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樂之美 39 

 

 

 

第二章   樂之美 
 

 

 

 

 

 

承接上一章所言，我們應該觀看樂能給予的內在與外在的影響。  

所謂的影響，又應是內在的改變進而改變外在的形式。而樂究竟能帶給人

的內在改變是什麼呢？而內在方面的必定關於心，故在（一）引文：必須

先對所謂的美做一解釋，並說明內在的心之美為何種的美，並在  （二）

人對美善的追求出於「人性」  小節中說明人為何要追求這種美。接著才

能進入  （三）樂──被當作教育的內在涵意   小節中說明樂的內在涵義

而帶給人的人格修養有何種的幫助，對此作一討論，更牽引出關於樂音的

出現，究竟是心之主動或是情之被動，抑或是有更好的解釋的可能性。接

著，便要在（四）樂造就的人格修養主被動姓   小節中針對徐復觀先生對

於音樂藝術精神中被動性的觀點作一重新定位與省思，給予更確定的定

論，並在（五）《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的樂教思想   中提出《郭店楚

簡》亦有對情性以及心的類似看法，更因為這個因素，導致他的教育方式

選用樂的道理鋪陳，更也確定了樂對情性以及心的作用。最後，在（六）

結語   中舉出樂曲之例以作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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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美」在於一般廣泛的用詞下，能夠被我們清楚的看見的為外在美，

而必須用心體會之下的為內在涵養的美。然而，有一種人性之美，應該是

作為超越此二種美而真實的存在的美。「我們對美之探索，是從美在人類存

在中之價值與意義而言的。若從人類存在言，“真”有兩種意義：或從價

值上而言真，或從事實上而言的真。從價值上而言的真，是期盼事物存在

之更美更善者﹔而從事實而言的真，則只是強調事實之現實性及可行性，

但非從其使人類更美更善之意義而言的。」1我們所應該追求跟探討的，不

應是事實上的層面來看的，應該從價值層面思考。  

如此，我們所要得到的美，並非這種快感之美，並非只限於感官所能

及之美，而更應是一種與感動有關的活動。我們在思考任何一種美的時候，

必定從有關於人類存在開始，思考美的真實，感受何者能帶動起人內在的

感動以及人內心的人性之美，而非只限於表面的物之美。前者之美，一直

是中國古代所追尋與發展的美。  

 

 

二、人對美善的追求出於「人性」  

 

 

西方所謂的美，是存有真理在形象表象上所體現。因此美仍然只是一

                                                 
1 譚家哲，〈懿美與美〉，東海大學第二次「哲學與中西文化：反思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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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存有之美，並且受到存有的支配，並非是美本來的真實。2但是任何一種

美，都不是獨立的。這種受外物而感動之美，仍然依賴在一個外物的存在

上，來感受到感動或感覺﹔而人的心靈存在，也並非是能如此獨立不受外

物影響而存在著，就如同我們在漆黑的夜晚看見滿天的星斗，感受到快感

與感動的同時，也許此時人內在的心靈可以因此而沉靜安祥，思考著人生

或者是宇宙﹔對於能夠創造或是啟發人內心之美，亦是依托在某一存有而

言。  

成就自身之美，也便是中國古人所急切的追求的志向，因此許多的修

養以德，知禮懂樂，才會一直地被中國傳統所重視而延續至今。身為人，

為了人自身的美善而努力，也就是在完成自我，亦是古代先聖先賢一直在

努力成就的志業，進而也教化子弟，使人人能成就達到自身美善的境地。

這些，都要從人之心志上而言。  

因此，追求完成這充實成長自我的人性之美善，便能從這些看似繁文

縟節中看到所要達到的內心境界與人格修養，而中國古代的樂文化之美，

其內在涵養，亦不過是透過樂，來看到人心之美，而帶動起人性之美，完

成個人之美善。所以樂的美是由人心所表現，樂的呈現是反映人內在的狀

態。  

因此，人的生命應是靠自身的努力而完成，完成之後，才能進而為人

致力完成他人之真實，這就是如同上述所言及的用教育教化的方式諄諄善

誘，也即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精神。而這種致力於幫至他人完成

其真實內心美善的志業，是一種美麗的心，原本所致力的應是無所求，例

如孔子教育弟子三千，其所致力於教育事業，旨在致力於幫助他人完成自

身之美善。由此例來看，樂本身所能引發出人性內在的美善，而借助通曉

樂的樂人樂師將其傳播出去，也只是基於幫助他人完成某項事業而言，這

是一種內在的努力，不牽涉任何的利益得失﹔國家推廣樂教，專設機構，

                                                 
2 同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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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禮樂教化，其前提不外乎是希望讓國內的子民人人能體現這種人性之

