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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一書何以成為東周之前樂官制度安排的佐證文獻？其成書時

代以及作者均在從古至今的各項研究中不斷地有所爭議與質疑。然而其文

獻內容所載的是否足以當作當時文化的依托，這是此章中的（一）《周禮》

的時代問題  最急於解決的問題，更是開啟往後各章各討論的關鍵點。因

此，此章首要的工作便是要引證多種論點而表明筆者所採取的立場與原

因，以此作為往後章節討論所引用文獻的依據。  

對於《周禮》時代以及作者的釐清之後，便要對其樂官制度的內容作

一探索，故分作二小節，即（二）《周禮》中樂文化的官職制度：將其職

務名稱與分配詳細列出﹔（三）《周禮》中的樂文化教育對象：說明被教

育的對象為何只鎖定在特定的族群中之，其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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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禮》的時代問題  

 

 

《周禮》究竟是什麼時代的書籍？究竟又是描述著哪一個時代？至今

都是非議之多，眾說紛紜，多是假想著的結論。  

一般說來，現今所稱作的“周禮”的文本文獻，是在漢初的時候所發

現的，當時名為《周官》。而改名為《周禮》實際上是開始於劉歆校書。又

自鄭玄兼注《周禮》，《儀禮》，《禮記》即成為三禮之一。然而自《周禮》

成書至今，論及成書年代，更是意見分歧，眾說紛紜，意見紛呈，無有定

局。而只要談到《周禮》的成書與時代問題，我們都應該要具有幾分的自

信與信念，因為眾說紛紜的整個研究結果，通常都是在否定著個別的信念

與自信，使得後來要研究這個問題的研究者們，不得不也涉足對這方面的

討論與研究作一番深入的清理與反思。  

一般傳統多半採用的說法區分為二條路線。一為主張為周公所作，二

為非周公所作，這一路線又以主張為劉歆所竄作。  

除此傳統界定之外，在學界又多有流行多種說法。更有起於戰國時期

之說，這見於錢穆先生的《周禮著作時代考》1。當中列舉有四方面的資料，

分別是社典，刑法，田制與其他方面。在這四個方面的資料顯示看來，都

可以論證其內容接是採戰國時代的事實材料，故論證《周禮》成於戰國。

再者，顧頡剛先生也在《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中亦有

主張此說。三者，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質疑》2中，將所見周初至春秋中葉

所有二十二種類的官名作一陳述，以為這些官名有些同於《周官》，但觀看

                                           
1 詳見《燕京學報》第 11 期。  
2 詳見  郭沫若《金文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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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當中的骨幹卻又是大相違背。  

還有說起於西周的說法。這是由日本學者林泰輔在他的《周公   其時

代》3中，以及陳漢平的《西周冊命制度研究》4裡面皆主張此說。  

最後，劉起釪在《古史續辯》中更論證了《周禮》是成於先秦諸說，

且其官制的撰成，是依據承自西周的春秋時期周、魯、衛、鄭的官制而來5，

因此成書時代應該是東周春秋時代。近年來經過一番考據與比對，也紛紛

出現了這了條路線的說法，亦認為「是東遷以後某氏所作」6。  

這樣的研究方法，已經脫離了舊制在《周禮》中尋找暗示的文字比對

來找出《周禮》可能的成書時代，反而這個問題的研究只能從「《周禮》文

本內的內部敘事與相關的所有其他文獻敘事的比對中進行。」7而這也是筆

者所要採取表達方式，將比對的結果作一陳述，也提供了《周禮》成書問

題的整合與問題。  

在這樣的比對推論中，我們大致分為：文字使用，營洛事實，封國制

度與畿服之制。  

在這四件歷史材料的記實上面，《周禮》多與當中史實不符，這點確實

可以證明《周禮》並非周朝當朝時代的完全真實制度，甚至歷史上沒有一

個朝代是完全依此制度而行的，只能說是部份真實。  

 

 

（一）文獻比對  

 

 

                                           
3 林泰輔，《周公   其時代》，東京：大倉書社。  
4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在書中用金文筆對的結果是冊命
今文所見西周官制多與《周官》內容相符合。  

