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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秦的氣文化傳統，主張通天地一氣，使祭禮、身體感知與教化等面向相互關連。

本文通過三禮書及相關典籍，探討先秦時期祭禮儀式中透過眾多氣味以歆饗神祇，其中

所反映的氣、魂魄、身體之密切關係，以及儀式情境中氣味帶來的強烈身體經驗與感

受，其中所蘊含的轉化氣血之工夫與德行、教化課題。先就禮書之祭儀中有關氣味於儀

式中具有的意義和功效進行分析。接著探討祭禮儀式中所尚之氣味與其時之魂魄觀，從

尚血氣及德氣（「明德唯馨」）角度，來看由原始祭儀重血腥之氣轉向德行之氣，說明

氣味於教化理想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透過氣味以進行德行隱喻、透過體氣以隱喻心性

狀態。另一方面，就執禮者角度來看，祭祀儀式中透過備辦法器、齋戒、祭祀過程，使

心性保持專注及敬誠的狀態。本文探討儀式中之整體氣氛如何使執禮者體驗至誠與敬

心，並探討此敬、誠之體驗奠基於強烈之身體經驗與情感，透過情之感通，使得禮之協

於天地之性、身體、情性之過程能夠不陷入形式之僵化，而成就生機流動、情氣通感的

理想禮樂世界。 

 

關鍵詞：氣味，氣氛，身體，感通，隱喻，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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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透過三禮書及同時期相關典籍，探討先秦時期祭禮儀式中透過眾多氣

味以歆饗神祇，其中所反映的氣、魂魄、身體之密切關係，以及儀式情境中氣味帶

來的強烈身體經驗與感受，其中所蘊含的轉化氣血之工夫與德行、教化課題。本文

所以透過祭禮儀式中之氣味探討生命轉化及教化課題，乃因春秋以後「氣」的思想

頗為盛行，並以之思考自然與萬物的關係，以及物與物、物與身體、情性、教化等

課題。春秋、戰國之文獻中，透過天地六氣之變化以協和自然、調養疾病，乃至於

治國、治身之論述，比比皆是。也正在此背景下，禮儀之論述中，對於氣之協和於

自然、身體、情性等課題十分關注。由於儀式中之氣味與整體情境有密切的關係，

在氣化流行的自然觀下，儀式中之法器、食物與身體交融時，因此帶入了自然之氣

的廣闊背景。 

除了協和自然之氣的向度，祭禮儀式中最核心的關注乃在與神祇、祖先的關係

上，透過血氣、酒食、穀氣、煙氣回饗神祇、祖先，展現了春秋以降對於鬼神理解

的重要面向。此部分不但對於原始鬼神信仰有所轉化，並展現了祭禮儀式實踐中的

工夫與教化課題。於儀式中之身體實踐來看，氣味直接關係整體情境，而整體情境

與氣氛對身體之浸染，牽涉到「感」與「情」的課題，透過儀式中之踐履，專心致

志於血氣之變化，可調和氣血，發動情感，同時統合自然、倫理、情感、教化諸面

向。祭祀儀式中之齋戒、備物等過程，乃成為氣血與情性轉化的關鍵階段。不只如

此，祭禮儀式中之氣味能直接影響體氣，所謂「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1 氣味雖無具體形象，卻能瀰漫空間，對身體覺知造成習焉不察的改

變，亦對身體之血氣造成深刻浸染，從而使得心志、名言皆受到影響。而祭禮儀式

中之眾氣氤氳同時又具有調和血親族人之體氣、營造同體經驗、共通感覺的功效。

可以說氣味既發散於空間中而具有延續性、形成整體的存在氣氛，亦密切關係物之

屬性，以及物與自然之關係。也正因為如此，此通貫於天地之六氣，具現於物之氣

味，乃能通感於身體之血氣，並影響著心氣、志氣的運行，息息相關地帶動起身體

經驗的深刻轉化而型塑認同。於此既可言氣味與自然的關係，亦復可言氣味與感通

                                                 
1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本），卷 45，〈昭公九年〉，頁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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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德行議題。可以說祭禮儀式中透過身體之氣動、儀式用物瀰漫之氣及發散之氣

氛，共成了動態的身體經驗之開顯以及轉化的歷程。2 祭禮儀式中之氣味的探討，

不但可置於先秦「氣」化之思想背景，思考其時之自然觀、宗教觀，同時亦可探討

氣味作為儀式之整體情境之於身體知覺與教化的重要線索，於探討禮儀之協於天地

之性，而開創感通的人文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首先就禮書之祭儀中，氣味具有的意義和功效進行分析。探討祭儀中如何

透過犧牲之血氣、酒氣、穀氣、聲氣、玉氣、燃燒後之光、熱、氣、味、溫度，融

合成一整體的情境。其次，對於祭禮儀式中所尚之氣味與其時之魂魄觀進行探討，

並對於先秦由重血氣、世祿不朽到強調功烈、德行之不朽的轉化進行說明。第三，

探討典籍中如何透過氣味以進行德行隱喻、透過體氣以隱喻心性狀態。在此基礎上

探討氣味所營造的共通及整體感之於教化的意義。第四，就執禮者的工夫來看，祭

祀儀式中透過具體備辦法器、齋戒、祭祀過程，使心性保持專注及敬誠的狀態。探

討儀式中之整體氣氛如何使執禮者體驗至誠與敬心，並探討此敬、誠之體驗奠基於

強烈之身體經驗與情感，透過情之感通，使得禮協於天地之性、祖先、身體、情性

之過程能夠不陷入形式之僵化，而成就生機流動、情氣通感的理想禮樂世界。 
 

二、以眾氣歆神、饗神 

 

不同祭祀對象，其祭物與獻祭之法往往有所差異，以《周禮．春官．大宗伯》

所立的原則來看：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

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

                                                 
2  此處強調動態的歷程，乃對比於靜態的結構之分析。儀式中之用物固然可以透過符號的分析，以

呈現文化之結構；然而結構及符號之靜態分析，仍無法彰顯身體知覺和轉化的動態歷程，以及儀

式情境之於族群、個人情感的型塑歷程。本文所以透過儀式中之氣味而思考生命轉化及倫理課

題，還與回歸生活世界、身體之實踐課題有關。由於氣味具有整體性、身體性、空間性、不可分

類性和模糊性，透過祭祀時氣味所營造的整體氛圍、所產生的跨界經驗，可以開顯出對生活世界

的豐富體會。而此豐富之體驗直接透過氣氛的整體情境融入了身體，成為了身體前反思的情感和

信念。此儀式情境中之體驗與生命之轉化，以身體性、感官性、情感性、體驗性、流動性的方式

展開，不同於抽象性、分析性、理智性、思辨性的意識哲學。而此「身體」並不僅只是血肉形

軀，乃統合了形體、情感、心神等層面，而不落入身心、主客之二元論。儀式中透過氣氛、身

體、空間而深深地擴大、轉化了此中的存在者，而深刻的倫理關係、道德課題亦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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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

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3 

以祭祀對象來看，可分為天神、地祇、人鬼三大類，所祭神祇不同，而祀法亦有差

別。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時著重於煙氣，而有燎祭儀式；其中又依等

級不同而有禋祀、實柴、槱燎等繁簡的不同。4 祭祀地祇，則重在血氣，如鄭玄

謂：「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其儀節為以血灌地降神後，並行薦血腥之禮，而

後則有埋牲之節。5 但亦因其祭祀對象的尊卑以及性質的不同，而於儀式和獻祭之

物上有所差異。6 祭山林、川澤還因「順其性之含藏」7 而採取山林用埋，川澤則

用沉的方式；至於祭四方百物則用辜之法。所謂辜，鄭注：「牲也，而

磔之，謂磔攘及蜡祭。」8 磔攘在於透過血氣以除疫氣及疾病，蜡祭主要精神在於

以血氣回報利於農事之萬物。方式上雖與灌祭不同，但亦重在血氣之揮發和歆饗

上。至於人鬼之祭，則透過祼、獻、肆、饋等儀式過程，先行祼禮，以鬱鬯灌地降

神；「獻」是薦血腥，「肆」是肆解牲體，「饋」為薦孰之禮。乃是透過酒氣、血

氣、食飲之氣以降神、獻神。由〈大宗伯〉此段文獻來看，不論祭祀天神、地祇、

人鬼，雖然祭物、祀法上有差異，但均重在「氣」之歆饗上。9 

                                                 
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

勘記》本），卷 18，〈春官．大宗伯〉，頁 270-273。 
4  如鄭玄認為：「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賈公彥順此脈絡認為：「煙祀中有玉、帛、

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由於煙祀層級最高，故而玉帛牲牷

皆備，其層級較低者依次遞減。孫詒讓認為：「禋祀者，蓋以升煙為義；實柴者，蓋以實牲體為

義；槱燎者，蓋以焚燎為義。禮各不同，而禮盛者得下兼，其燔柴則一。」詳參孫詒讓，《周禮

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33，〈春官．大宗伯〉，頁 1301。 
5  賈疏認為血祭乃是：「先薦血以歆神」。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8，〈春官．大

宗伯〉，頁 272。孔疏引：「《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則鄭玄認為五嶽於血祭後亦行埋牲

的儀節。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7 之 2，〈大雅．鳧鷖〉，頁 609。 
6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9，〈春官．肆師〉，頁 295；「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

之。」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同前引，卷 13，〈地

官．牧人〉，頁 195。所用祭牲之毛色、祭物之豐儉因受祭對象而有不同。 
7  同前引，卷 18，〈春官．大宗伯〉，頁 272，鄭注。 
8  同前引。 
9  《舊唐書．禮儀志》載禮部尚書許敬宗釋燔燎禮：「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

地則瘞血，祭宗廟則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將燔柴、獻血、

灌鬯同視為祭禮開始時以氣臭降神的儀式。詳參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23，〈禮儀志〉，頁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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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禮儀式既重以氣味降神、歆神，於是儀式中便瀰漫了各種氣味，而眾氣味互

相交融，共成了整體氣氛。本部分先就儀式中的諸種氣味，以及所融攝之整體情境

進行分析。早在《詩經》中歌頌祭祀時，氣味即已是儀式中的重要部分，以《詩

經．大雅．生民》為例：「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其中便

充滿了諸種氣味。孔穎達謂：「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

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取所祭之肉，則傅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

羞」、「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遍達于墻屋」、「合其馨香之氣，使神

歆饗之」，皆著重馨香之氣饗神。10 有關三代祭禮中氣味的重要性，《禮記．郊

特牲》有鮮明的展現：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

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

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

後焫蕭合羶、薌。11 

儀式中瀰漫血氣、酒氣、玉氣、黍稷、香草之氣。雖然因受祭對象以及主祭者之尊

卑影響，所獻之氣有厚薄、豐約的差異，但眾氣氤氳在祭儀中十分凸顯，可以說祭

祀乃是透過「氣」而歆饗神祇，透過氣所交融成的氣氛生動之場域，而與天地、祖

先感通的歷程。以下分別論之。 

(一) 以血氣歆神 

上文所引《禮記．郊特牲》提及有虞氏之祭祀主要透過「氣」進行交流，其所

用之「氣」乃是「血、腥、爓祭」之血氣。此種尚血氣之祭，儀節還保留在後代祭

祀中，如《禮記．祭義》所謂：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

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12 

                                                 
10  詳參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7 之 1，〈大雅．生民〉，頁 594-595。 
1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

勘記》本），卷 26，〈郊特牲〉，頁 507。 
12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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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先不論祭禮儀式中「君牽牲」、「穆答君」所展現的宗法及昭穆制之豐富的倫理

意涵。13 周代宗廟祭祀中，儀式最核心的部分乃是以血氣敬獻祖先：先以血氣詔

神於室，其後再行朝踐祭腥、祭爓之禮。所謂祭腥即指未經火熟的血腥之肉，而祭

爓為以熱湯浸過而未熟的帶血半熟肉。此即《禮記．禮器》所謂：「血、毛詔於

室」14 或《禮記．禮運》所謂：「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15 按祭儀來

看，儀式之初先以「血」來獻神，其後又以血灌地，16 並取腸間脂（膟膋）和以

香草（蕭草），以焚燒之香氣獻神，再陸續以血腥之祭肉以及帶有血水的半熟肉行

爓祭……，儀式的重點均在血、氣上。 

血氣之豐厚與否，往往影響進獻的對象與進獻之次第。以祭祀之對象來說，

《禮記．郊特牲》謂：「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17 越是重大的祭祀

所用的祭物越以血腥為主。以進獻之次第來看，祭祀時先獻血以歆神，而後再獻內

臟如肺肝心，以內臟之氣溝通神祇。如《禮記．郊特牲》謂：「血祭，盛氣也。祭

肺肝心，貴氣主也。」孔穎達解釋為：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

主故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器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18 

