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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安時代(794-1192)，密切與唐朝的交流，在此潮流之下，當時日本的政治、

文化、建築多方面可見學習唐朝的跡象。9 世紀後，政治體系則有轉變，變為大

臣輔政的攝關政治。本文之目標，即為探討在此變化下，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轉

變。 

平安時代開始，除了史書，尚可見到儀式書的所留下的儀式相關紀錄，儀式

書中詳細記載了當時宮中各儀式之流程。目前，由儀式書來分析儀式空間的儀式

相關研究較少，然而，鑒於儀式空間與平安宮空間關連密切，因此，此研究將以

儀式書的人員移動紀錄，分析平安宮的儀式空間。本文由 9 世紀儀式書《貞觀儀

式》為切入點，探討此書中之人員參入的方式，可分為三種儀式空間系統，分別

為：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由儀式的歸納，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為天皇宣示自身時使用，東西軸入儀式空

間系統則多用於進獻天皇的儀式，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則多用於饗宴儀式。

由此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人員參入，天皇使用南北軸，東方、東西軸多為身分高

之官員進入，可見到當時南北軸與東西軸有不同的應用方式。並且，由 9 世紀後

的儀式書《西宮記》、《江家次第》紀錄，南北軸儀式系統之儀式減少，更見東西

軸的儀式空間與東方漸受重視。從分析 9 世紀儀式書的記載，以及比較 9 世紀後

儀式空間使用的轉變，藉此討論平安時代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特性。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平安宮儀式空間的以下特性：第一，從 9 世紀的記載，

由地位高人員參入方向，可知當時應重視東方。第二，從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變

化，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數量減少，可知東西軸儀式空間至 9 世紀後，逐

漸受到重視。 

 

 

關鍵字：儀式空間、平安時代、平安宮、貞觀儀式 



 
 

Abstract 

Several ritual books were edited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794-1192) in Japan. 

Most of the rituals were mainly performed in imperial palace, the Heian Palace. The 

Jogan Gichiki (The Rituals in the Jogan Era), which is one of the ritual books, is 

thought be written in the 9
th

 century, and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describing the court 

rituals at that time. 

Court ritual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for architectural history, 

because they are related to palace architecture directly. However, there is no enough 

quantity of research on them.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dures of the 

rituals in The Rituals in Jogan Era. It also clarifies that the Heian Palace had two 

types of the rituals according to how the participants moved in the ritual space; 1) the 

moving emphasized the north-south axis, 2) the east-west axis dominated. I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former type was applied in order to show the supremacy of emperor, 

and that the latter was employed to demonstrate the intimacy between emperor and 

high-ranking officers. In addition, the Heian Palace placed more importance on east 

part of the ritual space because even the type 1 assigned the eastern space to 

higher-ranking officers. Furthermore, the description in publication of the rituals of 

the type 1 in two ritual books edited after the 9
th

 century reduced, it means that the 

type 2 gained importance. 

There must be some reasons why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the rituals and why the 

type 1 disappeared by degrees after the 9
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Japanese learned 

from the Chinese ritual system in court, especially the type 1. Consequently, it seems 

that the type 1 was eliminated when emperor started losing political power after the 

9
th

 century. 

 

Key words: ritual space, the Heian Period, the Heian Palace, Jogan gishiki



 

i 
 

目次 

 

一、前言 ................................................................................................................................... 1 

1. 研究目的與方法 .............................................................................................................. 1 

2. 前人研究 .......................................................................................................................... 4 

2.1 平安宮建築空間專書 ................................................................................................ 5 

2.2 平安宮建築空間專論 ................................................................................................ 7 

2.3 平安宮儀式空間相關文章 ........................................................................................ 9 

2.4 考古資料 ................................................................................................................... 11 

二、 9 世紀平安宮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 14 

1. 朝堂院、內裏與豐樂院宮門之配置 ............................................................................ 15 

2.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 24 

3.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之性質 .................................................................................... 38 

三、9 世紀平安宮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 45 

1. 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 47 

2.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 57 

3. 二種儀式空間系統的性質 ............................................................................................ 64 

3.1 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性質 .................................................................................. 66 

3.2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性質 .............................................................................. 68 

四、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之特性 ................................................................................. 72 

1. 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 ............................................................................................ 72 

1.1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之確立與皇太子東入....................................................... 72 

1.2 東西軸入、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 75 

2.  9 世紀儀式空間系統中的東方 ................................................................................... 81 

2.1 重視東方之特質 ...................................................................................................... 81 

2.2 東入與南入之宴會 .................................................................................................. 83 

3. 平安時代 9 世紀後儀式空間變化 ................................................................................ 84 



 

ii 
 

3.1 面東與東西軸儀式空間的重視 .............................................................................. 84 

3.2  9 世紀後平安宮儀式參與者與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 95 

4. 平安宮與寢殿造之儀式空間 ........................................................................................ 98 

五、結語 ............................................................................................................................... 107 

附表 ....................................................................................................................................... 109 

圖版出處 ............................................................................................................................... 113 

參考書目 ............................................................................................................................... 114 



 

1 
 

一、前言 

 平安時代(794-1192)，始於桓武天皇(781-806)遷都於平安京(今京都市)，結束

於鎌倉幕府建立之時。隨著日本7世紀時遣唐使的派遣，多次與中國唐朝的交流，

帶回了許多唐朝律令、典章制度與文化。平安京的設計，目前學界認為與平城京

相同可追溯至中國唐朝長安城，三者均將宮城置於京城的北方中央。而由西本昌

弘的研究，可知平安宮於弘仁 9 年(818)時，將十二宮城門改為唐風的門號1。從

多次日本與唐朝的交流，不難看出當時日本的政治、文化、建築多方面學習唐朝

的跡象。 

1.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文目的為理解平安時代平安宮內儀式空間的特性。舉行儀式的空間，通常

包含天皇出御的主殿、官員立定的庭，以及，參與者進入儀式空間的門。關於儀

式空間相關的研究現況，多偏重於藉儀式空間參與者的位置安排、儀式中參與人

員的變化，來討論儀式本身性質與變化。另一方面，關於儀式空間的研究較少，

重視單一建築2、個體空間3的研究。由此不難看出現今之研究狀況，儀式方面與

空間方面的討論為各自分開的狀態。因此，本文欲藉討論儀式空間本身，為一種

儀式與空間的整合，闡明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的樣貌。 

承上段所言，本文所欲探討之對象為平安宮的儀式空間，但是，儀式空間包

含了許多個體的建築或個體空間。因此，本文將藉由參與者的參入方式來討論儀

式空間。參與者非僅限於天皇，而是包含與會官員，以及，包含儀式中搬運儀式

之物的人員。這些參與者在儀式中非僅定點於一處，以進奏儀式4為例，進奏官

                                                      
1
 西本昌弘，〈初期平安宮にいたる宮城十二門号〉，收於《日本古代の王宮と儀礼》，東京：塙

書房，2008。 
2
 如儀式中的主殿、門等建物。 

3
 如儀式中，主殿、門等建物空間，以及，官員所站立的庭的空間。 

4
 為進獻物品給天皇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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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先候於儀式場所外，接著，通過門進到儀式場所中的庭，將獻上之物獻於位於

主殿之儀式主人。由此例即可看出，儀式中的參與者是流動的，並串起儀式空間

中各個個體空間。不過整個儀式流程中人員移動雖有規律但也複雜，因此，本文

將重點放在人員參入儀式空間，即為藉由的「門」來探討儀式空間。藉此人員的

移動來呈現平安宮的儀式空間一個側面，同時，也將人員的身分納入分析儀式空

間之參考。 

 關於研究對象平安宮，為平安時代的宮城，此時代前後橫跨約 400 年，是一

段不短的時間，若考慮縮小研究對象的範圍，本文則欲以 9 世紀為切入點。在平

安時代開始之時，承襲前朝的文化經驗，學習中國唐朝的政治與文化之事物，並

保留奈良時代的習慣，派遣遣唐使至唐朝持續帶回相關的書籍文物。但在 9 世紀

末之時，由於唐朝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5。停止遣唐使

一事，國家層級、政治層面上的與唐交流正式中斷，受中國唐朝的影響不難想像

逐漸減弱。而在停止了與唐朝的交流之後，日本開始發展國風文化6。同時，在

政治方面也發生了變化，最為明顯的攝關政治7取代了以往的律令制8，天皇不再

是一人掌握政治權力。從這些變化，可看出 9 世紀可作為一個轉折點，因此，本

文以 9 世紀為切入點，並且同時比較 9 世紀後的儀式空間，嘗試分析平安時代平

安宮的可能使用方法。 

本文研究對象平安宮，為包含多處宮院區的宮城。如舉行國家儀式的場所朝

堂院、舉行節會宴會的場所的豐樂院與天皇生活的內裏空間。其他，尚有支持平

安宮政務、生活營運的空間。這些儀式的過程、人員行進的方式，均在 9 世紀所

著之《貞觀儀式》有詳細記載。並且，《貞觀儀式》被認為為貞觀 15 年(873)至貞

                                                      
5
 據《遣唐使研究と史料》頁 19 之整理，第十九次派遣於 894 年 8 月任命，但由於在前一年 3

月有唐朝政治情形紛亂之消息傳入，因此，雖任命遣唐的成員，但仍在 894 年廢止了遣唐使一事。 
6
 為相對於學習唐朝的唐風文化之意。即，發展日本本地所蘊涵的文化。 

7
 攝關政治，見《國史大辭典》，為外戚藤原氏家族以攝政與關白之職，輔佐政權，並深入介入

政治事務之政治型態。 
8
 見《國史大辭典》律令制(りつりょうせい)条：以中國為中心於東亞各國家所施行的國家制度。

狹義而言「以律令為制度的規定基礎」，廣義來看「為一種律令於國制架構中，佔有重要位置的

國家體制」，不過目前各研究者對此語詞有不同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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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19 年(877)所編，為 894 年廢止遣唐使前的儀式書。因此，筆者認為能在此書

中尚能見到受中國唐朝影響之痕跡。鑒於留有較完整的 9 世紀儀式空間記載，以

及，成書時間點考慮，因此以此書作為切入點，並與前後時期編纂的儀式書內容

比較，來見平安時代的儀式空間。 

《貞觀儀式》中，共有 75 項儀式之記載，本文嘗試將《貞觀儀式》中之儀

式分類，並以儀式中參入者參入方向為主要分類依據，分為三種儀式空間系統。

三種儀式空間系統分別為：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

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為參與者由南北軸線上之門參

入，並且，參入隊伍多以南北軸線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方式進入，儀式中，也有

使用東西軸線上之門的情形，不過多見於東西兩側門同時進入之記載。儀式中，

主殿、群官所立之庭、參入之門三者同樣以南北軸為中心構成。鑒於此，可知此

儀式空間系統以南北軸線為構成中心。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參與者由東西軸線

上之門參入，並且，幾乎無雙列隊伍參入的記載，另一方面，雖然儀式舉行場所

為面南的殿與朝廷，不過由東西軸線上參入則減弱了南北軸線的空間構成。東入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為饗宴的儀式，在此系統中儀式人員參入分為兩部分，第

一部分為群官進入之前的東入部分，獻上儀式之人員使用東方門進入，與負責儀

式之部門官員由東方進入。第二部分為群官進入的流程，群官的進入方向為南北

軸線上之門，並由南方進入，以上，即為貫穿本文之三個儀式空間系統。 

接著，在此將先定下本文的研究範圍。《貞觀儀式》內，含有不同性質的儀

式，如饗宴、政務、獻上、神事與除厄，其中，神事與除厄類型的儀式，有自身

一套的體系與歷史脈絡，因此，在本文將先不討論神事與除厄此二類型之儀式。

另一方面，《貞觀儀式》書中之儀式，在平安宮中多處地方舉行。不過，目前有

較清楚的空間配置與建築研究，為國家儀式場所朝堂院、豐樂院與天皇居所內裏，

其他的區域的詳細建築配置則較為模糊，由此三院為國家儀式場所與天皇居所的

性質，可知為平安宮的中樞部分。因此，在本文中，將以此三處舉行的儀式為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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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象。此外，尚有舉行地點不明的儀式，將也不納入本文的討論對象中。按三

種儀式空間系統分類見附表 1，各分類中儀式性質列表見附表 2，南北軸儀式空

間系統 9 件記載，其中神事與除厄儀式各 1 件；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9 件；東入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5 件。此外，場所不明的儀式記載共 35 件，於平安宮其他

殿舍舉行的有 15 件，分別在武德殿、宮內省、太政官廳、大藏省、朝堂院、為

政殿、朝集院等處，其中，於朝堂院舉行的朝堂儀，由於無記載關於人員參入的

部分，因而無法納入討論對象。另外，納入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的菊花宴

儀，由於儀式中出現的文人，其身分與品位階級較難定義，因此在本文暫且不納

入討論。本文所探討的儀式對象，以在朝堂院、豐樂院與內裏舉行的 20 件儀式

為主。 

關於研究材料，本文所欲探討的對象為平安宮的儀式空間，並且以 9 世紀中

所編纂《貞觀儀式》為切入點，除了探討《貞觀儀式》以外，也將參考較此書稍

早編撰的《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同時，亦參考十世紀所編《西宮記》9與編

纂於十一世紀末的《江家次第》10兩本儀式書，藉由前後時期平安時代儀式的比

較，藉此看出平安時代儀式空間的變化與特殊之處。此外，除了日本國內前後時

期的儀式比較，也將對照中國唐朝《大唐開元禮》中的儀式，並以儀式中最重要

的朝賀儀為討論對象，藉以凸顯日本儀式空間的特點。儀式中平安宮考古材料方

面，目前，內裏部分僅有部分的挖掘報告。因此，空間配置的部分，將參考平安

宮調查報告之圖，並且，佐以《大內裏圖考證》11對平安宮空間的研究，作為分

析平安宮內裡儀式空間的基礎。 

2. 前人研究 

 本文所探討對象平安宮的儀式空間。平安宮，目前已無法見到當時的樣貌，

                                                      
9
 為平安時代貴族源高明(914-983)所編纂之儀式書。內含慣例儀式與臨時儀式流程之記載，為理

解 10 世紀宮中儀式的重要材料。 
10

 大江匡房(1014-1111)所編纂，全 21 卷，現存 19 卷。記錄了當時的慣例儀式與臨時儀式。 
11 

裏松光世(1736-1804)所著。為最早研究平安宮(大內裏)的書。內容含有平安京區劃制度、離宮、

攝關宅邸，以及，平安宮中各建築殿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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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依據考古挖掘以及史料的保存，仍能一探平安宮之情況。以下將回顧前人研

究，關於回顧對象，將分為平安宮建築空間專書、平安宮建築空間專論兩部分。

同時，本文所欲探討的研究對象為儀式空間，因此，將回顧關於平安宮儀式空間

的研究。 

2.1 平安宮建築空間專書 

 關於討論平安宮建築空間的專書，多著重於平安宮建築空間的復原，或是建

築本身的歷史脈絡探討。為理解平安宮歷史脈絡的參考資訊基礎。以下，將依時

間順序來回顧各研究。 

平安宮最早的研究，可追溯至 18 世紀末裏松光世所著《大內裏圖考證》12。

裏松藉由當時可見的儀式書、史書、類書，考證平安時代平安宮以豐樂院、朝堂

院為始，各殿舍、門、廊道建築結構。又，依據當時可見的古圖，考證出平安宮

各殿舍、門、迴廊建築配置。並且，對於宮城內的植物、儀式時裝飾的調度，以

及，建築的規模，均有詳細的考證。此外，除了宮城，作者也對平安京的道路形

制與貴族的宅第構造作探討。此書，在面對考古資料較少的平安時代之研究時，

對於理解平安京、平安宮的空間配置為珍貴材料，為彙整平安宮空間史料之集

成。 

《大內裏圖考證》後，直到鈴木亘所著《平安宮內裏の研究》，探討平安宮

的研究，多在飛鳥時代(592-710)以來至平安時代，各階段宮城大極殿、朝堂院的

脈絡下討論，而集大成者為福山敏男〈大極殿の研究 朝堂院概說〉13一文。文中，

由飛鳥時代至平安時代，整理史料中關於大極殿與朝堂院的記載，並加入當時可

見的考古報告，討論各時代大極殿、朝堂院的規模與配置。而討論平安宮朝堂院

部分，將平安時代分為三期，梳理各期朝堂院的使用記載與整修紀錄，並勘誤文

字紀錄中，朝堂院建物規模配置。此外，也加入了當時已有的關於平安宮朝堂院

                                                      
12

 裏松光世著、故實叢書編輯部編，《大内裏図考證》，東京：明治圖書，1993。 
13

 收於福山敏男所著《住宅建築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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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資料。讓人理解平安宮朝堂院的歷史、建築配置與規模。 

在鈴木亘所著《平安宮內裏の研究》14中，鑒於《大內裏圖考證》主要依據

10 世紀以後的史料完成平安宮的考證，對於 10 世紀以前、平安時代初期的平安

宮配置是不清楚的。因此，對 10 世紀以前平安宮內裏主要的建築脈絡做了仔細

的爬梳。平安宮內裏正殿紫宸殿在《日本後紀》中，曾被記載為「前殿」，不過，

若要討論前殿，作者認為，須將其與大極殿、朝堂等構成宮殿中心部分一起討論。

因此，在書中第一部分，作者討論了 7 世紀以來至平安時代，前殿與朝堂的特性。

平安宮創建初期的前殿，承襲平安時代以前的前殿同時兼有朝儀與饗宴的功能。

並且，提出朝堂與前殿配置的性質自 7 世紀以來的變化。平安時代時，外朝正殿

大極殿由內裏獨立，為內裏正殿前殿與大極殿分開的配置，與平安時代以前，內

裏與大極殿院區連結在一起不同。進一步，作者對紫宸殿建築推測，創建之時，

前面柱間應該為開放狀態，之後才加有御格子。除此之外，作者更嘗試對平安時

代內裏的主要殿舍紫宸殿、仁壽殿、常寧殿的復原，復原地上建築的可能建築配

置。由《平安宮內裏の研究》一書，對於內裏的成立過程有清楚的梳理，特別是

主要的建築紫宸殿、仁壽殿、常寧殿此三殿，作者也嘗試復原其地上建物型制與

外觀。讓人能理解平安時代前期內裏歷史脈絡及內裏的建築空間。 

 在《平安宮成立史の研究》15一書中，作者橋本義則對平安宮內裏與豐樂院

作探討，並進一步討論平安宮增設後宮空間的政治意涵，以及，豐樂院與平安宮

朝堂院空間變化之關係。此書討論內裏空間的部分，〈平安宮內裏の成立過程〉

一章，以鈴木亘的《平安宮內裏の研究》為基礎，加以討論《平安宮內裏の研究》

中較少觸及后妃居住的後宮，以及支持內裏運作的組織部分，梳理後宮建築空間

的建造時期。在此章中，藉由作者對於內裏後宮的梳理，可理解內裏後宮空間成

立的歷史脈絡，與內裏後宮成立所蘊含的政治權力的轉變，即為了維持皇統的政

策而設立。另一方面，在〈草創期の豐樂院〉一章中，藉由分析於豐樂院舉辦的

                                                      
14

 鈴木亘，《平安宮內裏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1990。 
15

 橋本義則，《平安宮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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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藉以探討豐樂院的建築機能。並且，提出豐樂院與朝堂院之間的關係，跟

奈良時代(710-794)平城宮比較，認為豐樂院承襲平城宮大極殿閤門之饗宴機能，

也因而推測平安宮朝堂院撤去大極殿閤門的部分。從此章，可明瞭平安宮中豐樂

院的機能，以及，承襲前代宮殿空間性能之處與所做配置改變之處。 

2.2 平安宮建築空間專論 

 討論平安宮建築空間的文章，多著重於內裏空間性質的討論。如飯淵康一對

於內裏門性質的分析、滿田さおり對內裏主要殿舍空間性質的探討。 

關於內裏的研究，飯淵康一對於門的性質的討論，可見下列文章：〈平安宮

内裏・承明門・日華門の用法の変遷とその要因〉
16
、〈平安宮内裏及び豊楽院の

門の用法について――正月節会に関する研究〉17與〈平安宮内裏承明門・日華

門の儀式時に於ける性格〉18。在第一篇文章中，由平安時代後期里內裏無南門

一點，而有本篇章的討論，由儀式書的記載，討論了承明門與日華門使用上的變

化，並提出日華門承襲南方承明門的部分機能。提出了此變化的觀察，並初步推

測應是為了人員移動方便上儀式合理化的變動，而有門的性質上變動的情況。第

二篇文章中，以元日節會與七日節會為媒介，兩個儀式前後在豐樂院與內裏舉行，

作者藉此討論豐樂院與內裏門的性質。關於內裏南門的承明門與豐樂院南門儀鸞

門，認為兩者作為參加者、王卿參入門，有相同的性質。不過在東西方門的部分，

則沒有統一的性質。而對於內裏與豐樂院配置相同，但豐樂院重視北半部門一點，

作者提出此為門用法不同之結果。最後，在第三篇文章中，承襲第一篇文章，對

承明門與日華門的性質做更深入探討。在此文中，藉由參與者的身分來分析，作

者認為，建禮門與承明門為客人進入空間所使用的門，因此，此二門有對外的性

質。另一方面，日華門則是主辦人所使用的門。此外，對於進入空間由承明門變

                                                      
16
《日本建築学会東北支部研究報告集》59 1996.06，頁 7-14。 

17
《日本建築学会東北支部研究報告集》62 1999.06，頁 5-10。 

18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534 2000.08，頁 25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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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華門一點，作者更進一步提出陣座19為要因，因為陣座的出現，因此為了使

