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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一章之後，在西周對於實施樂教的師者，是《周禮》中的一批樂

官，然而從上一章當中，我們便可以隱隱約約的看到樂官們所負有的特色

及技藝，這些都與後來的儒家中的儒者所會的事項多有吻合，甚至是相同

的，這樣的結果不禁讓人思考到樂師與儒之間的關聯究竟是為何者？因

此，首先應該要探討的就是（一）樂與儒的關係   確定這兩只之間是否有

關聯，或者是“師就是儒”？又或者過去確實存在“儒”這類型的人，轉

變成後世的“儒家”？這些都在這一小節中得到解答。獲得了大致上的答

案之後，接著便要進一步的在（二）古代樂官的職掌   與   儒家   的相疊

內容   小節中探討是否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著重疊的關係，更接續這一主

題，展開（三）儒者的樂事   中對於儒跟樂之間的關聯，確知是密切的。

最後一步，便要在（四）儒與舞   中更深一層的探討儒除了以六藝教之外，

儒更擔任一項重要的職務與身分──舞。藉由舞這項活動，讓我們了解儒

在這種活動中不只是擔任舞者，更是關聯於祭祀活動的人，開啟了往後欲

研究“儒”的研究者一個儒的起源與活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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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與儒的關係 

 

 

樂既然做為一種教育，對於執教系統的分配，「古代的司教之官被《周

禮》作者編排於兩個地方」1，即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系統中。這兩個系統

是以教授貴族子弟為準的設置。至於萬民的教育，也已列在地官大司徒當

中，在其中六藝教育也是最主要的項目，而這六藝與孔子的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不同，而只是專指技藝項目，分別為禮、樂、射、

御、書、數。於春官宗伯當中，開頭便說明其旨意：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2 

 

 

而關於地官對教的內容概括，以下列舉兩段內容：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

以樂教和。則民不乖。（⋯⋯）
3 

《周禮˙ 地官˙ 大司徒》 

                                           
1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4。  
2《周禮正義》，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50。  
3《周禮正義》，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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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

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4 

《周禮˙ 地官˙ 大司徒》 

 

 

而樂官的這一系，則歸于春官宗伯。在這地官與樂官當中的種種教育職責，

都脫離不了禮與樂的教導，那麼，值得我們觀注的是這些教授禮與樂的人，

是由哪些人擔任，他們又需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擔任呢？就以教育機構的存

在而言，春官宗伯之下的系統顯示了更高的專門化，也與後來的儒家特徵

息息相關。而這話如何說起呢？  

閻步克先生在探討「儒」的起源問題時曾經提到「早期稱“儒”者與

古代“樂師”關係，可能是相當密切的，這也許會為儒家起源的探討，提

供某些線索」5。由於這一種可能性，更讓人相信樂師與儒確實有著某種關

聯，或者更大膽的說，樂師本身是否就是「儒者」，那麼，這又牽涉了儒者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與他們所佔的地位究竟是什麼？  

錢穆先生曾說道：  

 

 

儒為術士，即通習六藝之士。古人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

藝，通六藝，即得進身貴族，為之家宰小相，稱陪臣焉。孔子然，其

                                           
4 《周禮正義》，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72。  
5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1。  



西周樂文化──樂官與樂德、樂教  76 

 

弟子亦無不然。儒者乃當時射或生活一流品，（⋯⋯）6 

 

 

按照錢先生的說法，就能知道在當時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教授六藝的人，

被稱為「儒」，而這種「儒」，是一種身分，一種職業，與後來孔們所代表

的「儒家」的門別之稱是不相同的。因此，「儒」在孔子之前已然存在便是

事實，所以孔子也說過：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7 

《論語˙ 雍也》 

 

 

可見在孔子口中的儒，可能「是當時社會上的某一種人，而不是儒家學派

的專稱，只是孔子與其弟子都很可能被認為是這個類型的人」8，否則不會

出現這句有褒貶之稱的話了。而錢穆先生也提及過，「儒在孔子時，本屬一

種行業，後來逐漸成為學派之稱」9。另外，《說文》許慎也說，儒為術士

之稱，因此，在孔子之時，儒是一種是術士，在孔子之前的時代中，儒曾

經以精通藝為生，為古代知識禮樂專家的說法也不為過。這點，章太炎先

生在在其〈原儒〉也這樣主張：  

 

 

