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傳》「旌繁」解 

許子濱* 

摘要 

《左傳》記宋景曹卒後，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冉求轉達季氏之辭中提及「旌

繁」一語。據《說文》及段注，此「繁」字係俗字，正字當作「 」，經典如《周禮》

或借「樊」字為之。其義當如許君所言，即馬髦上飾。此字從糸，又引申為繁多之

義，段玉裁據此推斷其物是「集絲絛下垂為飾」。依賈逵、馬融之說，繁纓都在馬胸

前，互相連屬，可視為一體二物，故可單稱纓，亦可連言繁纓。纓指馬胸之革帶及

其飾，尊卑所同。而繁是諸侯以上的馬飾，或以為犛牛尾，或將之比況為漢晉時的

索帬，兩義差近，皆指穗狀飾物。謂繁是犛牛尾，既近其實，其形亦較易掌握。秦

始皇陵銅馬掛於喉部下方及所在部位尚待確定的穗狀纓絡，以及馬頭上的纛，狀甚

相似，可資佐證。「旌繁」連舉，繁既為馬飾，則旌是建於送葬或隨葬車上的旌旗。 

關鍵詞 

《左傳》 旌繁    樊  馬冠  鞅  韅  纛 

（一）緒言 

「旌繁」一語，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原文云：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

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1 

                                                
*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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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曹是宋元公夫人、宋景公之母，為太夫人。魯上卿季桓子（季孫斯）為季平子

（季孫意如）與宋景曹之女所生，則宋景曹是季桓子的外祖母，而宋景公則為其親

舅，故其子季康子（季孫肥）致辭於宋景公，自稱彌遠之甥（遠房外甥）。2 季桓子

死於哀公三年（公元前 492 年），此後由季康子執持魯政。宋景曹死後，季康子便派

冉有去弔唁、送葬，並致送馬匹作為助喪之物。冉有轉達季康子之辭中就提及「旌

繁」。此段禮辭的含意，竹添光鴻（1842-1917）《左傳會箋》有透徹的詮釋，說：「馬

以駕車，車有旌旄，仍以繁飾馬，皆國君之服也。馬不良，則不副於旌旄，與馬飾

之美。此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3 季康子說「旌繁」，用以借代送

葬或隨葬的車馬，表示希望這些馬匹可與夫人旌旗及馬飾相稱。 
自漢代以來，不少注家都熱衷於解說「旌繁」中「繁」字的含意，卻又歧解並

出，莫衷一是。對於「繁」字前面的「旌」字，說者蓋寡，或許是認為「旌」義易

明，不煩贅說，亦未可知。本文所論，旨在綜合考釋文獻所見與此「繁」字相關之

字詞，以及古今各家說法，既為之疏通證明，辨析其間異同所在，亦嘗試評定各說

之得失利弊，藉此推求《左傳》「繁」字之義，並連帶解說「旌」字，以求教於大雅

方家。 

（二）季康子贈馬是賵而非賻 

楊伯峻（1909-1992）明言季康子「賻以馬」，《春秋左傳注》云： 

稱，副也。……此季康子賻以馬，謂能稱宋君太夫人之馬飾不。4 

謹按：楊先生說「季康子賻以馬」，即季康子送馬給宋人是「賻」。按禮，賻但用財

物而不用馬。《左傳》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2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

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世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其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楊伯峻：《春

秋左傳注》，頁 1456）樂祁之言與季氏派冉有為宋元夫人送葬事首尾呼應。杜預注季氏致辭時特

意補上：「終樂祈之言政在季氏。」（見《十三經注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頁 1049）指出《左傳》記載季氏送馬助宋元夫人之喪，是為了照應樂祁之言，說明即使到了哀公

晚年，季氏仍執魯政。 
3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廣文書局，1963 年），第 30，頁 47。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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賵。」楊先生注云：「賵，音鳳。助喪之物，用車馬束帛。〈既夕禮〉『公賵，玄纁束，

馬兩』是也。」5 楊先生引〈既夕禮〉，說明贈馬為賵，即以馬為助喪之物，這是對

的。鄭玄（127-200）注〈既夕禮〉這段文字說： 

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

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6 

鄭玄表明「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確定贈馬是「賵」。分別言之，賵以玄纁及

馬，而賻則用財物。《左傳》隱公三年云：「武氏子來求賻。」楊先生注云： 

賻，助喪之財物。……考《周禮．宰夫》鄭玄注云：「凡喪，始死，弔

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求賻。」推鄭

玄之意，則以為含襚賵贈是正禮，魯已行之。賻以大量財幣，是加禮，魯未

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禮。鄭說可採。7 

賵是最基本的禮節，賵所用者只是一般助喪之物，而賻則為加禮，得用上大量財幣。

綜括而言，賻是賻，賵是賵，性質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楊先生清楚知道賵、賻之

別，不過在解說季康子之事時，偶一不慎，才誤以賵為賻。 

（三）文獻所見與此「繁」字相關字詞考釋 

就現存文獻所見，許慎（約 58-約 147）最早提出對「繁」字的解讀。許慎《說

文》解「 」字云： 

馬髦飾也。从糸每聲。《春秋傳》曰：「可以稱旌 乎！」 ， 或从 ，

，籀文弁。8 

許慎謂「 」本義是「馬髦飾」，即馬髦上的飾物，並援引《左傳》「其可以稱旌 」

作為書證。換言之，在許慎看來，「旌繁」的「繁」就是馬髦飾。段玉裁（1735-1815）

闡明許義云： 

                                                
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8。 
6  胡培翬：《儀禮正義》（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1867。 
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24。 
8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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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髦，謂馬鬣也。飾亦妝飾之飾。蓋集絲絛下垂為飾曰 。引申為 多，

