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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飲食禮以探究中國
禮儀的特質。禮作為文化規範，對於政治、
社會、經濟等部分產生作力，我們的問題
是此規範性的觀念從何而來。由於禮源於
祭祀，而中國的祭祀的主要內容是共食，
故本研究集中考察祭祀中的共食活動。

首先，在既有成果的反省上，我們批
判多數的禮制研究忽略文化價值對於權力
的規範性。其次，就禮觀念的起源而言，
我們分析西周初年起的聖俗之分的觀念，
論證周人的祭祀是對巫教的革命，它重新
界定神人觀係，因此導出新的人觀。此人
觀強調「克己」，並發展成一套「政治」
理論，強調有德者應該為人間的統治者。
再者，本計畫更將重心置於分析禮經上的
祭儀，說明祭祀作為一種共食之禮，透過
此禮建構「家」的「一體」性。最後，此
種源於祭祀中的共食之禮推廣到貴族的日
常生活，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禮，於是
飲食本身成為一種儀式。

關鍵詞：飲食禮、祭祀、共食團體、中國
古代、聖俗、禮制、一體

二、緣由與目的

禮制研究長期以來受到採用機械論觀
點的「政治支配」說所影響，即強調禮制
是政治社會真實的反映，是為現實權力服
務。1然而以此角度理解中國的禮恐無法理

                                                
1 參考拙作〈中國中古時期制禮觀念初探〉，頁

74~80。

解其特質，尤其近幾年，有關文化研究的
理論盛行，雖然各家學說大異其趣，結論
也各不相同，但都加深我們對於文化與權
力關係的認識，使禮制與政治社會關係的
辯論更加細緻。目前可以得到一初步共
識，即文化至少具有「相對自主性」，它
與社會結構、人的行為間可以互相滲透。
過去的研究過度重視社會結構對於禮的制
約性，甚至視禮為社會階段的反映。然而，
我們需同時重視人的主觀意識如何構成一
套文化理念，以及這套文化理念如何成為
人們詮釋個人行為與外在世界的符碼。

上述研究多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
而歷史學也可以提供新的思考面向。我們
除了強調人心內部的思想結構、社會結構
與行為間的關聯性外，歷史事件也是一項
變數，歷史事件是人們在一個特定的時空
中，行動者依其主觀的意念判斷客觀的環
境而產生的各種行為所匯聚而成。所以歷
史事件不是社會結構的結果，且經常對社
會結構產生作用。人類的文化觀念不只是
來自人內心的思想、情感結構，也不是社
會結構的反映而已，也是人在歷史事件中
所創造出來。

回到禮制研究的課題，我們至少應該注
意文化理念、社會結構與歷史事件間的關
聯性，並強調其整體性。故本研究是分析
古代的宗教觀念與西周建國的歷史事件如
何促成禮觀念的成型，此觀念強調聖俗之
分，並導引出一套有關政治權力的論述，
由此看出文化價值如何影響權力觀念及權
力運作。

學者多說禮源於祭祀，故考察這套文化
價值觀念的方法之一是考察周人的祭祀。
又中國的祭祀的內容是共食活動，故我們
選擇飲食禮作為本計畫的考察主軸。

藉由飲食禮的研究，可得知禮所蘊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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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念如何影響人們的自我認同，進而
界定人我關係，以及確認我群團體的範
圍，而其中又包含對於權力的體認。理解
文化、自我認同與權力間的關聯性是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

三、討論與結果
在這一年中，本計畫所蒐集與研討的資

料分成三部分：一是商周之際的「哲學突
破」，尤其是其中所發展出的聖俗觀念；
二是有關祭祀儀式的資料，並分析儀式的
內涵；三是周貴族在日常生活飲食活動資
料，藉此說明飲食如何成為一種儀式。以
下分別說明研究成果。

首先是聖俗觀念。商周之際的「哲學突
破」已有較多的研究，至於禮源於祭祀的
課題，學界論者已多，故有較多二手文獻
可參考。然而，由於我們對於原始巫教有
了較多的理解，2所以可以重新認識何謂「祭
祀」。

禮為祭祀雖為通論，但須究明此祭祀不
是一般的獻祭，尢其是原始巫教不同，甚
至可以說成是對於巫教信仰的革命。原始
巫教認為神人是同質的，甚至可以互相變
形。神性同於人性，故神是喜怒無常，可
以巴結討好，甚至可以藉魔法操控。可是
自西周以來，神性與人性有別的觀念已逐
漸確立，聖與俗之分也出現。上帝逐漸成
為一種法則的存在，人要獲得神祐不是通
過獻祭禮物，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行為上遵
守神的法則，或謂「天」，由此發展出禮
的核心觀念——「克己」。禮作為祭祀，
其獻祭的意義日淡，象徵與儀式意義日
濃。相對於原始巫教，在祭祀中的魔法內
涵消失，這方面尤為儒家所繼承，故祭祀
非用以祈福，也不是追求宗教性的靈驗，
而是象徵對於天的秩序的服膺，有學者將
此稱之為「人文主義」。3此歷史過程可稱
之為「由神秘到神聖」。

聖俗之別的文化理念也滲透到政治領
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類是依聖（雅）

                                                
2 尤其是張光直的系列著作。
3 參考拙作〈中國傳統禮儀與現代社會〉。

與俗，周貴族因為能行禮，故是文、聖或
雅的；反之，野人不能行禮，故是鄙俗，
也因此是被統治者。當時人又認為，周人
因為有「德」，故可以為聖。近來的研究
也顯明，德是一種宗教性質的人格特質，
有德者可以溝通神人二界，4此即「聖」。
周人要維持政權，必須保有德，而德的傳
承須藉由「一體」的機制。此一體的機制，
不只是生物上的血脈相傳，也靠某些儀
式，特別是共食之禮。如下文所云，祭祀
即是一共食活動，死去祖先與在世的子孫
一起用餐，這種儀式的目的是通過共食，
延續「家」的一體性，使德可以由祖先處
（尤其是文王）傳到現存的子孫，周人也
可以續有政權。

