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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語‧鄉黨》中孔子飲食觀之探析 

－以現代預防醫學為論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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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死亡，是人類最終的結局，為求得壽命的延續，人類企圖透過各種方式以達長生不老，而

其中最為普遍運用便是「養生」。養生文化雖並非孔子思想之主流，但在《論語．鄉黨》中仍

不乏有精闢且具開創性的養生見解。因此，在當時醫術不發達的條件下，孔子能得如此的高壽，

其養生思想便有研究意義。然民以食為天，若論養生則當以「飲食」為先，因此唯有吃對食物、

吃對方法，建立良好飲食生活習慣，才能擁有寶貴的健康。故本文主要以探析《論語．鄉黨》

中孔子的飲食觀點，並替其「不食原則」與「飲食有節」作一分析歸納，且輔以現代預防醫學

作相關論證之依述。 

關鍵詞：孔子，飲食觀，預防醫學，現代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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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human beings typically reach toward immortality by 

"keeping in good health." Although the culture of maintaining health is not the main thought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 several pertinent points appear in 10.7 ('Xiangdang'). It is noteworthy that Kong 

Zi [Confucius] lived a long life without the type of medical care considered minimum by modern 

standards. Since good health begins with good nutrition, a discussion of dietary habits (i.e., eating the 

right foods in the right way) is quite appropriat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Kong Zi's 

dietary perspective, as detailed in 10.7, and seek verification of his principles in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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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人類意識到死亡是最終的結局、無法躲避的命運時，