                                           
6 錢穆，〈序〉，《古史辨》第四冊，羅根澤  編著，上海市：上海書店  ，頁 1-2。  
7《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10。  
8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1。  
9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東大，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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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術士也。10 

 

 

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11 

 

 

因此儒，則是對六藝精通者稱為之。  

那麼，儒與樂師究竟是否有著關聯呢？這便要從儒的內容來檢視。  

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相互並生，各家各派相互提出互相增補或是相對的

論點與主張，各種思想的廣大崛起，在此時可以說是大放異彩。然而在這

諸多的學派論點中，為何僅僅只說儒與樂官有關聯？就上述曾論及古代司

教系統所歸屬的兩個官職系統中，執掌樂舞歌詩的樂官係統，在中國古代

教育系統的編排來看，它更直接地顯示了當時所設立的專門化的教育機

構，而我們已然明白其中所教授的內容，在《周禮˙春官》之宗伯中，“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而歸屬於宗伯系統下

的還有大司樂、樂師等等一大批樂官。因此，樂官是職掌禮樂的；而，儒

家所異於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其學術無非是傳承禮樂，傳承詩書為中心，

以此來教育學子。而兩相比照之後，恰巧會發現這些工作都是當時樂官所

要承擔的職事。《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著：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12 

 

                                           
10  章炳麟，《國故論衡》，台北：廣文書局，頁 151。  
11  同上，頁 152。  
12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頁 1938。  



西周樂文化──樂官與樂德、樂教  78 

 

 

在《史記》的這段話的記載中，更明確的說明了儒家13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即是以詩書禮樂教。又《史記˙孔子世家》：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已備王道，成六藝。14 

 

 

詩三百五篇都以弦歌作知，這表示在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承擔了這項事

業。  

以上都在在顯示了儒家“以詩書禮樂教”，以及“弦歌鼓舞”的職

責，然而，這以“詩書”為教，本來也是樂官的職責，就孔子本身而言，

他曾經整修《詩》三百五篇，想必是以樂官藏本為基礎，並且繼樂官以《詩》

為教的。  

繼以上而之，就“弦歌鼓舞”之事言之，孔子思想尊禮，對於古字「禮」

的研究，王國維先生在《觀堂林集》中認為它最初所指的是“奉神人之器，

又推而奉神人之事通謂知禮”15 。另外，在《論語˙陽貨》中，孔子亦曾

言道：  

 

 

                                           
13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者這一直是一個定論，因此孔子本身即是「儒」，亦是天經地
義的。而孔子畢生的理想便是要復興周室的禮樂思想，因此他本身必受到禮樂的思想

傳承與薰陶，這應  該就是周室裡樂教育下所造成的典範。因此以孔子為「儒」的代
表而論之亦不為過。  

14《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頁 1936-1937。  
15 王國維《觀堂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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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16 

 

 

這可以看出古代禮儀活動是以玉帛與鐘鼓為代表物的。對於鐘鼓，我們更

可以察覺它是古代行禮時的重要樂器。  

然而這鐘鼓正好是由樂官所掌管的。由此，我們回顧孔子所言，更可

以看出孔子所傳承進而提倡的，都是古代樂官樂師的職責所在。  

由以上的相關聯性來看，儒與樂官的關係可說是非常的緊密，又就後

來出現的儒家思想體系來看，當中的思想內容與教授內容皆與古代樂官職

則相符合，那麼我們就可以大膽的斷言，樂官即是儒，成為一個儒者，必

須要具備有樂官的樂知識與樂技能，並且更重要的是，儒與樂官都是以「教」

為務的，所以所謂被稱「師」者，其以教學為務的人，他們應該是古代的

樂官出身，是儒，亦是後來儒家學派中所繼承的使命。  

由以上的的推論，儒與樂官是同一種類的存在，樂官就是當時被稱為

「儒」的一類人。  

 

 

二、古代樂官的職掌   與   儒家   的相疊內容 

 

 

古代樂官所承擔的職事，其中「教」是很重要的。而樂官，樂師所擔

任師教的職務，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流中，很早就存在了，這是可以自許多

典籍文獻記載中找到相關的文字敘述。但是除了教學以外，他們還具有其

他職務上的責任。  

                                           
16《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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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獻中出現的「瞽矇」，在《周禮˙春官》的樂官編排中，亦有

這麼一個職位，但是就「瞽矇」在《周禮》中的職位敘述來看，他實屬「樂

工」性質，專門在樂團中擔任技術的人員。然而即使是扮演樂工的腳色，

在《周禮˙春官》中對於瞽矇的敘述是：  

 