5 劉起釪，《古史續辨》〈《周禮》真偽之爭及其書寫成書年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6 金景芳，〈周禮〉，《經書淺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6。  
7 張安國，〈《周禮》成書年代研究方法論及其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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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洛的事實  

 

 

透過《史記˙  周本紀》與《周禮˙  地官˙  大司徒》的文字記載比較

來看營洛的事實。在《史記˙  周本紀》中描述有周公營成周這件事情，原

來應是武王的宿願。在當中，武王說道：  

     

 

「⋯⋯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8 

 

 

這段話表示了周武王因為地理形勢的關係，決定在雒、伊流域營建雒邑，

作為新都，而這也原來是有夏之舊居。而同書，又在周公行政七年後又說：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

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9 

 

 

由此，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營成周確實是武王的意思，並且，皆是以地理

                                           
8 《史記》，卷四，〈周本紀地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29。  
9 《史記》，卷四，〈周本紀地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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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作為考量而定。但是，我們可以在《周禮˙  地官˙  大司徒》中看到

當中有所出入的描述與記載論道：  

 

 

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和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10 

 

 

這段文字主要在說明當時所謂「地中」的標準是什麼，不外是能夠讓天地

之氣和合，風調雨順，陰陽也能和諧，這樣所帶來的是能讓一國物產豐富，

這也是一個國家建國最理想之地。  

因此，在《周禮》中，惟王建國的的唯一標準，是「求地中」，而這種

說法與營成周的事實是相反的，畢竟在《史記》當中，“此天下之中，四

方入貢道里均”這樣的說法，也只是考慮地理形勢，並沒有將其置為首要

的目的，頂多也是附加的價值罷了。並且也不像《周禮》中所描述的，是

為選取一國之重最為理想之地。因此《周禮》這樣的記載寫法，確實與周

初營成周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相互違背。  

 

 

(2). 封國之制  

 

 

    相同的，他的封國之制一樣也是多有與其他古籍記載不相吻合的說

                                           
10 《周禮正義》〈地官˙大司徒〉，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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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按照金景芳先生所提出，首先，其與《左傳》11對照的幾段文字，如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衷⋯⋯。12 

     

     

這表示當時的地轄之區分制度，由天子以下，自是遞減。天子方千里，則

諸侯是方百里，以此遞減。又，昭公二十三年亦有記載：  

 

 

⋯⋯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13  

 

 

這都說明了當時的天子與諸侯所屬管轄區域的大小，皆是不過百里大小的

土地。因此周朝初時封地應該是沒有超過百里大小的範圍，然而在《周禮

˙地官˙大司徒》中卻不是如此的記載：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

之地，封疆方百里。14 

                                           
11 《左傳》一書的流行，在戰國時候就已經開始，其成於戰國時代，先是用戰國時代的

文字寫的，到了漢朝才通行當時的隸書。因此《左轉》一書可被拿取成為戰國時代

或之前的史實來檢視《周禮》中的制度。  
12 《左傳正義》，晉˙杜預  註   唐˙孔穎達  疏，京都：中文出版社，頁 277。  
13  同上，頁 389。  
14 《周禮正義》〈地官˙大司徒〉，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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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周禮》所描述，從諸公、諸侯、諸子到諸男所封賜的土地範圍總和

計算起來，這裡的封地遠遠超過《左傳》中土地大小的記載，可見《周禮》

與《左傳》的記載確實有出入，且就當時的土地大小面積來推算，周初也

應該沒有如此廣大的疆域，因此這實非當時所確實執行的制度，也應該不

是周朝所實際執行的封疆之制。  

 

 

(3). 畿服之制  

 

 

再者，畿服之制也是相同的道理，亦有許多的出入。  

在金景芳先生的《經書淺談》中所提出關於畿服之制的考察，他言明

古籍中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是在《尚書˙康誥》中言道：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土于周。

15 

 

 

侯、甸、男邦、采、衛，按照屈萬里先生的說法，“舊說以為是五服

之諸侯。按：禹貢五服之說，與此不同。周禮九服之前五服與此同者。蓋

                                           
15 《尚書集注述疏》，楊家駱  主編，台北：鼎文書局，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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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據此而增益之。”16而穿著這幾種官服的諸侯，在《尚書˙  酒誥》中