又俗改其字作繁，俗形行而本形廢，引申之義行而本義廢矣。至若鄭注《周

禮》、《禮記》之繁纓，繁讀為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此易字之例，其說

與許說絕殊。9 

段注可歸納為三點：（1）「馬髦」即馬鬣。髦是毛中之豪者，馬鬣而稱髦，亦同其義。

鬣本作「巤」，「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鬣鬣之形」10。簡言之，「馬髦」就是指馬頭頂端

以至頸上豎起的長而壯的鬃毛。（2）許慎只說「馬髦飾」，沒有交代其所用材料及形

制，而段氏推想它是用眾多絲線編織而成的穗狀飾物。（3）「 」俗字作「繁」。段

氏此說要比許慎原文具體得多。 
《左傳》記敘駕具，多稱個別駕具之名。漢以後人才用「駕被具」或「鞁駕具」

統稱包含馬的首、胸、腹、臀各部位在內的一整套鞁駕工具，如《說文》云：「鞁，

車駕具也。」11 由於鞁駕具分別用皮革、金屬或絲線製成，各字便以革、金或糸為

形旁，其中從革之字佔最多。同樣地，車駕飾物原亦按所用材料造字，如「 」以

絲，而「錽」以金。此外，《說文》金部「鐊」下云：「馬頭飾也。」12 鐊，經典作

鍚。漢人通稱當盧，為馬眉上飾物，刻金為之，故字從金。段氏大概就是根據「 」

字從糸及其引申為繁多之義，得出「 」為「集絲絛下垂為飾」的結論。對於這種

飾物如何施於馬髦之上，許慎固然語焉不詳，段氏也沒有提及這個問題，想是無法

徵驗的緣故。 
2009 年，黨士學在秦始皇陵博物院網頁上發表〈秦陵銅車馬具馬飾擷考〉。文

中摘引《秦始皇陵銅車馬修復報告》記述纓絡出土情況的幾段文字，包括：「一、二

號銅車馬均出土了八個纓絡」，「其中每乘車上有四枚應懸掛於四馬勒的喉部下方，

但另外四個又懸於何處呢？」引起作者注視的是下列一段記述： 

纓絡出土時，有兩枚出於左右驂馬的耳根下，此處的白色彩繪因銅锈的

污染已成了綠色。但據實際觀察，耳根處亦無懸掛位置。修復一號車時，我

們在馬勒的上方發現一結構引人深思。在勒的最上部，是兩個銀環被一鏈條

                                                
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658。 
10  同上，頁 426。 
11  許慎：《說文解字》，頁 61。 
12  同上，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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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連，在鏈條上有一半環形鈎，經仔細觀察，一、二號車的八匹馬的勒上都

發現了掛鈎的殘迹。並且，在馬的頭部，即耳根與鬃花根部殘存着一些朽斷

的細銅鏈，與其他部位所用的銅鏈相同。我們分析，其一端與纓絡相連，另

一端即掛於此環形鈎上。13 

出土秦始皇陵一、二號銅車馬各有八枚穗狀纓絡，其中四枚分別懸掛於四匹銅馬頸

下喉部的馬勒連接帶的鈎上（見圖 1）。每乘車上剩下的四枚纓絡，黨先生斷言：「原

來就是用銅絲鏈懸掛於四匹馬頭頂鬃花根部的勒帶上，眾多的證據充分表明了這一

點。」被黨先生視為一大證據的是孫詒讓（1848-1908）對「 」形制的描述，孫氏

《周禮正義》云： 

者弁也，猶人之有冠也。《文選．東京賦》云「金錽鏤鍚」，錽，《續

漢輿服志》作「鑁」，訛。《獨斷》云：「金錽，馬冠也，在馬髦前。」蓋即

古 之遺制。凡馬頟有鍚，則似冠武； 前屬於鍚，落馬髦而後接於馬背之

革，則似冠梁；又以削革綴於 ，而下復繞胷而上，則似冠纓；纓之下有冠

緌。 落髦而纓落胷，縱橫上下，互相貫屬，故馬、賈以為一物也。凡經典

言 纓者，義並如此。 或借作樊，作鞶，說者遂失其義。14 

謹按：《周禮．春官．巾車》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

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漢人解讀「樊纓」，異說紛呈。孫詒讓在《周禮正義》裏

用了很大篇幅來分析這個問題，結論是： 

綜而論之， 纓古義約區三科，所施各異。後鄭說樊為馬大帶，則施於

脅下；纓為鞅，則施頸下也。賈（逵）、馬（融）以纓為當膺革，而 為纓

下飾，則施於胸前也。許（慎）以繁為馬髦飾，則施於髦上也。漢晉諸儒所

說，要不出此。今攷馬鞁具之有大帶與當胸，貴賤所同，而樊纓為諸侯以上

之盛飾，則不可并為一，明矣。15 

綜觀漢人之說，孫氏以為大別有三，並指出導致異說的根本原因，在於判斷「樊」、

                                                
13  黨士學：〈秦陵銅車馬具馬飾擷考〉，載：http://www.bmy.com.cn/contents/10/3303.html。 
14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2148。 ，孫書原文作「緐」，今更正。本