美善，而排除所謂醜陋之心志與慾念，務求國家安和平穩。就如「里仁為

美」，試想這樣的地方雖然不是偉大的景象，但是卻是令人舒服的，試想若

是這樣的環境能夠不斷的擴大而遍佈整個國家的疆域範圍，不啻是更美

嗎？因此，歷史的發展是逐漸的將其規劃在政治的範疇底下，條列化，規

則化，用一定的規則來造就統一的結果，姑且不論這樣的方式最後導致演

變的究竟是遵循其本意抑或是漸漸的遠離這一理想目標，就算是這樣，我

們還是應該要發現這背後所要追求的為何？靠著什麼樣的努力可以達到，

其所要帶來的是一個如何的境地，才是一個思想或作為背後真實重要的目

的。作為樂，其意義不外乎是引發人內在心性之美善罷了。  

 

 

三、樂──被當作教育的內在涵意  

 

 

在《周禮》中樂教被廣泛地實施及設置職務以負責之，即使通常被教

育的對象有一定的選擇，這也不外乎是依據國家為前提的考量，然而就樂

被納入教育的範疇中，我們無法由有關周的文獻觀察教育的方式與內容，

但就以孔子作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為準，他的志向在復興周室舊業，在繼

承周室的禮樂之志，而孔子所擬復興的，與其說是周的文化，不如說他只

是推崇周的禮樂文化本身所能改變或是成就人的內在本質，也只是推崇禮

樂的內在之美，但是最終的目的，仍然是以「人」作為出發點而教育，而

推崇這樣的思想。  

反過來看樂音之起，便能理解後世一些提倡「淫樂亡國」論而排斥例

如鄭聲的心態。這不論是鄭聲的創作是不是起於不正之心志，亦不論是否

故意排斥某種型態的樂音，但是這樣基本的想法──樂之創造，是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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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導而來，這是存在的想法。  

故中國所啟發與發展的樂是人性之樂，以人性作為基礎，由內而外，

重視內在的表現，這與西方音樂以節奏為主以及外在表現的音樂表象型態

是很不相同的。而不論是作為人性之修養或是藝術之美的追求，這種方式

都不應是被遺忘的，樂是內化在人心之內且深入人心的。  

而樂起於人心，這樣的說法，從《尚書》與《禮記》中皆有描述，只

是範疇不盡相同，一是起於「心志」，一是起於人之心「情」，而這些的討

論，也被作為有關樂被命為教育內容的重要內涵。故，最早有關樂被命為

教授之實，是記載于《尚書˙堯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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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分析《尚書˙堯典》中所言，詩歌亦是樂，然其也皆是本於「志」而

發，因此「詩言志」，是起自人之「志」而發的。但是在《禮記》中，關於

樂音之發起，有不同的論點：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

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3 《尚書集注述疏》，楊家駱  主編，台北：鼎文書局，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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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4 

 

 

從這段文字看來，《禮記》中認為音樂之起源於人之心及其「情」，即是一

般的情感。  

而「音」之產生，即便是由人心而來，但是心受到外物的影響而產生

了不同的音。這樣的人心，是被動的活動，被動的受到外物的感動而發起，

以此作為音樂的起源。而這樣的「感於物而動的情感」，〈樂記〉中也描述

了，是吾人一般的哀、樂、喜、怒、敬、愛等等的情緒反應，而這些要表

達出來的對象，在〈樂記〉裡看來，卻都不是主動形成的。然而〈樂記〉

也說明了這「六者非性也」，因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

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

而窮人欲者也。5 

 

 

