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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除了美食及科技闻名于世外，日本人温文和善、富有传统特色的

礼仪更是享负盛名。由于历史及地理关系，日本的传统礼仪大多受到中国

唐朝时的礼仪所影响。

在 JENESYS 的日本交流之旅中，我们亲身体验到日本人的待客之道，
其有善、有礼的态度带给我们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因此，我们希望借着下

文介绍日本的传统礼仪及衍生出来的传统活动(茶道及花道)，宣扬日本人
良好的民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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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礼仪

日本人在交际应酬之中对打扮十分严谨，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

都很注重自己的衣着。在商务交往、政务活动以及对外场合中男子和大多数中青

年妇女多穿西服，男子穿西服通常都系领带。在民间活动时，他们有时会穿国服

——和服。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装，为一种带有相当长的袖套的 T字型长袍，
袍底垂及脚踝。和服的穿著方式是右衽（左至右包，左襟在上。死者的和服为左

衽）再加上一条布制腰带（帯）从后束紧。穿着和服时通常要配上一对称为足袋

的分趾布袜，以及一对日式木屐（下駄）或草履。妇女穿和服时，还必须腰系彩

带，腰后加上一个小软托，并且手中打伞。根据年龄、婚姻状况以及身份地位的

差别，和服的色彩、图案、款式、面料乃至穿着方法也不尽相同，需要准确区分。

日本妇女喜欢描眉，她们普遍爱画略有弯度的细眉，认为这种最具现代女性的气

质。

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衣着上必须注意四点：

1、日本人认为衣着不整齐便意味着没有教养，或是不尊重交往对象。所以，在

与日本人会面时，一般不宜穿着过分随便，特别是不要光脚或穿背心；

2、到日本人家里做客时，进入「玄关」后要先脱下大衣、风衣和鞋子，同时鞋

子要朝外摆放整齐；

3、拜访日本人时，切勿未经主人许可，而自行脱去外衣；

4、参加庆典或仪式时，不论天气多么热，都要穿套装或套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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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的礼仪

站立或走路的方法

良好的站姿可说是举止优雅的基本。缩下巴、收小腹挺直身体来站正，走路时注

意不要弄乱下襬，上下楼梯时要谨慎的让身体稍微向前倾但须注意不要让人看到

太多后小腿。

坐下的方法

跪坐时须注意不要让外襟产生皱折，上半身轻轻的收一点下巴放松肩膀，保持坐

姿的端正，坐椅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腰带碰到椅背慢慢的坐下，伸直身体手

轻轻的放在膝盖上，如果穿的是长袖和服就要注意不要让袖子接触到地面，可以

将袖子放在膝盖上，而脚为了不要让下摆岔开需并拢，还有须注意不要让前摆拉

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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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礼仪

长者宾客先进

一伙人来到餐厅，应该哪一位先行，哪一位先入席？通常是年纪最大的。倘是黄花

闺女的中年女性，会否觉得是崩口人忌崩口碗？

若有宾客的话，就由宾客先行，与年纪无关。一旦主人邀请你先行，你不单要开心

顺从，还要轻轻鞠躬，表示感谢。

以「多谢」为始为终

礼多人不怪，礼少反而令人觉得你奇怪。在真正用膳之前，说些客气话，就算不太

实际，倒不会惹人反感。起筷之前，可以说「Itadaki-masu」，表示多谢款待，虽

然厨师听不到你的感谢，账单也是各自付的，但不紧要；吃过饭后，就说

「Gochisou-sama」，表示很好吃、很多谢，真的好不好吃，不太重要。

看过日剧的朋友，都发觉所有的男女演员，一旦把食物放入口，就会睁大双眼或瞇

起双眼，神采飞扬地说「oishii」，这真是习以为常的餐桌礼仪，食物味道如何，是

另一回事，那一句「oishii」，正是饭局主持人和厨师期望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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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使用守则

