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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金色辨析 
 

趙翰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鬱金為多年生宿根草本薑科植物，是我國較早就用於染色的帶有花香的一種植物

染料，用它染出的顏色稱為鬱金色。本文通過鬱金染色實驗，並結合文獻記載，得出三

個主要結論：其一，不同的鬱金品種只有薑黃具染色價值。凡文獻中出現鬱金時，如偏

重強調色彩，此鬱金肯定是指薑黃或薑黃的栽培變種；反之，可能只是指鬱金的某個品

種；其二，西漢早期，鬱金已廣泛種植，鬱金用於染色的起始時間應不晚於此時。其施

染物雖有不耐日炙之缺陷，但其能散發出微微的香味，因而歷朝歷代都曾普遍利用它染

製高檔的黃色紡織品；其三，古代所謂的鬱金色應為呈淺橘黃色，其施染方式是在以薑

黃為染材的酸性染液中直接染取。 

 

關鍵字：鬱金色、鬱金、薑黃、染色實驗。 

 

一、前言 

鬱金為多基源品種，屬多年生宿根草本薑科植物，其塊根呈橢圓形，內含化學分子

式為C21H20O6的薑黃素(Curcumin），可用沸水浸出，既可直接染絲、毛、麻、棉等纖維，

又可藉礬類媒染而得到各種色調的黃色。用它染出的織物往往會散發出一種淡淡的芬芳

香氣，別具風格，是我國較早就用於染色的帶有花香的一種植物染料，並由它衍生出一

個特定色名――鬱金色。 

由於色彩的表達屬於較抽象的部份，沒有具體的形，只是視覺上的感覺而已。如用

來表示紅色的就有「蘋果紅」、「玫瑰紅」、「粉紅」、「緋紅」等，不同的人聽到這些紅色

色名時往往會以不同的理解方式來解釋這些色名。同樣的，古籍中出現的許多色名，如

單一的從文字理解，難免會與實際的色彩有一定的偏差，為克服這一缺陷，只能依賴實

物。鬱金所染出的鬱金色，亦是如此。鑒於鬱金有不同的品種，而古文獻對鬱金染色情

況的記載又比較混亂，因此要理解古籍所載鬱金色的真實樣貌，有必要通過染色實驗對

其做技術復原和記錄，將其所能染得的顏色還原、直觀地呈現出來，同時參照相關文獻

所涉及的工藝及描述色彩的色名進行比照，予以相對準確的定位，從而彌補文字釋義的

單一性。 

 

二、鬱金的品種 

中國藥典2000年版一部，鬱金項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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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為薑科植物溫鬱金Curcuma wenyujin Y.H.Chen et C.Ling、薑黃Curcuma longa 

