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古「禁」考論：禮俗與法律之間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51-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金仕起 

 

計畫參與人員：陳珈貝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1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古「禁」考論：禮俗與法律之間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51-

執行期間：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金仕起

計畫參與人員：陳珈貝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8 日



1

古「禁」考論：
禮俗與法律之間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試圖以「禁」為對象，整合方術、禮俗、宗教與政治、法制史的

研究取徑，考察不同範疇的「禁」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禁」的意義是多重的，它們分別涉及了禮俗、法律及方

術等幾個範疇。本計畫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禁忌」、「法禁」、「禁

方」及「禁術」在古人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各自扮演了哪些角色？二、「禁忌」、

「法禁」、「禁方」及「禁術」彼此之間有哪些可能的連繫？三、在古代中國文

明形成的過程中，「禁忌」、「法禁」、「禁方」及「禁術」經歷了哪些轉變，

可能構成哪些重要的影響？從而據此瞭解早期中國文明發展的動力何在？

禮俗意義下的禁，如周秦漢所謂「禁忌」，是針對特定時間與空間範圍內個人

行為的宜忌所作出的限定，而以防患未然為主要著眼。一般說來，古人相信，禮

俗有「禁」，則不宜有所行事；反之，則可能招致禍災凶吝。它們多出於人群約

定俗成、習焉不察的舊慣或信仰，反映了古人對宇宙、萬物與個人之間整體結構

和感應關係的認識，也往往流行於社會上下，並不因人群貴、庶之異而有禮、俗

的明顯差別。

法律意義下的禁，如周秦漢所謂「法禁」、「刑禁」，是國家或統治階層針對

其所不許的行為，以明文方式頒行，藉強制力加以制止，並附之以刑罰的具體規

範。因此，它們既是國家維繫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手段，也往往具有象徵和

壟斷權力的意義。「法禁」的形成和遂行往往和禮俗「禁忌」具有交相重疊和衝

突牴牾的雙重關係；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周秦漢時期國家組織型態日益集權中

央的轉變。

方術意義下的禁，如晚漢以下文獻所謂「禁架」、「禁術」，指涉的是藉由存

思默想、語言文字、藥物法器，或肢體動作化解生活危機，並被認為具特殊效驗

的一類法術。它的前提是，操作者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可與天地萬物結為一體，並

役使萬物以控制危機的成因，以恢復既有秩序。它既具有周秦以來「禁忌」的面

向，也反映了萬物間具有權力支配關係，因而可以類似「法禁」的形式加以繩束

的信念。

透過上述整合性的研究，我們得以瞭解從宇宙、國家到人體，古人透過「禁」

所欲範限、控制的行為、事物界定了何者為可欲的，何者為適當的，何者為可役

使支配的，並一定程度說明了古代中國文明的界域何在。

關鍵詞：禁、法律、禮俗、方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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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in of Ancient China:
Between Folklore and Law

Abstract

By means of integrated approach, this project trie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Jin” 
which played in the shaping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eanings of “Jin”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ritual, law and occult art. In this project, I am going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firstly, what were the roles those different “Jin” played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ncient Chinese? Secondly, what were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among those
different “Jin”? And thirdly, what were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that “Jin”might have
imposed upon the shaping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in in sense of ancient ritual or custom, taking Jinji 禁忌 from Zhou to Han period
as an exampl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barrier set up to forbid any behavior
transgressing certain time limit and space boundary which might cause harm to human
life. Most of the Jin like this originated from the custom of daily life, and reflected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smos, beings and mankind. They were
widespread in whole society without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social groups or social stratum.

Jin in sense of law, taking Fajin 法禁 from Zhou to Han for instance, was referred
to legal regulations published in plain and official form by state. By means of penalty
and punishment, ancient Chinese states enforced Fajin to keep socio-political order, to
monopolize political power and to display authority of state. Meanwhile, Fajin also
included certain custom in forms of Jinji on one hand and reflected the pattern of state
developed i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Jin in sense of occult art, taking Jinshu 禁術 from late Han period as example, was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to resolve all kinds of problems people could confront with in
daily life. To make Jinshu effective, the practitioner must manipulate those forces or
superior beings inside his/her body to build up a definite domination upon objects which
caused chaos and recover the order. In short, the conduct of Jinshu reflected the power
politics among mankind, spirits and those relevant objects of the cosmos, and the means
as well as the end of it was to make one united with universe and be the center of it.