 拿筷子的尾端，而不是在中间或前三分之一段

 当你不用筷子时或者吃完饭的时候，将它并拢并前端朝向左手边放在自己前面

 不要用筷子插进食物，特别是插进米饭里。只有在葬礼时，才会把筷子插进饭

里并放在死者的灵前

 不要直接用自己的筷子递食物到另一个人的筷子前。只有在丧礼捡火化后的骨

灰时，才用这种人传人的方法捡

 不要用筷子戳食物

 不要用筷子去指东西或人

 不要把筷子在空中晃来晃去或是把玩它

 不要用筷子去移动盘子或碗

 要把一片食物分成两部分时，要把两只筷子反方向移动，要努力控制施加在筷

子上的力道。这需要多多练习

 如果你已经用过筷子了，要再从大盘中拿食物到自己的盘子中时，要用筷子反

面那端去拿

5



「殊殊」声的赞美

无论是饮汤或食汤面，一边吃一边发出「殊殊」声，不单被广泛接受，还被视为一

种对厨师的赞美，这方面与西方礼仪简直是南辕北辙。

寿司一件一口

吃寿司可以用筷子或徒手。一般而言，握寿司是要求食客一口吃掉，一旦把寿司分

成数口才吃掉，会完完全全破坏寿司的美丽外形，变成一摊稀巴烂。

吃得一粒不漏

把碟上或碗内的食品一粒不漏地吃掉，被视为对饭局主人的尊重，亦是对厨师的赞

扬。若是饭局主人是一位对你很重要的人，就算你饱得要命，倒要坚持到最后一粒

饭。因此，请及早留意饭局的性质，必要时带着空肚子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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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就回到原位

吃完饭后，尽量把眼前的杯碟碗筷回复上台时的原貌，例如把碟碗放回原本位置，

并盖上原有的碗盖，火锅上原有的碗盖、火锅盖，把筷子放回原位等。

桌边守则

 在公共场合中擤鼻涕，且特别是在餐桌上，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饭前或饭局中谈及关于厕所和令人丧尽食欲的话题是很让

人讨厌的

 跟某些东亚国家不同，打嗝是视为不礼貌的行为

吃饭守则

 吃饭和喝汤时饭碗不可以放在桌上，要用手拿起饭碗进食

 吃饭时不可以把嘴唇放在碗边，应该用筷子把饭挟起才放进口中，不过吃泡饭

时例外

 不可用左手拿起放在右边的碗碟，应用右手拿起后才用左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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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与车厢内的礼仪

扶手电梯：

走上日本各个车站的扶手电梯，你会看到乘客们自律地靠左面的站着(在关东地

区和其它地区一般都站在左方，但是在关西地区刚好相反。)。这独特的礼貌文

化是方便赶急的乘客能在电梯右面前进，体现了日本人为他人着想，富有公德心

的风气。

车箱内：

日本人为了营造宁静而舒适的休息环境，在车厢上是禁止高声谈话及使用手提电

话。虽然车厢里没有任何标示提醒乘客安静，但当走进车厢时，大家都会自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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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低声调；有来电时，都会小声谈话，避免造成周围乘客的不快，并简短结束对

话，等下车之后再重新拨打给对方。

另外，在每卡车厢中，会有数行「专用席」(设立给长者、孕妇及伤残人士的优

先座)，当乘客看到这些有需要人士时，都会主动让位，可见日本人十分重视对

别人的尊重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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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语 (けいご)

日本是個禮儀之邦，除了在日常生活和特殊場面時有不同的禮儀要注意之外，就連所使

用的語言也有禮儀要注意。当要对其他人表达敬意的时候，日本人一般便会使用敬语。

敬语有多个级别之分，用来表示说话者、说话对象、话中人物之间的社会阶级、亲疏等

关系。

出席使用日语的许多社交场合必须使用敬语，以表达适当的身分关系和礼貌。日语的敬

语系统发达，部份概念与朝鲜语极为相似，也有和汉语类同之处。

需要使用敬语的场合:

1)说话人的年龄或社会地位处于下方,要对上面的人表示敬意时使用敬语.

2)初次见面时,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不亲密时、要对听话人表示敬意时用敬语.

3)内、外关系

这些也是在使用敬语时必须考虑的。

日语敬语一般可分为丁宁语、尊敬语和谦逊语。有时也可以再另分为郑重语和美化语两

类敬语。说话人会根据谈话内容以及对象，而使用相关的词汇或是动词变形。

丁宁语 ていねいご

尊敬说话对象

代表说话人礼貌的敬语，代表尊重说话对象。最大特征是词尾会使用「です」（desu）

和「ます」（-m asu）。一般和陌生人交流、电视节目主持人会使用丁宁语，母语不是

日语的初学者也多会先学丁宁语。

例子:

不用丁宁语 使用丁宁语

私は学生だ。

W atashiw a gakuseida.

私は学生です。

W atashiw a gakuseidesu.

