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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東亞各國所見的大酺活動

葉國良
【摘 要】歷代施政，能受人民以歡樂心情迎接者，爲數不
多，或歷時不久。筆者歷思往事，以爲實施時間久，百姓實質受惠
大，而無太大弊端者，蓋有三事：一曰鄉飲酒，二曰養老，三曰大
酺。大酺一事，由朝廷允許百姓自由歡樂飲酒若干日。事自受人
民歡迎，然自戰國晚葉趙國率先實施起，大盛於唐之高宗、則天兩
朝，至宋朝猶見其尾聲，堪稱史上最受歡迎禮典之一。不僅此也，
韓、日、越等東亞各國亦斷斷續續舉行大酺禮典，堪稱頗有意趣之
活動，可惜學界多不甚注意。 筆者以爲學界可研究之事本不爲
少，且史上之佳話並非無有，故取歡樂之事研究之，似亦人生可爲
之事，大酺活動不失爲其中一種。
【關鍵詞 】鄉飲酒 養老 大酺 古代東亞 中、韓、日、
越史料

一、前

言

一直到近年，東亞的歷史可用“民以食爲天”一語來概括。因爲三四千
年來，總括的説，大多數年代的百姓並不能過富裕豐饒的生活。
但在相對富裕而且政治清明的歲月，政府或朝廷也有可能展現其照顧
子民的善意，在某些狀況時，供應其飲食，其表現方式最爲突出的便是鄉飲
酒禮、養老禮及大酺三種。所謂大酺，乃朝廷允許人民在一定天數内自由
作樂，朝廷甚至提供酒肉，人民不必顧慮酒禁，以示普天同慶之意。但大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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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到元朝已極罕見。綜觀中華大地的歷史，政府照顧子民的能力，在明
末以後隨著人口的成長逐漸失去控制，政府對如何處理糧食問題，始終必
須嚴肅面對。此處我們不做太多討論。
民間歡樂之方式，本文自無法逐項畢舉，若由朝廷主導，其項目自亦有
限，然而此中所涉之歷史文化之訊息自有足以剖析者。下文僅就古代東亞
各國所見大酺活動鋪陳其發展。

二、大酺活動的源起及唐代以前的發展
大酺者，公家開放民衆得飲酒數日之謂。漢制多則五日，少則二三日，
漢朝官方休沐五日故也。唐制旬休，而高宗時大酺有至七日者，則天時則
有至九日者，足示普天同慶，亦表明當時的確富强，傲視東亞。其事除見中
國史籍外，亦見韓、日、越諸國史籍，如 《日本書紀》、《高麗史》、《大越史記
全書》等。若考此俗之源，《史記正義》引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
食爲酺。”此項未悉是否真正大酺的起源，或僅是陳留風俗？
詳考史書，大酺之俗，能確定者，始見於戰國末年之趙國。《史記 · 趙
世家》云惠文王三年：
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還歸，行
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

此次活動，趙國慶祝滅中山國與代道得通也。應是東亞大酺習俗之始。
其次，《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
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又
見《六國年表》）

注引《史記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
天下大酺也。”次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
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至此，秦遂正式統一天下。故 《史記 · 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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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本紀》又載：“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
酺。”秦慶祝統一天下也。
及漢得天下，治民採“網漏吞舟之魚”之策略，而孝文、孝景兩帝又行善
政，曾令天下大酺。此後漢朝有令天下大酺者，往往與大赦、養老與賜民爵
若干級等措施合一，多能反映國泰民安或勤政愛民之意。如《史記· 孝文
本紀》，文帝即位後，夜下詔書曰：“……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户牛酒 ，酺五日。”又：“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
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又見 《封禪書》）顔師古注曰：“酺之爲言
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又《史記·孝景本紀》：“後元年冬，
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
庶長。四月，大酺。”《漢書·景帝紀》則云：“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史
記集解》引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今詔横賜得
令會聚飲食五日。”《史記索隱》引《説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又
引《封禪書》云：“百户牛一頭，酒十石。”據此，蓋朝廷定法准百姓於特定時
機得群飲也。
武帝時，天下富强，有可賀之事，輒賜大酺。《漢書·武帝紀》：“元光二
年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元朔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
日。”“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太初二年，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
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户五千錢，鰥寡孤獨人帛一匹。”蓋不獨大酺而已，
亦有加賜錢帛等物者，乃漢代惠民之高峰時期，亦反映當時國力之富强。
宣帝年間，匈奴因畜産大耗，單于稱臣内附。《漢書 · 宣帝紀》載：“五鳳三
年……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五日，加
賜鰥寡孤獨高年帛。”足以反映當時國情，堪稱富强。元帝即位，仍然經常
賞賜，如初元元年夏四月：“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
匹，吏民五十户牛酒。”亦見五年四月。尤常賜女子百户牛酒。成帝之後至
西漢之亡，賞賜逐漸罕見。
後漢之初，有明、章之治，其時亦有大酺及賜帛賜爵之事。《後漢書 ·
①

