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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肥、中把和小記制度建立於隔代初年，是〈周禮〉中的祭肥等級觀念制度化的產

物。三把制度分別連接著祭耙對象和祭肥等級，本文從這兩方面著手，探討這一制度在

唐至北宋時期的變遷。在制度草創的隔代，祭肥等級性在操作層面表現的還不夠充分，

同時只有一部分吉禮儀式被確定祭肥等級。從唐至北宋末年，祭品巴的等級性逐步落實到

齋戒、祭品和祭把人員等環節上，但因為等級層次過少，所以無法在各個細節上都有體

現。在這一時期，更多的吉禪儀式有了祭肥等級。朝廷為那些原先就在吉禮中、但不在

三記制度下的傳統祭把禮儀制定等級，藉以確認其重要程度，並努力使其祭祖規格與己

在這一制度之中的常把平齊，以期實現國家祭肥的秩序化。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大量與

傳統禮制迴異的祭租出現，並進入了三把制度，道教、五行理論、皇帝的個人因素等都

起了聽鍵的作用。隨著諸多傳統的和非傳統的吉禮儀式進入大龍、中肥和小扼制度，並

結合朝廷控制地方祭紀的努力，一個新的國家神蠶體系由此成立。

關鍵詞:唐代，北宋，大犯、中耗和小扼制度，吉禮

一、序言

禮儀制度是中國歷代王朝立國政策的一部分，是其統治合法性和治國理念的

一種表達。魏晉以降，國家禮儀體系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五禮體系取代了兩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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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儀禮〉而又超越〈儀禮〉的禮儀體制，並於惰唐時期成熟起來。(註 1)所謂

五禪，就是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和嘉禮，吉禮的主體是各類制度化的官方祭

肥禮儀。自陪初開始，朝廷根據祭祖對象的不同重要性，將吉禮的諸多常把分別

定為大肥、中肥和小肥。三把制是維繫吉禮制度的重要構架，它代表國家對這些

祭耙禮儀重要程度的認定，也代表國家對禮儀活動進行規範化的努力。正因為這

樣，在不少具體的禪制研究中，學者們經常提到大、中、小組。這一制度的研究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金子修一從祭肥祝版中皇帝的不同自稱，探討了唐代的大

租、中肥和小把制度:高明士在研究情唐初年禮儀制度時，對三記制有所涉及;

江川式部研究了五齊三酒與祭肥等級制的關係;吳麗娛討論了〈開元禮〉頒佈以

後唐代三把制下祭把對象的變化。(註 2)不過，與這一制度的重要意義、豐富的史

料狀況相比，這一課題有繼續深入探討的餘地和必要。三記制分別連接著祭把對

象和祭肥等級，無論從祭舵等級制落實的角度看，還是從每一個等級下祭把對象

的變動來看，過去的研究只是覆蓋了其中的一些方面，尚無法提供關於三把制的

完整認識。為了從整體上把握三把制，也為了看清三爾巴制的發展趨向，我們將這

一制度置於唐至北宋時期進行探討，以期增進對這一時期吉禮變遷的認識。

二、大租、中肥和小記制度的建立

作為一種觀念，祭爾巴儀式的等級之分出現在〈周禮〉中。根據〈周禮} ，肆師

的職掌是 I掌立國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記，用玉吊牲桂;立次記，用牲

幣;立小組，用牲。 J (註 3) 國記分為大肥、次肥和小肥，這與後代的三把制是相通

的。不同等級祭把活動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祭品上。至於大、次、小紀的具體祭耙

1 梁滿倉， <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禮制度化> ' <中國史研究} ，是(北京: 2001) ，頁 27 位。

2 金子修一付中國古代皇帝祭品Eω研究} (東京:岩波書店， 2006) ，頁 1-28 ;高明士， <惰代的制禮作樂

一一隔代立國政策研究之二> '收於黃約瑟、劉健明編， <惰唐史論集}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3) ，頁 18-21 ;高明士， <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 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一> '收於中國唐代學會

編刊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3) ，頁 1166-1170 ;江川式部， <唐朝祭

祖 vZ: :tHt 0 五齊三酒> ' <明治大學文學研究論集} '14 (東京: 2001) ，頁 198-200 ;吳麗娛， <禮制變革

與中晚層社會政治> '收於黃正建編， <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 

頁 174仕的。

3. 鄭玄注，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卷凹，真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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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鄭眾注 r大肥，天地。次把，日月星辰。小肥，司命以下。」鄭玄作了

補充 r大爾巴又有宗廟，次把又有社韓、五閥、五嶽，小耙又有司中、風師、雨

師、山川、百物。 J (詮 4) <周禮〉成書於漠初，是儒家理想化的國家制度的反映，

(註 5)鄭眾和鄭玄的見解也代表了東漢儒生的禮制理想。

作為一種制度，大、中、小肥的劃分出現於惰初。〈開皇禮〉的製作始於開皇

三年 (583) ，兩年後完成，其中包括三把制的建立。(註 6) <開皇禮〉規定 r吳

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韓、宗廟等為大靶，星辰、五肥、

四望等為中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為小肥。 JC註 7)三把制

的建立，意味著〈周禮〉中的祭記等級觀念成為現實，這代表了國家對諸多常把

重要程度的制度認定。

在草創期的三把制中，可以表現祭肥等級的外在尺度還不多。陪制規定 r大

把養牲，在游九旬，中間三旬，小把一旬。 J (註 8)先秦有游宮飼養牲牢的做法， (註 9)

到了隔代，這一傳統被納入三扼制的框架中而等級化，牲牢在機宮飼養的時間由

祭肥等級決定。儘管這樣，情代三兩E制的等級化程度還是有限。即便是同一等級

的祭肥，牲牢也有所不同。大紀之中，美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和神州地祇

的常肥，祭品用二嚷，太廟和社腰的常把只用太牢。(詮 10)齋戒方面，隔代只規定

了大把齋戒的時間和程式 r凡大扭，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

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把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問見

衰經哭泣。 J (註 11)雖然記載闕如，中肥和小肥的齋戒不至於沒有。〈情書﹒禮儀

志>: r惰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

積柴於僚壇，禮畢，就煉。J (註 12)馬祖祭記在隔代是軍禮，不過同為國家祭耙行為，

吉禮中的中記和小把當與馬祖祭租一樣，有齋戒這一環節，可能是齋戒時間、程

4. 鄭玄注，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 ，卷 19 '頁 499 。

5. 彭林，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頁 82-蚓、 229-256 。

6. 高明士， <隔代的制體作樂一一隔代立國政策研究之二) ，頁 18一21 。

7. 魏徵等， <情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3) ，卷 6 ' <禮儀志-) ，頁 117 。

8. 魏徵等， <情書} ，卷 6 ， <禮儀志-) ，頁 117 。

9. 公羊壽傳，何休解話，徐彥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卷 15 '頁 325 。

10. 魏徽等， <階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36 、 142 。

11.魏徽等， <陪審} ，卷 6' <禮儀志-) ，頁 117 。

12. 魏徽等， <階書卜卷 8' <禮儀志三> '買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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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祭肥等級之間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所以〈情書〉沒有交代中肥和小肥的齋

戒情況。這些表明了隔代三耙制的不成熟。

三、唐至北宋時期祭爾巴等級制的展開

惰代建立起三爾巴制，以顯示諸常把儀式的重要程度，但祭甜的等級性在具體

操作中並沒有充分的表現。唐至北宋時期，祭肥等級制逐漸落實，儀式中用於體

現祭紀等級的環節增多。尾形勇、金子修一先後探討了〈開元禮〉各種祭耙祝文

中皇帝自稱與祭肥等級的關係，這一問題已很清晰 I天子」用於祭把天地系統

的神祇， I皇帝j 用於祭祖祖先與其他人格神;大把時，皇帝自稱「天子臣某J 或

「皇帝臣某J ;中紀時，皇帝自稱「天子某J 或 f皇帝某J '但孔宣父和齊太公常把

時，皇帝自稱「皇帝J ;小紀時，皇帝自稱「天子」或「皇帝J 0 (註 13)江川式部指

出，唐代國家祭把所用酒類與祭記等級有關，大爾巴都含五齊，中記使用體齊以下

的酒，小耙使用聽齊以下的酒。(註 14)其實在唐代，祭記等級制已經體現在祭記儀

式的其他方面，至北宋又有進一步發展，下面我們將進行具體分析。

←)齋戒

在操作層面上，唐代三兩E制的等級化程度明顯提高，這在齋戒方面有突出表

現，大、中、小前都有了統一的齋戒時間。〈舊唐書﹒禪儀志} : I大把散齋四臣，

致齋三日。中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爾巴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J (註 15)永徽二年

(651) 這制度就已存在。(註 16)散齋和致齋的說法出自〈禮記} 0 <禮記﹒祭義} : I致

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齊三臣，乃見其所為齊也。 J (註 17) <禮記﹒祭統} : I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J(註 18)

13 尾形勇， {中國古代ω 「家j 之國家一一皇帝支配下ω秩序構造) (東京:岩波書店'1979) ，買 129一 134;

金子修一， {中國古代皇帝祭耙份研究) ，頁 4-8 。

14 江川式部， <唐朝祭爾巴比:l3 Vt {己五齊三酒) , {明治大學文學研究諭集) ，買 198-200 。

15. 劉昀等，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卷 21 ' <禮儀志-) ，頁 819 0

16. 仁井因陸著，池間溫編輯， {唐令拾遺補}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7) ，頁 488-489 。

17 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卷 47 '頁 1311 。

18. 鄭玄注，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 ，卷的，頁 1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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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與「齋」相通。祭記者通過齋戒淨化身心，達到可以與神靈交流的境界。在

唐代，齋戒時間成為體現祭肥等級的一個尺度。

唐廷對齋戒內容有嚴格的規定。〈舊唐書﹒禮儀志): I散齋之日，畫理事如

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

預穢惡之事。致齋惟為紀事得行，其餘悉斷。 J (註 19)這些內容在〈永徽令〉中就已

存在， (註 20) 目的是確保有關人員身心的潔淨。

唐律中有條款來懲處違反齋戒規定者。例如， I即入散齋，不宿正寢者，一宿

答五十;致齋，不宿本司者，一宿杖九十;一宿各加一等。中、小紀遞減二等J 。

散齋期內，應當宿於正寢， I其無正寢者，於當家之內余齋房內宿者，亦無罪」。

(註 21)致齋期內， I三公於尚書省安置;余宮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常郊

社、太廟署安置J 0 (註 22)大甜的致齋， I兩宿宿本司，一宿宿把所J 0 (註 23)上面「答

五十」和「杖九十J '是針對大紀的。中記齋戒期間犯同樣的錯誤，刑罰分別減二

等，小爾巴再減二等。

對齋戒期間從事喪疾刑殺活動者，唐律有處罰條例: I諾大記在散齋而弔喪、

問疾、判署刑殺文書及決罰者，答五十;奏聞者，杖六十。致齋者，各加一等。 j

〈疏〉議曰 I大爾巴散齋四日，並不得弔喪，亦不得問疾。刑謂定罪，殺謂殺戮罪

人，此等文書不得判署，及不得決罰杖、答。違者，答五十，若以此刑殺、決罰

事奏聞者，杖六十。若在致齋內犯者，各加一等。中、小把犯者，各遞減二等。」

(註 24)在同一齋戒期內，同罪所受懲罰，大、中、小紀之間各差兩等。在同一等級

的散齋和致齋期間，同罪處罰相差一等。

上面這些制度是為了確保祭紀的聖潔性。針對齋戒期內不可預期的生老病死

現象，朝廷也建立了相應的制度，以避免祭記沾染穢惡之物。〈闋元禮〉規定 I凡

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有周以上喪，並聽赴。即居總麻己上喪者，不得預宗廟

之事。其在齋坊病者聽還，若死於齋所，間房不得行事。 J(註 25)遇到親屬去世，官

19.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1 ' <禮儀志-) ，頁 819 。

20. 仁井田陸著，池田溫編輯， {膺令拾遺補} ，頁 499-500 0

21.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卷 9' <職制律〉川大記不預申期」條，頁 188 。

22. 劉絢等， {舊唐書} ，卷 21 ' <禮儀志-) ，賞 819 。

23.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9' <職制律〉川大把不預申期」條，頁 188 。

24.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9' <職制律) , r大把散齋吊喪」條，頁 189 。

25. 蕭嵩等， {大唐聞元禪} (東京:古典研究會， 1972) ，卷 3' <序例下) ，頁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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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得參與國家祭靶，但若逢私忌日，不影響齋戒和祭肥。私忌給假在唐宋時期

皆有相應法令條文予以保證，無論是開元年間的令文，還是近年發現的〈天聖令〉

都是如此，但若私忌日與國家祭肥的時間衝突，則以國家祭耙為先。(註 26)

在齋戒方面，北宋時期最大的變化是大紀的散齋期由四天改為七天。大觀四

年 (1110) ，禮儀局上奏 I(周官〉太宰耙五帝，貝目前期書帥執事而←日，遂戒，

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秦變古法，改用三日。漢則天地七日，宗廟五日。魏

晉因之。唐則大耙七日。雖多寡不同，皆非先王之制。臣等欲乞明詔，有司郊廟

大祭記，皆前期而誓戒，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以應典禮取進止。」

(註 27)建議得到批准。劉宋的南郊祭肥和太廟諦拾實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的制

度， C註 28)蕭梁的籍田禮也是如此。(註 29) 情唐大租的齋期固定為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唐代三把制下的齋戒規定在北宋長期沿用。北宋末年的禮制變革不可謂不大，

