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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文化是什麼？它又為何會吸引筆者？筆者有該用什麼樣的角度切入

來看何謂樂文化？  

基於這個問題，筆者將試圖在（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之下對此問題

逐一說明，更對於此論文的討論時代範圍以及做為佐證的《周禮》作一總

體的陳述與說明所要進行的研究的方法。更在對於（二）樂的起源問題   以

及（三）樂文化的特殊性與作用   兩小節中闡述筆者對樂文化的起源探討

與它能帶來的作用作一粗略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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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為什麼選擇樂文化  

 

 

文化，是由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所創造，且這民族也生活在這樣民族下

的風俗與習慣中，長年累月，延續與改變，而文化甚至是牽動著此一民族

發展的重要因素。  

中國自古以來被稱作「禮儀之邦」，以禮樂文化著稱。這樣的中國文化，

是被視作禮與樂不分的。  

禮的施行，必伴有樂。然而「禮」文化與「樂」文化可以是兩個不同

的文化範疇，又可以在同一個範疇內運作。在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是緊

密結合在一起的，因為殷商時期最重要的活動便是祀活動，祭祀需要禮來

規範內容儀節，而樂也是作為整個祭祀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項活動。在三

代政治都是以「禮」治為本，對於以禮治國極為重視，這也成了中國往後

治理國家的政治手段。依照《樂記》中所描述，「禮」以治國，禮被視為一

種節制，一種秩序，而樂在其中扮演的，就是一種調和，做為一種和諧的

作用，兩著相互為用，互為一體。因此，中國自古便稱之為「禮儀之邦」，

是以禮治為本的。在這句話中，禮的意義，其實已經包含了樂的意義在裡

面，而表面的字義上卻被省略。事實上，禮樂本是一體的，沒有誰是誰的

從屬。只要施行禮的地方，就會出現樂。禮樂就像表裡，是合一，是一體。

我們絕不能再說樂是輔助禮而來的。禮樂只是作用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

一體而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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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者為同，禮者為異。1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2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

別。3 

 

 

這三段文字都表示與顯示了禮是區別「異」，即分出貴賤上下的差異，

區分出等級次序的排列而有所節制，有所制約﹔而樂的「同」，則為一種協

調，一種緩和，一種調和，使得區分了「異」還能夠彼此親善而不會產生

不平不怨，因此萬物都能在這樣的情況下達到既有次序卻又能和諧，能發

自內心的互敬、互愛。不僅如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樂在此更能當作是天地陰陽之調和，而禮則做為天地陰陽次序的整肅。因

此禮樂的相互完美配合之下可以調和天地萬物，使他們互相融合，但是卻

又井然有序。  

    但是樂的起源是否與禮有關，這就是另外一項證明，也許在此篇論文

中將會討論到，樂之起源可能與禮不相干，甚至起源更早也說不定4，這便

                                           
1 《禮記正義》，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95。  
2  同上。  
3  同上，頁 296。  
4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頁 1-2 中曾作如此的推論，說明樂可能



西周樂文化──樂官與樂德、樂教   4 

也是樂文化吸引人之處。  

不過，樂文化與國家制度在一般的思考與研究中，看來是不可分的。  

在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中，禮樂制度已與國家存亡問題息息相關，基

於這個原因，當時便制定了相關於禮與樂的多種制度。關於禮治，我們固

然能了解他體系的龐大與制度的繁瑣5，相對的，樂，在當時中國一切制度

尚未完善齊備之時，也不可思議的被重要的記載著。這表示樂已經受到相

當程度的重視。如果要和其他文化設施比較起來，樂確實已經蓬勃發展，

得到充分而完善的制度設施了。6 

而樂的位置，一直以來，被視作是與政治不分的，也因此形成以下所

要討論的議題，它發展了制度，發展了一項中國特有的文化系統，甚至可

以說也發展了一套政治文化系統，但是我們更應關切的是為何樂文化會演

變成與政治息息相關的呢？  

以往所討論的中國文化，都是圍繞在禮，然而樂文化的特殊系統卻也

造就了中國文化漫長歲月發展的重要位置，這個位置以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究竟有何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選擇樂文化的第一個原因。  