①

《史記集解》：“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史記索隱》：“《封禪書》云：‘百户牛一頭，酒十
石。’”又引樂産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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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明帝紀》云：
（永平十五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視事二十歲已上
帛百匹，十歲以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
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應宥者，皆赦除之。

明帝之賞賜爵位、布帛、大酺、大赦等，堪稱歷代中最爲豐厚者。《後漢書·
孝章帝紀》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曰：“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
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
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户一匹，城
外三户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
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優賜可謂極矣。《後漢書 · 孝和孝殤帝
紀》：“（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
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
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
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户共一匹。”當時其事之最大者，乃皇帝加元
服，然年紀不過十二歲，衰世將來之兆也。此後漢朝不復有賜民大酺之事，
用知國家漸趨貧弱矣。
三國時代，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
見。注引《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户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
祠宗廟。”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石頭，孫皓降。王濬
收其圖籍，兵民二百餘萬。“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此
改元大酺者，收服降國也。惠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大
赦，大酺三日”，立皇后也。然亦見西晉之初大酺僅三日，國力弱於漢代遠
矣。永寧元年夏，趙王倫敗，下詔 “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
誅趙王倫”。太安元年五月，“以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賜孤寡帛，大酺五
日”。永興元年三月，因立成都王穎太弟，“大赦，賜鰥、寡、高年帛三匹，大酺
五日”。其實惠帝既不才，乃數有大酺之事，蓋不稱其政，而亦旋即亡國云。
南渡後，成帝“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
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内復一年”。又，咸康元年春，“帝加元服，大赦，改
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穆帝升
平元年加元服，告於太廟，始親萬機。八月，立皇后何氏，大赦，“大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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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帝義熙元年正月詔：“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
日”。《宋書·本紀九·後廢帝》元徽二年“十一月丙戌，御加元服，大赦天
下。賜民男子爵一級。……年八十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賜王公以下
各有差”。據上所述，衡量南朝國力，僅能勉强維持漢以來制度，而其對百
姓之賞賜，遠遠不及。
北朝末期，北方之漢化已漸明顯，而大酺之俗亦有行之者。《周書·宣
帝紀》載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酺。”《魏書·太宗紀》永興四
年八月：“車駕還宫。壬子，幸西宫，臨板殿，大饗群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
之，命民大酺三日。”五年秋七月，“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
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泰常五年春，“自薛林東還，至於
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獸以賜之”。七月“丁未，幸雲中大室，賜
從者大酺”。泰常七年正月，“自雲中西行，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蕃
渠帥繒帛各有差”。但當時此類記載不多。
隋朝以後，中國復强。大酺之事，亦隨之復興。《隋書 · 文學傳》：“帝
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 （王）冑和之。”隋阼太短，其
記載自寡。唐興，氣象迥别。《舊唐書》中，記皇家賜酺、賜京師酺或賜天下
大酺者甚多。如太宗貞觀八年二月，皇太子加元服。丙午賜天下酺三日。
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有于事丁南郊。壬午，賜天下酺三日。十九年，李勣大
勝高麗，刻石紀功，賜天下大酺二日。二十年春甲寅，賜京師酺三日。
值得注意者，自高宗改麟德爲乾封元年起，大赦天下，賜酺七日僅見一
次。而自武氏稱帝之後，皇家若有慶典，往往賜人勳官，或賜某些地區大
酺，或賜天下大酺五日以上，竟有至七日、九日者，如：“永昌元年春正月，神
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
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三年九月：“大赦天
下，改元爲長壽。改用九月爲社，大酺七日。”二年秋九月：“上加金輪聖神
皇帝號，大赦天下，大酺七日。”三年五月：“上加尊號爲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大赦天下，改元爲延載，大酺七日。”證聖元年春一月：“上加尊號曰慈氏越
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爲延載，大酺七日。”萬歲登封元年：“臘月
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翌年四月：“親享明堂，大
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大酺七日。”聖曆元年：“正月，親享明堂，大赦天下。
改元，大酺九日。”據上，當時幾無歲不大酺矣。末年復稍降至五日，而中
宗、睿宗在位時，亦無過之者。及玄宗即位後，不過三日。天寶之後，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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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漸衰，大酺之事，肅宗、穆宗以後遂漸消失於史藉，不熟國史者，甚至不
知此名此事。
中華歷史，有盛有衰，若以武功文治及富庶情況衡量之，最盛者，漢、唐
而已，宋朝則以文化昌明稱，國勢其實不强。自是而後，中華整體國力漸轉
貧弱。上文所述史上大酺情況，正足以反映實情。下文述五代以下景況，
古今對照，則盛衰貧富之趨勢至爲明顯也。
《舊五代史 》卷三 《梁書 》：“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
梁。……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是日大酺，賞
賜有差。”按：五代時有殿名“大酺殿”，稍可唤起後世對漢唐盛世之回憶與
想像，然大酺最多僅在京師舉行而已，且終五代，亦僅行一次而已，足見當
時之貧弱矣。《宋史·本紀四》：“立德妃李氏爲皇后，丙申，御乾元門，賜京
師大酺三日。”《宋史·陳彭年傳》：“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隽
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金
史》卷八二《海陵諸子》：“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於神龍
殿，賜京師大酺一日。”至於《皇明史竊》卷六載：“一日，士偶乏饢，命以御膳
所儲給三軍。軍食，己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酺，己乃肉食。”
《清史稿·本紀六·聖祖本紀二》載：“癸丑，上還駐杭州，閲騎射，賜將軍以
及官兵大酺。”《清史稿·列傳》卷二四一：“先是（劉）錦棠以祖母老病，累
疏乞歸省，不許。十三年，申前請，始俞允。錦棠悉召諸部酋長大酺，遂發，
所過，黄童白叟望風相攜負以迎，往往擁車數日不得走。”然而此類記載，實
不足以古之“大酺”稱之也。

