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笙」在「鄉飲酒禮」中的角色初探

彭家正

提要：

「笙」在中國樂器的發展史上已經非常久遠，它的起源極早，在殷虛甲骨文字中

已有「笙」樂器的存在。目前所見最早的「笙」是於西元 1978 年 3 月，湖北隨縣發掘

的先秦曾侯乙墓，出土距今二千四百餘年之樂器中的竹簧笙。「笙」在古代屬於八音樂
器之中的積（葫蘆）類樂器，「笙」由於特殊的發音方式，從單一樂器即可表現出「和

諧」之美。所以，「笙」這項樂器便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特性一一「和」。而且，「笙」之

管多達十餘管，是一種數量上的「結合J ’像鳳翼似地排於施內﹔另一方面，「笙」的

吹奏方法一一按孔發音的方式，也很能夠說明「和」的事實，因為「笙」在吹奏時，

手指按三管或四管，同時發出一音，所以吹出的單音本身就有純四度、純五度、純八

度的「和音」。

中國是禮樂之邦，自古即重視「禮」和「樂」之間的關係’已經構成中國文化的

一個特色，「禮」和「欒」本是屬於不同的兩個文化範疇的，但在先秦時代，二者卻有

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孝經〉中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記﹒仲尼燕居〉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笙」做為宮廷的重要樂器之一，叉具「笙師」之官職，自然與禮儀的關係非常密

切。
本文從〈儀禮﹒鄉飲酒禮〉中的「樂賓」儀式，探討「笙」在禮儀中的角色。

「鄉飲酒禮J 是〈儀禮〉十七篇中的一篇，亦是古代極為重要的一種儀節，是用

以明長幼之序的禮儀，但是行禮程序頗為複雜。所以在整個禮儀的行進中穿插了「樂

賓」的儀式，「笙J 在其中即擔任堂下樂的主要角色，和堂上的「歌」相互輝映，共同

扮演了主與賓的中介角色，使得賓主在儀式裹，能夠達到和諧共融的愉快境界。

關鍵詢：禮儀禮禮記鄉飲酒禮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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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百

「笙J 在中國樂器的發展史上已經非常久遠，它的起源極早，在殷虛甲骨文字中

已有「笙J 樂器的存在。馬如森的〈殷虛甲骨文引論〉解釋甲骨文字的「穌」字，云

：「辭，從會、從禾’字像管樂器，笙屬。穌同和。 t」至於古老的〈詩經〉中也有「笙」
的記載：

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簣，承僅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萬。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做﹒我有當酒，嘉賓式燕以殼。

呦呦鹿鳴，食野之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詩經﹒小雅﹒鹿鳴》 2

根據詩序的說法，此詩是燕饗群臣嘉賓之詩﹔﹔當即燕其群臣，若待嘉賓。蓋地位

則群臣，以禮待之則嘉賓也。能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吊以將之。從這首詩中

可以看出，既有誠敬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上下情通。 3 也可以知道，自古

以來，音樂和禮儀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而在〈詩經﹒小雅〉的另外一首詩「鼓鐘」

’更是直接描述了周朝的音樂之盛， 4 其中也有樂器「笙」的使用記載。

鼓鐘將將，准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唔唔，？在水？皆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喝不田。

鼓鐘伐蓉，准有三洲，憂心且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學同音。以雅以南，以i-不惜。《詩經﹒小雅﹒鼓鐘〉

「禮」和「樂」本是屬於不同的兩個文化範疇的，但在先秦時代，二者卻有著極

為密切的關係。〈孝經〉中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6」〈禮

記﹒仲尼燕居〉曰：「達於體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7 」

古人認為聽樂就可以知道政治的得失，因此不知樂不算懂禮，反之，知樂而不懂禮則

失之偏頗。

由於儒家思想重於禮樂教化之說，認為先人制樂是為了感動人心，導正風俗，「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1 馬如森：〈殷虛甲骨文引論〉（吉林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一版），頁 321 .•

2 （毛詩正義﹜’（台北舊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86年 8 月初版），卷九之二﹒
3 朱守亮：﹛詩經評釋〉（薑灣學生書局，民國 83 年 9 月初版三刷），頁 445.