那麼，為什麼是樂文化呢？在禮樂制度中，樂不只是表面看來的舞蹈、

音樂、樂器與樂音的呈現。樂制度在孔子之前的中國古代，似乎已有一個

完善的制度，分工之精密讓所屬的官職在各自的職務中施行所賦予的權

力，也因此奠定了各個細節部分的完整性。《周禮˙春官》中便已經詳細的

為中國古代樂官作一詳細的官職分配。7 

樂做為一項藝，也編列在教育中，並佔有一份重要的位置。專設官職，

                                                                                                                         
起源過於禮，且甲骨文中亦不見禮字，只是以「豊」作為可能是禮的古字的可能，但

不一定能成立；但是樂字卻早在甲骨文中可見。  
5 在《儀禮》這一部著作中，對於三代時期有的一切相關禮節，紀錄的淋漓盡致。  
6 在《周禮˙春官》一篇中，對於樂的一組官職與制度，設有大小官職一千多餘人，對
其各司掌的職責有詳盡的記載。而此處須對《周禮》作一個時代說明，這留待後續章

節將予以討論已定位，作為此篇論文的重要環節。  
7 在後面的章節會進階的討論《周禮》的時代問題以及是否足以當作孔子之前的時代史
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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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樂。這做為教學重點之一的樂，究竟有著什麼樣特殊的意義，也是選

擇樂文化所要推論與探討的重點，而這是選擇樂文化為主題的第二個原因。 

更且，爲什麼本文採是樂「文化」而非侷限在樂「思想」本身，筆者

認為，形成這一文化背後的思想與結構，是透過實現的樂文化來理解的，

並且這背後的思想又遠比在這一文化下所造成的思想更為重要。因此，我

們更應該探討的是在這背後的文化思想，才能知道為何會造就這樣的現狀

思想。  

 

 

(2).研究目的  

 

 

既然樂在古代中國這個國家體制下所佔有的地位既特殊又重要，筆者

綜觀諸多前人對樂進行的研究討論，發現其中的討論若非是對樂直接以音

樂理論的方式進行研究，仔細說明其音域與樂理，則便是研究樂器出土的

歷史時間點或是樂器的研究；再者是所謂的音樂史寫作，鮮少對於「樂」

所代表的意義與思想有純理論的討論，即使有，但也都是做一小方面的研

究，對於樂在時代下所具備的意義與思想，少有連貫性的脈絡說明，使筆

者對此感到多有不足。  

首先是對於樂教的研究，筆者觀看對此方面論述的著作，多是以說明

樂所帶給人的修養成長，這方面多有研究，或者是只專對《禮記˙樂記》

作樂教分析，這是相當多的，然而這些說法大多是引用《樂記》中的「心

感於物而音之起」來進階討論針對「心對物」的問題，提出樂教的實際教

化功能8，但是卻忽略了時代下的意義，或者是在什麼時代下的樂教，其所

                                           
8 張銀樹，〈論〈樂記〉所闡述之禮、樂的關係〉，《哲學與文化》，第二十五卷第十二期，

1998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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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文化思想以致於有此種教化理念的出現，因此難免讓人看了感覺其

