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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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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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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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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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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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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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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引，卷 18，〈春官．大宗伯〉，頁 272，鄭注。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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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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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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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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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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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4，〈禮器〉，頁 472。
同前引，卷 21，〈禮運〉，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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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5，〈郊特牲〉，頁 480。
同前引，卷 26，〈郊特牲〉，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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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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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3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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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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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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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5，〈公食大夫〉，頁 305，鄭注。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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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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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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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1，〈昭公元年〉，頁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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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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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5
36

37

3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7，〈春官．鬱人〉，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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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7，〈春官．鬯人〉，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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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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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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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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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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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卷 1，〈離騷〉，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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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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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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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7
48
4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16，〈月令〉，頁 32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4，〈天官．甸師〉，頁 64，鄭注。
同前引，卷 36，〈秋官．司烜氏〉，頁 550。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27，〈內則〉，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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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2
5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
同前引，卷 47，〈祭義〉，頁 813-814。
同前引，卷 10，〈檀弓下〉，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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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56
57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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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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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4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7；卷 21，〈禮運〉，頁 416。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4，〈昭公七年〉，頁 76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3，孔疏。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4，〈昭公七年〉，頁 764。

清

398

華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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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62
63

6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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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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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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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67
6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特牲饋食禮〉，頁 531，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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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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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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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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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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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希旦撰，沈潚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 46，〈祭義〉，頁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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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隱公十一年〉，頁 80。
同前引，卷 6，〈桓公六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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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78
79

80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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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隱公十一年〉，頁 8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3，〈曲禮〉，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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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3，〈僖公十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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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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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85

86

87

同前引。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6，〈祭法〉，頁 8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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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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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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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1，〈昭公元年〉，頁 70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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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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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8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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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9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51，〈昭公二十五年〉，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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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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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98
99
100

10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9，〈周書．呂刑〉，頁 296。
同前引，卷 18，〈周書．君陳〉，頁 273-274。
徐元誥，《國語集解》，卷 1，〈周語上〉，頁 28-2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2，〈僖公四年〉，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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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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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4
105

同前引，〈九歌．東皇太一〉，頁 100。「靈偃蹇兮」，洪注：「神降而託於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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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卷 9，〈四代〉，頁 949。
同前引，卷 10，〈文王官人〉，頁 102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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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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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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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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19，〈春官．鬯人〉，頁 301。
同前引，〈春官．小宗伯〉，頁 293。賈疏：「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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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13
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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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元駿，《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脩文〉，頁 663。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6，〈執贄〉，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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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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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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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7 之 1，〈大雅．生民〉，頁 596。
同前引，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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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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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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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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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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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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414

華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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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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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63，〈聘義〉，頁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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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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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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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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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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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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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同前引，卷 52，〈中庸〉，頁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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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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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7，〈祭義〉，頁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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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13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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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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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11，〈天論〉，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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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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on of Aroma, Atmosphere and Qi: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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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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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