4 此詩歷代的解說多有不同，本文採取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和朱守亮〈詩經評釋﹜的說法。

5 ﹛毛詩正義﹜，卷十三之二。
6 ﹛孝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 年 8 月初版），卷五。
7 ﹛禮記正羲﹜’（台北藝艾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 年 8 月初版），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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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正因為如此，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9」’便是整理音樂
，使其保持雅樂的純正，免於為新興的俗樂所亂。

先賢古聖制禮作樂，自有一套音樂哲學，每每和移風變俗的教化理論脫離不了關

係。人心由於外界事物的刺激感應而動，表現出種種不同的行為。因此，〈禮記﹒樂記

〉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成於物而動，故形於聾，聲

相應，故生變，變生方，謂之音。比音而無之，及干成羽魂，謂之樂。樂者，

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於人心之~於物也。 I 0 

叉曰：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帝，應＂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II

樂用以抒發感情，表達志向，和禮的節制、約束起了調和作用。

音樂既然在中國的歷史上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產生音樂的器具一一「樂器」發

展史，同樣也受到眾人的重視和研究。本文即是就「笙」此項樂器的特殊性作一分析，

探討如此悠久的歲月裹，「笙」在中國文明的發展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既然「禮J

、「樂」互為表宴，「笙」叉為「體」的形式提供了何種服務。

〈儀禮〉中，明記用樂的有四種，即是「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

禮」’本文舉以「鄉飲酒禮」為例，自文本中找尋一些線索，以說明「笙」的角色。

二、從「笙J 的形制和特性而論

（一）「笙」的起源

關於「笙」的起源，自古以來就有「女蝸造笙」之說。 12 （禮記﹒明堂位》：

女蝸之笙贅。 13

〈禮記正義﹜’卷三十七。
9 ﹛論語正義〉’（台北藝艾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 年 8 月初版），卷九。

Ill ﹛禮記正義﹜’（台北華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初版），卷三十七﹒

II 〈禮記正義﹜’卷三十八。
12 河北涉縣李亮耕的 ﹛女蝸制笙簧〉去：「女蝸造了人以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不密切，女蝸就想揖法
讓他們交流感情 ﹒ 最初她拿了一個葫蘆，不小心碰在石頭上，風一吹，葫蘆就響﹒女蝸由此受到啟

發，
制作了笙簣﹒後來她叉在葫蘆上加了蘆根，把它改造的更好了。」見楊利慧： ﹛女蝸的神話與信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頁 6ι67 ° 

1 3 ﹛禮記正義〉’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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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應的〈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護按〈世本〉：隨作笙。 14