我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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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语 そんけいご

尊敬话题里主体的人。用于受尊敬人的动作、物品、名称。

代表尊敬话题里施行行为的人。话题提及社会阶级较高的人，例如长辈、师长、上司、

客户等，便会使用尊敬语。提及说话人自身的时候，不用尊敬语。

对动作主体表示尊敬有四个方法:

1. 用特殊尊敬语动词，和一般用语完全不一样。例如动词「する」（suru，做），尊敬

语动词则为「なさる」（nasaru）。动词「話す」（hanasu，说），尊敬语动词则为

「おっしゃる」（ossharu）。

2. 使用「お……になる」句型。一般没有相应尊敬语的动词，也可以换成「ます形」

（连用形），前加「お」（o-）、后加「になる」（ninaru），使之成为尊敬语。例

如読む（yom u,读），尊敬语可以用「お読みになる」（o-yom ininaru）。

3. 使用「お……です」句型。将一般动词换成「ます形」（连用形），前加「お」（o-）、

后加「です」（desu），也成为尊敬语。例如読む（yom u,读），尊敬语可以用「お

読みです」（o-yom idesu）。

4. 动词被动形也可以当尊敬语使用。「読みましたか。」尊敬语亦可说成「読まれま

したか。」

谦逊语 けんそんご

又称谦让语，说话人通过谦虚地讲述、甚至是贬低话题中行为主体的动作，用来对接受

行为的人表示尊敬。行为主体是说话人自身的时候，也可以用谦让语。

谦逊语可以用特殊词汇来表示，例如自有一套动词。一般例如动词「する」（suru,做），

谦让语动词则为「いたす」（itasu）。一般动词「话す」（hanasu，说话），谦让语动

词则为「申す」（m ōsu）。

例子:

一般用语 使用谦逊语

私は友達を手伝う。

W atashiw a tom odachio tetsudau.

我帮朋友。

私は先生をお手伝いする。

W atashiw a senseio o-tetsudaisuru.

我帮老师。

11



郑重语   (丁重語 ていちょうご)

通过贬低话题里行为主体的动作，尊敬说话对象。

说话人描述自己行为的时候就可以使用郑重语，以谦逊的语气表达对听者的敬意。

郑重语可能自有一套动词。大部分用谦让语的词汇。可是应该一起用丁宁语「ます」。

例如动词「做」，一般为「する」，郑重语则为「いたす（いたします）」。「叫」一

般为「言う」，郑重语则为「申す（申します）」。有郑重语专门的词汇例如「有」，

一般为「いる」，谦逊语动词则为「おる（おります）」。

例子:

(本公司的)电车要来了。

 一般：電車が来る。

Densha ga kuru

 丁宁语：電車が来ます。

Densha ga kim asu.

 郑重语+丁宁语：電車が参ります。

Densha ga m airim asu

美化语 文雅地叙述事物的特殊的词汇。

在日本人眼中，如在一些场合使用不适合的日语，是十分失礼的事情。而错误地使用敬

语，更可能会被人视为修养不足。比如日本皇族或上流社会的人一定会使用敬语来表示

自己的高贵身份及高修养。所以当我们与日本人交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象和当时场

合而使用适当的日语，避免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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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茶道(CA H D O )，其实是一种茶叙的仪式，日本自古以来，称之为「茶之汤」

(CH A N O Y U )，而喝茶的叙会则称为 「茶会」(CH A K A I)。

茶道是由遣派往中国的日本僧侣，在中国的唐朝把佛教和茶一起带回日本的。公

元八零五年，传教大师自唐归日，带茶种播于比叡山麓，翌年著名的弘法大师亦

扔携回茶种由行脚僧遍传金国；其后由于平安时代末期，在源平氏相争之乱世下，

吃茶一度息微，直至公元一一九一年襌僧荣西把茶树从中国移植至九州岛，令茶

会再度兴起；而宇治至今仍为日本产茶中心。其后荣西着「吃茶养生记」一书，

把茶推许为寿灵丹。

至室町时代，大将军足利义政爱好喝茶，便委派能阿弥为将军府制定殿中的茶仪

式，从此茶叙的正式礼仪开始成立。但将这种茶之汤的形式礼法再进一步提升至

精神层面，却由其弟子村田珠光所创，他倡导的「茶襌一味」，将茶事一变成为

通过茶会仪式至自律、礼让谦恭的心境、为茶道开创先河。以往茶室的入口会按

客人身份的贵贱而分开，千休修订了不分贵贱全部都要从卑贱的入口进入，令每

个人在进行茶道时都以平等谦卑的心态来进行。茶室的摆设及茶花的配置均以朴

实为主，摒弃豪华的作风。千利休的弟子遍及各阶层，亦因此把茶道广泛地普及

至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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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利休偍倡「和敬清寂」亦成茶道的本义，而这四个字所包涵的茶道：