 

瞽蒙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

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17 

 

 

在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在其中他執掌「諷誦詩，世奠系」，這世系觀念

一直是春秋士大夫所必須有的重要素養，尤其是在貴族之中，更是重要。

因此，這傳誦世系的職責，果然是落在樂官身上，由樂官來擔任執掌。依

據史記集解韋昭中對「瞽矇」的註解為“有眸子而無視曰矇。”瞽是“樂

官”，瞽矇是失明的的意思，但是他們又得做「諷誦詩，世奠系」的工作，

可見他們的聽力應該是很好的，依照所聽的而諷誦，這一點，饒宗頤先生

也曾提過：  

 

 

「古代掌樂的專職人誤事所謂的『神瞽』，他雖是目盲但聽覺特別靈

敏，辨音聲的本事極高，音聲的高低、洪細、從最低的 C（黃鐘）和

高八度的種種音色，他必能辨別清楚，故能考之中聲以定律準，尋求

首律而加以計算來制定音程的。」18 

                                           
17 《周禮正義》，〈春官宗伯下˙瞽矇〉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59。 
18 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從賈湖遺物談先民音樂智慧的早熟〉，台北：
新文豐出版社，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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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此，瞽矇是靠他的聽覺，利用他的聽來傳說，如此傳誦史事，留下給

後人的史書典籍。  

依照上述所推論而言，樂官所「諷誦詩，世奠系」，這傳誦世系之事，

進而「傳誦的歷史再經後人紀錄下來，就成為“語”，如《國語》、《魯語》

之類；《國語》就是紀錄各國瞽矇傳誦的總集。」19在文中，徐中舒先生亦

認為左丘明先生實是一位瞽史，而《國語》與《左傳》「此兩書其中大部分

史料都應出于左丘明的傳誦」20，關於左丘明先生是一位目盲者的說法，

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言及“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這說法也

正說明了左丘明先生確實是一位目盲者，那麼，他所流傳下來的《國語》

與《左傳》，只能是傳述的方式，那個這工作又是歸予瞽史，因此他是一位

瞽史確實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對於樂師、瞽史的傳誦史事，在《史記》、《國語》中有論及：  

 

 

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21 

 

 

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22 

 

 

                                           
19 徐中舒，《左傳選》，北京：中華書局。  
20 同上。  
21《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北京：中華書局，頁 142。  
22《國語》〈第十七  楚語上〉，韋昭  註，台北：台灣商務，頁 70。  



西周樂文化──樂官與樂德、樂教  82 

 

表示了瞽史各司其職，樂人瞽矇承擔著箴諫的職責，與古史古事的傳承是

息息相關的。而樂人可以對史事以及人物做褒貶，可見得他們在政治上也

有一定的地位，而這褒貶當中，想見亦包含有瞽史個人的個別色彩。所以

我們可以在《論與˙公冶長》中看到孔子所說的這一段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23 

 

 

這明顯的說明孔子以左丘明為榜樣，左氏是一位瞽，他對史事的傳誦與褒

貶，孔子個人也相當的贊同，而這個瞽史之業，又為後來的儒家所沿襲，

這可謂是一脈相傳。  

中國古代，尤其在周朝時代，是禮樂文化興盛的時代。禮樂相輔相承，

互相作用，在《儀禮》的諸多章節中，也可以看到行禮時必有樂伴的情形。

而要探討二者的關係甚至進一步挖掘樂官所囊括的所有職事，便要從《周

禮˙春官》中細看當中的職事，其中祭祀時必用到樂、樂官、樂工。  

對於在其他場合，例如喪禮、燕禮、射禮等等，亦是眾多樂人會參與

其中，這些皆在《儀禮》以及《周禮˙春官》裡面可以看到關於用樂的樂

章、用樂制度以及進出場時機，甚至是樂工的分工細節。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批主要掌管禮樂歌詩的官員，他們負責的

範圍相當的廣泛，祭祀、宴禮以及各種典禮的儀式，都需要他們。甚至，

他們更掌管了軍樂24以及政事的評論。  

                                           
23《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9。  
24 古代打仗時總是會使用鐘鼓，這是屬於軍樂的部分。而軍樂可以用於指揮、聯絡以及
激勵士氣。在《周禮˙春官》在大師的內容中也有敘述道：  “大師直同律以聽軍聲
而詔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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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樂官對於在「教」的責任以是明顯重要，樂官的各個職務皆