宋均注：

隨，女蝸臣也。

儘管女蝸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但是「笙」出現年代的久遠是無庸置疑的。

西元 1978 年 3 月，湖北隨縣發掘先秦會侯乙墓，出土距今二千四百餘年之樂器

一批，其中有竹簧笙五件，有十二管、十四管、十八管三種﹔笙的笙斗用葫蘆製作上

有安插笙苗的眼孔，並有一些完整的笙苗﹔每根笙苗管的上端有音窗（響眼），靠近

笙斗的上方有按音孔﹔簧片是由長方形的竹片製成。笙苗的結構形式與現代的笙苗幾

乎完成相同。

這批樂器的出現，足以說明中國音樂文化的悠久，也可以斷定「笙」在戰國時期

已經廣泛而大量的使用，這也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所見最早的「笙J 0 

（二）「笙」的形制結構

「笙」的構造非常簡單，所能看見的只有兩個部分一一「笙斗」和「笙苗」。其

實，「笙」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三個就是「笙苗」插入「笙斗」襄面的「笙腳」部

分，「笙腳」上面黏有用響銅製作的簧片。「笙」發聲的原理是由「笙斗」的吹氣孔吹

氣入斗內的氣箱，振動「笙腳J 的簧片而發音。的

古時的「笙斗」是以龍（葫蘆）製作再者，由於龍（葫蘆）是很容易腐蝕的，無

法保存久遠。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曰：

今之笙竿，以木代絕而漆之，殊愈於飽﹔荊樂之南尚仍吉制，南蠻笙則是棍，

其聲尤劣。 I~

可見後世的笙已經從「砲」（葫蘆）改良以木材製成，在保存上可以糾正原有的

缺失﹔現代的笙更進一步用銅製造，再加上外表電鍍的處理，不僅外表美觀，在保存

上也容易的多。

「笙」之管多達十餘管，是一種數量上「結合J ﹔一般有十七管，像鳳翼似地封防會

考包內，笙之管稱為「笙苗」’以竹製成﹔下端插在笙斗內的，以柏木製成，名為「笙腳

」。漢應的〈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笙長四尺 ，十三贅，象風之身。 17

I~ 東漢應邵攘，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9 月） ， 頁 227 。
15 請參照附圖一。

16 元馬端臨：﹛文獻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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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五：

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 18

另一方面，「笙」的吹奏方法一一按孔發音的方式，也很能夠說明「和」的事實

。因為單按一管之孔是不能發出正確的音階，至少三管方有一音。「笙」的簧片是用

黃銅或響銅製造，簧片越長越寬越薄，其音越低﹔越短越窄越厚，其音越高。中間

有一簧舌，上端閉門而另一端則連在簧片之上。 19 笙使用的簧片是「穿振簧」一一

簧舌略小於簧門，所以同一個音是既能吹叉能吸，在吹吸之間，便不斷進出簣門振動

而發音。笙的發音原理和中外其他吹管樂器大不相同，其他的吹管樂器都是放孔出音，

而笙卻按管出音﹔笙在吹奏時，手指按三管或四管，同時發出一音，所以吹出的單音

本身就有純四度、純五度、純八度的「和音」。

關於「笙」的吹奏技巧是多樣且繁複的，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笙」在禮儀的作

用，至於「笙」樂器的演奏則非一時能夠說盡，意者可以參考其他有關「笙」的教習

課本。接下來，就從「笙」吹奏出的音響看看它的音樂特性。

（三）「笙」的特性

「笙J 在古代樂器以八音分類中是屬於書包類樂器，魂是葫蘆的一種，實大而扁’

，藉以產生共鳴作用，使得音色悅耳。所以，「笙」這項樂器便有一個非常重大特性

一一「和」。

擴〈爾雅〉卷五釋樂：「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郝爵的《爾雅疏〉曰：「巢

，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音相合也。』」 20 可見得古人

用「和」這個字來命名「笙」這種樂器是有一定涵義的。

「和」是什麼呢？「和J 者，「中和」、「和諧」也。

中和之美，是中國古代美的創造與欣賞的一大追求目標和重要原則，一般認為，

中和之美指的是，一種內部和諧的溫柔敦厚型的特定藝術風格。其哲學基礎是儒家的

中庸之道。除此之外，尚有男一類以〈禮記﹒樂記〉為代表的中和之美，它是一種具

有普遍意義的藝衛和諧觀。 21

「和諧」是宇宙萬物的本然狀態和最佳狀態，〈易經﹒乾卦﹒象辭﹜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J 22 意思就指，萬物在天地宇宙中各有自己的本

性和位置，形成一個至大至高的「和諧」狀態。

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竹部下，對「笙」的說明是：

17 東漢應由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枝釋﹜﹒（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9 月） ，頁 227.

lk 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噩灣商藹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此段實片的解說， 參照夏炎：《笙的研究〉’（現代國樂叢書之十，民國 67 年 12 月），頁 7.
20 ﹛爾雅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翻版），卷五﹒

21 張國慶：＜論中和之美＞’﹛中國美學要題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頁 20.
22 ﹛周易正義﹜ （台北曹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胡版），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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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十三簣，象風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棠，小者

謂之和，從竹生，古者隨作笙。 23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白虎通〉曰：

入膏，她曰笙’她之為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

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24

漢劉熙〈釋名﹒釋樂器〉亦云：

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 25

由此可知，「笙J 除了「和J 的意義之外，亦具備了「生長J 的含義，象徵生命強

大的活力，春風吹拂，萬物滋生﹔甚至於可以引申出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生命力量。