「和」是指人与大自然的调和。

「敬」是指由主客之间互相尊敬开始以至对任何事物都抱有谦敬之心。

「清」是指心无杂念，要令自己心意纯朴清静，无人世俗念，达至襌的意境。

「寂」更是由上述意境达至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无始无终的那种安祥宁静的感觉。

日本人称简洁纯朴美学为「佗」(W A BI)。为了配合这种美学及境界，茶室的内

外环境及布置都很考究。茶室大多是在在幽静的日式庭院内部。整个茶室的景致，

清流细石，树丛幽径的布置，不单是作为观赏之用，更为营造一寂寞之境，形作

茶道与俗世隔绝的一个区界。

茶会若按其举行季节时分可分为晓、朝茶、正午、饭后、夜咄、迹见、不时等合

称为「茶事七式」。

茶道的程序

1) 待客人依次入座后，亭主先后分三次将水指，茶碗、茶筅、茶杓、柄杓、盖

置等用具从准备室拿出来放于点前席前。

2) 向客人作礼后，按一定的方式折迭袱纱，象征式抹拭茶器及茶杓，以示净化。

3) 左手持柄杓、右手打开釜盖，杓热水注于碗内，将茶筅放入搅动、象征式清

洗茶筅及将茶碗弄暖，随后将废水倒去，用茶巾拭干茶碗，向客人作礼示意

开始沏茶。此时助手向客人奉上茶果子。

4) 用茶杓从枣内取出抹茶（一杓半）再注入热水。（柄杓最水后，只注入三份

二，余下三乒一放回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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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茶筅将抹茶与热水搅拌混和然后奉客；奉客时要将茶碗正面向着客人。 (

6) 客人品茶后，将茶碗归还，亭主取回茶碗后再注入沸水清洗，再为次客沏茶。

7) 待客人依次用茶完毕后，按序清洗茶碗抹干，再折迭袱纱抹拭茶杓皈枣，然

后从建水杓将冷水添加于釜内，再将茶具放回原位，茶会到此告一段落。

8) 亭主携用具退下，最后向众客作礼离开。但亦有茶会在收拾用具退出之前，

会让客人鉴赏茶杓和枣，鉴赏完毕后才收拾用具。

客人通常分主客和次客，入茶室后亦按主次入席，主客亦称为正客坐于最接近主

人家之席。客人进入茶室时通常先要鉴赏茶室内的挂轴字画及茶室插花。客人随

之按主次入席。当亭主开始沏茶时，客人取出怀纸，顺序各取食一件茶果子。当

亭主奉茶时亦先奉正客，客人取茶后，以左手托碗底，右手扶碗边通常要将茶碗

转动两次，将茶碗的正面花纹转回向着亭主以示礼貌。普通以三口半喝完碗内的

茶，并抹拭一下喝茶的碗口，鉴赏一下茶碗后交还茶碗。用茶完毕后，亦由正客

向主人提出鉴赏茶道具。主人携用具退场后，客人才顺序离开，茶会才告正式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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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艺术

花道简介

日本的花道，世界闻名，是一种很迷人的艺术。在日本，处处可以见到这种艺术

杰作。几乎到处都有一盆盆，一瓶瓶色彩艳丽，婀娜多姿的插花。 “花道”，也

叫做“华道”，“插花”，就是把剪下的树枝或花草经过艺术加工，放入容器中，使

之更绚丽的一种技术。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就热爱大自然。他们甚至对一朵花，也

要研究它的来龙去脉，观察它的形状姿态，喜爱它的千娇百媚。这种深刻重视植

物，甚至和植物心心相应的日本人特有精神，是发展花道艺术的最主要原因。花

道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佛教活动。唐宋时代，中国有向佛祖“供奉鲜花”的习俗，后

