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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編輯委員會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原定每年一卷，每卷

最少一期，最多四期——須視來稿和捐款而定。 

第一卷第一期如期在 2015 年元月發行網路版，紙本

則延至 2016 年 4 月，在收到「陳仿林學術研究基金」捐

款後才印製，總算把第一卷第一期刊登出來。學會同仁隨

即寄送相關領域學人及各大學與圖書館，以作廣泛交流。

餘書約二百冊，將在４月８日的「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

會成立三週年暨 2017 年行政費用籌款餐會」中分贈與會

人士。    

第二卷原擬將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合辦「第一屆甲骨學

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分兩期收編，出版經費也

由「陳仿林學術研究基金」捐贈。第二卷第一期網路版本

應在 2017 年元月刊行，但因收稿緩慢，所以延至現在；

紙本則在 4 月 8 日的「籌款餐會」中與大家見面。第二

期將在 6月刊登網路版，紙本將於 7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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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上帝觀 

——兼論同時代以色列人的上帝觀及其發展—— 

周聯華 

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到了鄭州，一位先生很客氣地

問我，要不要去商城參觀？當時，我以為是商業的城市(逛街)，於是就婉謝了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弄錯了意思，真是無知得很。這位先生既是一位教

授，怎麼可能領我去逛街呢？其實他說的是商朝的城市。我應該接受他的好

意的，結果悔之晚矣！ 

後來我到了安陽，方知不但要看安陽，也要看商城；安陽是甲骨文的發

源地和寶庫。 

誰是上帝 

一、上帝是獨一無二之主宰 

讀聖經的人一定會得到肯定的印象：聖經中的上帝是獨神的，除了他以

外，沒有別的神；他是主，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這種想法在中國人的思想

中並不是一個突發奇想的觀念。神雖然有好多位，上帝卻始終是單數的，好像

尚書舜典中的：「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暫時不計較

「類」「禋」「望」「偏」等不同的獻祭，上帝、六宗（四時、寒暑、日、月、

星辰、水旱）、名山大川，和那些帝王聖賢有功於人民的「神」是有分別的。

上帝是獨一無二的，六宗、山川、群神是多數的，是不能與上帝抗衡的。 

我國早期的思想中，「天」的觀念非常濃厚，又似乎「天」是沒有位格

的一個原則，但是天有不同的解釋：一方面有自然界的天，另一方面「天」

與「上帝」是同義詞。好像國風鄘篇中的「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是

重複的同義詞的句子。這兩個名詞是指同一位上帝。書經益稷篇中「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可解釋作「上帝既然這麼眷顧我，天豈不重申令把

幸福給我嗎？」這裡「上帝」和「天」是一位，是非常明顯的用排偶句子來

表達。 

假如我們未曲解古書的話，那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可以解釋作天

造眾生萬物也有一定的原則。這與創世記的創造說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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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位上帝是偉大的，「巍巍乎，唯天為大」，世人在如此偉大的上帝

面前應該侍奉順服。我們讀到大雅文王篇的「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文王謹慎謙恭的服事上帝，就能得上帝所賜的福祚了。 

