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演在場禮儀，內合情美之禮 

──《儀禮》的禮儀存在和語言敘事 

李開* 

摘要 

本文以〈士冠禮〉為例，說明《儀禮》中禮儀的呈現，由呈現而知上古禮儀本

體存在方式的構成，可以現代學理「存在即有為」說之。《儀禮》中體現先民禮儀中

的「向物而思」和「因事而思」，並隨時靈動地由前者轉向後者。《儀禮》時代還缺

乏「仁」那樣的高級範疇來囊括道德善和人性美，修養獲善德的結果，給個人帶來

的幸福都是功利的。〈聘禮〉講究外交官「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明確了「足已

達」的限度、「義」之所指和「義之至」的標準。《儀禮》是通過儀式語言、音樂語

言、情感語言來闡揚早期儒家道德論的，《儀禮》之「禮」深入到人性、人情，是審

美之「禮」，而非揚善之「禮」，因而具有人性化意義。如果我們要用「以法治國，

以禮治心」來充實新儒學，加強新儒學的實踐性、現代性，是不能不注意到《儀禮》

的情美之「禮」的，而純粹的道德說教之「禮」有相當大的局限性。 

關鍵詞 

禮儀呈現  語言敘事  外交辭令以「足以達」為「義之至」  情美之禮 

  以禮治心 

《儀禮》共講了十五種禮儀1，都是專對「士」講的禮，士，讀書人，知識階層。 

                                                 
*  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1  今本十七篇，只有三篇不帶「禮」字：第七篇〈大射〉、第十一篇〈喪服〉、第十七篇〈有司〉。且

〈有司〉還是第十六篇〈少牢饋食禮〉的下篇，〈有司〉有「禮」，可從其上篇觀之。另因第十三

篇〈既夕禮〉是第十二篇〈士喪禮〉的下篇，故《儀禮》實際上只有十五篇。不管篇名有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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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種禮儀以「士」冠其名的就有〈士冠禮〉、〈士昏（婚）禮〉、〈士相見禮〉、〈士

喪禮〉、〈士虞禮〉五篇；更明顯的證據，漢代承先秦，《儀禮》單稱《禮》，又稱《士

禮》2。上古以「士農工商」為序，《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

石）民也。」《淮南子．齊俗》：「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

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故對身處主流社會的「士」的要求也就特別高，

《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這是對負有重大責任和高遠理想的讀書人提出的根本要求，而《儀

禮》則是士的踐行規範，和在實行禮儀時的士人之悟，即實踐理性層面上的若干認

識。《儀禮》的材料來源很古，成書年代不會晚於春秋時代，洪誠先生（1909-1980）

曾說到《穆天子傳》近同「《儀禮》、《周禮》決非晚周文字」，而《周禮》「實起於周

初（前 1046 年）」，歷經二三百年增減而成，「成書 晚不在東周惠王（前 676-前 651）

後」3。由此可見，《儀禮》以一定語境下的設定為參照敘事，反映 3000 多年前的主

流社會階層「士」的所在、所想、所為，即士的存在狀況和主體精神世界的狀況。 

（一）禮儀紛紛然存在，繁瑣複雜呈作為  

《儀禮》敘述的上古士禮極為多樣繁複，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士冠

禮〉為例： 

占筮禮儀，為選定行冠禮之日而占筮。〈士冠禮〉第一句「筮於廟門」，在父廟，

即禰（nǐ，奉祀亡父的宗廟）的門前舉行，「主人」（將冠者的父兄）「玄冠、朝服、

緇帶」，繫白色的蔽膝，在廟門外東邊就位，面朝西而立。有司「如主人服」，在廟

門外西邊就位，面朝東而立，以北邊為上位。占筮的用具，如蓍草、占筮人的坐席、

記卦爻辭的木版，陳放在西塾（古時大門外東西兩側有堂屋）。坐席設置在門中央豎

                                                                                                                                      
字，都是記載的古代禮儀，共十五種，實際上古代禮儀遠不止這十五種。 

2  先秦《儀禮》單稱《禮》，《禮記．經解》：「恭儉莊敬，《禮》教也。」《莊子．天運》：「丘治《詩》

《書》《易》《禮》《樂》《春秋》六經。」這兩處的《禮》都是指《儀禮》。漢代的叫法有四種，一

是《禮記》，非大戴、小戴《禮記》，而是《史記．孔子世家》「《禮記》出自孔氏」之《禮記》。

二是同先秦一樣單稱《禮》，《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

高堂生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三是稱《士禮》，《史記．

儒林傳》「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四是稱《禮經》，《史記．儒林傳》「（徐）襄，其

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以上內容，楊天宇先生已系統言之，見其《儀禮譯注》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4 年 7 月新 1 版「前言」，以及《史記》中華書局本第十冊頁 3126 。 
3  洪誠：《洪誠文集．雒誦廬論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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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短木以西、門檻的外面，坐席面朝西。筮人左手拿着盛蓍草的器具「下韇」，又