為求得壽命的延續，總會運用許多方法以達長生不老之目

的。因此，當歷史發展至 21 世紀時，儼然已成為了「健康

照護」（行政院衛生署，2006，頁 13）的時代，而在此激烈

的社會競爭和不正常的生活作息下，已導致了許多影響人類

健康的文明病，所以「健康，讓生活更美好」始成為人類對

未來的一大追求。在這樣的熱潮之中，人們漸漸開始對「預

防醫學」1（讀者文摘，1998，頁 24）有所重視，即西醫所

言的「預防勝於治療」，又或是與中醫境界相呼應的「上醫

治未病」，因此在此預防醫學的推動之下，我們除了能透過

各類運動等健身內容之外，亦能從平日的養生、保健上來下

功夫，而若能如此，則必能降低疾病的發生，並掌握屬於個

人的健康之鑰。 

  從歷史來看，中國古代文化本來就對生命一直存有強烈

的關懷，故繁衍出博大精深的中華養生文化。而養生文化中

又以道家系統最為出色，但「養生」的最終目的畢竟還是健

康與長壽，因此道家雖然出色，卻也只能將對養生問題的認

知和思考提高至如人生觀、宇宙觀、價值觀的層級，而道家

卻未將其視為一般普遍的預防保健，錢穆先生有評：學者試

取《莊子》〈逍遙遊〉、〈人間世〉與此對讀，可見聖人之學

養意境，至平實、至深細，較之莊生想像，逷乎遠矣。（錢

穆，1998，頁 370）故本文暫時不將道家列入討論範疇。 

  養生文化雖並非孔子思想之主流，但古語有云：「人生

七十古來稀」，在當時醫術不發達的春秋戰國之際，享年 73

歲的孔子便可謂為高壽。雖然《論語》中沒有專門論述關於

養生的篇章，但在其〈鄉黨〉篇中仍不乏有精闢而且具開創

性的養生見解。因此，基於養生仍然是人類需要關注的一個

重要面向，故孔子的養生思想定有其研究之意義。而中國人

總說「病從口入」。因此，若要論養生、論保健，又當以最

切合我們日常生活的「飲食」為先。 

  中國傳統養生方法的組成上，飲食文化已佔有相當重要

的篇章。早在《周禮》一書中即已經提到關於飲膳制度和飲

                                                 
1 預防醫學出於西醫療法，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來代替對疾病的治

療，即採取措施防止疾病發生。其中雖包含如藥物治療、動手術等，

但主要仍著重於健康的生活方式，如運動、均衡營養、杜絕不良嗜欲

等，而近年更融合許多非西醫療法，如冥想、按摩、中醫等。故本文

題之「現代預防醫學」範圍主要以現代醫療、健康養生、營養學、病

理衛生、食品控管等通用概念為一界定。 

食療法的記載。（詳見（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1997）

又《黃帝內經．素問》云：「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

脈……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

肺……」（台灣商務，1965，頁 94-96）即說明飲食被視為構

成人體生命活動的精氣來源，人體臟腑器官藉由攝入的飲食

所化生的精氣而得營養。（萬建中，1997，頁 29）胡祇遹於

《紫山大全集》中亦曰：「木借土為天，人以食為壽。」（胡

祇遹，1985，頁 111）由此可知，自古以來飲食與養生有著

密不可分的關聯性。而也唯有吃對食物、吃對方法，建立良

好的飲食生活習慣，才能擁有最寶貴的健康財富。是故，民

以食為天，飲食是維持生命之基礎，亦是為人之身體健康最

重要的，因此本文主要以探析《論語．鄉黨》中孔子的飲食

觀點，並輔以現代預防醫學作一相關論證之依據。 

 

二、孔子之不食有理 

  孔子一生安貧樂道，生活簡樸，他曾讚美顏回艱苦樸素

的精神，其《論語．雍也》篇云：「賢哉，回也！一簞食，

一瓢飲 ，在陋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賢哉，回

也！」（《庸也篇》第九章，孟穎集註，1985。以下所引《論

語》之內文，皆引自《新編‧四書心德》）。孔子一生不上飯

館酒食，在家中也堅持要吃五穀雜糧和蔬菜，居住更是以簡

樸舒適為宜，並且反對舖張浪費。雖然如此，孔子對於飲食

仍然是非常講究的。據《論語．鄉黨》篇記載，孔子注重養

生，因此在飲食方面提出了「不食」原則，而以下將對其原

則作一分析歸納。 

（一）衛生飲食 

  自周代起，人們開始對於環境和個人的衛生有所重視，

《呂氏春秋》有言：「臨飲食，必蠲潔。」（史仲序，1993，

頁 282）因此，中國人說「病從口入」，即疾病通常是由飲

食所引起的。而其中最為關鍵的便是食物的衛生與否。故孔

子於《論語．鄉黨》篇中明確地提出了對於不潔飲食應該忌

口的原則：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不食。（《鄉黨篇》第八章） 

用今天的話來說，即是只要飯放得久了，變得濕濕稠稠的，

而且味道變餿了，或者魚和肉腐爛了，一概不吃。其實這是

有原因的，因為過去的傳統家庭通常是以節儉為美德，所以

捨不得丟棄已經變味的米飯、饅頭等澱粉類主食，因而會在

重新加熱然後又大口將已變味的食物吃進肚子裡，當然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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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易就會造成食物中毒，並且出現如腹痛、腹瀉、噁心、