L、廣西莪術Curcuma kwangsiensis S.G.Lee et C.F.Liang或蓬莪術C.phaoeaculis Val.的乾燥

塊根。前兩者分別習稱「溫鬱金」和「黃絲鬱金」，其餘按性狀不同習稱「桂鬱金」或

「綠絲鬱金」。冬季莖葉枯萎後採挖，除去泥沙及細根，蒸或煮至透心，乾燥。1
   

據此可知鬱金大致有4個品種，他們的植物來源、性狀特徵如下表： 

 溫鬱金 薑黃 廣西莪術 蓬莪術 

學名 
Curcuma wenyujin 

Y.H.Chen et C.Ling 
Curcuma longa L 

Curcuma kwangsie- 

nsis S.G.Lee et 

 C.F.Liang 

Curcuma phaeoca- 

ulis Val 

植株 

高度 
130～170cm 80～120cm 130～170cm 140～170cm 

葉片 無毛 無毛 葉兩面均密被柔毛 
葉中部有紫斑，葉

背具短柔毛 

花序 

從根莖上抽出，花冠

白色，苞片白色而帶

淡紅 

於葉鞘中抽出，花

冠淡黃色，苞片粉

紅色或淡紅紫色 

從葉鞘或根莖上抽

出，花冠粉紅色 

由根莖上抽出，花

冠黃色 

塊根 

形狀 

呈長 圓形 或 卵圓

形，稍扁，有的微彎

曲，兩端漸尖。表面

灰褐色或灰棕色，具

不規則的縱皺紋，縱

紋隆起處色較淺。 

呈紡錘形，有的一

端細長，表面棕灰

色或灰黃色，具細

皺紋 

呈長圓錐形或長圓

形，表面具疏淺縱

紋或較粗糙網狀皺

紋 

呈長橢圓形，  較

粗壯，表面灰褐色

或灰棕色，具細皺

紋 

塊根 

大小 

長 3.5～7cm,直徑 1.2

～2.5cm。 

長 2.5～4.5cm，直

徑 1～1.5cm 

長 2～6.5cm，直徑

1～1.8cm。 

長 1.5～3.5cm，直

徑 1～9cm 

塊根 

斷面 

斷面灰棕色，角質

樣；內皮層環明顯 

斷面橙黃色，外周

棕黃色至棕紅色 
斷面灰棕色 斷面灰棕色 

氣味 氣微香，味微苦 氣芳香，味辛辣 氣微，味微辛苦 氣微，味淡 

 

上述鬱金的四個品種中只有薑黃的塊根呈黃色。而在古文獻中，各品種的鬱金經常

混為一談，不過在本草書中，鬱金、薑黃和莪術都是分列的。 

李時珍《本草綱目》「鬱金」條云： 

恭曰：鬱金生蜀地及西戎。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而無實。其根黃赤，

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馬藥用之，破血而補，胡人謂之馬蒁。嶺南者有實似小豆蔻，不

堪啖。頌曰：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如蘇恭

所說。宗奭曰：鬱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而不耐日炙，微有鬱金之氣。時珍

曰：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見本條；此是用根者。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

                                                        
1
 國家藥典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0年版一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2000年，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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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寸許，體圓有橫紋如蟬腹狀，外黃內赤。人以浸水染色，亦微有香氣。2
 

李時珍《本草綱目》「薑黃」條云： 

  頌曰：薑黃今江、廣、蜀川多有之。葉青綠，長一、二尺許，闊三、四寸，有斜紋

如紅蕉葉而小。花紅白色，至中秋漸凋。春末方生，其花先生，次方生葉，不結實。根

盤屈黃色，類生薑而圓，有節。八月采根，片切曝乾。蜀人以治氣脹，及產後敗血攻心，

甚驗。蠻人生啖，云可以祛邪辟惡。按鬱金、薑黃、術藥三物相近，蘇恭不能分別，乃

如一物。陳藏器以色味分別三物，又言薑黃是三年老薑所生。近年汴都多種薑，往往有

薑黃生賣乃是老薑。市人買啖，云治氣為最。大方亦時用之。又有廉薑，亦是其類，而

自是一物。時珍曰：近時以扁如乾薑形者，為片子薑黃；圓如蟬腹形者，為蟬肚鬱金，

並可浸水染色。（莪）術形雖似鬱金，而色不黃也。3
 

上引文獻對鬱金和薑黃的植物形態描述，很難與現代植物學對鬱金和薑黃的描述，

一一比對清楚，但仍顯示出儘管古代本草家不能精準地區別這些品種，卻已注意到它們

的不同，並知道鬱金、薑黃能用於染色，莪術則不能用於染色。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

李時珍所言能染色的蟬肚鬱金根塊與現代植物學對薑黃塊根的描述相同。 

 