移動上更好而有的儀式變化。 

 此外，關於平安宮內裏殿舍空間的討論，尚可見於滿田さおり的文章：〈仁

寿殿・紫宸殿・清涼殿の空間構成と儀式――平安宮内裏の空間構成と儀式に関

する歴史的研究 1〉20、〈平安宮內裏の土庇と雨儀──平安宮内裏の空間構成と

儀式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 2〉21、〈清涼殿南庇《殿上の間》(《侍所》)に関する

研究──平安宮内裏の空間構成と儀式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 3〉22。第一篇文章

中，作者藉儀式中天皇座位與參加者座位的設置，來見仁壽殿、紫宸殿、清涼殿

三殿舍的儀式空間性質。發現紫宸殿與其他二者有不同之處，一為天皇座椅的一

種，大床子僅用於紫宸殿；一為天皇座椅的設置，天皇座椅設於仁壽殿與清涼殿

時，僅設在庇，紫宸殿則會設在庇與母屋兩處；又一為天皇與參加者的座位設置

空間，在仁壽殿與清涼殿，均為天皇與參加者的座椅分於不同的空間(殿上空間

與殿下空間)，在紫宸殿之時，則有擺放不同空間與相同共用一個空間(同時設於

殿上)的情形。作者從座椅的設置，提出紫宸殿作為儀式空間，與其他二殿不同

之處的觀察。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提平安宮內裏設有土庇，並在其他豐樂院、

八省院見不到相同的土庇。作者觀察，豐樂院與八省院的儀式，並無雨儀的模式，

而在內裏舉行的儀式則有雨儀部分的儀式安排，因此，認為土庇為因應儀式中雨

儀模式而設置。此外，又提出於豐樂院舉行的饗宴儀式，四位以下官人座位設於

側殿內，並無設置於庭中，而在內裏的儀式，官人則是列立於庭的空間，也因此

特別需要雨儀時列於庭內的空間，而土庇則是此產物。從此文，可以看到內裏建

築空間的設計與儀式空間的緊密關聯。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以內裏清涼殿中「殿

上の間」23為討論對象，「殿上の間」現在仍可見於京都御所。作者梳理了平安時

代此空間的使用方法，以及，史料中此空間名稱的變化，闡述了「殿上の間」的

                                                      
19

 平安時代中期之後出現，公卿為了評議政務而入席的場所。 
20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634 2008.12，頁 2763-2771。 
21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677 2012.07，頁 1739-1748。 
22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683 2013.01，頁 223-229。 
23

 內裏清涼殿南庇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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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與轉變。 

2.3 平安宮儀式空間相關文章 

 探討儀式空間的文章，多在探討平安時代政治史層面議題時，由儀式空間作

為切入的討論點，在討論政治組織的脈絡之中，分析儀式空間的轉變。另外，野

口孝子則是分析儀式空間中特定的對象，為天皇與貴族行走的道路。 

 西本昌弘在 1997 年出版的《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24一書中，集結其

探討日本古代禮儀與儀式書的研究。其中，除了討論日本 6 世紀至 8 世紀的禮制

以外，也對《內裏儀式》與《內裏式》二書成立時間提出觀察。為理解古代日本

的儀式成立脈絡的研究資料。在《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一書的基礎之下，

2008 年時出版了《日本古代の王宮と儀礼》25。書中，參考古代宮殿的考古報告，

提出各時代宮城空間配置不同與儀式變化有緊密聯繫，也承襲前作討論日本古代

儀式與政務的變化。如書中所收〈元日朝賀の成立と孝德朝難波宮〉，分析孝德

朝時前期難波宮配有巨大朝堂區域，與當朝所成立的元日朝賀緊密關係。又如同

書〈七世紀の王宮と政務・儀礼〉，即提出推古朝(592-628)小墾田宮、孝德朝

(645-654)難波宮與天武朝(673-686)飛鳥淨御原宮，宮城機要空間配置的變化與各

朝儀式改變的連結。從此書所收之研究，讓人理解日本古代儀式變化之餘，也可

理解宮城中儀式空間(宮城配置)變化與儀式轉變的關係。 

古瀨奈津子在討論政治與儀式的研究中，曾對平安宮的空間使用上提出觀察。

〈宮の構造と政務運営法――内裏・朝堂院分離に関する一考察〉26一文中，作

者由平城宮(710-784)、長岡宮(784-794)、平安宮(794-1192)三個宮城的朝堂院與內

裏配置切入。梳理三個宮城朝堂院與內裏的機能認為從平城宮至長岡宮時，認為

從平城宮朝堂院與內裏南北軸相連，到長岡宮內裏與朝堂院不位於同一南北軸線

                                                      
24

 西本昌弘，《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97。 
25

 西本昌弘，《日本古代の王宮と儀礼》，東京：塙書房，2008。 
26

 收於古瀨奈津子所著《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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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天皇日常政務場所由大極殿轉往內裏，內裏因而具有獨自機能有關。而平

安宮朝堂院與內裏的配置則繼承長岡宮並定型，朝堂院為舉行國家儀式時的場所，

內裏則為日常行政運作的空間。作者提出宮城配置改變即反映政治組織運作上的

改變，此二者緊密關聯的一說。在〈初期の平安宮〉27一文中，則集中探討平安

宮的宮城配置。由於平安時代初期的平安宮相關研究較少，無法確定內裏與朝堂

院是否在同一南北軸上。作者藉由史料，確定平安初期之時，已有建禮門28前有

南庭，因而確定內裏與朝堂院已分開。由此文中，可探知平安時代時，由朝堂院

與內裏為首的宮城基本配置是沒有改變。 

 神谷正昌〈平安宮の大庭と儀式〉29一文，承續著古瀨奈津子的宮城空間的

改變即反映政治組織改變的觀點，對大庭(即建禮門南庭)的機能作分析。作者探

討在大庭舉行的五個儀式：觀射、駒牽、大袚、荷前與即位奉幣，這些儀式本來

均非在大庭舉行，後來移往此處，因此提出，大庭本身有儀式空間化的現象，而

會有這樣的變化，則與政治制度的改變相關。並且由大袚30、荷前31、即位奉幣32等

儀式在此舉行，認為大庭此空間，在政治組織改變後，變為象徵性的祭祀場所，

並同時擁有讓天皇與內裏遠離不好之物的空間性質。 

關於平安宮的儀式空間探討，尚可見於野口孝子的〈平安宮內の道──馳

道・置路・壇葛〉33一文。此文特別對馳道、置路平安宮內道路的空間作分析，

馳道為設於朝堂院、豐樂院、武德殿、紫宸殿、建禮門前大庭中的道路，為儀式

中天皇移動時的道路。置路則是設在內里東門建春門外，貴族通行的道路。而鎌

倉時代的壇葛為仿造平安京置路的道路。作者由史料中，藉由確認平安宮中馳道、

置路的設置記載與設置的空間，認為馳道與置路為平安時代，在儀式空間中一種

體現身分制度的空間。此文可從較少提及的道路空間，來見平安宮國家儀式空間

                                                      
27

 收於古瀨奈津子所著《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28

 內裏最南之門。 
29

 《國史學》153 1994.05，頁 97-121。 
30

 袚為解除罪、穢的儀式。 
31

 12 月時舉行的儀式。在吉日時，對皇族、有功之臣的陵墓獻幣帛的祭祀。 
32

 為天皇即位時，向伊勢神宮與各神社奉幣的儀式。 
33

 《古代文化》55 2003.07，頁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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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側面。 

由前人研究，可以看出多集中於探討單一建築空間的性質。相較於單一建築，

儀式空間由許多單一空間構成，如正殿、庭、門。不過，探討儀式空間的前人研

究，則是利用儀式空間分析其所反映的政治制度變化的意涵，對於儀式空間本身

的性質是較少提及。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下，既了解單一建築空

間的機能，也有了當時政治制度的背景，將探討平安時代儀式空間的特點。 

2.4 考古資料 

除了文字史料的研究成果以外，同時，平安宮尚有考古挖掘報告。 

關於平安宮的考古資料，目前可見 1995 年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編的《平

安宮》34一書。書中彙整了研究所成立(1976)以前的考古記載，並呈現了成立後的

調查結果。目前，挖掘出的平安宮部分成果如下：朝堂院、豐樂院、內裏與官衙

遺跡。朝堂院的部分，有東面、北面的部分迴廊、宣政門，以及，延祿、修式、

承光、明禮、暉章堂部分遺址。朝堂院大極殿院部分，有大極殿、北面迴廊、東

軒廊三處部分遺址出土。豐樂院的部分，相較於朝堂院與內裏的挖掘成果較少，

主要是豐樂院正殿豐樂殿部分遺址，為較大的成果。內裏的部分，多為小範圍的

考古發掘，內郭北部如蘭林坊、桂芳坊與華芳坊遺構，並包含內郭北部幾處殿舍

的部分遺構出土。內郭南部部分，擇友內郭迴廊、承明門跡與藏人町屋的發掘遺

址。其他平安宮的發掘遺址，尚有官衙的部分，太政官、中務省、民部省，以及

造酒司，均有部分的考古挖掘出土。而藉由上述的考古成果，埋藏文化財研究所

也嘗試對平安宮的範圍、配置復原。由上述可發現，平安宮的考古挖掘並不多，

特別是平安京位於的京都市，現今地上有許多建物，增加了考古的困難。本文所

觸及的內裏、朝堂院、豐樂院，均為部分的挖掘成果。因此，也將納入平城宮的

考古遺址作為宮殿配置的參考。 

                                                      
34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編，《平安宮》，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調查報告第 13 冊，京都：京

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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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平城宮的考古發掘，開始很早，20 世紀初便已開始初期的挖掘工作。

目前可見的相關調查報告，如下：《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院跡》35、《平城宮東院

庭園》36、《平城宮朱雀門》37、《平城宮第二次大極殿院の調查》38。此外，尚有

平城宮內裏的遺址挖掘、官廳建築遺址的出土，以及，木簡遺物的出土，相較於

平安宮，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考古資料。並且，藉由長年累積下來的調查成果，配

合文字史料，近期開始了地上建物的復原。鑒於，平安宮承襲平城宮的宮城基礎，

對於平安宮建物配置也可作為參考。 

由上述可知，目前對於平安宮空間的研究，在 90 年代以前，主要研究多著

重於承續飛鳥時代(592-710)、奈良時代(710-794)討論宮城配置的脈絡與改變，並

多以討論朝堂院為主。而 90 年代之後，平安宮相關研究，則將焦點放置宮內主

要殿舍建築之性質，如朝堂院大極殿、內裏紫宸殿。前者在宮城配置的脈絡之下，

對於平安宮的理解，多是與前朝的歷史脈絡延續。後者以重點建築為研究重心，

對建築本身的歷史脈絡以及性質做一詳細的探討，不過關於建築旁的其他設施，

如門，則無法有更清楚的理解。除了建築史方面的研究，同時儀式、政治史層面

的研究，也有以宮城的儀式空間為切入點之例，不過，儀式空間僅為討論儀式與

政治史問題之媒介，而非探討空間本身。鑒於此，在前人歷史脈絡與重點建築性

質的基礎之下，筆者將著眼於平安宮的儀式空間探討，包含主殿、庭、門整體的

使用方式，以內裏為例，即為紫宸殿、南庭、內裏各門一起使用的情形。藉由儀

式空間的討論，在理解建築個體特性的基礎之下，釐清平安宮內儀式空間的性質

與演變。 

 本文預計將分為三部分探討。首先，第二章中，先見平安宮中朝堂院、豐樂

院與內裏三個區域各門的位置。接著，進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討論，由儀式書

中古文的記載，梳理此系統人員參入的情況。在此章最後，將嘗試分析此儀式空

                                                      
35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院跡》，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1。 
36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平城宮東院庭園》，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0。 
37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平城宮朱雀門》，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0。 
38

 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第二次大極殿院の調查》，奈良：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93。 



 

13 
 

間系統的特性。接著，第三章中，將梳理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

空間系統之紀錄，見二系統人員參入的過程。並且，在本章最後，將探討此二儀

式空間系統的性質。最後一部分第四章，將分為四小節討論，藉由前二章的分析

基礎，綜合探討三個儀式空間系統，並見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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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 世紀平安宮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9 世紀平安宮中的儀式空間，筆者就人員參入的方法，以人員參入之門的方

向，將儀式分為 3 種儀式空間系統：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東西軸入儀式空間

系統、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同時，三種儀式空間系統正好反應三種不同的

儀式性質。此章將討論的為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以下，將定義此儀式空間系

統。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將於第三章討論。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就儀式書的人員移動記載可歸納出兩個特點：一為

參入人員由南北軸線上之門進入儀式空間；一為參入之時人員重視以南北軸為中

心、東西對稱的隊伍進入儀式空間。前者特點，必定為由南方門或北方門進入，

不過較多由南方門進入的情形。後者則為，雖然由南北軸線上的門進入，但多為

兩列隊伍一起進入，由南方北方的兩側門進入，或是由南方正門東西戶同時進入，

亦或是由東方、西方之門同時進入，兩列隊伍的行進，強調南北軸的軸心。並且

整體儀式空間由主殿、庭、門等空間構成，也可見強調南北軸線。另一方面，為

了呈現部分官員的特殊身分，部分官員非以南北軸上的門進入儀式空間，而是由

東西軸線上的門進入。歸納此儀式空間系統所繪之示意圖，見圖 1。 

 以下，將見 9 世紀《貞觀儀式》中，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參與者參入過程。

在討論參入過程之前，將先見本文將討論到的平安宮內裏、朝堂院與豐樂院的宮

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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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北軸儀式空間示意圖 

 

1. 朝堂院、內裏與豐樂院宮門之配置 

 本文藉由參與者的參入，作為探討平安宮儀式空間的切入點，參與者參入之

時，必經過「門」進入儀式空間。因此，在此節將先呈現平安宮中，朝堂院、內

裏與豐樂院三個院區的宮門配置。 

平安宮朝堂院，為舉辦朝賀、天皇即位等朝廷儀式的場所。平安時代的朝堂

院，與之前時代的朝堂院兩點最大的不同，一為朝堂院與內裏分開，非位於同一

南北軸線上(圖 2)，一為大極殿前的廊道消失(圖 3)，變為龍尾道。朝堂院位於平

安宮中央，平安宮門朱雀門的北方(圖 2)。朝堂院的配置，可分為三部分，最南

邊一區為朝集堂的朝集院區，中間為十二堂的朝堂院區，北方為大極殿與小安殿

的大極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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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平安宮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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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時期朝堂院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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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將介紹儀式中所記載朝堂院之門，朝堂院配置圖見圖 4。應天門為朝

堂院最南之門，規模為五間三戶39。應天門東方為長樂門，西方為永嘉門，二門

分別為應天門的左右廂門。應天門北為朝集院，朝集院東西側有二門，面東為含

耀門、面西為章義門。朝集院區北側為會昌門。會昌門與應天門位於同一南北軸

線上，規模為面闊五間、戶三間40，會昌門左右廂門分別為，東邊的章德門、西

邊的興禮門。會昌門之北，為大極殿與十二朝堂的區域，東西邊分別有宣政門與

章善門，均為五間戶三間的規模41。宣政門與章善門的北方分別有通陽門與顯親

門。大極殿西南與東南有二樓，東南為蒼龍樓、西南為白虎樓。蒼龍樓東側有面

北之永陽門，白虎樓西側有面北之廣義門。二樓與大極殿間，有面東的昭訓門與

面西的光範門。大極殿左右側有東西廊與朝堂院迴廊連接，東西廊道上分別開有

東福門與西華門。大極殿之北則有昭慶門。 

  

                                                      
39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應天門[謂之八省朝堂院，南面外門三(間)閣，五間戶三間]」。 
40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會昌門[謂之南內門，二間，五間戶三間]。」 
41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章善門與宣政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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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平安宮朝堂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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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平安宮內裏，為天皇日常生活之住處。內裏一詞，對應於平安宮的範圍

有不同說法，在此將先定義本文所稱之內裏。在《國史大辭典》中，稱宮城的朱

雀門以內為外重，建禮門以內為中重，承明門以內為內重42。內裏一詞的指稱範

圍，有從外重起始之說，即為指整個平安宮，另一種則指中重以內的範圍為內裏

(圖 5)。在本文中，以後者之範圍為內裏，即為中重與內重的區域。在平安宮內

裏由中重與內重二重構成，內重位於中重區塊之東側，正殿紫宸殿位於內重中心

下半部區域。跟紫宸殿位於同一南北軸線上、中重之南門為建禮門。建禮門為內

裏最南邊之門，在日本後紀中曾被記載為南端門43，並且，見《拾芥抄》44對建

禮門的描述：「建禮門[五間戶三間……]45」46，可知建禮門面闊五開間、有三戶

門可進出。同樣在內裏中重、位於建禮門左右兩側，尚有春華門47、與修明門。

春華門位於建禮門之東側，修明門位於建禮門之西側。另一方面，與紫宸殿、建

禮門位於同一南北軸線上的北方中重門為朔平門，為三間之門48。 

內重南門為承明門，與紫宸殿、承明門在同一南北軸線上，並位於二者之間。

見《大內裏圖考證》引古本《拾芥抄圖》：「承明五間戶三間」49，與建禮門相同

為面闊五開間、三間戶的規模，同時在史料中被記載為閤門50。在承明門的左右

有長樂門與永安門，長樂門位於承明門之東側、永安門位於西側，分別為承明門

的左右廂門。儀式書中常記的內重東方門有宣陽門與延政門。宣陽門位於紫宸殿

東方稍北之處，見《拾芥抄》記載，可知為面闊三間之門51，而延政門為宣陽門

之右廂門，位於宣揚門之南方52。此外，內重北方之門為玄暉門，面闊三間53。 

                                                      
42

 《國史大辭典》第八卷，內裏条。 
43

 《日本後紀》卷 12，延曆廿四年正月丁亥条。 
44

 為日本中世時期(約 12 世紀至 17 世紀初)所出的類書。 
45

 [ ]為書中之註。 
46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 19，建禮門条。 
47

 也做春花門，在此依《大內裏圖考證》之名為主。 
48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 19，朔平門条：「朔平門[三間，云縫殿陣，謂之宮北面闢仗中門。]」 
49

 《大內裏圖考證》卷第九，承明門条。 
50

 《大內裏圖考證》卷第九，承明門条：「衛禁律、及三代實錄、貞觀儀式、延喜中務省、及近

衛府式、江家次第、并作閤門。」 
51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宣陽門条：「宣揚門[三間，云左兵衛陣，建春門內]」。 
52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延政門条：「延政門[(宣陽門、嘉陽門、延政門)已上東面，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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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平安宮內裏圖 

 

 

                                                                                                                                                        
右廂門，宣陽南]」。 
53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 19，玄暉門条：「玄暉門[三間，謂之宮北，南闢仗內門，朔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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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為紫宸殿南庭四周之門，儀式中常用到的為日華門、左腋門，與二門在

位置上相對稱的為月華門與右腋門。由於紫宸殿南庭由殿舍與門圍繞而出，在講

述門的位置之前，需先勾勒出南庭四周殿舍的位置。在南庭四周的殿舍，南庭北

方為正殿紫宸殿，位於東方之殿舍，由北到南順序為宜陽殿、春興殿，另一側，

位於南庭西側之殿舍，由北至南為校書殿、安福殿。日華門或作日花門，為東向

的門，並且位於宜陽殿與春興殿的中間，並且與內郭東方門延政門位於同一東西

軸線上。左腋門位於春興殿南方。另一側的月華門則位於校書殿與安福殿之間，

安福殿南方有右腋門。 

 平安宮的豐樂院一般認為為饗宴的場所，位於平安宮朝堂院之東方(圖 2)，

一般認為是平安宮中的饗宴場所。豐樂院之配置圖見圖 6，其正殿為豐樂殿，豐

樂殿位於豐樂院的北半部，豐樂殿南方東西各有二堂，東邊由北至南為顯陽、觀

德堂，西邊由北至南為承觀、明義堂。豐樂院最南邊的門為豐樂門，與豐樂殿位

於同一南北軸上，規模為面闊五間、戶三間的門54。豐樂門東方與西方分別為禮

成門與崇賢門，為豐樂門的左右廂門。在豐樂殿與豐樂門之間尚有一門，為儀鸞

門。儀鸞門與豐樂門規模相同，為面闊五間、戶三間55。儀鸞門東方為高陽門，

西方為嘉樂門，各為儀鸞門的左右廂門。顯陽堂北方有逢春門，為面東之門，另

一側承觀堂北方則有承秋門。 

 以上為內裏、朝堂院、豐樂院門的配置，以下將梳理、分析儀式中人員參入

儀式空間之古文記載。 

 