經典中齋戒傳統的恢復是其中的一部分。

齋戒是最能體現三扼制之等級性的。北宋士人慕容彥逢說 I臣竊惟國家稱

秩記典，交百神而禮之，考諸令格，惟以齋日多寡為大、中、小紀之辨。 JC註 30)雖

有些言過其實，但確實說明了齋戒在表現祭記等級性上的意義。

位)築晶

〈開皇禮〉頒佈後，五禮體系進入了成熟階段，但在具體細節上還有很多不

合理之處。唐朝建立後， <武德祠令〉和〈貞觀禮〉對情朝禮制有所修正，但因襲

的成分更多。(註 31) 因此， I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J 0 C註 32)至顯慶二年

(657) ，還是如此。當時行用的〈光祿式〉規定 I祭天地、日月、嶽鎮、海潰、

先蠶等，鐘、豆各四。祭宗廟，謹、豆各十二。祭社擾、先農等，鐘、豆各九。

26. 趙大瑩， <唐宋〈假寧令〉研究> ' <唐研究卜 12 (北京: 2006) ，頁的一的。
27.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憂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7 冊) ，卷蓄，

頁 14-15 。
28. 沈約， <宋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4) ，卷 14 ' <禮志-> '頁 347 、 349 。

29. 魏徽等， <階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43 。

30. 慕容彥逢， <擒文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編閣四庫全書〉第 1123 冊) ，卷 10' <理

會祭耙答。子> '頁 418 。
31.高明士， <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一一一唐朝立團政策的研究之-> '收於中國唐代學會編， <第二鳳凰際唐

代學拼音會議論文集} ，頁 1159一 1214 。

32.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卷 122 ' <韋絡傳> '頁是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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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風師、雨師，謹、豆各二。 J (註 33)此時大、中、小肥的對象是由〈永徽桐令〉規

定的。〈唐律疏議﹒職制律〉所引〈祠令〉就是〈永徽桐令)，(註 34)其中規定: r大

肥，謂天地、宗廟、神州等為大爾巴J ' r中、小肥者，謂社韓、日月、星辰、嶽鎮、
海潰、帝社等為中肥，司中、司命、風師、雨帥、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肥。 j

(註 35)可見〈光祿式〉中各種常把鐘豆數無法反映祭肥的等級高下。許敬宗因此上

奏 r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櫻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

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

運、立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件，難以囡循。」他建議: r謹按〈禮記﹒郊特牲〉

云 r鐘、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o j 

此即祭耙蓮、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逾郊。今請大把同為十二，中把同

為十，小把同為八 o J 高宗「詔並可之，遂附於禮令J 0 (註 36) 次年的〈顯慶禮〉當

吸收了這一變化。開元二十年 (732) 頒布的〈開元禮〉沒有直接規定大組建豆各

十二，中祝各十，小把各八，但將各常肥的等級與建豆數對照，可知顯慶二年的

原則得到了遵循。在〈開元禮〉中，三把制下常紀的建豆祭品是根據鐘豆數確定

的，也就是說，建立所盛祭品與祭肥等級也是嚴格對應的。(註 37)

此後，這一原則稍有變化，太廟的建豆數一度超出了其他大祝。開元二十三

年 (735) ，玄宗提出 r宗廟致享，務在單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惰，鐘豆之薦，

或未能備物，宣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絡建議太廟建立之數各加十

二，其他官員有不同意見，最後折中為太廟鐘豆數各加六，用來盛放時令祭品，

原來的十二連豆仍然盛放傳統祭品。(註 38)大、中、小龍的建豆數，呈現出些許不

33. 劉日旬等， <舊唐書} ，卷 21 ' <禮儀志-) ，頁 825 。

34. 榮新江、史睿， <俄藏敦煌寫本〈唐令〉殘卷(.Il.x.3558) 考釋) , <敦煌學輯干吟 '1 (蘭州: 1999) ，頁 8。

35.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9 ， <職常l律) , I大爾巴不預申期J 條，頁 187-188 。

36. 劉咱等， <舊唐書卜卷 21 ' <禮儀志-) ，頁 825 。

37. 蕭嵩等， <大唐開元禮} ，卷 1 , <序例上) ，頁 17一 19 。

38. 王薄， <層會要} (北京:中華書局， 1955) ，卷 17' <祭器議) ，頁 349-352 。史書對此事的時間有不同的

記載。例如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5' <禮儀志五) ，頁 969-972 '記為開元二十二年。〈資治通鑑〉將此

事係年為開元二十四年(卷 21哇，頁的18一6820) 。在更多的史料中，此事發生在開元二十三年，我們也
傾向於此。在宋敏求， <唐大詔令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 ，卷 7是所錄的開元二十三年〈籍田赦

書〉中有「宗廟致享，務存豐潔，禪經沿萃，必本人惰。鐘豆之驚，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未遇。

宜令禮宮學士詳議具奏」的語句(頁 416) ，還是正文中玄宗言論的原始出處。所以，此事係年為開元二

十三年較為允當。關於太廟進豆加六的意義，參見吳麗娛， <唐宋之際的禮儀新秩序一一以唐代的的公卿

巡陵和陵廠薦食為中心〉吋唐研究卜 11(北京: 2005) ，頁 2吐5-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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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跡象。不過這一做法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天寶五載 (746) ，玄宗下令 I其

巳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式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 J (註 39)時新物不再

置於鐘豆中，建豆和牙盤的功用截然分開了，前者盛放禮鎮，後者盛放常食。設

實牙盤常食後，增加的六個鐘豆就顯得多餘，太廟時享的建豆數恢復為十二就在

情理之中了。在〈大唐知紀錄〉中，太廟時享的鐘豆數就是十二。(註 40)

牙盤常食在北宋的太廟祭爾巴中長期存在，因而這一時期常把鐘豆數與祭紀等

級是嚴格對應的。北宋後期情況稍有變化。元丰四年(1081) ，詳定禮文所上奏:

「建立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 J (註 41)在他們看來，

這一措施比純粹的建豆祭紀貼近現實生活，比牙盤常食有古禮氣息。神宗表示同

意。次年，在他們的要求下，撤掉了牙盤常食 0 元祐七年 (1092) ，禮官呂希純提

議 I今後每遇皇帝親靶，及有司攝事，並依祖宗舊制，每室除禮料外，各薦常

食一牙盤。庶於禮義人惰，咸得允當。」於是，哲宗「詔太廟復用牙盤食J 0 (註是2)

太廟時享的建豆數恢復了十二。此次改制沒有持續太久。政和三年 (1113) , {政

和五禮新儀〉修成，大紀建豆各十二，中把鐘豆各十，小祝建豆各八， I時享太廟、

別廟，每室加豆二J 0 (註 43)在唐宋各種祭紀中，太廟時享的鐘豆數稍顯特殊，統治

者希望在太廟祭爾巴中加入更多現實生活的因素，建豆數隨之發生變化。但在大多

數時候，建豆數都是十二，即使時有增加，那也是在十二「常數」之外的變數。

所以說，按祭記等級來確定建豆數的原則從唐至北宋大體上得到了延續。

在祭祖物品方面，連豆數最能體現祭紀的等級性。儘管程度有別，其他祭記

物品與祭肥等級的關係也逐漸緊密，例如酒器。在唐代，酒器數與祭肥等級之間

沒有對應關係。北宋末年， I凡酒尊之數，親祠用太尊五，山尊五。常肥美天上帝、

上帝、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稜，每位用太尊五，山尊五。其餘

大肥，用犧尊五，象尊五，中租用犧尊四，小爾巴用犧尊三，以上為酌尊J 0 (註 44)酌

尊的種類和數量，與祭爾巴等級還是相關的，但增加了皇帝親祠這一特殊級別。有

39. 玉縛， <唐會要) ，卷 17 ' <緣廟裁制上> '頁 359 。

40. 王溫， <大唐郊紀錄) (東京:古典研究會， 1972) ，卷 1 ' <凡例上> '真 735 。

41.李黨， <續資治通鑒長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79) ，卷 317 '元豐四年十月戊午條，頁 7659 。

42. 李黨，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476 '元祐七年八月乙丑條，頁 11344-113鈞。

43.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5' <序例五> '頁 150 。

44.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5 ' <序例五> '頁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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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攝事的場合，在大把中又有區分，吳天上帝、上帝、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

祇、太社和太櫻常肥的酒器種類與其他大把有別，以示尊崇。副尊數量卻沒有這

種區別，都與祭肥等級緊緊掛鉤， 1大把所酌，凡一尊以三為副，中爾巴以二尊，小

紀以一尊Jo(註 45)通過酒器種類和數量的變化，可以看到祭肥等級制在操作層面的

逐步落實。

祭品是實現人神溝通的途徑，妥善準備和保管祭品是祭耙順利進行的前提。

唐律規定 1諸供大把犧牲，養飼不如法，致有瘦損者，一杖六十，一加一等罪，

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一等。 J {疏〉議曰 1<職制律>: r中、小耙遞減二

等，餘條中、小肥准此。 J 郎中紀養牲不如法，各減大耙二等;小記不如法，又

滅中紀之等。 J (註 46) 同樣的過失，按照祭肥的等級而不同，大、中、小爾巴依次遞減

二等刑罰。

偷盜祭品的行為會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唐律規定 1諸棄毀大耙神御之物，

若御寶、乘輿服御物及非服而御者，各以盜論;亡失及誤毀者，准盜論減二等。」

〈疏〉議曰: 1棄毀中紀神御之物，減大爾巴二等;棄毀小把神御之物，又減二等。」

(註 47)故意毀壞祭壇者，更要遭受嚴懲: 1諸大紀丘壇將行事，有守衛而毀者，流二

千里;非行事日，徒一年。填門，各減二等。 J {疏〉議曰: 1毀中、小記，各遞

減二等。 J (註 48)唐代處罰違反祭禮者都以大把為基準，中肥和小把各遞降二等。

宋代的刑律繼承了唐代的做法，祭肥的等級性在法律層面得到了延續。(註 49)

(司祭靶人員

在祭耙儀式中，人神之間通過祭爾巴物品來溝通，因此，在執行吉禮儀式的人

員中，負責獻酒的獻官最重要。在親祭的場合，皇帝還要擔任初獻。下面，我們

將探討唐至北宋獻宮的身份是如何體現祭把重要程度的。

開元二十六年 (738) 頒佈的〈唐六典〉規定 1凡國有大祭紀之禮，皇帝親

祭，則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若有司攝事，則太尉為初獻，太常卿為亞獻，

甚5.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5 ' <序例五> '頁 151 。

46.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15 ' <廢庫律> ' I大把犧牲不如法」條，頁 280 。

47.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27 ' <雜律下> ' I毀神御之物」條，頁 512-513 。

48.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卷 27 ' <雜律下> ' I毀大把丘壇J 條，頁 513 。

49. 賢(義， <宋刑統} (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卷 9 ' <職制律> '頁 1吐8-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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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祿卿為終獻;孔宣父廟，則圈子祭酒為初獻，可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

齊太公廟，則太常卿為初獻，少卿為亞獻，丞為終獻。諸小記唯官一獻。 J (註 50)史

料前半部分規定了大把獻官的身份，實際上一部分中紀的情況相同。在〈開元禮〉

中，中把日月、社韓、先農同樣是皇帝親祭的對象，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

在有司攝事時，太尉為初獻、太常卿為亞獻，光綠卿為終獻。(註 51)除此之外，開

元後期的中耙還有先代帝王、嶽鎮海潰、先蠶、孔宣父、齊太公和諸太子廟。上

引史料巳規定了孔宣父和齊太公常紀的獻官。嶽鎮海潰常把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

主持。先蠶祭前已由皇后主持，或有司代行。先代帝王和諸太子廟不是皇帝的親把

對象，獻官的身份也沒有明確規定。可見，大紀的獻官人選是統一規定的，中紀

的獻官卻各有不間，日月、社擾和先農與大肥的情況相同，小組的獻官也不明確。

獻官人選的安排，不全是從祭肥的等級來考慮的。

到了五代，在獻官的安排上，統治者已充分考慮到了祭紀的等級問題。後唐

天成四年 (929) ，太常寺上奏 I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

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 J 奏請被批准。(註 52)

這一史料說明，此前大、中、小組的獻官人選就能體現出祭記等級了，後層政權

只是在這一前提下做局部修正。

在唐朝中後期的皇帝親把中，親王開始充當亞獻和終獻，並且逐漸形成了慣

例。(註 53)後唐向光二年 (924) , I有司上言: r南郊朝享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

終獻行事 o j 乃以皇子繼友為亞獻，皇弟存紀為終獻Jo(註 5的所謂「舊例j 即形成

於唐代。後周廣JI買三年 (953) ，禮儀使奏: I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

通攝終獻行事。 J (註 55) 可見，皇帝親把禮儀中親王亞獻和終獻的做法，在五代

50. 李林甫等， (唐六典) (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卷 4 '祠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24 。太尉是獻官中比較

特殊的。太尉在唐代是榮譽，陸的職務，時常空缺，在重大祭紀中卻不可缺省，因此由其他宮員攝理。〈唐

六典} ，卷 1 '太關條自注，頁 4: I武德初，秦王兼之;永徽中，長孫無忌、為之。其後，親王拜三公者
皆不視事，祭禮則攝者行焉。 j

51.蕭嵩等， (大唐開元禮) ，卷 24'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 '頁 15。一151 ;卷 25' <春分兩E日於東郊有司攝