血為氣之所舍，而內臟又是氣血的匯集之所（氣之宅），19 故而祭時先薦血，再

獻內臟；內臟中又以氣之豐沛與否作為敬獻的重要考量。此種尚血氣、內臟之氣，

並以氣之豐沛與否作為通神、獻神之考量，20 反映了春秋以降以「氣」參贊天地

                                                 
13  殷商時已有宗法制度的施行，有關殷商宗法制度實行的狀況，詳參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

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關於商代的宗教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

究〉，頁 296-342。 
1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4，〈禮器〉，頁 472。 
15  同前引，卷 21，〈禮運〉，頁 419。 
16  孫詒讓舉金鶚的說法而主張祭儀中有以血灌地的儀節：「金鶚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鬱

鬯之灌地也。血祭與禋祀正對，氣為陽，血為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

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為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孫詒讓謂：「祭地示用

血，疑當先薦而後灌祭。」孫詒讓，《周禮正義》，卷 33，〈春官．大宗伯〉，頁 1317。 
1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5，〈郊特牲〉，頁 480。 
18  同前引，卷 26，〈郊特牲〉，頁 510。 
19  有關內臟為氣之宅，此「氣」之身體觀於戰國以降之醫書中亦多所展現，如《黃帝內經》、《馬

王堆漢墓醫書》保留了豐富的資料。相關論述，詳參石田秀實著，楊宇譯，《氣．流動的身體》

（臺北：武陵圖書，1993），頁 83-88。 
20  由原始思維來看，血液被認為是生命的寓藏之所，犧牲之血與肉於祭禮中均有重要的意義。根據

學者研究殷周之祭儀指出，其時往往有生命寄寓於血的信仰，透過殺牲見血，而釋放了犧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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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化的特色。 

五臟中以肺於祭儀中最被強調，主要因為肺為呼吸的重要器官，時時為氣出入

的重要臟器，故有「肺者氣之主」21
 之說。根據《禮記》的說法，周人特重於祭

肺，不論飲食、祭祀、鄉飲酒等禮儀均要先祭肺，22
 即可見其重要性。《禮記．

郊特牲》特別提及：「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

陽也。」23 其中雖然涉及秦漢以後盛行的陰陽思想，但以肺及膟膋等內臟或腸間

脂之腥香氣以回饗天地之氣則頗值得關注。祭內臟後，則透過牲肉之氣味歆神，若

用牛稱為「膷」，羊稱為「臐」，豕又稱為「膮」，皆是從其香氣的角度著眼。24 

進獻血液、生肉、半熟肉的儀式過程，所尚皆為氣味。在陰陽觀念盛行下，如

《禮記．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以魂

屬陽、魄屬陰，並以「陽為氣，陰為味」，故而以牲體之五味饗陰魄，以血氣饗魂

氣。25〈郊特牲〉以黍稷報陰，即以食物之味饗魄，而焚燒膟膋則是以煙氣報魂。

祭禮儀式中透過不同程度的生－熟、整體－部分，以敬饗不同層級之神祇。26 

生、熟乃是尚氣至尚味的過渡，亦用以區隔神格之高低，如《禮記．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即所謂「人情褻而

遠之者敬」。因為天神尊貴，為表達極致之敬意，故不以人情所尚之味為獻，而以

血氣為獻。「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

稍近味。」27 由血氣禮敬神格最高的天神，而神格較低之神祇則逐漸採用人情所

                                                 
命之靈，並透過犧牲之肉以敬獻神祇。如張光直指出：血主要用於通神，而肉則作為供獻。張光

直並指出薩滿信仰者相信靈魂寄藏於血中，往往於祭祀中透過殺牲放血，釋放生命之靈，以「上

昇到天界或降到地界與神或祖先相會」。這是祭祀用血、牲，而與神明溝通的一種重要方式。詳

參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1983），〈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頁

374；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1990），〈商代的巫與巫

術〉，頁 41-65；〈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續論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頁 99-111。 
2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

勘記》本），卷 4，〈士昏禮〉，頁 42，鄭注。 
22  詳參林素娟，〈飲食禮儀的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徵意義——以三禮齋戒祭祖為核心進行探

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臺北：2008），頁 171-216。 
2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2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5，〈公食大夫〉，頁 305，鄭注。 
25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26  祭祀對象由至高之天而逐漸及於祖先，而有全烝、房烝、薦腥、薦熟之別，詳參林素娟，〈飲食

禮儀的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徵意義——以三禮齋戒祭祖為核心進行探究〉，頁 194-201。 
2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5，〈郊特牲〉，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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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方式禮敬之。由郊天薦血，五帝薦腥肉，山川祭半生肉，小神只薦熟肉，亦可

看出自然向人文的過渡，28 及以血氣經驗為基礎的人倫關係之建構。 

(二) 祭祀之樂與氣的協調 

《禮記．郊特牲》提及：「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

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29 樂聲透過振動而回饗於天地。樂

舞在祭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能溝通天地、陰陽之氣。〈春官．大司樂〉中對於

樂所能致天神、地祇、人鬼、百物的神效，以及用樂的性質、種類、地點、方位、

季節均有詳細介紹。〈地官．舞師〉、〈春官．樂師〉則對於不同祭祀對象所尚之

舞，而造成氣之感通有細部分析。除了溝通天地之氣、調和陰陽外，樂舞亦與血氣

之調和密切相關，《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晉侯病而醫和闡述身體與自然之氣的關

係時，亦由樂而論及自然氣化與體氣之關係，強調「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30 

樂為天地六氣所化，能體現天地之氣的流變，並深刻影響血氣的變化。除此而外，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論及「聲味生氣」，還言及樂與名言教化之關係（詳後

文）。於此，樂與通神明、協自然、養生、德行、教化均密切相關。故《禮記．樂

記》從樂之協於自然、統於天人，而論及樂之感通與心志、教化的關係。31  

(三) 酒氣以降神 

祭禮儀式中酒氣具有降神、調和體氣、轉化存在狀態的功效。祭儀用酒的製作

過程，充滿了神祕性。《禮記．月令》提及仲冬時節酒長須督促下屬釀酒，釀酒過

程必須保持敬謹之態度，同時兼重六事：「秫稻必齊，麴必時，湛熾必絜，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32 穀物收成合其時節、穀物熟成豐美、處理米麴

合於節令、炊漬過程潔淨、釀酒所用之水泉、陶器均香美、良善。炊煮之火候得

                                                 
28  有關犧牲之生與熟、整體與部分所反映的人神關係，詳參李亦園，《文化的圖象》下冊（臺北：

允晨文化，2004），〈和諧與均衡——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詮釋〉，頁 86-89。 
2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30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1，〈昭公元年〉，頁 708。 
31  《春秋左傳正義》中有許多透過音樂而論治道的論述，出土文獻如《郭店楚簡》、《上博簡》中

亦有不少論及樂與性情、教化等課題。《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均論

及樂與血氣之調和，感通、教化等課題。然而由於樂所涉之問題頗複雜，本篇文章無法進行細部

論述，留待另文進行探討。 
32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17，〈月令〉，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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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亦即水、土、火、穀均得其潔淨豐美，並遵循天時，協和天地與眾物良善之

氣，乃能使得所釀之酒潔淨香美。《周禮．春官．鬱人》之職責，賈公彥的解釋

是：「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33 即祭祀宗廟時，先行灌禮以降神，灌禮於祭

祖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灌禮用鬱鬯，所謂「鬱」乃用具有特殊的香氣的鬱金香所

釀，《說文》指其為「芳艸」，認為此草為「百艸之華」，「鬱人所貢芳艸，合釀

之以降神」。34 「鬯」，乃是釀秬（黑黍）所成，同樣具有極濃烈的香氣。以鬱

調和鬯，其濃烈之氣味可以想見，故鄭玄謂其「芬香條暢於上下也」。35 《說

文》認為祭儀中之鬱鬯是透過「芬芳攸服以降神」。36 宗廟祭祀，透過鬱鬯灌地

降神，根據《禮記．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

泉。」孫希旦認為：「灌用鬯臭，言灌地降神，用秬鬯之香氣也。……臭陰者，酒

醴之質下潤也，達於淵泉，言其所達之深，而足以感乎死者之體魄也。」37 祭祀

時透過鬱鬯灌地而感染於祖先之魄。事實上鬱鬯不只是感染先人之魄，亦感染祖先

魂氣。因為酒之香氣揮發「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於天」，38 下滲於地之

酒汁，感染了秦漢時被認為屬陰的體魄，而揮發之酒氣則感染祖先之魂氣。招引神

靈主要透過濃烈之氣味，此氣味包含著穀氣、香草之氣、水泉之氣、土氣、火氣之

和合，眾物之氣的完美結合，透過酒氣之揮發，瀰漫於祭祀的神聖時空，以感應於

同為氣之所化的精、神、魂、魄，並使親身實踐祭禮的行禮者其體氣、心志、意

念、思慮皆得以轉化。 

(四) 玉氣之淨化 

灌禮之鬱、鬯用圭瓚、璋瓚等玉器盛裝，主要考量為《禮記．郊特牲》所謂

「用玉氣也」。由於玉為天地陰陽氣所蘊聚之靈石，故而以玉器盛鬱鬯，能增益鬱

                                                 
3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7，〈春官．鬱人〉，頁 260。 
34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鬯部〉，頁 219-220。 
3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7，〈春官．鬯人〉，頁 260。 
36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賈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

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同前引，卷 19，〈春官．鬱人〉，頁

299。可見宗廟等降神之事，往往透過不同的香氣以降魂靈，而酒氣之揮發性於此間具有關鍵地

位；此中並顯現禮制中不同尊卑身份亦透過香氣以進行區隔。 
37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卷 26，〈郊特

牲〉，頁 713。 
3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7，〈春官．鬯人〉，頁 260，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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鬯之氣。尤其圭於先秦時還具有天命的象徵，以及通天地的神話背景，39 故而於

祭祀之法器、喪葬、祓除中，玉均有其重要性。而就祭祀、養生中，玉氣對於體氣

轉化，亦具有重要性，如《周禮．天官．玉府》提及王者齋戒時須「食玉」，鄭玄

認為：「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禮書雖未記士人齋戒食玉，但亦強調

士人透過玉之聲氣以轉化體氣和心性狀態，如《禮記．玉藻》提及「君子無故，玉

不去身」，透過玉之聲，使得「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於此達到「於玉比德」的

功效。40 玉氣之淨化，於仙道、養生、祓除中，不時可見，如《離騷》提及：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洪興祖謂：「爢，屑也。粻，糧也」、「飲

食香潔，冀以延年也」。41 可以見出先秦時楚國即有透過瓊枝、玉屑等香潔之

氣，而達到淨化、養身的習俗。而喪禮時，透過含玉以及孔竅塞玉，以防止外在邪

氣入侵，並淨化體氣，如〈玉府〉謂：「大喪共含玉」，42 乃借助玉氣祓除不潔

之氣。以上所舉之例，均可看出玉氣於淨化體氣、轉變存在狀態所具有的關鍵性。 

(五) 穀氣、食氣以獻神 

原始宗教中往往將豐收之穀物用以獻神。43 《詩經》中許多雅、頌的篇章，

均透過穀實之馨香以禮敬神祇，如〈載芟〉先述及豐收時：「載穫濟濟，有實其

積，萬億及秭」，而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祭祀之重心在於「有

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透過穀實、酒醴之馨香氣味，以求福

佑。44《禮記．月令》亦云：「孟秋之月，……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

                                                 
39  如「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以珪為天命的象徵。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

1987），〈非攻下〉，頁 139。 
4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30，〈玉藻〉，頁 563-564。又如君子「將適公所」時須

齋戒、沐浴，而「史進象笏，書思對命」，透過「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展現貴族階級

的神聖權力與容儀之教養。均透過玉之神聖性、玉聲以對體氣、心性造成影響。同前引，卷 29，

〈玉藻〉，頁 548。 
41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卷 1，〈離騷〉，頁 76。 
42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6，〈天官．玉府〉，頁 96-97。至於葬禮中以玉蟬為亡者

飯含，透過「玉氣」使亡者「反生」，或以玉塞孔竅，以祓除惡氣，可參考林素娟，〈喪禮飲食

的象徵、通過意涵及教化功能──以禮書及漢代為背景〉，《漢學研究》，27.4（臺北：

2009），頁 1-34。 
43  原始宗教中往往以第一束收成之穀物獻祭，或將最後的穀物留置田中，以復歸、再生土地的繁育

力量。詳參米爾恰．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著，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

的範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農業與豐產崇拜〉，頁 317-322；牟斯 

(Marcel Mauss) 、昂利．于貝爾 (Henri Hubert) 著，楊渝東、梁永佳、趙丙祥等譯，《獻祭的性

質與功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226-238。 
44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9 之 4，〈周頌．載芟〉，頁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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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寢廟。」45 是以初收成之穀物獻祭。獻祭時，黍稷之馨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周禮．天官．甸師》提及若發生國之大喪，甸師須「代王受眚」，主要原