人之情性是可以透過音樂而有所表現，有所節制，甚至達到內心的和

樂平順，但是就以人性作為出發點，這似乎完全將人置於一個被動的立場，

難免有些過於負面。並且，若音樂只具備有修正或是導正人情感的功能，

也只是過於狹隘的認知。  

                                                 
4 《禮記正義》，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293。  
5 同上，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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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心不盡然是純屬被動的立場，但是〈樂記〉中所描述的，亦也

給了歷代君主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即是人的性情，情感是變化無常難有常

理可言，常常會隨著外在的事物起伏變化，如同〈樂記〉中所描寫的：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6 

 

 

因此，制定禮樂的制度以規範百姓，可以說是對人民會因心亂而對國

家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制定禮樂為教育內容，則是可以因人民的性情不

定容易感物而動而教導，給予正確的感動方向，這對國家社會的安定也是

有所助益。但推高至最高一層次上而言，不外乎就是導正人心，使其能發

現應有之美而修養其性。  

反過來看《尚書》中的內容，相較於〈樂記〉的「心感於外物而動」，

可以說是採取主動的方式描述，是人心之志主動的有所求，而且，將其心

志用詩歌表達出來。「詩言志」，是以主動的方式描述出人心的志向而言的，

在當中絲毫沒有論及相關於人的「情」方面來求樂之本。而究竟《尚書》

中所言之志，又是何種呢？這不外乎就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而這些，在這裡都被視為是人所擁有的主動力量，並非一般情

感。這樣的「志」，在於對人有更高成就的價值作為理想，對人真正美善的

心性作為目標，將這些從人的內心挖掘出來，使其表現出來，並作為一門

真正的藝術，也作為一個能進而助人的力量，化為教育，化為流傳後世的

經典之作。  

就相較於〈樂記〉的一般情感，情感只是人對於外在事物而起的內心

                                                 
6 同上，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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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反應，那都是作為一個人會有的情緒反應。因此，我們不論何者才

為真正的原因，甚至應該說不要認為只有其中之一才是可能，兩者皆有其

存在的道理與意義，也確實都是造成原因之一，只不過不應太過的被誇張，

而應該兼容並蓄，將這正反兩面，主被動的情況釐清楚，才能適時的發揮

效用，讓人能對本身所具有得其志與暢其情更加的了解，因為此兩種都是

人性。關於此點，徐復觀先生也說過：  

 

 

因為樂是通過感官而來的快感。通過感官以道為樂，則感官的生理作

用，不僅不會與心志所追求的道發生摩擦﹔並且感官的生理作用，它

已完全與道相融。轉而成為支持道的具體力量。此時的人格世界，是

安和而充實發揚的世界。7 

 

 

這就如同人能有積極主動的內在表現，卻也有消極被動的情緒反應，我們

不能獨斷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只任取其中的一種形式。但就是因為發覺

了這種種力量的存在以及可能性。因此，特別在教育的意義之下，所要闡

發的是人心嚮往美善的意向，以作為人存在真實的努力，成就個人的完善，

致力於發現內在於人的真實性﹔用教育來助他人發覺這股內在的主動力

量，幫助他人達成這樣的理想。相對的，知道了人有其墮落性或負面性，

容易受外物之感，可運用教育形成約制的力量予以教導、啟發、節制，如

此相輔相承的延續下去。  

樂的教育內涵，總的來說是為了人心志的發展以及展現，以達到美善

的境地，盡力達成中國古代口中所尊之「聖賢」之該有的修養心性以及美

善的心志，更具消極面的節制人被動性負面情感所引發的不正，將其導之，

                                                 
7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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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曉其理而漸能穩定心志。徐復觀先生說道：  

 

 

樂的藝術，首先是有助於政治上的教化。更進一步，則認為可以最為

人格的修養、向上，乃至也可以作為達到仁地人格完成的一種功夫。

8 

 

 

對於樂的內在意義而言，筆者卻認為徐先生的這句話應該前後文倒置。首

先應是可以完成一個人人格的修養，成就一人完成美善之後，才應用到政

治上的教化功能上。如此說才是較為合理的。因為樂能夠使一個人人格世

界修養完善，對國家社會而言，是有益的，更對於將其歸納於教育的內容

上，無非就是要靠樂來完成人之人格修養，這對整個國家社會而言才是有

意義的，否則何須必納入為教育的內容呢？如果先編入教育，再去發現內

在涵養，不免有些荒謬。  

 