文引錄各書文字，凡原作「緐」者，均改為 。 
1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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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纓」的正字與借字關係出現分歧。三說之中，孫氏以為僅許慎馬髦飾之說

得其確解。實際上，孫氏對三說的理解不盡確當。茲辨明三說的確切含意如下： 

1.  鄭玄之說 

鄭玄讀「樊」為「鞶」，釋為馬大帶，等於《說文》所說的「韅」，又讀「纓」

為「鞅」，謂是馬頸之革帶，等於《說文》釋作頸靼的「鞅」16。依鄭玄此說，「樊」

與「纓」，俱是曳車承力的革帶，或施於馬腹，或置於馬頸，亦皆有其飾。換言之，

在鄭玄看來，「樊」、「纓」實兼革帶及其飾物而言。在《周禮》天子五路中，玉路、

金路、象路之樊、纓，皆以五采罽17飾之十二就，而革路、木路之樊及纓，則皆以

絛絲飾之。鄭玄注《儀禮．既夕禮》之「纓」，說同。〈既夕禮〉記薦車，「薦馬，纓

三就」。鄭玄同樣讀「纓」為「鞅」，解作鞅及其飾物，又謂士纓猶如王革路之纓，

纓上纏以三色絲帶（即絛絲），每色纏三成（三匝、三圈），看似用獸細毛織成的染

色罽氊那樣18。馬纓（鞅）有飾，尊卑所同，此天子以至士共有之物，只是采數與

就數因尊卑而不同，如天子五采而十二就，士三采而三就19。〈既夕禮〉只說「纓三

就」，沒有提及「樊」。「有纓而無樊」，被學者理解為反映臣禮的緣故20。鄭玄對「樊

纓」的解說，清人認為不可從。鄭君之說，雖不可從，但其所言「樊」「纓」，均兼

革帶及其飾物而言，前人多未措意及此。考釋周禮名物，必須注意這點，如繅既是

圭墊之名，又特指墊上所綴之五采絲帶，圭墊與五采絲帶實，一體二物，故皆稱為

繅（見圖 2）。鄭君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訓釋「樊纓」，值得借鏡。 

                                                
16  詳參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142。 
17  《說文》：「 ，西胡毳布也。」 ，群書省作罽。罽是用毳（即獸細毛）織成的氊。漢時，五色

罽，出安息國。詳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662。 
18  胡培翬：《儀禮正義》，頁 1843。 
19  《儀禮．聘禮》有圭繅，〈記〉云：「三采六等，朱白倉。」又云：「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

繫，長尺，絢組。」繅是圭墊，用皮革包住木板，上畫三采，三采相間，各橫繞着圭墊畫兩圈（等、

就同義）。又聯以五采絲帶（組），既用以繫玉，又以為飾。詳參聶崇義纂輯、丁鼎點校解說：《新

定三禮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14-322。所謂「纓三就」、「樊纓，十有再就」，

應當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20  如敖繼公云：「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也。」（見胡培翬：《儀禮正義》引，頁 1844）孫詒讓《周

禮正義》亦云：「賈子《新書．審微》篇亦云：『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若然，則大夫以下不得

有樊纓。〈士喪禮〉有纓而無樊，就數又少，明與諸侯以上禮異矣。」見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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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賈逵（30-101）、馬融（79-166）及其餘漢晉儒者之說 

賈逵及馬融皆以為，纓是當膺（胸）之革帶，而 則為與纓相連之采飾。《周禮．

巾車》賈公彥（生卒年不詳）疏引賈、馬說云： 

鞶（引者按：作「鞶」，從鄭玄說。當作「樊」或「繁」21）纓，馬飾，

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22 

賈逵、馬融皆曾為《周禮》解詁，此文釋讀的對象相信也是〈巾車〉的「樊纓」。「十

有二帀」，即十二成。對照上引〈既夕禮〉「纓三就」及〈巾車〉「樊纓十有再就」，「十

有二帀」所描述的，應是馬纓之飾。而「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則針對「樊」而言。

「樊」「纓」俱在馬胸之前，關係密切，以某種形式互相聯繫。「毛」，正字當作「氂」，

毛牛尾即《說文》在「氂」下所說的「犛牛尾」23。犛牛尾為飾，應呈穗狀，注中

未言用何色24。以犛牛尾為飾，還見於「纛」上。鄭眾（?-83）將《周禮．地官．鄉

師》的「纛」比擬為漢時所見的「羽葆幢」25。所謂「羽葆幢」，羽指鳥羽，葆如蓋，

幢即杠（橦，旗杆），合而言之，羽葆幢，就指注鳥羽於幢首，其形下垂若蓋然26。

羽保幢或用犛牛尾製成。蔡邕（133-192）《獨斷》釋纛云：「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