嘔吐等病狀，進而嚴重影響身體健康。故現代醫學亦有其解

釋： 

澱粉類主食只要放置時間過長或貯藏方式不當，就容易變餿，

而其引起中毒的原因，是由於金黃色葡萄球菌在澱粉類主食上

大量生長繁殖所造成的。2（達人養成學院，2005，頁 72） 

  魚和肉類為避免長時間的存放而使之變質並孳生細

菌，故孔子亦指出：「祭于公，不宿肉。祭肉不出三日，出

三日，不食之矣。」（《鄉黨篇》第八章）即當他參與國家的

祭祀典禮時，所分得的祭肉不過夜。就連其他祭肉也不會存

放超過三天，如果超出三天就不吃了，而若蓋過三日，則肉

必敗。（朱熹，1983，頁 10）又食物雖然沒有腐爛，但色澤

很難看，不吃；氣味很難聞，也不吃；因此又云：「色惡不

食。臭惡不食。」（《鄉黨篇》第八章）。 

  一般來說，「色」、「香」是食物生命的象徵，當食物放

置得越久，其本身所具的營養成分，如維生素、蛋白質等也

將流失或變質。（食物補療大典，1979，頁 457-458）因此無

論是哪種食物，皆是越新鮮時候食用越好，且其營養價值也

最高。除此之外，孔子亦提出：「沽酒市脯不食。」（《鄉黨

篇》第八章）即因為害怕食物有所不潔淨，所以不吃從市場

上所買來的酒和乾肉。是故，以上幾點「不食」原則，正說

明了孔子對於飲食上的慎重，其追求飲食的新鮮、衛生，乃

至所謂的養氣體以及不傷身。而從現代觀點來看，孔子所要

求的不食原則是正確的，且合乎了能夠延年益壽的養生道

理。 

（二）烹調飲食 

  經過選擇食物的好壞與衛生之後，接著最重要的就是烹

調。所謂「烹調」就是將食物洗滌、切割、調配、加工等，

使其變得美味可口，除了能增加食物的風味之外，亦能殺菌

消毒，確保衛生安全。因此，孔子不僅在飲食上講究衛生，

對於烹調的技巧亦有相當程度的重視： 

失飪不食。割不正不食。不得將醬不食。（《鄉黨篇》第八章） 

  此說明了當食物被烹煮的半生不熟，又或者過於爛熟都

                                                 
2 食物在空氣中存放一定時間後，由於生物化學反應關係，易使食物變

質敗壞（陳偉明，2004，頁 4）。澱粉類變餿而引起中毒，是因為金黃

色葡萄球菌在 37 度的溫度下，不僅繁殖迅速，且會產生一種或多種

不易被高溫破壞的腸毒素；因此，若澱粉類食物受其污染，即使加熱

過也不應再食用。 

不吃，除了怕食物過生會致使人體產生疾病之外，也因為食

物在烹調過程中會發生一系列的物理及化學變化，所以無論

烹調技巧如何，只要經過烹調，食物中的微生物、礦物質、

脂肪等皆會因此而被破壞（李寧遠，2005，頁 266）。 

  不吃切割不方正的肉，則是因為孔子將其著眼於刀工技

巧上3（薛桂文，2005），如任何食材的切割處理方式皆各有

不同，須視食物的性質、菜餚的種類及烹調方法而定。且有

時切割處理主要目的亦在於搭配火候，使菜餚脆嫩可口，恰

到好處，並且增加美觀（李冠嘉，2003，頁 42）。甚至切法

也將會影響口感，如肉類若順著紋路橫向或直向切則使老嫩

有別，因此各種食物所適宜的切割法亦有所不同（李冠嘉，

頁 43）。另外，食物如果沒有適宜的醬醋等調味品，也不吃。

4所謂藥有藥性，食有食性。因此食性和藥性一樣，分作為

四氣五味，即寒、熱、溫、涼四氣及辛、甘、酸、鹹、苦五

味。《素問．生氣通天論》中說：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

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勞，短肌，心氣抑；味

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不衡；味過于苦，脾氣不濡，

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精神乃央。（陳九如，1994，

頁 62） 

即說明了五味與五臟有其相互對應性，若五味不調和，則會

對人體臟腑造成損傷進而致病，元代李鵬飛於〈五味〉中亦

曰：「五味稍薄，令人神爽。若稍偏多，損傷臟腑。此五行

自然之理，初則不覺，久當為患也。」（李鵬飛，1988，頁

26）可見若味多、味厚，則對人體亦有損傷。因此，不論是

五味調和能達養生功效，或能矯除原料異味、使無味者具有

更多元化的味道，甚至使食物風味更佳，並促進食慾，其皆

顯示出調味品在飲食活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三）時令飲食 

  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為自然界的規律，而伴隨著四季的變

化，人體的各種生理功能亦有所改變，所以飲食亦應依天時

而變。故孔子除了對於衛生、味道的講究之外，亦主張： 

不時不食。（《鄉黨篇》第八章） 

此說明只要不是該進食的時間，又或者是不合時令的食物，

                                                 
3 朱熹云：「漢陸續之母，切肉未嘗不方，斷蔥以寸為度，蓋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朱熹，1983，頁 10）。 
4 朱熹有云：「食肉用醬，各有所宜，不得則不食，惡其不備也。」（朱

熹，1983，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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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不吃。如正餐用畢，又另覓其他點心食物，則除了易導