 

四、樂造就的人格修養主被動姓  

 

 

在〈樂記〉中，對音樂教化人性的功能有這些描述：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

                                                 
8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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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9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10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11 

 

 

樂皆是出自於人的內在，內心，是不可偏廢的。能夠知樂，能夠用對樂，

才能使人的心正、人正，使人的情能正，如此一來社會自然能夠安何無恙。

亦根據徐復觀先生對於樂陶成的人格修養一說，他論道：  

 

 

心是藏在生命的深處，成為對生命更有決定性的根源。隨情之向內沉

潛，情便與此更根源之處的良心，於不知不覺之中，融合在一起。此

良心與「情」融合在一起，通過音樂的形式，隨同由音樂而來的「氣

盛」而氣盛。於是此時的人生，是由音樂而藝術化了，同時也由音樂

而道德化了。12 

 

                                                 
9 《禮記正義》〈樂記〉，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94。  
10 同上，頁 295。  
11 同上，頁 309。  
1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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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靠著「情」來感受，還是能給形體內的心有所照應。但是，對於徐先

生所言，過多是通過情而引發深處的心而作用，這樣一來，卻也間接蘊含

了與上述〈樂記〉相同的論點：心是被動的存在？基於此點，筆者仍然認

為心是主動的呈現的要素。因為情亦是被動的受外物之感而活動，若是心

在被動的受情所影響，則人類一切藝術創造，甚至人心志的成就都將歸於

被動狀態而非主動了。  

    儒的教育，一直強調人有主動的力量。故筆者認為，心是主動的，若

是心不主動，亦不會有情來感受外在事物﹔又若心不主動，便無法完成個

人的人格修養與人格世界的成就，否則，一切不就都要隨機緣而起，隨機

緣而滅？  

因此我們只能說，面對〈樂記〉所載之修養層面，我們只能發覺其重

視的是被動層面，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全盤認定該是如此，而不忘《尚

書》中對於主動的「志」之表現，亦是需要我們將其統合，兼具兩種特色，

才能對於人的主動追求成就個人更確定的答案。  

 

 

五、《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的樂教思想 

 

 

因為近年來所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其文獻完成的時間點，為先秦

學說的討論帶來一重要影響，也提供直接的證據。根據顧炎武指出，周貞

定王二年（西元前四七六年）至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三三四年），這當

中的一百三十三年間是所謂的「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13的時期。

然而郭店一號墓的被發現，其下葬期間，經過考古學界初步的確定為西元

                                                 
13 顧炎武，《日知錄》〈第十三卷  周末風俗〉，台北：商務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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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五 O─三 OO 年，而墓中被發現的文獻成書時代，也應較下葬的時間

為早，而這時間的推算，正是顧炎武所說的「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

的時期，這部文獻的出土，正也補足了一些文獻的闕軼。  

在《郭店楚簡》的〈性自命出〉一篇中，對於性情以及新的說明與筆

者上述立論相距不遠，以下是《郭店楚簡》中所記載：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14 

 

 

這好惡是人的本性，而造成是好或是惡的對象是物。這情感活動的範圍，

屬於情慾範圍，而這樣的好惡，也是人內在的情緒傾向。這種以好惡來言

性的，在《禮記˙樂記》中亦是如此記載著的。因此：  

 

 

喜怒哀樂之氣，性也。及見鑒於外，則物取之也。15 

 

 

這樣的性，是外物作用的結果而造成這樣喜怒哀樂不同的的情的表現。因

此我們便要養性才行，才不至於隨意地受外物之感而有不當的情的表現。  

 

 

人雖有性，心弗取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志之不可]獨行，

                                                 
14 丁原植，《上博楚簡三篇學讀記》〈郭店楚簡校讀記：《性命自出》〉台北：萬卷樓，頁

117。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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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口不可獨言也。16 

 

 