將右手裡拿着的「上韇」交左手，一併與「下韇」都由左手拿着，進前向主人請命

筮詞。宰（家臣之長）從主人右邊稍後退，代主人發佈命筮詞。筮人同意，從主人

的右邊轉到門中偏西處的坐席上坐下，面朝西。記卦人在筮人左邊。筮人占卦完畢，

記卦人記下所得的卦，交筮人，筮人將卦拿給主人看，主人過目後，交還給筮人。「筮

人還，東面」，即筮人回到原來的廟門外西邊位置，面朝東而立。按：這就是上文講

的有司的位置，有司（政府官員）就是主筮人，主筮人就是有司，這跟古希臘的女

主祭司地位、身份、職責很相像。隨後，眾筮人（旅）都根據所得的卦占問吉凶，

占畢，「進告吉」，進前向主人報告占筮結果，包括選定的冠禮日是否吉祥，如果不

吉祥，「則筮遠日」，選本旬以外，即下一旬，或再下一旬的某日重新占筮，「如初儀」，

儀式同前。 後，「徹（撤）筮席」，宗人向主人報告禮儀完畢。整段文字似分鏡頭

劇本，角色有主人、有司、筮人、宰、記卦人、眾筮人、宗人，或以為後五者都是

有司，有司是主人的屬吏，古代家長制、宗法制二而一。七類角色，演繹的是占筮

儀式活報劇。但遠不啻是占知士冠禮吉日，而是上古家長制、宗法制社會圖景。為

士冠禮而占，宣示了士的地位，又七類角色的構成都是士，宣示了上古士在宗法制

社會中的宗教禮儀地位，也是政治地位。此外，如上文所列，占筮物也不少，占筮

行為繁瑣複雜，行為角色多多，可知上古有過的占筮宗教儀式的存在含義，存在不

光是占筮物，而是占筮行為事件、行為角色的語言表達等。從靜觀之事物到動觀之

事件，從做事的行為到做事主體心理表徵和表達的語言，是古今難得一觀的上古禮

儀本體存在方式的構成，正應對了現代學理「存在即有為」（to be is to do）這一說

法4，邏輯上的學理對應往往是超時空的。 

吉日確定後，主人親自到自己的僚友（賓）家去告知賓（戒賓）到時來參加，

僚友「禮辭許」，一辭而許，推辭了一下就答應了。如二辭而許稱「固辭」，三辭稱

終辭，終辭則不許。這是上古禮儀中一個小小的約定：推辭三次就是不答應，不必

再請了。冠禮前三天，經占筮從主人的幕友中選一位為人加冠者，是冠禮上的正賓。

占筮選正賓的禮儀同前筮吉日的禮儀。選定後主人前往邀請正賓，又是一番大禮：

賓在自己家裡迎接，「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這幾句話，同筮日時主人

「即位於門東，西面」；而來請正賓的冠禮主人則如同筮日的有司，「主人東面答拜」，

                                                 
4  參見趙汀陽：〈作為創世論的存在論〉，《哲學研究》2012 年第 8 期，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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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東向正賓回禮答拜5。這樣做稱「宿賓」，猶言主人預先約請正賓。重要的是，

筮日時「主人玄冠，朝服」，今「賓又如主人服」，即冠禮主人今天仍穿朝服，接待

主人的正賓也穿朝服，朝服本為朝見帝王時所服，穿朝服，茲事體大，今家事正規

大者亦穿朝服，國家、家國，家猶國也，彼之奴隸制民主制時代，或即馬克思所說

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時代，家主人與國主人，家主人之賓僚與家主人、國主人，可

稱平等。又：在寫冠禮主人請正賓時的禮儀，與筮日那天的禮儀，已是完全不同的

語境，但從「宿賓」、「賓如主人服」等表述看，作者心目中的冠禮主人的中心地位

未變，作者的語言邏輯所指沒有因語境的改變而改變。又：筮賓禮儀，請賓又禮儀，

似不勝其煩，但從其繁文縟節的語言表述中，頗可發現上古若干理性世界的歷史性

含義。應該說，從語言折射的事物、事情的存在性，語言的認知作用、邏輯所指看

語言，是不存在繁簡之別的。語言敘事，本質上就是邏輯的研究。 

邀請正賓後的第二天晚上，確定冠禮日的具體時間和細節，這一確定又是一番

大禮儀。「為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同筮日時，將冠的兄弟們站在主人

的南邊，稍退後些，「西面，北上」，既同筮日主人「西面」，又同筮日有司「北上」，

可預示將冠的年輕士人的未來社會地位。有司們穿朝服，一如筮日「立於西方，東

面，北上」。擯者（有司中佐助主人行禮事的人）向主人「請期」，宰曰：「質明（明

天天亮時）行事。」由擯者傳達給兄弟和有司。宗人向主人報告確定時間的禮儀完

畢。擯者又把具體時間告訴主人的僚友們。與禮儀同在的是，蒞事很周到，細緻，

環環緊扣。各色人等身份，是名義，他們所站的位置不同，即名分，皆禮儀的內容。

由位次而名分和禮，乃先民形式化了抽象認知之所在。 

冠禮那天一大早，將盥洗處安排在北邊，那裡正對着東邊的屋翼，與堂南北間

的距離等於堂深。水在盥洗處東。服裝放在東房西牆下，使衣領朝東，尊貴的服裝

放在北邊。服裝三套：爵弁服含四種、皮弁服含三種、玄端服含三種。緇布冠附屬

物兩種、纏髮髻用品緇纚、固定皮弁和爵弁用的兩種笄、繫弁用的紘，以上六物裝

在同一個箱內。梳子和篦子放在簞（竹器）內，還有蒲筵二領，箱、簞、筵席依次

放在服裝的南邊。獨備一陶罐的甜酒，放在服裝北邊。還有酒器勺、觶、柶裝在篚

（方形竹器）內，還有盛在籩豆中的脯醢（乾肉和肉醬）。酒罐、篚、籩豆放在服裝

                                                 
5  這幾句話的解釋，胡培翬《儀禮正義》：「如主人服，賓亦重其事也。門左，門東。……故此賓西

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也。」見該書段熙仲點校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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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邊，而以南邊靠近服裝的位置為上位。天哪！連放東西的地方也分上下位。大