宋陳暢〈樂書〉提到：「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 26」「笙J 的音色特點，由

於受簧、管共鳴發聲的特殊性所制約，因此在聲音的秀美中蘊含柔弱，在聲音的明亮

中融匯深情，因此有人認為它代表了中國大地的母性之美，蘊育萬物叉供給生長的養

分。 27

在〈禮記﹒樂記〉中有一段話，子夏回答魏文侯古樂和今樂的區別，亦說明各類

樂器發出的不同的樂聲，對君子的感動：

鐘聲鈕，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聲，學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遷，邊以立會，會以眾系。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眾之臣。

鼓草之聲諧，權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掌之聲，則恩將帥之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鎧繪而己也，往亦有所舍之也。”

此段記載明確的顯示，「笙」所發出的音響就給聽者一種「會合相聚」的效果，

正如〈禮記﹒樂記〉下文所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玉立樂之方也。」既然先玉立樂的守則就是「

合J 與「和」’那麼，「笙」樂器的特性已經具備了此種功效，在宮廷的禮儀當中，自

23 漠許↑真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 ﹒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民國 69 年 3 月 31 日），頁

199. 
M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澳京艾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69 年 3 月 31 日），頁

199. 
25 清畢況：﹛釋名疏證〉’（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頁 207.
26 宋陳囑：﹛樂書﹒ 禮記訓義〉’（畫灣商獨印書館，景印艾淵閣四庫全書）．

27 曾進今：《消逝的樂音一中國古代樂器鑒思錄〉’（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7 月），頁 68-70 。

”﹛禮記正義﹜ （台北藝艾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 年 8 月初版），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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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元熊朋來〈五經說﹒八音缺砲〉去：

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她稱，是所重在她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汶之

棍， j文陽之竹。漢太學塊市，各持方物，列車乎聽棍，於卦為民，於風為融，於

氣為立春。她音啾以立清，閥之則清廉者鮮矣，她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

者鮮矣﹔為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正之。”

由「笙」吹奏方法而發展出「和J 的意義，更進一步，由「笙」樂器吹奏出的音

響帶給人的感悟，使得後世在禮儀的進行中選擇「笙」做為重要的主奏樂器。那麼，

禮儀中的「笙」能夠帶給主禮者和參禮者什麼感受呢？「笙」在禮儀中文如何表現呢

？以下便從〈儀禮〉的「鄉飲酒禮」來看「笙」的作用。

三、從「鄉飲酒禮」的儀式而論

今〈儀禮》十七篇，除士禮外，尚有大夫禮及諸侯之禮。「儀」有「儀式」、「儀

節J 的意思、’〈儀禮〉十七篇都是具體禮儀的詳細記錄。其中，第四篇「鄉飲酒禮J

是記載古代基層行政組織定期舉行的，以敬老為中心的酒會儀式，用來區別朝廷王侯

貴族的大饗禮﹔屬於古禮「五禮J 中的嘉禮。〈禮記﹒經解〉中說及：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30

〈禮記〉中也有一篇「鄉飲酒義」專門解釋〈儀禮﹒鄉飲酒禮〉，認為此禮是「

所以明尊長也。 31 」並引孔子的話說：「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孔穎達的疏

曰：

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

甚易，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故也。 32

可知「鄉飲酒禮」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具有特殊的意義。鄉是古代的基層

組織單位，鄉中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選，選舉一名賢德之人，獻給天子或諸侯。在獻賢

之前，要在鄉學中由鄉大夫主持舉行一次盛大的「鄉飲酒禮r 以示尚賢。「鄉飲酒禮

」儀式的過程極為繁瑣。吳宏一依照行禮程序，在〈鄉飲酒禮儀節簡釋〉一書中，將

「鄉飲酒禮」經艾分為六章、二十八節，以說明此禮儀的進行方式 。其章節如下：

”元熊朋來：﹛五經說﹜’（畫灣商麗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341 ° 
30 （禮記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 年 8 月初版），卷五十。

” ﹛禮記正義〉卷六十一﹒
32 （禮記正義﹜’卷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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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飲前之儀：謀賓、戒賓、陳設、速賓、迎賓、拜至。