因為：「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

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籍田之神。受眚，弭後殃。」46 由於甸師負責

耕種國君之籍田，並此籍田所收之黍稷供獻齍盛。若發生國境大喪、大荒等凶事，

將被歸咎於黍稷之氣不夠潔淨，故而使得神祇不願歆饗祭物以降福，此罪責將由供

應齍盛的甸師承擔。於此亦可見出黍稷之馨香於祭祀神祇的重要性。 

(六) 明水、明火之轉化 

祭祀中所用的水、火均經過神聖時空而取得，如〈秋官．司烜氏〉：「掌以夫

遂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火來自於

日氣，明水來自於月氣。而取日、月之精氣的時間及法器亦均有講究，如鄭注：

「夫遂，陽遂也。，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謂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

之潔氣也。」47 「明火」是在日中透過陽遂取得；「明水」則在夜中以陰凝結

月氣而得。所謂陽遂，成伯璵認為是：「冬至日子時鑄銅為」，至於陰乃「夏

至日午時」48 所鑄。冬至為一陽初生之時，子時為日之初始，均為陽氣始動；反

之，夏至、午時均為陰氣初萌之時。物之質性與其製作時空密切相關，明火乃為陽

氣初生之時鑄得之法器，並於陽氣極盛之日中取得的陽精之氣；明水乃為陰氣極盛

時於夜半取得的陰精之氣。此日月、陰陽二氣之精粹，於祭祀中不但能通達天地、

日月之氣，亦能感染神靈、魂魄。故祭祀時「（明）水以配鬱鬯與五齊，（明）火

以給爨亨也」，49 前引鬱鬯乃以明水和釀，而祭祀中之烹牲、用爨則以明火對於

犧牲進行「氣」之淨化和轉化。 

                                                 
45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16，〈月令〉，頁 324。 
4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4，〈天官．甸師〉，頁 64，鄭注。 
47  同前引，卷 36，〈秋官．司烜氏〉，頁 550。 
48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27，〈內則〉，頁 727。 
49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34，〈秋官．大司寇〉，頁 519，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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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宗族血氣的連續性至德氣的相感 

 

原始祭儀中透過氣味以歆響天地人神。祭祀祖先，其基礎亦在血氣的連續性。

及至敬與德之觀念興起，祭祀之焦點逐漸由尚血氣轉為尚德氣，其所關注的重點亦

由犧牲之豐盛逐漸轉向執禮者之敬與德的工夫上。 

(一) 以血氣感通於祖先魂魄 

祭禮儀式中最核心的精神在於透過氣味以歆饗天地人神，並使在場的執禮者皆

受整體氣氛之感染，而產生存在之轉化。祭祀儀式時，《禮記．郊特牲》提及：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蕭合膻、薌。」50 先以蕭（香

草）、黍、稷和牛羊腸間脂一起焚燒，以感應神靈。其後並以內臟之氣饗宴神靈。

儀式中不論血、水、火、玉、食、酒、樂……，皆透過氣以歆饗於神靈。祭祀所以

如此強調透過「氣」以歆饗神祇，主要因為鬼神、魂魄亦皆由氣所聚，故而能於氣

中相感相應。以祖先之魂魄來看，《禮記．祭義》中宰我向孔子問起鬼神的性質，

孔子的回答是：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明以服。51 

所謂「神」、「鬼」均為氣之所化，生命於死後，有形之軀體化為土壤，而其精神

則以昭明、焄蒿等氣之形式呈現。因此《禮記．檀弓下》延陵季子葬其子時，謂其

「骨肉歸復于土」，然而「魂氣則無不之也」，52 此「魂氣」亦即《禮記．問

喪》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精」，或〈檀弓〉所謂宗廟受火焚時，三日

哭而哀先人之「精神之有虧傷」之「精神」。53 先人之魂、魄以「氣」被體驗，

                                                 
5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51  同前引，卷 47，〈祭義〉，頁 813-814。 
52  同前引，卷 10，〈檀弓下〉，頁 195。 
53  同前引，卷 56，〈問喪〉，頁 946；卷 10，〈檀弓下〉，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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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祭祀時亦以氣之方式與其相感相應。《淮南子．主術》論及魂、魄與天氣、地

氣相關聯：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

一之精，通於天道。54 

天地之氣賦於人身，而為精神、魂魄，人之神識以天地之氣為其基礎。值得注意的

是，春秋、戰國以降，受到陰陽觀念盛行影響，魂魄之氣亦分屬陰陽，而於祭儀上

採取不同的方式。如《左傳．昭公七年》提及「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55 杜預訓解「魄」為「形也」，而此處之「陽」乃指「神氣也」，認為魄

與形體緊密相繫，魂與神識緊密相繫。在「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的認識下，「求諸陰陽之義」。56 孔穎達則進一步界定魂與魄： 

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

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

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

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57 

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

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58 

魄為形體之靈，而魂則為精神識見之靈，魂魄均為構成生命重要質素，並以氣為基

礎，於此可言魂魄之精爽，而「至於神明」。59 

                                                 
54  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卷 9，〈主術〉，

頁 270。 
5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4，〈昭公七年〉，頁 764。余英時論及魂魄分屬陰

陽的演變歷程：1、認為「魄」的觀念其起源當比「魂」的觀念早，其產生當與月魄的生死有

關；2、認為「魂」的觀念當起於南方，其後日漸普及，在秦漢之際逐漸形成南魂北魄的說法；

3、秦漢之際，由於陰陽、氣形、天地、天堂與地獄等「宇宙二元論」思想逐漸成形，因而連帶

的使得魂、魄觀念也帶有二元論的色彩，形成了魂歸於天，魄歸於地的說法。詳參余英時，《中

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89），〈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頁 123-

143。 
56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卷 21，〈禮運〉，頁 416。 
5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4，〈昭公七年〉，頁 764。 
5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3，孔疏。 
5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4，〈昭公七年〉，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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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魄既為氣之所聚，又有陰陽之別，於是祭禮儀式亦透過陰陽二氣以報饗魂

魄，《禮記．祭義》即謂：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60 

魂與魄，鬼與神之質性既得確立，故於儀式上亦別出報魂與報魄之禮。燔燎內臟，

以血腥之氣、煙氣來歆饗魂氣；而以黍稷之氣、內臟之氣、酒氣來回報魄。值得注

意的是，〈郊特牲〉謂殺牲後，先「升首於室」，乃為尊首尚氣而報陽，血祭時祭

肺、肝、心等內臟以貴氣，乃就初殺牲時薦血腥而言。而〈祭義〉：「羞肝、肺、

首、心」乃是薦熟食而言，故而一以血腥報氣、一以熟食之氣味報魄，物之形質改

變，氣味改變，其於祭祀中象徵意涵亦隨之改變。61 

祭禮儀式中，既透過氣味而歆饗魂魄，而尸為「神象也」，62
 為受祭者之象

徵，其於祭禮中之儀節與飲食之內容均具有溝通人神的重要意義。在尸的饗食儀式

中，除了前文所謂，先透過煙氣、血氣、黍稷之氣、酒氣以通感於祖先魂魄。尸所

用之俎，特別盛著心、舌、肺、脊，並附有大羹；其中心、舌與大羹，乃為尸俎所

特有。63 尸俎所以置心與舌，鄭玄以「心舌知滋味」來理解。若配合醫書《靈

樞．脉度篇》：「心氣通于舌」來看，心所以能通滋味，仍在於氣之感應。故〈郊

特牲〉謂：「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強調其統攝「氣」之關鍵地位。尸於食

禮之前先食肺、脊亦在強調其蘊氣豐富，或居中而貴等特質。64  此外，「大

                                                 
6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4。  
61  孫希旦：「〈郊特牲〉以升首為報陽，謂初殺牲時，腥而升之者也。此以羞首為報魄，謂有虞氏

祭首，熟而升之者也。」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46，〈祭義〉，頁

1222。 
62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8。 
63  《儀禮注疏》將豕之心舌置於「肵俎」，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6，〈特牲饋食

禮〉，頁 548；羊豕之「心舌載于肵俎」，同前引，卷 47，〈少牢饋食禮〉，頁 562；無尸的情

況下，則不設「泰羹湆」，乃因其專為尸而設，同前引，卷 43，〈士虞記〉，頁 507-508。 
64  「舉肺、脊以授尸」，鄭注：「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

同前引，卷 45，〈特牲饋食禮〉，頁 531。「脊」居於體之「中」，正是人體小宇宙之中軸，而

「中」在神話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故其於神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關於「中」的論述，詳參米

爾恰．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2001），第 1

章，〈神聖空間與建構世界的神聖性〉，頁 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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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為烹煮祭肉之汁，其不調和五味，強調貴本重質，「所以敬尸也」。65 可

見出神俎所供奉的飲食強調潔淨、神聖、藏氣豐富、中、貴本重質等特色，並且在

食物的內容與數量上特別豐富、尊貴。66 不論強調脊柱居中，或是大羹不調，均

重在氣之原初性；或如心、肺等臟器強調氣之統攝性。使得象徵鬼神的尸，在祭禮

的過程中，能夠為潔淨、豐富的神聖之氣所滋養。於供養之禮完成後，將尸所歆饗

的神饌撤下，透過祭後燕飲之餕食儀式，將沾染了鬼神之氣的所食之餘，分享於儀

式參與者。於此來看，不論對鬼神之饋獻，乃至領受鬼神之恩澤，均透過「氣」而

被體驗。 

(二)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由原始祭儀之尚血氣至尚德教的轉化 

原始宗教中以犧牲之血腥、穀實的馨香之氣歆饗神祇，初時尚有許多禁忌的成

份包含其中，甚至將災病的發生，視為穀實不馨而導致上天降災的結果，故而當國

境內發生災變，往往由負責供應粢盛的甸師受過。粢盛的馨香與神祇是否歆饗供獻

物、是否賜予福佑密切相關。也正因為血腥、穀實之氣與國祚、家族之生命密切相

關，祭祀時須在極敬虔的狀況下敬獻血腥及俎豆，如《詩經．小雅．楚茨》提及黍

稷豐收時，以酒食享祀，以介福佑。其中提及執事者以「濟濟蹌蹌，絜爾牛羊」的

敬謹態度，將作為犧牲之牛羊「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的獻給受祭者。而後一

再強調執禮者態度須極為虔敬：「執爨踖踖」、「君婦莫莫」、「我孔熯矣，式禮

莫愆」，唯有如此才能：「苾芬孝祀，神嗜飲食。」67 《詩經．小雅．信南山》

亦提及得到上天福佑後，乃能「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於是祭祀時須：「祭以清

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透過「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68 即透

過犧牲之毛色鮮潔，以顯現所奉獻之純美；透過犧牲之血氣以及腸間脂肪混合香草

所燃燒的煙氣，以敬享神明。唯有如此，先祖之靈才能「是烝是享，苾苾芬芬。」

可以說整個敬獻儀式的重心在於透過馨香之氣以敬享神祇。值得注意的是，神祇歆

饗固然須透過苾芬馨香之氣，然而並非祭祀物豐盛即具足了馨香之氣的條件，物所

以能散發馨香之氣，乃是因為執禮者的敬謹與誠虔。此馨香之氣是在敬虔的態度

下，潔淨犧牲、備辦豆俎，方才能夠成就。由此可以看出祭祀已不是一味的供獻犧

                                                 
6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特牲饋食禮〉，頁 531，鄭注。 
66  有關神俎所盛之牲體內涵、數量、象徵意涵，詳參林素娟，〈飲食禮儀的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

徵意義——以三《禮》齋戒、祭祖為核心進行探討〉，頁 191-194。 
6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3 之 2，〈小雅．楚茨〉，頁 456-457。 
68  同前引，〈小雅．信南山〉，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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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甚至最重要的核心亦不在於祭物，而在於執禮者之態度。周代此種對於祭祀精

神的解釋，學者認為與周初立國時的處境艱辛，故而強調敬德，從而對於天命有了

不同於殷商時的體會有關。69 祭祀因此由高度的對神聖力量的怖慄，轉而強調精

神的專注和收斂。《國語．周語》將禋祀解釋為「精意以享禋」，即以齋敬的態

度，以犧牲、酒食獻神。鄭玄亦順此脈絡解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

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70 血腥之馨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媒介，但是其

