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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著爵弁 、女穿褖 衣

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
唐代以前，女子結婚禮服以黑色系與深藍色系（青色）為主流，
跟戲劇中一片鮮紅的婚禮場景大異其趣。
電視劇裡身穿大紅禮服的新娘，大概得要到宋代以後才能找到……
文 _ 龔元之

圖 _ 視覺中國

繪 _ 陳巧廷 / 旅讀中國

兩天看到維多利亞女王婚

前

禮時的畫像，雖然繪畫相

當於那個年代的美圖軟體，比起
真人總是更美貌幾分。但是畫面
中少女甜美嬌柔的幸福笑容，即
使百年之後依然令人感動。
維多利亞女王不但是「歐洲的
祖母」，統治期間締造了大英帝
國「領土之上，太陽永不落下」
的盛況，她對於服裝時尚也有巨
大影響──如今西式婚禮中的白
色禮服，正是維多利亞女王婚禮
帶來的風尚。

西洋白紗，流行不到兩百年
在現代人的想像裡，西方婚禮
中的新娘必然是一襲白紗。但事
實上，十九世紀以前的新娘在結
婚時，往往就是穿上自己最好的
禮服而已。尤其工業革命以前物
資相對匱乏，家族中的衣物經常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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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代相傳，珍貴的禮服通常以
深色為主，因為在深色布料上的