 

 

 

                                                      
54
 見《大內裏圖考證》卷第四下，豐樂門条引古本《拾芥抄》：「豐樂門，謂之南面外大門，正中

五間戶三間。」 
55

 見《大內裏圖考證》卷第四下，儀鸞門条引古本《拾芥抄》：「儀鸞門，正中五間戶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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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豐樂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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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可見於以下儀式，在朝堂院舉行的儀式有：元正朝賀

儀、天皇即位儀。在內裏舉行的有：立皇后儀、立皇太子儀、內裏任官儀、賜節

刀儀、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與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關於本節將提及儀式之參入

者與參入門之整理，見表 1.。 

 

表 1.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參入門與其人員 

儀式(地點) 參入門(方位) 人員 備註 

元正朝賀儀(朝堂

院) 

永陽、廣義 (北) 中務省輔丞、內舍人 內舍人:近侍 

長樂、永嘉 (南) 式部丞錄、史生省掌   

長樂、永嘉 (南) 糺彈禮儀、帶仗非違   

光範 (西) 典儀、贊者   

昭訓、光範 (東西) 大舍人寮 威儀物 

含耀、章義 (東西) 閤外大臣   

昭訓 (東) 閤內大臣   

章德、興禮 (南) 丞、佐、伯   

昭訓、光範 (東西) 少納言 從五位下 

會昌門東西戶(南) 五位以上   

朱雀門(南) 六位以下   

顯親門 (西) 親王   

昭訓門 (東) 皇太子 推測 

天皇即位儀(朝堂

院) 

 

 

 

 

 

 

 

長樂、永嘉 (南) 式部丞錄、史生省掌   

光範 (西) 典儀、贊者   

含耀、章義 (東西) 大臣以下   

昭訓門 (東) 內辨大臣   

章德、興禮 (南) 丞、佐、伯   

昭訓、光範 (東西) 少納言   

會昌門東西戶(南) 
五位以上、六位以下刀

禰 
  

顯親門 (西) 親王   

立皇后儀(內裏) 建禮門、承明門(南) 親王以下   

立皇太子儀(內裏) 建禮門、承明門(南) 親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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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裏任官儀(內裏) 

日華門(東) 
式兵二省丞錄、史生省

掌 
  

建禮門 (並用春華門) 五位以上、六位以下   

承明門東戶(南) 少納言   

承明、建禮(南) 五位以上、六位以下   

賜將軍節刀儀(內

裏) 

承明門 (南) 少納言   

承明門(南) 將軍   

正月二日朝拜皇后

儀(內裏) 
朔平門(北) 五位以上   

正月八日講最勝王

經儀(朝堂院) 

昭訓門(東) 皇太子   

昭訓門(東) 親王以下、參議以上   

永陽、廣義(北) 四位以下   

東福、西華 眾僧   

 

 西元 794 年，遷都平安京後，舉行元正受朝賀儀最早可見的記載於《類聚國

史》56中：「延曆十五年(796)春正月甲午朔。皇帝御大極殿、受朝。」57為延曆十

五年(796)58天皇至大極殿參與朝賀儀。朝賀，為律令制59之下，正月元日時，京內

的官員與地方官，一起向出御至大極殿的天皇行拜禮之儀式，在孝德天皇(在位：

645-654)時成立之後，成為於年初舉行的慣例行事60。另一方面，關於即位儀的部

分，其在平安宮舉行的最早之例見《日本後紀》：「(大同元年五月)辛巳。即位

於大極殿。」61此為平城天皇即位時的記事，在大同元年(806)於大極殿舉辦即位

之儀式。關於即位的儀式，在桓武天皇62以後有了踐祚儀的後幾日舉行即位儀之

慣例，相對於踐祚儀為以神器傳承為中心，即位的儀式則是宣告皇位的繼承。 

                                                      
56

 菅原道真編纂、892 年完成之歷史書。將六國史的內容以中國類書形式，分類再編輯而成。 
57 見《類聚國史》卷七十一‧歲時二‧元日朝賀。 

58 延曆十四年(795)沒舉辦朝賀此儀，因大極殿尚未蓋好而廢朝。見《類聚國史》卷七十一‧歲

時二‧元日朝賀：「延曆十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廢朝，以大極殿未成也。」 
59

 見《國史大辭典》律令制(りつりょうせい)条：以中國為中心於東亞各國家所施行的國家制度。

狹義而言「以律令為制度的規定基礎」，廣義來看「為一種律令於國制架構中，佔有重要位置的

國家體制」，不過目前各研究者對此語詞有不同的用法。 
60

 見《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頁 5-6。 
61

 《日本後紀》卷十四‧大同元年五月辛巳条。 
62

 在位期間為西元 78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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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貞觀儀式》中，於朝堂院舉辦的元正朝賀儀與天皇即位儀的人員移動幾

乎相同，因此，在此將以元正朝賀儀為探討對象。儀式中人員移動如下： 

中務省擊進鼓，輔丞各二人相分率內舍人入自永陽、廣義兩門，隊於近衛陣

以南。……式部丞錄率史生省掌等，左右相分入自長樂、永嘉兩門，就應天

門左右閣道壇上座[所司預設座]。63(圖 7) 

又見： 

典儀一人、贊者二人入自光範門，各就位。(中略)執威儀物舍人左右各六十

人，入自昭訓、光範兩門，陳列近衛陣以北一丈。……大臣宣令擊外辨鼓，

丞稱唯，退出，令擊之，諸門皆應之[殿下鼓不應]，乃開章德、興禮兩門訖，

伴、佐伯兩氏五位各一人，各著禮服率門部三人入自章德、興禮兩門，居會

昌門內左右廂胡床。(圖 8) 

天皇御大極殿之後，參與者的移動記載如下： 

次，少納言二人分入自昭訓、光範兩門，對立氈上。……省掌二人趨進，互

稱，大夫等應參進各一聲，五位以上依次自會昌門東西戶參入。錄二立門外

互稱容止，五位已上立定，在朱雀門外式部錄率六位已下刀禰左右相分入自

同門。(圖 9) 

                                                      
63

 引文見《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此儀式後面引文均引自同卷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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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朝賀儀參入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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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朝賀儀參入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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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朝賀儀參入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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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引文中，永陽、廣義門為面北之門，長樂，永嘉二門為南北軸上面南之門，

除了使用南北軸線上之門外，兩列隊伍的行進，同時加強了南北軸線為中心的特

點。第二段引文中，章德、興禮門為南北軸線上之門，而昭訓門與光範門分別為

面東與面西之門，雖然非南北軸線上之門，但兩側同時進入儀式空間，同樣地加

強了以南北軸為中心的特徵。天皇御南殿後的記載，除了少納言同時由昭訓、光

範門入的對稱之外，五位以上的官員由南方的大門會昌門進入儀式空間，並且，

六位以下的官員也由朝堂院南方的朱雀門進入，加強了南方的意象，同時由二門

東西戶參入，更增加了對稱的特點。從上述三段引文，均能見到強烈的南北軸入

的特點，南北軸線上的門參入、以南北軸為中心的對稱行進。另一方面，少部分

的人員，由單側的東方門或是西方門參入儀式空間，此部分，元正朝賀儀與即位

儀的記載有些不同。元正朝賀儀的記載如下：「閤外大臣以下入自含耀、章義兩

門，就朝集堂。……閤內大臣入自昭訓門就幄下。」又見：「親王入自顯親門[若

有蕃客者，治部玄蕃相次引客入自會昌門]就位訖。」在前段引文中，在閤64之外

的大臣，同時入自面東的含耀門與面西的章義門，另一方面，在閤之內的大臣，

則僅由大極殿前東方的昭訓門進入。在後段引文，由大極殿前西方的顯親門進入，

同樣僅由單側進入儀式空間。天皇即位儀的情形，親王同樣由顯親門進入儀式空

間，不過由昭訓門進來的參與者則變為內辨大臣65。雖然有些許不同，但仍能見

到均為由單側東西軸上之門進入儀式空間。 

 內裏的立皇后儀與立太子儀二者儀式流程相似，在此以文字記錄較多的立皇

后儀為例，人員參入內裏儀式空間的描寫如下：「式部丞錄率史生省長等，於建

禮門前庭東西相分列立，……大臣喚舍人如常，親王以下應召，左右相分參入[五

位已上在承明門內，六位已下在同門外]66」(圖 10)。由文字記錄可知，官員在參

入儀式空間之前，先在建禮門前的空間等候，之後，由建禮門、承明門進入內裏

                                                      
64

 此閤推測應為朝堂院的會昌門，見《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會昌門[謂之南內門，二閣

五間戶三間]。」 
65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天皇即位儀条：「內辨大臣入自昭訓門，就幄下座」。 
66

 此段引文見《貞觀儀式》卷第五，立皇后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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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庭。同時，可看出承明門同時為五位與六位位階的劃分處，即為承明門北的五

位以上官員空間、承明門南六位以下官員空間南北排列。人員參入空間之時，使

用內裏南方之門：建禮門、承明門。並且，從「東西相分列立」、「左右相分參入」

可以見到南北軸對稱的情形。從人員參入之門、承明門南北空間的官員秩序，以

及，以南北軸對稱的參入方法，均強調了以南北軸為中心的儀式空間。 

 

 

圖 10. 立皇后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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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裏任官儀的官員參入儀式空間紀錄如下： 

式兵兩省丞以下，列立建禮門以南[……]，式部丞到就列，兵部丞度馳道就

列，……省掌稱唯唱計[參議以上不在唱限]，任人隨唱，稱唯趨進列立[西

面]，唱訖，五位以上先入，次丞已下率六位以下參入[並用春花門]，列立

承明門下[北面西上]，兵部亦准此[入自脩明門，北面東上]。……所司開承

明建禮二門，闈司二人分居承明門內左右，大臣喚舍人[舍人在前候承明門

外屏斑幔東頭，其數七八人]，共稱唯，少納言代之入自承明門東戶就版，……

辨大夫稱唯，文武官應任參議以上先入而立，少納言辨二省卿率五位已上參

入，錄一人立屏幔東端稱容止，丞錄率六位已下參入。67(圖 11) 

從引文中可見任官儀式官員參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先候於內裏中重南門建禮

門外，再由建禮門兩側的春花門與脩明門進入承明門南邊空間。接著，再進入內

裏南庭之版位。此任官儀同樣由南方的門進入儀式空間，並且參入之時，雖用兩

門，但同樣二門以南北軸為中心對稱。 

 

                                                      
67

 見《貞觀儀式》卷第八，內裏任官儀条。 



 

33 
 

 

圖 11. 任官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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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賜將軍節刀儀，其人員參入空間如下： 

其日大臣侍殿上喚舍人，舍人共稱唯，少納言代入自承明門[近衛開門如常]

就版，大臣宣喚征其賊大將軍姓名，少納言稱唯退出而喚之，將軍稱唯入自

同門就版68。(圖 12) 

從儀式書中記載，可見到將軍進入接受節刀的空間，是由內裏南門承明門進入，

為南北軸系統的空間移動。 

 

 

圖 12. 賜節刀儀參入示意圖 

                                                      
68

 見《貞觀儀式》卷第十，賜將軍節刀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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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其人員參入記載為： 

錄一人率史生省掌，置版位，自玄暉門壇東端北去一丈五尺東置典儀位……

巳刻省丞已下列立於(縫殿)寮南道[南面西上]，于時史生執簿唱列五位以上，

隨唱稱唯，列立同道南邊[先是參議已上在玄暉門西廊]，省掌趨進云大夫等

參進二聲，五位已上以次參入[錄立朔平門內，稱容止]，列立玄暉門外[南

面西上]。69(圖 13) 

此儀式在內裏北方內重之門玄暉門舉行的儀式，玄暉門以北為群官列立的空間，

並且，參入儀式空間場所，由玄暉門北方中重之門朔平門參入。可以見到為在南

北軸線上移動之儀式。 

另一方面，在朝堂院舉行的佛教儀式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如下： 

于時，皇太子自昭訓門經殿東橫廊就座[若皇太子遲留，群官就座，皇太子

到起座，就座之後共居]，次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參議以上自昭訓門東面就左，

四位以下自永陽廣義門就右]就東西，六位以下相升自龍尾道東西階，省掌

立階下稱容止，升階畢，分起升自永陽廣義兩門南階。……眾僧次之，出自

東福西華兩門，南行至龍尾道東西階頭更折。70(圖 14) 

從上述的記載，四位以下的官員由永陽、廣義門進入，永陽、廣義門為面北之門，

由此可看出，官員移動仍是以南北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方式進入。並且，僧侶的

移動，從東福、西華門進入，東福門與西華門為大極殿東西橫廊之門，為南北軸

線上面北之門，同時可見到仍是重視以南北軸為中心的參入方式。另一方面，皇

太子與參議以上的官員則是由昭訓門進入，昭訓門為位在朝堂院東側的門，在此

儀式中，僅此部分官員由東方門進入。 

以上元正朝賀儀、天皇即位儀、立皇后儀、立皇太子儀、內裏任官儀、賜節刀儀

與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即歸類為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 

                                                      
69

 《貞觀儀式》卷第六，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条。 
70

 《貞觀儀式》卷第五，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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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朝拜皇后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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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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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之性質 

由上述的參與者參入過程，從南北軸線上的門參入、以南北軸為中心左右對

稱參入的參入方式，不過在這些儀式中，可以見到由群官由南方入與由北方進入

的情形。以下將討論儀式的性質，見此儀式空間系統的性質。 

首先，將先見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中，群官由南方進入的儀式，包

含天皇即位儀、元正朝賀儀、立皇后儀、立太子儀、內裏任官儀、賜節刀儀。元

正朝賀儀與天皇即位儀，為國家性質的儀式。另一方面，元正朝賀儀為正月元日

時，天皇接受百官新年祝賀之儀式。即位儀，為向百官與人民宣布天皇即位之儀

式。此二儀式均在朝堂院大極殿舉行。以下，將由儀式參與者所立之空間，來看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性質。 

元正朝賀儀天皇即位的人員安排相似，二者均在在朝堂院舉行，在此以元正

朝賀儀為例71。見《貞觀儀式》72中的參與者位置的配置，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大極殿上、龍尾壇區、龍尾壇以南十二朝堂的部分。龍尾壇為大極殿前的區域，

並且由《大內裏圖考證》中所記龍尾壇東西階条可知73，龍尾壇與十二朝堂區非

位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龍尾壇高於十二朝堂院區，而大極殿建於龍尾壇之上，可

知三者的平面呈現階梯狀。在大極殿上，所設參與者之位為天皇的高御座、皇后

座，以及，內親王74座。龍尾壇的區域，所設之位為皇太子、內辨大臣，以及典

儀之位(圖 15)。龍尾壇以南則為群臣百官之位。首先從位置的安排上，即可看到

天皇與官員之間各自有所屬之空間。依大極殿、龍尾壇、十二朝堂區可依空間的

高度分為三階。第一階，大極殿上所處之人為皇后、內親王等人，皇后、內親王

為天皇與其女性親族。第二階龍尾壇的部分，典儀與內辨大臣為主導儀式進行的 

 

                                                      
71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天皇即位儀：「前二日，所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一如元會儀。」 
72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以下討論之引文均出自同条。 
73

 《大內裏圖考證》卷三，龍尾壇東階条與龍尾壇西階条。 
74

 親王為天皇嫡系之子孫，並且天皇之手足也稱之，女性則稱為內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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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朝賀儀龍尾道人員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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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並且多由地位高的官員擔任75。龍尾壇的區域，由此可知為皇太子與主導

儀式人員之空間。第三階庭的部分，則為百官所列立的空間。從位置的安排，可

以見到天皇所在的儀式空間為高度最高、百官之位則在最低之處，三個空間的區

隔之外，同時，藉此可見到天皇與百官在儀式空間上所反映的地位象徵。而此地

位區隔的特性，可呼應今泉隆雄對於朝堂院大極殿空間性質的說法，朝堂院的空

間，為臣下向天皇表示服屬的儀式舉行之處76。 

接著，見內裏任官儀式之空間。在《貞觀儀式》內裏任官儀77的記載中，被

任官者由南方的門進入內裏南庭之後，可以見到在殿上的天皇與由南方進來被任

官者被區隔開來，天皇在紫宸殿上，被任官者在南庭中。此外，其他人員的移動

尚見於以下記載：「大臣換式兵二省[式部稱唯而後喚兵部]，卿[親王任卿者輔代

之，下，付簿及命置版唱任親王等皆同]若輔稱唯，俱趨立東廊。式部先昇自東

階，大臣惣以除目簿付卿，受，下自階，以輔可唱之，簿付，次兵部同前。」此

段為大臣將任官者名簿授於式部、兵部二省，從這點可以看出，除了負責儀式進

行的二省官員以外，天皇與被任者之間的空間以殿上、殿下區隔開來。筆者認為，

確認天皇與官員間關係的儀式特點，同時由儀式空間天皇與被任者的位置呈現出

來。由空間區分而呈現出確認關係一點，與西本昌弘所提的觀察相呼應。關於內

裏任官儀本身，西本昌弘在〈八、九世紀の內裏任官儀と可任人歷名〉78中提到，

太政官廳任官儀與內裏任官儀之間的不同，在內裏任官儀之中，可見到天皇必定

出御，並且，被任官者必定參入內裏，並有明確的參入方式記載；然而，在太政

官任官儀，除了沒有明確的天皇出御記載之外，同時，被任官者無參入的相關規

定79。由內裏任官儀與太政官廳任官儀，在內裏舉辦時天皇出御、被任官者必參

入儀式空間，可見此儀式空間為天皇與任官者組成，並且，在內裏任官儀此天皇

                                                      
75

 見《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大臣預點……典儀一人[通用四位五位以上]」由此

可知典儀多為五位以上官員擔任。 
76

 今泉隆雄，〈権力表象の場としての古代宮都〉，收於《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74，

頁 14。 
77

 《貞觀儀式》卷第八，內裏任官儀条。 
78

 收於西本昌弘所著《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97，頁 331-376。 
79

 見〈八、九世紀の內裏任官儀と可任人歷名〉，《日本古代儀礼成立史の研究》，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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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官員同時參與情形，即是一種確立天皇與官員之間關係的呈現。 

另一方面，立皇后儀、立太子儀與賜節刀儀，也可以見到使用此類的儀式空

間系統。關於立皇后儀與立太子儀，皇后與太子的身份，分別為天皇的嫡妻與未

來的皇統繼承人，為將立后與立太子之事向臣下與全國人民宣布，並同時宣示未

來除了對天皇自身以外，百官人民同時需侍奉皇后與太子80。在儀式空間的安排

上，也可見到殿上與殿下的區隔：「親王以下應召，左右相分參入[五位已上在承

明門內，六位以下在同門外]。」81從此段記載，可看出百官立於紫宸殿南庭與承

明門以南的空間，與天皇、皇后、皇太子所立之殿上的空間分開，此點，呈現出

一種確立天皇與其繼承人皇位表徵的呈現。 

關於殿上與殿下空間，為天皇與臣下位階區分的象徵，筆者認為同樣可由賜

節刀儀與內裏任官儀的儀式流程看出。賜節刀為將軍或使節赴任時，天皇委任一

部份權力，次象徵物節刀。其儀式以賜將軍節刀儀為例：「將軍稱唯入自同門(承

明門)就版，大臣宣參來，將軍稱唯昇殿。」82由此記載中，見到將軍接受節刀的

空間，為象徵天皇地位權力的空間。而在此殿上空間接受，正代表接受部分的天

皇權力與其象徵物，前去赴任。另一方面見內裏任官儀的情形，在上述人員參入

之後，尚可見以下的人員移動：「大臣換式兵二省[式部稱唯而後喚兵部]，卿[親

王任卿者輔代之，下，付簿及命置版唱任親王等皆同]若輔稱唯，俱趨立東廊。

式部先昇自東階，大臣惣以除目簿付卿，受，下自階，以輔可唱之，簿付，次兵

部同前。」此段記載為天皇授予任官名簿給式部、兵部的官員，下階後，唱名被

任的官員。此與賜節刀儀相同，在殿上接受名簿，是一種天皇授予部分權力予官

員，並代替天皇唱名的意涵。從此二例，更加確立在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殿上

為屬於天皇的空間，在此空間授予，正是表示天皇將部分自身權力授予官員，代

替自身執行部分事務。 

                                                      
80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立皇后儀条天皇之敕：「某[乎]皇后[止]定賜[布]，故此狀[乎]悟而供

奉。」又見同書同卷，立皇太子儀：「其親王立而皇太子[止]，定賜[布]，故此之狀悟[天]百官人

等侍奉。」 
81

 《貞觀儀式》卷第五，立皇后儀条。 
82

 《貞觀儀式》卷第十，賜將軍節刀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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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殿上的空間為天皇地位的象徵，可由元正朝賀儀中，皇位繼承者皇太