来这习俗和佛教一起传入日本。古代花瓶中端端正正地插着三枝代表佛法、僧的

花就是"三尊式"。这就是原始的花道，这种供花后来逐渐脱离宗教，成了室内的

摆设，并发展成为"立花"。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 中记载有当时

供花的记述，花枝要向着天空摆放，以表示诚与信。在日本，花道不是单纯的插

花，它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 起，被推崇为日本妇女的必修课。日本有许多花道

学校和培训班，每年有几百万女性学习插花技术，插花爱好者更是多达日本总人

口的四分之一，可见花道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花道艺术的三大要素

花道艺术的构成，有三大要素：色彩，形态，质感。

色彩

色彩是由明亮，色调，饱和度组成。颜色在花道中代表着不同的性格和感情，红

色热情，橙色喜欢，黄色愉快，绿色温和，蓝色敦厚，紫色忧郁。各色相配，产

生的效果也不同。

形态

形态是决定插花好坏的关键条件，具有位置性，方向性和运动性。具备了这三

“性”，就具备了平衡，也就产生了美感。决定平衡的主要因素是重感和方向。花

材经过艺术加工的变形而产生方向，有了方向就有了动力，产生力感，如果失去

了力，也就失去了作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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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

质感主要是指花材的气质，花材的气质犹如一个人的精神，没有气质的花材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做出一件美丽的插花艺术品的。

花道分类

花材

花材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木本花和枝，一类是草本花或枝。花材是自然生长的，

经过剪裁和艺术加工，要充分发挥其自然美，而且不能破坏这种自然美。

花型

悠久传统的花道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了种种样式。这种样式一般叫"花型"。现

在为日本人民继承下来的有"立花"、"生花"、"盛 花.投入"及"自由花"等。

立花

立花是将花立起来的意思，它要在瓶中表现山岭及平原上 多彩的花草树木。如

前所述，它来源于神佛前的供花，所以立花的特点是雄 伟、华丽而端庄。它是

以一枝直立的枝子为中心，在它下方周围的固定位置 上配上各种花枝而组成的

一大瓶花。立花构造比较复杂。一般多用数种甚至十数种花材构成，但近来也可

看到用不 同颜色的一种花材构成的立花。

生花

立花的名手之一的大树院以信，由不满足于逐渐形式化了的立花，创出了将花简

单地投入 瓶中的样式，称为"生花"。生花的特点有二：一是花器的水面象征着

大地或池沼的水面，为了表示植物的生长所以在花器的水面以上七、八公分的部

分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枝子。它彷佛是从地上长出一棵植物的样子。其次是主要

的三个枝子要构成三角形。此外由于预想阳光从右或左上方射下。所以从观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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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似乎可以看到植物的侧面，即能 看到花的向阳及背阴的两面。整个

花形的形成用三种花材。特殊的情况也有用多种花材的。

盛花、投入

"盛花"是花形像是用盘子盛着许多花而得名。 "投入"是将花枝投入细高的瓶中

（花枝靠在瓶口而直立）的意思。明治维新后，大量的色彩绚丽的洋花输入日本，

花道界不满足于旧有的生花形式，开始用洋花寻求新的样式，从盆景中受到启发，

利用洋花。在盘子形状的花器---"水盘"中，插出式样新颖的" 盛花"来。"盛花"

和"投入"除了前者是用盘状的广口花器，而" 投入"用形状细高的花器外，手法上

没有什么区别，最初都由三个主要的枝子构成。

盛花

投入

自由花

随着时代的进展，已经徒有其名，实际上盛花和投入已经不能截然分开，在一个

花器中有的花立着，有的花站着，有的花象盛花，所以产生了自由花的名字。自

由花没有立花和生花在花材等方面的种种制约。各流派只要合乎本派的基本型，

可以自由地大胆创新，它的特点除了色彩本位与自然本位外也很注意造型，是这

三者结合起来的的有现代化感觉的花形。在形态上它可以是直态，也可以是斜态

或垂态。吊在檐前或天花板上的"吊花"或挂在壁上或柱上的"挂花"都属于自由花。

自由花不仅花器多样化，花材上也引进了人工的物质。如在花中配上金银的纸或

金属物，有时还人工地令某种花材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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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精神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唐朝的佛堂供花，花道各流派其特色和规模虽各有千

秋，但基本点都是相通的，那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

贯穿于花道的仁义、礼仪、言行以及插花技艺 的基本造型、色彩、意境和神韵

之中。花道通过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的和谐统一来追求 “静、雅、美、真、

和”的意境。插花并不讲究花材的数量和花的华丽。在古代和现代的一些茶室里，

只插上一枝白梅或一轮向日葵等简单的花草就能营造一种幽雅、返朴归真的氛

围。另外插花的优劣还取决于插花的形态和不同的花材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精神，

例如蔷薇花象征美丽与纯洁，百合花代表圣洁与纯真，梅花象征高洁与坚毅等。

热爱大自然的日本人最爱的是樱花，因为这是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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