二、上帝是有位格的主宰 

一般人都認為上帝只是冥冥中的主宰而已。如果以此看法來讀聖經，當

然覺得聖經中的上帝是有位格，有喜怒等的情感，像「人」一般。 

但是，讀了大雅桑柔篇全篇以後，這種帝王在上帝面前為了旱災祈禱的

情緒，與聖經中的上帝不能再像了。首先提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認清

了「喪亂」是由天而來。然後他想盡了一切的供獻犧牲和圭壁的禮儀，仍然無

效，他只能發出「寧莫我聽」的呼聲了：「上帝呀，你為甚麼不聽我的禱告？」

一連幾節「旱既大甚」中描寫了災難的實況，但是任憑怎樣的獻祭，「上帝不

臨」，仍然不聽他的祈禱。於是，他發出「昊天上帝，則我不遺」「昊天上帝，

寧俾我遯」「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的呼聲了。最後，他以「瞻卯旱天」來結

束他的祈禱。 

國風終南篇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一連出現

三次，體裁與詩篇四二、四三篇及近代讚美詩之副歌非常相似—蒼天呀，你為

甚麼要毀滅我的「良人」呢？假如可以贖回的話，我情願用一百個人來贖回他

的。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是另一

個好例子：「驕人」非常快樂，「勞人」反倒憂愁了，蒼天呀，蒼天呀！請你

鑒察「驕人」，也請你憐恤「勞人」。可見天不但有位格，更是祈禱的對象。 

《論語》中的兩個例子也能看出上帝是有位格，而且是有情感的主。當

顏淵死了以後，孔子說：「噫，天喪予，天喪予。」這樣的感歎詞很難說上帝

是一位沒有位格的上帝了。當孔子見南子的時候，他的門生子路不高興了，於

是孔子急急忙忙的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這又是一個「天」是

有位格、有情感的例子。 

上帝的憤怒和上帝的後悔，常常引起國人的疑問，難道上帝還會發怒和改

變嗎？但是讀了「上帝板板篇」中的「敬天之怒」，知道我們要敬重上帝之威

怒，不敢有絲毫兒戲和猶豫。「敬天之渝」，天也會改變，不敢自滿自恣。 

三、以色列人曾有多神信仰 

以色列人只信一位神，就是耶和華上帝，那似乎是毫無問題的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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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觀察，答案沒有那麼單純，在以色列歷史的若干時期中，他們在耶

和華上帝以外，還相信別的神。 

我們對亞伯拉罕以前的人物，知道得不多。從亞伯拉罕起，才有比較詳

細的記載。根據創世記 12.1-2 的記載，呼召來自耶和華： 

耶和華對亞伯蘭(那時還沒有改名叫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這已經足夠說明，他信耶和華。假如他不相信耶和華的話，就不會遵守

命令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了。但是我們要問：為甚麼他非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不可？要他獨立，要他自成一族，要到應許之地…我們可以找出許多理由

來支持離開本地的學說，但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本地有另一宗教，本族的

父家也相信這個宗教，他會受到極大的威脅。 

亞伯拉罕原先住在迦勒底的吾珥(創 11.31)。根據近世考古學，吾珥有很

高大的「天宮廟」，單從下面走到最上層的「天宮」就有一百級臺階。這種金

字塔型的廟在兩河流域極為普遍，它的專有名詞是「齊古拉特(Ziggurat)」。這

些廟宇是用太陽晒乾的泥磚做成的，底下有很大的基層，然後逐漸縮小，下方

上尖，樓梯在外面。最頂上有神明的「天宮」。創世記十一章所記錄的巴別塔

也就是這一類的建築。這種建築並非為耶和華所造，但是這一項考古的發現幫

助我們明白，亞伯拉罕為什麼一定要離開本地，他的環境，也許連他的父家在

內也是信多神的。 

亞伯拉罕進了迦南地以後，最大的困難是迦南的神：巴力—主人，他是當

地許多神明的父，他是暴風之神，各地都供自己的巴力。他又是農業之神，可

使菜蔬五穀生長，牛羊繁殖。他們認為深秋巴力死了，到來春復活。這當然是

在未開化的地方，看到秋冬植物枯萎，樹葉落下，好似死去一般；到了春天又

開花，夏天又結果，不得不使人想到這些自然現象與神明之死生有關。不但迦

南的宗教如此，連加拉太省的大母教也是如此。巴力的崇拜包括巴力的祭司在

田間或在山上崇拜，代表民眾獻酒、油、初熟的果子，和頭胎的牛羊。這種崇

拜還有興奮和忘情的舞蹈及豐盛的筵席。遊牧民族兼且到處為家的以色列人何

嘗見過這等場面，很快就被吸引過去。 

除了巴力以外，還崇拜一位女性的神：亞舍拉。她是海洋女神，在舊約

中，和亞舍拉或這個字有關的名詞有四十次之多。單就列王記上 18.19，事奉

巴力的就有四百五十個先知，事奉亞舍拉的有四百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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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許多經文都記載了在邱壇上崇拜獻祭的事。以色列人進迦南以