太過神話。否則就是集中討論孔子的樂教這一個問題，而對於孔子之前的

樂，卻幾乎是以制度層面進行研究討論。然而樂教在中國早期文化中已經

是佔有著「教育中心」9的位置，因此樂教所佔有的地位與推行的背後目的，

很少有關於時代性給予適當的說明；或者是著重制度面，這樣是很難突顯

只有樂作為教育才能給予異於其他教育的教，否則這只是很簡單的被視做

相同於一般教育的內容與意義，只是讓人學習，增加學問或是知識。但是

實際上樂教所佔的地位，若用位置來區分，在中國古代卻是居上位的，是

一門重要的學習項目，這在許許多多的典籍中都可以看到，且對於樂教的

負責人的選擇與規定，都是非常嚴謹的，並且非一般人可以教授與接受這

種教育的。因此，區別了階級上能被允許接受樂教的族群之後，才能進一

步的發現這種教育對於一個國家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為什麼只能對貴族子

弟能予以教授？又為何樂教是如此地重要？這必定還要以國家體制的規劃

來加以檢視發覺其背後思想才行，也要了解樂本身所能給予人的價值才能

了解其成為教育中心的意義，而這方面正也是筆者要投入的研究內容。  

再者，樂的另一種研究方式──音樂史，顧名思義，這方面的著作研

究是以「音樂」著手進行的，說明音樂的起源與發展。但是其中一個很大

的問題就是取材問題。中國偽古史紛多，這是研究歷史考證學的人所深知

的，如何分辨古史與偽古史成為了一項重要的工作。偽古史的內容大多為

傳說與神話，可信度也降低許多，有些甚至是因應時代需要而捏造出來的

歷史，如此在研究音樂史的同時，這些典籍的選材，通常在沒有經過嚴密

的檢視下，取用來描繪音樂的起源。這是其中的一項問題。再者這方面的

研究，多說明的是樂音，而鮮少有制度層面的起源或研究，甚至，中國古

時所稱作「樂」著，並非專指音樂，但是大多的研究最後侷限在音樂上，

                                           
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66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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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是筆者感到不足的地方。  

第三，在樂制度的著作研究方面，例如《周禮研究》與《周禮漫談》，

內容當中對《春官˙  宗伯》內樂官制度闡述的淋漓盡致，大小職責內容皆

詳細介紹與區分，但是這樣的結果筆者卻稍嫌有不足之處。制度的明白闡

述確實很重要，但是作為一種思想研究，卻必須對他背後的思想與意義進

行檢視與分析，並且更近一步的研討這種制度對國家人民的意義究竟何

在，並結合樂教的思想內容作一統合的論述與研究，才能讓筆者滿意。  

最後一點，近年來一些研究關於「師與儒」的議題漸漸增多，這樣的

推論懷疑多半是可信的，但是由於這牽扯多方面的問題，猶如當時的國家

體制問題與所設置官位職責問題，甚至有典籍取材之問題，皆是一項項重

要的前置工作。而筆者既然已對樂官制度作一番前置的研究與探討，相信

更能掌握接下來的議題，以及對此問題意識有更多充分的發展空間，希望

藉此而延續一連串的問題而探討其中的脈絡關聯性。  

因此藉此機會對樂作一個系統性的討論研究，作一個完整性的樂思想

的背後意義統合，將分散各處的研究統合在一起，試圖讓他們更有接續性，

進而也能發現到當中因為資料或背景的不足而導致錯誤的想法與理論，更

能讓這樣完整的脈絡問題，確定其在歷史文化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並作

為筆者往後研究中國文化思想的一項重要歷史階段連續研究。  

 

 

2.研究方法  

 

 

(1).取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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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第一手資料，先以可靠的典籍作為背景資料，如《尚書》、《史記》、

《周禮》等當中對樂的描述，更以《樂記》中種種樂的作用之描述作為依

據參考，對照著諸多典籍中分散的樂史，歸整出最接近史實的樂史發展。  

再者，對於《周禮》所記的樂官制度也要做一番研究討論，但是首先

必須要做的是對《周禮》的時代性問題作一個研究討論，讓這部書一直以

來頗受爭議的時代問題能在此暫時塵埃落定，予以一個歸位問題，證明此

書的內容確實有西周文化或之前的記載，以此作為議論前提，才能方便引

述其中對樂的闡述與研究。  

三者，多方面參考樂史的研究討論，《中國古代音樂史搞》、《中國古代

音樂》、《中國音樂美學史》等等研究樂史的書籍，更能清楚知道演變的流

向與變動。  

最後，以第一手原典的資料與前人的研究成果相互對照，一來能發現

前人的研究是否合於原典的闡述，以作更精確的對照工作；二來，更能發

現前人研究不足之處，以增加此論文的豐富性。  

 