三、鬱金染色實驗 

1. 實驗材料及色素提取方法 

實驗材料及用具：染料為上述不同品種的鬱金，即四川產薑黃（Curcuma longa L）

和蓬莪術（Curcuma phaeocaulis Val）、浙江產溫鬱金（Curcuma wenyujin Y.H.Chen et 

C.Ling）、廣西產莪術（Curcuma kwangsiensis S.G.Lee et C.F.Liang），皆購自中藥店。施

染材料為平紋絲織物。助劑材料為酸、鹼、明礬。採用儀器為天平、電磁爐、恆溫電熱

水浴鍋、酸度計、測色儀。 

測色儀器、條件及過程：使用日本柯尼卡美能達 CM-2300d 分光測色計，光源為儀

器默認的 D65，將所得之色彩樣本分 3 次與儀器進行接觸性測試，得到 3 組△E 、L
*、

a
* 、b

*值，分別取其平均值。每次色樣與儀器接觸時都旋轉一定角度，以儘量避免因色

樣表面凹凸不平而影響測色的準確。 

色素提取方法：4 種染材均採用水煮提取法，即將一種染材稱量後放入刻度杯，各

加人約2000ml水浸泡24小時，然後放在電磁爐上加熱煎煮，讓水份逐漸蒸發至約1000ml

液體時倒出，重複兩次，將上述液體收集混合並過濾備用。 

染液顏色：4 種染材所製染液只有薑黃染液呈黃色。 

2. 施染方法 

鬱金染色時加入不同的金屬媒染劑可得不同的色彩，如加鐵鹽可得褐綠色，加鋁鹽

仍為黃色，因本實驗主要是探討鬱金直接染色和藉礬類媒染而得到各種色調的黃色，故

只採用直接染和明礬媒染兩種方式。 

                                                        
2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柳長華、柳璿校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

462～463。 
3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柳長華、柳璿校注。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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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染採用二種方案。 

a. 四種染材萃取液各取 450 毫升，染液 pH 值為 7，將待染織物直接浸入四種染材

萃取液中，浴比為 1：30。染色過程升溫曲線如圖 1所示。 

 

                               90 

                       升      60     降 

溫度/
0
C       40    溫                      溫    取出清洗 

時間/min 

圖 1、染色過程升溫曲線 

 

b.萃取液各取 450 毫升，加入草酸使染液 pH 值為 3，將待染織物直接浸入其中，浴

比為 1：30。染色過程升溫曲線如圖 1。 

媒染方式採用同媒、預媒、後媒在中性染液和酸性溶液施染的六種方案，媒染劑為

明礬。 

三種方式中皆各取 pH 值為 7 和 pH 值為 3 的萃取液 450 毫升，KAl(SO4)2 12H2O 媒

染劑重量為 2 克，媒染濃度約為 13%（媒染劑重量/帛重量×100），預媒和後媒時間皆

為 2 小時，各方案染色時間和升溫曲線與直接染相同。 

3. 實驗結果 

經目測，施染後的絲帛，無論是哪種直接染方式，或哪種媒染方式，只有薑黃施染

的絲帛呈黃色。蓬莪術、溫鬱金和廣西產莪術施染的絲帛基本沒有變化，表明這 3 種材

料無染色價值，不能作為染料使用。不同施染方案下薑黃所染色澤△ E 、L
* 、a

* 、b
*

值測定結果見下表。 

實驗方案 染色方式 
pH

值 
△ E L

*
 a

*
 b

*
 目測色調 

1 直接染 7 34.71 82.25 -4.16 42.85 檸檬黃 

2 直接染 3 32.32 73.28 6.46 36.28 淺橘黃色 

3 明礬預媒 7 38.03 77.82 -2.52 45.24 檸檬黃 

4 明礬預媒 3 43.16 72.01 5.14 48.24 淺橘黃色 

5 明礬同媒 7 33.77 74.33 6.41 38.58 檸檬黃 

6 明礬同媒 3 34.99 72.91 7.44 38.99 淺橘黃色 

7 明礬後媒 7 32.12 82.22 -2.44 40.35 檸檬黃 

8 明礬後媒 3 33.53 72.75 6.74 47.75 淺橘黃色 

說明：各種方式得到的△ E 、L
* 、a

* 、b
*值範圍分別是：色差值△ E 為 43.16～32.12，

其中第 4 種方式△ E 最高，為 43.16，表明這種方式上染性最好。明度值 L
* 為 82.25～

72.01；紅色值 a
*為 7.44～-4.16；黃色值 b

*為 48.24～36.28。其中中性染液的明度均高於

加礬染液；中性染液的紅色值均低於加礬染液；黃色值除直接染外，中性染液均低於加

礬染液。另外，從表中各數值和目測結果來看，染液的 pH 值對色調的影響較大，是否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期（2013年 12月） 