事> '頁 15是:卷 26 ， <皇帝秋分夕月於西郊> '頁 157-158 ;卷 27' <秋分屁巴丹於西郊有司攝事> '頁 161 ; 
卷 33'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市卦，頁 192一 193 ;卷 34'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有可攝事> '頁 196-197 ; 
卷 46 ， <皇帝孟春古亥享先農耕藉> '頁 268 ;卷 47 ' <孟春吉亥享先農於籍固有司攝事> '頁 273 。

52. 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76) ，卷 143 ' <禮志下) ，頁 1914 。

53. 江川式部， <唐朝祭耙院打 V:T .:ß三獻) , (駿台史學) '129 (東京: 2006) ，頁 34-40 。

54. 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 ，卷 31 ' <後唐莊宗紀五) ，頁 427 是28 。

55. 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卜卷 113'<後周太祖紀四> '頁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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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延續，這也是為了體現皇帝親祭非同尋常的意義。

北宋繼承了這一做法， {宋史﹒禮志}: I凡親行大肥，則皇子弟為亞獻、終

獻。 J (註 56) {禮院儀注〉的記載更為明確 I乾德六年南郊，並以親王充獻官，至

今循用乾德故事。 J (註 57)可見，從太祖時期開始，皇帝親行大把時，亞獻和終獻由

親王來執行。北宋後期，其他宗室也開始參與有司攝行的太廟常把:

〔熙寧五年正月〕己亥，詔自今奉祠太廟，命宗室使相已上攝事。先是，

侍御史知雜事鄧結言 I伏見著令，郊廟大托，常以宰臣攝太尉受誓致

齋，動經累日，中書政事多所廢滯。祭才巳之禮，於古則專以宗伯治神。

於唐則宰相之外，兼用尚書、胡王、郡王，下至三品以上職事官通揖。

而本朝車駕行大禮，亞獻、終獻亦有以親王及宗室近親攝事者。方陸下

講修百度，政府大臣翊贊萬機，而又使之奉郊廟四時獻享之禮，實恐淹

廢事務。欲乞明詔有司，凡四時郊廟大半巳專使宗室近親兼使相者攝上公

行事。 j 故有是詔 o (室主 58)

因為政務繁忙，宰臣對祭儀的參與逐漸減少。淳化三年 (992) ，中書門下上奏:

「臭天四祭、太廟五饗，望依舊以宰臣攝太尉行事。自餘大爾巴並差給舍己上攝，中

小祠諸司四品以下攝。 J (註 59)太宗同意了這一奏請。除了郊廟常把外，其他大龍中

的太尉之職自給事中和中書舍人以上的官員攝任。即便這樣，仍無法保證宰相參

與郊廟祭肥。景祐二年(1035) ，仁宗下詔 I每歲大祠，故事以宰臣攝事者，自

今以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學士奉和。 J (註 60)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學士等宮取代

了宰相，在郊廟常把中攝行太尉之職。熙寧五年 (1072) 的舉措，是上間一系列

變化的繼續，旨在減少國家祭記對政務的干擾。

此後，朝廷在獻官問題上又進行了調整。元豐四年 (1081) ，詳定禮文所上奏:

「夫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為三公，坐而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

56. 脫脫等， <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77) ，卷闕， <禮志-) ，頁 2427 。

57. 歐陽修等， <太常因革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績修四庫全書〉第 821 冊) ，卷 3' <總例三) , 

頁 369 。
58. 李景， <續資治通鑒長編卜卷 229 '熙寧五年正月己亥條，頁 5570 。

59. 徐松， <宋會要輯稿> (北京:中華書局， 1957) ，禮 1 之 2 '頁 398 。

60.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 之 5 '頁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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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官之任。伏請諸祠祭應攝太尉並以禮部尚書充，如正官闕則南北郊以中書臣僚

攝，太廟以宗室攝，其餘及亞獻太常卿並以太常寺、太常禮院主、判官攝;其光

祿卿並罷終獻;仍以太常卿行禮。」神宗下詔 r南、北郊，差執政官為初獻，

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太常少卿為終獻;諸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為初

獻，太常少卿、禮部、調部郎中、員外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宗廟，親王、

宗室、使相、節度使為初獻，正任己上為亞獻。已上如闕，即遞差以次官充。 J (註 61)

光祿卿被排除在外。除了郊耙常把由參知政事初獻，太廟常肥的獻官由皇室擔任

外，獻官主要由禮部和太常寺的官員充任。

唐代以來獻官問題的復雜變化，在〈政和五禮新儀〉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對

大把而言，皇帝親把時， r親王為亞獻、終獻J ;有司舉行常把時， r禮部尚書、侍

郎為初獻，太常卿少、體部﹒祠部郎官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J 。中肥和小組的

獻官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中紀三獻， r以太常卿少、禮部﹒祠部郎宮為初獻，

禮部﹒祠部郎官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J '小爾巴一獻， 1-以禮部﹒洞部郎宮、太

常博士充J 0 {政和五禮新儀〉還對個別祭紀的獻官作了特殊規定，如大耙太廟、

別廟， r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並郡王及觀察使以上為初獻，宗室正仕以上為亞

獻、終獻J 0 (註 62)大把太一宮和陽德觀，中兩E文宣王和武成王，小記諾馬祭，也有

各自的進獻次數和獻官人選。大、中、小耙的獻官安排並不完全整齊劃一，這主

要是照顧到一些祭龍的特殊性。祭肥的等級性是首要的考慮因素，制禮者的著眼

點，還是在於統一同級祭肥的獻官入選，體現不同級祭紀的差別。

我們從齋戒、祭紀器物和獻宮的角度，探討了唐至北宋時期的祭耙等級制問

題。按照重要性的不同，情代將諸多常把分為大、中、小肥，用來表現祭記等級

的外在形式卻很少。到了唐代，祭肥等級制在祭祖程式上逐步落實，這一進程在

北宋走向深入。〈政和五禮新儀〉彙集了唐、五代和北宋發生的各種變化，此時的

祭耙等級制與隔代相比，已經顯出其優勢了。

即使到了宋代，也不是祭闊的每個環節都能體現出等級性。根據〈政和五禮

新儀) ，在牲牢種類和數量方面，同為大記，吳天上帝、上帝、感生帝、神州地祇、

61.李煮，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318 '元豐四年十月庚辰條，頁 7696 。

62.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5' <序例五> '頁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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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地祇、高裸、太社、太韓、太廟各不相同。(註 63)若干祭器的數量也不是按照祭

肥等級來安排的，如笠、制和槃 o (註 64)

更重要的是，三把制無法完全準確反映祭肥的重要程度。例如，大把中各種

常肥的重要性並不相間，南郊祭天和太廟祭祖最重要，但這在三爾巴制中無法得到

完全的體現。下面再來看兩個例子。會昌二年 (842) ，撿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

和廣文博士盧就上奏 r今據〈江都集禮〉及〈開元禮> :皓祭之日，大明、夜明

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為非泰瞳配紀之時，得主日報天

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施。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

(註 65)大明、夜明即日月。朝日、夕月是中肥， {旦因為與天神關係緊密，故在祝版

上使用大紀之禮，皇帝自稱「天子臣某J 0 蜻祭參照常紀的做法，在祭肥大明、夜

明的祝版上，用「天子臣某」的自稱。王起、盧就又提到 r又據太社、太嚷，

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敕，改為大祠，自後因循，複用前禮。

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准前敕，稱為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

昭告。文義以為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為大祠，遂

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 JC註 66)社種常把由中把升為大靶，在祝版上皇帝

的自稱卻沒有升為「天子臣某J '對皇帝來說，社擾的重要性尚不能與其他大把平

齊。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三記制層次過少，無法精確地表現祭把重要性的差別。

因為各種原因，在操作層面上，大、中、小組之間沒有形成整齊一致的落差，

但是從唐代到北宋，三扼制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落實，作為祭肥等級制度，其

自身的內容也在不斷地豐富。

四、大肥、中記和小爾巴祭把對象的變化

大肥、中肥和小扼制度分別聯繫著祭爾巴對象和祭肥等級，因此，唐至北宋時

期三記制的變化，不僅表現為祭肥等級制的展開，還包括祭品巳對象的變動。

63. 鄭屆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卜卷 5 ' <序伊j五> '頁 152一 153 。

64. 鄭盾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5' <序例五> '頁 150 。

65. 劉日旬等， (舊唐書) ，卷 2哇， <禮儀志四> '頁 933 。

66. 劉日句等， (舊唐書) ，卷鈍， <禮儀志回> '頁 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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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反映了惰初至北宋末三把制下祭把對象變化的情況。(註 67)可以看到一些

祭儀的等級發生了變動。比起北宋，這一現象在唐代更常見。例如，社摟在隔代

屬於大靶，在〈開充禮〉中是中靶，高明士懷疑其間的變化始於〈貞觀禮)o(註 68)

天寶三載 (744) ，玄宗下敕 I社稜字祐，百代豪福，列為中肥，頗紊大獸，自

今以後升為大肥。」然而， I爾後因循，又依〈開元禮〉為中爾巴J '至長慶三年 (823) , 

禮官王彥威上奏 I牲用太牢，太尉攝行事，祭之日不坐，並是大紀之儀，足知

裹一:陪至北宋大肥、中肥和小品E的祭品E對象

時期 大耙 中兩E 小肥 資料來源

隔代 美天上帝、五方上 星辰、五肥、四望 司中、司命、風師、 〈陌書} ，卷

(聞皇五年) 帝、日丹、皇地祇、 等 雨師及諸星、諸山 6 。

神州、社韓、宗廟 川等

等

唐代 臭天上智、五方上 日月、星辰、嶽鎮、 司中、司命、風師、 〈唐律疏

(永徽二年) 帝、皇地祇、神州、卜 海潭、先農等 雨師、諸星、山林、 議} ，卷 9 。

宗廟等 川澤

唐代 臭天上帝、五方上 日月星辰、社稜、 司中、司命、風師、 〈大唐聞元

(開元二十年) 帝、皇地祇、神州、 先代帝王、嶽鎮海 雨師、靈星、山林 禮} ，卷 1 0

宗廟 潰、帝社、先蠶、 川澤、五龍祠等

孔宣父、齊太公、

諸太子廟

唐代 吳天上帝、九宮貴 日月、社韓、帝社、 司中、司命、司人、 〈大唐郊耙

(貞元九年) 神、皇地祇、神州、 先代帝王、嶽鎮海 司祿、靈星、思星、 錄} ，卷 1 。

太清宮、宗廟 潰、先蠶、文宣玉、 山林川澤、五龍記

武成玉、諸太子

廟、風師、雨師

67. 史書對三把制祭把對象的記載可能不完全，例如〈開元禮〉的小紀中沒有諸崖，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根據李林甫等， {膺六典) ，卷 4 '祠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20 的記載，眾星為小斑。宋敏求， {唐大詔令

集) ，卷 73' <升社稜及日月五星為大把敕) ，頁 412: I諸星升為中肥。 j 王搏， {層會要卜卷 22' <社

穫) ，頁 425 的記載表明，此事發生在天寶三載 (744) 。由此推斷，諸星在〈開元禮〉中是小紀。在行文

中，我們將會充分考慮史書記載不全的因素。

68. 高明士， <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一一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 ，收於中國唐代學會編， {第二屆國際唐

代學術會議論文集) ，頁 11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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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吳天上帝、感生 風師、雨師、海潰、 司中、司命、司民、 〈宋會要輯

(太祖至英宗 帝、五方上帝、九 五鎮、先農、先蠶、 可融、靈星、壽星、 稿> '禮 14

時期) 宮貴神、五福太一 五龍、周六廟、先 馬租、先牧、馬社、 之 1 0 

宮、皇地祇、神州、| 代帝王、至聖文宣 馬步、司寒、山林、

地祇、太廟、皇后 玉、昭烈武成王 川澤、中雷

廟、景靈宮、朝日、

高標、夕月、社擾、

蜻祭百神、五嶽

北宋 天地、五方帝、神 文宣、武成、風師、 壽星、靈星、中雷、 楊傑〈無為

(熙寧四年) 州、宗廟、大明、 雨師、先農、先蠶、 馬祭、司寒、司中、 集> '卷 8 。

夜明、太社、太韓、 五龍 司命、司民、可祿

太一、九宮、臘蜻

北宋 臭天上帝、上帝感 嶽鎮海潰、先農、 司中、司命、司民、 〈政和五禮

(政和三年) 生智、五方帝、高 先蠶、風師、雨師、 司祿、司寒、靈星、 新儀> '卷

標、皇地祇、神州、| 雷神、南蜻、北蜻、 壽星、馬祖、先牧、 1 0 

地祇、大社、大覆、 文宣玉、武成王、 馬社、馬步、七肥、

朝日、夕月、獎惑、 歷代帝王、寶鼎、 山林川澤之屬、外l

九宮貴神、太一 牡鼎、蒼鼎、置鼎、 縣祭社樓、記風

宮、陽德觀、帝輯、 彤鼎、車鼎、晶鼎、 師、雨師、雷神

太廟、別廟、東蜻、 魁鼎、會應廟、慶

西醋、坊州朝獻聖 成軍祭后土

租、應天府最巴大火

列為中肥，是因循謬誤，教人報本，未極崇嚴，有國之儀，唯此厭屈。今請準敕

升為大靶，庶合禮中 o J 社接由此成為大記。(註 69)又如，九宮貴神從天寶三載起

成為大把後，其祭肥等級也經歷了複雜的變化。大和二年 (828) ，監察御史舒元

輿上奏，天子只合向天地宗廟稱臣，九宮貴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

也J '不宜成為天子稱臣的對象。經過尚書都省的討論，九宮貴神降為中靶， I祝

版稱皇帝，不署J 。會昌二年 (842) ，中書門下認為九宮貴神中的天一「掌八氣、

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J '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J '太一之佐五帝