三、韓、日、越之大酺活動
中國既有以大酺方式饗民之舉，文明影響所及，韓國、日本、越南亦均
有之。然其發展與規模自不足與中土相比。
韓國方面，三國時代已有大酺之記載。《三國史記 · 新羅本紀 · 真平
王》（６３２） 三十七年：“春二月，賜大酺三日。”又《文武王》（６２６—６８１）七年
秋：“七月，大酺三日。”又 《景德王》（７６５）五年春二月：“遣使入唐賀正，並
①

①

金富軾：《三國史記》，漢城：先進文化社 １９６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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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方物。夏四月，大赦。賜大酺，度僧一百五十人。”高句麗與百濟不服唐
朝，大酺之制，似僅新羅採行。
高麗時期，鄭麟趾《高麗史·世家·成宗》 （９８１—９９７）云：“十三年夏
四月甲辰，禘於太廟，躋戴宗於第五室。…… 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執事者
二級，百姓大酺三日。”《穆宗》（９９７—１００９）以十六年戊午受内禪即位，“仍
賜内外大酺一日”。《毅宗》（１１６７—１１７０）：“十二年三月壬午，大酺國内老
人。”《熙宗》（１２０４—１２１１）：“四年冬十月丙子，又大酺鰥、寡、孤、獨、篤廢
疾，賜物有差。”《忠烈王》（１２３６—１３０８ ）：“二十一年九月丙子，以聖節大
酺。甲申，世子署事於都僉議司，遂詣壽寧宫，王與公主登樓觀之。”此所謂
“公主”，元朝公主也。《恭愍王》（１３３０—１３７４）：“十一年三月辛酉赦，大酺
於行宫，勞赴征將士。”同王十六年八月：“乙卯，元遣直省舍人山塔失里來
告，以完者帖木兒爲左丞相。己未，宰相會雲岩寺，設大酺，陳妓樂，祭正
陵，宫人皆會。”此則言元朝遣使者來也。
又《朝鮮王朝實録》 卷四三至四六載：世宗（１４１８—１４５０）嘗與卞季良
論科舉：
①