基礎在於「孝敬享祀」，敬誠的態度才能散發馨香之氣，而到神祇福佑。可以看出

祭祀之重點，乃在透過儀式而使得執禮者能轉化其應物之態度與存在狀態。 

祭祀須透過執禮者供獻的馨香之氣，以及執禮者的專一敬虔之心，當心志專

一、誠敬，精氣不耗散外馳，方能感應於化育之氣以及魂魄之氣；所供獻物亦因其

敬虔而得到神明的歆饗。故《禮記．祭義》謂：「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

親。」注家馬晞孟謂：「致其誠而已」。71 此種對於祭祀精神的理解，於周代的

經籍文獻中屢見不鮮，由於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此層面，故而本部分只簡要舉幾個

例子說明。如《尚書．周書．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72 強

調祭祀時惟有透過德行之馨，方能使其馨香之氣登聞於天，使得天神得其歆饗。若

祭祀者荒淫縱欲，將散發淫邪之氣，連帶使得供獻物受到污染，而觸怒上天。此篇

文誥的寫作背景主要在扭轉殷人尚酒好祀的習尚，殷人所以尚酒氣，乃與祭祀中酒

氣不但能夠降神，同時亦能使血氣發生轉變，從而產生同體、神聖的高峰經驗有

關。此篇文誥則一反此原始祭儀的精神，而強調「德」，如：「惟曰：我民迪小子

                                                 
69  王國維指出周人相較於商人而言，在於其從宗教祭祀中凸顯了禮與德治之精神：「周之制度、典

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王國維，

《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殷周制度論〉，頁 302。徐復觀認為西周

初年由於立國之艱辛，從而促使了人文精神得以發展，其論及周初以天命為中心的宗教轉化，而

此轉化中凸顯了「禮」之精神，此「禮」之意涵不只於祭祀等宗教行為上，並顯出「祭祀中道德

地人文的意義的加重」：「到了詩經末期之所謂禮，乃是原始的『禮』，再加上了抽象的『彝』

的觀念的總和，而成為人文精神最顯著的徵表。……在周初，把『殷禮』與『殷彝』，分別得清

清楚楚。殷禮專指的是祭神，而殷彝則指的是威儀法典。」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第 9 版），第 3 章，〈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

人文化〉，頁 45。 
7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3 之 2，〈小雅．楚茨〉，頁 457，鄭箋。 
71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46，〈祭義〉，頁 1210。 
72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本），卷 14，〈周書．酒誥〉，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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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強調子孫皆能善聽

父祖之教，而專一於德。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天若元德，不亡在王家」，天之護佑

乃因於專一之德，而不在飲酒既醉而僊僊起舞的酒氣之饗中。如此來看，祭祀時所

尚之氣，由原初酒氣、腥氣轉為德行之氣。有德者其氣馨香，無德者將散發不潔之

氣，使得供奉的酒氣與血氣受到污染。此例尚多，如《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伐

許國，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鄭伯所以能如此宣稱，顯然不是許國未奉祭祀，而是民心不調不能有和諧之

氣以奉祀於天。故推斷許國無法「奉其社稷」。73 類似的例子，又如《左傳．桓

公六年》楚國侵隨，季梁與隨侯有一段關於祭祀是否能得鬼神福佑的討論，隨侯認

為祭祀應要具備「牲牷肥腯，粢盛豐備」才能得到神祇的福佑，但季梁則認為：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74 

季梁由傳統祭祀時所供應犧牲的豐肥碩大，而觀察出當時人民經濟生活和民風的良

窳，豐盛的犧牲反映了當時物阜民豐。由於「民，神之主也」，鬼神之意依民心之

向背為依歸，天心由民心而見，因此當人民有能力備辦豐盛之酒食，即象徵在上位

者有善養人民之德，此與《尚書．酒誥》：「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精神一致。75 

由於人民無讒諛邪惡，故能散發德行之馨香，而唯有人民和諧敬虔，方能在和氣的

狀態下備辦豐盛的祭物，故而犧牲、酒食之豐美正是德行之馨香的具體展現。由此

來看，祭祀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對人民進行教化，透過備辦禋祀之物的過程，以

達成修五教、親九族的目的。從統治者如何愛民養民等政教角度，來論祭祀之意義

者，在《左傳》中十分凸顯，而此說法亦為後來之學者所認同。如《周易．既

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王注即謂：「牛，祭之

                                                 
73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隱公十一年〉，頁 80。 
74  同前引，卷 6，〈桓公六年〉，頁 110。 
75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4，〈周書．酒誥〉，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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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

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76 祭祀之重點已由黍稷之馨而轉為明德之

馨。也正因為如此，杜預將「禋祀」訓為「絜齊以享」，77 潔敬的並不只是所供

獻之犧牲，同時也是祭祀者之整體存在狀態（德）。承繼此態度，《禮記．曲禮》

謂：「臨祭不惰」，鄭玄認為祭祀態度怠惰，則為「無神也」，主要因為「鬼神享

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78 再再顯示祭祀的精神已由早期重視血腥、酒食之氣

味歆饗而轉向了德行之氣的修養。 

對於德氣的強調，反應了祭祀由原始宗教向禮儀、修身的轉化。通貫於各階層

的祖先之祭，其於原始祭儀中強調血液、腥肉之供奉，若透過氣之角度進行理解，

則為獻祭者以五味養生調和氣血，其血氣透過與犧牲之接觸而感染受祭者之魂魄，

使得祖先、神祇得以與生者產生連續與感應。感應的基礎在於血氣的親密相親，若

獻祭者與受祭者未有血氣的連續性，則此「氣」之感應的過程將受到阻礙。故如

《論語．為政》提及：「非其鬼而祭之，諂也」，79 祭祖之核心聚焦於祖考與子

孫的血氣相感上。又如《左傳．僖公十年》晉大臣狐突至曲沃新城而遇太子申生之

鬼魂，太子申生怨晉侯夷吾無禮，並申言其已稟告於上帝，上帝將降下懲罰而使秦

國吞併晉國。狐突對此的回應是：「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

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80 非類、非族血氣不同，「其心必

異」，故而若秦國取晉國而代之，則太子申生亦無由歆饗秦人之奉祀，將使魂魄無

法再透過血食之氣而得其供養。此說法仍保存以家族血氣之相感乃得受奉祀的原始

信仰；同時此血氣乃以宗法同姓為依歸，不包含姑姐妹、女子一脈等外姓。81 原

始祭祖以血氣相連，而世世代代祭祀相承，「保姓受氏」、「世不絕祀」。82 此

                                                 
7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

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6，〈既濟〉，頁 136-137。 
7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隱公十一年〉，頁 81。 
7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3，〈曲禮〉，頁 58。 
79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記》本），卷 2，〈為政〉，頁 20。 
80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3，〈僖公十年〉，頁 221。 
81  重視宗法之血氣傳承，強調同姓血氣相承，而排除異姓，於春秋時期頗為常見，如：「莒人滅

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范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

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5，〈襄公六年〉，頁

149。莒為繒之外甥，繒立外甥為後，將導致「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的嚴重後果，故視其等

同於滅亡。 
8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35，〈襄公二十四年〉，頁 60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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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於春秋時期已有長久的歷史，故而晉國之范宣子仍承繼舊說，認為生命的「不

朽」乃展現在三代以來的范氏祖先與子孫血氣相連的家業傳承上。叔孫豹卻將宗族

血氣相承的祭祀不絕定義為「世祿」，認為「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真正的不

朽乃在於「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83 叔孫豹此說法透露出祭

儀精神的轉化，此可於《禮記．祭法》得其印證，在以家族血氣相感而受奉祀的原

則外，國家重要祭祀對象還包括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陵，以及對人類文明具有功

烈的人神，如：「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84 文中並舉：棄、后土、帝嚳、黃帝、

顓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為例；或戰時死亡之英靈，由國家舉行祭典

而受祀。85 由於功烈昭於全民，故而祭祀不受家族內血氣相感之限制。此轉變意

味著，由狹隘的宗族血親之祭祀傳統中，逐漸開展由功業、德行而受祀的傳統。使

得「德」之意義，由統治階層所壟斷的血親宗族之天命授受，逐漸往普遍義的道

德、善行進行理解。86 有德者其存在散發馨香之氣，並能德澤於世，其德風能感

染、教化眾人，眾人亦因其德風之薰染，而與其產生存在之連結，並又透過對有德

及功烈者之祭儀過程，而感染其德氣、遺澤，由此而成就一德氣相感之存在世界。

與此相反的是，若觸犯國家刑法、死於非命，或遭受肉刑者，則其魂魄將遭受污

染，其惡氣亦將驚擾祖先之魂氣，故而於葬、祭皆應與祖先有所區隔。87 可以看

出，由原始血氣為依歸之祭祀，逐漸開展出重視德行之氣的祭祀傳統，而此轉化於

德行、教化上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83  同前引。 
8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802-803。 
85  童子汪踦死於齊魯二國的郎之戰中，後由國家祭典進行斂葬和祭祀，孔子以汪踦：「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故可以不行較簡略的殤禮，而行成人之喪禮。其依據在於其：「死君事，有士行」，

汪踦雖為童子，但因其有功於國，故而由國家行成人之喪以敬祀之。同前引，卷 10，〈檀弓下〉，

頁 189。 
86  周代強調「德」為得天命之依據，初時為統治階層共同分享，而領受天命之族群亦當以行事呼應

此德，方能保天命不墜。如張光直謂：「周人的祖先仍與天、與神的世界保持密切的關係」、

「上帝僅授其天命予有德者」、「始祖有德之氏族或宗族，當作一個群體攏統言之，是個有德的

團體，其成員也就有資格承受天命」。故「德」之意涵，早期與統治階層的血親宗族及天命相授

密切相關，其後才因人文精神之發展，逐漸轉為具普遍義的道德與善行進行解釋。有關「德」之

意涵的轉變，詳參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 348、351；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

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1995），頁 65-95。本文論及周代以降道

德與善行對體氣的影響，由於強調實踐層面，故而多使用「德行」一詞。 
87  有關厲鬼的祭祀及禁忌，相關論述可參考林素娟，〈先秦至漢代禮俗中有關厲鬼的觀念及其因應

之道〉，《成大中文學報》，13（臺南：2005），頁 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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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味實氣：統合自然之氣、血氣、志意之氣的理想教化模式 

 

祭禮儀式中獻祭者以氣味調和血氣，祖先、神祇亦過穀實及百物馨香之氣，而

得與子孫產生連續之感應。祭儀中百物之氣味實源於天地之氣，並密切相關於執禮

者血氣調養與德行課題。儀式中之應物、感物實涉及體氣與自然之氣的協調，同時

亦牽動應物時心氣、志意之調節。以下透過春秋、戰國經籍文獻中有關人身與天地

之氣的關係進行探討，以凸顯祭儀中透過氣味而調和體氣與性情的背景。 

有關體氣與天地之氣的關係，以及如何透過六氣之協調以養生，春秋至戰國的

文獻中已屢屢提及，如《左傳．昭公元年》醫和論及疾病時提到：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88 

天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之氣）化現為四時及五行之規律，五味、五色、五聲亦皆

由六氣而化，由於人體亦為氣之所化，故而與物交感的過程中，須協於氣之變化，

否則將導致「淫生六疾」、「過則為菑」的後果。89 醫和並論及五聲能夠調和體

氣之變化，故而強調「五節」，認為無「節」將導致氣之不調，而造「慆堙心耳，

乃忘平和」的後果。欲望不節制將導致體氣失和，連帶使得「心」受遮蔽，氣血之

平和與「心」之關係顯然十分直接而密切。與「心」密切相關者乃為志、意、感、

情，其亦為天地之氣所化。故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將「禮」視為上協

                                                 
88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1，〈昭公元年〉，頁 708-709。 
89  此部分於醫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山田業廣論及萬物均為氣之所化，在生化的過程中：「血氣已

和，榮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身體為流動之氣所賦形，五臟亦

復如此，神氣藏於心，而精神意志、魂魄亦因氣而成，參山田業廣著，郭秀梅、岡田研吉、加藤

久幸校點，《素問次注集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卷 8，〈寶命全形論〉，頁 585-

589。又如《馬王堆漢墓醫書》所謂胚胎初生之時仍呈現流動的狀態，而後才逐漸凝著，賦形為

有形之身體。此有形之身體為氣所充滿，為氣之流動的場域。有關於氣與流動的身體，胚胎如何

賦形，及其與五臟和經脈的關係，詳參石田秀實著，楊宇譯，《氣．流動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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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地之性的大經大法，協於天地之氣運行乃能調節喜怒哀樂之情，將此視為

「禮」之根本精神，有別於儀式中之揖讓周旋的儀文。文中子大叔引述子產之言：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

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

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

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

子兄弟、姑姊甥舅、昬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惠和，以效天

之生殖長育。90 

「禮」的精神在於法則天地，天地之氣透過五行之消長變化來長養萬物，五行之氣

之於人而被體驗為五味、五色、五聲，此味、色、聲皆根源於天地之氣，而與體氣

相互影響，若合於節度，則身體透過味、色、聲而得其長養，通達於天地之氣；若

淫放失節度，則使得體氣之和諧受到破壞，將生疾病、昏亂。91 透過協於天地之

性，而使天地六氣化育之人身能血氣調和，由此能使行事得其合宜，倫理、教化亦

皆展現天地之律則。 

禮的精神乃在效法天地運行之理，並透過五味、五聲、五色之調節，而不使血

氣淤塞或散佚。五味、五色、五聲亦可能造成體氣的不協調，連帶影響情志的動

向：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90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88-891。 
91  《周禮注疏》理解疾病乃從氣之不和而著眼，謂：「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

