有「周社」。夏有「夏社」，殷有「殷社（亦

稱亳社）」，此時西岐之姬周政權已有「周社」，此乃王制。而「社祭」之禮，顯示夏、

商、周三代是一脈相承的。及後文王又作「辟雍」、「靈臺」，亦為王制。鄭玄箋《詩．

大雅．靈臺》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凡此種種，皆證明

文王早已稱王的事實及其與商紂分庭抗禮的決心。 

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證明商時已有

「大夫」、「內史」之官名。甲骨文有大、夫、內、史等字。 

3. 甲骨文中商之官制與夏、周二代官制的關係 

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官制，陳夢家（1911-1966）《殷墟卜辭綜述．百官》頗有羅

列，於甲骨文中獲商代官稱二十有四77。繼之日人島邦男（1908-1977）《殷墟卜辭研

究》對商代官制亦有述及78。至張亞初〈商代職官制度〉一文，則可謂以甲骨文研

究殷商官制之集大成者，所得官稱達六十五個之多79。茲據張文擇要縷列如下： 

傅（木甫）、師、保。 

卿事（卿事僚）：小眾人臣、農、牧、小丘臣、犬、貯、系尹、工、馬、

馬小臣、走馬、族馬、亞、大亞、馬亞、旅、射、菔、戍、小多馬羌臣、丁

師、刺尹、臣、小臣、元臣、宰、監、正、僚、友、尹、君。 

                                                 
76  見《逸周書．程典解》。 
77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年）。 
78  島邦男：《殷代卜辭研究》（日本弘前大學文理學部中國學研究會 1958 年印行，臺灣鼎文書局 1975

年中譯本）。 
79  張亞初：〈商代職官制度〉，載《古文字研究》第 13 輯，198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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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史僚：大史、小史、史、御史、作冊、作冊有史、三史。 

宗：考、眉、族尹、丐、大丐。 

祝：卜、巫、奠。 

辟臣：爿付、小子、寢。 

首先要說明的是，筆者只錄 59 個甲骨文官名，並根據拙見編排其組合。 

筆者據上述甲骨文的職官名稱，共分五大部分，從中已大體反映出商代職官制

度的基本系統。 

首先是太傅、太師、太保，乃為三公。三公輔王議事和決策，王可視需要命其

中任何一公担任冢宰，統領卿事寮諸臣執行軍政及經濟事務。 

卿事寮是龐大的辨事機構和執行單位，負責各領域行政，其中臣、小臣、小眾

人臣、元臣、宰、監、正、僚、尹等，負責政治、民生和教育等各種行政事務。 

農、小丘臣及貯等則負責農業生產和糧食存倉等事務。 

牧、犬則負責畜牧業。 

工、系尹、菔等則負責百工技藝和麻絲織造等事務。 

馬亞、馬小臣、走馬、族馬、馬、小多馬羌臣等則負責馬政。 

旅、射、戍、丁師、刺尹等則為軍事方面的官員。 

太史寮諸臣如「史」等，除為王記事及作冊，實際上還代王傳達命令和執行命

令。 

「宗」即宗伯，為禮官，其職能與舜時典三禮的「秩宗」同。而眉、考、族尹

等皆為宗族方面的官員。 

至於卜與巫是商王賴之與天帝鬼神溝通的靈媒，祝與奠則是負責有關祭祀禮儀

方面的官員，幫助商王趨吉避凶，在殷商時期有特殊地位。 

至於辟臣、爿付、小子及寢等，則為王內廷之侍臣，即後世之宦官。 

根據上述甲骨資料的分析，筆者認為商代的職官系統內容已非常豐富而完善，

再結合文獻如《尚書．商書．伊訓》中「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說明其時伊尹已為百

官之首的冢宰；而《今本竹書紀年》紀載商代外丙、仲壬及太甲三王先後都任命伊

尹為卿士。故筆者認為，就作為百官之首的性質而言，「冢宰」即為「卿士」。再加

上《尚書．周書．酒誥》中述及的官名，那就更加全面。〈酒誥〉中周公追述殷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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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利弊得失，內中涉及商代的若干官稱。茲錄如下： 