有教授的職責，無論是樂理、樂事，或者是行政、樂制度，亦或是演奏，

歌舞，都有一定的傳承，翻閱春官宗伯卷六中，都有明細規定。然而在述

說了諸多關於樂人的職責之後，最為重要的仍是他們在「教」上的貢獻與

使命，更且，我們可以從以上多方的層層推論與陳述中，清楚的看到這些

工作，這些事理，皆在儒家中一直被提倡與教導，而這些證明，從《論語》

中便可以看到。  

樂官在古代負有教學的重任，這些記載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25 

《史記》〈周本紀第四〉  

 

 

依照集解韋昭的註釋，“有眸子而無視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

之語也。”“瞽，樂太師。史，太史也。”“耆艾，師傅也。脩理瞽史之

教，以聞於王。”從「瞽史教誨」便可以清楚看到瞽具有教的職責，而瞽

已經說明過，他是樂師。又：  

 

 

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26 

 

                                           
25《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北京：中華書局，頁 142。  
26《國語》〈第十七  楚語上〉，韋昭  註，台北：台灣商務，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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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禮記˙內則》中說道：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27 

 

 

貴族子弟自幼便要學習這些樂跟舞，而可以想見對此種專門科目司教的人

必定是非樂師不可了。而在這個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貴族

子弟在幼年時期莫約十三歲時，便要開始學習這些樂舞，可見得樂在中國

古代是一項基本教育，是極為重要的教育項目，才會讓子弟們自幼便要學

習與接觸，以期望他們能有好的根基，作為往後為人處世治國的良好風範。 

在《禮記》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

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告

於王。28 

《禮記˙王制》  

 

 

                                           
27《禮記正義》〈內則第十二〉，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38。  
28《禮記正義》〈王制第五〉，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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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正司業，父師司成。29 

《禮記˙文王世子》  

 

 

「司業」是古代主管世子學業教育的官。《禮記》〈文王世子〉：「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孔穎達疏曰：「司是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

之業」。所以，正，是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可見得樂官在古代司

教是毫無疑問的，所施行的教育內容是過去中國古代所重視的俢為與必須

學習的內容，以作為一個人立身，懂禮，懂樂，成為有德者，能為政的人

才。而這些也都是後來孔子諄諄教誨的內容與孔子個人所有的修為也都不

離開這些項目。  

樂官與後來的儒家，在這諸多的內容上重疊。尤其是在教育的方向與

內容上，如果樂官不是儒，則這傳承的關係無法解釋亦不合理；再者，儒

必須具備這些素質涵養與能力，那麼具有這些條件的古代樂人，無異便是

儒。由此我們更可以更加的確定與下定論，儒家是起源於古代樂官司教系

統的樂官，樂官的身分是當時社會稱儒的人。  

 

 

三、儒者的樂事  

 

 

樂師是儒，他們必須負責樂教，辦理處理樂所引發出來的行政事務，

一切有關樂的事情都囊括在他們的職責範圍內。而周室衰微之後，禮樂崩

壞，繼承這些禮樂文化思想的是後來百家崛起當中的其中一派──儒家。

                                           
29《禮記正義》〈文王世子第八〉，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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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選用儒這個字，可以說是直接了當的繼承了周室之前的「師」之文化，

「教」之職責，試圖將這些文化保留在自家的學派中，更有理想將之實現，

以復興舊有的禮樂文明。所以儒，儒家是很重視樂以及樂教的。而要看看

儒對於樂的事蹟，或者是後來的儒家對於樂的堅持與實現，我們就用孔子

這位儒者來作為依憑而進行探討。  

在孔子的言行記載中，可以發現孔子是非常的知禮懂樂的，對於樂器

以及樂事的學習，在《史記˙孔子世家》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30 

 

 

孔子擊磬。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31 

 

 

在這幾段的記載裡面，可以看見孔子本人非旦只是對樂有理論上的見解，

他更親身地拜師學習樂器以及演奏練習，不只是扮演了教導樂，還親身用

演奏者的身分來體現。既然如此，孔子必定是曾經領受過樂師的樂教，跟

樂師也有所交往。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32 

 

                                           
30《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頁 1925。  
31 同上。  
32 同上，頁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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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這段文字的記載中，便已能證實孔子與樂師確實有所交往，否

則師己怎又會親身送孔子離去。又：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故相師之道也。33 

《論語˙衛靈公》  

 

 