約是說南邊上位放的是將冠的年輕人的用品，北邊的不一定。爵弁、皮弁、緇布冠

三大件各放入一隻竹冠箱（匴）裡，由三位有司拿着，「待以西坫南，南面，東上」，

即站在堂前西角落的南邊堂下，面朝南，以東邊為上位。「待以」一句，涉及堂前之

西、西邊的南邊、西邊的東邊，足以證古人辨別方向，並且在某一新視點上再辨方

向的能力極強。辨方向反映思維能力，善於辨方向，善於以「辨方向」說事，是《儀

禮》全書的特色。以上靜觀「盥洗處、水」等十四事物，靜中有動，動在方向位次

的選擇上。 後出現有司從事，拿着三大件待用。以上十四事物、認辨方向、靜觀

中選方向位次、有司從事，正可說明先民禮儀中的「向物而思」（to the things）和「因

事而思」（from the facts），並隨時靈動地由前者轉向後者，「從『是』的問題轉向『做』

的問題；從對事物的描述轉向對事情的反思；從思的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轉

向心的哲學（philosophy of heart）」6。可以說《儀禮》中的「唯物」和「唯心」隨

時並現，相伴而行。如果說人類的蒙昧時期和野蠻時期奉行原始思維，文明時期奉

行文明思維，《儀禮》還是文明思維中的早期思維，早期文明思維中唯物與唯心的結

伴，正是人類思維的原生態；在結伴中描寫事物的存在，說明相關的事情，總是絮

絮叨叨，沒完沒了，又是人類原生態思維的演進。 

事物妥當，人物登場。主人身穿玄端服，繫赤而微黑的蔽膝，站在祚階（堂前

東邊的臺階）下，正當東序（東牆），面朝西。將冠者的兄弟們都穿通體一色的黑衣

服，站在盥洗處的東邊，面朝西，以北邊為上位。擯者也穿玄端服，背對東塾而立。

將冠者本人身穿彩服，束髮為髻（紒 jì），在東房中面朝東而立。將冠者的兄弟們登

場，示教企圖顯然。 

人物登場開始行事。賓穿同主人一樣的服裝。賓的屬吏賓贊者穿玄端服跟着賓

的後面，二人一起來到主人家，站在門外，擯者通報，主人「迎出門左」，即從門的

左側出去迎接（句法上是狀語後置的好例子，猶現代漢語「吃食堂」之類），面朝西

向賓行再拜禮，賓答拜。主人向賓贊者行揖禮，又揖請賓入門，並先入門為賓做嚮

導，每行至拐彎處，主人與賓都要互行揖禮。行至廟門前，主人與賓又互揖進入廟

門，進廟後，主人與賓在行進中又先後互揖三次，分別來到東、西階前。將要升階

                                                 
6  參見趙汀陽：〈作為創世論的存在論〉，《哲學研究》2012 年第 8 期，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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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人又與賓先後互相謙讓示禮三次。主人升堂，立於東序南端，面朝西，賓升

堂後立於西序南端，面朝東。賓贊者到盥洗處西邊洗手，然後從西階升堂，立於東

房中，面朝西，站在主人贊者南邊上位。這裡，主人在場七次，行禮示禮六處，可

謂主人迎來賓（正賓），一路前行一路禮。除主人贊者未有行動外，其餘賓、賓贊者、

擯者、主人皆有職事行為。這四種人皆士，禮儀多多，誠意處處，不僅為辦「士冠

禮」之事的規範，實亦為將冠者進入社會後預立榜樣示範。又主人與眾賓、正賓等

角色的交遊，重現了上古家國教育之理念：要把社會交遊實踐放在重要位置。 

繼續準備，一加緇布冠。主人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即在堂上東側牆

前稍靠北的地方鋪上坐席，席面朝西。物與該物所處空間的位置關係辨對甚嚴細。

將冠者出房，面朝南而立。賓贊者把本來放在東房西牆下服裝南邊的纚、笄、梳子

移放到坐席的南端。賓揖請將冠者，將冠者就席跪坐。賓贊者也坐下，為將冠者梳

頭，用緇纚纏髮髻，賓下堂，主人也陪着下堂。賓向主人辭降，主人答話。賓洗手

畢，與主人行一揖一讓之禮，然後升堂，主人也升堂，回到東序南端，面朝西的原

位。賓來到將冠者的坐席跪坐下，扶正纏髮髻的緇纚，起立，走到西階，下階一級。

執緇布冠的「執冠者」即有司升西階一級，面朝東將冠授予賓。賓右手握着冠的後

項，左手握着冠的前部，進到將冠者的前面，端正一下自己的儀容，向將冠者致祝

詞，然後跪「坐如初，乃冠」，一個「初」字，指「賓來到將冠者的坐席跪坐下，扶

正纏髮髻的緇纚」之時，起時間回溯作用，儘管這裡的時間間隔很短。「乃冠」為冠

者加上緇布冠。加緇布冠畢，賓隨即站立起來，回到原來的位置西序南端。從行文

中前後位置對準不亂，可知編定《儀禮》的孔子（前 551-前 479）思維精細清晰。

後，賓贊者為冠者繫好冠，禮儀完成。冠者站立起來，賓揖請冠者回房。冠者回

到房中，換上玄端服，繫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再出房，面朝南而立。加冠之時，

角色出場二十人次。從筮日、筮賓、請賓、定時間細節、當日蒞事準備、登場、繼

續準備和加緇布冠，至此已歷七八事，各有詳細的遊戲規則。一場新遊戲的出現總

是帶有創造性的，可以斷定，加冠禮，即成丁禮，由來已久。 

二加皮弁冠。賓揖禮請冠者就席，冠者就席而跪坐。賓贊者去掉冠者的緇布冠，

為他梳頭髮，盤成髮髻插上笄。賓洗手，為冠者「正纚如初」，然後下西階二級，從

有司手中接過皮弁，右手握着弁的後部，左手握着弁的前部，進到冠者席前，致賀

詞，「加之如初」。兩個「初」字，都是指示加緇布冠時，但兩時點的動作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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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正纚」，後者是「加之」。時點、時間維度上的動作、動作的內容，均由語