子的移動看出。在前文提到，皇太子的帳幄設於龍尾壇處，在皇太子向天皇行朝

賀禮之時，其移動的記載見於下文：「皇太子升自中階，當御座前北面跪於南榮，

賀曰……。」83皇太子自太極殿中階升殿，跪於天皇御座南，面北，由此可看出，

元正朝賀儀中，僅皇太子升殿。筆者認為，此點反應殿上空間為天皇地位之象徵，

並僅能讓皇位繼承者皇太子升殿拜賀，其他官員則無法至殿上空間。 

確定了儀式空間的性質，現在尚有元正朝賀儀與天皇即位儀中部分官員由東

西軸上門單側參入的問題。在上節中，人員參入的史料梳理，從東西軸上單側門

進入儀式空間的為內辨大臣、閤內大臣與親王。內辨大臣，通常在國家型大儀式

時，為儀式的統籌，由除去大政大臣與攝關後，地位最高的官員擔任。而閤內大

臣，筆者推測，在儀式中應與內辨大臣有相似的地位。另一方面，親王則為天皇

的直系親屬。從這些特點可以看出，為天皇的親屬關係者與地位高的人。而單側

東西軸的參入，為地位高之人所使用的參入方式。 

另一方面，由部分官員從東西軸線上的門進入，加強了儀式空間的區隔。元

正朝賀儀的閤內大臣與天皇即位儀的內辨大臣，均由昭訓門進入到龍尾壇的區域。

親王則從顯親門進到百官所立的朝庭。雖然閤內大臣、內辨大臣與親王均由東西

軸的門進入儀式空間，以呈現地位上的不同，然而，仍遵守著殿上、龍尾壇、朝

庭個空間所立之官員的秩序。並且，從此東西軸的進入方式，更凸顯了儀式空間

的區隔。除此以外，元正朝賀儀中，儀式進行相關人員移動為：「典儀一人、贊

者二人入自光範門，各就位。……執威儀物舍人左右各六十人，入自昭訓、光範

兩門，陳列近衛陣以北一丈。」84(圖 8)典儀與贊者的位置同樣設置在龍尾壇上85，

執威儀物的官人立在近衛陣的北方，近衛陣所在位置在太極殿東西階下南三丈處

                                                      
83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 
84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 
85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自中階南去十二丈西折與奏賀位相對置典儀版，差

西南退置贊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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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為龍尾壇的空間，由此相對位置可知，執威儀物的官人同樣立於龍尾壇上。

從此儀式相關官員直接由連接龍尾壇空間之門參入，可見到明確的三區塊儀式空

間的區隔。從上述東西軸的參入人員，明確的知道南北軸儀式空間的區隔，並且，

各區域空間是不流動的。 

另外，由北方門進入的可見於在內裏舉行的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圖 13)，以

及，朝堂院舉行的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圖 14)。朝拜皇后儀為群官向皇后拜賀

的儀式，此儀式在內裏的北方內重之門玄暉門舉行，並且群官由玄暉門之北朔平

門進入儀式空間場所。在講最勝王經儀中，可見到皇太子與參議以上地位較高的

官員，由東方的昭訓門進入，其他五位以上的官員則由面北的永陽門與廣義門，

參入儀式空間，僧侶們同樣是由面北的東福門、西華門進入。從此二例，呈現出

相同為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由北方門進入與由南方門進入有不同意涵。以拜賀

來說，向天皇拜賀之時，群官由南方進入儀式空間場所；向皇后拜賀之時，官員

則變由北方之門進入。另一方面，在佛教的儀式中，也可以建群官與僧侶均由面

北之門進入朝堂院中的儀式空間。從此二例可看出，參與者由南方、北方參入有

不同意義，由此可知，天皇欲彰顯自身時，參與者由南方門進入。 

從儀式空間中天皇與官員所立之位置，可以看出天皇與官員之間地位之區隔，

天皇通常位於殿上、官員位於殿下，並藉由所立空間的高度，區隔出天皇與官員

的空間，同時，藉由儀式的進行，確認天皇與官員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確認

關係一點，同樣的可見於立皇后儀與立太子儀，為宣示侍奉天皇嫡妻與未來皇統

之繼承人。此外，殿上為皇上象徵天皇之空間，可以在殿上授予節刀與授予任官

名簿看出。並且，由東西軸門參入情形來看，更加確立了殿上、龍尾壇、殿下各

個空間的區隔。另一方面，雖然同樣均屬於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但群官由南方

入與由北方入的意義似乎不同，此點由二日朝拜皇后儀與佛教儀式的正月八日講

最勝王經儀式中可看出，此儀式中，人員移動的記載，較多由面北之門進入，與

                                                      
86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正朝賀儀条：「左右近衛中將率將監以下隊於太極殿東西階下[自階

南去三丈，更東退一丈，右陣亦對，謂權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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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正朝賀儀等儀式群官由南方進入不同。從上述的儀式，可以看出當天皇需在百

官前彰顯自己政治權力與地位之時，會利用南北軸的儀式空間，並讓群官由南方

參入。單側東西軸入的情形，則為天皇直系親屬或儀式中地位高之人使用。此外，

在非彰顯天皇的儀式中，人員的參入則由面北之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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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 世紀平安宮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在上一章中，已分析三個儀式空間系統中的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此章將

談及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因此在此，將先介紹此

二系統的定義。 

 首先為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此種儀式空間系統的特點，即為由東西軸線

上、單側的門進入儀式空間，並且，多由東方的門進入。與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不同，極少見到兩列隊伍同時進入儀式間的情形，因此在儀式中，不似南北軸儀

式空間系統有強烈的以南北軸為中心的對稱性。此外，面南主殿與南庭為儀式空

間，此點雖然與南北軸儀式空間相同，不過，由東方門進入儀式空間，卻減弱南

北軸的特性。儀式空間系統示意圖，見圖 16。 

 第二，為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此儀式空間同樣由面南的主殿與南庭構

成，不過在此儀式中，可以見到兩個部分，先是百官進入儀式空間之前，先有獻

上的儀式。獻上儀式的部分，官員由東方的門進入庭中，呈上所欲獻上之物後，

退出。接著為宴的部分，百官再由南方的門進入儀式空間。從這裡可以見到，此

儀式空間系統有著先東入、後南入的順序。另一方面，在此系統中，可以見到重

視東方的特點，除了獻上儀式由東方門進入以外，由南方門進入之時，可見到僅

以南方門東戶進入的情形，而非與南北軸儀式相同，必定由兩門或是兩戶同時參

入。儀式空間系統示意圖，見圖 17。 

 上述即為兩種儀式空間系統的定義。下部分將見兩種儀式空間系統的人員參

入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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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東西軸儀式空間示意圖 

 

圖 17.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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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僅舉行於內裏。在《貞觀儀式》中歸納於此

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如下：二季晦日御贖儀、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數儀、進御藥

儀、奏御卜儀、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儀、正月八日賜女

王祿儀、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籍儀與奏銓擬郡領儀。上述儀式的人員與參入門之整

理，見表 2。 

 

表 2.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參入門與其人員 

儀式(舉行地點) 參入 人員 

二季晦日御贖儀(內裏) 延政門 宮內輔、中臣 

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數儀

(內裏) 

延政門 宮內省輔 

左腋門 闈司 

進御藥儀 延政門 中務、宮內卿輔、典藥寮 

奏御卜儀(內裏) 
延政門 宮內輔、中臣 

左腋門 闈司 

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內裏) 

延政門 中務輔丞、陰陽寮 

日華門 中務輔丞、陰陽寮、少納言 

左腋門 闈司 

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儀

(內裏) 
日華門 中務輔以上 

正月八日賜女王祿儀(內裏) 月華門 內侍、女王 

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儀(內

裏) 

宣陽門 輔以下 

日華門 參議已上、卿輔丞 

奏銓擬郡領儀(內裏) 日華門 少輔 

 

 二季晦日御贖儀為神祇官向天皇獻上除身體穢物品的儀式。其儀式中，人員

進入內裏南庭獻上的過程如下：「宮內輔[若無輔，丞替之]陳列御麻等物候延政

門外，……東宮坊司入啓訖，出喚中臣，稱唯，捧麻進就庭中，令云參來，稱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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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南階奉，訖，退出」87(圖 18)。進御麻之時，官員先候於內裏東邊的延政門，

之後再進入庭中，並經由紫宸殿南階至殿上，奉上御麻。從人員的移動上，可以

見到由東邊門進入儀式空間，再將物品獻上。 

 奏御卜儀是神官為天皇占卜其身心狀況，將其結果獻上給天皇之儀式。其參

入過程與御贖儀相似，記載如下：「神祇伯以下，宮內輔[無輔即丞代之]令持奏

文[納漆塗函安案上]候延政門外，……伯稱唯，與副若祐[必備中臣姓名]舁案安

庭中簀上俱立，敕曰，將參來，伯稱唯，共舁案安殿上簀子敷上」88(圖 19)。從

此記載中，可見到向天皇奏上的奏文置於案上，一開始官員持案候於延政門外，

之後再進到南庭、進到殿上，獻給天皇。可以見到人員為東西軸線上的移動。 

 奏御宅田稻數儀，為向天皇上奏宅田89所收取的稻米數量紀錄之儀式。奏進

御藥儀，是向天皇獻上御藥，並祈求一年無病無災之儀式。此二儀式獻上之順序，

與奏御卜儀相同，將所奏之物放於案上，由延政門進入南庭，再進奏至殿上90。 

 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為向天皇獻上完成的御曆。其參入儀式空間過程描

述： 

當日平旦中務率陰陽寮候延政門外，……輔丞各一人寮頭助各一人，舁御曆

案，寮允屬各一人舁頒曆櫃[若允屬不足者，大舍人代之]，共進入自日華門，

置於庭中簀上[御曆在北，頒曆在南相去一丈許]，退出。91(圖 20) 

從御曆儀可知，官人開始時在延政門外等候，儀式開始時經過延政門、日華門進

到南庭。從此儀式可推知，上述所提到的儀式，在進入南庭時，應是經由日華門。 

 

 

                                                      
87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二季晦日御贖儀条。 
88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奏御卜儀。 
89

 官田之意。 
90

 見《貞觀儀式》卷第十，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數儀：「其日，宮內省持奏文[納函安机上] 候延

政門外，……宮內輔以下舁机立庭中退出。」又見同書同卷，進御藥儀：「中務、宮內二省率內

藥典藥寮司，持御藥并人給藥机共候延明門外，……中務卿輔丞率內藥正已下藥王已上，舁御藥

案[案別六人]，宮內卿輔丞率典藥寮頭已下醫生已上舁人給藥案入安庭中版，後依次退出。」 
91

 見《貞觀儀式》卷第十，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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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進御贖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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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奏御卜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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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進御曆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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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儀，為天皇賜位階於女官之儀式。儀式中人員參入過

程描寫如下：「中務省內豎稱唯出，喚輔以上[若筥多，丞隨之]稱唯，入自日華

門立東庭。」92(圖 21)此段紀錄中，中務省的輔以上官員由日華門進入，若筥太

多，才讓丞一同搬入。由此可看出此儀式由東西軸線上之日華門進入儀式空間。 

 正月八日賜女王祿儀，為天皇賜祿給女王93之儀式，被認為是體恤女王以及

增強女王同族意識之儀式94。其人員參入記載如下：「皇帝御紫宸殿，內侍率女

王入自月華門就幄下座。」95(圖 22)從此段紀錄可知，此儀式中，女王由西側的

月華門進入。 

 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儀，成選之意為依官人選考的結果授予位階，而奏成選

短策儀即為將選考結果呈獻給天皇的儀式。其人員移動記載如下： 

當日平旦，輔已下省掌已上賷納短冊櫃，候於宣陽門外，待大臣參入之後，

荷之至宣陽門，錄代之荷至宣陽殿東南頭，參議已上[大納言執擬階奏，若

不在，中納言執之，並立大臣後]入自日華門就版。丞代之荷櫃，卿輔相扶[親

王任卿，參議已上任大輔，不須]進置大臣後一許丈。……兩丞參入，共開

櫃執冊筥，授卿，立櫃後，卿升殿進至御前，置筥，取冊相比置陳取筥去座

二許丈。96(圖 23) 

此段引文，人員參入儀式空間，先候於宣陽門外，藉由日華門進到內裏南庭，接

著，再將所奏之短冊獻上予天皇。同樣的是以在東西軸線上的移動方式進入儀式

空間。 

 

 

 

 

                                                      
92

 《貞觀儀式》卷第八，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儀。 
93

 女王為天皇三等親以外之皇族女子。 
94

 《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給女王祿条，頁 37。 
95

 見《貞觀儀式》卷第八，正月八日賜女王祿儀条。 
96

 見《貞觀儀式》卷第九，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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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敘內親王以下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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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賜女王祿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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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奏成選短策儀參入示意圖 

 

 奏銓擬郡領儀，為於天皇前讀奏郡司97候補者選拔之文，得天皇認定所舉行

之儀式。人員進入儀式空間與敘內親王以下儀相似，其紀錄如下：「少輔執奏筥

                                                      
97

 為中央派遣治理地方之官員。地方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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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日華門[下皆倣此]，至階下，磬折而立，卿起座迎階上執進御前[當御座之東

南，膝行奉置御前机上]。」98(圖 23)由此段記載可知，與會者參入儀式空間同樣

由日華門進入，為東西軸線上的參入方式。 

 

 

圖 24. 奏銓擬郡領儀參入示意圖 

                                                      
98

 見《貞觀儀式》卷第九，奏銓擬郡領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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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之言，東西軸系統的儀式空間，參入者移動方式可分為三種，一為由延

政門經日華門進入儀式空間，是向天皇獻上物品的儀式，第二種為由日華門進入

儀式空間，此種則與政務上的官員安排相關，最後為由西方的月華門進入儀空間，

為女王所通過的空間。 

 

2.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此節，將以元日節會儀、七日會儀、十六日踏歌儀與十七日觀射儀為例，參

與者進入儀式場所的情形。歸納於此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在《貞觀儀式》中的

記載，多舉辦於豐樂院。上述儀式人員與其參入門之整理，見表 3。 

表 3.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參入門與其人員 

儀式(舉行地點) 參入(方向) 人員 備註 

元日御豐樂院儀

(豐樂院) 

逢春門(東) 中務省、陰陽寮   

承秋門(西) 膳部、水部   

逢春門(東) 少納言 出儀鸞門(替) 

儀鸞門東戶門(南) 親王以下參議以上   

儀鸞門東西戶(南) 五位以上   

正月七日儀(豐樂

院) 

逢春門(東) 錄、兵庫寮   

逢春門(東) 少納言 出儀鸞門(替) 

儀鸞門東戶(南) 親王以下參議以上   

儀鸞門東西戶(南) 五位以上   

儀鸞門(南) 錄、六位以下 推測 

逢春、承秋門(東、

西) 
二省丞   

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豐樂院) 

逢春門(東) 少納言 出儀鸞門(替) 

儀鸞門(南) 親王以下 推測 

十七日觀射儀(豐

樂院) 

禮成門(南) 彈正   

儀鸞門東戶(南) 親王以下群官   

儀鸞門東戶(南) 射者   

儀鸞門西戶(南) 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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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元日節會儀在《貞觀儀式》中元日御豐樂院儀有詳細的記載，以下將

按儀式順序，見參與者移動之情形。關於天皇出御的部分豐樂院的部分描寫如下：

「皇帝受群臣賀訖，遷御清暑堂，少時，御豐樂殿，皇后出御亦如常儀。」99元

正受朝賀儀結束之後，天皇至豐樂殿後的清暑堂，然後再御豐樂殿參與儀式，皇

后也一同出席。 

 而官員移動大致可分為二部分，一為儀式進御曆等進奏儀式之環節，一為官

員進入豐樂院參與宴會之部分(圖 25)。進御曆等進奏儀式之描寫如下： 

所司開豐樂、儀鸞兩門，未開門之前，掃部寮為鋪闈司座於逢春門左右[每

有奏事云用此儀，若無奏事不須，他皆倣此]，兩門開訖，闈司二人出自青

綺門分坐逢春門南北，……中務率陰陽寮舉置曆之机，入自逢春門曆庭中，

退出。……內豎入自逢春門持机出授陰陽寮。……申敕曰令申闈司傳宣，省

丞以下史生以上與主水司官人以下，共執冰樣，又與太宰使同執腹赤御贄輔

相扶入自同門(逢春門)，共安庭中退出。……即膳部水部等入自承秋門取冰

樣腹赤御贄退出。 

上文為進御曆及進冰樣、腹赤奏上儀式的描述。逢春門為豐樂院中位於東半部的

門，而進行進奏儀式的官員均使用此門進入庭中的儀式空間，最後要撤下進奏的

東西時，才由位於同一東西軸線向的西方門承秋門撤出。 

 關於群官參入儀式會場參與儀式語宴會時的描寫，見下： 

少納言替(舍人)入自逢春門就板而立，大臣宣喚侍從，少納言稱唯出自儀鸞

門喚之，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稱唯，親王以下參議以上一列入自同門東戶，五

位以上東西相分入自東西戶，比入門，衛仗共起而親王以下五位以上東西相

分庭中立定。 

由上文可知，群官進入會場參與宴會之時，由南方的儀鸞門進入，並且從「五位

以上東西相分入自東西戶」、「親王以下五位以上東西相分庭中立定」中，見到左

                                                      
99

 見《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日御豐樂院儀。以下同儀式之引文均出自同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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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對稱的人員移動。同時可見到，親王以下參議以上由東戶參入，可見其重視東

方。另一方面，在群官進入之前，少納言代替舍人由逢春門進入，並出自儀鸞門

喚群臣進入。 

 

 

圖 25. 元日節會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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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下面將討論同樣於豐樂院舉行的七日會儀。七日會儀可見於《貞觀儀

式》中正月七日儀之記載，參入流程與元日會儀相似，人員與獻上物不同。以下

將見儀式流程來看此儀式的參與者進入儀式空間之移動。儀式中，可分為三部分，

進御弓儀式、群官進入會場與會(同圖 25)。 

首先見進御弓儀式之部分： 

內舍人入自逢春門，經左近陣南就版奏云御弓進……內舍人稱唯，錄以上及

兵庫寮官人置櫃[弓矢別櫃]，於高机上共舁[卿輔丞錄六人，指笏舁御弓案，

丞錄及寮官人六人舁御矢案]，入自逢春門尋常版，北一許丈東去五許尺立

置退出。100 

記載中，可見進御弓儀時，參入儀式空間時，參與者均從東方的逢春門進入。 

接著，見群官進入會場與會的情形： 

少納言代(大舍人)入自逢春門舊版，大臣宣喚大夫等，稱唯，出自儀鸞門東

戶，立屏幔外北向而喚之，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稱唯，次六位以下稱唯，參議

已上一列入自儀鸞門東戶，比至門諸仗共起。次五位以上東西相分參入並用

東西戶，式部錄進立屏內，左右互稱容止，承錄率六位以下參入。 

從此段落可見到，群官們進入儀式空間時，由南方的儀鸞門進入，並且以一種左

右對稱的方式進入會場。此外，少納言代替大舍人，由逢春門進入並至儀鸞門東

戶喚群官進入。 

十六日踏歌儀沒有獻上儀的部分。人員參入過程紀錄如下：「少納言稱唯出

自儀鸞門東戶北向喚之，親王已下共稱唯參入[諸仗共起]，四位五位相次參入。」

101(圖 26)雖然僅能確定由南方的門進入，不過相似的寫法在七日節會也可見到，

喚官員參入之人由東戶出、參議以上由儀鸞門東戶入、四位五位以上再東西相分

參入。在十六日踏歌儀中，少納言同樣出自東戶喚官員，參入則記為親王以下與

四位五位官員的部分，與七日節會儀相似。在此筆者推測，參入的方式應與七日

                                                      
100

 見《貞觀儀式》卷第七，正月七日儀。後段關於七日會儀之引文，均出自同處。 
101

 《貞觀儀式》卷七，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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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會儀相同，參議以上由儀鸞門東戶入、四位五位再參入。 

 

 

圖 26. 踏歌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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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的觀射儀，與十六日踏歌儀相同，沒有獻上的流程。其參與者參入的

過程如下：「彈正入自禮成門列立[北面西上]……親王以下群官入自儀鸞門東戶

[擊鼓二三聲，初入，若有蕃客六位以下相分而入]……射者引入自儀鸞門東

戶……兵部省入自儀鸞門西戶。」102(圖 27)由此段記錄，官員多以儀鸞門單側戶

進入，尤以東側為多。在此可以見官員於南北軸線上的移動，並同時可見重視東

方之情況。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元日節會儀與七日會儀有些相似之處，藉此歸納出豐樂

院儀式空間使用的特點：一為人員於東西軸線上的移動方式。此移動方式的儀式

使用，於二儀式中，可見為進奏、奏上的儀式，如進御曆與進御弓，均由東邊的

逢春門進入。這些儀式流程均使用位於東西軸線上的門作為移動的通道，而非使

用南北軸線上、左右對稱的門。此外，在群官參入之前，由正月節會與七月節會，

可以見到少納言由東方的逢春門進入，並至儀鸞門喚群官進入。相對於使用東西

軸線上門這一點，另一個特點，即為人員藉南北軸線來進入儀式空間。這樣的例

子，可在元日節會儀與七日會儀群官進入儀式會場時見到，並且，是由南方的儀

鸞門作為進入的節點。此外，在群官進入之時，也可見到很強的左右對稱參入過

程，例如，同時由儀鸞門東西戶進入、官員東西相分站在庭中。從此可知，豐樂

院的空間使用上，有東西軸線移動與南北軸線移動兩種系統並存。另一方面，在

踏歌儀與觀射儀中，雖然沒有獻上的流程，官員的參入過程均由南方進入，然而，

雖由南方的儀鸞門進入，部分官員由東戶進入，由此，可看出東方的特別之處。 

                                                      
102

 《貞觀儀式》卷七，十七日觀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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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射禮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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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種儀式空間系統的性質 

 此章所討論二種儀式空間系統，有一個共通點，即為單側東入的情形。在東

入南北軸的儀式中，雖然可見到南北軸的儀式空間系統，但其儀式性質，與第二

章所討論的儀式不同，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之儀式，均在豐樂院舉行。此節

將分兩部分來見東西軸儀式空間與南入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的性質。 

 在進入討論之前，由於將觸及各部門的官員，因此，在此先見各部門與官員

職稱。平安時代行政機關設立二官八省，二官分別為神祇官與太政官，太政官下

領八省。太政官職員分配部分(表 4)，首長為太政大臣，下面設左右大臣與內大

臣，為輔佐太政大臣之職。太政官內分左弁官局、右弁官局與少納言局三局，其

中，左右弁官局管理八省(表 5)。八省分別為中務省、式部省、民部省、兵部省、

刑部省、大藏省、宮內省。各省內，尚有所屬的職、寮、司單位。在這些行政組

織中，各層級單位設有四部官，也稱四等官(表 6)。官員職稱依序為長官、次官、

判官與主典。長官為部會單位首長，次官為輔佐長官之職，判官為糾舉之職，主

典則為書記之職。而本文將提到的四部官各等職稱，見表 5。 

以下，將進入二儀式空間系統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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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政官職掌官員表 

要職 

太政大臣 

左右大臣、內大臣 

大納言、中納言 

參議 

局 左弁官局 右弁官局 少納言局 

職員 

大中少弁 大中少弁 少納言 

大少史 大少史 大少外記 

史生 史生 史生 

官掌 官掌 
使部 

使部 使部 

配屬

之省 

中務

省 

式部

省 

民部

省 

治部

省 

兵部

省 

刑部

省 

大藏

省 

宮內

省 
  

 

表 5. 