第二、 飲酒第一段一一獻賓：主人獻賓、賓昨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介、介
酥

主人、主人獻泉賓。

第三、 飲酒第二段一一樂賓：一人舉輝、遵者入之禮、升歌三終及獻工、笙奏

終及獻笙、間歌三終、合樂及告樂備。

第四、 飲酒第三段一一旅酬：司正安賓、司正表位、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

眾賓、眾賓旅酬。

第五、 飲酒第四段一一無算爵樂：二人舉輝、徹姐、坐燕。

第六、 飲後之儀：賓出、拜賜拜辱、息、司正。”
在「鄉飲酒禮」的第三階段一一樂賓，是作樂樂賓以助飲的儀式。經過第一階段

和第二階段的主客交流，此時堂上一片和諧融洽的氣氛，於是開始奏樂以助興飲酒。

古代一般行禮用樂有兩個主要的功用，一是用樂有助於行禮，音樂可以渲染氣氛

、可以引導禮儀的程序，樂曲的不同都表明了行禮處在不同的階段上﹔這樣，樂就成

了禮儀本身不可缺少的有機部分。樂的另一個作用是，以更柔和的方式表明了禮的尊

卑貴賤的本質﹔因為不同的禮儀奏演不同的樂舞，而且不同等級、不同身份、不同地

位的人所用的樂亦有嚴格的區別。 34

王國維《觀堂集林﹒釋樂次〉，對於禮儀中的用樂狀況會詳加說明：

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寶，亦以優天子、諸鑄及賓客

，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也。 35

凡用樂皆從「金奏」開始，黃以周〈禮書通故〉云：「一日金，鐘之屬也。 36」金

奏之樂就是用「鐘、鼓」為主奏樂器，為何用「鐘、鼓」呢？正是因為「鐘、鼓」樂

器本身的特性。明朝宋應星〈天工開物〉云：

凡鐘為企樂之首，其聲一室，大者閉十里，小者亦是里餘﹔故君視朝、官出署，

必用以無眾﹔而鄉飲酒禮，必用以和歌﹔梵宮仙殿，必用以明攝竭者之識，幽

起鬼神之敬。”

「鐘J 的聲音十分響亮，撞擊之下發出的聲音，能夠寬廣地表現出宏偉的氣勢﹔

同時，「鑽」聲一振，餘音練繞，綿延不絕於耳，給人的震撼力是極為強大的。唐朝詩

JJ 吳宏一：〈鄉飲酒禮儀節簡釋〉’（薑灣中華書局，中華民國 62 年 10 月初版）， 目錄頁 1-3 • 
M 林志強、楊志賢： 《儀禮漫談〉’（台北頂淵文化事業， 1997 年 3 月初版），頁 198 ° 
35 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頁 46－”。
36 清黃以周：《禮書通故〉’（畫灣商獨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薑灣商貓印書館，民國 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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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戴叔倫曉間長樂鐘聲云：「漢苑鐘聲早，春郊曙色分，霜凌萬戶徹，風散一城聞﹔」

「鐘」聲一響，滿城的百姓都能聽見，何況是參加禮儀的賓客們，身歷其境之下，特

別能夠感受到「鐘」聲的響亮寬廣。

漢應的﹛風俗通義〉曰：

鼓者，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用而出，故謂之鼓。易曰：「鼓之以雷霆J ’則其象

也。 38

「鼓」的音響本質是節奏性，統一的敲擊聲以不同的節奏來表現「穩定」的氣勢

，〈左傳﹒莊公十年〉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鼓」的節奏可以貼近人心
的跳動，而一個成功的打「鼓J 者必須和自身的呼吸頻率配合，才能打出活潑躍動、

富於節奏的完美「鼓」聲。

〈苟子﹒樂論〉曰：「君子以鐘鼓道志。 40」志之所向、心之所趨，所以「鐘、鼓」
作為整部樂曲的開始與結束，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根撮王國維〈觀堂集林﹒釋樂次〉所附的「天子諸侯士大夫用樂表」，其順序為：

1.金奏。 2.升歌。 3.管。 4.笙。 5.間歌。 6.合樂。 7.舞。 8.金奏。“

「鄉飲酒禮J 並無金奏的部分，因為士、大夫之禮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

所以，「鄉飲酒禮」的樂賓部分是從「升歌J 開始：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會在何瑟’後首，持越

