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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六禮與《唐風•綢繆》關係之初探 
 

孫兆中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生，本會會員） 

 

摘要  歷來對《唐風•綢繆》三星的解釋不盡相同，本文採《毛傳》之意，視三星為參

星，三章之三星分別出現不同月份，「在天」為初昏始見於東方，「在隅」為初昏見於

東南方，「在戶」為初昏見於正南方。經天象軟體考定，合乎春秋時期晉國秋冬時的天

象。古時男女嫁娶在農忙之後進行，依循「三書六禮」。「三書」即聘書、禮書、迎

書，「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本文試圖探討「三書六禮」與

《綢繆》之關係，論述三書六禮在《綢繆》詩中之展現。 

關鍵詞：詩經、綢繆、參星、中國傳統婚禮儀式  

 

壹、引言 

《唐風·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為先秦時代晉地漢族民歌，出自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

經》。歷代以來，經學家對《唐風•綢繆》三星的解釋不盡相同，本文採《毛傳》1之

意，輔以孔穎達的疏2，視三星為參星。「三星在天」意指初昏3時，參星始見於東方；

「三星在隅」為在初昏時，參星見於東南方；「三星在戶」則是初昏時，參星見於正

南方。本文的月分若未註明，則皆為陰曆。 

朱熹則認為《綢繆》敘說一夜男女的纏綿與喜悅，將「三星在天、在隅、在

戶」，解釋為初昏到夜分期間數小時的良辰美景。也有學者認為此詩展現了新婚場

景，因詩中用了戲謔的口吻，恰似賀新婚時鬧新房唱的歌。每章頭兩句是起興，後面

則是描述婚禮過程，詩句內容像是夫妻自相喜慶之詞，或為旁人對新人讚美之詞。4  

有關《綢繆》中束薪、束芻、束楚之意，古今尚有多種譯註。本文將《綢繆》解

釋為描述古代男女婚嫁禮儀及婚娶季節的過程，而上古婚姻嫁娶的禮儀依循「三書六

禮」，因而本文先簡述三書六禮，再說明《綢繆》與三書六禮的關係。 

                                                           
孫兆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生，電郵：a379379123@yahoo.com.tw 

 
1 《毛傳》為(西漢)毛亨所傳，其詁訓大抵本先秦學者的意見。(東漢)鄭玄以《毛傳》為主，兼采今文經三

家詩說，加以箋注，是為《鄭箋》。 
2 《毛詩正義》為(唐)孔穎達著，疏解《毛傳》和《鄭箋》之作。  
3 初昏為日落後太陽到了約高度角-5 度的位置，而夜空星星已可逐漸看見。古人於黃昏之際，觀測星辰位

置。昏旦以日落、日出前後 30~45 分鐘為定義。詳參徐勝一、陳有志，〈再釋詩經七月流火〉，頁 49-51。 
4例如(清)方玉潤撰《詩經原始》云:「此賀新婚之詩耳……始見其為歡慶之詞也。」頁 257。余培林《詩經

正詁》云:「此女子一見男子而鍾情之詩……詩中男女乃偶然相值，未依媒聘。」頁 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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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先秦時代的三書六禮 

 六禮始創於西周時期，是中國的傳統婚姻禮儀，最早見於《儀禮》，而《禮記》

為其輔助資料，《周禮》記錄了婚禮的規定。古代的結婚過程依循一般所謂的「三書

六禮」，包括了從「議婚、訂婚到結婚」的文書和禮儀。以下列出《儀禮•士昬禮》、

《禮記•昬義》和《周禮•媒氏》中有關三書六禮主要婚禮的過程和婚姻信物。 

 