左弁官局 右弁官局 

中務省 式部省 民部省 治部省 兵部省 刑部省 大藏省 宮內省 

職 寮 寮 寮 寮 司 司 司 職 寮 司 

中

宮

職 

大

舍

人

寮 

大學寮 

主計寮 雅樂寮 

隼人司 囚獄司 織部司 大膳

職 木工

寮 

正規

司 

圖

書

寮 

主稅寮 

玄蕃寮 
大炊

寮 

內膳

司 

內

匠

寮 

諸陵寮 
主殿

寮 

造酒

司 

內

藏

寮 

典藥

寮 

采女

司 

縫

殿

寮 

掃部

寮 

主水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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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陽

寮 

 

表 6. 各官衙四部官職稱 

官衙名 長官 次官 判官 主典 

太政官 
太政大臣、左

大臣、右大臣 

大納言、

中納言 

少納言、

弁 
外記、史 

省 卿 輔 丞 錄 

坊、職 大夫 亮 進 屬 

寮 頭 助 允 屬 

3.1 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性質 

9 世紀的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儀式，有二季晦日御贖儀、奏御卜儀、十一

月一日進御曆儀、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數儀、進御藥儀、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

儀、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籍儀與奏銓擬郡領儀。這些儀式，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

向天皇進獻儀式，第二類為政務儀式；第一類的儀式有二季晦日御贖儀、奏御卜

儀、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數儀、進御藥儀；第二類則有正

月八日敘內親王以下儀、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籍儀與奏銓擬郡領儀，為平日天皇日

常政務儀式化後的成果。由東西軸的儀式性質，可以見到與上章所述的南北軸儀

式空間系統之儀式異同，相同之處為，東西軸為部分官員才能使用的空間，通常

為地位高的人員才能通過，不同之處，非為了確認天皇與官員之間的關係所舉行

的儀式，並且此性質上的不同，可在儀式空間上見到。 

東西軸入的儀式空間系統裡，相較於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有兩點明顯的

不同處，一為無百官參與，一為殿上空間與殿下空間區隔較不明顯。關於第一點，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部分，從儀式書中的記載，參與者各位階官員版位的設置

與百官的參入，可看出為天皇與百官共同參與的儀式；而在東西軸系統的儀式中，

則沒有類似的記載，僅見到人員參入的描寫。前者之例：「大夫等應參進各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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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以上依次自會昌門東西戶參入……式部錄率六位以下刀禰左右相分自同門。」

103，後者之例：「參議已上[大納言執擬階奏，若不在中納言執之，並立大臣後]

入自日華門就版，丞代之荷櫃，卿輔相扶[親王任卿，參議已上任大輔不須]。」

104從此二之例，即可看出參與者的不同，後者僅有儀式相關的部門人員參與。 

另一方面，關於第二點，可從儀式的人員移動之紀錄看出。奏御卜儀的「敕

曰，將參來，伯稱唯，共舁案安殿上簀子敷上」、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與十一月

丑奏御宅田稻數儀「闈司二人入自左掖門執机安簀子敷上」、四月七日奏成選短

策儀「兩丞參入共開櫃，執冊筥授卿，退立櫃後，卿升殿進至御前置筥。」進御

曆與奏宅田稻數的所提到的簀子，為紫宸殿上外緣部分(圖 28)。從這些記載中，

呈現出人員由殿下移動至殿上，殿上與殿下的空間區隔不如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

統明確。 

另一方面，參入官員的身分，也可看出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的特殊之處。二

季晦日御贖儀與奏御卜儀中，由宮內省的輔與神祈官的中臣為獻上儀式的代表，

他們帶領下面的官員參入。輔，為太政官下，各省部會的次官(表 6)，神祇官內

中臣，為擔任神祈官主要職位的官員。另一方面，進御曆儀與奏御宅田稻數儀，

同樣由輔帶領，進入儀式空間，同樣獻上儀的進御藥儀，則是宮內卿、輔為首率

典藥寮的人進入儀式空間。在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儀，則為參議以上的官員，以

及，卿、輔由日華門參入。在奏銓擬郡領儀中，同樣由少輔執奏莒由日華門進入

儀式空間。卿、輔分別為各省的長官、次官(表 6)。從上述的人員參入，可見均

為各省的長官、次官帶領進入，或是參議以上官員由東方參入，其身份均為五位

以上、地位較高的官員。因此，推測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為地位高的人進入的

空間，而地位較低的官員，則需由地位較高的帶領才能進入。  

 

                                                      
103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天皇即位儀条。 
104

 見《貞觀儀式》卷第九，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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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簀子圖 

 

由上述可知，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其儀式多屬於政務、奏上性質。儀式中

並無百官參與，僅有相關的部門官員，並且，殿上天皇所在之空間與官員所立殿

下的空間，區隔不如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來的嚴密。由此，推測東西軸儀式空間

系統並無確立天皇與百官之間地位、彰顯天皇自身地位的意涵。 

3.2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性質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之儀式，有元日節會、七日節會儀、十六日踏歌儀

與十七日觀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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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節會儀為朝賀儀的儀式結束後，天皇賜宴於群臣的宴會。七日節會與正

月十六踏歌儀，同樣為天皇與群臣同樂的宴會。十七日觀射儀，為正月天皇觀官

人射的儀式。這些儀式在《貞觀儀式》中，均記載在豐樂院中舉行，以下將提出

筆者的觀察。在這些儀式中，群官參入之時，仍是以南方之門參入，可知道這些

儀式的性質仍有天皇彰顯自身的性質。不過在空間的配置上，可以見到與南北軸

儀式空間系統的不同，地位的區隔不如南北軸入儀式顯著。 

在元日節會中，人員的座位配置記載如下：「掃部寮敷御座於高御座殿西第

二間南面，設皇后座東西第二間西面，設皇太子座第三四間，差南去，設親王以

下參議以上座[南北西上]，顯陽承歡兩堂設次侍從以上座[東西面北上]。」105從

此段記載可見到，除了天皇的御座，皇太子、親王以及參議以上的官員的座位均

設在殿上，顯陽堂、承歡堂則設其他官員的座位。七日節會儀的座位配置，雖然

沒有如元日節會儀明確的紀錄，但有下列記載：「參議以上依次就殿上座，次五

位以上六位以下東西相分就座[待參議已上兩三人升殿，即四位以下依次就座，

不必待參議升畢]。」106從「參議以上依次就殿上座」可知參議以上的官員座位

設於殿上。十六日踏歌儀之座位配置，在《貞觀儀式》中無詳細的配置，不過在

稍早的儀式書《內裏式》中，關於儀式會場配置可見到以下記錄：「早旦，天皇

御豐樂殿賜宴次侍從以上[有蕃客者，非侍從及六位以下皆召]，供設儀式一同元

日會[內膳服色亦同]。」107由此可知，天皇在此儀式中宴官員，並且，儀式的設

置與元日會相同。見同書元正受群臣朝賀式并會：「其儀南面鋪御座，御座西第

二殿設皇后御座[南面]，東第二間設皇太子座[西面]，次第三四間差南去親王以

下參議以上座[南北面西上]。」108由此可知元日節會與踏歌儀式時，親王以下參

議以上的官員在殿上設座，並且，推測《貞觀儀式》中的踏歌儀式也是同樣的配

置。十七日觀射儀中，座位配置的描述為：「使率所司供張於豐樂殿，設皇太子

                                                      
105

 見《貞觀儀式》卷第九，元日御豐樂院儀条。 
106

 見《貞觀儀式》卷第九，正月七日儀条。 
107

 見《內裏式》卷上，十六日踏歌式条。 
108

 見《內裏式》卷上，元正受群臣朝賀式并會。 



 

70 
 

及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座於殿上，五位已上座於顯陽堂，六位以下座於觀德堂。」

在十七日觀射儀內，同樣可以見到親王以下參議以上的座位設於殿上。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座位鋪設，與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座位鋪設

不同。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中，殿上的座位僅有天皇、皇后與內親王等人，皇

太子的座位也非設在殿上，而是設在殿前的龍尾壇上。另一方面，東入南北軸儀

式空間系統的座位設置，殿上的座位設置同樣的設置了天皇、皇后的座位，並且，

皇太子的座位也設置在殿上。除了天皇親近的家族以外，親王以下、參議以上的

官員座位同時設置在殿上。在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中，殿上為天皇的專屬空間，

並且，皇統繼承人皇太子的座位也非設置在殿上，而是設置在低一階的龍尾壇上，

而親王的所立位置，又再低一階的庭內，與文武百官在同一個區域。可以見到，

天皇所在的位置，在儀式空間的安排上，為最高的位置，並且，其他的參與者無

法立在殿上，明顯區隔三個區域的空間。另一方面，在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殿上非僅是天皇的空間，在儀式中，同時有親王、參議的座位設在殿上一同觀宴。

其他官員所在的場所也非庭，而是位在豐樂院中東邊的顯陽、承歡二堂。此安排，

相較於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天皇殿上、官員殿下的空間呈現，天皇位於殿上、

其他官員位於二堂內一同觀宴，減少了天皇與官員間的距離。由此，正反應東入

南北軸儀式系統地位劃分不如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明顯，地位彰顯較不如南北軸

入儀式空間系統明顯。 

此外，南入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中，天皇與群官間的地位彰顯不如南北軸入

儀式空間系統明顯，可由親王與參議以上官員看出。官員由南方進入儀式空間之

時，親王與參議以上的官員也由南方門進入，如：「親王以下參議以上一列入自

同門(儀鸞門)東戶，五位以上東西相分入自東西戶。」109、「參議已上一列入自儀

鸞門東戶，比至門諸仗共起。次五位以上東西相分參入並用東西戶。」110由此二

條文獻中，參議以上的官員進入之時，由儀鸞門的東邊戶進入，其他的官員再以

                                                      
109

 見《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日御豐樂院儀。 
110

 見《貞觀儀式》卷第七，正月七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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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相分，由東西戶進入。從參議以上的官員由儀鸞門東戶進入，可見到地位高

的官員與群官一同由南方的門進入，而非單獨由東西軸上之門進入。 

另一方面，由群官進入之前少納言的移動中，可以看出東西軸與南北軸的區

分。此少納言的移動，在元日節會、七日節會有明確的記載，由東方逢春門進入，

移動至南方的儀鸞門，喚群官進入。在正月十六日踏歌一中，僅見「大臣喚舍人

二聲，舍人共稱唯，少納言代之參入，大臣宣喚侍從少，納言稱唯出自儀鸞門東

戶北向喚之」111，無記載少納言由何處進入，不過由元日節會與七日節會的例子，

可推測應少納言同樣由東方的門進入。從少納言的移動中，以及，元日節會與七

日節會的獻上儀，可看出在群官進入之前的人員移動，均由東西軸線上之門移動，

在此儀式空間系統中，南北軸線上之門，為群官參入之空間。 

由上述可看出，在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雖然，群官由南方門參入儀

式空間，儀式中仍有天皇彰顯自身的涵義，不過由群官座位的安排、以及親王參

入的方向，可以看出，其彰顯意涵沒有南北軸儀式空間濃厚。並且，由獻上人員

與少納言的移動，區分出此儀式空間系統中，南北軸上之門為群官參入的空間。 

  

                                                      
111

 見《貞觀儀式》卷第七，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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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之特性 

1. 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 

 此節將分析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時間，藉此見平安時代平安宮的儀式空

間特殊之處。 

1.1 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之確立與皇太子東入 

由儀式空間來看，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為天皇彰顯自身地位時，而運用的

儀式空間系統。在此儀式空間系統中，每年年初於朝堂院舉行的朝賀儀為重要的

儀式之一，因此，此節將以朝賀儀為中心，來見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

同時，由朝賀儀式本身，可見似乎與中國的儀式有關。在此部分將以朝賀儀為中

心，見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始於日本的年代，以及，平安時代時如何使用此儀

式空間系統。藉由與中國朝賀儀的比較，呈現出當時日本儀式空間特殊之處。 

 朝賀儀在日本六國史中最早可見的記載為大化時期(645-650)，「正月甲子朔，

朔，賀正禮畢。」112最早記載舉行於大極殿的記載：「朱鳥元年(686)春正月壬寅

朔癸卯(2 日)，御大極殿而賜宴於諸王卿。」113這些為 7 世紀的記載，關於第二

條朱鳥元年的記載，雖然為 2 日舉辦，非元日之記載，不過，依照福山敏男關於

大極殿的研究，作者認為若要回溯大極殿與朝賀儀的關聯，此條史料可作為最早

的依據114。從這些紀錄中，可以知道當時的日本已經有朝賀的儀式，並且在 686

年時，明確的記載在面南的大極殿舉行。回到六國史記載，另一條史料記載如下： 

(和銅)8年(715)春正月甲申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皇太子始加禮服拜朝。

陸奧、出羽、蝦夷并南嶋奄美、夜久、度感、信覺、球美等來朝。各貢方物

                                                      
112

 《日本書紀》卷 25，大化 2 年(646)正月甲子朔条。 
113

 《日本書紀》卷 29，朱鳥元年(686)正月癸卯条。 
114

 〈大極殿の研究 朝堂院概說〉收於《住宅建築の研究》，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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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儀。朱雀門左右陣列，鼓吹騎兵。元會之日用鉦鼓，自是始矣。115 

此為 8 世紀的記載，為元明天皇(在位：707-715)於大極殿受朝，同時有日本各地

方前來拜朝之代表。並且，由記錄同時可見到朱雀門前左右陣列的記載。元明天

皇於 710 年時遷都平城京(今奈良)，朱雀門為平城宮的南門，詳細的儀式流程與

人員安排並不清楚。關於此時代人員參入與安排，前人均無相關討論，不過，由

陣列的配置，推測參與者由南方的朱雀門進入，並且，相同由南方的門進入朝堂

院、大極殿院儀式空間，為南北軸線上的移動方式，同時，於 9 世紀儀式書中可

見到朱雀門陣列的記載116，筆者推測，至奈良時代，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已有平

安時代時所見之雛型。 

 日本的朝賀儀式，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應是學習中國的朝賀儀式。日本與中

國的交流很早即開始，並且分別在 607 年與 614 年派大規模的遣隋使至中國，並

均於隔年歸國，由此可知中國與日本的交流，不再是小範圍，而是以國家層級的

規模來派遣使者前往中國。進入唐朝之後，日本仍持續派遣使者前往中國，並多

達 15 次117。同時，在與中國密切交流之下，由上段所提及朝賀儀出現的時間(646)，

可反映朝賀儀與派遣使者前往中國學習的關聯。 

 日本的朝賀儀雖然為學習中國儀式的成果，然而比較過後，仍有不同之處。

首先為儀式書的記載方式不同。在《大唐開元禮》中，皇帝受朝賀分為三部分記

載，分別為「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賀」、「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妃朝賀」、「皇

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而在日本的《貞觀儀式》中，皇太子與群官向天皇拜

賀，則一起記載於「元正受朝賀儀」，同時，無記載關於皇太子妃的部分。 

另一方面二者的儀式空間，仍可發現二者不同之處，以下將以 9 世紀朝賀儀

見二者的不同。中國唐朝的朝賀情形詳細記載可見於《大唐開元禮》： 

                                                      
115

 《續日本紀》卷 6，和銅 8 年(715)正月甲申朔条。 
116

 《貞觀儀式》，卷 6，元正朝賀儀条：「錄二人，率史生省長分列朱雀門東西仗舍前[北面東西

上]，整列六位以下刀禰正忠以下出自朱雀門西掖門左右分列[左度自馳道，右便留在西]於東西仗

舍前[東者西面北上，西者東面北上]。」 
117

 見《遣唐使研究と史料》中，頁 13-19 表。遣唐使派遣年分別為 630、653、654、659、665、

667、669、702、717、733、752、759、761(僅任命)、762(僅任命)、777、779、803、834，共 15

次成功派遣。最後一次第 19 回派遣僅任命未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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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坐南向坐，……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

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

子初行，樂作至階，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升進當御坐前，北面貴賀稱……。

118 

儀式過程，皇帝進入之後，皇太子參入、奏賀、退出。接著換官員奏賀，官員奏

賀以公為代表，與皇太子情形同，升階至御前奏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西

陛，公出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

舍人引升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119相同的儀式流程，見於隋代的

朝賀儀，隋代的朝賀儀式形制，在《隋書》的禮儀志中可見到記載：「隋制，正

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顯陽門外，入賀。復

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群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

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120從流程來看，可知隋代至

唐代，大致的儀式結構是沒有變化。在《隋書》的記載中，記錄關於太子的進入

儀式空間的情況，從顯陽門進入。關於顯陽門的位置，辛德勇認為是隋代宮城正

殿的南門，初名為廣陽門121。由此可知，中國的朝賀，在隋代與唐代時，皇太子

由南門進入儀式場所。上述總結，隋代與唐代的朝賀儀，朝臣代表「公」，在皇

太子上殿拜賀結束後，上殿向皇帝拜賀；另一方面，皇太子由南門進入儀式場所。 

 日本9世紀的朝賀儀，在本文第二章已有詳細的討論。從儀式空間角度來看，

可以見到有以下兩點最大的不同，第一點為日本的朝賀儀中，大臣無法升至殿上

的空間，僅能在朝庭中拜賀，第二點為皇太子進入儀式空間由東方的門進入122。

第一點可以看出，日本在儀式空間的區分上，較隋代與唐代嚴格。臣下僅能在朝

庭內拜賀。相較於隋代與唐代群臣代表「公」可上階拜賀的情形，日本的殿上屬

                                                      
118

 《大唐開元禮》卷第 95，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賀条。 
119

 《大唐開元禮》卷第 97，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条。 
120

 《隋書》卷 9，志第四，禮儀四，元正冬至受朝賀。 
121

 見辛德勇所著〈隋大興城坊考稿〉之考證，其中關於顯陽門的位置引《隋書》五行志上：「大

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曰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之崇顯，號令之所有出也。」 
122

 見《貞觀儀式》卷 6，元正朝賀儀：「昭訓門外北掖設皇太子次[坊官率屬官并所司]，自同門

內南廊第一間談下西去四丈設同幄。」由此可推測，皇太子應從昭訓門進入儀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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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皇的專屬空間，僅有皇統繼承人太子可升自殿上，嚴明的劃分殿上與殿下的