言指示而出。致賀詞後賓回到西序南端。賓贊者為冠者繫好皮弁下的紘。冠者站起

來，賓揖請他回房。冠者回房後，換上白色而腰間有褶皺的下裳，繫上白色的蔽膝，

端正容儀，然後出房，面朝南而立。 

三加爵弁冠。「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冠者回房換上「纁裳」（淺紅色下衣），

繫上赤黃色的蔽膝，「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三次加冠完畢，由賓贊者和主人贊者把

皮弁、緇布冠、梳子和篦子、筵席撤回到原存放地東房。「三加」寫得 簡單，「其

他」一句，括盡「二加」「一加」時種種煩瑣禮儀。「三加」簡單，表明《儀禮》不

是一味求煩，亦知就簡，在邏輯上懂得「例同類」，類邏輯幾乎與人類的存在而同在。

同類推比應是古人創世的 重要的基本邏輯手段。同類推比又與語言的邏輯指示作

用同在，一加緇布冠賓降一等，二加皮弁冠賓降二等，三加爵弁冠賓降三等着地。

並非數字耦合對應，而是對年輕人「成丁、涉世、涉官宦仕途」的敬禮。加爵弁至

於落實着地，也有明顯的肢體語言的象徵指示作用。 

冠禮之後祭先人。主人贊者在室戶西邊、堂的正中位設席7，席面朝南。賓贊者

在房中洗手洗飲酒器觶8，給觶中斟酒，把湯匙類的角柶反扣在觶上，「面葉」，角柶

的大端朝前方（又是講究置放器物的方向！）。賓揖請冠者就席，已冠者來到席的西

端，面朝南而立，賓「受醴於戶東」（室門與東房之間的地方），酒原來就放在東房，

上文已說及，又是《儀禮》方向不亂之證。「加柶面枋」（柄），加在觶上的角柶的柄

朝前，交給冠者後就是角柶大端朝前，等於為冠者預設禮儀事，在實行禮時為人慮，

亦《儀禮》思維細膩處所在。賓來到筵席前，面朝北（正對已冠者面朝南）向已冠

者受酒。已冠者在席西端行拜禮，從賓者手中接過觶。賓回到原位西序南端面朝東

向已冠者回行成人禮答拜。賓贊者為冠者進上脯醢。冠者在席正中跪坐，左手拿觶，

右手拿脯醢祭先人，可見上古祭先人是跪坐而祭，又用角柶舀酒祭先人三次。祭畢，

已冠者站起身，在席西端坐下，嘗了嘗醴，把角柶插入觶中，再起身，下席就地而

坐，把觶放在地上，向賓行拜禮致謝，賓答拜。年輕人行冠禮後的第一 高權力就

是祭祀。 

                                                 
7  《儀禮．士冠禮》「筵於戶西」一句，楊天宇先生譯注：「戶西：指室戶之西，實指室的戶牗（窗）

之間的位置，即堂的正中位。」胡培翬正義：「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見《儀禮正義》

頁 76。 
8  《儀禮．士冠禮》「贊者洗於房中」一句，楊注：「案房中亦設有洗，其位置，在東房的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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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禮之後拜母親。已冠者把觶放在席前脯醢的東邊，下席，到席的南邊面朝北

坐下，取脯，從西階下，到東牆那邊，出北闈門面朝北朝見母親，把肉脯送給母親，

母行拜受禮，而後接受肉脯。子授肉脯後又向母行拜送禮，母又行回拜禮。母子關

係已從家庭養育關係變成母親和成年兒子的社會關係。 

賓為冠者取字。賓下堂，站在北邊正對堂上西序的地方，面朝東。與人物登場

開始行事時，賓升堂後「立於西序南端，面朝東」有異。而「主人降，複初位」，即

主人也下堂，回到當初堂下迎賓時與賓讓升的位置，實際上還是位置不明確，可能

指「東序南端，面朝西」。冠者拜母後回來，站在西階東，面朝南，這與已冠者祭祀

先人「來到席的西端，面朝南而立」有異。賓為已冠者起字，並有祝賀語，冠者對

答。可知古人起字在行成丁禮之後，起字為社會交際之用甚明。 

正賓歸。主人送至廟門外，以醴酬賓。賓按禮推辭後就答應了，進入更衣處，

但尚未離開。 

接着，已冠者見兄弟，「入見姑姊，如見母」。拿着禮物見國君，又拿着禮物見

卿大夫、鄉先生。主人宴請眾賓客，答謝賓朋。賓朋向已冠者行醴禮或者醮禮三次，

分別在三次加冠之後，用乾肉。如行殺牲醮禮，則又是另外一番規格，也是行醮禮

三次。如果是孤子，即嫡子而父母早亡者，則由諸伯父、叔父、從兄代行主人戒賓、

邀約賓之職，行冠禮那天，孤子自己做主人，三加冠賓三次向孤子行醴禮。如是妾

生的庶子，冠禮在房外進行，醮禮在此進行，唯孤子亦可行醮禮，庶子亦可行醴禮，

互文見義。如冠者母因故不在，則使人代母接受冠後之子獻上的脯。 

《儀禮》中許多篇目中的禮儀套路大體相同，詳略不一，因為演繹儀式的角色

大體相同，加之居住的房子格局，猶演繹的舞臺相同。這些篇目有：〈士冠禮〉、〈士

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

夫禮〉、〈覲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別為一種，大

不相同的禮儀有〈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大體相同的禮儀套路中當然有不同

的禮儀，演繹得別開生面。例如：上古新媳婦是怎樣「待曉堂前拜舅姑」的？〈士

昏禮〉「夙興，婦沐浴」，梳妝打扮，到公婆的寢門外等候拜見，天亮了（怪不得叫

「待曉堂」！），贊者通報婦已到，贊者在阼階（主人用的東邊的臺階，同〈士冠禮〉）

鋪好席，舅就席，贊者又在東房門外鋪席，席面朝西，姑就席。婦拿着盛物的竹器

笲（fán），笲中裝着棗和栗，從寢門進入，從西階升堂，進到舅席前行拜禮，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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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笲放在席上，舅坐下撫摸笲中的棗栗，起身向婦回禮答拜，「婦還，又拜」，還，