孔子與樂師是有往來與交往的，也才會有師冕的來訪。另外，在這一段話

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相師之道”。古代樂師，許多都是盲人，

例如瞽矇，因此他們需要有人在旁協助與攙扶，而「相」就成了他們行止

的助手。而在《論語˙衛靈公》的這段文字的記載中，有樂師來拜訪孔子，

又因為他是目盲，所以孔子皆一一指引其方向以及環境。由此也顯示了大

多樂師是盲者，並且孔子本身對於“相師之道”亦非常了解。在《周理˙  春

官˙眂瞭》：“凡樂事，相瞽。”眂瞭的工作之一，就是「相」。用樂時在

旁邊攙扶瞽矇。關於「相」，在《儀禮˙鄉飲酒禮》中亦有記載：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34 

 

 

                                           
33《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33。  
34《儀禮注疏》〈鄉飲酒禮〉，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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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得，樂官中目盲之人是很多的，需要「相」這種古禮。而這用於樂官

的古禮孔子也是知曉的，並且做的非常好，由此可知孔子與樂官的交往是

有某種程度的，也許可以說非常密切，更甚至，孔子本身就是具有這種素

養，經過這種古禮樂文化的洗禮，承襲下來的儒者。  

其實，在孔子的時代，禮樂已經崩壞，而孔子自幼所受的教育便是殷

周時代的禮樂文明，對於身為儒者的他而言，必定希望能繼承這方面的知

識遺產，更有一個身為儒的責任所在，更且，孔子一直希望復興周室的禮

樂文化舊業，並將其保留，進而傳給後人。但是根據《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

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35 

 

 

由於這些文獻資料已經遺失許多，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實現或是重現周時代

的禮樂文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孔子的努力，他想將這些文化再次展

現的用心，用心在與師習樂，奏樂，這也是身為一個儒者所負有的使命感

吧！或者說，他是在這種文化教育下自然形成必須對於教的責任有所堅持

與責任所在，這就是儒。也可藉由孔子的事蹟，看到儒對於樂的執著與學

習。  

在一些先秦早期文獻中出現的「師」字，多半是作「樂師」來解，在

名前總是加有師字，例如：師襄子、師己；而《史記˙周本紀》中的“瞽

獻曲，史獻書，師箴”，師，依照正義的解，為“樂太師”，《禮記˙樂記》

中，“子貢見師己而問焉”，師，亦作樂官解；《孟子˙梁惠王下》中，“召

                                           
35《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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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大師，樂師也。而這麼說來，稱為「師」

而傳道授業解惑者，跟樂師之間有著一定的關聯，而樂師所教授之人，又

都是貴族子弟，都是國子，而孔子亦生於貴族的後代，所以我們可以推測，

就是在樂師與這些貴族子弟之間的教育關係，「衍生出了孔門司學的師徒關

係，以及“儒”者的當仁不讓之責。」36 

 

 

四、儒與舞  

 

 

關於儒者起舞的記載，在《周禮˙春官》：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37 

 

 

這學士，依照鄭玄所注，“國子，學士也。”因此國子是學士的意思。從

這裡看來，學習舞也是這些貴族子弟的責任，是一項必須學習的重要課程。

而學習的時刻依據《禮記˙內則》所言：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

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38 

                                           
36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25。  
37 《周禮正義》〈春官˙樂師〉，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56。  
38 《禮記正義》〈內則第十二〉，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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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從年幼的十三歲要學樂，舞勺，二十歲可以舞大夏。因此根據這

樣的推算，國子在年幼十三至十九歲當中，要學習小舞。因此在周代，這

些國子學士都有擔任“舞子”的責任，而他們所習之舞又為何種呢？又多

在哪種場合出現，其中，在《周禮˙樂師》中，亦有關於舞的場合，首先： 

 

 

凡國中小事用樂者⋯⋯詔來瞽皋舞。詔及徹，帥學士而哥徹。39 

 

 

這是在一國之中有出現小祭祀的時候，樂師必須呼喚當舞者的起舞，而到

了撤祭什後，也要率領國子起舞。可見的在祭祀中，是需要舞的，而我們

更能知道古代的祭祀活動是離不開舞者起舞的的。那麼，他們所跳之小舞，

又有哪些區別，又是哪些舞呢？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40 

 

 

首先，這些舞，在《周禮˙地官˙鼓人》以及《周禮˙地官˙舞師》中亦

有提及。而這些舞的意思，其中帗舞，意即祭祀社稷之舞，而皇舞，鄭玄

注云：“旱暵以皇”，這在《周禮˙地官˙  舞師》中論道：  

 