猶為大肥，九宮貴神不該降為中肥。王起、盧就等人認為，九宮貴神「統八氣，

69. 王簿， {唐會要} ，卷 22 ' <社複> '質基24-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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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方神，輯權化於混茫，賦品匯於陰鷹，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J '因而奏請: I 白

今已後，卻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惟御署祝文，以社程為本，伏緣

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 J 武宗批准了此請求。(註 70)與其他祭紀相比，九宮

貴神祭舵等級變動的原因，史書上反映較為詳盡。通過九宮貴神的實例可知，在

唐人看來，皇帝只向天地宗廟稱臣，這一觀念在禮制上的反映就是天地宗廟穩居

大紀之列，其他祭爾巴能否成為大靶，要取決於其象徵意義是否與天地宗廟相當。

九宮貴神祭肥等級的來回變化，主要是不同時期君臣對其性質和地位的不同認定

導致，其他祭把當也大致如此。北宋對祭舵等級的認定相對寬鬆，給那些唐代時

等級有爭議的祭儀制定等級時，基本上都從高，因此後來少有變動。

通過表一可以看到，除了某些祭紀的等級有變動外，還有不少祭耙進入或退

出三記制，上面提到的九宮貴神就是例子。相比之下，後者在唐宋時期發生得更

頻繁，也更能體琨這一時期吉禮的時代性，再加上文章篇幅的考慮，下面將集中

討論這些祭組進出三把制的情況。

←)唐高崇武后時期

與情代相比，三把制的祭把對象在唐高祖、太宗南朝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在

名稱上有異，如陪代的四望就是嶽鎮海潰。高宗繼位後，情況有所變化，釋奠、

先農、先蠶和先代帝王成為三把制的祭耙對象，五把從這一制度消失了。

釋奠是祭耙儒家先聖先師的禮儀，統治者以此表示對儒學傳統的尊重。情唐

兩朝是釋奠禮發展的關鍵時期，經過一番政策上的搖擺，最終確立了以孔子為先

聖、顏間為先師的制度，並建立了從記制度。(註 71) 隔代的三把制中沒有釋奠禮。

貞觀二十一年 (646) ，許敬宗指出 I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靶，

據理必須稟命。 J (註 72)此時釋奠禮尚未成為中肥。顯慶二年 (657) ，許敬宗奏請以

祭肥等級確定鐘豆數時，仍然提到「釋奠准中把Jo(註73)不久後，釋奠禮成為中記，

根據榮新江和史睿對俄藏耳x.3558 敦煌文書的復原，在顯慶年間修訂過的〈永徽

70. 劉昀等， {舊唐書卜卷 24' <禮儀志四) ，頁 929-934 。

71.高明士， {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頁 585一647 。

72. 劉H旬等， {舊唐書) ，卷鈍， <禮儀志四> '頁 918 。

73. 劉絢等， {舊唐書) ，卷 21 ' <禮儀志-) ，頁 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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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令〉中，釋奠禮是中肥。(註 74)

先農和先蠶的祭紀是象徵意義頗濃的儀式，分別通過皇帝親耕和皇后親蠶的

形式，來體現統治者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先農和先蠶的常把早已有之， (註 75)但進

入三把制還是在唐前期完成的。在永徽二年 (651) 頒佈的祠令中，先農己是中肥。

(註 76) 次年，高宗下制: I以先蠶為中靶，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J (註 77)

漢代以來不時舉行的先代帝王祭肥，直至隔代續建立常把制度， (註 78)至唐高

宗朝進一步系統化，並成為中肥。顯慶二年 (657) ，三年一祭的先代帝王常把制

度確立 I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辭配:祭

夏禹於安皂，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值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邦，以太公配;

祭武王於蝠，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於長暖，以蕭何配。 J (註 79)榮新江和史睿

的研究表明，先代帝王常把在顯慶年間成為中肥。(註 80)

最後說一下五肥，即五官之神。〈周禮﹒春官﹒大宗伯>: I以血祭祭社樓、

五肥、五嶽。 j 鄭玄注 I此五記者，五宮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

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臭神之子日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專收，食

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頓頓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J (註 81)

五記在陪代是中肥，但只是明堂、零肥、五方上帝等祭租的從前巴神，或在蜻祭中

出現。唐代依然沒有單獨的五宮之神祭肥，因此五爾巴退出三把制是不難理解的。

高宗武后時期進入三耙制的釋奠、先農、先蠶和先代帝王常肥，都是源自經

74. 榮新江、史睿， <俄藏敦煌寫本〈唐令〉殘卷(江x.3558) 考釋> '頁 5 。在此文中，作者認為，月x.3558 文

書是顯慶年闊的〈永徽令〉修訂版。近來他們修正了這一看法，認為該文書是顯慶年間的令式彙編。見

〈俄藏月x.3558 唐代令式殘卷再研究> ' <敦煌吐魯番研究} '9 (北京: 2006) ，頁 143-167 。儘管如此，兩

篇論文都認為文書包含了顯慶年間經過修訂的〈永徽鵑令〉的內容。後來，史睿進一步論證了顯慶年間

唐廷有修改令條以適應〈顯慶禮〉的舉動，兒<<顯慶禮〉所見唐代禮典與法典的關係> '收於高問時雄

編， <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7) ，真 121-127 。

75. 參見新城理蔥， <中國ω籍田儀禮位-:J It， τ> ' <史境} '41 (筑波: 2000) ，頁 28一33; <先蠶儀禮缸中間

仿蠶神信仰> ' <比較民俗研究} '4 (筑波: 1991) ，頁 10-16; <細記皇后 中國仿國家儀禮主養蠶> ' 
收於綱野善彥等編， <天皇記王權是考文 o} ，卷 3' <生產之流通} (東京:岩波書店 '2002) ，頁 1哇2-148。

76. 仁并由陸著，池個溫編輯， <唐令拾遺補} ，頁 488-489 。

77. 王濤， <唐會要卜卷 10 下， <皇后親蠶> '買 260 。

78. 顯慶之前先代帝王祭紀的演變，參見雷間， <試論階層對於先代帝王的祭紀> ' <文史} '78(北京: 2007) , 
頁 12是一127 。

79.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4 ' <禮儀志四> '頁 915 。

80 榮新江、史睿， <俄藏敦煌寫本〈唐令〉殘卷(月x.3558) 考釋> '頁 9-10 。

81 鄭玄注，買公彥疏， <周蹲注疏} ，卷 18 '頁 456一甚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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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歷史悠久的傳統祭肥，此前就已出現在國家把典中了。我們注意到，隔代三

兩巴制下的祭把對象較少，不少國家禮典中的常把尚未出現於其中，從高宗武后時

期開始，那些原先不在三爾巴制中的傳統祭儀逐漸被吸納進來，這一過程在唐宋時

期長期延續。五記在三爾巴制中的消失，開啟了非祭把主神的神靈退出這一制度的

進程。這些現象體現了在儒家體制框架下三把制的逐步清理完善，這是唐宋時期

三粗制演化的重要內容。

已)開元至貞元年間

玄宗朝以社會經濟繁榮著稱，文化成就也很突出。這一時期有一些新的祭儀

出現，並進入了三把制。然而，從〈聞元禮〉頒佈後至〈大唐郊耙錄〉成書前，

三耙制祭把對象的變動情況在史書中沒有記載，我們無從知曉天寶年間新創的祭

儀何時成為三把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選擇以開元至貞元年問為時間段，討論此

間三把制祭把對象的變化。這一時期進入三把制的有武廟釋奠禮、諸太子廟、五

龍祠、太清宮、九宮貴神、靈星、司人和司祿。

武廟釋奠禮為唐代首創。(註 82)唐初朝廷開始祭把齊太公，但太公廟釋奠禮是

在開元十九年 (731) 完成的 r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享，

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 J (註 83) 隨著祭耙場所、日期和配神的確定，武廟釋奠禮真正

建立起來了。次年頒佈的〈開元禮〉採納了這一做法 r仲春仲秋上戊，釋奠於

齊太公。」自注 r以留侯張良配。 J (註 84) 自此，武廟釋奠禮明確成為中肥。

太子廟祭記是唐代獨有的國家祭儀。唐代宮廷鬥爭激烈，時有廢點太子的現

象，太子廟起初是為被軾的儲君而建的，後來一些未被立儲的贈太子也加入進來。

開元三年 (715) , r右拾遺陳正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宮供記享上疏J ，c註 85)可見太子

廟祭耙已在國家祭把體系中了。此時廟中供奉了隱太子建成、章懷太子賢、懿德

82. 唐代武廟的具體研究，參見 David L. McMullen,“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 T'ang Studies , 7 (1989) , pp. 59-103 ;高明士， (階層貢舉制度)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頁 173一241 ;黃進興， <武廟的帽起與衰微(七迄十四世紀) :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 '收於周質

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 (國史浮海開新錄 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2) ，頁 249-282 。

83. 王縛， (層會要卜卷 23' <武成王廟> '頁 435 。

84. 蕭嵩等， (大唐開元禮) ，卷 1 ' <序例-> '頁 17 。

85. 王縛， (唐會要) ，卷 19 ' <諸太子廟> '頁 380-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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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重潤和節憨太子重俊的神主，其中重潤是贈太子。開元十二年、十四年，玄

宗追贈其兄弟拇和範為惠莊太子和惠文太子，將其神主耐於太子廟。在〈開元禮〉

中，諸太子廟就是此六廟，其常需巴為中記。開元二十二年，宣宗追冊其弟業為惠

宣太子，並耐於太子廟。隨著這些太子與後代皇帝的關係愈行愈遠，太子廟的地

位不斷降低。在〈大唐郊耙錄〉中，太子廟仍是中肥，不久後即被廢除 0 元和元

年 (806) ，太常寺上奏 I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是旁親。伏詳禮經，

無文享肥，官員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勒(亭，其屋宇請令宗正寺勾

當者。 J (註 86)太子廟的廢除，意味著三把制中不再有其位置。

五龍祠祭爾巴也是唐代新出現的祭紀禮儀。登基之前，玄宗通過各種途徑為奪

取帝位製造輿論，路州符瑞和龍池符瑞就是例子。(註 87)五龍祠祭紀的建立與龍池

符瑞有關。開元二年 (71往) ，玄宗下詔祭耙龍池。十六年， I詔置壇及祠堂，每仲

春將祭則奏之J '龍池祭紀實現了日常化。十八年，儀軌進一步豐富， I有司笈日，

池傍設壇，官致齋。設鐘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J 0 (註 88)在唐代，對那些日

期不定的常肥，大舵和中租用←曰，小而E用益日來確定日期，可見在擇日方面，

龍池祭記按小爾巴處理。龍池祭紀的建豆數與雨師相同，雨師是小肥。不過，不能

確定此時龍池常把是小爾巴還是「准小組扒在〈開元禮〉中，五龍祠常把是小肥。

道教出現後，逐漸對國家禮制產生有力影響， (註 89)而於玄宗統治時期進入了

高潮。玄宗崇尚道教，既是出自個人信仰，也有整合思想資源、改造意識形態的

意圈， (註 90)後者在禮制上有充分反映。五龍洞祭耙即有一定的道教色彩， (註 91)

86. 王縛， {唐會要卜卷凹， <諸太子廟> '頁 383 。

87. Thomas Thilo'池田混譯， <唐史仗打妙之3帝王符端。〉一例之老ω背景> ' {東方學> '48 (東京: 1974) , 

頁 12-27 。

88. 玉縛， {唐會要> '卷 22' <龍池壇> '頁 433 。

89. 參見雷間， <唐代道教與國家禮儀 以高宗封禪活動為中心> ' {中華文史論首要> '的(上海: 2002) ，頁
62一79; <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紀> '收於榮新江編， {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 2003) ，頁 64-70 。

90. 關於道教在玄宗統治時期的政治意義，參見 Timothy H. Barrett, Li Ao: Buddhist, Ttωist， or Neo. 
Confuc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7熊存瑞認為，天寶年間以太清宮和九宮貴
神祭記為代表的禮制改革，主要是玄宗為了追求長生不老，不含多少政治意圖。見 Victor Cunrui Xiong, 

“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 82.4-5 (1996) , pp. 284一306.這
種看法恐有偏頗。松浦千春和吳麗娛的研究都表明了太清宮和九宮貴神祭紀與皇權塑造之間的關係，見

松浦千春， <玄宗朝ω國家祭耙u王權j 仿 Vy ;t;1);(、 i心， {古代文化> '是9.1 (京都: 1997) ，頁是7-58 ; 
吳麗娛， <論九宮祭品巳與道教崇拜> ' {唐研究> , 9 (北京: 2003) ，頁 283-301 。

9l.雷間， <祈雨與唐代社會研究> ' {國學研究卜 8 (北京: 2001) ，頁 256-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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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貴神和太清宮祭記更是如此。九宮貴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