 

(2).選擇的文化思想背景  

 

 

每個時代之下會產生適合於時代的思想文化，中國的禮樂文化亦是如

此。多數對禮樂文化研究的討論，多放在孔子時代，然而孔子在當時所提

倡的禮樂在後人的研究成果裡亦聲稱與三朝時代多有不同之處，可見這已

經是經過了時代的洗禮與文化的變遷所導致的結果。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

之前，中國古代是沒有流派家別的說法的，筆者偏好這樣的時代，或許是

有著一統的論述與方向，只能往直線發展的文化，更在這樣的文化之後，

可以對後世的影響居然是創造多百家的門別思想，這看似單純卻又充滿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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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可思議的想法在裡面，也可以說在這樣的思想內容中，已經隱約的包

含了往後會出現各家論點的伏筆了。因此本論文所採取的時代問題，將避

免百家爭鳴時代來臨的複雜與多變性，只單純的檢視戰國之前可能的時代

文化所產生的制度意義與思想，其正面性與此樂制度的內涵意義，究竟是

要將國家人民引往什麼樣的方向與發展上。  

 

 

二、樂的起源問題 

 

 

《呂氏春秋˙古樂篇》開張明意便提到：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10 

 

 

這表示了樂的起源非常的久遠，究竟在什麼時候就出現的，也許諸多的文

獻資料仍然無法證實與澄清，但是可以明白的顯示的，是絕對不可以偏廢

或是放棄停止樂。而樂也許起於神話時代，也許起於文字尚未發明的時代；

但是就文獻上來理解，確實可以讓我們清楚的察覺「樂」受到重視並予以

規章化的時代相當的久遠，由三皇五帝一直到三代，皆能找到諸多的記載。

《呂氏春秋˙古樂篇》中：  

 

 

                                           
10 《呂氏春秋》，卷五，〈仲夏季˙古樂〉，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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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古朱襄氏之制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故士達作為五弦瑟，

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闋，⋯⋯。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11 

 

 

昔黃帝命伶倫作為律。⋯⋯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做效八風音，⋯⋯

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

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

以明帝德。12 

 

 

禹立，⋯⋯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湯

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13 

 

 

三皇時代，重視天所降下予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中國古代陰陽的思想盛行，

陰過盛者，通常相信對於一個國家是不好的﹔而陽氣過盛，卻也會造成萬

物凋零。因此作樂以調和，這不就是顯示了〈樂記〉所言的「樂者，天地

之和也」的陰陽調和而帶給萬物和諧融合嗎？而在五帝至夏商周，在繼位

之後都會命人作樂。故以上的記載都可以顯示出「樂」自三皇一直到五帝

時代，都有關於上位者命臣下作樂之事。接著再進入夏商時代，同樣是典

樂作樂。  

此外，在《尚書˙  堯典》中有一段話：    

                                           
11 《呂氏春秋》，卷五，〈仲夏季˙古樂〉，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125-126。 
12  同上，頁 126-129。  
13  同上，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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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合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合。」夔約：「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14 

 

 