又區分此為外服：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17 

 

 

外服即是王畿之外的侯服，內服則是在王畿之內治事的官]服。因此，在王

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這些諸侯。  

然而，第二個記載是在《國語˙周語》中說道：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諸侯，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18 

 

 

這段話說明了先王的制度，王畿之內為甸服，王畿之外為諸侯，諸侯之外

又為賓服，賓服之外又為要服，要服之外，則是荒服。  

若根據《國語˙周語》的說法，則甸服就屬於內服，即是王畿之地。

因此，《國語》語《尚書》兩著的記載明顯的有所出入。根據金景芳先生的

推測，“最合理的解釋，為《尚書》所記應是周初仍襲殷制，未及改作，《周

語》，則是周人新制，後世沿用。”19但是，若是我們在翻閱《周禮》，便

                                           
16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社，頁 146。  
17 《尚書集注述疏》，楊家駱  主編，台北：鼎文書局，頁 375。  
18 《國語˙周語上》韋昭  註，台北：台灣商務，頁 2。  
19  金景芳，〈周禮〉，《經書淺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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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有更明顯的制度出入。因此在畿服方面做如此兩種不同的處境，

便可令人理解。  

此外，在《周禮˙夏官》中：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國畿，其外方五百里約侯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約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約男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約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約衛畿。⋯⋯20 

 

  

又《周禮˙秋官˙大行人》中也說道：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要服，⋯⋯。21 

 

 

即使這裡亦詳細有規定官服之制，但是就回到疆域問題上而言，周公時期

怎可能會有如此寬廣遼闊的疆域版圖，這個疆域的劃分以規劃官服的制

度，卻顯示出了《周禮》中所記載者與當時的土地大小有異，也因此，對

於官服的規劃也無法予以確切的認明。雖然如此，“除此之外，《周禮》其

                                           
20《周禮正義》〈夏官˙大司馬〉，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96。  
21《周禮正義》〈秋官˙大行人〉，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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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部分則什九是西周舊制，無可疑者。”22 

 

 

(4). 文字使用  

 

 

但是，對於文字方面，《周禮》的文字語法使用上，有持語法上是春秋

之前的做法，非戰國時人所作，亦有認為是戰國時所作。不論持有哪種，

若非戰國時代，即便是春秋時代，則所依據的資料或實事，都是周或者先

於周的時代所遺留的制度。但是就《周禮》六官所記載的制度而言，又確

實是當時西周歷史條件下的各種制度，所以也可能真的是《周禮》為東遷

之後的某氏得到了西周王朝的檔案，並加入自己的思想所作。23而這樣的

想法來源，源自於洪誠先生。  

洪誠持有此種說法，在於他掌握了兩條線索，即是朱謙之在《周禮的

主要思想》中曾經說過：  

 

 

此書中所用古體文字，不見于其他古籍，而獨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又

其所載官制與《詩經˙大雅、小雅》相合，可見非在西周文化發達的

時代不能作。24 

 

 

更有洪氏自己的見解：  

                                           
22 金景芳，〈周禮〉，《經書淺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5。  
23 金景芳，〈周禮〉，《經書淺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46。  
24《周禮的主要思想》，光明日報 1961 年 11 月 12 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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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法看，文獻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數與零數之間，皆用“有”

字連之，戰國中期之文即不用。25 

 

 