致現代的文明病肥胖之外，也容易使得胃、腸因無法休息，

以致負擔過重。5除了定時定量之外，因食物在產季時，不

僅數量多、味道好，就連營養成分也處於最佳狀態。且自古

以來中國人便認為，健康良好是基於身體內部的陰陽調和，

因此食物各有相應的時間，若不注意其季節適宜性而加以食

用，則有損人體健康。如李鵬飛於〈菜蔬〉中提及： 

小蒜，三月勿食，傷志。四月勿食薤。霜韭，五月食之，損人

滋味。一切菜，五月五日勿食之，傷神損壽。十月被霜菜，食

者面無光，目澀，腰疼，心瘧。發時，足十指爪青，萎困。茄，

秋後食之損目。芋，冬月食不發病，他月不可食。（李鵬飛，

1988，頁 35-38） 

鶩，鴨也。六月勿食。〈飛禽〉（李鵬飛，1988，頁 39） 

《素問．四氣調神大論》曾提及：「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陳九如，1994，頁 55）便說明了秋季宜食溫熱食品，以

溫脾暖胃，補中益氣。冬季則因天寒地凍，津液氣血漸衰，

人體處於能量貯藏的階段。因此，適合進行食補，其不僅能

增加體內精血、元氣、熱量，還可以耐寒抗病。（張合翰，

2002，頁 141-142）中國醫學亦認為，春季因為由寒轉暖，

人們陽氣轉盛，聚集於一整個冬天的內部熱氣即將發散出

來，因此春天的飲食應該由冬季的高蛋白、高脂肪轉為以低

蛋白、低脂肪、高維生素、高礦物質的清溫平淡膳食為主，

且應少吃辛辣刺激食品。而炎炎夏季，人體內的水分因為流

失得較多，故在飲食上宜多食清熱食物（張合翰，2002，頁

138）。 

  由此看來，孔子所處的時期，對飲食養生之事已很重

視，除了上述的「不時不食」之外，其甚至強調要四季食薑，

曰： 

不撤薑食，不多食。（《鄉黨篇》第八章） 

即意謂著餐餐都需以薑佐餐，且進餐完畢，薑亦不撤除。據

《本草綱目》記載：「乾薑味辛、溫無毒。主治胸滿咳逆上

氣，通四肢關節，開五臟六腑，消痰下氣，腹臟反胃，乾嘔，

消冷解毒。」（李時珍，1981，頁 925）；而現代研究也證實，

薑有助於食物消化吸收，其中的成分還能抗氧化、抑制腫

瘤、癌細胞等（盧建宏，2001；簡廷易，2002），確實有益

健康。是故，薑不再只是具有殺菌消毒功效的調味品之一，

                                                 
5 待下一章節之「飲食控制」中說明。 

而且亦具有十六種藥理效果6（趙美玲，2003，頁 19-23），

是吃的萬能藥。也就是說，薑不僅僅是有健胃、抗潰瘍、鎮

吐、強心、解毒等作用，由此可知，薑的作用性是非常大的。

但儘管薑對人有益，孔子仍強調「不多食」，其原因就在於

傳統中醫認為，生薑辛溫，多食，生內熱之疾，凡陰虛內熱。

朱熹亦對孔子食薑有其解釋： 

薑，通神明，去穢惡，故不撤。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朱熹，

1983，頁 10） 

因此，即使一年四季的飲食都不能離開薑，但每次亦不可多

食。由此可看出其不僅反映了孔子日常飲食生活中對於食薑

的實踐，還充分體現了孔子「飲食有節」的養生思想。 

 