一、六禮 

「六禮」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個結婚過程，「六禮」即六個禮法―納采、問

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迎（迎親），主要載於《儀禮•士昬禮》和《禮記•昬義》

「六禮」是「士」以上等級的貴族和平民所實行的婚姻儀式。5  

(一) 納采 

納采意思為男女雙方采擇成偶。男家在納采時，需托「贄」或「摯」物於媒人，

以及將有象徵吉祥意義的「鴈」送給女家；女家亦在此時向媒人打聽男家的情況。 

《儀禮•士昬禮》：昬禮。下達，納採，用鴈。【鄭注】：納采而用鴈為摯者，取其

順陰陽往來。……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幾。使者玄端至。賔降，出。主人

降，授老鴈。擯者出請。 

《禮記注疏》【孔疏】：謂采擇之禮。 

(二) 問名 

女家同意議婚後，男家請媒人到女家詢問待嫁姑娘的芳名，以鴈為禮贈與女家。

此禮在於互相了解對方姓氏。 

《儀禮•士昬禮》：賔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賔入，授，如初禮……。問名。主

人受鴈，還，西面對。 

《禮記注疏》【孔疏】：「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

誰氏」，言母之女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 

(三) 納吉 

男家用龜甲或蓍草占卜於神，預測與此姓婚姻的吉凶，如占卜時無發生異事，則

認為順利，男家備「鴈」為禮，前往女家告知。 

《儀禮•士昬禮》：納吉用鴈，如納採禮。 

《禮記注疏》【孔疏】：「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 

(四) 納徵 

「徵」代表成，雙方都同意親事後，男家要向女家下聘禮，以成婚姻。納徵的禮

儀程式與納采、納吉大體相同，惟以絲帛與鹿皮為贄禮，不用鴈。 

《儀禮•士昬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6如納吉禮。……納徵：執皮，攝

之，內文……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二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

故，其餘皆用鴈。 

                                                           
5楊有軍，〈六禮：中國傳統婚律的淵源〉，《黑龍江史志》，2011 年 9 月，第 250 期，頁 44 

6玄纁束帛指黑色、紅色的匹帛，玄為黑，纁為紅。《儀禮•士昬禮》【賈疏】「若彼據庶人直用緇色，無
纁，故鄭云用緇婦人陰，此玄纁俱有，故云象陰陽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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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注疏》【孔疏】：先納聘財，而後昏成徵，《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

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

穀圭，」 

(五) 請期 

男家卜得迎娶及日，確定日子後，像女家通報，如果女家同意，婚期就定了，女

家也要擇日發送嫁妝。 

《儀禮•士昬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賔許，告期，如納徵禮。 

《禮記注疏》【孔疏】：「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

女家。 

(六) 親迎 

結婚吉日，新郎親自往女家迎娶新娘。  

《儀禮•士昬禮》：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賔東面荅拜。主人揖入，賔執

鴈從。至於庿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賔升，北面，奠

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婿執鴈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二、三書 

一般所謂的「三書」，是指在「六禮」過程中所用的文書，即從說媒到結婚過程

中階段性之儀禮文書。聘書是在「納采」或「納吉」時，男家交予女家之書柬。禮書

即為「納徵」時所用的文書，列明聘禮的物品和數量。迎書是在「親迎」時，男方交

給女方的文書。 

《儀禮•士婚禮》、《禮記•昏義》和《周禮•媒氏》中卻沒有任何三書的記載，因

此本文認為士昬禮的「鴈」、「玄纁束帛」、「儷皮」等禮品後來被「三書」取代。

同樣地，《綢繆》中象徵農家婚禮的「束薪、束芻、束楚」也有「三書」的意涵。 

 

參、《唐風•綢繆》的歷史背景 

一、《唐風•綢繆》背景 

〈毛詩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鄭箋】：不得其時，

謂不及仲春之月。」《毛詩正義•卷六之二》 

《毛詩序》認為《綢繆》是諷刺詩，諷刺晉國因為內亂，而使人民不能在正確的

時間結婚，晉國內亂的時間和地點在《綢繆》的〈詩序〉中並無註明。然而，從唐風

十三篇來看，7《綢繆》前篇《椒聊》的〈詩序〉說明瞭憂慮曲沃旁支日益強盛而晉國

大宗衰微，《綢繆》後篇《杕杜》則感嘆晉侯自傷兄弟，導致大宗失去親族幫助，將

被曲沃旁支吞併。8另據王建堂說法，其認為《綢繆》生成歷史背景是西元前 700 年左

                                                           
7朱守亮《詩經評釋》云「則唐風十二篇，上起西周宣王時，下迄東周惠王時也。」頁 315。 
8〈毛詩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為沃所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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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發生在今山西臨汾翼城縣9的「翼城曲沃」之亂，10因而本文認為《綢繆》的晉亂

即為「曲沃克晉」11，此詩諷刺晉侯和曲沃旁系內亂導致婚姻不得其時。  

 

二、適婚的季節 

《周禮》認為適婚男女在仲春時成婚。 

《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

也。」【賈疏】：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

方，時可以嫁娶。」 

孔穎達疏《毛傳》認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自季秋到孟春為適婚之月。 

《毛詩正義》【孔疏】：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

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

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  

 