雖然這條路線是顯示了《周禮》非戰國時代的著作，但仍可以證明《周

禮》成書的時代或是成書的內容，都與周持朝時代是有關的。  

除此之為，徐復觀先生認為《周禮》是戰國中期前後的作品，「所以裡

面雜有戰國中期前後的名詞觀念」，而且「全章音樂的活動，皆與祭祀密切

關聯在一起；這更不可能是春秋中期以後，尤其不可能是戰國中期以後的

人所能懸空構想出來的」26。  

無論是哪一條線索，至少都能把時代範圍縮小，若非戰國時期，便是

春秋之前了，這也去西周不遠。  

不過，我們只能說，《周禮》當中的官制與規則，或許已經超出周朝當

時的情況，但是其內容是否多多少少有周朝的影子，或者此書又是依據周

的制度而撰寫，或者又是承自西周的四國官制，這些都可以從周的歷史與

古書籍中清楚的看到。然而，即使古來學者對《周禮》是疑信參半，但是

此書對後世影響仍然是很大的。就不論他的假造部分，我們只在意他由西

周制度沿襲下所建立的《周禮》六官制度以及對國家的政策制度來說，若

是當時的國家體制沒有這方面的官制管理，相信也是《周禮》的作者無法

憑空想像而假造不來的。再者，六官當中的職務分配，我們可以確信西周

當時國家體制下必定有這樣的職位存在，執行這樣的職責，就是依據這一

                                           
25 此段文字出自洪誠所撰《孫貽讓研究》中的〈讀《周禮正義》〉，然而此書為大陸出版
品，目前台灣尚無此書的資料，因此摘錄自《經書淺談》，頁 42。  

26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6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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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讓筆者來探訪古代的樂官制度下所內含的意義。  

然而以上的四點，雖有些實為互相矛盾或是相不吻合之說，但我們仍

然可以看見其基本的方針是不變的。因此在對於國家管理上，筆者深信《周

禮》當中的職責分配，與西周時期必有吻合之處，也不可輕易否認當時有

類似《周禮》中所記載的無比龐大的管理系統。再者，中國古代所重視的

重點，例如維繫一個國家的基本要素，或者教育重心，應該是捏造不來也

假造不來的，因為每個體制必有其背後重要的思想存在，而古人的智慧，

正可以從他們所重視，提倡的想法中來逐步推演窺視之。  

由以上，我們更可以看見所們所取的文獻比對與內容，會因為不同的

取捨而決定了不同的結果與提問，但是就《周禮》成書時代問題中，於眾

多文獻敘事及敘事不同層次的比對思辯中產生。問題在文獻比對中產生，

也只能在後續的文獻比對中尋求解決。也由於不斷的比對與思辯，這些相

同的文獻檔案在不斷的合裂當中，也會出現不同的意義與論證效果。  

 

 

（二）關於劉起釪主張《周禮》成於先秦的說法  

 

 

即使《周禮》經過一番比對與各家學者所論及，其成書時代仍然各有

所執，各有其道理。然而筆者在此所要支持的主張是成立《周禮》是於先

秦諸說時代之前便已經存在，甚至是東遷之後的著作，因為這都足以證明

《周禮》並非隨意的偽造出來，其所能代表的依然是西周時代的大致制度

內容。  

首先，應該證明的是《周禮》在先秦之前已然存在，絕非所謂漢代之

後才竄作的。  

依據劉起釪先生所提出的文獻證明，共有幾個證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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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周禮注疏〉寫道：  

 

 

《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于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僞亦紛

如聚訟，不可縷舉。⋯⋯夫《周禮》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

過春秋以後，⋯⋯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逾

遠，時移世之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好古者留為文獻，

故其書閱久而存之。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以不

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偽，何不全偽六官，而必

缺其一，至以千金購不得哉！且作偽者必瓢取舊文，借真者以實期

贗，《古文尚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

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

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

賓行餉餼之物，禾米蒭薪之數之數，笾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

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

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不同，《禮器》天子諸

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

果贗托周公為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

而必留此異同，以啓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

非出依托，可概賭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

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27 

 

 

這一段文字顯示了非劉歆所偽作的有力證據，並認為《周禮》一書非出於

                                           
27 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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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但是也認為其「遞經春秋後是竄人之文，並就《考工記》論證非周

公之舊典。」28主要的，還是要維護《周禮》這部書籍。  

再者，劉先生在《古史續辯》一書中，更提出了至汪中先生的論點。

至先生在其《周官微文》中，從文字資料上舉出《周官》在先秦已存在的

六個證據，以下就節錄劉先生書中之引文29：  

 

 

中考之於古，凡得六徴：《逸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職文。

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

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

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工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二也。《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