王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僚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里居，罔敢湎于酒。……」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若疇，圻父薄違，農父若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80 

就〈酒誥〉所述商代官稱，除重點提到外服的侯、甸、男、衛和邦伯外，內服

的百僚臣工許多與張亞初先生研究的甲骨文官稱相類同。如太史友、內史友之屬於

甲骨文的「太史寮」；越獻臣之類於甲骨文之「臣、小臣、小眾人臣、元臣」；〈酒誥〉

中的宗、工則與甲骨文的官稱「宗、工」完全相同，皆指禮官宗伯及管理百工藝人

的官員。至於〈酒誥〉述及之圻父、農父、宏父，實指司馬、司徒、司空三卿，應

屬於甲骨文中「卿事寮」的範圍。筆者特將二者加以綜合，並與夏朝及堯舜時代的

官制作一比較，可見商代的職官制度更加複雜，內容更加豐富而完善。而商代的官

制顯然上承夏官，下啟周官，有其歷史軌跡可循。筆者特製表如下： 

 

舜禹至夏啟時 殷商時代 周成王時 

六卿（六事之人） 三公：太傅、太師、太保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 

司空：主平水土及軍事 冢宰：掌卿事寮及百官 冢宰：統六卿及百官 

后稷：主農業 司馬：掌軍事 司徒：掌邦教 

司徒：主敷五教 司徒：掌農業 宗伯：掌邦禮 

士：主刑法 司空：掌司法 司馬：統六師 

工：供百工及器物 宗：主典三典及祝、卜等 司寇：掌刑法 

秩宗：主典三禮 工：主百工及器物 司空：掌邦土 

上據〈舜典〉及〈甘誓〉 上據甲骨文資料及〈酒誥〉 上據《尚書．周官篇》 

 

筆者所製夏、商、周諸表，只舉其具代表性之職官名稱，主要在於顯示三公（按：

夏無三公）、六卿職官系統在三代之沿襲，有其歷史根據。當然，隨著歷史之演進，

                                                 
80  《尚書疏證》，總頁 209 上、21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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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後的王朝，則職官系統愈複雜，官稱亦越來越多。但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自

堯舜至夏、商、周，各個時代都有其側重點，這亦反映到職官的任命上。比如帝堯

時代重點在解決年、月、日及春、夏、秋、冬四季等時間的問題，同時還解決東、

南、西、北四方的空間問題，因此始有對羲和等天文曆法系統以及「四岳」官員的

任命81。但帝堯時期還要面對兩大歷史難題：一是洪水，二是三苗之亂。堯解決不

了上述問題，禪位而由舜繼任。 

帝舜 大的貢獻，在於知人善任，創設中國 早的職官系統。其中命禹任「司

空」，負責治水及平三苗，可謂集軍、政、經濟大權於一身，非如此則治水及平三苗

難有成，故其時「司空」一職權力極大。舜還任命周祖棄為「后稷」，負責農業；任

命商祖契為「司徒」，以敷五教；任命皋陶為「士」，主刑法；任命垂為「工」，以供

百工技藝及產品；任命伯為「秩宗」，主典三禮。帝舜對此六項職官之任命，包括了

兵、農、教（學）、刑、工、禮的範疇82，其影響所及，不僅於數十年後成為禹子夏

啟一朝之「六卿」（即「六事之人」），而且殷商之「卿事寮」諸官、西周之「六卿」、

春秋時期晉之「六官」、隋唐之後的「六部」尚書，都受到帝舜時期任命的六項職官

的直接影響。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的職官制度乃肇始於帝舜。世之欲論周官周禮

者，當溯其源而論及於此。 

至於殷商的職官制度，筆者認為隨著青銅文明的高度發達，社會經濟明顯取得

長足進步，而甲骨文字的創造、應用和演進，使中華文化出現空前的發展，因此政

治文化包括職官制度亦相應得到大規模地擴充。如太傅、太師、太保三公的設置，

以卿事寮統轄兵、農、牧、工各部門及行政諸官，以太史寮管理記事作冊的祕書班

子，同時沿用「宗」以典三禮，並開始設立內廷侍臣的官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殷商王朝特別重視馬政，從上述引用甲骨文所見職官中，涉及馬匹的來源及管理方