②

季良曰：“然，且古者有賜酺之禮，《宋鑑》與前朝史，亦載三日大酺
之語，宜行古制。”上曰：“《通鑑》亦載之矣。然近年以來，禾穀不登，且
無慶事，未敢舉行，今於春秋，已賜八十歲以上人米。”季良曰：“大酺之
制，古之良法，宜速行之。”

此事既有卞季良發端，遂有柳寬者於該年上書，引宋朝太宗御丹鳳樓觀酺
故事論其事。然經筵上鄭麟趾曾予反對。世祖 （１４１７—１４６８ ）三年，曾曰：
“祀天後大酺三日，古之禮也，今亦欲賜宴於諸道何如？”承旨等僉曰：“允
當。”成宗朝（１４９４—１５５０），嘗“屢大酺儒生，至於廢朝，殲滅士類殆盡，其禍
慘矣”。此所謂 “殲滅士類殆盡，其禍慘矣”者，朝鮮史上有所謂 “老論 ”、
“少論”之黨争也。故中宗 （１４４８—１５４４ ）朝雖屢次議論，或以爲乃右文盛
事，而當時亦有“導君爲惡”之言。其後明朝既不以大酺爲禮典，故其事亦
鮮爲人道矣。
①
②

鄭麟趾：《高麗史》，延世大學校東方研究所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初版；景仁文化社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再版。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録》，漢城：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 １９５５—１９６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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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大酺不多見，《日本書紀》僅有三條 。卷一五，清寧天皇四
年（４８４）：“夏閏五月，大酺五日。”天武天皇（６７２—６８６）十一年冬：“十月辛
酉朔戊辰，大酺。”朱鳥元年正月：“戊午，宴後宫。己未，朝廷大酺，是日御
窟殿前，而倡優等賜禄有差，亦歌人等賜袍袴。”（朱鳥乃其後之年號）菅野
道真《續日本紀》四十卷中查無大酺之資料。
越南方面，有陳荆和編校 《大越史記全書》 。據其書，本紀卷五 《陳
紀》太宗建中七年秋八月（宋紹定 ４ 年，１２３１），幸即墨行宫，朝享先廟，宴鄉
老，賜帛有差。帝退位，改元紹元，紹隆五年 （宋景定三年，元中統三年，
１２６２），
春二月，上皇幸即墨行宫，大酺鄉老，自六十歲以上，各賜爵二資，婦
人絹二疋。
後黎朝太宗，大赦改元，期以明年正月，改大寶初年，大赦天下，年自七十以
上，賞爵一資，并賜大酺。於是春正月，朔，改元大寶元年（明正統五年，１４４０）。
後黎朝聖宗（光順三年，明天順六年，１４６２）二月，倍大酺錢數。蓋見於
史者僅止於以上。
然則大酺之禮者，其事雖源自中土，而海外各邦僅偶行其事，非盛典
也，若持與中土比較，不足觀也已，故附見於此。
①

②

四、結

論

東亞各國，以中國爲文明之核心，其間藴育之内涵頗爲豐富，尤令人稱
道者，厥爲愛民之文化。以筆者觀之，歷史上從制度面愛民之法有三：一曰
鄉飲酒禮；二曰朝廷養鄉官；三曰大酺。此三者，鄉飲酒禮維持至清道光二
十三年而廢除；三老鄉官，漢末隨官制之沿革而消失，史籍另偶見朝廷養三
老五更者，大部分乃天子個人之養老禮，歷史上偶一爲之，非常制也。大酺
之禮，曾盛行一時，而宋代以後，逐漸鮮爲人知，惜哉！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①
②

定本《日本書紀》，東京：講談社 １９６６ 年版。
陳荆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第 １ 册昭和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發行，第 ２ 册昭和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發行，第 ３
册昭和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發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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