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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郊祀禮以探討儒教
國家的政治秩序原理，是筆者一系列禮制
與國家權力研究的一部分，尤其關注禮作
為一種文化價值對於政治權力所產生的規
範。

首先，在既有成果的反省上，我們批判
了某些郊祀研究太強調郊祀禮如何反映皇
權或給與皇權正當性。郊祀禮蘊涵著儒生
的文化理念，這套文化理念具有某種宗教
性，如「天命」。儒者在建構一套郊祀的
論述時，也給與皇權若干規範性。

其次，本研究著重於探討郊祀所蘊涵的
宗教性質，尤其是儒者對於天與上帝的觀
念。我們檢討了自西周初年「法則的天」
的觀念如何成立，以及如何落實為郊祀禮
的核心宗教觀念。本計畫也探討了漢唐間
的儒者對於天與上帝觀念的爭議，以及儒
教的天與其他宗教（主要為佛道）的天的
觀念的糾葛。本研究指出，儒教國家的郊
祀之禮是天子藉由儀式象徵其服膺天的秩
序，而非一種單純的祈福儀式，天與天子
間沒有神秘性的溝通儀式。

再者，我們也探討了漢唐間皇帝執行郊
祀禮的各項紀錄，並指出由於儒教祭祀典
禮的非祈福性質，故歷代君主執行此禮的
興緻其實不高，由此導出儒教國家的危
機。

最後，我們著重分析郊祀禮如何形塑一
套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的分類架構」，
儒教的上帝不作為一般人所共同信仰的上

帝，此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差異值得再進
一步探究。

關鍵詞：郊祀、上帝、天、圜丘、周禮、
聖俗、人的分類架構、六天說、天神觀、
威儀觀

二、緣由與目的

對於中國古代國家型態的研究，歷來都
環繞在「專制論」的課題。對此課題的探
討可以有三個角度，一是檢討政府的組織
與構造，二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專
制國家的社會基礎，三是從文化史的角度
分析支配理念的相關課題。本研究主要是
從第三個角度，藉郊祀禮以探討古代中國
（主要是漢唐間）「儒教國家」的支配理
念，尤其是對於「天命」觀念的再探索。

學者已普遍接受「天命」是皇帝制度的
正當性依據，此觀念至遲可上溯至商周之
際。然而，歷來的天命研究有三項問題：
一是多將郊祀研究視為皇權的工具與功
能，較忽略郊祀所表現的儒教國家的理
念。二，較忽略探討郊祀作為儒教國家的
國家祭典，其所蘊涵及反映的宗教觀念。
三，可能受到西歐基督教國家型態認識的
影響，將西方「君權神授」的觀念直接用
於理解皇帝制度。但是自西周初年以來，
中國的「天」或「上帝」與基督教的神(God)
的觀念不同，由此導出的天命觀念自然不
同，西漢中期起的儒者以天命觀念為主軸
在建構儒教國家時，其所理解的國家型態
自然與「君權神授」不同。歷來的學者喜
用天命觀念談皇帝制度的正當性問題，但
對於天命觀念中的天的觀念卻所知有限。
本研究希望通過郊祀禮的分析，藉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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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分析路徑，理解天的宗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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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蒐集分析中古時期朝
廷舉行郊祀之禮的直接相關史料，如舉行
郊祀的時間、地點問題、相關建禮制築物、
祭祀神祗、儀式等。二是官員、學者對天
與上帝的討論，尤其是環繞在鄭玄「六天
說」、感生帝、五方帝等問題。據此分析
當時的天神觀念。三是當時民間宗教中的
上帝、天神的相關資料，由於時間所限，
這部分的資料較零散，故只整理了一部
分。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成果。

自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及其制度（如相對
應的祭祀）成立以來，周的統治者（貴族）
的天命觀念本身就是對其過去巫教的一項
革命，「天」（或上帝）代表神聖的法則。
在此之前的原始巫教中，神鬼與人同性
質，神與人一樣，是喜怒無常、可以巴結
的。故祭祀是獻祭給神禮物，以巴結討好
神，以求靈驗與庇祐。可是西周以來，神
性不同於人性的觀念已逐漸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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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禮作為祭祀，其獻
祭的意義日淡，象徵與儀式意義日濃。故
敬神不只是表現在典禮上，更表現在「敬
德」的生活態度上。此即「周禮」與「周
文」的主要內涵。

這種作為神聖法則的天在孔子及其後
之先秦儒者手中完成「理論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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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種「人
文主義」非無神論之人本位思想，而是人
應服從一「抽象」而非「具體」之神格。

在此觀念的指導下，儒家的祭祀是強調
藉由「儀式」的恭敬來感受神的存在。所
謂「祭神如神在」。但這種通過儀式與神
互動的祭祀與巫教有著不同的性質，從周
文到儒家式的「禮」，其儀式的目的不是
要控制神靈以為己用，而是改變自己以符
合神靈的要求。從巫教的獻祭到禮的祭

祀，是一條從「神秘性」到「神聖性」之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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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漢中期以來儒者制定郊祀禮的
目的而言，儒者是要將皇帝置於此一神聖
的領域中，令其行為思想符合此一理想的
規範，此一規範亦即儒教的理念。1