 38 

使用鋁媒染劑則對色調影響不是很大。此外，由光譜圖形物件圖（見下圖）可知：不同

方式施染的織物光譜曲線變化趨勢一致性非常強，只是在 450～550 譜段在呈酸性的染

液施染的織物其變化曲線較中性染液的變化曲線平緩；而由 Lab 絕對值圖形（見下圖）

來看，在呈酸性的染液施染的織物，其 da 值均大於 0；在中性的染液施染的織物，其

da 值基本都小於 0，亦都說明染液的 pH 值對織物吸收色素有很大影響，是否使用鋁媒

染劑則關係不大。 

不同施染方案下所染色澤的光譜圖形物件圖和 Lab 絕對值圖4： 

圖 1：方案 1和 2所染色澤的光譜圖形物件圖和 Lab絕對值圖形。 

圖 2：方案 3和 4所染色澤的光譜圖形物件圖和 Lab絕對值圖形。 

圖 3：方案 5和 6所染色澤的光譜圖形物件圖和 Lab絕對值圖形。 

圖 4：方案 7和 8所染色澤的光譜圖形物件圖和 Lab絕對值圖形。 

 

                                                        
4在光譜圖形物件圖中的第一條紅色線為施染前，第二條藍色線為中性染液，第三條黑色線為酸

性染液；在 Lab絕對值圖形中中性染液藍點均在 da軸左邊，酸性染液黑點均在 da軸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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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古代利用鬱金的時間 

我國使用鬱金的時間可追溯到周代，當時主要用途是製酒。《周禮．春官宗伯第三》

載：「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5鄭玄注：

「鬰，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6又注：「〈王度記〉

謂之鬯。鬯即鬱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

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7這種酒因其酒色金黃，也被稱為黃流。〈詩．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鄭玄箋：「黃流，秬鬯也。」孔穎達疏：「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

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8可見「黃

流酒」是因添加鬱金後呈黃色而得名，故南朝梁沈約《梁宗廟登歌》中有：「我鬱載馨，

黃流乃注」9之句，宋羅願《爾雅翼》中有：「鬱，鬱金也。其根芳香而色黃。古者釀黒

黍為酒。所謂秬者。以鬱草和之。則酒色香而黃。在器流動。〈詩〉所謂黃流在中者也」
10之說。 

因中國在周王朝時期就利用鬱金製酒，以致美國漢學家謝弗（Edward H. Schafer）

認為：「鬱金是中國西南地區土生土長的品種。」
11
不過從漢代文獻記載來看，鬱金似乎

非中國原產，在早期皆來自遠方小國所貢。《說文》解鬯字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

降神也。」又解鬱字云：「鬱鬯百草之華，逺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12東漢

王充《論衡》中也多次記述了倭人向周朝中央王國進貢鬱金的事。如《論衡．異虛篇》

載：「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

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

神。」《論衡．恢國篇》載：「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同篇「成王之時，越裳獻雉，

倭人貢暢。」《論衡•儒增篇》載：「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

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
13此「倭人」，是否是指日本人有待進一步考

證，但「倭」通「逶」，有遙遠的意思。由此可見鬱金是遠方所貢，在當時是相當珍貴

的，一度只掌控在天子手中，用它製成的酒被用於宗廟祭祀或是重大場合。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今人分析，溫鬱金、廣西莪術或蓬莪術中所含色素――薑黃素，