後，與當地文化起了交流。四十年在曠野的流浪，使以色列人不知道何謂享樂，

一看到迦南人為巴力和亞舍拉立的邱壇，尤其在邱壇旁的社交生活、舞蹈和野

餐，當然趨之若騖。以色列人更別出心裁的在巴力的邱壇上也向耶和華獻祭(文

化交流這等於到觀音廟裡去守主日崇拜)。巴力是農稼的神，出埃及記不是明

文規定在收穫的時候要對耶和華獻祭嗎？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你要守除酵節，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期，吃無酵餅七天。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

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

勞碌得來初熟之物。並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節。一切的男丁要

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 

出 23.14-17 

在收割初熟麥子的時候要守七七節；又在年底要守收藏節。你們

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 

出 34.22-23 

這種「交流」的結果就造成了「耶羅波安在邱壇那裏建殿，將那不屬利未人的

凡民立為祭司。耶羅波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期，像在猶大的節期一樣，自己上

壇獻祭。他在伯特利也這樣向他所鑄的牛犢獻祭，又將立為邱壇的祭司安置在

伯特利。」(王上 12.31-32)他這麼做的原因是防止他的百姓南下到耶路撒冷去

守節崇拜。當時南北兩國初分，為了保持政治之獨立，不得不採取一些宗教上

的妥協措置，免得將來可能發生政治顛覆。不但是叫人民崇拜，耶羅波安還親

自領導。「…來到伯特利，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王上 13.1) 

這一些當然是人民所樂意的，他們也感到既是一樣的崇拜，何必要勞民

傷財到耶路撒冷去呢？上行下效是一定的道理，到了亞述王來攻擊北國的時

候，「以色列人...在他們所有的城邑，從瞭望樓直到堅固城，建築邱壇；在各

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立柱像和木偶；在邱壇上燒香……且事奉偶像……」(王

下 17.9-12) 

在亞哈為國王的時代，崇拜偶像之風更盛，他自己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

兒耶洗別為妻以後，更變本加厲，「事奉敬拜巴力……在廟裏為巴力築壇。亞

哈又做亞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怒氣，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諸

王更甚。」(閱王上 16.29-33)亞哈的王后甚至要殺所有耶和華手下的先知(王上

19.2)，而熱心信奉耶和華的內務大臣俄巴底，在風聞此事後，藏起了一百位

先知，而當時以利亞並不知情，認為所有的先知都被殺了，只剩下他一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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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9.10、14)，可見逼迫之甚。而真正逼迫之甚，可從耶和華回答以利亞中可

得知，耶和華說：「我在以色列人中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王上 19.18)在以色列的全國只有七千人沒有拜過巴力，

可見得拜巴力的風氣是何等熾盛了。相反的，在以利亞要求鬥法的時候，代表

著對方，事奉巴力的先知有四百五十個，耶洗別王后所供養、事奉亞舍拉的先

知有四百個之多。兩相比較，可以知道當時以色列拜巴力和亞舍拉的情況了。 

這些崇拜形成了先知攻擊的內容(參閱何 4.13，9.15，10.5、8；摩 2.8、

5.5；耶 7.31、19.13、32.35 等)。主前六二一年約西亞裝修聖殿，因之獲得上

帝之喜愛，使他獲得聖書(今日的聖經學者以此聖書為申命記，所謂「第二集

律法」)。這一段記載詳見列王紀下 22-23 章。他宣讀聖書以後，才知道他的

前任國王和人民所作的都錯誤百出。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並把門的，將那為巴力和亞舍拉，