空間。關於第二點，日本皇太子由東方的進入、中國皇太子則從南方進入的差異，

可看出日本的儀式空間，百官同時參與的儀式中，且非饗宴型的儀式時，東西軸

線上之門為地位高之人通過的空間。從上述的差異，呈現出，雖然日本學習隋唐

時代的朝賀儀，在應用上有不同之處。在日本與中國朝賀儀均有天皇彰顯自身權

力的意涵，不過，在日本則藉由儀式空間的區隔，強化了天皇地位與臣下的不同，

殿上與殿下的空間不似隋唐的朝賀儀有交流的情況，日本的朝賀儀中，殿上為天

皇專屬的空間。並且，同時證實了朝賀儀中，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運用，包含

天皇彰顯自身的意涵。另一方面，從中國的皇太子由南方門進入、日本皇太子由

東方門進入這一處的不同，則可看出日本的儀式特點，即為在全官參與的儀式中，

地位高之人，由東西軸上之門參入。從此二點不同，筆者認為正可反應日本重視

東西軸的空間之處，儘管學習中國的朝賀儀式，仍保留了皇太子由東西軸線上之

門餐入儀式空間的特點。 

1.2 東西軸入、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 

 在上一節中，由朝賀儀皇太子的移動，可以看出東西軸的儀式空間在日本似

乎有特別的意涵，因此，將見東西軸儀式空間的確立與變化。東西軸入儀式空間

系統多見於獻上儀與政務儀式，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則多見於饗宴性質的儀式。

在此部分，將見此二儀式系統的確立時間。此外，討論東西軸與東入南北軸儀式

空間系統將使用《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兩本儀式書，此二本書成書時間均早

於《貞觀儀式》，不過二者孰先孰後一直為學界討論問題。因此，先將見此二本

儀式書的相關討論。 

 《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均為在《貞觀儀式》前所編纂的儀式書。《貞

觀儀式》為日本貞觀年間(859-877)所編之書，《內裏儀式》與《內裏式》的編撰

則在平安時代初期。《內裏儀式》一書中可見到弘仁 9 年(818)以前，殿舍與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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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唐風名以前的狀態123。《內裏式》，則為日本最早奉敕所撰的儀式書，嵯峨

天皇(在位：809-823)為了使確立儀式的流程，而下詔編纂，完成後於弘仁 12 年(821)

奏上於天皇124。不過，關於《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孰先孰後的問題，一直是

學者們討論的議題。認為先有《內裏儀式》一書的學者，主要依據為二書中記載

殿舍門的名字，《內裏式》已用唐風之名，而《內裏儀式》中較少見，因此認為

《內裏儀式》應成書於弘仁 9 年(818)以前。而提出《內裏式》為先的說法，大多

依據平安時代後期完成的目錄《本朝法家文書目錄》中，對《內裏儀式》與《內

裏式》篇目記錄分析，二書相同篇目作比較，前者的內容有削減之跡象，因此，

認為後者應先於前者。關於此二種說法，筆者亦贊成先有《內裏儀式》一書的說

法，本文梳理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之時，認為其確立可作為佐證之一，以下，將

進入東西軸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討論。 

 關於東西軸入的儀式，在平安時代以前的六國史中，見不到相關的記載。但，

在平安時代的《內裏儀式》中，可見到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描寫。見少納言

尋常奏式：「皇帝御紫宸殿時，左近衛將監一人引近衛一人開左掖門[他時效此]，

大舍人詣延政門叩門。」125從此紀錄中，可見到少納言上奏時，由東方的延政門

參入。同儀式書中尚可見其他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之記載，見每晦日進御麻式：

「神祇官進捧御麻候東掖門外，大舍人叩門，闈司奏云御麻……」126每晦日進御

麻式為向天皇獻上儀式，由儀式書中的記載，此儀式同樣為由東方的門進入儀式

空間。從此二條文獻，可以知道，非百官參與的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儀式，最遲

在平安時代初期即已定型，參與者均東西軸上的門參入。 

 

 

 

                                                      
123

 見《國史大辭典》第八卷，內裏儀式条。 
124

 《國史大辭典》第八卷，內裏式条 
125

 《內裏儀式》，少納言尋常奏式条。 
126

 《內裏儀式》，每晦日進御麻式条。 



 

77 
 

表 7. 

《內裏儀式》、《內裏式》與《貞觀儀式》人員參入比較 

儀式 流程 《內裏儀式》 《內裏式》 《貞觀儀式》 

元日節會 進御曆 南閤 逢春門(東) 逢春門(東) 

七日節會 奏御弓 東閤 逢春門(東) 逢春門(東) 

  親王參入 東閤 儀鸞門東戶 儀鸞門東戶 

 

接著，將見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在此儀式空間系統中，可見到兩本儀

式書之中人員參入發生變化(見表 7)，變化內容見以下討論。在《內裏儀式》中，

見元旦受群臣朝賀并會之會的儀式中，進御曆的部分如下： 

兩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五人[開閤之儀，他皆效此]開南閤，掃部寮入，鋪

闈司座於戶內左右，闈司二人分居[凡開南閤者，闈司必居戶內，非唯此節]，

大舍人詣南閤叩門，闈司就位奏御曆進……，中務率陰陽寮舉置机令立簀上，

退出127。 

由文中提到的南閤，可知參入由南方的門進入。相同的儀式，在《內裏式》中描

寫如下： 

掃部鋪闈司座於逢春門左右[每有奏事必用此儀，若無奏事不須，他皆效此]，

兩門開訖，闈司二人出自青綺門分坐逢春門南北，大舍人詣門外叩門曰御曆

進……，中務省率陰陽寮舁致曆之机入自逢春門[他皆效此]，立庭中，退出

128。 

由《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兩段描寫中，可以知道儀式中進御曆是由闈司所在

的門進入。而在《內裏儀式》的時候，是從南方的閤門進入，到了《內裏式》之

時，則改自豐樂院東邊的逢春門進入。從此兩段描寫，可以看到儀式的空間在運

用上已有了改變。 

 另一方面，在《內裏儀式》七日宴會式中，奏御弓式的描寫：「少納言[率

                                                      
127

 《內裏儀式》，元旦受群臣朝賀式并會条。關於此宴會舉行的地點，儀式書中並無明確記錄。

不過，由文中「皇帝還宮饗宴侍臣」一句，推測「還宮」二字為天皇返回居所，即為朝賀儀時天

皇由內裏至朝堂院受群臣朝賀，結束後，在返回內裏宴侍臣。因此，推測宴會應在內裏舉行。 
128

 《內裏式》，元正受群臣朝賀式并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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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舍人候東一殿南]被喚奉宣出自南閤，百群官參入座定。奏御弓事[用東閤]，次

授位[用南]，並如常儀」。由此段記載中，進御弓的儀式部分使用東閤。同樣的

儀式見《內裏式》的記載：「錄以上及造兵司等，安弓矢櫃於高机上，共舁入自

逢春門」129。由《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對照來看，七日宴會式中奏御弓式的

部分同樣是使用東邊的門。 

 此外，在《內裏儀式》的七日宴會式尚有一處與《內裏式》不同。在《內裏

儀式》中，親王進入儀式空間之時，是使用東閤130，即為由東方的門進入。關於

此點，同書的朝賀儀中，關於親王的移動可以見到下列記載：「群臣立定，親王

乃入自西門。」131與《貞觀儀式》中的朝賀儀相同，親王由西邊的門參入。由此

可以確定，在《內裏儀式》之時，在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

系統中，群官均出席的儀式裡，東西軸線上之門，為地位高之人所用的儀式空間。

然而，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親王由東西軸線上之門參入在《內裏式》之

時，則發生變化。在《內裏式》內，特別是七日節會儀式，親王由東閤轉變為由

儀鸞門東戶進入。關於這個轉變，在東西軸的空間確定為與獻上儀式的連結後親

王由南方門進入，呈現出一個特點，即為確立主人與客人的關係。東入南北軸儀

式空間系統，多為饗宴性質的儀式，為天皇賜宴予群臣。而親王參入的門變為南

方，則表示包含天皇的所有參與者確定了在儀式中的身分，作為客人的群官由南

方進入。 

 天皇與群臣確立主人與客人的關係，尚可見於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

群臣進入後，東西軸空間人員參入情形。見《貞觀儀式》中元日御豐樂院儀：「及

宴將終，內藏、縫殿二寮分入延明門，置納被櫃於庭中。」132又見同書正月七日

儀：「左右馬寮牽青馬入自延明門，從顯陽堂後北上入自逢春門[近仗起，待度

                                                      
129

 見《內裏式》，七日會式条。 
130

 見《內裏儀式》，七日宴會式条：「親王入東閤就殿上座」。 
131

 《內裏儀式》，元旦受群臣朝賀式并會条。 
132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日御豐樂院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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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乃居]，經舞臺北，度殿庭，出自承秋門，經承歡堂後出自萬秋門。133」元日

御豐樂院儀之延明門為豐樂院之東門，正月七日儀之萬秋門為西門。從上述兩段

文字中，在群官進入儀式空間場所之後，東西軸線上之門，為會中所需之物呈上

撤下人員所使用。元日儀中天皇所賜之物，與七日儀中展示青馬進入儀式空間時

均使用東西軸線上之門。而儀式中呈物之人員身分，也與被賜宴的群官，分別以

主人方、客人方明顯區隔，並反應在參入空間之上。此外，確立主客關係，尚可

由喚群官進入的少納言的移動。少納言在南方的儀鸞、豐樂二門開了之後，應大

臣之喚，由東方逢春門參入，並至南方的儀鸞門。反應出，除了儀式中搬運儀式

物品的人員以東西軸線上門移動以外，群官進入之前，主人方的人員少納言同樣

以東方的門進入，並至南方之門喚賓客入。由此可看出，東入南北軸儀式的東西

軸，除了以獻上儀式連結之外，與群官參入比較之後，更作為主人方人員與會中

之物通行之空間，並由此區隔，可見到東入南北軸儀式系統的確立。 

 以下，筆者提出初步的推論。《內裏儀式》與《內裏式》均為 9 世紀初的儀

式書，不過，《內裏式》與本文切入的《貞觀儀式》之儀式，以此節所提的儀式

為例，其儀式流程、空間安排都是相似的。但，較二者更早編纂的《內裏儀式》，

空間安排則有了上述的不同，由此可見，《內裏儀式》與《內裏式》正巧為分水

嶺。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在《內裏儀式》中已可見由東方參入的記載，筆者

推測，最遲在此時，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已成型。另一方面，雖然東西軸入儀

式空間系統已確立，不過由元旦受群臣朝賀并會、七日宴會式的進御曆、進御弓

的獻上儀式，群官參與的此二儀式中，此時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的進奏儀

式並未定下由東方的門進入，同時，由七日節會親王由東閣參入，可見到當時東

西軸空間為地位高之人使用的習慣。然而，到了《內裏式》之時，東入南北軸儀

式空間系統的獻上儀式已統一由東方的門進入，同時，從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

統的親王參入的轉變，以及，東西軸作為會中物品移動的空間，定下了主人方與

                                                      
133

 《貞觀儀式》卷第七，正月七日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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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方的空間，因此，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則是到此時才確立。正顯示平安

時代的儀式到了《內裏式》之時已漸趨完備，並且，由《貞觀裏式》繼承。同時，

也反應了《內裏儀式》先於《內裏式》的一佐證。此推測結果，與西本昌弘由儀

式本身「拜」的變化探討之結果相符。134。 

 確定了兩個儀式系統的確立時間，尚有南北軸儀式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系

統中，東西軸與南北軸之間參入人員的問題。在朝賀儀中，群官由南北軸上之南

門進入，並且天皇利用南入來彰顯自身的地位，親王、皇太子則由東西軸線上之

門進入，可見到群官由南門、地位高之人由東西軸線上門進入。不過，在東入南

北軸儀式中，地位高的親王則以客人的身分由南方門進入，東西軸的門則是主人

方儀式人員與雜役移動的門。由此二系統，可看出兩層南北軸與東西軸之間的關

係，第一，當天皇欲彰顯自身之時，群官由南方之門進入，並且，地位高的皇太

子與親王由東西軸上門進入。第二，在群官宴會中，雖然群官仍由南方門進入儀

式空間，但在此種類型儀式中，天皇彰顯自身的欲意較低，此點可由第三章第三

節的討論，殿上非天皇的專屬空間、親王由南方門進入二點看出。在此種儀式中，

東西軸為儀式相關人員與雜役進入的空間，在此可以看出藉由南北軸與東西軸的

空間，區分出主人與客人的區別。因此，南北軸的空間，為天皇彰顯自身與宴會

中客人進入的空間。東西軸的空間，則為地位高人的空間，以及，在宴會中為主

人方人員使用的空間。 

 以上，由平安宮中東西軸儀式空間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的確立，可為《內

裏儀式》一書先成立提出佐證，同時，西本昌弘由儀式本身之推論，亦得相同之

結果。並且，也呈現出平安宮中南北軸與東西軸的空間特性。 

                                                      
134

 關於西本昌弘對於兩本儀式書的討論見，〈古礼からみた内裏儀式の成立〉，《史林》70 1987.03，

頁 81-96。文中西本昌弘以儀式本身「拜」的行禮方式來討論。四拜(兩段再拜)為日本古來的儀

式，而再拜則為由中國傳來的儀式方式。考慮弘仁 9 年(818)時儀式唐風化的政策，《內裏儀式》

中可見日本自古而來的四拜，此書應完成於弘仁 9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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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世紀儀式空間系統中的東方 

 上節中，分析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確立時間，同時，藉由分析南北軸入儀式

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見平安宮中儀式空間南北軸與東西軸的特

點。並在分析中，可見到東西軸與東方在平安宮中有特殊之處。在此節中，將討

論 9 世紀時，儀式空間中的東方，並將集中以《貞觀儀式》中的儀式為對象。 

2.1 重視東方之特質 

 由上節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討論，看出東西軸的空間在儀式中有特定的含意，

為有一定身分地位的人才可通過的空間。特別是，在當時平安宮中，較重視東方

的空間。此特點，以下將由三個部分來呈現。 

首先，將先見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朝賀儀，在本章第一節中，中國與日

本的朝賀儀有兩點不同，一為儀式書中記載不同，中國分為三部分記載、日本則

僅以一部份完成。一為儀式空間安排上，日本與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在中國，

皇太子由南方之門進入儀式空間，在日本，皇太子則是從東方的昭訓門進入。此

不同點，表現出東方在日本有特殊意涵。而在日本南北軸儀式系統之儀式，群官

由南方的門參入儀式空間，能見到部分的特定官員同樣由東西軸線上之門參入，

並且同樣由東西軸線上之門參入，東方較受到重視，以下為本文觀察。由東側昭

訓門參入的皇太子與儀式進行的重要大臣，親王則由西側的顯親門參入。從參入

者來看，皇太子與親王，皇太子為皇位繼承人的身分高於親王，安排皇太子由東

方參入、親王由西方參入這一點，由身分地位來看，顯示出 9 世紀東方高於西方。

另一方面，由參入者參入後的空間，東側參入的皇太子所立之處為龍尾壇上，西

側參入之親王則是立在物理空間較低的庭內。從此二空間的高低差，同時顯現出

重視東方之特點。此外，同樣為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由

東側昭訓門進入的為皇太子、參議以上的官員，參議以下的官員則由面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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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門同時進入。由皇太子、參議以上的官員進入之情形，地位高之人使用東側

之門參入，同樣呈現出重視東方之點。 

 接著，在東入南北軸儀式中，也能見到重視東方之特點。在此儀式空間系統

中，親王的移動在平安初期發生的變化，由東側門進入變為由南方的門參入。改

變之後在儀式書中記載如下：「親王以下參議以上，一列入自同門(儀鸞門)東戶，

五位以上東西相分入自東西戶。」135在確立天皇與群臣主客關係之下，雖然親王

從東方改為南方進入，不過，由記載可知，親王以下參議以上的官員由南方門的

東戶參入，顯示出在平安宮中，雖然群官同樣由南方參入，東半部的空間是與地

位高的人連結。 

 另一方面，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群官座位安排也可見到此特質。在

元日御豐樂院儀、正月七日儀、正月十七日觀射儀儀式中，天皇與參議以上的官

員座位設於殿上，而將群官的座位設於東側的顯陽堂與觀德兩堂。由豐樂院的平

面圖可知，庭四周為殿、堂、門與廊道環繞的的配置，東西二側均有堂的左右對

稱配置。因此，僅將官員座位配置於東側之二堂，加強了東側空間使用的印象。

從此座位配置一點，顯示出東方空間的特殊處。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中，從與中國朝賀儀的比較，已可見到日本東方空間有

特殊之處，在日本的儀式中，東方入與西方入的參入者均為地位高的官員，但，

東方入之皇太子相較於西方入的親王，身分地位較高，並且，東方入的參與者所

立的空間也高於西方參入者所立之處。另外，在東入南北軸儀式系統中，親王參

入方向，雖因儀式的確立，由東方改為南方，不過從南方參入之時，親王仍是保

持由東方戶進入儀式空間。又，由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官員座位安排，集

中於東側的顯陽、觀德二堂，感受出東方受到重視。從這三點，可以看出，當時

平安宮中，儀式空間中的東方應是特殊的空間，同時反應日本平安時代儀式空間

的特點。 

                                                      
135

 《貞觀儀式》卷第六，元日御豐樂院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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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東入與南入之宴會 

 在上節中，已知東方在平安宮中的有特殊意涵，特別為群官參與的情形，東

方為地位高之人使用。另一方面，除了地位高之人使用以外，尚有其他象徵，此

象徵在不同形式的宴會中，由東入與南入兩種方式有不同的意涵。 

 在正月的饗宴儀式中，由儀式書的記載，可明確知道親王以下、參議以上的

官員為由南方門的東戶進入，親王的參入，更是由東方的門改至南方之門。此例

顯示出確立主客關係，也顯示出東入南北軸儀式系統的確立。然而，在當時平安

宮內，由六國史的紀錄中，尚可見到另一種天皇賜宴之情形。其記錄見《續日本

後紀》：「(承和三年 836)九月丁夘朔，天皇御紫宸殿賜侍臣酒，遣近衛官人於

敷政日華兩門外，制五位已上遲參者唐突而入也。136」文中記錄了天皇御紫宸殿，

賜酒給侍臣，並在儀式開始後，讓近衛官人在敷政門、日華門外，制止五位以上

遲到的官員進入。敷政門，見《拾芥抄》為宜陽殿北方之東向門137，與日華門相

同均為東邊的門。另一方面，侍臣為在天皇身邊作事的人員，相較於群官，為更

親近天皇之人。僅宴於侍臣宴會，從此引文可推測，此儀式的參與者，是由東方

的門參入儀式空間。 

 由上文，可見到雖然均為賜宴，但作為客人方的參與者則分有東方入與南方

入的情形，其分類見表 8，為《貞觀儀式》中元日節會、七日節會，以及，六國

史中賜侍臣酒的記載。在正月饗宴的儀式中，參與者為群官，並且，元日節會儀

式中參與者為五位以上的官員、七日節會則包含六位以下之官員，在參與者為群

官的之下，群官統一由南方門參入，一方面顯示出主客關係的確立，一方面也顯

示出在群官面前天皇仍含有彰顯自身地位之意涵，也再次證實儀式空間中的南北

軸，仍有天皇欲彰顯自身時使用的空間。在東入的宴會中，參加者僅侍奉天皇的

侍臣們，而非群官，並且，由引文「五位以上」可知此宴會需品位五位以上方可

                                                      
136 《續日本後紀》卷五，承和三年(836)九月丁夘条。 
137 

《拾芥抄》中，宮城部第十九：「敷政門[……東方，東面在宜陽殿(北)]。前()為書中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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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從參與者與參與者的身分，以及由東方參入，正好呼應第三章所提東西軸

入儀式空間系統所推測的性質，即為在非群官參與的儀式之時，東西軸為地位高

之人所通過的空間。 

因此，從東入與南入的宴會中，群官或僅侍臣參與，即反應不同的意涵，南

入為彰顯天皇自身之地位，東入宴會中，為一定品位以上的參與者，並且為侍臣

的身分，同時，天皇並無彰顯自身之意涵。 

 

表 8 

南入宴會與東入宴會參入情形 

  儀式 參與者 參入門 

南入宴會 

元日會 
親王以下、參議以上 儀鸞門東戶 

五位以上 儀鸞門東西戶 

七日節會 

親王以下、參議以上 儀鸞門東戶 

五位以上 儀鸞門東西戶 

六位以下 儀鸞門 

東入宴會 賜侍臣酒 侍臣、五位以上 敷政門、日華門 

3. 平安時代 9 世紀後儀式空間變化 

 在此節，將討論 9 世紀後儀式空間的變化。除了《貞觀儀式》以外，將見

10 世紀所著的《西宮記》，以及 11 世紀末的《江家次第》二書。藉由此二書中

的儀式記載，來見 9 世紀後，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改變。 

3.1 面東與東西軸儀式空間的重視 

 平安宮的儀式空間，到了 10 世紀後，發生了轉變，此轉變為新增的儀式均

在面東的清涼殿舉行，甚而，正月重要的儀式朝賀儀，被於清涼殿舉行的小朝拜

取代。從轉變中，可以見到面東的清涼殿逐漸受到重視，清涼殿為位於紫宸殿與

仁壽殿東方之殿，清涼殿配置圖見圖 29。9 世紀後人員參入儀式空間，多由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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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線上的門進入，不過，由於儀式空間的變化各個儀式時間點不同，因此，在此