天子的郊祀之禮是表明天子服膺一神
聖的人間法則，其所祭祀的對象是一「神
聖的天」，而非「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
郊祀禮所反映的「天」與「（昊天）上帝」，
不是作為一般人信仰的天與上帝。此天只
與受命的君主（天子）發生宗教上的聯繫，
不可以是一般人祭祀的對象。這種郊祀禮
源於（漢唐間）人們相信人有「本質」上
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在一種被視為自然
的人的分類架構，如天子、諸侯、大夫、
士、庶民等封建身分。故人們不可以共同
信仰一位上帝。這是中國的郊祀之禮所反
映的天命觀念與歐洲歷史上的「君權神授」
之不同。

然而，自西漢中期以來，儒教的郊祀禮
遇到三項挑戰。一、郊祀禮的成立就是儒
教國家對於具有巫教性質的民間宗教的一
種否定，如何解決國家祭祀與民間宗教的
歧異甚至衝突。漢國家為求民間社會對於
政權的承認並獲致支配正當性，故一方面
毀壞地方上的祠祀信仰，另一方面卻將地
方的眾神請到郊祀祭典上，令眾神作為儒
教上帝的下級神明。漢代郊祀禮定制後，
此郊祀禮就是一「眾神的祭祀」，祭祀所
之「圜丘」是一眾神之殿，在祭天（地）
時，受祭對象包含日月星辰山川等各種神
祗。我們可以將這樣的祭祀活動視為當漢
朝的領域涵蓋廣闊，儒教（以天的祭祀與
信仰為核心）如何包容、轉化地域性或基
層性的民間宗教，如其神祗如何納入儒教
國家的範疇中。

二，儒教的上帝觀念在漢代以後漸受民

                                                
1 參考拙作〈中國傳統禮儀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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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佛道教等民間宗教影響，人們開始探
討甚至質疑先秦以來的儒家的天與上帝的
觀念，一般人甚至無法理解並接受「法則
的天」的概念。因此天神為何，成為學者
間的論辯。這些辯論環繞在鄭玄的「六天
說」，而其說明顯的藉由民間宗教中的星
象信仰去理解經典中的上帝。根據所蒐集
的資料，漢代以來，學者所詮釋的天神分
為幾類。一是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觀念結合
的天神觀，典型者如鄭玄的「六天說」，
將至上的天神理解為一體系，包含昊天上
帝、五方帝、五人帝等，且與星辰結合。
二是受到基層社會民間宗教的影響，如有
學者將儒教的昊天上帝理解為道教的玄天
上帝、元始天尊等。三是受魏晉以來西域
傳來的宗教與胡族所信仰的宗教的影響，
如佛教與祅教。本次計畫，我們藉由文字
與圖像，蒐集整理了這方面的資料。

三，郊祀禮強調天子藉由一套確定的儀
式（身體的儀節及其他的象徵符號，所謂
威儀）展示對於人間秩序的服膺。故祭儀
本身非為祈福，對於一般人而言，儒家的
此類禮儀甚不具吸引力。且一般的人民也
無法參加，至多為觀眾，相較於佛道教有
庶民的禮儀，儒家的禮儀（包括郊祀）只
是國家的禮儀而已。不只是一般人民與郊
祀之禮隔絕，連歷代帝王也多缺乏執行此
禮的興趣。他們可能對具有濃厚巫術色彩
的「封禪」感興趣，當佛道教盛行後，帝
王們更寧可花時間在佛道教的儀式，藉此
以求「個人之福」，而不願意花時間去執
行儒教的祭祀。

由祭祀之禮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儒
教國家的特色之一，是「聖（雅）」與「俗」
的對立，一批儒者相信法則的天，甚至讓
人有無神論的感覺（實際不然），而民間
社會則流行著巫教色彩甚濃的各式民間信
仰。

最後，論及郊祀禮與政治秩序的關係。
如上所言，漢唐之間的天子郊祀禮一如此
時期的其他儒教式的禮儀（如宗廟、婚禮、
冠禮、喪禮），對於統治者而言，其目的
是在展示作為政治秩序的「人的分類架
構」，天子可藉由祭天、與天的宗教上的

聯屬，展示其在「人的分類架構」上的最
高位置。也因此，（漢唐）郊祀禮所祭祀
的天不是作為一般人所共同信仰的「上
帝」，而是只有少數人可以有宗教聯繫的
上帝，此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政教關係
有很大的不同。

四、成果評量

本計畫在資料蒐集上，由於得到人力與
經費的補助，有比較好的成果，在彙整之
後，可作為將來論文的基礎。

有關郊祀禮的理解方面，由於歷來的研
究少著眼於分析郊祀禮所蘊涵的宗教觀
念，致使對於郊祀禮的理解較侷限於將郊
祀禮作為皇權的工具或功能，本研究指出
了郊祀禮所反映的儒教國家的宗教理念。
在此部分，或可稍稍超越目前學界的理
解。

然而限於計畫執行時間的短暫，未能完
成的部分主要是民間宗教中的天與上帝的
資料蒐集與分析，此只有寄望以後的研究
計畫。此外，中古時期郊祀禮的意義也必
須透過與宋以後歷史的比較研究，這部分
也只有期待來日。再者，本研究屢次比較
儒教國家與基督教國家之不同，但對於基
督教的認識恐怕仍不足，須改善。最後，
儒教的天與上帝觀與「氣論的宇宙觀」相
關，本研究也需加強理解此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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