面官員之多，可見一斑。因為殷商王都大多置於河南、山東及山西等中原地區，極

之仰賴西北及北部地區馬匹的供應，所以需要大量的官員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因

為在古代，在軍事上，馬的速度和機動性往往是戰爭致勝的主要原因之一，又是農

業生產和後勤運輸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筆者認為，殷商晚期處理與西岐姬周政

權的關係，其中利害之所在，就是馬資源的問題。及後姬周政權之所以能取殷商而

                                                 
81  見《尚書．堯典》。 
82  見《尚書．舜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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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就是因為姬周在文王時期已經擬定綏靖西北、南下伐紂的計劃，並經略山西、

河北，此舉實際上切斷了殷商北方馬資源的供應，因此在戰略上處於極為被動的地

位。且紂王主政，以荒淫暴政令臣民離心離德。而姬周既有北方大量的馬資源，又

有關中平原的大糧倉，且文王主政五十年，以仁義禮治大得人心；及後武王繼起承

志，舉兵伐紂，牧野一戰，武王驅兵車衝跨紂王的步兵，於是紂兵倒戈，導致殷商

王朝的 後垮台83。故從戰爭的角度而言，馬確實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拙作〈略論

馬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有所論述84，讀者可參閱之。筆者之所以論及

於此，意在說明殷商王朝對馬政的重視以及對相關官員任命之多，是有其歷史原因

和根據的。 

殷商王朝亦特別重視對祝、卜、巫等官員的任命，因為迷信鬼神是殷商王朝的

傳統。從安陽殷墟出土的大量刻字甲骨之內容大都為卜辭以觀之，亦可知商王凡事

必求神問卜。舉凡祭祀、政治、軍事、農事、生活起居、婚喪、疾病、天氣乃至畋

獵等等，都成為卜問的內容。而卜問在於決疑，以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卜與巫上

古已有，都是被視為能與天帝神明溝通的靈媒，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殷商時期受

到特別的重視。我師饒宗頤先生著有《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85，對殷代占卜所

涉人物及事類，所述甚詳。其中人物方面，包括王及王族、公卿侯伯，以及諸子諸

婦等；而所卜事類包羅之廣，其內容實際上已從側面反映出殷代社會的組織及其形

態，為研究殷代歷史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實證。 

至於祝、奠等則是祭祀方面的禮官，族尹則是負責處理宗族事務如宗法、宗禮

方面的官員，顯見商代在禮制宗法上有所發展。但殷代過於側重占卜、巫筮等活動，

助長從商王至臣民過度迷信天意鬼神的風氣。直至西周時期，姬周王朝在職官制度

及名稱上固然不少沿襲自殷代，但因姬周王朝重視禮制，故祝、卜、巫等與天意神

明溝通的靈媒，以及《連山》、《歸藏》、《周易》有關夏、商、周三代之卜易，皆歸

禮官宗伯所管轄86，從而遏制了殷商時期過度迷信天意鬼神之風。這可說是殷周兩

朝官制及社會風氣上 大的不同之處。 

殷代對嬖（辟）臣、爿付、小子、寢、舌等內廷侍臣的大量任命，助長了殷王

                                                 
83  見《史記．周本紀》。 
84  郭偉川：〈略說馬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中國歷史若干重要學術問題考論》。 
85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年）。 
86  見《周禮．春官．大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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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奢汰荒淫之風。殷之末王帝辛（即紂王受）就是因為既沉湎酒色，又暴虐無道而

喪家亡國的。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對紂王的失德敗行有詳細的記述，曰： 

（帝紂）好酒淫樂，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

新淫聲，北里之舞，靡靡之樂。厚賦稅以實鹿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益收

狗馬奇物，充仞宮室。益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神。大

冣樂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林，使男女倮，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諸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

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女，入之紂。九侯女不熹淫，紂怒，殺之，而醢九侯。

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

紂囚西伯羑里。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女、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