故在〈性自命出〉與〈樂記〉中的看法相類似。性若見於外就是情，

見於外也就是有好惡的表現。在〈性自命出〉中認為好惡是性，而好惡的

對象是物人在外物的誘惑下而好之惡之，這是情。但在這個過程中有個重

要的環節，那便是心的問題。心若不主動，任性為主好惡知性就會任憑外

物的誘惑而任意的產生好惡之情，或者是過度之情也說不定，因此在此，

仍然還是很肯定必須要靠心的作用來控制這種情形。另外，與〈樂記〉不

同之處，在於〈樂記〉中並沒有區分出性，而就專就情講，而在〈性自命

出〉中更嚴謹的區分了性、情、心三者的不同。  

人是需要養性，養情的，這是需要透過教化來實行。在文獻當中，提

出可作為教化的有四方面，即詩、書、禮、樂，各有其作用與方式，但是

這四種教育終能使人生德。 

 

 

詩、書、禮、樂，其始皆生於人。詩，有為為之也。書，有為為之也。

禮、樂，有為舉之地。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

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之所生德於中者

也。17 

 

 

原本是聖人對於詩、書、禮、樂的類別進行整理研究與分析綜合，繼而便

能達到某種程度的修身養性，因此將其用於教化上，普及於民，也使得每

                                                 
16 同上。  
17 同上，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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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有機會發現這樣的修養方法。但是又考慮到積習與習慣的問題，因此

最適合于教化人心與性情的為有四者之中的樂。因為「人的心不相同，這

裡的心指道德意識水平，道德意識水平是教育的結果，故說“其用心各異，

教使然也”，因為“教所之所生德於中者也。”」18而樂的內容可以使人

性情中和而不至於縱情荒淫，故取樂而教導百姓。 

就在這篇文獻當中，用歌聲，曲奏及樂舞對人的影響，作為將樂當作

教育人心的說明。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聞簫聲，則鮮如也斯喜﹔

聞歌謠，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戁。19 

 

 

聲音只要出於情感的抒發，都可以深深的打動人。例如聽到簫聲則會感到

喜悅﹔聽到歌謠或令人振奮﹔聽到琴瑟的聲音，讓人感到悲歎與敬畏。這

都表示聲音具有感動人的力量，利用這種影響，可以將人帶進道義裡。  

用這樣的力量去導正人的情，才能使人的品行端正，樂教的目的在此

便是如此的呈現出來。  

這樣聽樂而所感者，在〈樂記〉中亦有言：  

 

 

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

磬竽瑟以和之。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眾君子聽竽笙

                                                 
18 陳來，〈荊門竹簡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取自《郭店楚簡研究》，頁 298。  
19 丁原植，《上博楚簡三篇學讀記》〈郭店楚簡校讀記：《性命自出》〉台北：萬卷樓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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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20 

 

 

同樣是聽琴瑟之聲，同樣能產生敬畏之情，在〈樂記〉則更明白的點

出君子聽琴瑟聲而能不越其份，更能思考忠義之臣所言。這都是對心性的

一種教化與感化，兩部文獻都同樣說出了此點。  

由此看來，〈性自命出〉一篇中所持的立論方向與〈樂記〉都有不謀而

合的相似之處。就拿〈性自命出〉中，是很重視修身這一點來看：  

 

 

聞道反上，上交者也。聞道反下，下交者也。聞道反己，修身者也。 

上交近事君，下交得眾近從政，修身近至仁。21 

 

 

這表示聞道而要求于上，是上交 ，而這是對於事君而言﹔聞道而要求于

民，是下交，這是用道德要求民眾，是從政者﹔聞道而用以要求自己，這

是自我的修身，而以道德修身者是近于“至仁”的。無疑的〈性自命出〉很

重視個人的修身養性問題，而這修養問題最後亦歸結至樂，就修身這點觀

念而言，在《禮記》中也是一個大量的出現的命題，當然在〈樂記〉中也

佔有不少的份量，亦是強調用樂以修養心性。因此，在這一點上，兩著的

立論是相近的。 

可見關於把樂當作教育的重點，依然是衷於其內在涵養，並希望透過

樂所能牽引的人的內在涵養而完成一個人的人格心性修養，這樣的想法即

便在《郭店楚簡》中都能看見，這也代表中國西周之前的國家社會，是非

                                                 
20《禮記正義》〈樂記〉，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307。  
21 丁原植，《上博楚簡三篇學讀記》〈郭店楚簡校讀記：《性命自出》〉台北：萬卷樓，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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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視此心性以及人格的提升。 