其次，這一年的執行計畫期限中，我們
費最多的時間在蒐集、解讀以《儀禮》為
中心的祭儀資料，其細部問題的討論，將
待其後專文發表。就本計畫的主要關懷而
言，《儀禮》十七篇中包含十六種禮，除
了喪服禮與士相見禮之外，其餘皆有飲食
活動，尤其宗廟祭祀更是以飲食作為儀式
的主軸。中國古代的禮器幾乎都是共食時
的食器。這種祭祀與共食結合的情形生動
的表現在《詩經》的描述中，如〈楚茨〉、
〈鳧鷖〉。

典型的祭祀可依共食活動的進行而分
三個部分。首先是食物與食器的準備。其
次是死去的祖先與現世的子孫一起進食。
在古代，有尸的設置，由活人扮演尸，代
表受祭的祖先。尸與主人進行酬酢之禮，
表示一如生時的共食。此時的共食是儀式
性，不為滿足食欲而設。再者是現世的子
孫一起共食。此處言「子孫」其實是慣用
語，嚴格而言是不恰當的，因為參加共食
之人可以包括家臣一類。我們應該說凡能
參加祭祀的共食儀式者，即為「家」人，
彼此間有一體的關係。換言之，家人的認
定是藉由共食的儀式，而非僅限於所謂自
然的血緣。「氏」亦是一祭祀團體，其成
員是指共同參加祭祀者，尤其是能在祭祀
中得到胙肉者，因此也可以稱之為「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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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分胙肉的意思是在確認「一體」
的範圍。孔子因為沒有得到魯君在郊祀之
後的祭肉，憤而離職，因為自認沒有被魯
君視為「自己人」，已經不是「國家」一
體中的成員。

此種共食作為一種儀式，以建構人際關
係，尤其是強調「一體」，不是中國所獨
有的，如基督教有「聖餐禮」(eucharist)，
也是藉信徒共食象徵基督徒共同建造教
會，組成耶穌的身體，基督徒彼此間也建
構弟兄姊妹的關係。本計畫也蒐集這方面
的資料以供比照。本研究尚無法處理文化
比較的問題，但藉共食以締構或強化人際
間的認同的作法，在今天仍然為中國人所
廣泛使用，應酬文化普及的原因之一當在
此，商人藉共食以建立彼此間的信任與認
同。男人間喝酒文化的源流之一也在此，
共飲、勸酒之所以帶有強制性，因為它意
味酬酢雙方對於彼此間的人際關係的認
定，或對團體的認同，此源流亦可溯及中
國文化中的祭祀傳統。

最後，本計畫蒐集與分析周貴族在日常
生活中的飲食活動資料。周人的飲食規範
被記錄在如《禮記‧曲禮》一類的經典中，
其規範性一言以蔽之，即「共食不飽」。
飲食的目的原為滿足人類食欲的，是任何
生物為求生存所須進行的活動，我們可以
想像原始人類茹毛飲血的畫面。這種飲食
習慣演變成「共食不飽」，如〈曲禮〉所
示，講究食器的設置，與飲食的身體動作，
不以滿足生理欲望為目，其演變不應視為
理所當然。我們以為飲食禮儀的是由祭祀
時的共食演變而來，在祭祀時的食器擺
設、儀式性的進食，被推廣至日常生活中
的共食。而此推廣的動力是周人自我要求
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實踐一套客觀的神聖法
則，所以將宗廟中的儀式推廣到一般的日
常生活。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要過著克
己與規律的生活方式。《禮記‧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這是因為禮是
指克制身體與節制情緒的一套理念與制
度，人們開始「克己復禮」，是始自飲食
活動，在飲食時，強調其儀式性，而非滿
足口腹之欲。飲食成為一種禮儀是周人生

活儀式化的一環，日常生活成為實踐神聖
生活的場域。

當行禮成為一種身分的象徵，一個人能
夠在日常生活中熟練的演出一套複雜的禮
儀，是在展示此人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如
控制身體）能得到權力。自周代以來，我
們發現飲食禮儀的複雜化，而原因是周貴
族為了彰顯其身分，而刻意創造出一套複
雜的文化符號。從今天的實用角度而言，
許多禮經上的飲食儀式是沒有意義的。但
就當時而言，複雜化本身就是它的意義。

總之，本研究在說明周人的文化觀念
（如對上帝的認知、聖俗觀念、人觀等），
配合特殊的歷史事件（如周滅商），如何
建構一套政治的支配理論（如能禮者支配
不能行禮者及一套人的分類架構），又為
配合這套支配理論，周人如何進行自我認
同、界定人際關係（如一體），以及這套
觀念如何影響周人的日常生活（如飲食的
儀式化，進而整個生活的儀式化）。

四、成果評量

本計畫目前成果主要在於使學界能進
一步認識何為中國古典的祭祀，此部分達
成計畫原初的目標，並能稍稍超越目前學
界的理解。如透過祭祀儀式的研究，可理
解祭祀所蘊涵的理念如何規範社會組織與
人際關係的內容，或可使學界進一步思考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與「權力」的內涵
為何，這些概念本身不是已知的，應該是
被探究的對象。

而限於人力與時間，就飲食禮而言，未
完成的部分主要是祭祀時的所用食物的意
義為何，由於此須與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結
合，尤其透過異文化間的比較，才能建立
分析的基準，在短期內無法完成，期諸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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