在左騑馬頭上。」27 纛的作用在於指麾輓柩之役，使其行列進退得宜。纛見於考古

發掘，如秦始皇陵 2 號車的右驂在額頂立一裝纓的銅杆，蓋即此物，用於自右向左

折旋時起帶頭作用（見圖 3）。28「塗」，即後世說的鍍。「金塗十二重」，指在表面上

用金鍍附十二層。據梁蕭子顯（489-537）《南齊書．輿服志》所記，古「繁纓」形

制，是「金塗紫皮，紫真毦，橫在馬膺前。」29 按此推想，用金塗附皮革，作為「纓」，

                                                
21  孫詒讓云：「賈、馬及先鄭蓋並讀樊為 ，賈疏引賈、馬乃從後鄭作鞶者，誤也。」指出賈疏采鄭

君樊為鞶之說，故誤將「樊」寫作「鞶」。詳《周禮正義》，頁 2147。 
22  賈公彥：《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413。 
2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53。 
24  《宋史．儀衛志六》云：「纓以紅、黃犛牛尾。」 
2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826。 
26  詳參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827-828。 
27  詳參林昌彝：《三禮通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 211，頁 256。 
28  孫機：〈始皇陵 2 號銅車對車制研究的新啟示〉，《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

頁 11。 
29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 17，頁 334。又，范曄《後漢書．輿服志上》

有「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志第 29，

頁 3644。《晉書．輿服志》亦有「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見《晉書》（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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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毦」（通「旄」，蓋即犛牛尾30），當是與纓相連的繁，二者相屬，橫掛於馬膺

之前。由是而知，「樊」「纓」相連，固可合稱，但兩者在材料和形制上都存在差異，

應予分辨。 
鄭眾釋讀的「纓」字，意思跟賈、馬比較起來，同中有異。鄭玄注《周禮．巾

車》引鄭眾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

胸，以削革為之。』」31「以削革為之」，蓋指取皮革剪裁縫綴以製成其物。至於形

狀如何，鄭眾未有交代。應該說，鄭眾與賈逵、馬融雖同以纓為當胸之革帶，但所

言飾物的材料及製作方式容有不同。 
以「纓」為當胸之革帶，除鄭眾（及所引《禮經》家」）、賈逵、馬融外，漢晉

學者普遍有此主張。32《毛傳》亦以膺、纓為當胸之革帶，故訓《小雅．采芑》之

「鉤膺」為「樊纓」，又解《秦風．小戎》「鏤膺」之「膺」為「馬帶」。33 也有注

家表明這種馬胸之帶的飾物就是漢晉時的「索帬」。杜預（222-284）注《左傳》桓

公二年「鞶、厲、游、纓」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

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34 孔穎達（574-648）《疏》引服虔（生卒年不

詳）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35 服虔以今物比擬古物，說「纓如索帬」，

把漢時天子大駕馬膺的索帬看成古纓的遺象。蔡邕《獨斷》也說：「繁纓在馬膺前，

如索裙者是也。」36 不同的是，服虔單稱「纓」，兼包繁纓，而蔡邕跟賈逵、馬融

一樣，連言「繁」「纓」。依此說，馬胸之帶及其飾，稱為「纓」，而「繁」與「纓」

                                                                                                                                 
1974 年），卷 25，頁 754。「金就」指用金黃色綢緞紮的球狀飾物。 

30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經云干旄、建旄、設旄、右秉白旄、羽旄、齒革干戚羽旄，今字或

有誤作毛者，古注皆云：旄牛尾也。旄牛即犛牛。犛牛之尾名氂，以氂為幢曰旄，因之呼氂為旄。」

（頁 53） 
31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142。 
32  劉熙《釋名．釋車第二十四》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見任繼昉纂：《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頁 426-427。釋

纓為鞅帶，即頸靼，與賈、馬略異，至若解纓下飾曰「樊飾」，則與賈、馬相近。 
33  陳奐：《詩毛氏傳疏》（北京：北京中國書店，1984 年），卷 17，頁 22b。東漢之時，以馬引車的

裝置，是用靳靷結合的方式。馬胸前的靳，「先秦時稱膺，或為當膺；上面鑲有銅飾，又稱鉤膺、

鏤膺，所謂『鉤膺濯濯』是也。東漢時，胷膺互訓，故又稱當胷、檔胸、樊纓，均為一物，即馬

革大帶也。」詳參王振鐸：《東漢車制復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68。 
34  《十三經注疏．左傳注疏》，頁 9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纓即馬鞅，馬頸上之革用以駕車

者。杜《注》謂纓在馬胸前，恐誤。」（頁 88） 
35  《十三經注疏．左傳注疏》，頁 94。 
36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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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聯繫，一體二物，自可連言。也就是說，單說「纓」，固多指稱纓（革帶）及其

本身的裝飾。連言「繁纓」，無疑就指「纓」及與之相連的「繁」。稱名不同，其實

或別或不別。漢晉間人好言「索帬」，可惜沒有談及其物的形制。按字面理解，「索」

蓋指絲條，「帬」同裙，表披帶之意，索裙似是用絲條製成披帶於馬胸前的飾物。出

土漢晉陶馬，有胸前披帶飾物者，近人孫機認定是「索裙」狀的繁纓（見圖 4）。37 漢

晉人說的索帬只為天子大駕所有，此等出土陶馬胸前的飾物，是否就是索帬，還需

要有更確鑿的證明。 
「繁纓」連言，也見於《左傳》。《左傳》記成公二年，衛侯孫良夫等率師與齊

人打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了孫良夫，衛人賞之以邑，他卻推辭，「請曲縣、繁纓以

朝」，並得到衛人的答應。孔子（前 551-前 479）聽聞此事後，非常憤慨，說：「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38 孔子之辭，語重心長，闡明了禮的重大意義，也揭示了「繁纓」並