甚少，遠遠低於薑黃14。結合前述只有薑黃才能析出黃色素的實驗結果，古代用於製作

「黃流酒」的原材料鬱金，其品種實應界定為薑黃。由此推之，當有關文獻中談及鬱金

時，凡涉及色彩，此鬱金肯定是指薑黃；反之，可能只是指鬱金的某個品種。 

 

 

                                                        
5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四．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6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三，臺北商務印書館（臺

北），1986年。 
7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 
8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三，臺北商務印書館（臺

北），1986年。 
9
 （宋）郭茂倩輯：《樂府詩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八，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

1986年。 
10
 （宋）羅願：《爾雅翼》卷八，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長春），2005年。 

11
 （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年，頁 401。 

12
 （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北京），1993年，頁 401。 

13
 （漢）王充：〈論衡〉，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4
 李敏等：《中藥材規範化生產與管理(GAP)方法及技術》，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2005

年，頁 718。 

http://www.jd.com/publish/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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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鬱金（薑黃）用於染色的時間及施染物特點 

雖然在先秦時期人們就知道鬱金（薑黃）含有大量的黃色素，但因其是遠方所貢的

貴重物品，比較稀罕，當時被當作染材用於染色的可能性不大。言指鬱金，即薑黃用於

染色的現知最早文獻記載是西漢史遊《急就篇》中的一首描述色名的七言詩，云： 

錦繡縵䋃離雲爵，乘風懸鐘華洞(也作𨽍)樂。豹首落莫兔雙鶴，春草雞翹鳧翁濯。

鬱金半見緗白䋤，縹綟綠紈皂紫硟。烝栗絹紺縉紅繎，青綺綾縠靡潤鮮。綈絡縑練素帛

蟬，絳緹絓紬絲絮綿。15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識字與常識課本。之所以取「急就」

二字作篇名，宋人晁公武是這樣解釋的：「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

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按現在的說法，「急就」二字並不是指「字之難

知」，而是「速成」的意思。上引這首詩是史遊為便於兒童學習和易於記誦，根據當時

尋常可見的絲織品名稱和特定色名而編成的。其中「鬱金半見緗白䋤」之句是描述染繒

之色，「鬱金」、「半見」、「緗」、「白䋤」都是當時的特定色名。《急就篇》成書時間約在

西元前 40 年，既然當時鬱金作就已成為特定色名，表明鬱金已非稀罕之物，在此時應

有廣泛種植，不僅可滿足製酒之需，亦可大量供染色之用。由此推斷其用於染色的起始

時間似應不晚於西漢早期。 

鬱金（薑黃）施染物的最大特點是能散發微香，最大缺點是不耐日炙。宋寇宗奭《本

草衍義》載：「鬱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耐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

金之氣。」16不耐日炙的染料使用往往不會很廣泛，且很快就被其他染材取代，鬱金卻

恰恰相反。先人在利用鬱金染色時看中的是它能散發微香，因而歷朝歷代都曾普遍利用

它染製高檔的黃色紡織品。對權貴階層喜好鬱金染色之物，一些文學作品反映得尤為充

分，從中亦不難窺見古代鬱金作為植物染料染色之普遍。今擇幾例： 

唐李商隱《牡丹》詩句：「垂手亂翻雕玉佩，招腰爭舞鬱金裙。」17
 

唐李珣《浣溪沙》：「入夏偏宜澹薄妝，越羅衣褪鬱金黃，翠鈿檀注助容光。」18
 

宋賀鑄《減字浣溪沙》：「宮錦袍熏水麝香。越紗裙染鬱金黃。」19
 

宋楊修《齊雲觀》詩：「上界笙歌下界聞，縷金羅袖鬱金裙。」20
 

元王惲《過稼軒先生墓》詩句：「朝野不應傳樂語，六宮春動鬱金裙。」21
 

明謝榛《秋宮詞》：「茜紅衫子鬱金裙，玉貌燈前坐夜分。」
22

 

明宋登春《竹枝詞》：「小姑茜紅衫，大姑鬱金裙。把手促儂去，兩兩拜湘君。」23
 

 