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5，〈天官．疾

醫〉，頁 73。也正因為疾病乃由於氣不之和所導致，故《周禮注疏．天官．瘍醫》亦提及透過五

氣、五藥、五味養病。除了《周禮注疏》以外，《禮記．月令》於季節變化時有迎氣、送氣的儀

式，並認為陰陽、寒暑之氣不能協調，適將害人，成為疾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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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審行信令，行禍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92 

好惡喜怒哀樂為六志，皆稟六氣所生，93 其接觸同為六氣所化之五味、五色、五

聲時，將發生氣之流動、變化。在此過程中必須於官能接觸物時能「審則宜類」，

才能使情感不過分泛濫，而達到協和於天地之性的目的。 

有關六氣所化的身體，如何透過五味、五色、五聲而影響血氣之狀態，《國

語．周語下》單穆公就周景王欲鑄無射之大鐘，而極耳目之欲時提出了他的看法：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

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

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

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

能樂。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

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

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94 

此則論及「耳目」為「心之樞機」，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則將造成視聽不

和的後果。反之，若能聽和視正，不為亂氣所惑，則能耳聰目明、「聽言昭德」，

達到「思慮純固」的狀態，顯見德與官能接物而帶起的體氣狀態密切相關。口納五

味，耳聽五聲而「生氣」，所謂「生氣」，注解為：「志氣生也」，即因五官接

物，而造成氣之變動，從而使得以六氣為基礎的情志亦發生變化。若所接之物氣味

不精，則將造成體氣放佚不和，體氣不和則連帶將導致心意之震眩、言語的失常、

行為的失序，從而使得以名言符號為基礎的政教皆失去依準。以此來看，身體所浸

染之氣不但是養身，同時也是禮儀和治道的基礎。 

                                                 
9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91。 
93  此六志，據孔疏謂：「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言共稟六氣而生也」、「《禮記》謂之六

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同前引。 
94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3，〈周語下〉，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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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所接收之五味、五聲、五色……直接影響了體氣、志意、言說和行為。六

氣所成之五味、五聲、五色於政教之論述中均極為重要，尤其是五味和五聲最受到

重視。五味、五聲中，又以五味直接涉及食物之氣、臟腑之氣、養生、性情等課

題，於儀式、教化中具有更重要的意涵。《大戴禮記．四代》對此有所闡述：「食

為味，味為氣，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

後也。」95 此與前文提及《國語．周語下》單穆公之言：「聲味生氣。氣在口為

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以及屠蒯之：「味以行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的論述，均凸顯氣味之於血氣調和的重要性，及其

之於心志、情意、言辭之關係。 

正由於氣味之於執禮者之存在狀態轉化具有重要意義，故而祭祀過程中，十分

關注於執禮者與物遭遇時，所帶動之血氣、志氣的變化，以及其食飲、起居、應物

時的血氣變化，其不論於齋戒乃至祭祀過程中，專心致志於與物之關係，同時引導

於血氣、志氣的變化，均是儀式關懷的核心所在。物之氣味、其於自然風土之關

係，影響其質性；物之處理、烹飪歷程影響其潔淨與神聖，同時透過與物交融之歷

程，物之淨化亦同時帶動起專心致意的參與者志意之淨化。 
 

五、氣味的德行隱喻與身體感知 

 

祭禮儀式中，透過齋戒等工夫而轉化體氣與存在狀態，體氣不但是存在狀態的

直接反映，同時也具有諧和自然、性情等向度，因此，往往成為德行的隱喻。而儀

式中無所不在的氣味，更直接融合為氣氛，影響了身體之感知與身體感之型塑。 

(一) 氣味的德行隱喻 

前文已提及祭禮儀式透過香氣、煙氣以歆饗神明，而香氣中又以德行之馨香最

能感通於神明。「明德惟馨」等說法已表明，有明德者其存在狀態能散發馨香之

氣，而與鬼神產生感應。心性之狀態能彰顯於其所散發之氣味，由《尚書》二則文

獻可以鮮明的呈現，如〈周書．呂刑〉：「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

腥。」此則之背景為三苗施行虐政，上帝降下懲罰，其依據在於苗民所散發之氣腥

惡，而腥惡之氣正是德行敗壞的表徵。故孔穎達指出：「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

                                                 
95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9，〈四代〉，頁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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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腥臭喻惡也。」96 德行之良

窳與所發散之氣味密切相關，體氣發揚於外，無可遮掩，亦無法透過語言欺瞞，氣

味正是存在狀態的真實表徵，也是上天與其感應的基礎。《尚書．周書．君陳》明

白指出：「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疏：「有至美，治之善

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

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97 至於《國語．周語》記載周

惠王十五年時，有神降於莘，內史認為，神之降臨與德行所散發的氣味有密切的關

係，更是對於德行與氣味的關係有了極清晰的闡釋：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

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

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

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

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得神以

興，亦或以亡。」98 

其中明顯以馨香、腥臊作對比，馨香之氣乃因「齋明衷正，精潔惠和」的存在狀態

才能具備。 

因為馨香之氣與德行密切相關，故而先秦經籍中往往以香氣喻德行之芬芳，以

惡氣喻德行之敗壞。如《左傳．僖公四年》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其時占筮，得出

的結果是：「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99 即是以香氣、惡氣，比喻人之善

行、惡行所產生的影響。100《楚辭》中更是以香花、香草喻人之德行，同時還與事

神密切相關，唯透過香氣才能得到神明的歆饗。如〈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洪興祖謂：「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101 即

                                                 
96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9，〈周書．呂刑〉，頁 296。 
97  同前引，卷 18，〈周書．君陳〉，頁 273-274。 
98  徐元誥，《國語集解》，卷 1，〈周語上〉，頁 28-29。 
9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2，〈僖公四年〉，頁 204。 
100  「椒聊且，遠條且」，鄭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毛亨傳，鄭玄箋，孔穎

達疏，《毛詩正義》，卷 6 之 1，〈國風．椒聊〉，頁 219-220；孔疏：「蘭是芬香之草，喻女

有善聞。」同前引，卷 7 之 1，〈國風．澤陂〉，頁 256。 
101  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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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潔之氣降神、享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述及祭神時，除了透過擇吉日、

備玉器外，尚須透過眾香氣、酒氣以感應神靈：「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此時「芳菲菲兮滿堂」，透過香草之氣、蒸食祭肉之氣、酒漿之

氣，並配合拊鼓、陳竽瑟而歌等音聲之振動，才能達到「靈偃蹇兮姣服」的降神目

的。102 此時祭儀之場所為濃烈芳香、煙氣、酒氣所盈滿，並透過香氣而降神、歆

神。《楚辭》中透過多樣而豐富的香氣以溝通神靈，同時並象徵祭祀者德行之高

潔，能為神靈所受，文獻十分豐富，此種以香氣感應神靈、喻德行之芬馨，相沿成

文學傳統。103 

物之氣味與音聲、形貌皆是其稟氣及存在之狀態的顯現，《大戴禮記．四代》

對此有所闡明：「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

惡質在其中者矣。」104 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則就其音聲來進行說明：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

其氣。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

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

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温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

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

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105 

音聲能反映心氣之狀態，心氣之順信、鄙戾、寬柔不同，故而音聲之清濁、舒緩、

壯直……亦皆不同，因此「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能

夠知言、知人。此處以「物生有聲」而聲之有剛柔、清濁，而言人天生之氣稟。除

了天生之氣稟，並能得其體氣及心氣之狀態，誠在其中，將發於聲，因其音聲，能

「處其氣」。聲音之氣動乃是心氣振動的表現，而體氣之變化又將影響心氣之流

動。體氣之狀態直接顯現於氣味，體氣之馨香往往反映德行之芳潔，而體氣之重

濁，則反映了不能協和於天地之氣、行為淫亂無節、心志之混亂。 

                                                 
102  同前引，〈九歌．東皇太一〉，頁 100。「靈偃蹇兮」，洪注：「神降而託於巫也」。 
103  有關《楚辭》中之花草與德行的關係，詳參邱宜文，《巫風與九歌》（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6）；周策縱，《古巫醫與六詩考》（臺北：聯經出版，1989）。 
104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卷 9，〈四代〉，頁 949。 
105  同前引，卷 10，〈文王官人〉，頁 1024-1025。 



清  華  學  報 

 
410

也因為氣味與存在狀態密切相關，故而祭祀時對於體氣有頗多關注，透過體氣

的改變，一方面可以使神明得以感應；另一方面，體氣之改變實就是存在狀態的改

變，既有助於行禮者進行存在狀態之過渡，又開顯並型塑其落實於身體的覺知。故

行祭禮時執禮者往往透過體氣之變化，以轉化心氣、志意，如齋戒時，透過香草浸

釀之酒以改變體氣，即成為儀式的重要部分。《周禮．春官．鬯人》提及鬯人供給

秬鬯，鄭玄認為是讓行祭禮者「淬浴」，即透過秬鬯洗浴，以改變體氣。《國語．

周語》提及籍田禮時，國君須齋戒三日，並且「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

醴乃行」，所謂「祼鬯、饗醴」根據韋昭注解乃是：「灌鬯、飲醴」，以達到香潔

之功效。透過浴鬯、啐鬯、106 飲醴、食玉屑，以使身體之內、外均為香氣浸染，

以改變整個體氣乃至心氣狀態。以香酒洗浴既能透過強烈的香氣以蓋過惡氣，當惡

氣被蓋過時，邪惡的存在狀態亦被祓除。最明顯的例子如《周禮．春官．女巫》中

提及「歲時祓除釁浴」，即是透過香草之氣以祓除惡氣，達到淨化的功效。107 更

強烈的例子如〈鬯人〉提及：「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凡王弔臨共介鬯。」108 大喪時以鬯塗尸，乃是因為「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

尸，使之香也。」尸體之穢惡透過惡氣而被經驗，因此當濃烈的香氣蓋過尸氣時，

不祥亦受到祓除。109 除了穢惡之存在透過香氣得以祓除外，弔臨時，國君為了不

讓惡氣沾染，鬯人供應「介鬯」，鄭眾將「介」解為「被之」，即以鬯酒澆淋其

身，則此時供鬯，主要在於以鬯酒香氣浸染國君之身，而不使其吸納污濁之氣，達

到祓除的效果。鄭玄則將「介」解為執禮者，介執鬯以致王，主要因為國君此時入

於諸侯之祖廟，故以鬯酒「禮於鬼神」，則是強調以鬯酒之香氣通神靈。110 不論

祓除惡氣或透過香潔之氣感應神靈，此二層面於祭祀中往往並存。 

祭祀時用香草洗浴除了祓除惡氣，以去除不善的存在狀態外，同時亦希望能開

啟芳潔的身體經驗。芳潔的體氣可以引生虔敬平和的心性，同時感染行禮場所，使

                                                 
106  孫詒讓認為此處「灌鬯」，「謂啐之也。則共鬯又不止給淬浴矣。」孫詒讓，《周禮正義》，卷

37，〈春官．鬯人〉，頁 1507。 
10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6，〈春官．女巫〉，頁 400。透過氣味以轉變存在狀

態，祓除不祥於出土文獻中亦可得其例證，如《睡虎地秦簡．日書．咎詰》提及眾多厭勝鬼神的

方式，有以穢物之惡氣厭勝者，如「自浴以犬矢」、「燔豕矢」等，詳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

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227、231、257。 
10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9，〈春官．鬯人〉，頁 301。 
109  同前引，〈春官．小宗伯〉，頁 293。賈疏：「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110  孫詒讓接受鄭眾之說，認為「介鬯者，殆即以鬯酒灑被王身，以辟穢濁，亦桃茢拂柩之意與？」

茢亦為香草，故國君弔喪臣子時，往往以「桃、茢」拂柩，透過香氣以祓除惡氣，達到淨化的效

果。詳參孫詒讓，《周禮正義》，卷 37，〈春官．鬯人〉，頁 1507-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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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夠與神明之氣交融。充滿馨香之氣的身體亦是存在狀態的直接展現，此種德

氣、德風（君子之德風）能使人產生無形的薰息，使人對於情境能直接融入和參

與，對於道德教化至關重要。事實上，鬯酒透過濃烈香氣以溝通神靈，於祭祀禮儀

中一直十分凸顯，故〈曲禮〉中強調天子以鬯為贄，強調其與神靈溝通的獨尊身

份。111 鬯酒以其香氣之揮發，足以溝通天地之說，於漢代屢見不鮮，也因其能溝

通天地，故而被認為「百草之本」，如《說苑．脩文》：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

天子以鬯為贄。112 

擁有與天地直接溝通權力的帝王，以鬯為贄，鬯酒於是具有了與天地溝通的神聖

性，並且在以馨香為德行隱喻下，更成為聖人之德的表徵： 

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

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

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于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113 