非尋常物，而是標誌着國君名分的禮器，絕非臣人所當有。賈誼（前 200-前 168）

《新書．審微》云：「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

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39 點明

「繁纓」是諸侯以上車駕的飾物。上引〈既夕禮〉所薦馬，有纓而無樊（或繁），因

士禮故。又，《國語．晉語二》說夷吾出亡，「懷挾嬰纕」40，同樣是有纓無繁。斯

皆國君以下不得有「繁纓」之證。 

                                                
37  孫機〈從胸式繫駕法到鞍套式繫駕法――我國古代車制略說〉說：「繁纓又作樊纓或鞶纓，是一種

裝飾品。賈誼《新書．審微篇》：『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釋名．釋車》：『鞅，嬰也。……其下

飾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周禮．巾車》賈公彥疏引賈逵、馬融說云：『鞶纓，馬飾，

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旄牛尾金涂十二重。』可見它是綴在纓即鞅下面的。它的式樣如蔡邕《獨

斷》所說：『繁纓在馬膺前，如索裙。』又《孔子家語．正論篇》王肅注亦云：『馬纓，當膺，似

索裙。』這種索裙狀的繁纓在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所出陶冠服騎俑上可以看到。但古文獻中又有

關於繁纓之就數（就即重，即匝，指條數）的等級的記載，如〈巾車〉所說的十二就、九就、七

就等。《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傅玄〈乘輿馬賦〉注云：『繁纓飾以旄牛尾，金涂十二重。』

可見它有時又用牦牛尾做成穗狀。這樣的繁纓在一件傳世的漢代陶馬上也發現過。總之，它和曳

車承力的鞅雖有關連，但二者並不是一件東西。」見《考古》，1980 年第 5 期，頁 452。又詳孫機：

〈兩唐書輿（車）服志校釋稿〉，《中國古輿服論叢》，頁 257-8。 
3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788。 
39  吳云、李春台校注：《賈誼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64。 
40  韋昭注云：「嬰，馬纓。瓖，馬帶。」見董增齡：《國語正義》（成都：巴蜀書社，1985 年），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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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晉諸儒所持各說，略如上述，其實質含意不盡如孫氏所言。即使被孫氏推許

為「最塙」的「許義」，也不必如孫氏所說。許君釋「 」為「馬髦飾」，其飾如何？

實未可知。所可知者，許君既然引《左傳》「旌繁」為證，理應認定「繁」為諸侯以

上的盛飾。段氏根據「 」字形義，推想「 」是用眾多絲線編織而成的穗狀飾物，

但也沒有將「 」與任何一種漢以後人所說的馬飾牽合起來，做法嚴謹可取。反觀

孫氏，在肯定許說的同時，還對「許義」別有一番「發明」，坐實「 」即馬冠，認

為經典之「 」義並無別。 
今考《說文》，馬冠專字作「 」。《說文》「 」下云：「匘蓋也。象皮包覆匘，

下有兩臂，而 在下，讀若范。」41 段玉裁注云： 

司馬彪《輿服志》：「乘輿金錽。」劉昭引蔡邕《獨斷》曰：「金錽者，

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薛綜注〈東京賦〉同。按：

在馬髦前，則正在馬之匘蓋。其字本作金 ，或加金旁耳。馬融〈廣成頌〉：

「揚金 而拖玉瓖」，字正作 ，可證。〈西京賦〉：「璿弁玉纓」，薛曰：「弁，

馬冠叉髦也。」徐廣說金錽云：「金為馬叉髦。」然則弁也，叉髦也， 也，

一也。……《玉篇》又誤作金騣，皆音子公反，非也。42 

段氏此段注文，釐清了馬冠之本字、形制、別名。文中引述的〈西京賦〉寫天子車

馬有「璿弁玉纓」，此語出自《左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初，楚子玉自為

瓊弁、玉纓，未之服也。」43「瓊」與「璿」，古書多相亂。此「瓊」字原當作「璿」。

《說文》云：「璿，美玉也。」並引《左傳》此文為證，正作「璿弁玉纓」44。璿弁、

玉纓，服虔注云：「馬飾也。」薛琮（生卒年不詳）注〈西京賦〉，據鄭玄《周禮注》，

釋「纓」為馬鞅（馬頸之革），「玉纓」即以玉飾纓；釋「弁」為馬冠，「叉髦以璿玉

作之」。45「叉髦」一詞，可與考古發現相印證。秦始皇陵銅車馬中，除兩車的右驂

馬額頂縛有纛外，其餘六匹銅馬的額頂上均有一朵「人」字形鬃花。黨士學〈秦陵

銅車馬具馬飾擷考〉認為這些鬃花就是文獻上所見的「叉髦」。「叉」取其分叉歧出

之義，人形鬃花與此相符。馬冠雖與叉髦有關，但並非如段《注》所言是同物異名。

                                                
4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33。 
42  同上注。 
4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467。 
4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1。 
45  詳參沈欽韓：《左傳補注》，見《清經解續編》，第 3 冊，卷 588，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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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秦兵馬俑坑出土的陶質車馬和騎兵鞍馬，同樣有人形鬃花（見圖 5），不獨見