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祭耙融合了陰陽五行理論、道教學說和民間社會的

神仙信仰。(註 92) 因為術士蘇嘉慶的上奏，九宮貴神祭祖於天寶三載 (744) 建立，

其地位僅次於吳天上帝。(設 93)玄宗還曾經親自主持九宮貴神祭肥。太清宮是京城

內朝廷供奉和祭把老子的場所。該祭肥空間經多次改名後，於天寶三載被命名為

太清宮，此後其在國家禮儀中的地位明顯提高。在〈大唐郊紀錄〉中，九宮貴神

和太清宮都是大肥。

除了上面這些新創祭儀外，靈星、可民和司祿祭紀也進入三把制。靈星又名

龍星或天田星，被古人認為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賈達說 r龍第三有天自星，

靈者神也，故記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王辰日前巳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

相J 0 (註 9甚)裴關〈史記集解〉引張晏的說法 r龍星左角日天田，則農祥也，農見

而祭。 j 早在西漠，靈星祭耙就遍及天下了。(註 95)此後靈星祭把長期存在。隔代

「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J 0 (註 96)唐

代「立秋後辰，把靈星於國城東南J 0 (註 97)在〈開元禮〉中，靈星常把是小肥。

在〈大唐郊紀錄〉中，司人(司民卜司帳是小記。司民和司祿的常把此前就

已存在，隔代「於圓城西北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墟。而E以立

冬後亥J 0 (註 98)唐代武德貞觀時期， r立冬後亥，把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

城西北J 0 (註 99)後來這一制度沒有什麼變化。司中和司命在隔代已是小靶，司民和

司祿進入三記制的時間相當遲，在〈聞元禮〉頒佈後續成為小靶，因而為〈大唐

郊紀錄〉所記載。

在這一時期進入三爾巴制的祭把禮儀中，只有靈星、司民和司祿屬於傳統祭紀

的範疇，其他都是玄宗時期新建的祭儀。玄宗朝在禮制上多有建樹， <開元禮〉就

是典型倪子。不僅如此，一些新的祭爾巴禮儀建立起來了，並成為三把制的一部分。

92. 吳麗娛， <論九宮祭紀與道教崇拜> ' <唐研究} , 9 (北京: 2003) ，頁 283-301 。

93. 費j昀等， <舊唐書} ，卷鈍， <禮儀志四> '頁 929 。

94. 應的著，王利器校註， <風俗通義校註} (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卷 8 ' <靈星> '頁 359 。

95. 司馬遷， <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59) ，才會 28' <封禪書> '頁 1380 。

96. 魏徵等， <情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43 。

97.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4 ' <禮儀志四> '頁 910 。

98. 魏徵等， <階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47 。

99. \IDJ昀等， <舊唐書} ，卷 24 ' <禮儀志回> '頁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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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注意的是，道教對國家吉禮的影響進一步加大，不僅有道教因素對傳統禮儀

的滲透， (註 100)帶有濃厚道教性質的國家祭爾巴也被創造出來，並進入了三把制。至

宋代，這一進程更向縱深發展。

(主)北宋初年至英東時期

到了宋代，三把制的祭把對象進一步擴大。太祖至英宗時期，進入三記制的

有蜻祭、皇后廟、高裸、景靈宮、五福太一宮、周六廟、壽星、司寒、中雷、馬

租、先牧、馬社、馬步，太清宮和眾星退出了這一制度。

在唐代，不少在三耙制之外的傳統祭記被納入其中，到了宋代，這一趨勢仍

然延續。蜻祭就是例子。蜻祭是年終百神的合祭儀式，用來答謝百神的眷顧。在

北周和階層，蜻祭儀式極為隆重，但一直沒有進入三紀制，至北宋成為大肥。

皇后別廟進入三爾巴制的歷程也是在北宋完成的。皇后別廟與太廟升甜緊密相

關。皇后去世而皇帝依然在位時，皇后神主先供奉於別廟，皇帝去世後，帝后神

主一同升耐太廟。另一種情況是，皇帝冊封過的皇后不止一位，而升掰太廟的只

能是一帝一后，所以其他皇后的神主只能屈居於別廟。唐代的皇后別廟有四時致

祭的制度。睿宗即位後， I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親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

祭J 0 (註 101)開元四年 (716) ，睿宗去世，昭成皇后升甜，儀坤廟中剩下肅明皇后

的神主。禮官奏請 I今肅明皇后無耐配之位，請同姜媳、宣后，別廟而處，四

時享祭如舊儀。 j 按時致祭的制度沒有改變。(註 102) <開元禮〉規定，肅明皇后廟

「新修享禮，皆准太廟伊UJ 0 (註 103)這樣，肅明皇后廟除了四時享祭外，還有臘享儀

式， I荷槍大享時也舉行相應的典禮。次年，玄宗特令肅明皇后神主制於太廟睿宗

室，毀{義坤廟， (註 104)但是別廟享禮參照太廟的做法沒有自此消失。唐後期，敬宗

之母王氏、文宗之母蕭氏、宣宗之母鄭氏「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

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拾，五年一蹄，皆於本廟行事J 0 (註 105)唐代的三記制

100. 吳麗娛， <禮制變革與中晚唐社會政治> '收於黃正建編， <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卜頁 195-201 。

101.劉E句等， <舊唐書> '卷 25 ' <禮儀志五> '頁 950 。

102.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5 ' <禮儀志五> '直 951 。

103. 蕭寓等， <大唐聞元禮> '卷 1 ' <序例上> '頁的。
104. 劉E句等， <舊唐書> '卷 8 ' <玄宗紀上> '頁 199 。

105.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5' <禮儀志五> '頁 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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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沒有皇后別廟。北宋乾德元年 (963) ，孝明皇后去世， I始詔有司議置后廟，

詳定殿室之制，及孝蔥、孝明二后先後之次J '次年下令「別廟前E事，一準太廟」。

(註 106)宋代皇后別廟按時致祭的制度建立於此時。北宋的皇帝大多冊立或追冊過

幾個皇后，最終升甜的皇后也往往不止一個，一帝一后的限制不時被打破。(詮 107)

儘管這樣，別廟還總是供奉著或多或少的皇后神主。正因為如此，后廟在北宋長

期居於大把之列。

高裸祭紀是一種與生育崇拜有關的古老祭肥。(註 108)東漢就有官方的高裸祭

耙 I仲春之月，立高標祠於城南，而巴以特牲。 J (註 109)此後官方的高裸常把長期

存在。(註 110)至唐代，高裸不再是常把對象， I唐明皇因舊〈月令卜特存其事。開

元定禮，已複不著J ' (註 111)直到宋仁宗朝纜復興。仁宗長期無桐，景祐四年(1037)

於南郊建造高裸祭壇。寶元二年 (1039) ，皇子昕出生， I遣參知政事王躍以太牢

報祠，准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觸，著為常靶，遣兩制宮攝事J ' (註 112) 高裸常

把建立。據〈慶歷紀儀} ，高標祭紀建豆各十二， (註 113)與大紀的規定相符。〈慶歷

耙儀〉成於慶歷四年(1044) , (註 114)高標很可能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大紀的。

從太祖至英宗朝，有不少傳統祭儀成為小肥。七紀之一的中雷是經典中重要

的祭把對象。(註 115)在唐代，七紀是太廟時享的一部分， I司命、戶以春，質量以夏，

中雷以季夏土王日，門、厲以秋，行以冬。 J(註 116)季冬臘享和蹄拾大祭時，七記

同時舉行，當太廟四時享祭時，其他六神「各因時享祭之，惟中霄季夏別祭J 0 (註 117)

106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0 之 1 '頁 548 。

107. 北宋皇后冊立與升甜的情況，參見趙冬梅， <先需皇后與今上生母 試論皇太后在北宋政治文化中的

含義> '收於張希清、田浩、黃寬重、于建設編， {1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頁 391-400 。
108. 池田末利， {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 制度記思想> (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 1989) ，頁 602-622 。

109. 司馬彪， {續漢書﹒禮儀志上卜〈後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65) ，頁 3107 。

110. 魏徵等， {惰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46-1吐7 。

111.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禮志六> '頁 2511 。
112. 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禮志六> '頁 2512 。
113. 歐陽修等， {太常因革禮卜卷 79' <春分把高裸> '頁 565 。

114. 李弄壞， {續資治通豆豆長編> '卷 146 '慶歷四年正月辛卯條，頁 3533 。

115. 晃時傑 (Robert L. Chard) 對整個中函古代的七把進行了通盤研究，參見 Robert L. Chard,“The 
Imperíal Household Cults," in Joseph P. McDermott ed. , S的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7-266.關於唐代的七紀，參見西岡市祐， <{大層開

元禮〉 ω七前E泣。 v'τ> ' {國學院雜話、> '97.11 (東京: 1996) ，真 88-100 。
116. 蕭嵩等， {大唐聞元禮> '卷 37' <皇帝時享於太廟> '頁 212 :卷 38' <時享於太陣勢有司攝事> '頁 219 。

117. 蕭嵩等， {大唐聞元禮> '卷 37' <皇帝時享於太廟> '頁 212 :卷 38' <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 '頁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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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七耙皆在三把制外，到了北宋，獨立性較強的中霄率先成為小肥。

司寒在劉宋時期即已有常把制度。(註 118) 惰代的制度與劉宋相似 I季冬藏

冰，仲春聞冰，並用黑牡租奈，於冰室祭司寒神。 J (註 119)唐代武德貞觀年間延續

了這一制度。(註 120)在〈開元禮〉中，司寒正祭改在孟冬進行，仲春開冰和季冬藏

冰時，雖然仍行祭紀司寒之禮，但正祭地位被取消。(註 121)司寒在唐代沒有進入三

把制。(註 122)孟冬進行司寒正祭的做法在五代和北宋的大部分時期都被遵行。例如

後周顯德元年 (955) ，有詔令提到 I據〈月令卜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

祠，一且准〈月令〉施行。藏冰、開冰，祭司寒之神，事屬別祭。 J (註 123)孟冬的

司寒常把在北宋成為小肥，遺體現了三把制向外擴展的狀態。

壽星祭租出現於秦代，司馬貞〈史記索隱}: I壽星，葦南極老人星也，見則

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張守節〈史記正義}: I角、亢在辰為壽星。三

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 J (註 124)在此後

的國家祭紀中，壽星祭品E時有時無。開元二十四年 (736) ，因為有人奏請，玄宗

下敕 I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耙典。」不久，玄宗「敕壽星

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J (註 125)北宋的壽星常把確立於景德三年

(1006) , I用前靈星小祠罐，其壇亦如靈星壇制，築於南郊，以秋分日祭之。J (註 126)

此時的壽星常紀只是按照小紀的規格進行，後來正式成為小肥。

諸馬祭在北宋時期從軍禮改屬吉禮，並成為小記。陪唐時期，馬旭、先牧、

馬社、馬步祭耙一直屬於軍禮，分別在每季仲丹舉行。戰馬在冷兵器時代威力巨

大，因此為政很受重視，諸為祭也成為軍禮的一部分。軍禮主要包括皇帝、將帥

118 沈約， {宋書} ，卷 15 ' <禮志二> '頁 411 。

119. 魏徵等， {情書} ，卷 7 ' <禮儀志二> '頁 148 。

120. 劉昀等， <舊唐書} ，卷 24 ' <禮儀志四> '頁 911 。

121 蕭嵩等， {大層開元禮卜卷 51 ' <孟冬祭司寒> '頁 288 。

122. 據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卷 11 ' <禮樂志-> '頁 310 '司寒是小肥，但其他史書沒有這樣的記載。

從唐代建立到〈大唐郊紀錄〉成書之間，司寒常把一直不是小龍。〈新唐志〉記載的三扼制也不可能是

〈大唐郊紀錄〉成書後的情形。唐後期，九宮貴神一直處於三爾巴制之中，風師和雨師都是中靶，而〈新

唐志〉的三把制中沒有九宮貴神，風飾和雨師是小紀。〈新唐志〉三爾巴制的記載相當可疑，不能作為判

斷的依據。

123. 王欽若， {冊府元龜} (北京:中華書局， 1960) ，卷 596 ， <掌禮部﹒謬妄> '頁 7155 。

12甚司馬遷， <史記} ，卷 28' <封禪書> '頁 1376 。

125. 王縛， {唐會要} ，卷 22 ' <紀風自市雨的雷師及壽星等> '頁是27 。

126. 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禪志六> '頁 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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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前的各種臨時祭紀，以及講武、田獵等非祭紀性軍事禮儀。諸馬祭比較特別，

有固定的祭爾巴時間和地點，性質反而與吉禮較接近，因而統治者在制定祭儀時，

時常與吉禮放在一起。唐代「馬租、為社、先牧、馬步，連、豆各八J ' (註 127) 其

建豆數與小把一致。諸馬祭的情況與司寒類似，雖然在〈新唐書﹒禮樂志〉中是

小組， (註 128)但這一記載不可信，從其他史書中都無法得到佐證。到了北宋，諸馬

祭續從軍禮轉到吉禮，並成為小肥。在〈太常因革禮〉中，雖然諸馬祭的篇章供

失，但在目錄中，諸馬祭仍屬於軍禮。因此，諸馬祭進入吉禮並成為小肥的時間，

應該是在該禮典完成與英宗去世之間，即治平二年 (1065) 至四年。諸馬祭退出

軍禮之列，轉而歸屬吉禮，這體現了宋代禮制建構的合理化傾向。

除了上面這些傳統禮儀外，一些新創祭爾巴也成為三記制的一部分。周六廟即

後周太廟，後周政權成立後，建立了太廟，供奉信祖、信租、義祖和慶租。太租

和世宗去世後，也耐於此。宋太祖甫登基即下詔 r蚓惟砂躬，逮事周室。誼歌

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

令有再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王己行禮。 J (註 129)在中圓古

代，新政權建立後，常通過三王三佫等制度，與前朝政權的後裔結成賓主關係。

宋太祖如此重視前朝的優廟祭記是很少見的。因為祭紀的是前朝太廟，這一禮儀

在性質上介於吉禮與賓禮之間，因此〈宋史﹒禮志〉在吉禮和賓禮中都有記載。

然而這終究是一時之舉，用以顯示政權轉移的合法性。隨著政權的鞏臣，宋人與

後局的關係愈加隔膜，這一制度在北宋後期的衰落和消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進入三記制的新創祭儀中，還有景靈宮和十神太一祭肥，兩者都具有濃厚