髒污、磨損、縫補、修改等痕跡

（《羋月傳》的女主角就位在這

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比較不明顯……。

個級別），都只是襯托女主角的

嗣也，君何謂己重乎？）」好吧，

當然，在維多利亞女王之前也

背景；茅草嫩芽般白嫩纖細的手

雙引號裡的話其實是蔣公說的，

有新娘穿著白色禮服參加婚禮，

指、凝凍油脂般的光透美肌等描

不過意思是一樣的嘛！

但實屬特例，因為白色是喪禮用

寫，也不過是堆砌著漂亮的形容

色。如蘇格蘭的瑪麗一世嫁入法

詞。但是莊姜目光流轉間嫣然一

地位越高，婚禮服飾越華麗

國王室時穿著白色禮服，兩年後

笑，頓時這幅美人畫就有了生命

按照周代的禮制，王后有六種

丈夫去世，據說就有人批評是新

和靈魂，令讀詩的人低迴吟詠，

高 貴 度 不 同 的 禮 服： 褘 衣（玄

娘祝衰，剋死了可憐的新郎。

魂牽夢縈。

色）、揄翟（青）、闕翟（赤）、

不過由於維多利亞時的英國一

相較於體型嬌小的維多利亞，

鞠衣（黃）、展衣（白）、褖衣

片榮景，資本主義情勢大好，女

莊姜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豐

（黑），用以對應不同的場合

王的白色婚服頓時成為高貴楷

美，不愧是山東姑娘。不過現代

（前三種因為上面都有鳥紋，又

模、時尚樣本。白色婚紗的「傳

讀者大概會覺得有些困惑：作者

稱「三翟」）。王后之外的貴婦

統」，就是發源於維多利亞的婚

從各方面描寫了這位美女，怎麼

則按照其夫的品級，享有數量不

禮，實際上不到兩百年的歷史。

沒寫到她穿著怎樣的禮服呢？

等的禮服，如莊姜是衛侯夫人，

在中國也有一位新娘，她不經

其實是有的，就是那一句「衣

她就有揄翟以下的五種禮服；而

意間的回眸一笑，兩千多年來都

錦褧衣」，錦衣上蒙著細麻罩衣

她隨從裡的庶士某甲，其妻的禮

在人們的遐想中反覆綻放：

（旅行用防塵衣）。因為對當時

服就僅有褖衣了。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

人來說，沒有描寫她穿啥的必要

相對於衣裳制的男子禮服，女

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

──既然她嫁作國君夫人，那當

子禮服皆為深衣制。結婚時大家

之姨，譚公維私。

然是穿翟衣啦∼

都穿上自己最高等的禮服，戴上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

在結婚禮服這方面，東西方態

相應的假髮造型和首飾。由於各

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

度是一致的：大家把自己最好的

種禮服顏色不同，因此當時並沒

倩兮，美目盼兮。

禮服穿出來就對了！

有「結婚禮服是哪種顏色」的問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

魯哀公曾經對這點表示過不

題。如莊姜穿的婚服，可以推測

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

解：國君最高級的禮服是冕服，

是 青 色 的 揄 翟、 戴 著「 副 笄六

夙退，無使君勞。

穿著機會相當少，通常是當祭服

珈」（假髻步搖與裝飾簪）；而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

用，此外就是在諸侯朝覲等重要

庶士某甲的妻子，就是穿著黑色

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

場合才會穿著。為什麼婚禮這種

褖衣、髮上戴「次」（一種假髮）

孽孽，庶士有朅。

相對尋常、家家都有的禮儀活動

嫁人了。

《詩經·衛風·碩人》

時也要穿冕服呢？還要寡人親自

這首詩描寫的是春秋時著名的

去迎親，這不會太隆重了嗎？

至於平民百姓……「禮不下庶
人」，所以沒有禮服可言，穿上

美女莊姜嫁給衛莊公時的場景

孔子表示：「『生命的意義，

好衣服就可以成親啦∼（深衣是

──頂級的家世、氣派的車隊、

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世上

貴族最低檔的禮服，但卻是平民

雄壯的侍衛、華麗的陪嫁陣容

還有比這更隆重的禮嗎？（天地

唯一算得上禮服的衣物，推測當

www.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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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平民結婚可能穿的是深衣）。
話雖如此，結婚時的禮服還是

設計上都是衣緣裝飾和紅黑搭
配，頗有情侶裝的效果。

服不是正常用於祭祀的服裝。
不過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禮崩

會特別裝飾一下。《儀禮》中記

衣裳加裝緣飾的禮服是專用於

樂壞的情況日益嚴重，傳統的禮

載士階層的婚禮時，男方穿士的

婚 禮 的「 上 服 」， 乃 是 特 殊 盛

儀流散了許多。尤其戰國時各國

最高級禮服爵弁──造型和配色

裝，日後恐怕很少有機會再穿。

僭稱王號，又各自發展其禮法和

都跟冕服很像，但冠上沒有冕的

例如《禮記 • 喪大記》中記載

特色服裝，再加上秦末的動盪、

珠 串（ 旒 ），玄 衣 和 纁 裳 上 都

當時人死後招魂（復），會使用

典籍的流散……等到漢代儒學者

沒有花紋（冕服上有特定的章

其人最隆重的禮服，因為禮服主

們試圖重建禮儀時，能找到的只

紋）。然而纁裳加諸「緇袘」，

要用於祭祀，可以溝通鬼神。但

剩「士昏禮」的資料，其它貴族

也就是黑色的裙緣。新娘則是穿

文中又特別註明了「婦人復，不

婚禮的記錄已經全都消失了。

著士妻最高級禮服的褖衣，再以

以袡」，即為女子招魂時，不可

西漢時對這類禮儀似乎不甚講

淡紅色裝飾衣緣，稱為「纁袡」。

使用加袡的禮服。可知加袡版禮

究，東漢時重訂的禮制大致沿襲
周禮。不過雖然女子禮服仍為深
衣制，一般貴婦按傳統，依身分
級別穿著不同色彩而上下一致的

士階層的男女婚服
《儀禮》中記載士階層的婚禮時，男方穿士的
最高級禮服爵弁──造型和配色都跟冕服很
像，但冠上沒有冕的珠串（旒），玄衣和纁裳
上都沒有花紋（冕服上有特定的章紋）。然而

纁裳加諸「緇袘」，也就是黑色的裙緣。新娘
則是穿著士妻最高級禮服的褖衣，再以淡紅色
裝飾衣緣，稱為「纁袡」。設計上都是衣緣裝
飾和紅黑搭配，頗有情侶裝的效果。

禮服，戴著各式假髻。但皇后和
太后是特殊的，她們的禮服上下
不同色，並且「隱領袖緣以縧」，
在接縫處加綴織帶，皇后還會頭
戴假髻與步搖──不是大家在古
裝劇裡常看的垂流蘇狀髮飾，據
學者考據，很可能是造型頗像現
代新娘常帶的花環或皇冠式的
「步搖冠」。
結婚時貴族婦女則穿著多彩的
重緣袍，如公主、侯夫人可「采
十二色」，地位越低的人可用顏
色越少，如商人就只能用緗（橘
色）縹（藍色）而已。從文字描

男：爵弁服，以玄色絲衣，纁色下
下
裳組成，較冕服，僅無章采文飾。

述來看，大概是周代加緣婚服的
華麗版吧。
至於平民，婚禮可用士禮。在

禮服褖衣，以淡
女：士妻著最高級禮服褖衣，以淡
為「纁袡」。
紅色裝飾衣緣，稱為「纁袡」。

當時來說，這種造型已經算是樸
實無華了。
到了魏晉南北朝，理論上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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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延用漢制，不過每個時代當