三、《綢繆》三星的解釋 

歷來對三星的解釋眾說紛紜，本文參考邱韻如〈動如參與商：詩經裡的三星歧義

初探〉12以及王建堂〈綢繆星象實地觀測與多元辯證〉13的論述，將《綢繆》的三星視

為參星，並認為三章分別代表季秋、冬、初春，此時正是農閒開始到農忙之前，符合

晉國婚姻的「正時」，綢繆三章六句展現了三書六禮的部分形式。 

 

肆、《唐風•綢繆》與古代婚禮的關係 

一、古代的束薪、束芻、束楚意思 

《毛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一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自待人事而後束也。」

束薪原始意為捆紮起來的柴木，也比喻男女成婚 14；束芻為成束的草，15也表示祭品

和用來餵牲口或親迎馬匹的草料16；束楚為成捆的荊條。17王文君認為婚禮上的火把是

邊捆邊用的，而「燎炬」為上古婚禮的內容之一，因此「束薪」為婚禮上使用的火

把，代表婚禮的開始，析薪束薪則成了婚娶的代名詞。18 

                                                           
9本文定位翼城縣位置約在北緯 35.7度、東經 111.34度，與王建堂的定位有些微差距，但不影響觀察到的

天象。 
10王建堂，〈《綢繆》星象實地觀測與多元辯證〉，《詩經研究叢刊》，2013 年，第 25 輯，頁 50。 
11「曲沃克晉」是從西元前 739 到 678 年，晉國曲沃的公族不斷對晉侯攻伐，直到前 678 年，曲沃武公占

領晉侯國都「翼城」，周釐王封曲沃武公為晉國國君，列為諸侯，是為晉武公。至此曲沃旁系吞併了晉，

是為「曲沃克晉」或「曲沃代翼」。   
12邱韻如，〈動如參與商：詩經裡的三星歧義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019 年，24 期，頁 88-

102。 
13王建堂，〈《綢繆》星象實地觀測與多元辯證〉。 
14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詩人多以薪喻婚姻。《漢廣》『翹翹錯薪』以興『之子於歸』，南山詩『析薪

如之何』以喻妻。 此《詩》『束薪』、『束芻』、『束楚』，《傳》謂『以喻男女待禮而成』是也。」，頁 344-

346。 
15《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 
16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 317。向熹譯註，許嘉璐，梅季坤主編，《詩經譯注》，頁 169。 
17朱熹《詩集傳》：「楚，木名，荊屬。」 
18王文君，〈從民俗學看《詩經· 唐風· 綢繆》〉，《四川師院學報》，1984 年，第 1 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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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薪、束楚還出現在《鄭風•揚之水》及《王風•揚之水》中，《鄭風•揚之水》如同

婦女對丈夫訴說的口氣；《王風•揚之水》內容像是男人因戍邊寂寞，而思念新婚妻子

之怨嘆，兩詩中皆述及「揚之水，不流束薪」、「揚之水，不流束楚」。前詩的的束薪、

束楚喻婚姻和妻子，其意大略為悠揚之河水流不走我倆嫁娶時的信物，孤寂與思念之

情傳送不到妳處，深為懊惱；後詩的束薪、束楚喻丈夫，其意大略為妻子對誤聽流言

蜚語的丈夫所作的誠摯表白。因此本文認為「束薪、束楚」可解釋為書信或信物。 

 

二、六禮禮品的轉換 

王質《詩總聞》云： 「當是在野而貧者，無羔雁幣帛以將意，取獸于野，包物以

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也。」19閆莉說明《詩經》時代庶民階層由於受到經濟條件

的限制、地域風俗的影響，其聘禮大多根據自身的生產生活實際而定，如狩獵所獲或

生產所得，「納徴」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禮儀環節而已，周代庶人階層納徴之物的選擇

是比較靈活的，純帛並不是作為納徴的唯一物品。20王娜、李軍則認為先秦時代該地男

女雙方訂婚交換的是自家的農產品，流傳到後來變成交換其他物品。21 

「詩言婚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本文認為先秦時代農

家人婚禮若行三書六禮，「束薪、束芻、束楚」似乎是婚嫁儀式所需的禮品或嫁莊，

可能為婚姻定情禮物或定情書信，取代了士昬禮的「鴈」、「玄纁束帛」和「儷

皮」，且農家可能不識字，不用書信傳達婚姻之事，而「薪柴」也有薪傳之意義，因

此若將「束薪、束芻、束楚」當作傳達訊息的書信則特別貼切，但先秦時代士昬禮應

該已經包含書柬傳達，只是「三禮」中沒有「聘書、禮書、迎書」之稱法，故而本文

認為無論是農家的「束薪、束芻、束楚」還是士昬禮的「書柬、鴈、玄纁束帛、儷

皮」，之後都逐漸演變為正式的「三書」。下文將配合孔疏毛傳「婚之月自季秋盡於

孟春」的婚姻時間來解釋《綢繆》與三書六禮禮俗的關係。 

 