由這段文字的敘述，再次的得知在堯舜的時代裡，樂已經存在，帝王只是

命夔主持並教授樂該有的表現方式與內容。然而姑且不論樂器何時而有，

但就從制度上而言，中國在如此上古的時代，就已經以樂為一項制度來制

定與頒佈它。其起源的追溯，可以說自中國文化有部落族群的發展以來，

樂便已經存在的事實。  

    如若三皇時代僅只是神話，只是傳說，那麼在傳說的時代裡，「樂」的

記載便能證明它是當時文化制度的一項重要環節，是不容缺少的，樂所代

表的意義絕非只是聆聽其美妙的樂音，更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意義。而此

意義留待下個章節在論述。又再如若堯舜時代已然是將形成的城邦國家體

制，則這一項制度的頒佈，是樂文化備受重視的起源。若堯舜時代是存在

的，那麼樂在這麼早的時代便已經出現，就能表現出它的重要性；相同的，

樂起源於如此遠古的時代中，它被強調，被重視，被一再的制作，便能推

測樂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文化制度，其牽連的面向是很廣泛的，而它的起源

更能看的出它內含於中國的文化之中，相當於中國文化的起源便少不了有

樂的制作。  

 

 

                                           
14 《尚書集注述疏》，楊家駱  主編，台北：鼎文書局，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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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文化的特殊性與樂的作用  

 

 

樂是特殊的。  

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它自古延續至今，歷經變革，但直至今日，樂

不變的仍是它的情感：  

 

 

樂由中出⋯⋯樂由中出故靜。15 

 

 

在《禮記˙樂記》裡很明白的指出「樂」是內心的表現，因此可以看出蘊

含在樂當中的人的真情，樂的音，樂的調，都是情感的表達：  

 

 

樂至則無怨。16 

 

 

這樣的情感，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亦不是用言語所能描述的。而且，

樂到達某種程度，會使得人內心平和無怨的情緒。  

                                           
15 《禮記正義》〈樂記〉，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95。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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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樂並不只有感情的表達。它更能影響、帶動人的情感與感受。《呂

氏春秋˙仲夏紀˙侈樂》：  

 

 

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17 

 

 

因此，好的樂，是能讓人的內心樂的，帶動起愉悅的感受。  

所以，古代制定樂的時候，都必須「正」以確保國家當時的穩定狀況

能永續接存，這也是一個國家剛被建立的時候，首要的任為就是制作樂，

這樣的目的便是此時的國風是最為「正」的，否則便會如同夏桀殷纣時代

的末期，朝綱崩壞，人心也敗壞而導致無心再經營樂事，便在如此之風氣

下制定侈樂，迷亂了人的心智，最後還是走不出亡國滅家的命運。但是傳

統的儒家對於樂關於政治上的解釋，都採取了「淫樂亡國」的論點。  

 

 

夏桀殷纣作為侈樂，⋯⋯，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

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18 

 

 

這段文字更直接的顯示了宋、齊、楚三國的衰亡的原因，都是作了侈樂19，

作了會敗壞人心的樂，淫亂的樂，已經失去了樂該有的「正」，因此漸漸走

                                           
17 《呂氏春秋》〈仲夏紀˙侈樂〉，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18 《呂氏春秋》〈仲夏紀˙侈樂〉，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19  侈樂指的是誇大又奢侈之樂，是不合法度的音樂表現。這種音樂已經失去了月該有

的意義與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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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亡國的道路。  

然而凡事有正即便有反，二者是脫離不去的。而「樂」的力量，可以

帶來的是教化人心，或者是淫亂人的心志，全看制樂的內容與人主的為政

情況。如此一來，樂牽動人心，人心便受其影響。而為人主者皆制樂以教

化人心，以期達到興盛的國力與朝代。因此自古以來樂在教育上佔了一個

很重要的位置，也由於這個關係，樂於是關聯到了政治。因為樂教直接地

影響了人的思想與修養，而人若執政，為政者又直接影響了國家的未來。《呂

氏春秋˙仲夏紀˙適音》：  

 

 

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恕以

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

平俗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

政而知其主也。20 

 

 