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

“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薌”以

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

生民˙傳》：“嘗之日，泣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

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

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予後學者系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緒

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30 

 

 

另外，晚清的孫詒讓更在《周禮正義》中提到此書是為周公所撰，也

                                           
28 劉起釪，《古史續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632。  
29 此段文字依據劉起釪先生的註解，表示是由至汪中先生在其《述學》一書中，有一篇
〈周官微文〉內所論及。但就因為此書為大陸出版品，在台灣暫且上查無此書的任何

資料，因此就引借劉起釪先生所載的詳盡內容取代之。  
30 劉起釪，《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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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遺文見于先秦者。  

基於以上的資料顯示，皆能表示《周禮》在先秦時，此書確實已經存

在。並且，更能說在先秦時代，必定有此書的存在，非周公之舊典，也非

漢之後世所編撰，就以此點來看，此書成于春秋戰國是較有力的根據。  

 

 

二、《周禮》中樂文化的官職制度  

 

 

《周禮》中的樂制，一切大小官職的安排，都在春官宗伯一章中。那

麼，我們便要從這個職位的區分來看看當時他們的工作與制度。周代的樂

文化，已經成為當時所實施的政教重點，制定一套完整制度，也成了施教

的工具，機構，並且，在這制度之下，應該也會對當時當朝的樂文化，做

了集合統整的工作， 規定了大小符合禮制的系統，以作為國家文化系統的

依據。藉此，更能看到當時樂文化的蓬勃發展。  

茲依據《周禮》中有關樂官官職名稱的編制與性質，將原文作一番整

理與說明：  

大司樂：樂官之長。掌理大學的教法，治理王國的學政，集合國子施以教

育。並請有德行者來施教。以樂德、樂語、樂舞教育國子，以六

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來協和音節，使樂聲與舞蹈進退合

拍。凡是建立王國或是諸侯，禁止樂官奏哀樂不當的樂，亡國之

聲的樂與不雅之音的樂。  

樂   師：掌理國學的政事，教國子們小舞。凡作樂，負責提調樂器陳設的

位置與奏樂的先後次序，並治理樂事的政務，也掌理有關樂官的

政令，聽斷他們的陳訴與爭訟。  

大   胥：掌理學士(卿大夫子弟)學舞的名籍，教導學士們習舞，並考察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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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優劣，檢查陳列的樂器，管理調度樂官中有關教樂用樂的事。 

小   胥：掌理學士們的徴召與稽查。發現有怠慢不敬的人，以觵罰飲。巡

視舞者的行列，鞭撻不認真學舞的人。校正樂器懸的位置。  

大   師：掌理六律六同，配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德作為習樂歌的基

礎，以六律應和察知習樂歌者所發出的聲調。祭祀，饗宴，大射

時，率領瞽矇登堂歌詩，自擊拊。堂下吹奏笙管等樂器，令擊鼓。

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持吹同律聽將士所發出的呼聲，詔告吉凶。

凡是國中的瞽矇也都要聽從大師的政令。  

小   師：掌管一些樂器的吹奏與歌唱。祭祀漢饗宴諸侯時，堂上歌詩時擊

拊，堂下吹笙管時應鼓。分辨六樂的節奏使相和應。  

瞽   矇：是職掌鼓琴瑟、弦歌、誦詩的樂官。執掌吹奏鼗、柷、敔、塤、

蕭、管、弦等樂器和歌詩。諷誦詩和世系。聽從大師的命令，唱

九德六詩等詩歌。  

眂   瞭：職掌用樂時的擊奏鼗，訟磬，笙磬，懸設大師所應懸設的樂器，

用樂的時候，在旁邊攙扶詔告瞽矇。  

典   同：掌理調和六律六同，辨別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調整各種樂器。  

磬   師：職掌教導敲擊磬，編鐘。教導在雜樂和燕樂中所擊的鐘磬。  

鐘   師：職掌擊奏鐘、鏄、鼓、磬這類樂器的樂官。  

笙   師：職掌吹笙一類的樂官。大喪與大祭，都要負責陳設樂器。  

鏄   師：掌敲擊引導金奏的鼓，在祭祀，饗宴賓射皆要奏。軍事行動中也

要負責勝利的擊鼓與敲擊軍營中夜晚三次的守備鼓。  

韎   師：掌教韎樂31。祭祀時率領徒屬往舞。  

旄   人：教舞散樂。亦教舞夷樂。  

籥   師：掌教國子們舞羽吹籥。大喪要陳設樂器。  

                                           
31 所謂的韎樂，就是指東夷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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籥   章：掌理土鼓豳籥。  