伍、以三書六禮試釋《唐風•綢繆》 

以《毛傳》三星為參宿三星的說法和《毛傳正義》對三星的解釋來看，適婚季節

能合理的對應參宿三星的位置，以下為本文的想法和推論。 

 

一、首章為納采、問名禮，束薪為聘書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上古婚禮，始於秋收後的季秋和十月之際，22陽曆約為十二月上旬，參星初昏見於

東方，是為「昏參出」（見圖一說明）。本文認為因為晉國內亂，男女未依媒聘而自

識，使女子有「見此良人、如此良人何」的喜慶之詞，此處良人指男子而非丈夫。23  

                                                           
19王質，《詩總聞》，商務印書館(上海)，1939 年。 
20閆莉，〈從《詩經》婚嫁詩觀周代婚姻「六禮」〉，《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8 年 9 月，第 38 卷第 5 

期，頁 106 
21王娜、李軍，〈農村婚俗對古代《六禮》的沿襲與變革—以承安鎮為個案〉，《文化學刊》，2010 年 3 

月，第 2 期，頁 121。 
22《禮記•月令》云:「是月也……農事備收，舉五榖之要。」 
23余培林《詩經正詁》云:「《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一語而來。不知丈夫之稱為良人，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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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男女已相識，男家還是帶重要的家用木柴(束薪)去女家提親，並同時問得女家

姓氏，以成納采、問名禮。24《毛詩正義》【孔疏】云「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

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本文認為農

家以「束薪」代替納采的用「鴈」，若用書信傳達，即是提親書柬，書柬經常綑綁而

成，也有綢繆之意，因而「束薪」意義逐漸演變為「聘書」，後代因為納吉時才有小

聘禮，所以有些禮俗將聘書放在納吉。因此，「綢繆束薪，三星在隅」包含了農家的

納采和問名禮，相當於「議婚」。 

 

二、次章為納吉、納徵、請期禮，束芻即禮書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於議婚後，十一仲冬月或十二月季冬之際，陽曆約為隔年的一月中旬，參星初昏

見於東南方，是為「昏參隅」（見圖一說明）。本文認為男家卜婚得吉利，帶草料等

至女家告知，親事才算定下來，是為納吉，此禮也代表「訂婚」，以「束芻」取代

「用鴈」。《毛傳》「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 

納徵時，雙方需祭祀自己的祖先，本文認為男家帶「綑草」、「蓍草」和「草

料」去女家，綑草可冬用，蓍草可卜婚，草料可畜養牲畜，農家以此「束芻」取代士

昬禮的「玄纁束帛」和「儷皮」和平民的「幣帛」等禮品，此為農家納徵禮的形式。

「束芻」即為農家的聘禮，後引申為納徵的「禮書」。《毛詩正義•孔疏》：「薪芻待

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為婚。」本文認為其意為因

婚姻的人事而準備束薪、束芻後，男家卜得迎娶吉日並詢問女家以成婚，為請期禮。 

因此本文認為「綢繆束薪，三星在隅」包含了農家納吉、納徵和請期禮，「束

芻」表示「禮書」。至於「見此邂逅、如此邂逅何！」之意，根據胡承珙《毛詩後

箋》云「邂逅，會合之意」，則可將其解釋為男女喜慶納吉的卜婚順利，25也可解釋為

雙方高興能將納徵禮品帶往女家會合，以成男女之婚，而有的歡慶之詞。  

 

三、末章為迎親禮，束楚即迎書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隔年的一月孟春、二月仲春之際，陽曆約為隔年的二月中旬，參星初昏見於正南

方，是為「昏參中」（見圖一說明）。男家於正月中迎娶新娘。本文認為農家用「束

楚」取代親迎時的「鴈」，男家將「束楚」交給女家以迎娶新娘，此為「結婚」。而

荊楚也可做為親迎時的火炬，邵炳軍言《綢繆》中的束薪、束芻、束楚實際上反映了

上古婚姻的「親迎」之禮和「燎炬」之俗，26閆莉認為這些火把除了在慶婚場合使用

外，應當還為親迎的車輛提供照明的作用。本文則認為薪柴也可做為新年家用。因此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應為農家的親迎禮，「束楚」後則演變為「迎書」，「見此