三、孔子之飲食有節 

  飲食是人體生存、成長和維持健康所不可缺少的營養來

源。因此，飲食必須要有規律以及節制，若飲食失節或者飲

食不節，均易導致疾病的發生。 

（一）飲食控制 

  據《論語．鄉黨》篇記載，孔子在飲食上有其主張： 

食不厭精，膾不厭細。（《鄉黨篇》第八章） 

「食」指糧食，「膾」乃指將肉片先薄切成片之後，再橫切

成細絲。即要吃精心加工過的糧食以及肉切得越細越好，而

所謂加工非指現今的精緻加工，因為粗製的穀類在營養價值

上，高過於加工為白晶透亮的米（食物補療大典，1979，頁

402）7，因此孔子所謂的「精」，乃指使原食物產生化學變

化，故亦包括咀嚼（費南德茲．阿梅斯托，2007/1977，頁

19），所以當飯經過長久的咀嚼之後就將變得精美，就也越

容易消化。而且咀嚼亦能反射性地引起胃液、唾液和胰液的

分泌，為食物消化提供了有利的條件。同時，細嚼還可使食

物磨碎成小塊，並與唾液充分混合，以便吞咽。但此飲食主

張並非要人因為米飯經過咀嚼就多吃，也非要人因為肉切的

細就多多食肉。因此，在飲食方面，孔子還是反對暴飲暴食

的，他認為飯要吃到恰到好處才有利於消化，否則容易損傷

腸胃。故有曰：「君子食無求飽。」（《學而篇》第十四章）

                                                 
6 薑的成分中，除了薑辣素、薑油酮等辣味成分和薑醇，薑烯等芳香成

分外，其中更富含各種維他命、礦物質。因此，在現代醫療所使用的

漢方製劑中，每一百種製劑便有百分之七十都含薑。 
7 一般所食白米多打去胚芽，而穀粒一旦打去胚芽，則營養價值便會降

低。（另見李寧遠，2005，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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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君子對飲食的要求，在於盼能充饑止餓，而非妄求佳餚飽