鞮鞻氏：掌理四夷樂與聲歌。  

典庸器：職掌收藏樂器，庸器32。  

司   干：掌理舞用的器具。祭祀時，舞的人排好位置後，發于他們起舞的

用具，舞畢，再收回來。  

 

在這諸多繁雜的名稱底下，亦分配有多個名額來負責當中的工作，總

計這一個龐大的樂官係統，包刮編制人員，員額與職掌，需要的人員一共

1417 餘人，而這些人員中，其實多半是樂工，負責樂器操作工作的人員，

但就名稱編制而言，可看出已經有一個份位的安排，也表示對於樂的重視。

這麼龐大的一個組織，相信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個，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然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中國如此早期的國家體制中，對於樂的重

視已是如此的明顯，更將工作分的如此的細微，可以說全面周到。我們更

可以發現，由掌管教育一直往下排列到實際起舞及用樂，教育的範圍，教

育的對象，與起舞用樂的人是相同的-------都是貴族子弟。更有一點我們也

可以從中發現，那就是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於樂器的分類很嚴格，而且各

有專精，各設有專職與專精的人員，可見他們對於樂，已經要求到專精的

地步，而不是隨隨便便設立的系統。  

 

 

三、《周禮》中的樂文化教育對象  

 

 

在《周禮》樂官的龐大系統中，分別的將其職責一一歸類分配之後，

                                           
32 庸器，也就是指有大功而可以紀念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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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見在西周時候的樂文化，當時樂事的出現，亦能觀察到這些重

要的樂事在中國古代其實承擔了很重要的位置與角色。當中，我們可以依

據春官當中的編階大概的歸納出一般樂事必定會出現的場合。  

（1） .喪禮。  

（2） .祭祀。  

（3） .饗食賓客，燕飲，大射等等活動。  

這些具體的關於樂的行政事務的規定與統合，大都落在大司樂與樂師

的執行統領範圍，而實際的操作則由以下各個負責的官職單位來進行。那

麼，我們便可以依據大司樂與樂師的整合規定中來看西周時期，甚至是西

周之前的中國古代社會對於用樂或禁用樂的規定與一脈的樂文化在此社會

中的位置與作用。也可以看見中國古代對於用樂的規定與意義。  

再者，經過一番詳細的觀看他們的樂文化教育，且這在上個小結的尾

聲已有提到的一點，便是他們的樂教育皆是以貴族子弟的教育為準，他們

的職務與工作，是掌國學之政，掌成均之法，教國子，教學士關於樂的事

務與知識。由此，更能知道周以禮治國，所謂上行下效，這些貴族子弟並

不同於一般人民百姓，他們依據西周宗族制度的規定，將來必定是個個都

具有擔任與朝綱有關的工作。因此對於他們在年幼時充實對禮樂的知識與

見習禮樂的工作，可以說都是為了將來的國家著想，希望藉此而讓他們熟

悉朝儀與典章，待其成長而任之大業。  

國家制定了一套教育，教導往後能左右朝綱的人們，表示他們在乎，

以此就能維繫一國。能讓一個國家安定繁榮的重要思想依據，是禮樂的內

容，以及是禮樂內在的因素所能導致。因此，這可說是將一國之所依據的

文化系統，納入國家教育系統，爲的終究是鞏固國家的根基方向，更深入

說，也是能讓這一國的子民都能永續的擁有禮樂的內涵，而就是因為中國

古代已然發現禮樂能帶給人的內在改變以及外在改變，甚至應用到政治

上，能維繫一國的穩固，因此便希望禮樂思想能永續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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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我們更要觀看古代樂文化所能帶來的內在與外在的影響與

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