的道教性質。景靈宮建立於真宗時期，大中祥符五年(1012) , r聖祖臨降，為宮

以奉之J 0 (註 130)聖祖即黃帝，是宋朝追認的祖先。九年，景靈宮建成， r禮儀院言

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

著為定式J 0 (註 131)天禧二年 (1018) , r景靈宮判官、知制措劉筠請令禮儀院、宗

127 李林甫等， (唐六典> '卷 15 '頁 445 。

128. 歐陽修、朱祁， (新唐書> '卷 11 ' <禮樂志一> '頁 310 。

129. 脫脫等， (宋史> '卷 119' <禮志二十二> '頁 2796 。

130 脫脫等， (宋史卜卷 109 ' <禮志十二> '頁 2621 。
131.李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卜卷 88 '大中祥符九年十月王申條，頁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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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寺約唐朝〈太清祠令〉撰集〈景靈宮前司令) ，付本司遵守，從之J 0 (註 132)景靈富

的祭把程式參照唐代太清宮而成，其道教色彩可見一斑。從仁宗開始，圓家在景

靈宮祭爾巴中加入了不少儒教祭爾巴因素，但這一祭紀依然以道教性質為主。(註 133)

五福太一宮供奉十神太一，同樣具有濃重的道教性質。五福太一居十神太一

之首， (註 134) 因此常用來指代十神太一，史書中就有「五福十太一」之稱。(註 135)

「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圈，民受其帽，以數推之，當在吳

越分，故令築宮以前巴之J '太平興國六年 (981) ，蘇州太一宮建成。(註 136)八年，

司天宮楚芝蘭上言 r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東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蘇

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作宮，則萬乘可以親誨，有司便於抵事，何為遠趨江水，

以蘇台為吳分乎 ?J 太宗下令修建，並由楚芝蘭與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制定祭法。

(註 137) 同年宮落成。除五行思想外，十神太一祭施還有明顯的道教痕跡，例如太

宗同意在京城修建五福太一宮後， r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把儀及瞧法J 0 (註 138)通

過移宮法和太一神的冠服，亦可見十神太一祭紀道教性質濃厚。(註 139)

太祖至英宗時期，退出三兩E制的有太清宮和眾星。太清宮是唐代官方的道教

祭紀中心，老子被唐代統治者視作遠祖。宋代皇室姓趟，他們與老子的關係已較

唐代疏遠了。宋代的景靈宮既供奉趙宋祖先，又是道教祭耙場所，正好取代了太

清宮的作用。宋代統治者不再舉行太清宮常甜，只行時日不定的特肥。眾星只是

美天上帝祭紀的從前巴神，沒有獨立的常肥，退出三記制是合情合理的。

從太祖至英宗統治時期，三記制下的祭耙對象在原有基礎上又有增滅。從總

體上看，唐代以來三記制在祭耙對象方面的演進趨勢得到了延續。一些傳統的吉

132 李熹， (續資治通警長編) ，卷 91 '天禧二年三月T巳條，頁 2106 。

133. 吾妻軍二， <宋代ω景靈宮泣-:J 1" τ一一道教祭紀之儒教祭爾巴ω交差> '收於小林正美編， (道教ω齋法

儀禮ω思想史研究) (東京:知泉書館， 2006) ，頁 283-333 。另外，山內弘一對景靈宮的道教性質也有

細緻的論述，參見山內弘一， <北宋時代ω神御殿主景靈宮> ' (東方學卜 70 (東京: 1985) ，頁的一60 ; 
Yamauchi Kδichi，“State Sacrifices and Daoism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Memoi的 01 the 
Research Dψartment 01 the Toyo Bunko , 58 (2000), pp. 12-16. 

134 玉應麟， (玉海) (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 ，卷 100 ' <太平興國太一宮> '頁 1885 。

135. 李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卜卷 346 '元豐七年六月乙商條，頁 8313 。標點本在「五福j 和「十太一」之
間點銜，誤。

136. 李黨，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22 '太平興圓六年十月甲午條，頁 503-504 。

137. 李買票，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24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丁巳條，頁 545 。

138 脫脫等， {宋史卜卷 461 ' <方技﹒楚芝蘭傳> '頁 13501 。

139. 圾出祥伸， {中國古代θ占法一一技術之咒術ω周邊} (東京:研文出版社 '1991) ，頁 200-203 。吳麗娛

對十神太一的道教性質也有深入探討，見〈論九宮祭紀與道教崇拜> ' (唐研究〉峙，頁 304-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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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式進入這一制度，多數都是小肥，這說明了國家進一步整合處於吉禮體系邊

緣的祭耙禮儀。與此同時，通過進入其中的新建祭儀可以看到，道教對國家吉禮

制度的影響在逐步增大。

(四神東時期

神宗時期以制度改革著稱，禮制變革是其中一部分。三兩巴制祭把對象的變化

集中發生了兩次。熙寧四年 (1071) ，神宗下詔 I以諸寺監祠事隸太常，以肅奉

神之禮。 J (註 140)太常主簿楊傑編修了〈熙寧太常祠祭總要} 0 {宋史﹒禮志} : 

凡才巳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才巳三十:正月上辛祈毅，孟夏季托，季秋大

字明堂，冬至園丘祭旻天上帝，正月上辛又非已成生帝，四立及土王日札

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增祭百神，夏至祭皇

地祇，孟冬祭神 j1i 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臘日

祭太社、太稜，二仲九宮貴神。中托九:仲春祭五龍，立春後丑日尋巳風

師、亥日亭先晨，季春巳日亭先蠶，立夏後中日才巳兩師，春秋二仲上丁

釋其文宣玉、上戊釋奠式成王。小托九:仲春才巳馬祖，仲夏亭先牧，仲

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紀中霄，立秋後辰日托靈星，秋分

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誰 141)

這段史料沒有明確的時問，但若將大、中、小龍的構成，與表一〈熙寧太常祠祭

總要序〉的內容對此，兩者完全吻合。「凡祖典皆領於太常」也體現了〈熙寧太常

祠祭總要〉的精神。因此， {宋志〉這一記載源自〈熙寧太常祠祭總要〉。接在這

段引文之後的是 I其諸州奉肥，則五郊迎氣日祭嶽、鎮、海、潰，春秋二仲享

先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爾巴。于|、l縣祭社擾，奠文宣王，把風雨，並如小肥。 j

這一舉措與以往有所不同，朝廷以祭紀的執行機構為界，將太常寺舉行的常把列

入三記制的範圈，地方政府舉行的常把只是參照中記和小肥的規格進行。

不久後，高標回到了大租的行列，輔神也成為大肥。(註 1是2)醋神被認為可以使

140. 王應麟， <玉海卜卷 102 '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 ，頁 1943 。

141.脫脫等， <宋史} ，卷 98' <禮志-) ，頁 2425 。

142. 脫脫等， <宋史卜卷 98' <禮志一) ，真 2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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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免受棋握之霄， I歷代書史，悉無祭醋儀式J '其常把建立於慶歷年間。(註 143)

在〈政和五禮新儀〉中，輔神不在三把制中，也不見祭耙內容。還有一個重要變

化是景靈宮沒有被列入三記制的範圈， {政和五禮新儀〉有景靈宮祭肥的儀軌，但

依然沒有標明其祭肥等級。景靈宮在北宋後期仍很重要，卻退出了三紀制，我們

不清楚裡面的原因，只能暫且存疑。

神宗統治後期又一次出現三把制下祭品巳對象的變化。〈宋史﹒禮志): I神宗

詔改定大把: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蜻為四，東西措主日配月;

太廟月祭朔。而中記:四望，南北蜻。小記:以四立祭司命、戶、電、中霞、門、

厲、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 J (註 144)蜻祭一分為四，是在元豐

六年( 1083 )出現的。(註 145)據此可推斷，神宗是元豐六年後下詔更改三把制

祭紀對象。此期三把制祭爾巴對象的變化，主要是原有祭肥的回歸和擴大。蜻祭分

為東西南北四措就是如此。朔日祭太廟和月薦新太廟是太廟祭紀範圓的延伸。嶽

鎮海潰的中把地位恢復。太一宮除了東太一宮和西太一宮，還有中太一宮，故後

者的常把也是大肥。此外，孟冬的司寒正祭取消，季冬藏冰和仲春出冰重新成為

正祭，並取得了小組地位。(註 146)繼中雷後，七紀中的其他六神也進入了三把制。

在唐代，此六神的祭耙分別隨太廟時享而舉行。太廟臘享和精給大事時，七把同

時舉行。(註 147)北宋後期，七租出現了獨立化傾向 0 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上言:

「伏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姐:立夏祭電於廟門

之東，制肺於姐:季夏土王日祭中霄於廟庭之中，制心於姐;立秋祭門及厲於廠

內外之西，制肝於旭;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姐。皆用特牲，更不隨時

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宮，服必玄冕，獻必薦熟。其親祠及臘享，即

依舊禮遍祭。」神宗批准了這一奏請。(註 148)太廟時享只規定祭紀丹份，具體時

間須靠←日確定。從元豐四年開始，七爾巴有確定的祭紀時間，不再分別與太廟時

享掛鉤，舉行太廟締治大享時，也不再遍祭七記。在臘享和皇帝親把太廟時，七

143. 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禮志六> '頁 2523 。
144. 脫脫等， <宋史> '卷間， <禮志-> '頁 2425一2426 。
145. 李黨， <續資治運鑑長編> '卷 332 '元豐六年正月癸未染，頁 7997 。

146. 說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禮志六> '頁 2519 。
147. 蕭嵩等， <大唐聞元禮> '卷 39 ， <皇帝拾享於太廠> '頁 228 :卷哇。， <拾享於太廟有司攝事> '頁 236 : 

卷 41 ' <皇帝締享於太廟> '頁 245 :卷 42 ' <締享於太廟有可攝事> '真 251 。

148. 李黨， <續資治通警長編> '卷 3時，元學四年十月辛未條，頁 7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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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巳還是一起舉行。七記具備了很大的獨立性，這是其進入三把制的重要因素。

(劃徽祟時期

以〈政和五禮新儀〉為標誌，北宋禮制在徽宗朝完成了定型。〈宋史﹒禮志> : 

「政和中，定〈五禮新儀> '以榮惑、陽德觀、帝肅、坊州、|朝獻聖祖、應天府把大

火為大爾巴;雷神、歷代帝王、寶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車鼎、晶鼎、魁

鼎、會應廟、慶成軍祭后土為中兩B ;山林川澤之屬，州縣祭社韓、祖風伯雨師雷

神為小肥。 J (註 149) 山林川澤和歷代帝王是重新回歸三把制，會應廟是從五龍祠發

展而來的。(註 150)其他進入三把制的常把中，有不少是宋代新創的，且多與道教有

關，這與神宗時期三把制祭把對象的演化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禮制以外的力量作

用於三把制的進程，在北宋末年進入了高潮。(註 151)

根據五行理論，宋代佔據火德，火運說對宋代禮制有著深刻的影響，這在北

宋後期及南宋表現的尤為明顯。(註 152)大火星和獎惑星祭前己的興起，就是火運說在

禮制上的反映。大火祭租出現較早。仁宗年悶，禮官上言 r國家有天下之號實

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作為壇兆，秩把大火，

以關伯配。建辰、建戌出納之丹，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鐘豆、牲幣得

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 J (註 153)康定元年(1040) ，大火祭記在南京應天府

建立，其祭把所用的邊豆牲幣參照中爾巴，這說明大火祭記還不是中肥。在〈政和

五禮新儀〉中，應天府大火祭組成為大肥。

建中靖圓元年 (110 1) ，朝廷建造陽德觀，作為榮惑的祭把場所。那時焚惑祭

耙並不經常舉行，更沒有進入國家把典。崇寧三年 (110吐) ，太常博士羅畸上言:

「朝廷比者就國之陽，特開琳館，以妥其靈，固宜仿太一宮，遣官薦獻，或立壇於

南郊，如把靈星、壽星之儀，著之禮典，以時舉之，庶幾上稱陸下嚴奉真靈之意。」

149. 脫脫等， {宋史) ，卷闕， <禮志-) ，賞 2426 。

150. 小島毅， <宋代ω國家祭把一一〈政和五禮新儀〉 ω特徵) ，收於池田溫編， {中國禮法之日本律令制〉

(東京:東方書店， 1992) ，頁 467 。

151.徽宗時期的道教崇拜，參見宮川尚志， <宋仿徽宗主道教) , {東海大學文學部紀要卜23 (東京: 1975) , 
頁 1-10 ;羊華榮， <宋徽宗與道教) , {世界宗教研究卜 3 (北京: 1985) ，頁 70-79 。