六、鬱金與鬱金香 

在古代，鬱金（包括薑黃、莪術）是一種用於製作香料的重要原料，因其名稱與另

一種製作香料的重要原料――鬱金香，名稱相近，在古文獻中常常混為一談。鬱金香

（Crocus sativus），又名番紅花，或藏紅花、西紅花、撒馥蘭，佛經裡音譯為「恭矩磨」，

是一種鳶尾科番紅花屬的多年生花卉，既可入藥，也可用於製香料和黃色染料。作為中

                                                        
15（漢）史游：〈急就篇〉，《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十，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16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顏正華等點校，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90年，頁 65。  

17
《全唐詩》卷 539，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頁 6174。 

18
《全唐詩》卷 896，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頁 10121 

19
（宋）陳耀文：〈花草稡編〉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十，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20
（宋）曹學佺：〈石倉歴代詩選〉卷二百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八，臺北商務印書館（臺

北），1986年。 
21
 （元）王惲：〈秋澗集〉卷三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五，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22
 （明）謝榛：〈四溟集〉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23
 （明）宋登春：〈宋布衣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http://www.20101.cn/shici/list/24027.html
http://www.20101.cn/shici/list/24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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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本草拾遺》（741年）最早將其收錄。番紅花之名則始見於《本草品匯精要》（1505

年），書中以撒馥蘭為正名、番紅花為別名收載。2005年版《中國藥典》以西紅花之名

收錄。據胡世林先生考證，「鬱金香作為專屬性的物名，見於從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于