粲者、如此粲者何！」則可解釋為親迎時，男子見到新婦的喜悅之詞。 

                                                                                                                                                                      
《孟子》始，《詩經》中之良人，故無此義(丈夫)也。然其源時使自於此」頁 320-321。 
24《禮記注疏》【孔疏】: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 
25納吉的卜婚須將男女姓名會合來看是否合適 
26邵炳軍，〈<詩·唐風·綢繆>詩旨補正〉，《詩經研究叢刊》，第 1 期，河北省:石家莊市，2008 年，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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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適婚季節在農忙後到春耕前，27亦即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的意

思。但也有例外，(晉)束皙便提出上古嫁娶是四時皆宜，(唐)杜佑贊同此說，認為：

「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  

 

圖一、以天象軟體 Stellarium模擬綢繆三星昏見，設定為「曲沃克晉」的年代，地點為

翼城縣（北緯 35.7 度，東經 111.34 度）。三星在天的「昏參出」天象，設定時間為西

元前 681年 12月 7日 17:22；三星在隅的「昏參隅」天象，設定時間為西元前 680年

1月 15 日 17:38；此圖為三星在戶的「昏參中」天象，西元前 680年 2月 16日 18：

07。 

表一：本篇婚禮儀式對照表 

最初六禮 春秋晉國農家 士昬禮 後世的三書六禮 現代婚禮 

納采、問名 束薪(後為聘書) 

三星在天 

鴈 聘書，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

請期 

束芻(後為禮書) 

三星在隅 

鴈、玄纁束帛、

儷皮 

禮書，納吉，納

徵，請期 

訂婚 

迎書，親迎 束楚(後為迎書) 

三星在戶 

鴈 迎書，親迎 結婚 

 

四、小結 

首章「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正是季秋和十月之際，參宿三星昏出於正東方，

農家於秋收和霜降後，男家以「束薪」取代「鴈」傳達提親之意，開始「議婚」，如

同納采、問名禮，「束薪」之後演變為「聘書」，。 

次章「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是為十一月仲冬和十二月季冬之際，參宿三星昏

見於在東南方，納吉時，男家以「束芻」取代「鴈」來「卜婚」，是為「訂婚」；納

                                                           
27《周禮注疏•賈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

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古代的婚期，霜降以後，冰解

以前舉行婚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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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時，禮品以祭祀品、捆草、草料等農家必須品取代「玄纁束帛」和「儷皮」；請期

時，男家也用「束芻」取代「鴈」為禮，「束芻」由綑草引申為「禮書」。 

末章「綢繆束楚，三星在戶」，為一月孟春之際，參宿三星初昏見於正南方，在

冬冰融化前，男家帶「束楚」來親迎新娘，完成「結婚」，即為親迎禮，「束楚」之

後轉變為「迎書」。 

 

 

陸、結論 

根據天象軟體 Stellarium 的模擬（圖一），三千年前，參宿三星分別於陽曆的十二

上旬、一月中旬和二月中旬的初昏時，出現在天空的東方(在天)、東南方(在隅)及正南

方(在戶)。這三個月份，正好符合古代農業社會的婚娶時節，也就是說，參宿三星「在

天、在隅、在戶」的時節，與《毛詩正義》孔疏毛傳云「婚之月自季秋盡于孟春」的

適婚時節相符。 

此外，本文認為《綢繆》三章隱含了三書六禮的過程。春秋時期的農家，婚事在

秋收之後進行，在議婚、訂婚和結婚時，分別以「束薪」、「束芻」、「束楚」取代

士昏禮的「鴈」、「玄纁束帛」和「儷皮」，亦即「束薪、束芻、束楚」從原本的薪

柴、綑草、綑柴轉變為所謂的「三書」。 

本文採毛公參星說，初步說明《綢繆》和「三書六禮」的關係，認為《綢繆》三

章六句呈現了農家的三書六禮形式。本文為初淺之作，懇請前輩和先進們不吝指教，

期望未來有更詳細的解釋和突破性的發現。 

 

致謝：在此特別感謝中華科技史學會星空小組長輩們（邱韻如、徐勝一、陳有志與歐

陽亮老師）的指導與指正，才能成就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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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student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three stars” mentioned in the poem Choumou(綢繆)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numerous scholar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is study adop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ster 

Mou(毛公) who regards the three stars as Shēn(參),the three stars of the Orion's Belt.In the 

poem,Star Shēn refers to the three different months in the three chapters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ree Documents and Six Ceremonies"(三書六禮) signifies a series of 

process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Wedding Ceremon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Documents and Six Ceremonies" and the three stars in the 

poem Choumou.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Poetry, Choumou, Orion, Chinese Traditional Wedd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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