By means of this integrated research, we are able to apprehend that from cosmos,
state to body, the ancient Chinese defined what were desirable objects, what were
adequate behaviors and what could be dominated, thereafter, delimited the boundary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certain degree.

Keywords: Jin, Law, Ritual, Folklore, Fa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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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瞭解一時一地的文化特色，人群的行為模式是重要的考察面相之一。行為模式

除了可以從人群傾向於做些什麼作正面觀察，也可以從反面就他們不願、不敢、

不能，或認為不應該做些什麼加以瞭解。這項計畫即旨在以古代漢語文獻中的「禁」

為對象，試圖就古代人群所欲迴避、範限或控制的事物或行為進行探討，並藉此

勾勒中國文明形成期的重要文化面貌。

在古代漢語文獻中，與「禁」有關而涉及人群行為模式的重要概念至少有四：

「禁忌」、「法禁」、「禁方」及「禁術」。它們分別和古人的禮俗信仰、行為

規範、技術授受與實用知識具有緊密連繫，彼此之範疇、層次也不盡一致。不過，

值得留意的是，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古代人群所欲迴避、範限或控制的事物或

行為，並在人群社會、政治的生活與意識中扮演重要角色。

過去學界有關古「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術、禮俗、宗教等廣義的文化史領

域。既有的研究成果已經指出，「禁忌」、「禁術」或「禁方」具有一定關連，

它們的操作均涉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對個別事物、行為進行控制或支配，其目

的則在因順或恢復宇宙和身體的秩序，以追求趨吉避凶、化解危機或維持技術的

效驗。也可以說，它們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觀和身體觀。

相對於此，從法律史或政治史角度探討「法禁」意義的作品則相對較少，將其

與「禁忌」、「禁方」、「禁術」連繫而會合並觀的嘗試則更屬罕見。但大量的

出土與傳世文獻卻提示我們，古人的宇宙觀或身體觀事實上並無法與其當身所處

的社會政治秩序分割，而「法禁」的形式、來源、基礎與「禁忌」、「禁方」、

「禁術」的操作也都有可資類比的線索可尋。

本計畫以「古『禁』考論：禮俗與法律之間」為題，即有見於此，企圖以「禁」

為主軸，利用古代禮俗、法制等相關史料，以禮俗與法律之互動為切入點，釐清

古代「禁忌」與「法禁」間的關係，並據以檢視古代中國宇宙、國家和身體秩序

觀間的可能連繫。此外，經過年來的研究，本計畫已有初步成果，因此亦以此為

基礎，進一步就古方術史中「禁術」的操作方式與所涉及的觀念進行整合性分析。

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目的在結合晚近出土的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探討下列問題：一、「禁

忌」、「法禁」、「禁方」及「禁術」在古人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各自扮演了哪些

角色？二、「禁忌」、「法禁」、「禁方」及「禁術」彼此之間有哪些可能的連

繫？三、在古代中國文明形成的過程中，「禁忌」、「法禁」、「禁方」及「禁

術」經歷了哪些轉變，可能構成哪些重要的影響？從而據此瞭解早期中國文明發

展的動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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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如前所述，目前利用出土與傳世文獻就古「禁」所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術、