將以 10 世紀的儀式書《西宮記》，以及，11 世紀末的《江家次第》為主。以下

將舉出發生變化的儀式供御藥。以及新增儀式，小朝拜、二孟旬。佛教儀式，最

勝講、御灌佛。 

 

 

圖 29. 清涼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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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御藥的儀式空間，到了 10 世紀時也發生了變化。9 世紀時，供御藥的儀

式在紫宸殿南庭舉行，獻上的御藥從東方的延政門進入138。10 世紀時，供御藥的

記錄如下：「采女二人藥司等候右青璅門……(供御)第三度，主上起晝御座，入

自夜御殿南戶，當東戶令立給[塗籠東方戶內也，但向御生氣方]。」139(圖 30)右

青璅位於清涼殿的南方，夜御殿位於清涼殿中。獻上御藥的路線，雖同樣由東西

軸上的門參入，然而，儀式空間由紫宸殿搬往面東清涼殿，可見到將重心轉往東

西軸上的建築。 

在 9 世紀時於朝堂院舉行的朝賀，到了 11 世紀末時，已不見其在儀式書的

記載，正月一日可見的儀式為小朝拜140。小朝拜為元日時，皇太子、王卿與殿上

人
141
，在清涼殿東庭列立，向天皇行拜禮的儀式，相較於百官朝拜的朝賀，此為

僅限殿上人可參加的儀式142。其儀式官員參入過程記載如下：「王卿已下入自仙

華門列庭中[王卿一列，四位五位一列，六位一列，立定拜舞，左迴退出，……

太子依召餐上，給酒祿，拜舞退下，座在御座南]。」143(圖 31)仙華門為清涼殿南

方東西軸線上之門，參加者藉由此門進入儀式空間的清涼殿東庭。由此可知，官

員藉由東西軸線上的門進入儀式場所。 

  

                                                      
138

 《貞觀儀式》卷第十，進御藥儀：「中務、宮內二省率內藥典藥寮司，持御藥并人給藥机共候

延明門外，……中務卿輔丞率內藥正已下藥王已上，舁御藥案[案別六人]，宮內卿輔丞率典藥寮

頭已下醫生已上舁人給藥案入安庭中版，後依次退出。」 
139

 《西宮記》卷一，供御藥事。 
140

 見《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小朝拜条，成立時間不明，有兩種推測，一為昇殿制出現

的弘仁年間(810-824)一說，一為清和(在位:858-876)、陽成時期(876-884)成立說。由此可知應是在

9 世紀成立。而在儀式書中的記載，10 世紀的《西宮記》可見其儀式流程記載。 
141

 見《国史大辞典》第九卷，殿上人条，指被准許前往天皇日常生活空間清涼殿南廂之人，僅

五位以上的部分貴族，與因職務之需的六位藏人可到此空間。 
142

 《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小朝拜条。 
143

 《西宮記》卷一，小朝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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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9 世紀後供御藥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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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小朝拜參入示意圖 

 

 其他尚有 9 世紀未見的儀式，分別出現於《西宮記》與《江家次第》中，一

二孟旬儀。二孟旬儀，為朝儀的一種，本來為每月天皇出御紫宸殿廳政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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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以後變為二孟旬儀，分為四月的孟夏旬與十月的孟冬旬144。人員參入儀式空

間的記載如下：「王卿侍從昇[……侍從自日華門昇，無奏，有大臣大將者，大將

昇後，出居次將侍從等，昇自日華門，出居南，侍從北上………]。」145接著為會

中器物的進獻，均入自日華門146。在會中進御曆的流程部分，也可見到從東方門

進入的過程：「御曆奏[十一月儀，近衛開左腋，闈司參入奏……少納言內豎二人，

入自日華門，立頒曆南，令舁机退出……]。」接著，奏事之流程如下：「庭立奏

[……臨期少納言以內案付闈司，闈司執之，入自左腋就版奏……掃部史生二人，

舁案入自同門(左腋)立版巽[一丈]，少納言入自同門……]。」(圖 32)由奏事，可

見人員同樣由位於日華門南方之左腋門進出。從以上的描述，二孟旬儀中，持物

品進入、御曆、奏事等過程，均由東方的門進入儀式空間。 

 佛教相關儀式在此時也發生一些變化。9世紀在大極殿舉行的講最勝王經儀，

到了 11 世紀末仍是在大極殿舉行。然而，在《江家次第》中，相同講最勝王經

的儀式尚有五月的最勝講。最勝講開始的年代有不同說法，但目前較為一致的說

法為一条天皇時期(986-1011)出現，到了寬弘二年才逐漸成為慣例的儀式147。最勝

講在清涼殿舉行，參入殿上的儀式記載如下：「次出居次將等參上[昇殿自青璅門，

帶劒持笏如恆]，次威儀師率眾僧參上[先是入自陰明門、月華門、仙華門]。」148(圖

33)青璅門、仙華門均為清涼殿南側東西軸線上之門，陰明門為內裏內重之西門、

月華門為南庭西側之門。由此可知，最勝講本身的舉行場所為面東的清涼殿，進

入儀式空間時，也藉由東西軸線上的門進入儀式空間。可見到 10 世紀末出現的

五月最勝講與大極殿舉行的正月最勝講不同，為重視東西軸線上的移動。 

 

                                                      
144

 《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旬事条。 
145

 見《西宮記》卷 6，旬条。 
146

 見《西宮記》卷 6，旬条：「內膳進物所供御臺盤[入自日華門……]」、「內豎等立王卿已下臺

盤[入自日華門……]」、「下器渡[內豎四人執下器、出自日華門渡馳道]」、「厨家獻物[……內豎四

人，著靴捧櫑子，入自日華門……]」、「一獻供御酒[酒番侍從著四人，入自日華門……]」。下文

引文均出自同条。 
147

 《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最勝講条。 
148

 《江家次第》卷第七，最勝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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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二孟旬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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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9 世紀後講最勝王經儀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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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儀式空間發生變化的佛教儀式為御灌佛。御灌佛為慶祝釋迦誕生的佛

教儀式，平安時代時宮中也開始舉行此儀式149。御灌佛的記載最初見於承和 7 年

(840)時，當時為在清涼殿舉行150。之後在六國史中的記載見表 9，貞觀元年(859)

到貞觀 7 年(865)為在內殿。然而，到了貞觀 8 年(866)至貞觀 10 年(868)三年的灌

佛會記載於內裏的仁壽殿舉行，最後幾年舉辦地未記載或是停辦。因此，在此須

討論的問題為「內殿」的地點，鈴木亘認為，當時由於內裏有整修一事，天皇並

不居於內裏之中，而內殿所指應為，非內裏之處的天皇御在所151建築152。因而，

無法確認內殿為面何處之建築。不過，此時期可見仁壽殿之記載，本文推測，應

在與仁壽殿相同為面南之儀式空間舉行。因此，9 世紀末此儀式應與正月講最勝

王經相同，以南北軸系統為主要的儀式空間。御灌佛的儀式記載，可見於 10 世

紀的《西宮記》。關於清涼殿的記載，在 10 世紀之前的儀式書。因此，推測到了

10 世紀之時，清涼殿才在儀式空間中受到重視，並且，由御灌佛的記載可推測，

已固定於清涼殿舉行。詳細的人員參入空間紀錄，見《江家次第》：「次出居次將

昇自右青璅門著座[……]，次御導師參上[入自瀧口戶……]。」153(圖 34)官員同樣

由東西軸線上之門進入，僧侶由北方的瀧口戶進入。在此，可見僧侶與官員門進

入儀式空間場所為分開的，這樣的情形在 9 世紀正月的最勝王經儀可以見到。僧

侶與官員門進入儀式空間的門為分開，在正月的最勝王經儀，僧侶同時由北方的

兩個門進入，官員們則依地位分為東方的門進入或是兩邊的門進入154。同樣，僧

侶與官員分開的進入方式，在《江家次第》中的相同正月儀式中也可見到155。由

此可知，僧侶與官員進入的門不同應為佛教儀式的規則。然而，在御灌佛的儀式

                                                      
149

 《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灌佛會条 
150 《續日本後紀》卷 9，承和 7 年四月癸丑条(8)：「癸丑，請律師傳燈大法師位靜安於清凉殿，

始行灌佛之事。」 
151

 御在所：指天皇日常生活之處。 
152

 見〈平安時代初期における平安宮內裏の修造〉，《平安宮內裏の研究》，頁 196。 
153

 《江家次第》卷第六，八日御灌佛事条 
154

 見《貞觀儀式》卷第五，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次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參議以上自昭訓門

東面就左，四位以下自永陽廣義門就右]，……威儀師各一人，當中列道在前，眾僧次之，出自

東福西華兩門，南行至龍尾道東西階頭。」 
155

 《江家次第》卷第三，御齋會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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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僧侶雖然與 9 世紀相同仍由北方進入，然而不再是由兩門進入，僅剩由一門

一列進入儀式空間、官員門也僅由一列隊伍藉東西軸線上之門進入。 

 由上述可知，平安時代儀式空間變化有兩的特性，一為官員參入時，多以東

西軸儀式空間系統進入，一為重視面東的清涼殿。第一個從儀式中多以東西軸方

向的門進入可看出。而第二個特性從供御藥的地點移往清涼殿，以及，新增的小

朝拜、二孟旬、五月最勝講、御灌佛可得知。其中，五月最勝講、御灌佛為 10

世紀後才在儀式書上見到的儀式，雖然同樣為佛教的儀式，卻與以往在朝堂院大

極殿、以及面南的仁壽殿舉辦的儀式空間系統不同，以面東的清涼殿為主，人員

移動也由南北軸線的移動變成東西軸線的移動。從這幾點，可以看出，以東西軸

線為主的儀式空間，在平安宮中逐漸受到重視。 

 

表 9. 

六國史中灌佛會舉行場所 

承和七年(840)04.08 清涼殿 

貞觀元年(859)04.08 內殿 

貞觀二年(860)04.08 內殿 

貞觀三年(861)04.08 內殿 

貞觀四年(862)04.08 內殿 

貞觀五年(863)04.08 內殿 

貞觀六年(864)04.08 內殿 

貞觀七年(865)04.08 內殿 

貞觀八年(866)04.08 仁壽殿 

貞觀九年(867)04.08 仁壽殿 

貞觀十年(868)04.08 仁壽殿 

貞觀十一年(869)04.08 不明 

貞觀十二年(870)04.08 不明 

貞觀十三年(871)04.08 不明 

貞觀十七年(875)04.08 停止(因神事) 

貞觀十八年(876)04.08 停止(因神事) 

元慶四年(880)04.08 停止(因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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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御灌佛參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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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 世紀後平安宮儀式參與者與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從上一節，供御藥儀的場所轉變、新增儀式的場所，可以見到以面東的殿、

東西軸儀式空間參入的情形。特別是， 9 世紀時均不見記載的面東清涼殿，在

《西宮記》中，開始見於儀式書，由此可推測面東的清涼殿逐漸受到重視。因此

在此節，將見 9 世紀後，各儀式的參與者與東西軸儀式系統的關聯，並以於清涼

殿舉行的儀式為討論對象。 

表 10. 

9 世紀後新增儀式之參與者 

儀式 出處 參與者 

供御藥 西宮記卷一 宮內輔 

小朝拜 西宮記卷一 殿上王卿已下、六位以上 

二孟旬 西宮記卷六 大臣、王卿、公卿 

最勝講 江家次第卷七 公卿、上卿 

御灌佛 江家次第卷六 公卿、王卿、侍臣 

  

進御藥儀 貞觀儀式卷十 中務卿輔、宮內卿輔 

元正朝賀儀 貞觀儀式卷六 大臣、親王、五位以上、六位已下 

  

平安宮 9 世紀後供御藥儀與新增儀式的參與者，見表 10。表格下半部為對

照的《貞觀儀式》書中的參與者記載。從表格的歸納中，可以見到這些儀式的參

與者，有相似的特性。供御藥的宮內輔、小朝拜六位以上官員、二孟旬大臣王卿

與公卿、最勝講的公卿與上卿、御灌佛的公卿王卿與侍臣。在此可見到輔、大臣、

公卿、王卿、上卿與侍臣。輔，為八省156內的次官，為五位以上的官員擔任。公

卿，據《國史大辭典》所述：「為太政大臣、攝政、關白以下、參議與三位以上

上級官人的總稱。」157王卿，指王與公卿。上卿，則為朝廷的太政官舉行的各公

                                                      
156

 八省：八省院的略稱。律令制中，屬於最高行政單位的八個中央行政官聽，分別為中務省、

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宮內省。 
157

 《國史大辭典》第四卷，公卿条。引文為筆者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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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作為指揮的公卿158。侍臣，為於天皇近側侍奉的人員。由此可見，御藥儀

同樣為身為次官的品位五位輔參入，其他新增的儀式之參與者均為六位以上的官

員。 

 由上述的參與者官位來看，可見到儀式之參與者有顯著改變。首先為進御藥

儀，雖然參與者仍是宮內省的輔，不過儀式空間場所則由面南的紫宸殿改為面東

的清涼殿，則加強東西軸的儀式空間。另一方面，新增儀式部分，以 9 世紀後的

小朝拜為例，小朝拜與朝賀相同，均為正月元日的儀式，為皇太子、王卿與部分

官員至清涼殿向天皇行拜舞之禮的儀式。相較於百官朝賀的儀式，此為僅王卿與

侍臣參與的儀式。並且，在《內裏儀式》、《內裏式》與《貞觀儀式》等 9 世紀儀

式書中，並無此儀式記載。在《西宮記》中，才見到小朝拜的記載，並與朝賀儀

並存。然而，到了 11 世紀末的《江家次第》之時，僅剩小朝拜的記錄，亦即，

小朝拜取代了朝賀儀式成為元日的重要儀式，此二儀式於各儀式書中記載的情形

見表 11。由二者的參與者來看，朝賀儀式中，參與者為親王至六位以下的官員；

小朝拜的參與者，僅限於六位以上的官員參加，由此可知，可參與的官員身分限

制提高。同樣的，兩者的參入方式不同，朝賀儀由南方參入、小朝拜則由東方參

入。此點反應出，參與者身分與參與者參入方式的連結，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

為非群官參與、地位高官員所使用的儀式空間。同樣的，由小朝拜替代元日朝賀

儀一點，反應出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逐漸受到重視，並替代南北軸入儀式空間

系統。 

 

表 11. 

朝賀儀與小朝拜於各儀式書之記載情形 

  內裏儀式 內裏式 貞觀儀式 西宮記 江家次第 

朝賀儀 O O O O X 

小朝拜 X X X O O 

 

                                                      
158

 《國史大辭典》第七卷，上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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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世紀後，這些發生轉變的儀式，均使用東西軸線上之門參入。從參入者，

的身分，可以見到與 9 世紀的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相同，為特定身分以上的官員才

能參入。在 9 世紀後的儀式中，由前文可知，均為六位以上的官員。不過，仍有

與 9 世紀之時不同之處，即為，9 世紀之後新增的儀式，均改在面東的清涼殿舉

行，加強了東西軸重視東方的特點。由此，也可看出此時的平安宮中，儀式空間

重視東方的特性。 

 另一方面，由儀式空間的變化，可反應出平安時代政治改變。在 9 世紀之時，

儀式多使用面南的殿，並且，在天皇欲彰顯自身份時，使用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

統。9 世紀之後，儀式書中的記載，使用面東之殿的儀式增多，參入也多由東西

軸線上之門，並且，使用南北軸入儀式系統的朝賀儀由東西軸參入的小朝拜取代，

參與者也減少。由參入方向與參與者來看，呈現出天皇在正月元日彰顯自身地位

意涵減弱。筆者認為，此情況正符合平安時代天皇的政治權力轉變。9 世紀初，

律令制的制度之下，天皇位於群官的頂端，並且，為政治權力的中心。不過到 9

世紀末陽成天皇(877-884)時，由於年幼即位，而設立輔佐政事之大臣而開啟攝關

政治時代。攝關政治，即為命大臣為攝政、關白此二職位，以輔佐政事，並且，

至藤原道長(966-1028)時，為此政治體系的全盛期。由此可知，天皇不再位於政

治權力的頂端。而此政治權力的轉換，正好與儀式空間系統的變化符合。另一方

面，由小朝拜的興盛與朝賀儀的消失，正好與攝關政治的發展大致吻合。關於小

朝拜舉行的記載，可見於《西宮記》：「延喜五年(905)正月一日，是日有定，止小

朝拜[仰曰，覽昔史書，王者無私，此事是私禮也云云]」，又見：「延喜十九年(919)

正月一日，大臣依申，有小朝拜，午三，坐帳中，皇太子參上，於東又廂拜舞，

了退出，四剋親王以下，於東庭拜[云云]」159。前段紀錄為停止小朝拜的記載，

後段記載則為小朝拜舉行的記載，從此二段記載可知，最晚至 905 年時已有小朝

拜，並且，雖然一度停止小朝拜，在 919 年可又見到舉行的記載，因此可確定在

                                                      
159

 《西宮記》卷 1，小朝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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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又恢復了小朝拜儀式。而另一方面，朝賀儀式則在 993 年舉行最後一次，10

世紀便不再舉行。由此可知，小朝拜的記載出現時間與朝賀儀消失之時間，正好

與攝關政治發展至全盛期時間大致吻合。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的朝賀儀消失，

正反映天皇政治權力減弱的情況，同時，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受到重視。 

4. 平安宮與寢殿造之儀式空間 

在上節已見到 9 世紀後平安宮中，重視東西軸儀式空間與其東方的空間。在

此節，將見 9 世紀後南北軸儀式空間的變化。《西宮記》與《江家次第》二書中，

將以變化較多的後者，即以 11 世紀的儀式為主要討論對象。 

9 世紀可歸類為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之儀式，到

了《江家次第》的記載中，發生了變化，見表 12。 

 

表 12 《貞觀儀式》與《江家次第》儀式記載之比較 

儀式 貞觀儀式 江家次第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元正朝賀儀 O X 

天皇即位儀 O O 

立皇后儀 O O 

立太子儀 O O 

內裏任官儀 O X 

賜將軍節刀儀 O X 

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 O X 

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 O O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元日御豐樂院儀 O O 

正月七日儀 O O 

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O O 

十七日觀射儀 O O 

*以《貞觀儀式》名稱為主 

從表可得知，東入南北軸儀式系統之儀式在《江家次第》中，仍可見到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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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南北軸儀式系統則發生了轉變。此轉變，可以見到元正朝賀儀、賜將軍節

刀儀、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三個儀式消失。其中，在 9 世紀正月元日時舉行群臣

向天皇拜賀的重要儀式朝賀儀消失。此外，內裏任官儀不見相同名稱之記載，僅

見相似的敘位儀。由此可知，到了 11 世紀之時，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有

了變化。 

在《江家次第》中，雖然可見到與 9 世紀相同的儀式記載，但在儀式上，特

別是人員參入發生了變化，以下將見人員參入的變化。在9世紀之時人員的參入，

在第二章與第三章已有深入討論。群官參入的部分，9 世紀之時，多為左右相分

參入，而親王、地位高的官員，也有南方門東戶參入之情況。此參入情形至《江

家次第》發生改變。《江家次第》中，即位儀群官參入的描寫如下：「外堂公卿以

下列立參上，左方入自會昌門左扉就標，……五位以上依次參入，次六位」160，

同段儀式流程，在《貞觀儀式》中記載為：「五位以上依次自會昌門東西戶參入」

161。會昌門的左扉，即為會昌門的東戶。由此二段記載，比較後可看出，至《江

家次第》五位以上的官員僅由會昌門的東戶進入。 

接著來看立后儀與立太子儀。在《江家次第》中，立后儀的人員參入描寫較

不清楚，鑒於 9 世紀此二儀式相似，因此在此以立太子儀為例。立太子儀的人員

參入描寫如下：「少納言著版[入自承明門左扉]」162，另一方面，9 世紀描寫如下：

「親王以下應召，左右相分參入」163。雖然，在 9 世紀之時，並無見少納言的描

寫，但，可以明確地見到人員是以左右相分進入。到了《江家次第》卻只見入自

承明門左扉，不見左右相分的記載。 

另一方面，見正月的最勝講儀式。在《江家次第》中改稱為御齋會，人員參

入記載如下：「王卿著大極殿座[入自昭訓門，經東登廊，著殿座……]，王大夫

著[入自光範門云云，近代不見]，僧侶參上[省寮左右前行，僧相分入自東福、西

                                                      
160

 《江家次第》卷 14，即位条。 
161

 《貞觀儀式》卷 5，天皇即位儀条。 
162

 《江家次第》卷第 17，立太子事。 
163

 《貞觀儀式》卷第 5，立皇后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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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門……]」164。對照《貞觀儀式》的記載：「次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參議以上自昭