於皇帝乘輿之上。馬冠還必須配有金或玉造成的飾物。孫機〈中國古獨輈馬車的結

構〉認為在出土物中可以找到實物馬冠，他說： 

裝在馬身上的銅件，有的純屬裝飾品，馬冠（錽）即為其一，和鑾一樣，

始見於西周。冠體應是一個皮套子，出土時皆已朽失不存，但附在上面的銅

獸面卻保存了下來，有合鑄為一體的，也有耳目鼻分鑄的。此物流行時間比

較短，春秋時已不再出現。46 

說春秋時馬冠已不再出現，考古發掘所見或許如是。在缺乏更多實物佐證的情況下，

要想弄清楚先秦時期的馬冠的模樣，著實不易。綜合前人的描述，可以確鑿無疑的

是，馬冠著於馬匘蓋上，在馬髦之前的馬頭上，其所處部位與作為馬髦飾的「 」

顯然不合。再者，若「 」與「 」果是同物，許慎何不直接解「 」為馬冠？段

玉裁也無此說。就是在蔡邕《獨斷》裏，「馬冠」與「繁纓」也是並列分釋，足見在

許慎和蔡邕等漢人看來，二者顯非一物。後人不辨馬冠與繁纓，混淆二物，難免治

絲而棼之之病。47 
由此可見，孫詒讓解「 」為「錽」或「弁」，即馬冠，違背了許慎的原意。孫

氏還推衍己說，比附冠的形制而擬出「 」的整體結構。按照他的構擬，鍚充當冠

武；「 」前與錫連屬，再後接到馬背之革，跨越馬髦之上，充當冠梁；又用縫綴的

革帶從下繞着馬胸而上，充當冠纓；纓下有冠緌。如是說來，馬冠就不是單一的實

在的飾物，而是統攝鍚、 、纓三者而成的純粹虛擬的東西。此說實為孫氏所獨創，

是想當然的產物，不能視為實物的描繪，構思雖巧，而實不可信，不特與前人所言

多有不合，更無法合理地解釋像《左傳》「璿弁玉纓」以「弁」、「纓」並稱的文例。 

                                                
46  孫機：〈中國古獨輈馬車的結構〉，《中國古輿服論叢》，頁 42。其〈兩唐書輿（車）服志校釋稿〉

在「金錽。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鍚。鞶纓十二就」下又說：「西周、春秋時的錽即馬冠，在出土物

中有其實例，但到了戰國以後就不再出現。兩志所記，尚不知其所指。至於《蠻書》附錄所稱金

鍐，也應別是一物，不會和先秦時的馬冠相同。」見《中國古輿服論叢》，頁 256。 
47  如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云：「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

京賦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 』，云：『馬髦飾也。』

是繁為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為之，非纓也。」見《清經解》，第 7 冊，卷 1279，頁 369。竹添光鴻

《左傳會箋》持說幾同，云：「薛宗〈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飾之。』《說文》

作『 』，云：『馬髦飾也。』是繁為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為之。非纓也。纓，馬鞅也。」見《左

傳會箋》，第 30，頁 47。 



《能仁學報》第十四期 

 