禮俗、宗教史等廣義文化史的領域。

比如，早在 1970 年代澤田瑞穗曾博徵傳世文獻，從宗教史的角度對傳統「禁

術」的源起和發展作過初步的疏理。他指出「禁術」作為一類與鬼神關係密切的

宗教呪術，它的源起和古之越方、巫術具有一定關係，它的發展則和方術、道教

及佛教中祝由、呪禁與持誦的傳統有關。它的目的既有消極的厭勝的一面，也有

積極的控制的一面。而就「禁術」的形式來看，澤田氏也留意到它與「法禁」所

講究的權力支配具有一定連繫。

近二十餘年，隨考古出土文獻日多，一方面，有 Donald Harper、劉樂賢、吳小

強、連劭名、王子今等學者先後就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詰〉篇所涉方術的

內容、性質作過疏釋，並指出其與後世「禁術」的可能連繫。另一方面，Donald
Haprer、山田慶兒、袁瑋、廖育群也相繼以馬王堆漢墓古方技書《五十二病方》的

呪禁方為主要對象進行研究。大體而言，他們除重申了前述澤田氏的基本論點外，

也進一步指出這類方術中所運用的語言文字、藥物法器和肢體動作反映了流行於

戰國秦漢的宇宙觀、身體觀和宗教信仰。

此外，就此議題，范家偉曾利用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卷 29-30《禁經》上

下的資料，探討了禁呪之方何以在隋唐以後進入官方醫學，並納入醫方之書的因

緣，並說明了這類方術和道、佛二教傳統間的交涉。而李建民探討傳統「婦人媚

道」和家庭衝突間的關係，以及「禁方」和傳統方術授受過程中師資、文本與效

驗控制的問題，也檢討過「禁術」的性質，同時並從社會史、生活史的角度對「禁

術」、「禁方」的意義作了疏理。

其次，就「禁忌」的研究論，1990 年代初張寅成利用天水放馬灘秦簡及睡虎地

秦簡《日書》所作研究已指出，「禁忌」的形成乃基於古人對時間、空間與人之

結構關係的特殊認識，其流行則與戰國至秦軍政結構的轉變，以及天學的發展有

關，可以說，這是一項企圖結合思維、行為模式研究和社會政治變動史的新嘗試。

爾後，蒲慕州和劉增貴則分別利用睡虎地秦簡《日書》，分別就其在社會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有關出行宜忌的禮俗信仰基礎與義涵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

第三、就「法禁」的研究論，「禁」作為國家法律一環，已見於《周禮》〈士

師〉。但因文獻有闕，東漢學者已經難明其詳。因此，歷來的研究也一直不多。

就筆者閱目所及，除明人邱濬《大學衍義補》對此有所討論，並由沈家本《沈寄

簃先生遺書》收錄外，有關的研究似乎仍尚待開展。不過，如 Nathan Sivin 和李建

民所指出，古代中國方術往往具有連繫宇宙、國家和身體的特色，因此，如何進

一步就此命題的具體內涵作出說明，結合「禁忌」、「法禁」、「禁方」及「禁

術」所作之研究，或可為理解古代中國政治、生命與技術發展的關係提供另一重

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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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計畫採取整合性的研究取徑，也就是連繫法律、禮俗和方術史

的研究方法，以兼顧法制政治史、社會史與技術文化史的途徑重建「禁」在古代

社會人群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描繪「禁」和古代文明發展間的關係。

在具體的作法上，本計畫首先借助古文字學之研究成果，蒐集與「禁」有關

的早期文字資料，如青銅銘文、簡帛文書，採訓詁方法就「禁」的相關字源、詞

義加以考訂，說明其字義、詞彙的時代特性及有關轉變。

其次，本計畫按法律、禮俗與方術之次第蒐集相關史料，分門別類討論「法

禁」、「禁忌」與「禁術」在周秦漢歷史時期的個別內涵，說明其與時代環境間

的互動，並在個別討論中檢討其與其他範疇意義之「禁」的可能關係。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之初步成果，已於 2004 年 12 月及 2005 年 8 月分別以〈古「禁」考論——
禮俗與法律之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主辦「經義

折獄與傳統法律」研討會，2004.12.4-5），及"The Union of Self and the Cosmos: The
Origin and the Rule of the‘Jinshu（禁術）’Practice in Occult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China"（Munich: Germany,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2005.8.15-20）兩篇會議論文提出。目前除進行修改外，並計畫擴大改