                                           
39 《周禮正義》〈春官˙樂師〉，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56。  
40 《周禮正義》〈春官˙樂師〉，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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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舞，帥而舞早暵之事。41 

 

 

因此，帗舞與旄舞都與祭祀有相關。我們可以知道在早期的中國古代，祭

祀活動總是需用到樂，而且又依照所祭祀的不同，所使用的樂也都不相同。

舞，亦是樂的內容。而舞的種類也區分繁多，以上，可以發現到，旄舞是

相關於祈雨。因此，舞子與祈雨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久旱不雨，必須用到一班樂人舞雩，祭天。關於儒者與祈雨活動相關

的說法，章太炎先生在〈原儒〉中曾說到：  

 

 

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何以明

之，鳥之天將雨者曰鷸。⋯⋯42 

 

 

這樣的說法也表示了儒者能知天文識旱潦。而章先生接著又說：  

 

 

明靈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謂之儒。故曾晰之狂而志舞雩原憲之狷而服

華冠，⋯⋯。43 

 

 

                                           
41《周禮正義》〈地官˙舞師〉，鄭玄  注   賈公彥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86。  
42 章炳麟，《國故論衡》，台北：廣文書局，頁 151-152。  
43 同上，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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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靈星之祭，原是出於古老的舞雩之禮。過去古代中國以農為主，久旱不

雨則會攸關於民生社稷，關係到了人的衣食，因此祈雨活動在當時便是一

項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動內容。雩字在《說文》中作如是的解釋：“夏祭，

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44”表示“雩”是一種伴以樂舞的祈雨祭祀，因

此在《論語˙先進》中也曾記載曾晰回答孔子的一段話：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45 

 

 

此段話表示曾子志在雩，與章氏所言同。舞雩的工作，是交給負責起舞的

舞人的，而舞人是一般國子的工作，教授舞者，又是樂官的工作，可見得

舞，舞雩這些工作，是“儒者”過去的舊業，是“儒”的工作。而曾子是

為一個儒者，表示他並不忘記儒之舊業，而深為孔子所讚賞。  

而既然他們負有祈雨的責任。是否也具有預知氣象的能力呢？關於這

一點，饒宗頤先生曾提出過：  

 

 

古代的樂官，負責司掌音律去省察土風以知天時，來指導農事。歷史

上像虞世的幕是一位能夠「聽拹風以成樂而生物」的受人崇敬的人

物。他的任務是分析樂音，預知時令，⋯⋯樂官的神瞽即是節候預告

的負責人，從虞舜時代已有幕其人在這一方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

                                           
44《說文解字注》，漢˙許愼，台北：漢京文化，頁 574。  
45《論語引得》，哈佛燕京學社，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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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人稱為大聖。46 

 

 

因此，他們所依靠的是其本身的聽力。至於是否真能以聽力來知曉氣象，

在此暫時不討論，就僅以饒先生所言為依據。  

到此，儒與祈雨，以及舞子之間的何關聯可以說大致明顯的被推論出

結果了。  

樂師、舞人，他們是進行祈雨活動的主要人物，樂官將舞教受于國子

學士，由他們進行舞的活動，而樂官之中確實存在著儒的身分，這麼說來，

稱“儒”者，事確實傳承了古代的祈雨之禮，並且實際的執行舞祈雨之事。 

那麼，「所謂“儒”，最初應該只受教于樂師、並參與以舞祈雨等事的

青少年舞人，教這些青少年的人則相當於“師儒”或“儒師”」47。  

而關於“師儒”或“儒師”，在樂師與學士之間的這種教育關係，使

貴族子弟自幼便要師于儒，並在樂師的教育之下，國子學士都變成了“習

知六藝”的人了。這是國子的“師儒”。章氏意有所言：  

 

 

說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則此躬備德行為師效其材藝為儒。48 

 

 

這能從樂人之事，在古代也就是意味著是作為一個學士，能接受教育，

進而能教習禮樂，也曾經受教於習禮樂者，就能逐漸的稱為“儒”了。因

此，要先“師儒”習藝成為儒者，才能成為“儒師”而教擔任教授的工作。

                                           
46 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從賈湖遺物談先民音樂智慧的早熟〉，台北：
新文豐出版社，頁 510。  

47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28-29。  
48 章炳麟，《國故論衡》，台北：廣文書局，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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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身分仍然是“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