152. 劉複笠， <宋朝「火運」論略 兼談「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 ' {歷史研究卜3 (北京: 1997) , 
真 92-106 。

153. 李療，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129 '康定元年十月庚子條，頁 3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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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54) 次年， r既又建獎惑瞳於南郊赤帝瞳譴外，令有司以時致祭，增用圭璧，火

德、榮惑以關伯配，俱南向J 0 (註 155)按時致祭的制度建立起來，榮惑常把成為圓

家爾巴典的一部分。大觀四年 (1110) ，議禪局上奏 r聖朝以火德王天下，寅奉焚

惑，外立瞳墟，內建閩宇，秩視大祠，道迎景腕，以福天下，德至厚也。 J (註 156)

從「秩視大祠」判斷，榮惑仍未成為大斑，只是祭耙規格參照大肥。隨著〈政和

五禪新儀〉的頒佈'榮惑常把成為大肥。

陽德觀除了一度是榮惑臨時祭紀的場所外，還用來舉行火德星君祭肥，即陽

德觀祭肥。火德星君是祝融的道教化形象，以關伯相配。崇寧三年 (1104) , r翰

林學士張康國奏，乞應天下崇寧觀並修火德真君殿，依陽德觀殿，以離明為名，

從之J 0 (註 157)次年，禮部上言 r離明殿增關伯位。按〈春秋〉昭公〈傳〉曰:

五行之宮，封為上公，記為貴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關伯，陶唐氏之火正

也。祝融既為上公，則闕伯亦當服上公衰冕九章之服。 J(註 158) 陽德觀祭紀是崇寧

三年後逐步健全的，直到〈政和五禮新儀〉頒佈後，成為大肥。

比起陽德觀祭靶，北宋末年道教對吉禮的影響在坊州聖組祭祖上更明顯體

現。為了克服遭淵之盟帶來的政治危機，真宗頻繁製造道教靈異事件，來佐證其

統治合法性，聖祖崇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大中祥符五年(1012) ，真宗向臣下講

述了夜夢聖祖降臨之事，天尊告知真宗 r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租，

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 o 後唐

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 J (註 159)天尊即趙宋始粗，

降臨人間成為黃帝。朝廷通過種種舉措來提高聖祖的地位。(註 160)地方上紛紛建立

供奉聖租的宮觀。坊州是黃帝的故鄉，七年，禮儀院建議，坊州軒轅廟祭爾巴黃帝

的祝文格式參照唐玄宗的舉陶祭靶， r其禮料不用葷血J '得到批准。(註 161)坊州聖

祖祭記在真宗朝沒有進入三把制。〈政和五禮新儀〉頒佈後，坊州朝獻聖祖成為大

154.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9 之 14 '頁 759 。

155. 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禮志六> '頁 2514 。
156.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的之 14 '頁 759 。

157.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8 之 38 '頁 751 。

158.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9 之 13 '頁 759 。

159. 李寢，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 79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條，頁 1798 。

160. 脫脫等， <宋史卜卷 104 ' <禮志七> '頁 2541-25鈞。
161.徐松， {宋會要輯稿} ，積 14 之 17 '頁 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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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並有了明確的祭把程式 I仲春、仲秋，朝獻聖祖天尊大帝於坊州，以有熊

氏、相風后、后土、力牧肥享。 J (註 162) 其道教性質不改，祭租用青詞祝版。(註 163)

九鼎的鑄造是徽宗在贖樂制度上的重大舉措。(註 164)崇寧初年， I朝廷方協考

鐘律J '方士魏漢津「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

(註 165)崇寧三年 (1104) , I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鼎九J '次年告成，

「於中太一宮南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埠士兒，填如方色，外築垣環之，日九

成宮J 0 (註 166)帝鼎居中央，為大肥。寶鼎居北方，牡鼎居東北，蒼鼎居東方，岡

鼎居東南，彤鼎居南方，車鼎居西南，晶鼎居西方，魁鼎居西北，為中肥。它們

的祭肥等級在〈政和五禮新儀〉得到了確認。在九鼎祭紀的創立過程中，道教的

影響不可忽視。魏漢津就是道士，九鼎的祭把地點也帶有很強的道教色彩。〈宋史﹒

禮志} : 

鄭居中言: I毫卅太清宮道士王與之進《黃帝崇天才巳鼎儀訣)) ，皆本於天

元玉冊、九宮太一，今於漢津所授上帝錫夏禹隱文。同修為《祭鼎儀範)) , 

修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範》六卷。」先是，詔曰: I九鼎以莫九

卅，以禦神奸，其用有法，後失其傳。閱王與之所上《才巳儀)) ，推鼎之意，

施於有用，蓋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綿i墊，文字雜蝶，可擇其當理合經，

修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書成，並以每歲才巳鼎常典，付有司行之。

(吉主 167)

國家的九鼎祭儀出自道士之手，可見道教對吉禮的影響力度。

北宋末年，方術對國家吉禮也有不小的影響，集中表現為后土祭記。后土祭

記起源很早，曾經是主要的官方祭地儀式，因為濃厚的方術色彩，在西漢末年被

162.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卜卷 3 ' <序例三> '頁 143 。

163.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卷 115' <坊州朝獻聖祖儀> '頁 60哇。

164. 徽宗時期的樂制改革，參見松本浩一， (宋代ω道教之民間信仰} (東京:汲古書院'2006) ，頁 276-291 ; 
J oseph S. C. Lam,“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
dom," in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 Emρ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
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01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01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395-452. 

165. 脫脫等， (宋史} ，卷是62' <方技﹒魏漢津傳> '真 13526 。

166. 脫脫等， (宋史} ，卷 10哇， <禮志七> '頁 2544 。

167. 脫脫等， (宋史卜卷 104 ' <禮志七> '頁 2544一2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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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祭記取代。(註 168)扮陰后土祭舵在後代只是偶爾為之，沒有固定的時間和程

式。至北宋，情況有所改變。太平興國四年 (979) , r詔重修后土廟，命河中府歲

時致祭，下太常禮院定其儀。禮院請依先代帝王用中祠禮J 0 (註 169) 后土祭爾巴參照

先代帝王祭肥，使用中肥的儀節。英宗時期，后土祭耙分別在仲春和仲秋舉行，

但仍不在三把制中。(註 170)慶成軍祭后土在〈政和五體新儀〉中被定為中肥。

在新進入三扼制的祭把中，雷神常爾巴較少受到傳統禮制之外的因素影響。天

寶五載 (7吐6) ，唐玄宗下詔 r令雨師風伯久列常祠，唯此震雷未登群望，其已

後每爾巴雨師，宜雷神同祭。 J (註 171)雷神進入了國家把典，成為吉禮，但還附屬於

雨師祭肥，實行同壇共祭。在宋代，雷神常把依然與雨師同時舉行，但是雷神已

經有了獨立的祭壇，與雨師壇向墟。〈宋史﹒禪志): r雨師壇、雷師檀高三尺，

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 J (註 172)可見，雨師壇和雷師壇在皇祐之前就已經分

開。因為雷神祭前已有了相當的獨立性，在徽宗的禮制改革中，將其列為中肥。從

祭儀來看，雷神祭耙沒有背離儒家的禮儀範疇。

州縣社韓、風師、雨師和雷神的常把也成為小組。在唐代，州縣社韓、風師、

雨師等常把就已在吉禮體系中了， {開元禮〉規定: 川、|縣社韓、釋奠及諸神祠並

同小肥。J (註 173)如前所述，在神宗熙寧年問，這些地方祭肥的等級也是「如小記J ' 
直到〈政和五禮新儀) ，續確立了什|縣社韓、風師、雨師和雷神的小把地位。

徽宗時期三扼制祭把對象的變化，主要仍表現為傳統祭儀的充實，以及帶有

其他意識形態色彩的新建祭儀的進入。一方面，雷雨申、州縣社稜、風師、雨師和

當神的常爾巴成為小肥，說明國家對儒家性質傳統禮儀的整合仍在延續，並進入了

尾聲。與此同時，大量建立於宋代的非儒家禮儀進入了三把制，而且多數都是大

肥。由此可見，北宋末年道教、五行思想、方術等因素影響國家體制之大。

以上我們探討了唐至北宋時期三耙制下祭把對象的變化。這一時期，各種祭

紀有進有出，進入的祭紀遠遠多過退出的，原因各有不同。吉禪內部的調整演化，

168. 金子修一， <古代中國主皇帝祭耙} (東京:汲古書院， 2001) ，頁 86-94 。

169.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28 之 40 '頁 1039 。

170 徐松， <宋會要輯稿} ，禮 14 之 1 '頁 587 。

171.玉欽若， <冊府元龜} ，卷 33 ' <帝王部﹒崇祭肥二> '頁 363 。

172. 脫脫等， <宋史} ，卷 103 ' <禮志六> '頁 2517 。
173. 蕭嵩等， <大唐開元禮卜卷 1 ' <序例上>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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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教為首的意識形態力量對禮儀領域的影響，是兩個主要因素。在三扼制的祭

耙對象中，有核心，也有邊緣。核心是那些在三把制中長期佔據位置的神祇，天

地郊爾巴和太廟是最典型的代表。邊緣是那些在三耙制中停留時間較短的神靈，它

們更能體現出吉禮和三爾巴制的時代特性。三兩巴制的邊界作用與爾巴典類似。而E典主

要用來確定國家禮儀、淫爾巴及其中間地帶的界限。(註 174)三把制則主要用來體現祖

典內諸多祭品巴的重要程度，確定祭耙程式，這是國家禮儀制度規範化的一種體現。

雷聞指出，在唐宋時期，隨著爾巴典的開放，地方祠耙逐步被納入其中，尤其是北

宋後期賜額賜號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中央政府實現了對地方洞紀的直接控制，從

而建立起一值皇權支配的新的神明體系。(註 175)這種建立新的神明體系的努力，不

僅體現在地方祠記層面，在整個吉體體系內都存在。在唐至北宋時期，進入三紀

制的祭龍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新出現的祭記，另一類是早就在紀典內卻還沒有

進入三把制的那些祭記。朝廷將更多的神靈置於三耙制下，制定其祭肥等級，以

顯示這些祭肥的重要程度，從中可以看到唐至北宋神明體系演變和定型的過程。

同時，隨著三把制下祭紀內容的增多，吉禮體系的規範化程度也大為改觀了。

五、結論

唐宋社會變遷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重要話題，自從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

以來，相關的研究不計其數。(註 176)從總體來看，儘管對程度的估計和對過程的解

釋頗有差異，但學者們大多認為，經過唐宋時期的一系列變化，政治上由貴族政

治轉向皇帝獨裁政治，經濟上取得了極大的發展，思想上儒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

174. 關於耙典和淫祠問題，參覓雷間. <唐代地方祠紀的分層與運作 以生祠與城隍神為中心> • {歷史研
究>.2 (北京: 2004) ·頁 27-41; <唐宋時期地方祠耙政策的變化一一兼論「租典」與「淫祠」概念的

落實> • {唐研究卜 11(北京: 2005) ·頁 269-294 。

175. 雷間. <唐宋時期地方祠把政策的變化 兼論「紀典J 與「淫帽J 概念的落實> • {唐研究> .11.頁 275

一292 。

176. 關於唐宋變革論的學術史探討，參見包粥德. <唐宋轉型的反思 以思想的變化為主> • {中國學術> • 
3 (北京: 2000) ·頁 63-87 ;緣樟楠. <模式及其變遷一一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 • {中國文化研
究卜 3 (北京: 2003) .頁 18→31 ;張廣達.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及其影響> • {唐研究卜 11(北京:

2005) .真 5-71 ;柳立霄. <何謂「唐宋變革J> 付中華文史論叢卜 81 (上海: 2006) ·頁 125-171 ;妹

尾達彥. <世界史。〉時期區分之唐宋變革論> • {中央大學文學部史學紀要> '52 (八王子: 2007) ·頁 19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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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全面勝利，社會上地方精英興起。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背景下，禮制發生了

什麼樣的變化是值得關注的話題。唐宋時期禮制變化比較劇烈，作為五禮之首，

吉禮的變化更是引人注目。我們選擇了大肥、中肥和小組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從

這一角度來探討唐宋吉禪的變遷。

三兩巳制出現於惰初，是〈周禮〉中的祭舵等級觀念制度化的產物，主要用來

表現吉禮內諸祭肥的重要程度。在陪代，這一新建的制度還很不成熟，主要表現

在兩個方面。首先，在祭肥等級性方面，三扼制缺乏外在的體現。大、中、小把

分別是朝廷對諸多常把重要程度的認定，但在精代，只有個別的祭祖環節表現出

不同等級常把之間的差別。換言之，雖然三記制已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但仍

是更多地停留在觀念層面，在操作層面還很不充分。其次，在祭記對象方面，三

把制所包含的常把比較有限，為數不少的國家常把還不在其中。唐至北宋時期，

三把制在這兩方面都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唐至北宋時期，祭肥等級制逐步落實。我們從齋戒、祭品和祭把人員三個方