38 

馬冠與馬髦飾，義不相當，不宜混而同之、視為一物，已如上述。黨先生謂孫

說精當，恐非的論。黨先生援引孫說佐證自己的想法，殊不知在孫氏意中之「 」，

絕非他所說的「馬額頂的穗狀纓絡」。根據黨先生的理解，修復者認為，秦始皇陵銅

車馬剩下的四枚纓絡，原來就是用銅絲鏈懸掛於四匹馬頭頂鬃花根部的勒帶上。48 
其實，黨先生引述的修復者的文字，只說在耳根及鬃花根部殘存一些細銅鏈，因而

推想這些細銅鏈一端與纓絡相連，另一端掛於勒的最上部的鏈條。至於細銅鏈與纓

絡如何連屬，修復者並沒有清楚交代。馬勒喉部下方的那四枚纓絡都掛在掛鈎上49

（見圖 3），這四枚纓絡理應也懸於掛鈎之上，可是，修復者除了說八匹馬的勒上都

發現了掛鈎的殘迹以外，隻言不提掛鈎的具體位置及數目。因此，黨先生所言是否

合乎修復者原意，恐怕還有待進一步的證明。 
其實，古今學者對「樊纓」的解讀，以陳奐（1786-1863）之說最為有見。陳奐

《詩毛氏傳疏》云： 

樊者，纓之飾。（引者按：下引《周禮》鄭司農注、賈疏引賈馬文、《說

文》說「 」，此處從略） ，今俗作繁。樊為假借字。漢之羽葆幢，以犛

牛尾為之，如斗，在乘輿左騑馬頭上。馬纓飾，其狀相似。是謂之 纓，亦

與旌竿析羽注旄首相似。故哀二十三年《左傳》言薦夫人馬，稱旌 。蔡邕

《獨斷》云：「 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方言》：「帬，陳魏之閒謂之帔，

自關而東或謂之襬。」蔡以漢索帬比況 纓，皆謂下垂 多之狀。〈既夕禮〉：

「薦馬，纓三就。」〈記〉：「纓轡貝勒，縣于衡。」又，〈晉語〉：「亡人之所

懷挾纓纕。」韋注：「纓，馬纓也。」〈既夕〉，士禮，夷吾出亡，未立為君，

故馬皆有纓而無 。成二年《左傳》：衛仲叔于奚請 纓以朝。《新書．審微

篇》云：「 纓者，君之駕飾也。」是 纓為尊者之馬飾。馬有 纓，猶人

有緌纓。緌與纓異材，賤者止有冠纓，尊者以緌為飾。人之纓結頷下，馬之

纓結胷前。〈小戎〉《傳》：「膺，馬帶也。」纓即馬帶，以革為之。 下垂，

其上有鉤，金以為飾。50 

                                                
48  黨士學：〈秦陵銅車馬具馬飾擷考〉，載：http://www.bmy.com.cn/contents/10/3303.html。 
49  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以為「秦始皇陵出土二號銅車馬。

兩驂馬有兩鏤金之革套環。一在頸部，下垂纓，此即樊纓；一在腹部，此即大帶，亦稱鞶帶，又

謂之韅。」（頁 1045）二號銅馬頸部和腹部各有鏤金之革套環，但上無掛鉤，恐非掛樊纓之處。 
50  陳奐：《詩毛氏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 年），卷 17，頁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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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奐此文考證精審，可以確信者有三：（1）纓為馬帶， 為纓飾，其上有鉤，金以

為飾， 纓可以連言；（2） 形狀與犛牛尾相似，取其下垂繁多之義，《左傳》「稱

旌繁」之「繁」即用此義；（3） 纓為尊者馬飾，猶人有緌纓。許慎《說文》引「旌

繁」以說「 」，說是「馬髦飾」，而段玉裁更具體地說「蓋集絲絛下垂為飾曰 」。

陳奐以犛牛尾比況「 」，正合段義。如取許君之說，仍以「旌繁」之「繁」為馬髦

之飾，它可能是犛毛尾狀的垂飾，只是不像繁纓般施於馬膺之前而已，但應同樣具

備標誌尊者身份的作用51。 

（四）「旌」字之取義 

〈師虎簋〉銘文：「載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嫡官司左右戲 荊」，郭沫若（1892-1978）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云： 

「左右戲 荊」，許翰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

惟此銘足以當之。」案與〈師 簋〉「耤 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辭

例相同。東西偏即左右戲， 荊則當與僕馭等相當。 當即馬飾 纓之 ，

荊蓋叚為旌。《左傳》哀廿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可以稱旌 乎？」 荊與旌 殆是一事。52 

郭沫若推想，〈師虎簋〉「 荊」與《左傳》「旌繁」相當，認為「 」就是馬飾。至

於「荊」（假為「旌」）究為何物，與「 」又有甚麼關係，郭氏一概未有申說。53 陳

夢家（1911-1966）釋《師虎簋》之「繁荊」云： 

繁荊，郭沫若謂即《左傳》哀廿三之「旌繁」，杜預注云：「繁，馬飾繁

纓也。」〈東京賦〉曰：「咸龍旂而繁纓」，〈七啟〉曰：「飾玉路之繁纓」，是

繁纓與旂相屬，《周禮．巾車》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是樊纓與旌旗皆車上相屬之物。荊，《說文》以

                                                
51  《左傳》成公二年「請曲縣、繁纓以朝」，楊伯峻注云：「繁音盤，《說文》作 ，馬鬣毛前裝飾，

亦諸侯之禮。詳《周禮．春官．巾車》孫詒讓《正義》。」（見《春秋左傳注》，頁 788）謂馬鬣毛

前裝飾，亦諸侯之禮，未知是否有根據還是推想。 
5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8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73b-74a。 
53  楊伯峻曾引錄郭說後，但沒有進一步探討，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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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楚木」，《漢書．郊祀志》「以牡書幡。」《注》云：「作幡柄也。」荊猶

竿也。是左右戲、繁、荊應分讀為大麾繁纓與旗竿。54 

陳氏分「繁」與「旌」為二物，可以無疑。其說「荊」字，則不取郭氏假為「旌」

字之說，而是依文直解，謂「荊」是旗竿。然而，旗竿不當稱「荊」，此字還是當作

「旌」字來看比較容易理解。至於馬承源（1928-2004）讀「繁荊」為「繁纓」，說：

「荊從刑聲，與纓為旁紐同部字，如讀若見紐音，則亦聲之通轉。」55「荊」與「纓」，

古音的確相當接近，固可通假。但正如陳夢家所引〈巾車〉之文，足以證明「繁」

與「旌」都是古車馬上的重要部分，應該分開來看，「繁」為馬髦飾物，「荊」假作

「旌」，指車上的旌旗。 
旌是銘旌一類的旗幟。古代各級喪禮，都設有旗幟，只是因應死者階層的不同，

數目或樣式有所區別而已。據〈既夕禮．記〉，車上「載旜」，鄭玄注云：「旜，旌旗

之屬，通帛為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56 鄭《注》說明了出殯時，就是士，也

可以在乘車上插旌旗，還容許攝盛，借用孤卿之旗。又，《周禮．春官．巾車》云：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玄釋此「旌」云：「所執者銘旌。」賈公彥《疏》云： 

