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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周禮》所記官制體系作為研究基礎，提煉出為王室起居生活提供專門服務的職官

團體，以宿衛、飲食、醫療、服飾、侍御等作為此類職官服務層面的劃分依據。首先對《周禮》

所記王室不同層面的起居職官進行系統研究，再對王寢、門制、燕居飲食、服飾、醫療、教育

等相關的起居制度進行專題討論。其中，凡涉及到周代重要的，並與王室起居密切相關的職官，

均另立專題，將其置於周代歷史背景中進行相應考察，以找出《周禮》對於此類職官記載的

特徵，並從王室起居類職官與制度方面對《周禮》的史料價值進行相應判斷。全文共分為七個

部分：

第一章，對《周禮》所記宮禁與宿衛類職官及相關制度作出整理和分析。考慮到宮禁與宿

衛類職官職能的行使將受到王室門寢之制的限制，因此，本文首先對《周禮》所載天子的門制、

王室寢制進行了詳細地考察與補充，以此作為對於宮禁與宿衛類職官討論的基礎。

宮禁類職官對於王宮禁令的總控，實際上是從諸職職能範圍與王宮佈局的特點出發的，小

宰屬於王宮政令的總控者，掌「宮禁」是其職能之一。士師所掌的「宮禁」實際涵蓋了王宮

外門、中門以內至路門以裏的各種禁令。與士師相配合的當為宮正和內宰，分管皋門以內、路

寢及路寢以內的禁令的發佈與監控。

宿衛類職官的布列標準則依託於天子諸門的設置，分為諸門之宿、王內之宿和通職宿衛三

個基本類別，諸職成網狀交織之勢，保證王室日常生活的安全。另外，本文以掌宮禁與掌宿衛

這兩項職能為切入點，對於周代宰官的宮禁職能、師職的宿衛職能、保氏的宿衛職能、虎賁氏

天子近衛之臣的身份以及閽人的守門職能等進行相應的考察與分析。

第二章，區別以往飲食制度研究重視禮制飲食的特點，主要對《周禮》所記王室日常飲食

的分類與食飲專職的服務進行研究。

根據《周禮》飲食職官職能下的點滴記載，結合眾多學者的注疏研究，總結出王室日常飲

食生活的基本情況，提煉出服務於天子日常飲食生活的專職。

首先，《周禮》記載王室日常飲食主要以天子為核心，從文獻記載及眾家注疏的討論來看，

天子日常飲食主要由「朝食」和「燕食」兩類飲食活動組成，而燕食與燕飲亦合稱為「燕飲食」，

另有稍事和非食時之飲作為天子日常飲食的重要補充。

其次，以膳夫為核心的食官群體在為王室各類飲食生活提供相關服務的同時，專門承擔了

天子日常飲食的專職服務。例如內饔、舍人、司尊彝等職負責陳器，庖人、內饔、亨人、獸人、

鵤人、酒正、饎人等職主要負責天子日常飲食中牲、羞、醬、珍、酒、飲等物類的選擇與辨別。

在進入天子日常飲食的主要程序之後，饋御、侑食、授祭、嘗食、徹食等環節的逐級展開均由

膳夫親自參與完成。



再次，對周代以膳夫為核心的食官群體進行考察時，本文關注膳夫食官的職能性質，膳夫

所掌天子飲食基本環節的考察，並對散記於不同文獻下的庖人、酒正、內饔、司尊彝、獸人等

職的職能進行相應考察。

第三章，重點關注《周禮》所記醫官群體的研究。

首先，考述《周禮》醫官群體的聯職情況，諸醫之間的配合既保證了天子及貴族日常飲食

的安全和健康，又保證疾患的防禦與及時救治，以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

其次，本章從宮室居寢的清潔，天子及貴族自身清潔，日常飲食的衛生防禦，巫術驅疾

防疫，以及司爟、庶氏、酒正等職對於四時之癘疾、蠱毒、疾病等方面預防與救治，對《周禮》

官制進行重新篩選，提煉出《周禮》職官設置中所隱含的疾病防禦體系。

再次，分別對巫之醫事、醫官的起源與發展進行專題研究。在對先秦時期巫之醫事的主觀

救治與科學救治行為分類考察的基礎上，本章對《周禮》所記巫職的職能性質形成一定認知，

實際上《周禮》關於巫職的記載基本上忠於巫職本身發展變化的歷史軌跡，是對於巫職衰落及

其職能轉變的整體總結。

同時，本文還重點對西周及其以前和春秋戰國時期醫官的起源與發展進行了專題討論，實