 

 

六、結語  

 

 

雖然在《周禮˙春官》中將官職名稱命為樂師，而他也是樂官的一的

職位名稱。然而，稱師者，負有教導六藝者稱之，因此在此筆者將這些懂

樂，教樂者，不侷限在官名的範囿中，這些樂人，都給予尊稱為樂師。  

樂的操作在人，在樂師，樂工的手中。如若就以一中國古曲「春江花

月夜」來作一範例大致論述，其中此取的曲調被分為以下幾個段落：（一）

江樓鐘鼓，（二）月上東升，（三）花影層疊，（四）水雲深際，（五）漁舟

唱晚，（六）迴瀾拍岸，（七）欸乃歸舟，（八）尾聲。我們膚淺的觀看曲調

的名稱，幾乎都是一種形容外物景象之名稱，而段落的樂音演奏，皆讓聽

者有如感受到如此的景象之感，帶動起人內心的感動。這就是專作聽者的

立場而言，因受外在之音，牽動了內在的心情感應，情緒也藉由此曲轉著

感動，彷彿身歷其境。這是音樂創作演奏之目的，用於教化作用，啟發人

內心美善之感，達到修養人格之目的。就因為中國音樂講究的是內在之感，

挖掘，培養人內在的心性，故而樂教一直被推崇與重視。  

換一個角度觀看演奏或是創作曲者之心志與情感，不論是創作者使否

親身的曾有此曲的感動，也可能是藉由內心主動的想像而來，這是心志主

動的表達，將所欲言者表達在音樂之中，又或者他真正有此景為見證，而

情感感於此景此物，藉由創作表達出來。不論是哪一種，我們都不能斷定

孰是孰非。演奏者亦如是。但唯一能大膽的言明的辨識演奏者的心，必已

然能完全體會此情此景，但是卻往往體會只是靠自己主動的發想，並非真

有此景此物之感受，因此這仍是要靠內在的修為表達出來，然而這些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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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樂對人內在的培養才能進階達到的。  

故在〈樂記〉中，也把知音者作一番評論，論唯有德者才能真正知曉

音，這也是國家要推行樂教，讓人民知音的一項因素。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

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而治道備。⋯⋯知樂則幾於禮矣。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22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23 

 

 

因此，「樂者，通倫理者也」，樂是能讓上下和諧的重要關聯環節，亦能讓

倫理關係能夠和諧，且「唯君子為能知樂」，如此人要心達到美善的境界，

也必成為君子。而君子的培養，相對的也是必先完成個人的人格修養，只

有這樣的內心才能體現真正美善的樂，倫理綱常也才能維持的很好。  

在〈樂記〉中整篇都是充滿著這樣思想的文章。說明了樂能動人之情

感，教人之正。因此「淫樂亡國」論也在〈樂記〉中得到解答：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

                                                 
22《禮記正義》〈樂記〉，鄭玄  注   孔穎達  疏，台北：廣文書局，頁 294。  
23 同上，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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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24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治欲，則樂而

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25 

 

 

因此「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這便是能否知曉樂德的真正涵意所

帶來的差別，只有君子能樂於其中的義理道德，而小人卻只能樂於其中的

情性的發展，順其個人慾望而行。這便是樂要講究的內在涵養，是君子才

能樂得其中的義理，因此「以道治欲」才是一個賢明的君主應該注重且施

行的方向。  

這裡所陳述的樂，皆是著重於音起於人心，更有人的情感在其中，因

此可以形成多種表現不同作用的樂音，而應該如何的使用樂音，是一門很

重要的學問。音樂通於政治，「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記〉的這一番陳

述也為「淫樂亡國」的論點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依據，更能在這樣的描述中

尋求君主所欲建立的是如何的國與家。因此針對這樣的立論，緊接著就要

細細地探討樂與國家的關係。  

                                                 
24 同上，頁 293。  
25 同上，頁 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