訓門東面就左，四位以下自永陽廣義門就右]，……眾僧出自東福西華兩門」165。

由此二段引文，可以見到，僧侶參入的方式沒有改變，均為兩列由東福西華進入。

但，群臣的參入方式有了轉變，在 9 世紀之時，參議以上由昭訓門進入，四位以

下群臣，則由永陽、廣義二門參入。然而，到了 11 世紀，王大夫由光範門進入，

不過由「近代不見」可知此部分已較少見。因此，可知此時群臣的進入，僅剩由

東方的昭訓門參入。 

接著，將討論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之儀式，在此系統中，最大的改變為

儀式均由豐樂院移往內裏。關於豐樂院的使用時間，非貫穿整個平安時代。在六

國史中，最早可見的豐樂院記載為《日本後紀》中的記載：「壬子，豐樂院未成

功。大極殿前龍尾道上搆作借殿，葺以彩帛。天皇臨御，蕃客仰望，以爲壯麗。

命五位已上宴樂。渤海國使大昌泰等預焉，賚祿有差。」166此記載為延曆十八年

(799)正月壬子(七日)的記載，從此段文字中，可知道由 794 遷都以來，到 799 年

時，豐樂院尚未建成，因而在大極殿的龍尾道上建暫時的殿舍建築，舉辦饗宴。

關於豐樂院最早的使用記錄，為大同三年(808)11 月 15 日的記載：「壬辰，於豐

樂殿宴五位已上。二國奏風俗歌舞，賜五位已上物，及二國獻物班給諸司。」167

此為饗宴之記載，由此段文字可得知，雖然不知確切豐樂院興建完成之時間，但

在 808 年時，已知豐樂院建成並開始使用。此外，六國史中，最後使用豐樂院的

記載為：「廿五日壬午，鐵撤去悠紀主基兩帳，天皇御豐樂殿廣廂、宴百官……。」

168此為 884 年之記載，之後六國史中均無豐樂院的使用記載，並在 10 世紀的《西

宮記》中，見到豐樂院儀式的場所轉變。由此推測，豐樂院作為平安宮的饗宴場

所，至 9 世紀末時此特色便逐漸消失。 

                                                      
164

 《江家次第》卷第 3，御齋會始。 
165

 《貞觀儀式》卷第 5，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儀条。 
166

 《日本後紀》卷 8，延曆十八年(799)正月壬子条。 
167

 《日本後紀》卷 17，大同三年(808)十一月壬辰(15 日)条。 

168
 《三代實錄》卷 46，元慶八年(884) 十一月壬午(25 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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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家次第》中，元日會、七日節會與踏歌儀式群臣參入的改變相同，此

以元日節會為例：「王卿以下列入立標[入自承明門左……]」169。與 9 世紀不同，

9 世紀群臣參入見：「親王以下參議以上一列入自同門(儀鸞門)五位以上東西相分

入自東西戶」170。由兩段引文，可知雖然人員均由南方門進入，但可知在《江家

次第》中，僅由承明門左、即為承明門東之戶進入，而不見相分進入的情形。 

關於射禮，到了《江家次第》之時，發生了許多改變。首先為舉辦的場所，

射禮舉辦的場所，與其他 9 世紀於豐樂院舉辦的儀式不同，並非移到內裏南庭舉

辦，而是移往了內裏的南門建禮門與其南方之庭為舉行儀式的中心。同時，在人

員的移動上，也有很大的轉變。其人員參入過程如下：「王卿先就左仗，奉仰相

率出春華門各取弓矢著幄」
171
。春華門為內裏中重面南之東側門(圖 5)，由此可知，

官員參入以建禮門、建禮門南庭之儀式空間，是由東側之門進入。另一方面，回

到 9 世紀的觀射儀，其記載為：「彈正入自禮成門列立[北面西上]……親王以下群

官入自儀鸞門東戶[擊鼓二三聲，初入，若有蕃客六位以下相分而入]……射者引

入自儀鸞門東戶……兵部省入自儀鸞門西戶」172。9 世紀時，雖然同樣為由南方

門東戶入的情形，不過同時尚可見到由西戶參入的記載。然而，到了 11 世紀，

僅見由面南東側門參入之記載。 

 

表 13 《貞觀儀式》與《江家次第》人員參入的變化 

儀式 貞觀儀式 江家次第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天皇即位儀 會昌門東西戶(五位以上) 會昌門左扉(公卿) 

立皇后儀、立太子儀 左右相分參入(親王以下) 承明門左扉(少納言) 

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

儀 

昭訓門、永陽廣義門(參議

以上、四位以下) 
昭訓門(王卿) 

                                                      
169

 《江家次第》卷第 1，元日宴會条。 
170

 《貞觀儀式》卷第 6，元日御豐樂院儀条。 
171

 《江家次第》卷第 3，射禮。 
172

 《貞觀儀式》卷七，十七日觀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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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福、西華門(僧侶) 東福、西華門(僧侶)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元日御豐樂院儀 儀鸞門(親王、五位以上) 承明門左(王卿) 

正月七日儀 儀鸞門(親王、五位以上) 承明門左(王卿) 

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儀鸞門(親王以下) 承明門左(王卿) 

十七日觀射儀 
儀鸞門東戶、儀鸞門西戶

(射者、兵部) 
春華門(王卿) 

*以《貞觀儀式》名稱為主 

 

上述儀式人員參入變化歸納見表 13。由上面的討論，可以見到，到了《江

家次第》之時，儀式中的南北軸空間運用同時發生了變化。首先，正月元旦為宣

示天皇地位的朝賀儀消失，同樣向皇后拜朝的儀式也不見記載，並且，象徵授予

天皇權力的節刀儀沒有留下相關的紀錄，這些儀式的消失正可呼應上一節所談到

平安時代天皇政治權力的轉變。其他，尚可見紀錄之儀式，在人員的參入過程，

均有相似的變化，即為，原本左右對稱參入的方式消失，均由面南的南門東戶參

入，或是，由面南的東側門參入。從此人員轉變，可看出到了 11 世紀南北軸的

儀式空間使用偏重東半部的空間，與上節所探討的重視東方的特點相符。並且，

從此變化可推測，到了 11 世紀時，南北軸線、左右對稱的空間以不似 9 世紀時

盛行。同時，加強了平安時代 11 世紀重視東方的現象。 

從上面的討論，南北軸的儀式空間之變化，可看出當時平安宮中重視東方空

間的現象。除了平安宮中舉行儀式之外，當時貴族宅邸也可見到儀式舉行之記載。

接下來，將分析貴族住宅的儀式空間，來看平安時代在儀式中對空間運用的特

性。 

 平安時代於大臣私宅舉行的儀式為大臣家大饗。大臣家大饗分為兩種，一為

正月時舉行的正月大饗，一為被任命為大臣時所舉行的任大臣大饗。此儀式舉行

的最早記載可見於《西宮記》內：「承平六年(936)正月四日貞公御記云，家卿心

神不調，不出簾前，是依元慶八年(884)堀川院例所行也，右丞相稱病遲起，依此



 

103 
 

光景漸暮，拜禮如常，酒祿事，尊者召仰之，此日具旨見九記。」173貞公御記中，

承平六年(936)的儀式中，公卿因為身體不適而不出簾前，而這樣的儀式舉行方式，

是依照元慶八年(884)在堀川院舉行的例子。從此條紀錄可看出，最遲在 9 世紀末

884 年已有大臣家大饗的儀式。 

 儀式書中大臣家大饗的記載，最早可見於 10 世紀的《西宮記》，並且，也可

見於 11 世紀的《江家次第》，然而，在 9 世紀的三本儀式書中均尚未見此儀式的

紀錄。由於，本文欲藉人員參入過程來分析當時的儀式空間，因次以下將以較多

人員移動描寫的《江家次第》紀錄為主。關於正月的大臣家大饗儀式參入過程描

寫如下： 

公卿以下列位中門外[雖從五位下外記，立正五位上大夫史上]，公卿一列，

辨少納言一列，外記史一列[並南面東上重行，尊者過前間磐折，政官平伏，

過後立]，尊者入門當第一大納言揖[諸卿以下共揖]，入自中門，進出庭中[到

斑幔下，待主人下立，可進歟]。174 

任大臣大饗其人員參入見以下記載： 

群卿於中門外徘徊，主人降南階當作下方立[……]。尊者以下入自中門列立

階前[參議以上一列，辨少納言一列，外記史一列]，再拜訖[主人與尊者三

讓，主人渡於座下方，立上方時例也]，相並昇自南階東西端著座。175 

由上述可知，參與者是由中門參入儀式空間場所。因此，在此須處理中門位於何

處的問題。 

 

 

 

 

                                                      
173

 《西宮記》卷 1，臣家大饗条。 
174

 《江家次第》卷第 2，大臣家大饗条。 
175

 《江家次第》卷第 20，新任大臣大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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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東三条殿圖 

 

 寢殿造為平安時代貴族之住宅，其建物配置有共通點，見川本重雄所復原的

東三条殿配置圖(圖 35)為例。寢殿造配置，在中心建造面南的寢殿，寢殿南方有

南庭，南庭四周由東西對、渡殿、中門廊圍繞，南方無門。由圖中可見，有東中

門廊與西中門廊，中門廊為中門南北延伸之廊道。關於作為主要出入口之中門，

應為東方的中門，並且由配置圖中東西兩側建物的安排，可見到東側有許多與出

入口相關的設施，西側之門應只是分擔東側之門的部分機能。 

 確定了中門位置，回到人員參入與儀式中人員移動的記載。文中「尊者入門

當第一大納言揖[諸卿以下共揖]，入自中門，進出庭中」與「尊者以下入自中門

列立階前」，參與者由中門進入，並立於庭中，此門應為東方之中門。由此可看

出，在此儀式中，參與者參入由東方參入並立於庭中。又見正月大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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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以下列立階前[參議以上一列，辨少納言一列(第一人當公卿第三人)176

外記史一列，並北面東上，不平伏而列立]，主客共在拜，……主人尊者相

並昇自南階東西端著座。……納言以下一一昇從同階著座……次辨少納言從

掖階昇著座。177 

參入後，大臣以下列立庭中，主客拜，在庭中的流程結束後，主人與尊者由南階

昇殿，坐於面南的寢殿中，其他的官員也昇階至座位。由此可見到在此儀式的人

員移動，為由東方進入，並在面南的主殿上進行儀式。 

 接著，將來看參與人員的身分。由上段引文中的紀錄：「大臣以下列立階前[參

議以上一列，辨少納言一列(第一人當公卿第三人)外記史一列，並北面東上，不

平伏而列立]」，可知參與者為大臣、參記、少納言、外記，這些人員均為太政官

中所屬的官員，僅為身份限定的人員參加的儀式。 

 由上面討論大臣大饗儀式中的特點：東方門參入、在面南正殿舉行、限定人

員參與，此三個特點，正與平安宮中東西軸儀式系統的空間運用方式相似。並且，

由寢殿造與平安宮的儀式空間，可推測，當時較普遍的儀式空間使用，應是以東

西軸的儀式空間為主，同時，由寢殿造於東方設置主要出入口一點，可看出當時

較為重視東方的空間。 

 以上，已知 11 世紀時寢殿造與平安宮均重視東西軸空間與東方，並且，由

4.1 節的討論，可看出南北軸的儀式空間與 9 世紀不同，雖仍使用南方的門，但

均僅由東方的戶、門進入儀式空間場所。由 9 世紀至此，可見到東西軸的空間與

東方日漸重要。在此，希望提出些許關於寢殿造的看法。關於寢殿造的成立時間，

由於，平安時代住宅建築的考古極少，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寢殿造在中

國的影響之下，本來應為左右對稱的配置，不過，最後左右對稱性消失之後，正

表示寢殿造的衰弱，因此，寢殿造的成立時間可推至平安時代以前。另一種則持

相反看法，認為寢殿造應為 11 世紀後，左右不對稱的情形出現，才是寢殿造成

                                                      
176

 ( )，此記號為儀式書中註中註。 
177

 《江家次第》卷第 2，大臣家大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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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期。本文認為由儀式空間的改變，可以為第二種提出一佐證。由本章對 9

世紀至 11 世紀平安宮儀式空間的變化分析，可見到儀式空間中的東西軸、與東

方重要性提升，即便為南北軸的儀式空間，也可見到重視東方的參入方式。對照

11 世紀貴族住家也可見到以東西軸為主的參入方式，且由寢殿造多無南門一點

來看，正可與當時重視東西軸的空間相互應。因此，推測寢殿造應在此重視東西

軸空間現象出現之後，才成立的建築配置形式。寢殿造成立時間若較早，那麼建

築的配置應會與平安宮相同，留下左右對稱配置的痕跡。 

 寢殿造建築為一大議題，在討埨平安宮儀式空間變化之下，由儀式空間的角

度，在本節對同為平安時代建築之寢殿造，僅提出初步觀察。 

  



 

107 
 

五、結語 

 平安時代 9 世紀儀式書《貞觀儀式》中之儀式，藉由人員的移動可分為三種

類型，分別為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

系統。並且，由三種類型的分類探討，可見到在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南北軸與

東西軸有不同之意義。 

 首先為 9 世紀儀式中南北軸的空間。由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代表儀式朝賀

儀來看，日本的朝賀儀與中國的朝賀儀相同，均有宣揚天皇自身地位的意函。並

且，從儀式中的人員的配置，可見到嚴明的依地位劃分空間的情況，各空間之間，

人員的移動較少。並且，儀式空間中的南北軸，人員由南方入與北方入也有不同

的意涵，南方入為天皇的儀式使用，北方入則為非天皇參與的儀式或是佛教儀式。

由此，可看出南北軸中，南方入為天皇宣揚自身地位時空間使用呈現。另一方面，

在饗宴的儀式中，群官同樣由南方進入，由此可推測，饗宴的儀式中同樣有天皇

宣揚自身的意義，不過由天皇與官員均立於殿上、堂上一點，呈現出不如朝賀儀

式般嚴明的地位劃分。同樣地，由 9 世紀初期饗宴儀式中，親王參入方向的轉變，

可看出儀式中南北軸空間另一層意涵，即為主人方與客人方之間的確立。 

 接著為 9 世紀儀式空間中東西軸與東方的空間，可見兩中特性。第一，比較

日本與中國的朝賀儀，其中一點最大的不同，即為皇太子進入的方向，日本皇太

子由東方參入。在獻上儀式與政務儀式中，均為使用東西軸的儀式空間來進行，

並且，儀式中並非群官參與，五位以下的官員進入，需由五位以上的官員帶領進

入儀市場所。另一方面，由饗宴儀式中，親王參入變為南方參入之前，由東方的

門進入儀式空間。從這些可以看出東西軸在當時的平安宮中，為特定身分、地位

高的官員才可通行的空間。此外，由皇太子由東方參入、親王改至南方門東戶入，

可見當時重視儀式空間東側的特點。第二，延伸親王改變之點，在確立主客關係

之時，東西軸的空間為主人方人員所使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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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世紀之後，平安宮中東西軸的儀式空間受到重視，可由以下幾點看出。首

先為新增的儀式舉行場所轉變，在這些儀式中均在面東的清涼殿舉行，並且，清

涼殿在 9 世紀的儀式書中均不見相關記載。同時，其中新增的儀式小朝拜，取代

了於太極殿舉辦的朝賀儀，成為正月元日最重要的儀式。另一點，則是官員參入，

均以東西軸線上之門移動。由參與人員來看，與 9 世紀東西軸儀式空間相同為特

定身分與地位高的官員才能參與儀式。此外，南北軸的儀式空間中，人員參入均

由左右相分參入改成僅由東側門進入。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儀式空間的東西軸、

東方逐漸受到重視。同時，此轉變也可呼應當時的政治情況，即為進入攝關政治

情形，天皇不再位於權力頂端。 

 另一方面，見平安宮外貴族私宅寢殿造的儀式空間，可見到相似的儀式空間

安排。在大臣宅邸舉行的大臣大饗，與平安宮中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相同，由東

方門進入，並在，面南的寢殿舉行儀式。參與者，同樣為限定的官員參加，大臣

大饗的情形為太政官內的官員參與。由此可看出與平安宮的東西軸儀式空間安排

相似。並且，由儀式空間的使用，與寢殿造非左右對稱的安排，寢殿造的成立時

間應是平安時代 9 世紀後才成立。 

 綜合上述的討論，可見到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的四個特點。第一，南北

軸的儀式空間系統大多用於與天皇相關的儀式。第二，東西軸的空間為身份地位

高與特定身分官員通過之空間。第三，饗宴場合中，東西軸與南北軸則變為主人

方與客人方區分的空間。第四，東西軸的儀式空間到 9 世紀後逐漸受到重視，並

且，除了平安宮之外，也可見於貴族的住宅內以東西軸空間舉行儀式。由此四個

特點，可看出東西軸在平安時代的儀式空間中，有特殊的意涵。並藉此推測，寢

殿造應是在此背景之下成形的建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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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場所不明 平安宮內其他殿舍 

正月八日講最勝王經

儀 
二季晦日御贖儀 元日御豐樂院儀 祈年祭儀 牽駒儀(武德殿) 

天皇即位儀 奏御卜儀 正月七日儀 春日祭儀 五月五日節儀(武德殿) 

立皇后儀 
正月八日敘內親王以

下儀 
正月十六日踏歌儀 大原野祭儀(神殿) 六日儀(武德殿) 

立皇太子儀 正月八日賜女王祿儀 十七日觀射儀 園并韓神祭儀(神殿) 正月十五日宮內省進御薪儀 

元正朝賀儀 
四月七日奏成選短策

儀 
菊花宴儀 平野祭儀(神殿) 

二月十日於太政官廳申三省考選目

錄儀 

正月二日朝拜皇后儀 奏銓擬郡領儀 
  

  

  

  

  

  

  

松尾祭儀 二月廿二日賜春夏季祿儀(大藏省) 

上卯日進御杖儀(神

事) 
十一月一日進御曆儀 賀茂祭警固儀 朝堂儀(儀式不明) 

內裏任官儀 
十一月丑奏御宅田稻

數儀 
賀茂祭儀 

四月十五日授成選位記儀(太政官曹

司廳) 

十二月大儺儀(除厄) 進御藥儀 神今食 太政官曹司廳敘任郡領儀 

賜將軍節刀儀   大殿祭(神事) 八月十一日太政官廳定考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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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進節刀儀   

  

踐祚大嘗祭 太政官曹司廳任出雲國造儀 

  鎮魂祭儀(宮內省) 太政官曹司廳任紀伊國造儀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場所不明 平安宮內其他殿舍 

  

  

  

  

  

  

  

  

  

  

  

  

  

  

  

  

  

  

  

  

  

  

  

  

  

  

  

  

  

  

  

  

  

  

  

  

  

  

  

  

  

  

  

  

  

  

  

  

  

  

  

新嘗會儀(豐樂) 飛驛儀(為政殿) 

大歌并五節舞儀(大嘗新

嘗) 
固關使儀(為政殿) 

大袚(除厄) 舉哀儀(朝集院) 

九月十一日奉伊勢大神

宮幣儀(神事) 
  

  

  

  

  

  

  

  

  

  

  

  

  

  

讓國儀 

同日拜賀皇太子儀 

釋奠講論儀 

相撲節儀 

任僧綱儀 

任女官儀 

正月廿二日賜馬料儀 

二月十一日列見成選主

典已上儀 

二月十日申春夏季祿儀 

三月一日鼓吹司試生等

儀 

賜位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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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山陵幣儀(神事) 

驛傳儀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場所不明 平安宮內其他殿舍 

  

  

  

  

  

  

  

  

  

  

  

  

  

  

  

  

  

  

賜遣唐使節刀儀   

  

  

  

  

  

遣唐使進節刀儀 

奏年終斷罪儀 

毀位記儀 

弔喪儀 

贈品位儀 

11 9 5 35 15 

共計: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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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儀式性質與場所分類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件數)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件數)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件數) 
場所不明(件數) 平安宮內其他殿舍(件數) 

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9) 

東西軸儀式空間系統 

(9) 

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 

(5) 
神事 (16) 武德殿 (3) 

神事 (1)   菊花宴 (1) 除厄 (1) 宮內省 (1) 

除厄 (1)     非神事場所不明 (18) 太政官廳 (6) 

        大藏省 (1) 

 
      朝堂院 (1) [備註：儀式不明] 

 
      為政殿 (2) 

 
      朝集院 (1) 

 
      共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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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出處 

[圖 2、3、32、35] 日本建築學會編，《日本建築史図集》，(新訂第二版)，東京：

吉川弘文館，2008。 

[圖 4、7、8、9、14] 福山敏男，《住宅建築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1984 

[圖 5、10、11、12、13、18、19、20、21、22、23、24、29、30、31、33、34] 阿

部猛、義江明子等編，《平安時代儀式年中行事事典》，東京：東京堂，2003。 

[圖 6、25、26] 《國史大辭典》第 12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1997。 

[圖 15] 《大內裏圖考證》卷第三之上，龍尾壇条。 

[圖 28] 《大內裏圖考證》卷第十之下，南階条。 

[圖 27] 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間與禮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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