，內弦，右手相。無正先升，立于西階泉。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

面坐，進技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42

樂工有四個人，兩個鼓瑟、兩個唱歌，因為樂工都是盲人，所以每一個樂工都有

相者扶持﹔樂工在西階面朝北坐，扶持樂工的人將瑟交給樂工，樂工即開始歌唱：「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荒詩經﹒小雅﹜的篇章。
鼓瑟而歌者在堂上，吹「笙」者在堂下。「升歌三終及獻工」之後，接著「笙奏

三終及獻笙J:

笙入堂下，學南，北面立，樂「南隙」、「白華」、「華泰」。 43

「笙」是繼歌者之後出現演奏的，這時吹「笙」的人進入，在馨的南邊面朝北而

立，通常吹奏的樂曲是「南駭」、「白華J, r華豪J 等三首，吹「笙」的共有四個人：「

M 東漢廳的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9 月）， 頁 227 ° 
”《春秋左傳正義〉 ’（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初版）， 卷／丸。
~o 清王先讀：﹛苟子集解﹜’（台北世界書局，中華民國 67 年 10 月 8 版），頁 254 ° 
~I 請參照附圖二﹒

~2 〈儀禮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切版），卷九。

”﹛儀禮注疏〉’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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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笙一和而成聲。 44」三首樂曲亦是小雅篇名，今亡。

接著是「間歌三終」一一「歌」、「笙」的相間演出，鄭玄的解釋是「間，代也，

謂一歌則一吹。 45」就是先由堂上鼓瑟歌唱一曲之後，再由堂下的「笙」者吹奏一曲

，更代而作、交替進行﹔「歌」和「笙」相加共有六首樂曲，每部負責三首。

r間歌」之後，叉有「合樂」﹔「閩歌」是二者輪流交插演出，「合樂」則是二者

共同歌唱、演奏同一首曲目。「間歌」及「合樂」的曲目，根據〈儀禮〉記載是：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1侖山有臺」’

笙「由儀J 0 

乃合樂：周南「闖雄」、「：萬軍」、「卷耳J ’召南「鵲巢J 、「采繁」、「采蘋」。工

告于無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從〈儀禮〉經書中的敘述，可以明確的發現一個事實，「笙」在儀式中擔任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儀式起迄的金奏一一「鐘、鼓」之聲，堂下的「笙J 與堂上的「歌

」者具備同樣娛賓助興的功能。所以，孫希旦〈禮記集解〉云：「愚謂升歌而笙不升者

，貴人聲也。先升歌，次笙’次間歌，次合樂，此正樂之四節也。四者備，則樂備矣

。 47」必須「歌」和「笙」的配合，樂賓的儀式才算完備。

「笙」吹奏出來的聲音十分悅耳，陳陽〈樂書〉形容「笙」曰：

她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她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

良，其方東北之雄，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羲，其敦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

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竿之屬焉。 48

「笙J 給人的感覺正像是溫柔的春風一一和風送暖。經過了冰天雪地的日子，植

物的嫩芽開始生長，象徵著大自然一種生生不息的活潑動力，所以，「笙」樂器在禮儀

行進間扮演的作用，就是帶給主人和賓客之間「融洽、相契、合作J 的一種「和諧」

’使得整個儀式在溫和敦厚的氣氛之下圓滿達成。

四、「笙師」的設置

中國素有「禮樂之邦」的稱譽。原始社會所用的樂器，由簡而繁，由少而多，由

不定音而定音， 由不定型而定型 ， 由不相連屬之單音樂器發展成有一定音程之音列樂

村〈儀禮注疏﹜，卷十三－

4~ ﹛儀禮注疏〉，卷九。

俑﹛儀禮注疏〉’卷九﹒
17 清菁、希旦：《禮記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

刊宋陳囑：﹛樂書﹜’（畫灣商藹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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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周代社會生活型態日趨複雜化，源于周王朝的宮廷禮樂，規模宏大，使用的樂器