通「旋」，婦轉過身子避讓着舅的行禮，並再次向舅行拜禮。婦走下臺階，從隨從者

手中接過內盛「切成了薄片，加薑桂捶搗而成的乾肉」（腶 duàn 脩）的笲，再升堂，

進到姑席前，面朝北向姑行拜禮，把笲放在姑席上，姑在席上坐下，拿着笲站起來，

向婦行回拜禮，然後把笲交有司徹下去。主人贊者代舅姑「醴婦」，在堂的正位布

席……。從語言所指看，笲中的棗栗、加薑桂捶搗而成的乾肉、肢體語言撫摸笲中

的棗栗、旋過身子避讓、走的路線、站立的方向、面的朝向等，都有所指隱含其中。

《儀禮》中的隱喻特別多，有些是規定性的，如方向、路線，都不是隨便設定，臨

時設定的，規定也含隱喻。 

又如〈大射〉，「大射之儀」云云，稱儀不稱禮，據說因射禮盛，威儀多之故9。

「君有命戒射」，國君命令舉行射箭比賽，以選拔參見國家的祭禮。於是先由宰把君

命統一傳達給百官，射人則通知諸公和卿大夫準備參加射箭比賽，由司士通知士作

好準備，同時通知士中的贊者。引人注目的是，大射的前一天要在阼階的東邊懸掛

樂器。笙磬面朝南而懸，笙磬的南面懸笙鐘，笙鐘的南面懸大型打擊樂器鑮……鞀

（táo）在頌磬的西邊緊挨着頌磬安放，放時使柄端所繫的絲繩（紘順）向西邊，無

不講究方向，「紘順」要向西，竟然細緻地講究到如此地步，令人驚歎，全書無不如

此，這與先民的泛神論極有關係，到處都是神，抬腳動手都要想到那裡有神祇，方

向處處，事事小心，首先為的是護惜那裡的神。神當時不一定在那兒，即使不在，

也「如在」。因為禮和「如在」的神緊密結合，遵守禮就成了必然的行為，道德律令

總是隱約與守護神相伴的。 

《儀禮》文字艱澀，禮儀繁瑣，是難啃的酸果，讀懂了，恰恰又是上古主流社

會的生機蓬勃的生活圖畫。 

（二）祝頌之語繹情理，教諭之言說心願 

〈士冠禮〉補敘了若干言辭。有戒賓時主、賓間的對話，合乎上文「一辭」「二

辭」之說，還有宿賓時的對話。 

一加緇布冠的祝詞，有「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句，「順」，通慎，猶「希望你

拋棄童心，謹慎地修養成人之德」，童心是美，是自由，道德是善，是必然。棄美就

                                                 
9  參見楊天宇《儀禮譯注》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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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棄自由而向必然，早期儒家的道德律令，何其嚴也！尤其對於加冠童子來說，

是近乎殘忍的。又云「棄幼志」和「順成德」之後，能「壽考維祺，介爾景福」，這

些近於古代套語的期許，高夀吉祥，大增洪福，還屬於冠者個人，還有些許廉價的

吸引力。說教程式是：修養善德，個人得福。實際上，道德善之「必然」總是屬於

社會的，「個人」得福，「個人」獲利是自主的、自由的，在驅逐「幼志」，泯滅天性

之後，在兩個單獨的存在層面上，缺少了心靈和情志的作用，善和福兩者變得沒有

同一性，作為價值觀，也變成了虛幻的。後來成熟的儒家並沒有再把「棄幼志」之

類作為修養的內容，而是在統一的道德觀、價值觀「仁者愛人」層面上建構自己的

美善統一的禮學系統。在後於孔子，大體與孟子（前 372-前 289）同時的柏拉圖（Plato, 

前 427-前 347）理想國中，城邦的三階層「統治者、護衛者、生產者」，對應於靈魂

的三分「理智、激情、欲望」，除哲學王以外，沒有真正理智的人，「人都是在法律

的強迫之下，才走到正義這條路上來的」，三階層的內部均衡和靈魂三分的內部和

諧，總是十分困難10。蘇格拉底（Socrates, 約前 469-前 399）用自己的邏輯推理來

解決這一難題， 後仍歸結為個體對正義本身的理解和追求，然而人又「都是在法

律的強迫之下」，這就陷入了悖論。前孔子的泯「幼志」的嘗試和二祝、三祝中的心

性明德方案，直至孔子的道德、真情、必然之理融為一爐的「仁」，「仁者愛人」的

美善統一的禮學系統，比同期西哲的兩個三分，殊難調和的相互對立，確實為高明。

如再加進法理法制的內容，就全面了。從思想方法上看，中國古代的對待論，互補

論辯證法，比西哲的對立論、對抗論辯證法，要優越得多。 

二加皮弁冠時的祝詞，稱「敬爾威儀，淑慎爾德」，恭敬地保持你的威儀不懈怠，

美好慎重地修養你的德行不輕狂，這樣你就可「長壽萬年，永享無窮幸福」。依然是

修養善德和獲得幸福的關係的命題，但與緇布冠祝詞有差異，大體上是加強個人道

德修養可獲人生幸福的命題。外表威儀連通內心世界，淑慧謹慎或本於心性。南宋

朱熹（1130-1200）以「心性」一體釋「明德」，可遠溯於此11。 

三加爵弁冠後的祝詞，稱「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又「兄弟具在，

以成厥（其）德」。以年歲之「正」，月季之「令」，把三件冠服都加到你的頭上，結

                                                 
10  參見羅躍軍：〈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正義觀辯證〉，《哲學研究》2012 年第 8 期，頁 71、126。 
11  參見朱熹：《四書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3、4。又見《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 年），第十四冊，頁 438-439。有關研究和評述，參見朱漢明、周之翔：〈朱熹《大