迄惠帝光熙元年 ( 218～230年)在洛陽白馬寺譯出的佛經《阿育王傳》卷第四。安氏創

造性地將梵文名稱Kashmira janman意譯為鬱金香（另一個梵文名稱kesaravara是形容花

柱纖細如毛髮狀，尼泊爾人稱Keshara或Keshar），並提到罽賓國（即今喀什米爾一帶，

是佛教大乘派的發源地，曾與中國漢王朝通使）有香山產鬱金香（有專人保護種源）。

漢晉之際，鬱金香和蘇合香等香料輸入中國」24。美國漢學家謝弗在其所著《唐代的外

來文明》一書中，根據《唐會要》中的一段記載：「貞觀二十一年，伽毗國獻鬱金香，

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欲種取其根」，

考證鬱金香為鳶尾科植物25。謝弗的考證是很有說服力的，因為葉形、花期、香性、繁

殖方法都與番紅花完全吻合，但他書中把唐詩中的鬱金香一詞統統解釋成藏紅花卻是值

得商榷的，畢竟鬱金、薑黃、莪術都能用於製造香料，沒有證據能夠排除在先秦時期就

已被用於製作黃色香酒的鬱金（薑黃），在唐代時完全被鬱金香（Crocus sativus）取代。 

因鬱金香和鬱金（包括薑黃、莪術）都能用於製造香料和黃色色料，在古文獻的一

些相關記載中，我們現在已很難分辨究竟是以鬱金為原料，還是以鬱金香為原料。如： 

《大唐西域記》卷二記載：印度之人「身塗諸香，所謂旃檀、鬱金也。」 

《陀羅尼集經》卷九記載：真言行者作壇時，塗壇所用的五色粉者：「一白色，粳

米粉是。二黃色，若鬱金末若黃土末。三赤色，若朱沙末赤土末等。四青色，若青黛末

乾藍靛等。五黑色，若用墨末若炭末等。其粉皆和沉香末用。」 

《蘇悉地羯囉經·塗香藥品第九》記載：「用諸草香根汁香花等三物，和為塗香，佛

部供養。諸香樹皮及堅香木，所謂栴檀沉水天木等類，並以香果如前分別，和為塗香，

蓮花部用。諸香草根花果葉等和為塗香，金剛部用。或有塗香，具諸根果，先人所合成

者，香氣勝者，通於三部。或唯用沉水和少龍腦，以為塗香，佛部供養。唯用白檀和少

龍腦，以為塗香，蓮花部用。唯用鬱金和少龍腦以為塗香，金剛部用。紫檀塗香，通於

一切金剛等用。」 

實際情況大概應如謝弗在介紹「鬱金與蓬莪術」所言： 

與普通鬱金有密切親緣關係的一種植物，是在印度和印尼地區以蓬莪術知名的一種

高級的芳香品種。蓬莪術主要是用作香料的原料。在印度支那和印尼地區，還有薑黃屬

植物的許多其他的品種，它們分別被用作染色劑、醫藥、咖喱粉以及香料製劑等多種稻

途。在漢文中，這些植物的集合名稱叫做「鬱金」，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雖然

「番紅花」在漢文中被比較明確的稱為「鬱金香」，但是「鬱金」這個字也是指「番紅

花」而言的。總而言之，在貿易中和實際應用時，鬱金與鬱金香往往混淆不清，當有關

文獻中強調其香味時，我們就可以推知：這不是指鬱金香就是指蓬莪術，反之，就是指

鬱金。……據記載，鬱金還常常被用來滌染婦女的衣物，在染衣服的同時，它還能夠使

衣服上帶上一股輕微的香味，但是這裡的「鬱金」究竟是指鬱金(turmeric)，還是指鬱

金香(saffron)——在古代，鬱金香也被作為染料來作用——我們還不能斷定。而與龍

腦香一起鋪在天子將要經過的道路上的「鬱金」粉，則不是鬱金香就是蓬莪術。26
 

 

七、鬱金色 

在古文獻中，描述或形容顏色時經常出現的「鬱金」或「鬱金色」，它們無疑是指

同一特定色名。從前述實驗結果來看，中性和酸性條件下鬱金染色可得檸檬黃和淺橘黃

色兩個色調，古人所言的鬱金色這個特定色彩的色調是哪一個？如何界定？我們可以透

                                                        
24
 胡世林：〈紅花與鬱金香的本草考證〉，《現代中藥研究與實踐》（北京），2008年，第 22卷第 3

期，頁 3～6。 
25
 （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頁 275。 

26
 （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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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些文獻對鬱金色的描述作個大概的推斷。 

前引西漢史游《急就篇》詩句：「鬱金半見緗白䋤」，其中各色名的色調，唐人顏

師古有如是注：「鬱金，染黃也。緗淺黃也。半見，言在黃白之間，其色半出不全成也。

白䋤，謂白素之精者，其光䋤䋤然也。」27整個詩句對色調的描述是從深至淺，鬱金排

在第一位，而檸檬黃的色調接近淺黃的緗，以此可判定鬱金所染之黃色調不會太淺。對

這個判定最好的佐證是晉陸翽《鄴中記》中的一段記載，云：「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綠