面進行了考察。從唐前期開始，朝廷從操作層面加強了大、中、小爾巴之間的級差，

祭紀的等級性在儀式的一些環節中得到了體現，並在北宋進一步展開。受制於傳

統，三記制的層次過少，只有大記、中記和小爾巴三個級別，不足以完全準確地反

映各種常把重要性的差別。儘管這樣，這一時期祭肥等級制的演進還是卓有成效

的，三扼制在操作層面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落實，吉禮體系因此更為秩序化。

唐至北宋時期，儘管有進有出，三扼制中的祭把對象還是明顯增多。從唐前

期開始，朝廷就為一些已在記典內但尚未進入三記制的傳統禮儀制定等級，使之

成為三把制的一部分。這一進程至北宋仍在持續。這樣，吉禮內部有更多的常把

進入三記制，朝廷藉以確認這些常紀的重要程度，並努力使其祭耙規格與已在其

中的祭耙平齊，從而實現祭紀的規範化。諸馬祭從軍禮轉向吉禮的例子說明，這

一進程也包含了軍禮和吉禮之問界限的調整，這有助於五禮體系的完善。從唐玄

宗時期開始，大量與傳統禮制迴異的祭紀出現，並在三扼制中得到了相應的級別，

道教、五行理論等因素都在其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北宋末年，這一股浪潮達到頂

峰。有了以上這些力量，並結合朝廷控制地方祭爾巴的努力，一個新的國家神靈體

系由此而成立。



320 清華學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公羊壽傳，何休解話，徐彥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

王渣， <大唐郊耙錄> '東京:古典研究會， 1972 。

王欽若， <冊府元龜> '北京:中華書局， 1960 。

王縛， <唐會要> '北京:中華書局， 1955 。

王應麟， <玉海> '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哇。

司馬光， <資治通鑑> '北京:中華書局， 1956 。

司馬遷， <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59 。

宋敏求， <唐大詔令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 。

李林甫等， <唐六典> '北京:中華書局， 1992 。

李熹， <續資治通鑒長編> '北京:中叢書局， 1979 。

沈約， <宋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4 。

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

范醋， <後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65 。

徐松， <宋會要輯稿> '北京:中華書局， 1957 。

秦蕙田， <五禮遇考>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脫脫等， <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77 。

楊傑， <無為集>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昀等，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

慕容彥逢， <搞文堂集>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

歐陽修等， <太常因革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續修四庫全書本。

鄭玄注，于L穎達疏， <禮記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

鄭玄注，賈公彥疏， <聞禮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

鄭居中等， <政和五禮新儀>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蕭嵩等， <大唐開元禮> '東京:古典研究會， 1972 。

應的著，王利器校註， <風俗通義校註> '北京:中華書局， 1981 。

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76 。

魏徵等， <情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3 。

實儀， <宋刑統> '北京:中華書局， 198哇。

二、近人論著

包摺德， <唐宋轉型的反思一一以思想的變化為主> ' <中國學前的， 3 '北京: 2000 '頁的一87 。

史 睿， <<顯慶禮〉所見唐代禮典與法典的關係> '收於高田時雄編， <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 '京

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7 '頁 115-l32 。

羊華榮， <宋徽宗與道教> ' <世界宗教研究卜 3 '北京: 1985 '頁 70-79 0

吳麗娛 ， <論九宮祭耙與道教崇拜> ' <唐研究> ' 9 '北京: 2003 '頁 283-31哇。

*一一一， <唐宋之際的禮儀新秩序 以唐代的公卿巡陸和陵廟薦食為中心> ' <唐研究> ' 11 '北



唐至北宋時期的大肥、中肥和小耙 321 

京: 2005 '頁 233-268 。

*一一一， <禮制變革與中晚層社會政治> '收於黃正建編， <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 '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凹的，頁 108-267 。

柳立言， <何謂「唐宋變革J> ' <中華文史論叢> ' 81 '上海: 2006 '頁 125一171 。

*高明士， <隔代的制禮作樂 揹代立國政策研究之二> '收於黃約器、劉健明編， <惰膺史論集> '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3 '頁 15-35 。

一一一一， <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一一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一> '收於中國唐代學會編， <第二屆

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卜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3 '頁 1159-1214 。

一一一， <階唐貢舉制度>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

一一一， <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

張廣達，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及其影響> ' <唐研究> ' 11 '北京:別的，頁 5-71 。

*梁滿倉， <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禮制度化> ' <中國史研究> ' 2001.4 '北京: 2001 '頁 27-52 。

彭林，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

黃進興， <武廟的帽起與衰微(七迄十四世紀) :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 '收於屑質平、 Willard J. 
Peterson 編， <國史浮海開新錄 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2 '頁 2的一282 。

雷 間， <祈雨與唐代社會研究> ' <國學研究〉峙，北京: 2001 '頁 245-289 。

一一一， <唐代道教與圓家禮儀一一以高宗封禪活動為中心> ' <中華文史論動 '68' 上海: 2002' 
頁 62-79 。

一一一， <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祖> '收於榮新江編， <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卜上海:上海辭書

出版社， 2003 '頁 35-83 。

*一一一， <唐代地方祠紀的分層與運作一一以生祠與城隍神為中心> ' <歷史研究> ' 2 '北京:

200哇，頁 27一位。

*一一一， <唐宋時期地方祠把政策的變化一一兼論而典」與「淫稿」概念的落實> ' <唐研究> '11' 
北京: 2005 '頁 269-294 。

一一一， <試論陪唐對於先代帝王的祭耙> ' <文史> ' 78 '北京: 2007 '頁 123-136 。

榮新江、史睿， <俄藏敦煌寫本〈唐令〉殘卷(JJ:x.3558)考釋> ' <敦煌學輯刊〉仆，蘭州: 1999 , 

頁 3一13 。

一一一一， <俄藏且x.3558 唐代令式殘卷再研究> ' <敦煌吐魯番研究卜 9 '北京: 2006' 頁 143-167 。

趙大瑩， <唐宋〈假寧令〉研究> ' <唐研究> ' 12 '北京: 2006 '頁 73-100 。

趙冬梅， <先帝皇后與今上生母一一試論皇太后在北宋政治文化中的含義> '收於張希清、田浩、黃

寬重、于建設編， 0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388

一哇。7 。

劉複生， <宋朝「火運J 論略一一兼談「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 ' <歷史研究卜3'北京: 1997' 
頁的 106 。

羅梅楠， <模式及其變遷 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 ' <中國文化研究> '3' 北京: 2003 ' 
頁 18-31 。

Thilo, Thomas '池田溫譯， <唐史位打妙之己帝王符瑞的一例 k 芳的背景> ' <東方學> '鉤，東京:

1974 '頁 12-27 。

*小島毅， <宋代的國家祭把一一〈政和五禮新儀〉的特徵> '收於池田溫編， <中國禮法之日本律令

制> '東京:東方書店， 1992 '頁 463-484 。

山內弘一， <北宋時代的神御殿主景靈宮> ' <東方學> ' 70 '東京: 1985 '頁鉗制。



322 清華學報

仁井田陸著，池田溫編集代表， <唐令拾遺補}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7 。

江川式部， <唐朝祭而e~;: :lô付之3 五齊三酒> ' <明治大學文學研究論集卜 14 '東京: 2001 '頁 187

202 。

, <唐朝祭前巴拉站甘正3 三獻> ' <駿台史學} , 129 '東京: 2006 '頁 21-51 。

池田末利， <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 制度 k思想卜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 1989 。

西悶市祐， <<大唐聞元禮〉的七前巴拉今 v>τ> ' <國學院雜誌} , 97.11 '東京: 1996 '頁 88一 100 。

板出祥伸， <中國古代的占法一一技術主咒衛的周邊} ，東京:研文出版社， 1991 。

吾妻重二， <宋代的景靈宮巳 "J v>τ一一道教祭肥 k儒教祭紀的交差> '收入小林正美編， <道教的

齋法儀禮的思想史研究} ，東京:知泉書館， 2006 '頁 283一333 。

尾形勇， <中國古代的「家」之國家 皇帝支配下的秩序構造卜東京:岩波書店， 1979 0 

妹尾達彥 ， <世界史的時期區分之唐宋變革論> ' <中央大學文學部史學紀要} '52' 八王子: 2007' 
頁凹的。

*松本浩一， <宋代的道教主民間信仰} ，東京:汲古書院，凹的。

松浦千春， <玄宗朝的國家祭前e è: ["王權」的己/'}才可少犬、i心， <古代文化} ，是9.1 '京都: 1997' 頁

47-58 。

*金子修一， <古代中國之皇帝祭耙} ，東京:汲古書院， 2001 。

*一一一， <中國古代皇帝祭品巴的研究卜東京:岩波書店， 2006 。

宮川尚志， <宋的徽宗色道教> ' <東海大學文學部紀要} , 23 '東京: 1975 '頁 1-10 。

新城理蔥， <先蠶儀禮缸中國的蠶神信仰> ' <比較民俗研究} ，哇，筑波: 1991 '頁 7-27 。

一一一， <中國的籍田儀禮拉今 v)τ> ' <史境} , 41 '筑按: 2000 '頁 25-38 。

一一一， <娟主皇后一一中國的國家儀禮記養蠶> '收於綱野善彥等編， <天皇主王權是考丸之S} ，第

3 卷， <生產 k 流通} ，東京:岩波書店， 2002 '頁 141-160 。

Barrett, Timothy H. Lí Ao: Buddhíst, Taoíst, or Neo-Confucí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rd, Robert L.“The Imperial Household Cults," in McDermott, Joseph P. ed. , State and 
Court Rítual ín Chín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7-266. 

Lam, J oseph S. C.“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 in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 Em.ρeror Huí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ína: The Polítícs of CuZ的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ítícs ,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395 • 452. 

McMullen, David L.“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 

T'ang Studíes , 7, 1989, pp. 59-103. 

Xiong, Victor Cunrui.“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 

82:是 5 ， 1996, pp. 258-316. 

Yamauc祉， Kõichi. “State Sacrifices and Daoism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Memoí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 58 , 2000, pp. 1-1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0 ) 



唐至北宋時期的大耙、中肥和小祖 323 

Selected Bibliography 

Kaneko, Syuichi. Kodai Chugoku to kσlei saishi (Ancient China and sacrifices 01 em戶erors) , 
Tokyo: Kyuko Shoin, 2001. 

一一一一. Ch旬oku kodai kõtei saishi no kenkyu (5ac吋ïces 01 emperors in Ancient China) ,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6. 
Kao, Ming-Shih. “Suidai de Zhili Zuoyue: Suidai Liguo Zhengce Yanjiu Zhi甘 (The establish

ment of official rituals and music in the Sui Dynasty: The second case study of the 
state-founding policy)," in Wong, Joseph and Kin-Ming Lau eds. 5ui-Tang shi lunji 
(5tudies on the 5ui and Tang Dynasties),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pp. 15~35. 

Kojima, Tsuyoshi. “Sõ dai no kokka sai shi: Seiwa gorei shingi no toku chδ(The state sacri
fic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eature of Zhenghe Wuli Xinyi) ," in Ikeda On ed. Ch旬0-

如 reihõ to Nihon ritsuησ~ei (Chinese ritual, law and Japanese legal system) , Tokyo: 

Toho Shoten, 1992, pp. 463~484. 
Lei, Wen. “Tangdai difang cisi de fenceng yu yunzuo: Yi Shengci yu Chenghuangshen wei 

zhongxin (Levels and operation of the local cults in Tang China: With a focus on Sheng
ci and Chenghuangshen) ,"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 2, 2004, pp. 27~41. 

一一一一.“Tang-Song shiqi difang cisi zhengce de bianhua: Jianlun sidian 叭1 yinci gainian de 
luoshi (Changes in state policy towards local cults during the Tang-Song Periods: Con
cerning the concepts of the register of sacrifices and unauthorized cults)," Tang yanjiu 
(fournal 01 Tang 5tudies) , 11, 2005, pp. 269~294 ， 

Liar眩， Mancang. “Lun Wei-Jin Nanbeichao shiqi de Wuli zhiduhua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Five Rituals in the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Zhongguoshi 
yanJlu σóurnal 01 Chinese Historical 5tudies) , 4, 2001 , pp. 27~52. 

Matsumoto, Koichi. 晶晶i no Dδ妙σ to minkan shinkõ (Taoism and ρ。ρular re均ions in 50均
China) , Tokyo: Kyuko Shoin, 2006. 

Wu, Liyu. “ Tang Song zhiji de liyi xin zhixu: Yi Tangdai de gongqing xunling he lingmiao 

jianshi wei zhongxin (A new ritual order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sacrificial rites of the mausoleum and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ruling house)," 

Tang yanjiu (fournal 01 Tang 5tudies) , 11, 2005, pp. 233~268. 
一一一一.“Lizhi biange yu zhongwan Tang shehui zhengzhi (Reforms of rituals and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id and late Tang)," in Huang Zhengjian ed. Zhongwan Tang shehui yu 
zhengzhi yanjiu (5tudies 01 the society and ρolitics in mid and late Tang) , Beijing: 
Chi 



324 清華學報

The System of Major, Medium and Minor Sacrifices 
During the Tang and N orthern Song Dynasties 

Yi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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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Major, Medium, and Minor 
Sacrifices in the Sui Dynasty, the concept of sacrificial hierarchy in Zhou Li 
was realized. However, the sacrificial hierarchy was not completely carried 
out in the state sacrificial rituals, and only a few official, propitious rituals 
were included in the System. 

However,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Northern Song: the sacrificial hierar
chy was put into effect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n addition, more regular 
sacrific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ystem starting with the reign of 
Daoism,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 personal preferences of 
emperors, etc. By categorizing these sacritices by rank, the court cont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rituals and codified them. In the end, a new system of 
state deities arose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Northern Song Dynasty, System of Major, 
Medium, and Minor Sacrifices, propitious rituals 

(~女稿日期: 2008.5.22 ;修正稱日期: 2008.10.1 ;通過刊登日期: 2008.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