伯。西伯出而獻洛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

征伐，為西伯。……西伯歸，乃陰修德行善，諸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87
 

有關殷商在職官制度上有太傅、太師、太保「三公」之設置，在上述記載中得

到了證實。而殷末之三公，紂王竟殺其二，囚其一，可見其殘暴嗜殺。而商紂為甚

麼先則籠絡西伯昌，命其為三公之一，繼之又囚之於羑里， 後又釋其囚呢？筆者

認為，這與姬周政權在西北地區控制了中原地區殷商王朝馬資源的供應有極大的關

係。紂王之所以封姬昌為三公之一，是希望姬周政權多貢好馬。其釋西伯之囚，正

是因為西伯之臣閎夭以美女、奇物、善馬獻之。在這些進獻中，筆者認為重點在於

「善馬」。因為美女奇物之類，紂王多的是。姬周控制西北馬資源是紂王的一塊心病，

因此西伯之臣獻馬正是投其所好。尤其西伯被釋放後，又向紂王「獻洛西之地」。筆

者認為此一地區正是殷商王朝與西北部販馬的通道，因此令紂王大悅，從而解除對

西伯的戒心，並「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可見馬資源在殷商王朝整個戰

略規劃中的重要地位，否則管理馬政的官員就不會那麼多。 

（四）小結 

本章從歷史文獻和既有的甲骨研究成果著手，論述先周時期禮制和職官制度的

起源及發展。有關黃帝時期只有少數而簡略的職官名稱，筆者認為，司馬遷在《史

                                                 
87  《史記》，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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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五帝本紀》中的相關記載是十分慎重的。他從大量的口頭傳說、耆老舊聞及前

代零星記載中，以史學家嚴謹的尺度加以取捨，所以述及黃帝時期的職官，只說「以

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名，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

常先、大鴻以治民」。88 據鄭玄說：「風后，黃帝三公也。」89 又引班固（32-92）

說：「力牧，黃帝相也。」90 姑不論鄭、班之說是事實還是附會，黃帝時期有首領

及其眾多的追隨者，有君臣尊卑的關係，是無庸置疑的。因此，那些簡約而必須的

職官名稱，與黃帝時期文明初開的情況是相適應的。故筆者認為，司馬遷在《史記．

五帝本紀》中的相關記載是慎重的，而且是必有根據的。這正如他在論述帝堯之後

的人物史事大量地引用《尚書》的史料作為根據一樣，是十分嚴謹的。 

同樣，本章在論述堯舜至夏商二朝禮制及職官制度的演進時，亦是以《尚書》

的記載為主，再結合《今本竹書紀年》和其他史料，尤其是利用近人研究甲骨文中

商代職官制度的成果，進行多方面的綜合研究。筆者認為，以我國可考之歷史文獻

涉及職官制度的內容而論，《尚書．舜典》在涉及中國職官制度的內容上，可說 早

亦 關鍵，夏商周之後的六卿、卿事寮乃至六官制度，實皆導源於此。至西周立國，

正是在先周時期尤其在夏、商二代業經成熟的禮制、官制的基礎上，才創造出輝煌

的禮樂文明與龐大的職官系統。 

 

                                                 
88  《史記》，頁 6。 
89  《史記集解》引鄭玄說，見《史記》，頁 8。 
90  《史記集解》引班固說，見《史記》，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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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BUREAUCRACY AND RITES IN 
THE PRE-ZHOU ERA AND THEIR INFLUENCE 

 GUO WEI-CHUAN * 

Abstract The Rites of Zhou refers to the rule of etiquette, a system of thought from 
which a set of feudal and bureaucratic customs deriv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Although they were set in stone by the Duke of Zhou, their origin 
may be traced back to his father King Wen, and before that the two former 
dynasties of Xia and Shang, and ultimately the Emperors Yao and Shun. 

Citing textual evidence from the Pre-Qin and Qin-Han eras, as well a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inheritance, 
transmu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ureaucracy and rites in the pre-Zhou era. 

Keywords Zhou dynasty, rites, etiquette,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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