並天上萬象所造的器皿，都從耶和華殿裏搬出來，在耶路撒冷外汲

淪溪旁的田間燒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從前猶大列王所立拜偶像

的祭司，在猶大城邑的邱壇和耶路撒冷的周圍燒香，現在王都廢

去，又廢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並天上萬象燒香的人；又從耶

和華殿裏將亞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淪溪邊焚燒，打碎成灰，將灰

撒在平民的墳上...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

個王像他。 

王下 23.4-25 

這雖然是一個信仰的大復興，但是曾幾何時，他們又故態復萌，仍舊崇

拜耶和華及其他神明。 

四、被擄前以色列是一神的 

一神信仰是：我可以信仰我的一位神，別人可以相信他的一位神。以色

列人漫長的一段時期在一神的信仰中。 

上面已經提過上帝為了獨神的信仰，才把亞伯拉罕從吾珥呼召出來，如

果僅僅要維持一神，亞伯拉罕可以信他的耶和華，讓他的本族和父家去信「齊

古拉特」的神好了。但是耶和華卻沒有那麼做，為了要保持純粹的獨神，把

他帶到一個新的地方。然而，亞伯拉罕的子孫懂得多少，那就很難肯定了。

至少從他的孫子雅各身上，知道他沒有獨神的觀念。由此可以推想，也許他

的家庭傳統中，獨神的信仰並沒有徹底推行。下面抄錄一段聖經上的記載，

十足把雅各的感覺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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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

在那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

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

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

亞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

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

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

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

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

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上帝的殿，也

是天的門。」 

創 28.10-17 

這段事蹟發生在「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的路上，這是今日的所謂出了國門。

雅各心中的恐荒猶豫是可以想像的，若不是為了躲避他的哥哥以掃，他絕不會

長途跋涉，出國遠行。他的恐懼，更是因為他離開了他的上帝所管轄的地方，

怪不得在國境以外的夢中見到上帝，不由得不說：「這地方何等可畏！」「耶和

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上帝只管轄列祖所活動的這塊小地方；

因此他懼怕了。上帝告訴他說：「你無論往那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

地，總不離棄你。」可見得全世界都在他的管轄下，無論在甚麼地方，他都有

能力保護。這當然是「獨神」的思想。可惜雅各不能領略，他最後的結論，僅

不過是：「上帝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上帝。」(創 28.20-21)

雅各仍是一神的。「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上帝。」他沒有想到，假如他所旅

行的地方，還有別的神明，耶和華怎能越區管轄呢？ 

另一件一神觀念的事。可以從摩西的經驗中看出來。耶和華上帝能在埃及

連行十個神蹟，降災難來使埃及的法老釋放以色列人「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

程，為要祭祀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出 3.18)足見上帝是能控制一切的。後

來以色列人在前有紅海，後有追兵的時候，耶和華曾將 紅海分開，使以色列

人安然渡過；及至埃及的人馬趕到，也跟著在海洋中走過去的時候，紅海重合，

使埃及法老的軍隊全軍覆沒(出 14.1-31)。這明明是上帝藉著歷史上的事實來

說明獨神的觀念。即使外國人有神，也是微不足道，不必以為有多神或一神的

觀念。可是，曾幾何時，摩西又重蹈一神的覆轍，我們知道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上帝還沒宣諭十誡，但是摩西應該知道獨神的觀念。那件事蹟記錄在出埃及記

十七章八至十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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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摩西對約書亞說：

「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裏要拿著上

帝的杖，站在山頂上。」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

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與戶珥都上了山頂。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但摩西的手發沉，

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

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約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為甚麼摩西要把上帝的杖舉起來方才得勝？他們相信不但約書亞和亞瑪