鬯酒之香氣能溝通神靈、無所不在的潤澤、浸染萬物，故而被比擬為聖人之德。所

謂聖人，被認為是溝通天地、傾聽神聖之氣的智慧靈覺者，114 如《國語．楚語

下》觀射父所言：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

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115 

                                                 
111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9，〈春官．鬯人〉，頁 301，鄭注。孔穎達亦引〈曲

禮〉「凡摯，天子鬯」，認為唯有天子直接溝通神靈，故而執鬯，諸侯以下只執圭玉，於此亦可

看出香氣於溝通神靈中的關鍵性。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56，〈定公十五

年〉，頁 985。 
112  盧元駿，《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脩文〉，頁 663。 
113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6，〈執贄〉，頁 422。 
114  朱曉海指出先秦至兩漢所謂的「聖人」並不單純從倫理、道德等意涵著眼，而具有洞悉天意，傳

達天意的特殊稟賦和能力。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32.1（新竹：

2002），頁 1-30。有關聖的定義，詳參秦家懿，〈「聖」在中國思想史內的多重意義〉，《清華

學報》，17.2（新竹：1985），頁 15-26。 
115  徐元誥，《國語集解》，卷 18，〈楚語下．觀射父論絕地通天〉，頁 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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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具有特殊的德性能時時保持專一齊肅之態度，故能夠聽徹天機、洞徹機先。而

所聽之天機，也以氣之流行顯現。116 鬯酒以氣之揮發、馨香之遍潤不遺，而被比

喻為聖人之德，香氣於是取得了深刻的德氣之遍潤意涵。 

(二) 氣味的身體感知與共通感覺 

祭儀中之氣味通貫於自然、身體與心氣、魂氣間，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透過齋

戒、飲食而改變體氣與存在狀態，儀式中無所不在的氣味，更直接影響了身體之感

知。若就儀式中煙氣、香氣所帶來的存在感受來看，祭祀儀式中透過煙氣之向上昇

華，氣味之無所不在的瀰漫，往往能興發崇高、神聖、尊敬等情感經驗，而煙氣所

造成的整體氣氛，亦能營造同體感。 

祭禮儀式中之煙氣、氣味能召喚神聖的體驗，以《詩經．大雅．生民》祭上帝

為例：「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即以最質樸之

木豆、瓦器盛著血肉、葅醢、大羹以敬獻上帝，當「其馨香始上行」時，參與祭祀

者隨著香煙上升，亦感受到神聖崇高的「上帝」正在「安而歆享之」。117 香氣之

上行，於視覺、嗅覺所造成的身體感、空間感與神聖之體會有密切的關係。空間之

崇高，興發了尊貴、神聖、潔淨、莊嚴等體驗，透過空間之體驗，而隱喻神聖與德

行之崇高，孔疏引袁準說： 

禋者，煙氣。煙，煴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

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

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

《周礼》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煴之礼也。《書》曰：禋于文武

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為禋，不宜

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

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118 

                                                 
116  故如莊子謂至人之心齋之工夫在：「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

之以氣者，方能與自然之氣同流，而與之變化。注謂：「心齋」的工夫乃在於「虛其心則至道集

於懷」。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2，〈人間世〉，頁 147。此

雖有濃厚道家工夫色彩，然亦可見先秦時對於聖人通於氣化流行之體會。 
11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7 之 1，〈大雅．生民〉，頁 596。 
118  同前引，頁 588。 



氣味、氣氛、氣之通感──先秦祭禮儀式中「氣」的神聖體驗、身體感知與教化意涵 

 
413

透過煙氣升華所造成的感受而傳達對於崇高、神聖的體驗。此時高遠、上升成了超

越與神聖的隱喻。119 氤氳之煙氣，無處不在地浸染情境中的所有存在物，共成了

整體情境的渾沌與一體感。煙氣之瀰漫性，連結了此界與他界，具有中介與媒介的

性質。120 儀式中的氣味能夠掩蓋其他氣味的侵襲，故而又被認為具有祓除的功

效。121 

祭祀儀式中無處不瀰漫著氣味：血氣、酒氣、胙肉之氣、黍稷之馨香、蕙蘭之

芬芳、食物之氣味、玉氣、火氣、水氣、煙氣……共成了一個氣氛氤氳的世界，儀

式中之景與物均形成一整體之情境，此整體之情境使得儀式之參與者整個身體均融

入其間，並以身體為基礎開顯了一個具體的生活世界。此生活世界又以氣之流動、

變化示現，儀式參與者整個身體均融入其中而有所體驗，並在儀式的具體情境中回

應了此情境，而實現了整個身體存在上的轉化。122 因此整個儀式過程均與身體之

存在密切連結，著重的不是認知作用的觀察和理解，而是整個身體的融入與體驗。

                                                 
119  有關隱喻與身體的關係，「各種文化與宗教的概念系統其本質是譬喻性的，象徵性轉喻是日常經

驗與刻劃宗教與文化特色的具整體相合性的譬喻系統之間的重要聯繫。象徵性轉喻立基於肉身體

驗，提供了一個了解宗教與文化概念必不可少的手段。」雷可夫 (George Lakoff)、詹森 (Mark 

Johnson) 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2006），頁 70。人類

所使用的象徵皆具有身體感官之體驗為其基礎，但身體之感受又往往受到文化暗示或明示的型

塑，二者複雜而辯證的統合。 
120  「在香氣的引導之下，經過範疇或是介面的移動，進入他界，一個異於日常生活世界的他

界。……香氣在嗅覺上阻斷日常生活熟悉的嗅覺，讓人進入另一個經驗世界。因此，香具有媒介

與中介性質。接著而來的是，在那一個世界，視覺上雖然看不到，俗稱的『是無形的』，但是卻

可以聞得到。可以說，正因為另一個經驗世界是由各種奇妙之香所組成，而成其為奇妙之世

界。」張珣，〈馨香禱祝：香氣的儀式力量〉，《考古人類學刊》，65（臺北：2006），頁

21。 
121  「香在中國民間信仰上，實有通神、去鬼、辟邪、祛魅、逐疫、返魂、淨穢、保健等多方面作

用，尤以通神與避邪為最，則由香烟與香氣之二要素而演成者；蓋香烟裊裊直上昇天，可以通達

神明，香氣蕩漾，自可辟禦邪惡，乃是人類所易於聯想到之作用。」劉枝萬，《臺北市松山祈安

建醮祭典：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頁 129。 
122  學者或透過現象學之身體、知覺、體驗層面，而思考感知活動和身體如何形成了與世界的關係。

儀式中之整體情境，透過身體之知覺而開顯一情境世界，同時透過身體的融入、回應而轉化存在

狀態。此儀式參與者之轉變並不只是知性上的認識，而是落實於身體之實踐轉化，此轉化亦關係

著生活世界的倫理課題。雖然儀式中仍有氣氛可能對身體造成的宰控問題，但以身體之體驗性著

眼，應合中國傳統之氣論，仍深具啟發。相關論述，詳參宋灝，〈跨文化美學視域下的中國古代

畫論〉，《揭諦》，14（嘉義：2008），頁 37-78。其中透過現象學中有關身體與知覺之於存有

的開顯，以及人與世界的連結，來重新思考西方美學傳統中存有論、認識論、倫理學的意義及轉

化，並透過跨文化視野，以中國古代畫論所著重於身體、氣感之論述進行比對，以開展跨文化論

述，以及倫理學、政治、環境等向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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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中之物，均不是客觀的認識物，以儀式中之火為例，其所營造的光、熱、氣、

味、溫度，使儀式中之主體產生物質性想像與存在轉化。火為五行之一，《尚書．

周書．洪範》由五行而推衍之五味，其間融合了經驗與對於物之想像，而此想像既

以身體感知為基礎，同時又召喚出新的身體感知經驗。123 事實上，不只五行所造

成的想像，祭禮儀式中所用之物，均透過對物質之體驗與想像而產生身體動能與情

感轉化的功效。以祭禮中常用之玉為例，除了玉氣被體驗為身心之淨化外，玉以其

色澤、觸感、音聲而能帶動起士人對君子之德的想像和體會：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

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

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

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124 

透過對玉之色澤、質地、垂墜之形式、音聲而隱喻君子之仁、知、義、禮、忠、

信、道、德等種種品性，並以此體會禮、樂之精神。此即透過身體的視、聽、嗅、

味、觸……諸覺以及諸知覺統合而形成共通感覺，如中村雄二郎所謂： 

現在一說到 common sense，一般都指社會上的常識，即社會上人們所共

有而平衡的看法，其實更早昔存在的原始意義是，連貫各種感覺加以統

合的共同感覺。 

我們不是「擁有」身體，而是以身體為主體，以身體活下去。既然活著

活動而行動，意識就向世界延展活動。我們的身體乃成為這個意識的基

礎，有了這樣的基礎，意識乃在這世界中得到自己的位置，而成為具備

各種特定看法的現實性意識，成為具體性的「我的意識」。125 

                                                 
123  有關火之物質想像，其所造成的上升、超越的精神感受，詳參加斯東．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著，杜小真、顧嘉琛譯，《火的精神分析》（長沙：岳麓書社，2005）。以儀式中常用之五行來

看，如《尚書．洪範》提及天賜禹洪範九疇，而其首出者乃為五行，其次為五事及教化，所論之

五行質性皆來自對於物之經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由

此經驗並引生物質之體驗和想像：「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詳參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2，〈周書．洪範〉，頁 167-170。 
12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63，〈聘義〉，頁 1031。 
125  中村雄二郎著，吳神添譯，《哲學的現代觀》（臺北：群策會出版社，2004），頁 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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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之「共通感覺」(common sense) 本指共通於諸種感覺並且將諸種感覺加

以統合的感覺，此種共通感覺以身體之感官為基礎，並內化和統合諸感官而為新的

感性，身體乃為主觀與客觀的統覺面；群體中自我意識之建立亦與此共通感覺密不

可分。此種共通感覺既以身體為基礎，形成具有身體體驗性的語言，而此語言展現

了共同的身體經驗，此種共同主觀透過不斷的關係應對而被固定化、習化為意識。

共通感覺於是成為群體共同的身體經驗與判斷力的基礎，共成了以身體為基礎而充

滿了物質想像的隱喻與情感性的世界。126 祭禮儀式之整體情境對身體經驗的開啟

與召喚，氣味浸染全身體，成為彼此共同的記憶，儀式中所用之物，因其自身之特

質而發散之氣味，對執禮者之身體經驗亦造成豐富之開啟。同時諸種氣味融攝為一

氣，形成整體共融之氣氛，儀式中透過此種氣味之交融，使得在場者彼此敞開，進

行氣之感通與交流。127 

                                                 
126  「中村認為從日常生活中的隱喻的使用，就可以說明在我們的感覺之間確實存在著共通的部

分。」日常生活中之隱喻使用，往往發生以聽覺或嗅味等覺知代替視覺等現象，此種現象一方面

若從氣化流行的角度理解，固然可理解成物之流動而未分的狀態是隱喻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各感官間並非只具有「差異性」，同時其更根源處還在其「共通性」。黃文宏認為：「全體

性的感悟力也發生於對象性的知覺之前，這等於是說先在於對象性的知覺之前，共通感覺的作用

已經發生了。」「全體的感悟力就發生在一種類似西田所謂『主客未分』的狀態。這樣的狀態既

是『主客未分』，也可以說是『無分別』或『主客合一』，它是我們的經驗中與『場所』無分別

地為一的環節。」黃文宏，〈論日本近現代哲學中的「感性論」傾向——以中村雄二郎的「共通

感覺」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75（臺北：2011），頁 217-241。於此亦可印證前文提及

雷可夫、詹森所謂隱喻的基礎在於身體之體驗，而此身體之體驗成為對生活世界的感受，成為思

考和語言的基礎。 
127  儀式中之氣氛雖能感通，營造深刻的身體經驗，成為對世界的歸屬和參與的重要基礎，同時營造

出生活世界之風格。但氣氛所營造之同體感，亦可能流於對氣氛的操控、獨裁和同一性的暴力。

伯梅 (Gernot Böhme) 對於氣氛所可能造成的美學之暴力，有深刻的反省，其將「氣氛」概念運

用到社會與美學之批判，對於「氣氛或情感的營造侵入身體的結構，操縱欲望轉化和力量運用方

向」進行思考。此種氣氛的操控，直接浸染身體，操縱情緒、引生情感，其中不論政治、經濟、

傳統宗教等層面，均難逃此氣氛權力操控的反思。儀式中氣氛的薰染，一方面可以展現高度的文

化豐富性、對於身體調教的積極性，但另一方面，對於氣氛加諸於身體的細微權力控制，亦往往

為文化批判所關注焦點。詳參伯梅著，谷心鵬、翟江月、何乏筆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

念〉，《當代》，188（臺北：2003），頁 10-33；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

「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188（臺北：2003），頁 34-43；何乏筆，〈修身