種類益見精美、多元，樂師人數甚觀、觀演規矩更是十分繁雜。

樂本是樂舞、樂曲、樂歌的統稱。禮制中，對不同等級地位的貴族在禮典儀式中

所使用的樂器，包括：類型、數量、型制，都有規定，而且這些規定都是不能僧越的。

其次，樂的使用若不合規定，就會被批評為「非禮」。 49 （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小

胥」一宮的職務：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統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撞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

王宮絲，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絲鐘聲，半為堵，全為

肆。 50

從這段文字便可以知道階級與樂器搭配的規定：

天子之樂，必須以四面懸掛樂器的組合形式演奏﹔諸侯除南方外，懸掛樂器在三

面﹔大夫在東、西兩面懸掛樂器﹔士則只有東面懸掛樂器。陳陽對這種情況會解說：

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絲，閥其南，避王南面故也﹔芋，j縣

，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51

可知，參與演出的詩、歌、舞三位一體的表演者人數也都有一定的規矩，以等級

相應區別。如果有不敬的學士，「小胥J 之官則以罰罰飲不合禮的人。像這種禮樂規

則對後世亦有一定的影響，如同戰國初湖北隨縣出土的會侯乙墓中，其墓中室編鐘、

編碧的排列方式，便是以周代禮樂制中符合諸侯等級的「軒縣」規格出現的。

此外，據艾獻記載，當時使用的各類樂器已達70種之多，表達性能要切口提高，而

且逐漸形成了按樂器的製作材料區別的「八音」分類法，在絕對音高、調性功能、移

宮換調等方面，也逐漸形成明確的概念。西洋近代樂器的種類，分為打擊樂器、吹奏

樂器、絲弦樂器、鍵盤樂器等四大類﹔而中國樂器有所謂的「八音」’「八音」指的是

1. 金。金類樂器：鐘、鋒、証、觸、鏡、鐸等。

2. 石。石類樂器：馨、特馨、玉馨、編碧等。

3. 土。土類樂器：填、借等。

4. 草。革類樂器：大鼓、小鼓等。

s. 絲。絲類樂器：琴、瑟、筑、箏等。

6. 木。木類樂器：祝、敢等。

7. 魂。龍類樂器：笙、竿等。

8. 竹。竹類樂器：簫、管、筒、第等。

”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聯書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頁 275 Q 

m 《周禮注疏﹜’（台北薔艾印書館 ， 十三經注疏本 ，民國 86 年 8 月翻版）， 卷二十三。
51 宋陳囑：《樂書〉’（畫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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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製作樂器的材料必須調和淳均者，五聲必須合乎自然之常數，才有平

和之樂，才能移風易俗。甚至於，在宮廷真還設置一專門的宮「典同」做為調音師，

正樂器之音律。〈周禮﹒春官﹒典同〉：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52

魏晉時代的阮籍有一篇「樂論f 提到：

八音有本艘，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

相君、故可得而平也。是夫堂桑之琴，雪和之瑟’孤竹之管， 5周潰之薯，其物

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

數。 53

可見先民制禮作樂的基礎，是建立在與大自然的和諧，一種物我合一的境界。因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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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的這段文字說明禮樂之惰，樂法天地之氣，禮法天地之形，故能樂和禮序﹔禮樂

既然從天地而來，做為王者的人必須明於天地，才能興禮樂。
由於「禮樂J 作度一種制度在諸侯宮室中應用，使相應地培養、造就出大批音樂

造詣很高的音樂家。按照「周禮」的記載，他們分成若干等級﹔而地位最高的音樂家

的名字前常常冠以「師」字，往往是雙目失明的盲人。因此，這些人的聽覺都有極強

的記憶力和辨別力。如晉圍著名音樂家師曠’就能聽出晉平公（西元前 532 年）鑄造

的大鐘音律不準。如今在中國大陸的俠西省，依然有許多盲人琵琶手，過著走唱生瀝。

而本文第三部分敘述，堂上的樂工即是盲人。

「笙」既是歷史悠久的樂器，同時也在禮儀的形式上提供樂賓助飲的服麓，自然最

受到宮廷的重視。於是，〈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宮廷中的「笙師」編制為：

.師：中士四人，下士入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入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膺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持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55