饜。《呂氏春秋》亦曰：「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臟

之葆。」（史仲序，1993，頁 283）而以現代醫學來說，大

多數人的一日三餐大多定時定量，而胃部工作也有一定的節

奏感，因此若是吃得過多過飽，使得胃部過於撐脹而處於飽

和狀態，不僅易使蠕動緩慢，嚴重的話甚至會失去蠕動能

力，導致急性胃擴張，對生命威脅性大。除此之外，精神也

會因為大量血液流入胃部而感到疲倦，長期下來不僅影響健

康基能，更因為食物貯積在大腸裡發酵腐敗，而產生毒素，

並引起人體消化功能障礙，所以每餐飯以八分飽為宜，才是

健康之道（達人養成學院，2005，頁 21-22）。 

  孔子亦云：「肉雖多，不使勝食氣。」（《鄉黨篇》第八

章）說明了即使席桌上的魚肉再豐富，也不宜吃的過多，甚

至吃的量亦不宜超過主食。所謂食以穀為主，故不使肉勝食

氣。（朱熹，1983，頁 10）清代丁福保有言： 

肉食者，血液濁，亦罹熱病。穀食者，血液清，附抵抗力，體

魄雄厚。肉食者神經遲鈍，穀食者腦力敏捷。肉食者嗜慾濃，

穀食者反是。肉食者發達早，而衰老亦早；穀食者反是。（孟

穎集註，1985，頁 731-732） 

從古至今，穀類一直為我們的主食，即因為穀類中含有豐富

的礦物質與維他命（食物補療大典，1979，頁 401），因此

吃肉的份量本就不宜多過五穀，否則傷身。因此，錢穆先生

於《論語新解》中有其解釋： 

食肉多於飯氣，則傷人。古食禮，牛羊魚豕腸胃之肉皆盛於俎，

醯醢之醬調味者盛於豆，正饌之外又設加饌，肉品特多，黍稷

稻梁則設於簋，進食不宜偏勝也。（錢穆，1978，頁 345） 

而現代醫學對其亦有其解釋： 

肉食帶給人的大害之一，就是對血液方面的害處，因為我們過

度多吃了動物性食物，血液就變得含有多量對身體有大害的毒

素，就是把血的「質」變壞了。……健康人的血液是微鹼性，

即是適度的鹼性。（食物補療大典，1979，頁 371-372） 

由此可知，我們應多吃使血液變鹼性的食物，亦避免吃使血

液變酸性的食物。且吃肉過多亦容易因纖維量不足而導致便

秘、痔瘡等疾病。（讀者文摘，1998，頁 145）故我們應當

少吃肉，並對自己的飲食有所節制。 

（二）飲酒適量 

  大概沒有一種飲品能像酒這樣，讓人如此好惡迥然、涇

渭分明。好飲者視之如命，直至須臾不可分離的程度，惡之

者則視之如洪水猛獸，終身不受其浸染。即便如此，亙古至

今，每逢佳節、親朋聚會、宴饗賓客、婚喪嫁娶等皆少不了

它。然而酒之於人卻有利亦有弊。有鑒於此，孔子提出關於

飲酒的標準，即「唯酒無量，不及亂」（《鄉黨篇》第八章）。

唯酒無量，正說明了飲酒多少，其實並沒有一定的限量，即

飲者各宜其量。因此，朱熹對此亦有解釋： 

酒以為人合歡，故不為量，但以醉為節而不及亂耳。程子曰：

不及亂者，非惟不使亂志，雖血氣亦不可使亂，但浹洽而已可

也。（朱熹，1983，頁 10） 

  雖然酒除了酒精之外，亦有些許營養素8（梁文薔，

1995，頁 261），但這些營養素的含量並不高，很容易自其

他食物中取得。而醫學亦有證明，酒有通血活絡的作用，因

此適當地喝酒，對人體其實是有好處的。9（梁文薔，頁 261）

明代醫學家萬密齋也指出酒性濕熱，並於《養生四要‧寡欲》

中言： 

酒可以陶情，通血脈，然耗氣亂神，爛腸胃，腐筋膜，有甚於

此者。（王宏海、代璐遙，2007，頁 43） 

可見，酒能養身，亦能害身，故警戒人們不可以酒為漿，若

不加以節制，則必然影響健康進而早衰，叫人不能不戒。再

者，酒精對人體是毒，並非營養素，更不是維持生命所需。

且飲酒後，酒精在代謝上，一到達胃中無需消化即會迅速地

由胃及小腸吸收，並立即散佈至體液，因此酒精的吸收沒有

上限，（李寧遠，2005，頁 37）且會對胃造成直接傷害，或

受刺激導致噁心、嘔吐，並對心肌有直接的毒性作用，故飲

酒過量對心臟的傷害很大，而喝酒年數越高與心臟病、心血

管疾病之盛行率也有顯著的相關，（蔡娟君，2004，頁 32）

且若長期暴飲，也易導致肝硬化10、大腦病變11（行政院衛生

署，2006，頁 258）等疾病，甚至還有可能發生意外。 

  儘管孔子說明飲酒無一定限量，但卻並非肯定酗酒行

                                                 
8 如碳水化合物、鐵、鎂、磷、鉀、鈉和維生素 B1、B2、B6、菸鹼酸

和葉酸素等。 
9 如葡萄酒中含有兩百多種非酒精成分，其不僅對人體有益，且有少許

抗過濾性病毒的作用。而紅葡萄酒又比白葡萄酒作用強，因此飲酒少

量並非百害而無一利，但仍以少量和慎選酒類為主。 
10 酒精所含熱能與米麵、魚肉等不同。而肝臟之功能，則為飲酒時，將

熱能轉為油脂送至全身使用或儲存，但若超過肝臟解毒之能力，會使

血液中酒精濃度增高，而導致宿醉；長期暴飲則易使肝硬化。（梁文

薔，1995，頁 258-259）。 
11 當肝臟機能衰退，無法進行代謝時，酒精會停留血液中，並進而刺激

且傷害腦部。（食物補療大典，1979，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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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是勸諫人需以不醉為宜，即所謂的「不及亂」。此「亂」