樂所能帶來的，就是和。因此希望是能使國政平順或是乖誕，甚至是走進

滅亡，都看在在上主事者所選擇的是哪一種的音──治事、亂世或是亡國。

因此樂的作用，可以讓一國平順，百姓安和。藉此我們亦可以藉由當時朝

政所流傳下來的樂來評斷當朝當世是怎樣的，更可以知道當時的國主是否

懂得樂，懂得樂的作用而用以治國安邦。  

     就因為制「樂」內容也攸關於制樂者與主制者的情性，以這樣為主的

原因使得「樂」竟而成為「適」亦或是「侈」了。但是古代先王都通曉此

一道理，因此為了興盛自己的朝代，提升人民與臣子的教化與心智，以利

                                           
20 《呂氏春秋》〈仲夏紀˙適音〉，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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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的發展與強大，皆紛紛以樂作為教育的依託，賦予其教育功能，教

化人心，也因這一典樂與政治也在此種情況之下結下了重要的關聯，成為

了政治活動的伴隨條件，也成了安家治國的教育方針，成了古代教育內容

的重要項目。《呂氏春秋˙仲夏紀˙適音》：  

 

 

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募

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好惡，行理義也。21 

 

 

因此過去的君王，都對樂非常重視，將樂設為教育，依托在樂教之上。

而這樣的音樂教育，無非就是要臣民都能因此而得到正道，通曉道理而不

失於理義。  

如此一來，樂便成了政治活動下不可少的一項因素。因此樂可以總是

政治的。  

其實仔細閱讀古代文化史，最早樂的產生一直是伴隨著古代政治活動

而開始。在殷商時代的政治活動，最重要的也就是祭祀。祭祀在當時是一

項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動，凡事都要經過占卜，透過祭祀，求得一個答案與

施行方向。而中國古代社會中，是一個民神雜揉的時代，尤其在商朝，所

以祭祀甚至成了這個朝代的一項重要文化活動。商朝的祭祀對象，幾乎包

含了所有萬物，因為他們相信任何事物上都有神靈。而樂就是在這樣的活

動中展開來的。因此，對中國而言，音樂一直是在政治活動下出現的。只

不過是後來其功用的演變，樂成了政治制度下的教育內容，發展成一套樂

教理論與官制，但我們更應了解樂為何能成為國家的教育內容，其本身的

                                           
21 《呂氏春秋》〈仲夏紀˙適音〉，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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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意義，究竟能成就那些項目而變得如此的重要而被推行。  

我們仔細檢視樂的制度，在中國古代一切制度都尚未齊備之時，相較

之下樂的制度卻已經獨占鰲頭，蓬勃發展了。在《周禮˙春官》中，甚至

詳盡的記載著樂制度的官職與教育22的職責所在。基於這樣的理由，再考

慮當時的中國文化，可以知道樂是相當有力量與地位的。  

樂的力量在於左右一個國家的興衰。任何一個國家的興起，都會重新

制定樂章，或者復興舊樂。這是相關於政治性的其中一項理由。然而為什

麼樂會如此的重要，代表著國家權威與力量，在此暫不討論，留待「樂與

治國」的主題再逐步分析。  

中國自古便稱之為「禮儀之邦」，是以禮治為本的。在這句話中，禮的

意義，其實已經包含了樂的意義在裡面，不必再贅述。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

別。
23 

 

 

禮樂總是一起被相輔相承的論述出來，因為兩著的互相作用，百物

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而不怨，調和而不異。  

  這是中國古代的治國方針，卻也是歷代直至今日仍如此。  

 

因此：  

樂文化是政治性的。可以安邦，樂文化是可以撫民的，樂文化是可以興國

                                           
22 在《周禮》中，司教之職被編排於兩個地方：《周禮˙春官》中所列的音樂之官與《周
禮˙地官》的司徒，師氏與保氏。  

23《禮記正義》，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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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樂文化是教育文化的重要內容。  

樂文化是中國古代國家根基的文化運作系統之一。  

樂文化的另一項特殊性，在於它的教化系統，很有可能造就了中國文化不

可缺的一支脈流──儒。這是另一主題所要討論的。  

更且，樂，有其更深層的內在意義，是直指內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