郎揭蓋頭等情節，在此時都已經

親──老規矩，把你最隆重的禮

然也有自己的變化。例如南朝時

有了。

服穿出門吧。

大衣做為女人的禮服

不過這個風俗南朝時可能就不

至於民女，結婚時一樣穿青色

和婚服，這玩意兒大致是漢代深

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障扇，用

禮衣，頭戴花釵，只不過衣緣沒

衣的變體，衣裾邊有著尖銳如刀

扇子將新娘的臉遮起來。到了唐

有裝飾。平民的新郎在這一天則

圭般的造型（可能是特別修剪出

代還發展成有趣的風俗：新郎得

可以穿上「絳公服」，雖說只是

的衣角），衣袖寬大。其藝術誇

吟詠幾首詩，哄騙新娘把扇子放

官員的次等禮服，但在大喜的日

張化的模樣，大概可以參考《洛

下，露出漂亮的臉兒讓親友羨

子總算當了一次新郎「官」啦。

神賦圖》。

慕，這個儀式稱為「卻扇」。

就以

由於廣大的平民百姓婚禮上新

唐朝在國家統一後，重整了魏

郎穿紅新娘穿青，有人說這就是

晉南北朝混亂的禮儀，因此我們

「紅男綠女」一詞的由來，但是

讀者大概覺得這些服裝實在太

對唐代的結婚禮服知道得比較詳

我深表懷疑。因為此時說的青並

不親切、太讓人沒有認同感了，

細：皇后穿的是深青色織翬翟紋

不是指綠，而是藍，但是又不是

古裝劇裡演的那些結婚場景都是

的禕衣、太子妃穿青色織搖翟紋

現代人直覺上想到的藍色──當

騙我們的嗎？！

的褕翟、內外命婦（五品以上的

時所謂的青，大概是比「青天白

呃，至少「新娘蓋頭」是真的

官員妻女或妃嬪）是穿青色繡翟

日滿地紅」的「青天」還要再濃

有，但是秦漢以前沒這東西（你

紋的翟衣、六品以下的官員妻女

郁一些的深藍，而皇后禕衣的

看路過的詩人把莊姜大美人觀察

則是青色無花紋的大袖連裳型禮

「深青」，已經是接近黑的墨藍

得多仔細），大概到魏晉時期才

衣。以上這些禮服都會鑲上朱紅

色了啦。

變成婚姻習俗。據唐代的儒學者

色的衣緣，同時搭配花釵與博

總的來說，唐代以前的男子禮

認為，那是因為東漢末年時天下

鬢。當然首飾數量和衣服上的花

服隨當時的禮儀規定而有所不

大亂，人們朝不保夕，沒有太多

紋都有品級規定，不可隨意逾

同，但女子結婚禮服以黑色系與

時間和物資準備婚禮，只能一切

越。雖然嚴格來說官家小姐不算

深藍色系（青色）為主流，跟戲

從簡。因此婚禮時就只是「以紗

命 婦， 但 在 結 婚 時， 她 們 可 以

劇中一片鮮紅的婚禮場景大異其

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

「攝母服」，按照自己老媽的品

趣。大家在電視劇裡看到身穿大

拜舅姑，便成婦道」，雖然不是

級打扮。

紅禮服的新娘，大概得要到宋代

新娘蓋頭起源於魏晉

古裝劇裡用的紅綢巾，比較像西

貴族與官員新郎們則是按照自

方的頭紗，但是連蒙首送嫁、新

己的品級，穿著冕服或爵弁服迎

龔元之

以後才能找到。

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碩士、北京大學科學史博士。就讀北大期間因受變換分明的四季美景所

誘，愛好出遊賞花，從而引發了對傳統色彩以至傳統服裝的研究和製作興趣。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
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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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又夢幻的

漢服婚禮
歷史

●配合：康軒國中歷史第

學習單
3 冊第 1 課「古代到三代」

◎讀完「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除了對古代婚禮的漢服穿著有深層的認識外，也
理解到古時周禮封建制度對於後世禮制的影響，使中國在民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
都遵循著長幼有序與不可僭越位份的規則，不但穩固了一代又一代的世襲朝代，也
深深地影響生活中的各方面禮節講究。請問：
圖

天子

例

大宗

小宗

諸侯

貴

非嫡長子

族

非嫡長子

大夫

諸侯

大夫

士

嫡長子

嫡長子

嫡長子

嫡長子

天子

非嫡長子

非嫡長子

士

平民（農、工、商）
奴

隸

( D )1.《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文中曾提及「按照周代的禮制，王
后有六種高貴度不同的禮服，而王后以外的其他貴婦，則按照
其夫的品級，享有數量不同的禮服。至於平民百姓，因為『禮
不下庶人』，所以沒有禮服可言」。請問：依據周朝的封建體
制（參考上圖），若小州在家中排行第二，小州之妻嫁給小州
時並無穿著禮服，但小州大嫂卻穿著禮服嫁入。由此可推知小
州的父親可能是封建的哪一個階級？
(A)天子