學》「明明德」詮釋的禮學意蘊〉，《哲學研究》2012 年第 7 期，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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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你「長壽無疆，受天賜福」。自然、人事、未來三大件都顯耀彰燦，為冠者祝福。

天地自然之大美，家族社會之和美，成就冠者未來的命運，似較一祝、二祝合理，

因為這裡由美言真，因美說善。但因自然之美，而非人情之美言個人未來，終隔一

層，而由家族人事和諧之美言個人未來，則較為直接。需要指出的是，《儀禮》時代

還缺乏「仁」那樣的高級範疇來囊括道德善和人性美，修養獲善德的結果，給個人

帶來的幸福都是功利的，因為有天帝的恩賜，又沖淡了個人的功利，放大了此種幸

福的普遍性意義。 

賓向冠者授醴時的祝詞醴詞云：接受了這醇厚的甜酒和香美可口的脯醢，要去

祭祖先，以奠定終身吉祥。幸福來自天賜，所謂「承天之休」，當「壽考不忘」。這

裡的「天」，是人的祖先，是人。從古至今的祭祀祖先，文化含義十分深厚，它是靈

魂的安放，精神的寄託，並不缺乏自我鼓舞，不缺乏「天助自助者」的深刻含義和

現實實施之路。 

賓向冠者三次行醮禮的醮辭。第一次有「孝友時格，永乃保之」，意即要孝敬父

母，友善兄弟，這樣才能永保平安。第二次有「禮儀有序」，序，序次，本是形式化

了的規範。特別說出此句，是彼時邏輯認識的表徵。又稱「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用此美酒祭祀先人，承受天賜之福。「天」亦人也。第三次，有「籩豆有楚」句，盛

食品的器皿陳列有序。楚，有序貌。第一次中的孝和友，是宗法社會制度下凝聚的

兩種實踐品格。此或古書中「孝友」的 早提法，帶有早期儒學的原教旨性質，行

冠禮祝詞中提出，更貼近人生和人性。 

賓為冠者起字時的祝詞。稱取的字很好，「髦士攸宜」，正是俊士所宜，正可證

明「士冠禮」為士而辦，士是彼之主流社會的群體。又「宜之於假，永受保之」，「字」

起得好就是福，要永久受用珍惜。這也是上古語言文字崇拜的記錄。〈士冠禮〉還對

儀式本身及其節目作出解釋。如： 

屨，穿與玄裳正服相一致的黑色的鞋？冠，始冠，戴緇布冠？嫡長子加冠時位

近主人位以「著代」，明示其代父（按胡培翬 [1782-1849] 說）。行醴禮、醮禮時已

冠者站在客位，是尊尚其已有成人德行。分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貴，「諭其志也」，

教諭冠者樹立求上進之志；起字，不直呼其名，是尊重其父母給起的名。三代冠制

不同，冠的名稱不同，形制質料不同，皮弁和腰間有褶皺的素裳是共同的，是重要

的文化史資料。無大夫冠禮的原因，是「古者五十而後爵」；有諸侯冠禮，是夏末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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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造作；特別交代「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天子的世子也行士

冠禮，這使深藏在士冠禮中的平等性、制度化的內容得以彰顯；而諸侯的子孫可以

「繼世以立諸侯」，是為了讓他們「象賢也」，效法祖宗賢德，而非說明他們生性尊

貴；得出的普遍性的結論是，「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將官爵授予人，是按道德的

高下等級而定的。奴隸制民主制思想甚顯。諸侯子孫「繼世」以「象賢」，是天子握

柄，諸侯式微時代的產物，也表明《儀禮》成書甚早，戰國狀況，完全證明這裡的

做法不過是空想，既已「天下無尊貴」，又來諸侯「繼世」以「象賢」，正是先民早

期關於國家政治理念中的內在邏輯矛盾。此類邏輯矛盾是普遍的，柏拉圖的理想國

政治理念不也充滿着種種難以解決的內在矛盾嗎12？畢竟，治天下的事太複雜了。

儀式本身及其節目的解釋，是名目的解釋、邏輯的解釋，這裡難道不是孔子後來的

「正名」論的起源嗎？名解、邏輯解，始終離不開具體內容，《儀禮》時代也已如此。

再說，《儀禮》時代的名的內容已經發生變化，以諡號為例，「死而諡，今也。古者

生無爵，死無諡」。諡，加名號，上古生而無功，死後不加表彰性名號。 

〈聘禮〉，出使他國聘問之禮，即外交禮節。涉及外交辭令，「辭無常，孫而悅」，

即聘問之辭沒有統一規定。「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說話太多就像史官而不是外交

官了，少了不能達意。「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如果言辭已到達足以達意的限度，

那就是「義」，就是適合辦事需要的 高標準。一是「足已達」的限度，二是「義」

之所指，三是「義之至」的標準。度量範圍，語義所指，衡量標準，即邏輯、語義、

實用功能三者都有了。這恐怕是設計外交辭令的語言哲學了，也體現了《儀禮》時

代的語言邏輯思想。有一種外交對答，「辭曰：非禮也，敢」，往聘的主國對我有超

常賜予，「就應推辭說，這不符合禮，豈敢！」不敢不，也不能不推辭掉。如果主國

接着問這有什麼地方不合於禮，就回答說：「非禮也，敢辭。」惠施與臣的禮物不合

禮，臣就不敢不辭！〈聘禮〉中說就的上古度量衡及其換算單位，「十斗曰斛，十六

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
13，是上古寶貴的科技資料。 

（三）日常禮、樂皆文化，禮儀內涵在情美 

                                                 
12  參見羅躍軍：〈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正義觀辯證〉，《哲學研究》2012 年第 8 期。 
13  詳細解釋可參胡培翬《儀禮正義》，中冊，頁 1179-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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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中有許多表徵性的禮儀文化符號，表徵之後有規定的禮儀程式實施之，