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28綠沉色、木蘭色、紫紺色皆為重色調，鬱金

色與它們並列，其色調當然亦不會太淺。此外，一些唐宋詩詞中的描述也頗能說明鬱金

的色調。如唐許渾《驪山》詩：「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29《十二月拜起

居表回》詩：「空鎖煙霞絕巡幸，周人誰識鬱金袍。」30從詩中所言「鬱金袍」來看，當

指帝王的皇袍。自中國古代的隋朝起，皇袍通常用柘木所染，又稱柘黃袍，其色「黃色

之多赤者」31。「多赤」意味其色調帶紅，顯然非淺色調。在很多文學作品中，柘黃袍是

天子的代稱，五代十國時期的女詩人花蕊夫人所作《宮詞》便是一例，云：「錦城上

起凝煙閣，擁殿遮樓一向高。認得聖顏遙望見，碧闌干映赭黃袍。」32中國歷朝歷代都

制定有嚴格的服飾制度，皇帝的服飾顏色更是有著一定之規。皇帝既然喜歡鬱金施染物

之芬香味道，染工投皇帝之喜好，以鬱金所染皇袍之色調，當與柘黃袍色調接近，其色

調也應是略帶紅的非淺色調。因為這樣既不違反制度，又不失帝王的莊重和威嚴。在中

國傳統繪畫中，薑黃色也經常用於古代長者服飾，以使其有莊重肅穆之感33。另一個比

較重要的佐證是宋王仲修《宮詞》，云：「蒙金衫子鬱金黃，愛拍伊州入側商。」「蒙」

有「暗」之意，言蒙金衫子呈鬱金之黃色調，亦說明鬱金所染之黃色調不是淺色調。 

非常巧合的是酸性染液所染的的這個淺橘黃顏色與薑黃的本色很接近，根據古代色

名的命名方式以及前述推斷和實驗結果，「鬱金色」這個特定色，應該為酸性條件下的

鬱金（薑黃）染液所染之色澤，色調為淺橘黃色。 

另據實驗研究，鬱金（薑黃）染液中是否加礬媒染對日曬牢度影響不大。結合前述

實驗「染液的pH值對色調的影響較大，是否使用鋁媒染劑則對色調影響不是很大」的現

象，不難得出這樣的判定：古人所謂的鬱金色，其施染方式是在以薑黃為染材的酸性染

液中直接染取；其色澤在L
* 
a

* 
b

*色空間的大概位置是L
* 
73.28、a

* 
6.46、b

* 
36.28。 

 

八、結語 

綜上所述得出三個主要結論：其一，不同的鬱金品種只有薑黃具染色價值。凡文獻

中出現鬱金時，如偏重強調色彩，此鬱金肯定是指薑黃。凡古代本草書中所言可以染色

的鬱金，實應為薑黃或薑黃的栽培變種；反之，可能只是指鬱金的某個品種；其二，西

漢早期，鬱金已廣泛種植，鬱金用於染色的起始時間應不晚於此時。其施染物雖有不耐

日炙之缺陷，但其能散發出微微的香味，因而歷朝歷代都曾普遍利用它染製高檔的黃色

紡織品；其三，古人所謂的鬱金色，其施染方式是在以薑黃為染材的酸性染液中直接染

取；其色澤在L
* 
a

* 
b

*色空間的大概位置是L
* 
73.28、a

* 
6.46、b

* 
36.28。 

需強調的是：因生長環境和氣候差異，不同產地的同一染材色素含量是不同的，故

用不同產地同一染材所染之物的色度值肯定也是有差異的。不過我們相信，只要是同一

染材、同一施染方式，其主色調就不會有本質的不同。前述只是將某一特定產地的染材

                                                        
27 （漢）史游：〈急就篇〉，《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十，1986年。 
28 （晉）陸翽：〈鄴中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九，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29
 《全唐詩》卷 533，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頁 6084。 

30
 《全唐詩》卷 534，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頁 6098。 

31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十，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32
 《全唐詩》卷 798，中華書局（北京），1979。 

33
 王定理：《中國の伝統色》，大日本ィンキ化學株式會社（東京），1986，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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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染色實驗，並依據相關文獻記載，經詳細比對敍述內容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期

能夠對辨析和最終定量的界定「鬱金色」這個特定色名的顏色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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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differentiations of Ginger 
 

Zhao Hanshe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Abstract: Radix Curcuma is Zingiberaceae perennial herb, which is a vegetable dyestuff with 

fragrance in ancient China. Ginger is the color dyed with radix curcuma. Through its dying 

experiments and document records, three facts are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only 

Curcuma longa L among various radix curcuma can dye. It is Curcuma longa L that radix 

curcuma is found and empHasized its color in documents; whereas it might be certain radix 

curcuma; Secondly, Radix curcuma was widely planted in early Xihan Dynasty and it was 

used for dying no later than this time. Although the stuffs dyed with it have no resistance to 

sunlight, they have fragrance so Curcuma longa L was widely used for dying expensive 

yellow textile in ancient dynasties; Thirdly, the dyeing is directly made in acid dye with 

Curcuma longa L.  

 

Key words: ginger, radix curcuma, Curcuma longa L, dying experi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