105(2)旅圖中國-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學習單.indd 2

(B)諸侯

(C)大夫

(D)士

2016/11/11 上午 11:18:37

( B )2. 周代的封建制度嚴謹，依據史料可知封建制度有穩固社會秩序與王室統治
的功能。但西周初期因為武王死後由幼子成王繼位，造成諸侯不滿成王的
叔父周公攝政，聯合武庚發動一場叛變。請問：此場叛變的名稱為何？
(A)黃巾之亂

(B)管蔡之亂

(C)陳橋兵變

(D)玄武門之變

( D )3. 周代的封建制度因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而徹底瓦解，但封建制度下
的家庭長幼與社會尊卑觀念卻深植民心，就連帝王世家也遵循此道。請
問：歷史上有位開國皇帝建國後欲傳位給嫡長子，造成次子不滿，爭權之
下，次子竟罔顧倫常殺害其兄，奪取皇位。這位次子應是何人？
(A)雍正

(B)秦始皇

(C)朱棣

(D)李世民

( C )4. 《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文中曾提及「因秦末的動盪與典籍的流失，使
漢代的儒家學者想重建禮儀時，多數的貴族婚禮紀錄已消失」。請問：除
了上述的資料消失外，秦代有諸多的典籍也消失殆盡。造成此結果的原因
最可能是秦始皇的哪一作為？
(A)統一文字

(B)廢封建，行郡縣

(C)焚書坑儒

(D)築長城，修馳道

5.西周末年，外族犬戎攻進鎬京，幽王被殺，西周滅亡。平王遷都雒邑，史稱東
周，周天子成為有名無實的共主，各諸侯紛起稱霸。東周又可分為春秋時代與戰
國時代。請同學試著依據下圖填入春秋與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分布：

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

甲：北燕

甲：燕

乙：齊

乙：齊

丙：楚

丙：楚

丁：秦

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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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又夢幻的

漢服婚禮
歷史

●配合：康軒國中歷史第

學習單
3 冊第 1 課「古代到三代」

◎讀完「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除了對古代婚禮的漢服穿著有深層的認識外，也
理解到古時周禮封建制度對於後世禮制的影響，使中國在民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
都遵循著長幼有序與不可僭越位份的規則，不但穩固了一代又一代的世襲朝代，也
深深地影響生活中的各方面禮節講究。請問：
圖

天子

例

大宗

小宗

諸侯

貴

非嫡長子

族

非嫡長子

大夫

諸侯

大夫

士

嫡長子

嫡長子

嫡長子

嫡長子

天子

非嫡長子

非嫡長子

士

平民（農、工、商）
奴
(

隸

)1.《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文中曾提及「按照周代的禮制，王
后有六種高貴度不同的禮服，而王后以外的其他貴婦，則按照
其夫的品級，享有數量不同的禮服。至於平民百姓，因為『禮
不下庶人』，所以沒有禮服可言」。請問：依據周朝的封建體
制（參考上圖），若小州在家中排行第二，小州之妻嫁給小州
時並無穿著禮服，但小州大嫂卻穿著禮服嫁入。由此可推知小
州的父親可能是封建的哪一個階級？
(A)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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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諸侯

(C)大夫

(D)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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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代的封建制度嚴謹，依據史料可知封建制度有穩固社會秩序與王室統治
的功能。但西周初期因為武王死後由幼子成王繼位，造成諸侯不滿成王的
叔父周公攝政，聯合武庚發動一場叛變。請問：此場叛變的名稱為何？

(

(A)黃巾之亂

(B)管蔡之亂

(C)陳橋兵變

(D)玄武門之變

)3. 周代的封建制度因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而徹底瓦解，但封建制度下
的家庭長幼與社會尊卑觀念卻深植民心，就連帝王世家也遵循此道。請
問：歷史上有位開國皇帝建國後欲傳位給嫡長子，造成次子不滿，爭權之
下，次子竟罔顧倫常殺害其兄，奪取皇位。這位次子應是何人？

(

(A)雍正

(B)秦始皇

(C)朱棣

(D)李世民

)4. 《隆重又夢幻的漢服婚禮》文中曾提及「因秦末的動盪與典籍的流失，使
漢代的儒家學者想重建禮儀時，多數的貴族婚禮紀錄已消失」。請問：除
了上述的資料消失外，秦代有諸多的典籍也消失殆盡。造成此結果的原因
最可能是秦始皇的哪一作為？
(A)統一文字

(B)廢封建，行郡縣

(C)焚書坑儒

(D)築長城，修馳道

5.西周末年，外族犬戎攻進鎬京，幽王被殺，西周滅亡。平王遷都雒邑，史稱東
周，周天子成為有名無實的共主，各諸侯紛起稱霸。東周又可分為春秋時代與戰
國時代。請同學試著依據下圖填入春秋與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分布：

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

甲：北燕

甲：

乙：

乙：

丙：

丙：

丁：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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