寫為專書。

計畫中的專書除首章敘論及末章餘論外，目前規畫之章題次第及簡要內容如

下：

第二章〈詰姦慝，刑暴亂——周秦漢法禁的特質及其轉變〉，主要說明周秦

漢所謂「法禁」、「刑禁」，除了是國家藉以維繫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手段，

也往往具有象徵國家權力和壟斷政權的意義。同時，「法禁」、「刑禁」的形成

一方面往往和禮俗意義下的「禁忌」具有一定連繫；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周秦

漢國家組織型態的轉變。當然，國家「法禁」與民間「禁忌」既有重疊的一面，

也有相互衝突的一面，本章亦將透過釐清其互動歷程說明其與國家組織型態轉變

間的關聯。

第三章〈義理之禁與吉凶之忌——古代禁忌觀念的兩歧面貌〉，主要說明周

秦漢所謂「禁忌」，往往涉及特定時間與空間條件下個人日常行為的宜忌，反映

了古人對宇宙、萬物與人的關係的認識。同時，「禁忌」往往流行廣及於社會上

下，並不因人群貴、庶之異而有禮、俗的明顯差別。此外，「義理之禁」與「吉

凶之忌」的新解，可以一定程度說明社會人群的高度分殊，戰國以下智識階層與

凡民庶眾對流行「禁忌」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及其社會政治影響，也會是本章論述

的重點。

第四章〈吾與天地萬物同體——禁方與禁術的觀念基礎〉，主要說明周秦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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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獻所謂「禁方」、「禁架」或「禁術」，特色是在特定的時間或空間範圍內，

藉由役使天地萬物以控制、壓服危機的成因和來源以恢復既有的秩序。它的操作

建築在操作者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並具有支配天地萬物能力的信念上，既具有

周秦以來「禁忌」的面向，也反映了天地萬物可以「法禁」繩束的認識。當然，

「禁術」並不僅僅具有本土的成分，而往往反映了外來文化的影響，本章也將以

「禁術」為中心著重探討道教、佛教文化的互動。

透過上述整合性的研究，我們將得以瞭解從宇宙、國家到人體，古人如何透過

「禁」從負面界定了何者為可欲的事物，何者為適當的行為，何者為可支配的對

象，並一定程度說明促進古代文明由形成而發展的可能動力有哪些，古代中國文

明的邊界又是如何構成，並且經歷了哪些變化。

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是一項整合性的研究，透過這項研究，我們認為它有以下三點可能的

貢獻：

一、過去有關古「禁」相關課題的探討，以廣義的文化史領域為多，相對來

說，法政結構的變化則較少被納入考慮。添增法政結構變化的面向，不僅是資料、

解釋內容上的補充，也可以對如何理解古代的文化現象作出回饋，提示新的研究

方向和觀點。比如「禁術」的操作原則固然和早期道教對心、氣理論的新解有關，

但它試圖控制危機成因和役使天地萬物的形式則與人間既有的「法禁」高度雷同，

為何如此？適度地釐清「禁術」與「法禁」兩者的分際，相信將一方面有助我們

進一步重新瞭解「禁術」的內涵和流行基礎，另一方面則將對理解古代法文化的

社會影響有所裨益。

二、就古代禮俗、方術與法政的發展提供一並時的、整體的理解，並促進我

們對古代中國文明形成動力的掌握。如前文所述，本計畫的研究重心在古代人群

的行為模式及其背後的相關基礎，但古代人群並非一均質團體，往往會因其社會

位置與地域傳統之異，而可能對當代之禮俗、方術採取不同之反應，如東漢王充

之區分「義理之禁」與「吉凶之忌」便可反映當時人群觀點之異，透過對其觀點

起伏興衰的爬梳，當可相當程說明當時政治、社會力量的消長，並理解方術內涵

的轉變。

三、透過本計畫所陳示的相關轉變，當可深化吾人對古代中國文明與週邊文

化間關係的理解。本計畫重視不同文化間之互動，特別是其輻輳於禮俗、方術之

上的效應。比如，傳統「禁術」內容的演變便涉及了中國本土道教和東來佛教間

的互動。究竟「禁術」的內容、邏輯能否實質反映佛教對本土宗教的影響，或僅

僅只是賦予新的形式，對理解傳統中國與其不同文化體間互動的過程與其模式，

將能提供一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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