與身體（二）：身體，氣氛與美學經濟之批判〉，《文明探索叢刊》， 15（臺北：1998），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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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氣氛的感通除了可以形成共通感覺，亦可透過氣氛融合的一體感，重整倫理

關係。以祭後共食的儀式來看，透過身處同一氣嗅，並與祖先共享同樣氣味，達到

協同血親族裔之功效。《詩經》反映了飲食與樂舞對於體氣具有重要意義：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

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

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

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

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凡此

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128 

祭祀時秉樂而舞，並與笙鼓相應，此時樂音與鼓聲之振動能饗宴於神明，而執禮者

之舞動，又能達到體氣之轉化。祭後又透過共食與飲酒，主人與賓客皆同享神饌，

共同浸染於氣味所營造的一體感中。此時飲酒既醉而僊僊起舞，不時有渫漫失常之

舉，號呼荒唐之言，狂舞不止中，日常之禮教容態、威儀與秩序皆告消泯，體氣激

烈振動，酒氣、樂氣、聲氣、食氣、血氣、魂氣……交融而無分，129 共成一氣之

泛漫的場域，天地人神共為一氣，交融成氣化同體之宇宙。周代以後雖於祭祀之體

會有別於原始宗教，而轉以敬、誠等工夫，然而於祭祀中仍強調氣之共感，而此種

儀式上之同體狀態，實如子貢觀蜡祭而憂慮「一國之人皆若狂」之失禮時，孔子所

主張的：「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透過對文化結構的暫時消解，以釋放文化及

倫理結構中之壓力，而回復禮儀及文化結構之活力。130 則祭禮儀式中之氣味，不

只於供獻神靈，亦具有調整存在狀態及文化、倫理結構的重要功能。 

                                                 
128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4 之 3，〈小雅．賓之初筵〉，頁 492-496。 
129  有關回到身體，透過食物之享宴、淫言穢語對於禮教的鬆動與狂歡特質，詳參巴赫金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著，李兆林、夏忠憲譯，《拉伯雷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3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3，〈雜記下〉，頁 751。此相應於日常之威儀秩序的狀

態，實可謂暫時達到反結構狀態，能消泯結構之矛盾，而使結構得以再生，詳參特納 (Victor 

Turner) 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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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和情感、和德化育： 

祭禮儀式的工夫意涵與強調感通的「禮」之理想 

 

鬼神與身體皆為氣之所聚，而身體之氣動、感通乃成為溝通鬼神的核心所在。

以此，面對儀式之敬與誠之態度，乃成為調動血氣、感通天地人神的工夫所在。而

禮儀之基礎亦在氣之感通和身體之覺知中被深刻具體化，而得以展現其生機不息的

活力。 

(一) 敬與誠之工夫 

儀式中氣味之氤氳除了對群體之教化具有重要意義，就個體之德行工夫而言，

亦具有重要意義。前文已提及，祭禮中透過齋戒、備物、儀式中之實踐，而造成體

氣與存在狀態之轉化，此過程重在敬與誠之工夫，此與祭儀的準備以及儀式中的實

踐態度密不可分。於儀式前之齋戒，血氣之調養，乃至備物，專注於物與行禮者之

關係，並透過專注敬虔、專心致意才能於備物、淨化的一連串儀式中，既協和於天

地之氣，同時調和血氣、心志，而產生存在的轉化。祭禮儀式中敬與誠均居於最關

鍵的核心，其使祭禮儀式中原始宗教所尚的血氣之冥合層面轉向了德行之工夫層

面。於此祭禮儀式中主敬、用誠乃成為工夫之關鍵處。《禮記．祭義》通篇一再強

調「敬」之態度，不論祭祀之準備工作，乃至於供饗時之態度、體貌，均以「敬」

為工夫：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

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

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131 

一連串之祭祀準備工作，清理宮室，備辦百物，均成為敬慎工夫之所在，宮室之淨

化，同時也正是心性之淨化的過程。而齋戒、沐浴、盛服，乃至於祭祀時的種種身

                                                 
13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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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儀文，亦均為齋敬工夫之展現。專注而敬誠之態度，以及相關的齋戒、沐浴、食

飲將影響氣血，同時通透於體氣而展現於容色。故〈祭義〉強調祭祀過程中，若無

敬誠之態度，反映於容體上則為：「立而不詘」、「進而不愉」、「薦而不欲」、

「退立而不如受命」、「無敬齊之色」，此是固、疏、不愛、敖、忘本的表現，若

如此，整個過程都將「失之矣」，失去了祭祀的根本精神。 

在儒家禮教的角度來看，鬼神在至愛、至誠中被經驗，故《禮記．祭義》謂：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透過至愛、至誠才能感

通於鬼神。而《禮記．中庸》更是通篇言誠之宇宙，言祭祀亦著重於敬與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

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132 

祭祀之最重要的精神不在於臆度鬼神之情狀，而在於「盡敬」而「顯誠」，開顯一

誠體流行的宇宙。故而孔穎達謂：「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

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133 於儀式中之敬、誠工夫，將使得

儀式過程轉化為修身工夫。 

(二) 生機流動、情氣通感的禮之理想 

原始祭儀中仍保留了神話和巫術中對物「整體的交感」之信仰，並透過種種體

                                                 
132  同前引，卷 52，〈中庸〉，頁 884。 
133  同前引。至宋時大儒如朱熹仍承繼《禮記．祭義》以氣來理解鬼神，同時透過祭祀之敬與誠而與

魂魄之氣相感，其謂：「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

是以有感無。」祭祀之禮與先人魂魄之氣感通的關鍵在於「誠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

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只在這裏也。」詳參朱熹著，黎

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鬼神〉，頁 46、49。朱子不斷強調

祭祀最重要的精神乃在其實踐過程中的敬與誠，《朱子語類》中弟子引張南軒謂：「鬼神，一言

以蔽之曰，誠而已」，朱熹對此亦持肯定態度，認為：「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

道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同前引，卷 63，〈中庸〉，頁 1550。於至誠中

方能感於鬼神，鬼神亦在「敬」與「誠」中而被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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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對儀式參與者的情感產生極重要的轉化。134 但儀式的參與者往往為少數的統

治階層所壟斷，而一再上演的儀式，在神話性逐漸過渡到人文性的過程中，亦往往

容易流於僵化。因此春秋時期即已興起了對於禮之真義的思考，如前文提及《左

傳》、《國語》的篇章中，將保留了神聖性而向自然氣化開放的和諧文化型態（協

於天地之化）視為禮之根本精神，並將落入形式和僵化名言者，僅視為儀。在禮儀

教化的文獻中，關注於氣之流動、變化及其對心、志、情、性之影響，並透過儀式

的踐履，落實了此一由宗教向修身工夫的轉向。祭禮之與神靈溝通重在氣之相感，

並不斷透過敬誠以及情感來說明「禮」的真義。此例子極多，簡要舉幾例說明，如

《禮記．祭義》認為祭祀儀式乃起因於孝子於時序變化中而興起的強烈情感：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

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135 

當自然之氣變化，霜露、風雨更迭，君子親身踐履於一個變化不息的宇宙，而興起

對親人濃烈的思念和感嘆，也在「如將見之」的強烈渴望中，透過齋戒如散齋、致

齋而暫離於俗世之紛繁狀態，並專注於思念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

嗜，而回歸一個「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愾然必有聞乎

其嘆息之聲」的情感世界。處此情感世界之身體具有深刻的存在厚度，儀式中的各

用物均不只是客觀物，而是對身體的召喚和開顯，祖先的衣物、祖先的座椅、尸的

存在，均開顯了一個強烈的情感空間，而此空間之模態亦是身體之模態，孝子於此

全身體的聽聞親人的嘆息和氣味，也唯有「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在強烈的身體經驗下，才能「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亡者在「致愛」

與「致慤」的強烈情感中，真實的存在於執禮者的生命體驗中，甚至身體覺知中。

執禮者亦在此體驗中真實的經歷了存在狀態的轉化，加深了與祖先情感的連續性。

也正因為如此《禮記．祭義》認為：「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

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所謂「鄉」，鄭注為：「中心向之」，馬晞孟謂為：「致

其誠而已」。136
 因為饗帝、饗親最重要的乃在至誠，至誠方能盡天道與人道。或

                                                 
134  「整體的交感」的信仰乃是神話與宗教本身最堅實的基礎之一，「但是宗教的交感是與神話和巫

術交感的類型不同的，它向新的感情－個體性的感情提供充分發揮的機會。」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著，于曉譯，《語言與神話》（臺北：桂冠圖書，1998），頁 141。 
135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07。 
136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46，〈祭義〉，頁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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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禮儀之形式乃根源於至深之情感，而情感如前文所述，亦為氣之所化，故而

感動、深愛之情必影響血氣，而形諸體貌。有深愛之情，必有「和氣」，情之感通

以「氣」之交融共感而被體驗。儀式中的行禮者，因為被至親的愛和思念所穿透，

故而渾身散發著和氣，體氣和諧，故而容色、舉止亦皆是此和諧之氣的流行。於此

來看，容體之禮實為情感的示現，也正因此《禮記》中多次引述孔子論禮均強調

「達於禮義之原」，回到情感的本懷，而〈祭義〉中亦強調祭祀之精神乃在：「教

民相愛，上下用情」，並以此為「禮之至也」。儀式中感於物而動之「情」，因此

亦取得了積極之意義。於此來看，「禮」並非儀文之形式義，而實乃貫通天地之

氣，和同於體氣、情感的展現。 

將至誠、情感視為禮的基礎並非《禮記》之特殊主張，與《禮記》撰作時代相

近，代表儒家早期性情主張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其中關於性、情之態度，

如「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荀以其情，雖過不惡」、

「情生於性，禮生於情」，137 再再表達出對「情」的重視，以「情」為道德實踐

與禮的重要基礎。138 大儒荀子亦認為聖人為「善養其天情」者，而「養情」乃透

過「禮義文理」。139 聖人為「情文俱盡」者，也唯有「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

才能達到「禮之中流」、「情文俱盡」的境界。140 在強調以「情」為禮之基礎，

                                                 
137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性自命出〉，頁 179、

181；〈語叢二〉，頁 203。 
138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表達了早期儒學重要的性情主張，其性情論述與思孟、告荀皆有所關

聯，關於此議題可詳參陳麗桂，〈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所顯現的思想傾向〉，《中國學術年

刊》，20（臺北：1999），頁 137-150。除陳麗桂外，主張其近於告荀一系者，又如陳鼓應，

〈〈太一生水〉與〈性自命出〉發微〉，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北京：三聯書店，

1999），頁 393-411；劉滄龍，〈〈性自命出〉的情性論與禮樂觀〉，《鵝湖月刊》，36.9（臺

北：2011），頁 32-43。主張〈性自命出〉為思孟學派作品者如龐樸、姜廣輝等人，詳見夏蘭

蘭、楊菲菲編輯，《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 20 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頁 7-12、81-92。禮與情之課題，由於所涉複雜，故將以另文處理，此處為精簡篇幅，

不再贅述。 
139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11，〈天論〉，頁 310。 
140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

一也。」同前引，卷 13，〈禮論〉，頁 355；「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襍，是禮之中

流也。」同前引，頁 357。以「情文俱盡」、「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為「禮」之最理想狀

態。〈禮論〉並言及三年之喪乃在「稱情而立文」，祭祀乃在「志意思慕之情」，於此「情」之

於「禮」有其不可取代的基礎價值，同時使「禮」不致流於「文」之僵化後的形式。陳昭瑛認為

荀子較孔孟由實情及人性論情多了美學的層次，實為「先秦儒家美學中『情』概念的變化」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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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禮之感通的深度中，儀式中之氣味能帶起強烈的身體感知與體驗，並不斷回歸

具體情境與情感，在情氣通感中成就生機流動的理想禮文世界。 
 

七、結論 

 

本文探討氣味於祭禮儀式中所開顯的調和身體、性情，回饗天地鬼神，及其於

禮儀、德行、教化等課題上的意義與重要性。禮書於此議題的論述中，不論回饗鬼

神或教化課題，氣之流動、感通均為重要部分。透過儀式之身體力行，氣味之薰

染，以調和體氣，並由諸氣味共成之氣氛中，具體回到與物具體感應的世界，透過

體氣與自然之氣的協調，而共成一氣之和諧感通的人文世界。先秦時的重要典籍如

《左傳》、《國語》、醫書、禮書中均論及人身為天地之氣所化，天地六氣化現為

四時、五行，並透過五味、五色、五聲而對身體之血氣造成深刻影響。氣味直接影

響血氣、五臟、六腑之運作，血氣又直接影響心氣、情氣以及志、意之發動，故而

修身、養生之工夫往往著眼於身體接物所造成的體氣、心志之改變。透過「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發言定名，名以出信」的過程，氣味不