是指飲酒之後心智、行為舉止失其常態。故酒適量，可益人；

酒過量，必害人。今人無論是親朋聚會，還是逢年過節，都

應切莫貪杯，而當以神智清晰、形體穩健為原則，又若能效

法所孔子提出的飲酒標準，將會受益匪淺。因此，不只飲食

要節制，孔子也特別提到飲酒需節制，雖說「唯酒無量」，

但因為考量到每個人對酒精的代謝能力不同，所以孔子認為

不應該強加規定飲酒量的多寡，而是予以要求在不致亂性或

引發中毒等副作用的情況下量力而為。 

（三）飲食禮儀 

  飲食方式，應當先有習慣，然後才有規範的出現。因此，

《禮記．禮運》中有云：「夫禮之初，始諸飲食。」（（漢）

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1955，頁 416）即說明最原始

的禮儀是由飲食所開始。故孔子於《論語．鄉黨》篇中亦有

強調其吃相的重要性： 

食不語。（《鄉黨篇》第八章） 

俗語有云：「吃飯皇帝大」，故孔子認為飲食的時候，必須「食

不語」，亦即吃飯時不說話，或不與人大聲交談。此主張是

從飲食的衛生觀點而說起，假若我們一邊吃飯又一邊談話，

除了會打擾到別人用餐之外，最可能就是會因為說話時候的

飛沫而傳染疾病，或者食物從口中噴出來有礙衛生。除此之

外，吃飯時說說笑笑的行為更是容易讓空氣跑進腹中，而不

利於腸胃的消化吸收或造成脹氣，甚至可能發生將食物嗆入

氣管的危險處境。但若真有其必要須與人談話時，也應盡量

輕聲細語。 

  在此孔子亦認為我們該對所吃的食物保持敬慎的態

度，其有云：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鄉黨篇》第八章） 

即於日常生活的飲食中，雖然吃的是粗根糧食，蔬菜做的羹

湯，或普通瓜果之類的，但在飲用食物之前的那段祭祀時

間，都應該要顯得嚴肅而且敬慎的樣子，絕不因為祭品菲薄

而失禮數，也不敢以菲薄廢禮。12（朱熹，1983，頁 10-11）

朱熹云：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

之人，不忘也。（朱熹，1983，頁 10-11） 

此說明了古代在飲食之前，必須將每種食物取出少許，將其

                                                 
12 朱熹云：「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放置在食器之間，以祭祀古時最初發明火作熟食之人，而此

種行祭食之禮的行為，便表現出不忘本的精神，即內涵了飲

水思源及感謝上蒼賜予食物之意，並強調了飲食的神聖性。

而對於「割不正，不食」，亦有學者認為其中涵蓋著解割三

牲，應照禮法進行，分清肉塊的部位，好用於祭祀之意。（馮

爾康，2004，頁 2）由此可知，孔子是非常重視禮節的，因

此亦主張尊卑有序，其言道：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侍食於君，君祭先飯。（《鄉黨篇》第十二章） 

當國君賜予食物時，必定要端坐正席，並要先行品嘗，以表

示盡愛國君的惠賜，然後才頒賜家人食用。而國君賜生肉，

必先經過烹煮才陳獻給祖先，之後才均分於家人。若國君賜

牲畜，則因為不敢輕易宰殺而留下來畜養。又當陪國君一同

用飯時，不該與君一同進行其祭食之禮，應該要自己先行嘗

食，以防食物有毒而損傷國君。然朱熹亦有其解釋： 

食恐或餕餘，故不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

之惠，無故不敢殺也。周禮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

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不祭而先飯，若為君嘗食然，不敢當

客禮也。（朱熹，1983，頁 11） 

  可見，孔子的養生觀念與「禮」的內涵一致，亦是日常

生活中的基本態度。除了堅持健康衛生，更堅持禮節上的周

到，因而使他的飲食觀實踐有成，且趨向於完善並自成一套

系統。 

 

四、結論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

不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不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欲心勝而不暇擇也。」（朱熹，1983，頁 11）因此，孔子所

主張的飲食起居，無疑已經超越了人類基本而且原始的生理

需求，並更進一步地走入了養生化、禮儀化的階段。而孔子

良好的飲食觀念，除了涉及到飲食原則、飲食禮儀、烹飪技

術等多方面，更令人深深體會到於日常生活中，不僅是要有

規律，並且要有良好的調節以及控制，才能達到健康的目

的。因此，孔子的飲食觀念除了為我國的古代飲食理論拓展

了思維空間之外，並且還一脈相傳至現代。故對於食物的攝

取，是人生長發育的源泉，而若飲食失調，亦會對身體有所

損傷，進而導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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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論是飲食的營養衛生、烹調技巧或嗜欲的節

制，以至於食量的多寡，及吃飯定時定量，才能使胃腸道有

規律地蠕動和休息，從而增加食物消化吸收率，減少胃腸疾

病的發生等，都應該有所注意。而從現代預防醫學觀點來

看，孔子的飲食觀念不僅有理，更無疑是奠基了中國的飲食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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