還有文化符號的說辭以說其義。例如〈士昏禮〉起初有納采、納吉、納徵三步。納

采是指男家派媒人到女家納採擇之禮。采，男家採擇此女為婚姻，媒人到女家提親，

謂之「下達」（此「下達」一詞的原始義），傳達男家意願而女家許之，故又派媒人

來「納采」。「納采用雁」，至於納采的流程，有一套規定的程式，「主人筵於戶前……

主人降，授老雁」。「下達」，當然是一種表達方式，表達的是提親事，這次又是來納

采，情感內容豐富而充盈，可謂「情感主義表達」的典型用例。按照艾耶爾（Ayer, 

A.J., 1910-1989）的情感表達說，從語用的角度看，「道德語句的作用是表達情感，

以及勸說人們以某種方式行動」14，納采時說的話以及禮儀姿態語言，都是如此目

的；至於從語義角度看，納采（納吉、納徵同）是否缺乏真值性，艾耶爾認為「不

能為真或為假」，因而在語義上「道德語句缺乏真值條件」，這樣，納采及其所得就

會全是假的了，顯然並非如此。在別的書中，艾耶爾具備「表達情感主義的語義論

點所需要的那種擴充論的真值條件，就是證實主義的真值條件」15，中國自古至今

的經驗論是 大的證實主義和符合論，艾耶爾情感主義語義無真值論在中國古代哲

學中可獲徹底消解，解決其內在邏輯上的矛盾。納吉，是指男方的擯者問了女名後

回去占卜，得吉兆，派擯者告吉女方，「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禮儀同納采。納

徵，即向女家送聘禮，「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黑裡透紅的束帛，兩張鹿皮。

納徵的禮儀和納吉時一樣。文後有「納吉辭」、「納徵辭」說其緊扣「禮」字的文化

意蘊。如《納徵辭》謂男家「某有先人之禮」，請接受，女家主人說，「吾子順先典，

貺（kuàng，賜）某重禮」，我不敢推辭，豈敢不奉命！又如〈士相見禮〉「冬用雉，

夏用腒」（jū，乾的雉肉），「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這些文化符號的

道德意義，都是有真值的，也是真實的。 

《儀禮》中有很多加奏音樂的禮儀，亦禮、樂不分之證。如〈鄉飲酒禮〉，「設

席於堂廉，東上」，即在堂前的外側為樂工們設席，以東邊為上位。工四人，其中瑟

工二人，瑟工相者二人，替瑟工扛瑟，上堂時右手扶着瑟工，工入庠門後從西階升

堂，面朝北而坐，工演唱了〈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歌。緊接着，

笙工們來到大堂下，在磬的南邊面朝北而立，吹奏〈南陔〉〈白華〉〈華黍〉三首詩

                                                 
14  參見周振忠：〈情感主義的語義表述〉，《哲學研究》2012 年第 8 期，頁 90。 
15  同上，頁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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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曲，主人在西階上向笙工們獻酒。堂上的彈奏歌唱與堂下吹奏樂交替，歌〈小

雅．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16 後，堂上歌、瑟與堂下的笙、磬合奏〈周南〉中的〈關雎〉、〈葛覃〉、〈卷耳〉；

接着合奏〈召南〉中的〈鵲巢〉、〈采蘩〉、〈采蘋〉17。這段合奏曲名稱同樣見於〈鄉

射禮〉。共演奏十五首《詩經》歌曲，樂工長向樂正報告說規定的樂曲已演奏完畢，

樂正向賓者報告，然後下堂。鄉飲酒禮結束時，賓退出，奏樂〈陔夏〉，主人送賓到

門外，向賓行再拜禮。雖然文中沒有說明演奏相關樂曲的深意，但音樂語言比起禮

儀的形式語言有更豐富的語言所指。第二天，在酬勞司正的酒宴上，「鄉樂唯欲」，

即〈周南〉〈召南〉中的六篇詩，想演奏哪篇就演奏哪篇。六篇稱「鄉樂」，等於直

呼其為民歌。環境、心緒、事物、願望、氣氛、意向等多種有形、無形的主客觀事

體的交融會聚，似都可從儀式語言和與之相應音樂語言中大致獲得解釋。在《左傳》

中，演唱《詩經》內相關名目內容含何意，均有明確交代，或看上下文方可明其用

意，例如《左傳．僖公十五年》引《詩．小雅．十月之交》七章「下民之孽」等四

句，意在說明晉惠公埋怨「先君」晉獻公不聽史蘇之占而遭禍完全是本末倒置，聽

筮詞無用，晉獻公「敗德」，筮數不可及。而《儀禮》無一交代，今人看上下文也不

明演出某詩的意圖，這只能說明，《儀禮》近《詩》，當時人人可知，《左傳》晚於《詩》，

不作交代無人明白。交代與否，純為背景使然，對今人卻不免有些損失，因年代久

遠，要準確地悟解演奏某詩樂曲的意圖有較大難度。飲酒本來也是文化，酒、禮、

樂三者相配，三位一體，是〈鄉飲酒禮〉中的文化在場三友。該文的結尾稱：「以爵

拜者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爵。」18是講飲酒行拜禮和不行拜禮的

情形，飲酒需行酒禮，撤走裝下酒菜的「俎」之後，「樂正命奏〈陔〉，賓出至於階，

〈陔〉作」。〈陔〉，古逸詩〈陔夏〉。這裡奏〈陔夏〉送客義甚明19。如要具體說送

客曲中有何深意，則又不甚了了。〈燕禮〉還提到酒與樂相匹配時限，「賓拜酒，主

人答拜而樂闋」，當賓嘗酒後向主人行禮報告說好酒，主人回禮答拜，音樂終止。闋，

                                                 
16  交替歌唱，內容相同，又見〈燕禮〉，參見楊天宇《儀禮譯注》頁 156。 
17  這段合奏曲《詩》題名同樣見於〈鄉射禮〉〈燕禮〉。合奏曲〈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同，