但能影響血氣之運行，同時又與心氣、志氣、情氣密切相連，並開顯名言教化課

題。也因為氣味於身體血氣及心志之流動具有密切關係，故祭禮儀式中不論祭前之

齋戒、祭祀過程及祭後共食儀式中，均透過氣味以進行存在狀態之轉化，同時透過

氣味以進行教化理想之實踐。 

祭儀中透過血氣、聲氣、酒氣、玉氣、穀氣、食氣、水火之氣，共成了一氣氤

氳的整體情境。此氣之氤氳的整體情境，對於溝通天地、神祇，交感於祖先魂魄，

並轉化執禮者之存在狀態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祭禮儀式正是透過行禮者與眾氣融

攝交感，而更新並豐富個體及倫理結構的歷程。儀式中之「物」往往以「氣」的型

態被經驗，物之氣味與其於自然風土之關係密切相關，物之製作歷程影響其潔淨與

神聖。透過與物氣交融的歷程，而達到志意之轉化，並與自然之氣協調的禮教理

想。因此，儀式中諸法器、犧牲之製作及供奉，十分重視神聖的時間與空間，以使

其稟受天地化育的和諧之氣。如酒之釀製十分重視穀物收成與釀製時節，並使水

泉、陶器、炊漬之過程皆潔淨、良善，同時使穀氣、香草之氣、水泉之氣、土氣、

火氣完美結合，如此乃能使酒氣通暢於天地，而招引魂魄、轉化行禮者之體氣。又

                                                 
要突破。詳參陳昭瑛，〈「情」概念從孔孟到荀子的轉化〉，《法鼓人文學報》，2（臺北：

2005），頁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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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水是以夏至午時所鑄陰而取得之月氣，其為陰氣之所凝。明火為冬至子時之

陽鐩取日氣而得，故為陽氣所聚。也正因為其源於天地之精氣，故而於儀式中明水

用於和鬱鬯，明火用於爨烹，具有交感於天地、祖先之氣，以及淨化的神秘功效。

而其分別取自日、月之氣，故其陰陽質性之認定亦反映了當時的陰陽觀及宇宙圖

式。除此而外，血氣之祭亦反映了其時之人神關係及倫理意涵。祭祀犧牲的供獻中

首尚於血氣，血氣之豐厚與否，影響進獻的對象與次第。以進獻之對象來說，以最

原初之血氣禮敬神格最高的天神，而神格較低之神祇則以人情所尚的方式禮敬之。

以敬獻之次第來說，先以血氣詔神於室，而後行祭腥、祭爓之禮。透過犧牲之生與

熟、整體或部分，尚血氣或食味，而反映尊卑、遠近、疏親等人神關係。春秋以

降，陽魂陰魄之說盛行，故祭祀先人之魂魄亦別出報魂與報魄之禮。以血腥之氣、

煙氣饗魂氣；以內臟之氣、酒氣饗魄氣。均反映出，透過血氣之祭而彰顯的人神關

係及人文、倫理意涵。 

原始宗教祭儀中重視犧牲之血腥、穀實的供奉，此時所尚血腥，不但是犧牲之

血肉的供奉，同時更重在血靈相感上。透過血親族裔所供獻的血肉，以與祖先之靈

取得連續性而得其福佑。周代以後，在人文精神逐漸的發展中，將尚血靈供奉的原

始宗教，向德行之意涵進行轉化。「德」由原始意涵中少數統治者所領受之天命及

合於天命的施政和行止，逐漸擴大為具有普遍義的德行和善行。在此轉化的過程

中，有德行功烈者因其德氣、功業之遍潤、薰染而跨越了狹隘的家族血氣連續性之

祭祀；而眾民亦透過祭祀過程而得以調養血氣和心志。於是在祭禮儀式上，關注焦

點轉於執禮者之敬與誠所散發的德氣上，強調敬與誠的狀態方能散發馨香之氣，而

為上帝、鬼神所歆受。若德行敗壞，則將散發惡氣，污染祭物，即使供饗豐厚，亦

不為鬼神所受。於是祭祀之過程十分關注飲食、起居、應物時所造成血氣、情感之

氣的變化，在一連串準備祭物以及齋戒、行禮的過程中，執禮者專注於與物之關

係，以及所引生的體氣之變化。甚至透過浴鬯、啐鬯、飲醴、食玉以祓除惡氣、淨

化體氣。體氣之變化影響心氣、志意，而心氣、志意之變化，亦影響體氣，於是體

氣成為德行之隱喻。透過體氣之馨香而喻德行之芳潔，透過香氣之遍潤不遺，而喻

德氣、德風之薰息。以馨香之氣條暢於天地人神，而論協於天人的禮教理想。 

除了透過齋戒、敬、誠等專心致志之工夫以轉化體氣，而達致協和自然之氣與

血氣等目的外，祭禮儀式中之氣味，亦能使執禮者於薰息中產生強烈的身體感知與

情感經驗。透過祭祀儀式中無所不在的氣味薰染，使儀式情境中人產生中介、轉

化、融合等特殊體會。儀式情境中物質之想像以及氣味所帶來的身體感、氣味的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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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性、跨界性、渺遠感，往往使參與者產生強烈的情感體驗。如氣味之無所不在、

煙氣之瀰漫性，使儀式參與者產生渾沌感與一體感。煙氣之跨界性，連結了此界與

彼界；渺遠而上升之氣興發了崇高、超越、神秘、虔敬等感受；火氣上炎產生了溫

暖、淨化、超越、神聖的想像與體驗。法器及犧牲於此，不只引發想像，產生薰染

之情感經驗，同時亦透過身體感知與隱喻，而型塑著自我之認同及共通的倫理情

感；並透過儀式中大量的象徵運用，而將族群之宇宙圖式、文化結構及理念融於其

中。因此當身體融入此整體情境時，諸氣味、覺知統合為共通感覺，同時亦引動著

高度的情感體驗與族群價值信念之內化。 

祭禮儀式中之「氣」的體驗，彰顯了感通於禮儀、教化中的核心意義。禮書中

一再透過敬、誠、慤、愛、思、感……以論祭禮之精神，在敬與誠之專心致志中，

在思念與深愛中，儀式之整體氣氛的體驗，既能通貫於自然之氣、血氣、體氣、情

氣、心氣，又開展了以感通為基礎的禮樂世界。此種重視情感、感通的禮儀論述，

於先秦儒者之思考禮教、德行課題時，具有重要意義。在重視感通的禮儀實踐中，

感於物之「情」於禮儀、教化、修身工夫中之地位被重視，如何透過「情」之調

節，而成就情文俱盡的禮教理想，亦成為關注的重點。希望通過對「情」之肯認，

禮儀之實踐，能統合文化之理念與情感，而成就一個不斷氣化交感、生機活潑的人

文世界。 
 

（責任校對：劉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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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Qin cultural tradition of Qi espoused a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which connected sacrificial rites, physical perception and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ritual classics and related texts, this study 

prob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spirit and body found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that employed various types of aromas to worship gods in the pre-Qin 

period. In these ceremonies, aromas were said to initiate strong physical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a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personal cultivation, moral conduct and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were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 and blood. It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aroma in the descriptions of 

sacrificial rites found in the ritual classics. It then explores what aromas were valued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s well as the conceptions of spirits prevalent at the time. 

Looking at views of blood Qi and virtuous Qi (“Mingde Weix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hift in emphasis in primitive sacrificial ceremonies from blood Qi to virtuous Qi. 

This shift indicates the important role aroma played in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it also 

reveals how aroma served as a metaphor for virtuous conduct and how physical Qi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dition of the mind. Moreover, in terms of atmosphere, the 

ritual actors who participated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maintained concentration and 

respect by preparing religious instruments, fasting and worshiping.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atmosphere informed the ritual actors’ sincerity and respect, and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based on strong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 The 

synaesthesia of emotions causes ritual to harmonize with heaven and earth, the body, 

the emotions and the nature in a way that not only prevents formal ossificatio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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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also succeeds in establishing an ideal world of ritual and music characterized by 

flowing vitality and the synaesthesia of emotions and Qi. 

 

Key words: aroma, atmosphere, body, communion, metaphor, sacrificial rites 

 

（收稿日期：2012. 6. 4；修正稿日期：2012. 9. 3；通過刊登日期：2012. 11. 21）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9063106360020063906440649002006270644063406270634062900200648064506460020062E06440627064400200631063306270626064400200627064406280631064A062F002006270644062506440643062A063106480646064A00200648064506460020062E064406270644002006350641062D0627062A0020062706440648064A0628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6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f043e043a0430043704320430043d04350020043d043000200435043a04400430043d0430002c00200435043b0435043a04420440043e043d043d04300020043f043e044904300020043800200418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c4f5e55663e793a3001901a8fc775355b5090ae4ef653d190014ee553ca901a8fc756e072797f5153d1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7a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e1006e00ed0020006e00610020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30065002c00200070006f007300ed006c00e1006e00ed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65006d00200061002000700072006f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3006b00e6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06f0067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640069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20069006c006400730063006800690072006d0061006e007a0065006900670065002c00200045002d004d00610069006c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400610073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00073006f006c006c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5006e002000700061006e00740061006c006c0061002c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f00200065006c006500630074007200f3006e00690063006f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730065006c006c00690073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c0020006d0069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76006100640020006b00f500690067006500200070006100720065006d0069006e006900200065006b007200610061006e0069006c0020006b007500760061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690067006100200073006100610074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0006a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900730020006100760061006c00640061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7300740069006e00e90073002000e0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c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10066006600690063006800e90073002000e00020006c002700e9006300720061006e002000650074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5006e0076006f007900e9007300200070006100720020006d00650073007300610067006500720069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b103c103bf03c503c303af03b103c303b7002003c303c403b703bd002003bf03b803cc03bd03b7002c002003b303b903b1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c002003ba03b103b9002003b303b903b1002003c403bf0020039403b903b1002d03b403af03ba03c403c503bf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EA05E605D505D205EA002005DE05E105DA002C002005D305D505D005E8002005D005DC05E705D805E805D505E005D9002005D505D405D005D905E005D805E805E005D8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FEFF005a00610020007300740076006100720061006e006a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61007400610020006e0061006a0070006f0067006f0064006e0069006a006900680020007a00610020007000720069006b0061007a0020006e00610020007a00610073006c006f006e0075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1610074006900200069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20006b006f00720069007300740069007400650020006f0076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10076006b0065002e002000200053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6d006f00670075002000730065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074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20006b00610073006e0069006a0069006d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6a0061006d0061002e>
    /HUN <FEFF00410020006b00e9007000650072006e00790151006e0020006d00650067006a0065006c0065006e00ed007400e9007300680065007a002c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0fc007a0065006e006500740065006b00620065006e002000e900730020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5006e0020006800610073007a006e00e1006c00610074006e0061006b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7a0061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730075002000730063006800650072006d006f002c0020006c006100200070006f00730074006100200065006c0065007400740072006f006e006900630061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753b97624e0a3067306e8868793a3001307e305f306f96fb5b5030e130fc30eb308430a430f330bf30fc30cd30c330c87d4c7531306790014fe13059308b305f30813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92884c306a308f305a300130d530a130a430eb30b530a430ba306f67005c0f9650306b306a308a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d654ba740020d45cc2dc002c0020c804c7900020ba54c77c002c0020c778d130b137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72006f006400790074006900200065006b00720061006e0065002c00200065006c002e002000700061016100740075006900200061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7201010064012b01610061006e0061006900200065006b00720101006e0101002c00200065002d00700061007300740061006d00200075006e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1006d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weergave op een beeldscherm, e-mail en interne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6.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73006b006a0065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7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15b0077006900650074006c0061006e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5006b00720061006e00690065002c0020007700790073007901420061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63007a0074010500200065006c0065006b00740072006f006e00690063007a006e01050020006f00720061007a00200064006c0061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7800690062006900e700e3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5006c0061002c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7300200065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660069015f006100720065006100200070006500200065006300720061006e002c0020007400720069006d006900740065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9006e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15f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4d043a04400430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40043e0441043c043e044204400430002c0020043f0435044004350441044b043b043a04380020043f043e0020044d043b0435043a04420440043e043d043d043e04390020043f043e044704420435002004380020044004300437043c043504490435043d0438044f0020043200200418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435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7a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1006e006900650020006e00610020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b0065002c00200070006f007300690065006c0061006e00690065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6f006d002000610020006e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7000720069006b0061007a0020006e00610020007a00610073006c006f006e0075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1610074006f00200069006e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6e00e40079007400f60073007400e40020006c0075006b0065006d0069007300650065006e002c0020007300e40068006b00f60070006f0073007400690069006e0020006a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90069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f006900740065007400740075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61007400740020007600690073006100730020007000e500200073006b00e40072006d002c00200069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7000e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45006b00720061006e002000fc0073007400fc0020006700f6007200fc006e00fc006d00fc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61002000760065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5006e0020007500790067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f0435044004350433043b044f043404430020043700200435043a04400430043d044300200442043000200406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on-screen display, e-mail, and the Internet.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6.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