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

而有乘車所建旃，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旃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

遣車，故無廞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

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旃，大夫亦應攝盛用旃，是一也。又有廞旌，又

有銘旌也。 

孫詒讓《周禮正義》云： 

賈《疏》大夫以上葬有三旌，〈檀弓〉孔《疏》引熊安生說同。鄭知巾

車所持是銘旌者，大常建于車，不須人持，廞旌《司常．注》謂行廞車時脫

之，故知巾車持旌，非彼二旌也。57 

從上述可見，出葬之禮，士有二旌，包括旃及銘旌。大夫以上則有三旌，除銘旌外，

                                                
54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六）》，王夢旦主編：《金文論文選》（香港：諸大書店，1968 年），頁 279。 
55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68。 
56  胡培翬：《儀禮正義》，頁 1953。 
57  上引《周禮》鄭《注》、賈《疏》及孫詒讓文，見《周禮正義》，頁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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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廞旌及大常。〈司常〉云：「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鄭注云：「葬云建之，

則行廞車解說之。」說明廞車之旌的設置方式。廞旌在陳廟即將出殯時建於遣車上，

前往壙穴途中，則除下來，使人執持，到入壙後，才再張舉起來。58 三種旌旗之中，

銘旌是喪禮所必備，不論哪個階層都不能缺少。《儀禮．士喪禮》云：「為銘，各以

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 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鄭玄《注》云：「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古以

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無旗，不命之士也。」59 所謂「銘旌」，簡單地說，

就是表識死者姓名的旌幡。這種旌旗與一般的不同，它很可能具有招魂的作用。由

於銘旌由絲麻織成，容易朽蝕，現在很難看到先秦的實物。近年考古發現的銘旌都

是漢代的，如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及九號墓各出土旌幡帛畫一幅，其他像武威磨咀

子漢墓也出土了多張銘旌。60 然則，《左傳》此處的「旌」是指哪一旌呢？當時，

宋景曹應依諸侯夫人規格舉喪，所用旌旗當為三旌。按照孫詒讓的看法，三旌中銘

旌使人持之，出殯時走在載柩之車前面，作為先導。這樣看來，銘旌與車馬的關係

較疏。三旌之中，以建於車上的旌旗，最有可能與這裏的「旌」相當，究竟是兩旌

中的哪一旌，卻怕不好說。 

（五）結論 

《左傳》記宋景曹卒後，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冉求轉達季氏之辭中提及「旌

繁」一語。據《說文》及段注，此「繁」字係俗字，正字當作「 」，經典如《周禮》

或借「樊」字為之。其義當如許君所言，即馬髦上飾。此字從糸，又引申為繁多之

義，段玉裁據此推斷其物是「集絲絛下垂為飾」，由是其材其形，俱可知曉。依賈逵、

馬融之說，繁纓都在馬胸前，互相連屬，可視為一體二物，故可單稱纓，亦可連言

繁纓。纓指馬胸之革帶及其飾，尊卑所同，只是名位不同，采數與就數亦異。而繁

是諸侯以上的馬飾，或以為犛牛尾，或將之比況為漢晉時的索帬，兩義差近，皆指

穗狀飾物，合乎段注「集絲絛下垂為飾」的基本定義。謂繁是犛牛尾，既近其實，

其形亦較易掌握。秦始皇陵銅馬掛於喉部下方及所在部位尚待確定的穗狀纓絡，以

                                                
58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2221。 
59  胡培翬：《儀禮正義》，頁 1664。 
60  參考李如森：《漢代喪葬制度》（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頁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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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馬頭上的纛，狀甚相似，可資佐證。可以說，「旌繁」之「繁」與繁纓之「繁」應

是一物，只是所在部位不同而已。「旌繁」連舉，繁既為馬飾，則旌是建於送葬或隨

葬車上的旌旗。 

附圖 

圖 1：秦始皇陵 2 號車銅馬 

 
見孟劍明：《夢幻的軍團》（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 年），頁 31。 

圖 2：諸侯繅藉 

 
見聶崇義纂輯、丁鼎點校解說：《新定三禮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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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秦始皇陵 2 號車右驂額頂上的纛 

 
見孟劍明：《夢幻的軍團》（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 年），頁 38。 

圖 4：「索帬」 

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出土冠服騎俑上所見如「索裙」狀的繁纓 

 

漢代陶馬上的繁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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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機構擬周代駟馬車綜合復原圖 

 

（以上三圖見孫機《從胸式繫駕法到鞍套式繫駕法》） 

圖 5：秦兵馬俑坑出土陶馬人形鬃花 

 

見孟劍明：《夢幻的軍團》（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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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EXACTLY DOES JINGFAN IN ZUOZHUAN REFER TO? 

 HSU TZU PIN * 

Abstract The Zuozhuan 左傳 records that when Jing Cao 景曹 of Song 宋 
died, Ji Kangzi 季康子 sent Ran You 冉有 to mourn and offer horses, during 
which Ran You’s citation of Ji’s words mentions the term jingfan 旌繁.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term in multiple classical texts, and basing 
on both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oncludes that fan 繁 refers to a 
peytral-like chest decoration for horses, whereas jing 旌 denotes the flag used in 
funeral services. 

Keywords Zuozhuan, ritual, fu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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