「笙師」編制雖不如草書師、鐘師，卻也是宮廷中不可缺少的演奏領導。而「笙師」

的職務是：

52 《周禮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圖 86年 8 月初版），卷二十三。
53 阮籍﹔＜樂諭＞’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畫中市松柏出版社，民國 53 年 8 月一版），頁 1301 • 
5~ 漢司馬遷：〈史記 ﹒樂書》’丘瓊諜校釋，﹛歷代樂志律志校釋，第一分冊》’（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 1999 年 9 月第一版），頁 24.
”﹛周禮注疏〉’（台北藝艾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民國 86年 8 月初版），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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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師：掌教吹竿、笙、填、醬、簫、撓、遠、管，毒、晴、應、雅，以教誡樂。

凡者$杖，、饗、射，共其鐘笙吹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廠其樂器﹔及喪，奉

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56

「笙師」是樂宮的官名，是一種以「笙」為主導的樂官總管，負責教習吹奏笙、

字及其他管樂器的教學職務﹔由此可知，「笙」在當時已經不只是民闊的遊戲樂器，

更進而登上宮廷的大雅之堂，擔任雅樂的一個重要角色。這也說明了「笙」如鳳、如

冀的外觀，優美清揚、悅耳動聽的樂音，給人們和諧相安的協調感，進而在宮廷佔有

一席之地，使得這種樂器可以完整無缺的流傳至今。

五、結論

「笙J 的音色之優美，樂器組織之完善，是樂器中的極致。唐朝大詩人李白有詩

云：「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 57」唐殷堯藩〈吹笙歌》亦云：

伶兒竹聲聲繞笠，秦女欲濕驗脂紅﹔

玉桃花片落不住，三十六簧能喚風。 58

古人將「笙」稱為「和」是根據「笙」的傳統演奏原則，賦予「笙」一種高度的

美學概括。「笙J 的發明展現了中國老祖先們的高度智慧，在單一樂器襄就能夠表現

「和音」的悠揚清亮，吹奏出的樂聲尚被詩仙李白稱譽為如「彩鳳的鳴叫聲J 0 

「笙」以施一一葫蘆為座，產生「共鳴J 的音箱﹔再者，「笙」之管多達十餘管，

是數量上的一種「結合」﹔另一方面，笙的吹奏方法一一按孔發音的方式，也能夠說明

「和」的事實。因為「笙」的發音原理和中外其他吹管樂器大不相同，其他的吹管樂

器都是放孔出音，而笙卻按管出音﹔笙在吹奏時，吹出的單音本身就有純四度、純五

度、純八度的「和音尸
「笙」發出的音響給聽者一種「會合相聚J 的效果，禮樂之邦的中國，「讀」以

教人，「欒」以化人，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裹的。「笙」因其獨特的音色，能夠在禮

儀的形式中佔有一席之地，可見古聖先賢在其優美的樂音之外，也以其樂器本身代表

的象徵意義一一「生生不息J, r和諧J 做為儀式中「樂賓助飲」的動力，甚至於宮廷

還設立了「笙師J 的官制，以延續和發展此項樂器。要之，「笙」能存在如此悠久的歷

史，是具備了和其他樂器不同而叉獨特的因素﹔所以，禮儀中「鄉飲酒禮J 的用樂場

合，必然選擇了 「笙J 來做為主要的演奏樂器。

56 ﹛周禮注疏〉，卷二十四。

51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 1 月第 6 刷），卷 21 ＇頁 280 。

”﹛全唐詩〉，卷492 ，頁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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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進撞

焦志1
世坐坐三~＼－

笙嘴

附圖二

大夫、士「鄉飲酒禮」用樂表

金奏 升歌 管 笙
間歌

合樂 舞 金奏
歌 笙

關雄

大夫 鹿鳴 南核 魚麗 由庚
葛軍

卷耳
士 無 四牡 無 白華 南有嘉魚 崇邱 無 核夏

鵲巢

鄉飲酒禮 皇皇者華 華泰 南山有畫 由儀
采繫

采蘋

※節錄自王國維﹛觀堂集林﹒釋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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