際上，在殷商甲骨及相關文獻中並無「醫」的記載，而當時大量醫療行為的承載者又是巫職，

再考慮到西周銘文及文獻資料中較少「醫」職記載的特點，故西周時期可能是巫、醫開始分流

或者說醫職開始獨立的時期。而春秋戰國時期，醫職便得到長足發展，已經擁有獨立的職官系

統，而且醫職的基本職能及其行醫經驗也得到了廣泛地認可。

最後，以附錄的形式對《周禮》醫官所反映的時代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周禮》所記巫醫關

係以及醫官職能和理論是對春秋以來巫醫分流後「醫」之發展及行醫經驗的全面總結。

第四章，重點關注《周禮》所記女官及女官教育的研究。

首先，對《周禮》所記女官及其職能特點進行討論。依據女官服務對象的不同，女官可以

分成兩個類別：天子女官與王后女官，前者專指天子的御妾而言，後者指由王后所領的天子的

內官體系。以天子內宮為限，女官職能範圍被禁錮在六宮之內，絕不參與政事，並且在王后女

官內部存在明顯的等級劃分。同時，本文對女官的相關聯職如內官、內人、婦官等群體的具體

所指及其與《周禮》所記女官的異同進行考察。

其次，以內宰與女官的教育職能為出發點，對《周禮》女官教育體系進行系統研究。女官

教育的施教者主要由內宰和九嬪承擔，前者負責陰禮之教與婦職之教兩項內容，後者則專門承

擔起了對於女官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等方面的細節教育。實際上，《周禮》所構建的女官教

育體系從禮與職兩個方面將女官教育落實到了實處，形成女官之貴者重視禮教、女官之賤者重

視職教的教育特點。

再次，本文對先秦時期女子貴族教育進行專題研究，對母、姆、傅姆、傅母與女師的身份

進行討論，並從學前之教、閨門之教、嫁前之教的三個不同階段來論述先秦貴族女子教育的主

要內容。

最後，對《周禮》女官之教與文獻所記女師之教的關係進行總結：從受教者的身份和教育

內容的側重點來看，女官教育實際上是建立在女師之教的基礎上的。

第五章，《周禮》所載天子近侍服務類職官實際上是天子日常政務與燕居勞褻之事的主要負

責者，本章重點分析這些職官在天子日常政務不同層級方面的服務職能，以及天子燕居瑣事的

專職服務。

其中，大僕及其從屬小臣等職主要對天子燕朝、路寢、燕居所涉及到的政務提供專職服務，

而宮人則是天子日常燕居勞褻之事的主要負責者。

同時，本章還結合銘文材料與先秦史料對「僕」職的身份與職能、小臣的近侍身份進行

考察。



第六章，在《周禮》所構建的服飾類職官體系中，主要針對的是天子與王后禮服的供應

服務，而天子日常服飾則多隱藏於學者們根據《周禮》經文及禮書記載的注疏討論之中，本文

以此為基礎，對《周禮》所記王室日常服制進行討論，並提煉出相應的專職服務。

王室日常服制主要包括王、后各自首服、衣服及足服的不同類型及搭配關係，通過對於上

述問題的細緻分析與討論，總結出王、后日常搭配的幾種情況：王后服次、展衣視天子玄冕，

用以群小祀；王后服次、展衣視天子皮弁，用以禮見賓客、參與宴饗等；王后服次、褖衣視天

子皮弁，用以日常禮見天子；王后服次、褖衣視天子玄端，用以御見；王后服纚笄、褖衣，用

以燕居。最後，專門針對上述王、后日常服飾所需要的相關服務，對《周禮》所載服飾類職官

進行系統整理。

第七章，在《周禮》所記王室起居的龐大職官體系中，其具體職能或事務的展開，實際上

均由不同職官下的徒屬或奴隸完成，他們才是保證王室起居服務完成的基礎。因此，本章將

《周禮》所記與王室起居生活相關的庶人在官者和奄人的配備情況及職能特點進行分析。考慮到

奴隸並非職官但卻又與天子起居生活密切相關，本文將《周禮》奴隸群體的研究列於庶人在官

者與奄人專題之下，對《周禮》所記奴隸的來源、使役、從屬及特點進行考察，以保證專題研

究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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