表明合奏曲的規範性，共同性。相關文字資料參見楊天宇《儀禮譯注》頁 78、98、156、165。 
18  這幾句話頗難懂，楊天宇先生譯：「接受獻酒的人因飲干爵中的酒而向主人行拜禮，起身後一定要

酢主人。坐着飲干爵中酒的人，飲畢要向獻酒者行拜禮；站着飲干爵中酒的人，飲畢不行拜禮。」

參見楊撰《儀禮譯注》頁 87。 
19  這段文字同樣見於〈鄉射禮〉〈燕禮〉，參見楊撰《儀禮譯注》頁 83、86、1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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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下文「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也是說音樂終止於主人升堂從國君

手中接過酒杯之時。值得注意的是，《儀禮》全書禮儀高雅，凸顯「思無邪」的崇高，

以樂配禮，大大提高了禮儀的品位。和《左傳》奏《詩》歌曲相比，《儀禮》的程式

化嚴重，相同的歌曲或組歌同時用於多篇多個場合，且全書演奏的歌曲有限，就那

麼幾首，就是證據。抑或《儀禮》是官禮，國家禮之故；要不，是理解欣賞上的問

題，《儀禮》對《詩》歌的理解遠不及《左傳》那樣具體多彩、運用多樣不同、無單

調劃一之嫌。 

〈鄉射禮〉是州長每年春秋兩季在州學中舉行的射箭比賽，各種角色的安排都

很緊湊，進程也很緊張，但樂正有其位。主人（州長）、司射、司正之後即有樂正登

臺，「樂正適西方」，到西階西邊，隨即命弟子贊工遷樂工於堂下，搬移妥當後，「樂

正北面立於其南」，其，指樂工。射禮緊張進行時，司射向賓請示以奏樂助射箭，賓

同意。司射還在堂下命令堂上的射箭手說：「不鼓不釋。」如果射箭不和音樂的節奏

相應，就不算數。於是樂正下令奏《詩．召南．騶虞》以助射。第三輪比賽時演奏

〈騶虞〉或〈采蘋〉，都要演奏五遍。〈大射〉儀是國君主持的，更緊張了。但射箭

與歌唱兩不誤，激烈的競爭與情志的表白，情感的宣洩同樣在場，可謂競爭助以樂，

競爭輔以情，說「上古人性化」恐不過分。上文講《儀禮》中的方向指認時，已說

到〈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大射的前一天就在阼階的東邊懸掛好樂器，有笙

磬、笙鐘、鑮、建鼓、應鼙、頌磬、朔鼙、簜、鞀，至少也有六種樂器。〈大射〉也

強調「不鼓不釋」，射箭時，樂正命音樂師奏〈狸首〉，要做到「間若一」，每奏一遍

的時間都一樣，不緊不慢，與射箭配合好。有學者稱，音樂是「進入神秘界的原始

的口令」20。宋代楊復（生卒年不詳，1228 年在世）專論《儀禮》作〈天神篇〉，論

及音樂和祭祀天神的關係，即其證例21。清代學者如張爾歧（1612-1677）、曾國藩

（1811-1872）等，都曾對《儀禮》中樂工站立的位置、樂器的大小尺寸、安放地點

作詳細考證，其價值恐不啻是簡單的歷物，客觀上可讓人追蹤到古樂的種種神秘和

神聖22。 

                                                 
20  參見張祥龍：《孔子的現象學闡釋九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9。 
21  參見楊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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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頁

192、208、233、261、262、263。 
22  參見曾國藩：《讀儀禮錄》，《皇清經解續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5 年影印版），第十二

冊，頁 5092 中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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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禮〉，國君宴請群臣的禮儀，更是瑟、笙弦歌不斷。大夫就席後，即見樂正

升堂，「北面立於其西」，其，指樂工布席處。安排妥當後，即命樂工演奏〈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文章還總結了「以樂納賓」演唱哪些詩歌，猶言迎

賓曲有哪些。「賓及庭」奏逸詩〈肆夏〉，主人向君獻酒又奏〈肆夏〉，主人下堂後，

樂工升堂唱〈鹿鳴〉，下堂吹奏〈新宮〉，笙工加入，合奏那六首組曲。如表演舞蹈

就演奏〈勺〉（即《詩．周頌．酌》）。 

從以上文字看，可知《儀禮》是通過儀式語言、音樂語言、情感語言來闡揚早

期儒家道德論的，全書無一純粹道德的語言「仁」「義」之類，只有「禮」字，而這

裡的「禮」字與孔孟之「禮」用道德論的語言表達很不一樣，《儀禮》之「禮」是非

文字字面意義（no literal meaning）的語言，是儀式、音樂、情感語言。非文字的語

言很難作邏輯分析和命題判斷，《儀禮》之「禮」是美學意義上的情感論之「禮」，

不是道德意義上的善惡論之「禮」。《儀禮》之「禮」深入到人性、人情，是審美之

「禮」，而非揚善之「禮」，因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人性化意義。縱觀《儀禮》全

書，數百上千個在場的呈現，環環相扣的經驗的事實，日常禮儀的文化情美，是《儀

禮》的三大主旨。而情意、情性、情美貫穿於這三大塊。今天，如果我們要用「以

法治國，以禮治心」來充實新儒學，加強新儒學的實踐性、現代性，是不能不注意

到《儀禮》的情美之「禮」的，純粹的道德說教之「禮」有相當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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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RITES ON THE SCENE, AND COPING WITH 
THE AESTHETIC THEREIN: ON THE EXISTENCE OF 

ETIQUETTE AND NARRATIVE IN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LI KAI * 

Abstract Taking the official coming-of-age ceremony (shiguanli 士冠禮) as an 
example, the present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tes as described in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and in tur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ery 
existence of ancient rites proper, which may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modern 
principle of conditioned existence. Ancient etiquette is utilitarian rather than moral. 
Such a finding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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