力王各帶著軍隊作戰，他們更相信在天空中耶和華上帝和亞瑪力的神明，也

在作戰。雖然耶和華上帝獲得了勝利，但是根據出埃及記的記載也是很辛苦

的。這麼說來，除了耶和華上帝以外，豈非有一個亞瑪力王的神明嗎？他和

耶和華也幾乎勢均力敵嗎？ 

這件事過了不久，以色列人就到了西奈山的山下，耶和華開始和以色列

人立約。立約以後耶和華傳下了最基本的十誡。十誡之前二條與獨神的觀念

有密切的關係。 

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

帝。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 20.2-5 

對耶和華的信仰當作一神的例子太多了，但是最明顯的莫過於約拿的事蹟。約

拿明明聽到耶和華的話，要他到尼尼微城去傳道(拿 1.2)。他卻起來，逃往他

施去躲避耶和華(拿 1.3)。從這一個企圖看來，他認為他施不是耶和華管轄的；

不然，他逃到他施有甚麼用呢？他躲避得了嗎？不但如此，在約拿的心目中，

耶和華的權力也許根本就及不到海洋，所以一到約帕，買了船票，就要放遠洋

逃走了。那時候，風浪大作，大家祈求自己的神明，甚至都自動把貨物扔到海

中，約拿卻在底艙，高枕無憂的睡覺。他睡得很沉，根本不以為這風浪是耶和

華為了懲罰他而作的(參閱拿 1.3-5)。及至他被扔到海裡，為大魚所吞，在魚

腹中祈禱，上帝才釋放他，要他去尼尼微傳道，他也傳了，而且有著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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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他還是不高興，甚至對耶和華發怒。 

(約拿) 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

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

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

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 

拿 4.2-3 

最後，耶和華藉著發生的種種事情告訴他：「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

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 4.11)在整個

約拿的事蹟中，約拿認為耶和華不必去管尼尼微的閒事，讓他們自生自滅，也

許他們早一點滅亡更好，免得成為以色列人心腹之患。耶和華要改正約拿的觀

念，他要約拿知道他也愛惜尼尼微的人民，正因為這些人民也屬於他，他是全

世界的主。換一句話說，在約拿的心目中，耶和華是一神的信仰；而耶和華要

更正他的是，耶和華是獨神，尼尼微也是屬他的。 

就連主前第八世紀的先知彌迦都說：「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

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而行。」(彌 4.5) 

 

五、以色列最後信奉獨神 

以色列人經歷了千辛萬苦，在主前五九八年被巴比倫所擄，沿路上有說

不盡的痛苦。耶路撒冷城破之日，根據耶利米的記載，慘不忍睹。 

巴比倫王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又在利比拉殺了猶大的一切

首領，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鍊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將

他囚在監裏，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

十日，在巴比倫王面前侍立的護衛長尼布撒拉旦進入耶路撒冷，用

火焚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又焚燒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戶家

的房屋。跟從護衛長迦勒底的全軍就拆毀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那

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民中最窮的和城裏所剩下的百姓，並已經投

降巴比倫王的人，以及大眾所剩下的人，都擄去了。但...留下些民

中最窮的，使他們修理葡萄園，耕種田地。耶和華殿的銅柱並殿內

的盆座和銅海，迦勒底人都打碎了，將那銅運到巴比倫去了，又帶

去鍋、鏟子、蠟剪、盤子、調羹，並所用的一切銅器、杯、火鼎、

碗、盆、燈臺、調羹、爵，無論金的銀的，護衛長也都帶去了。所

羅門為耶和華殿所造的兩根銅柱、一個銅海，並座下的十二隻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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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的銅多得無法可稱。 

耶 52.10-20 

他們在經歷許多苦楚以後痛定思痛，才想通了獨神的觀念。 

這獨神的觀念本來在摩西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十誡中之前二誡已在前節

討論)，但是主前第八世紀的先知也有很明確的教訓。例如阿摩司書第一、二

章，耶和華的審判包括了所有的鄰近國家：亞蘭、非利士、推羅、以東、亞捫、

摩押，如果耶和華能懲罰他們，顯然他是他們的主了。根據阿摩司九章七節，

耶和華對以色列和古實人是同等待遇，他固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也領

非利士人出迦斐託，領亞蘭人出吉珥。在以賽亞的記載中，上帝曾說：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

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

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 

賽 10.5-6 

但是這些章節直到猶大被擄以後，才更加有意義。似乎不到最苦的時候，

他們永遠想不起這些章節來。詩篇一三七篇一至六節是這一段時期最好的寫

照(現代中文譯本)： 

我們坐在巴比倫河畔，一想起錫安就禁不住

哭了。在河邊的柳樹上，我們把豎琴掛了起

來。 

俘虜我們的人要我們

唱歌；折磨我們的人要

我們歡娛他們。 

他們說：來，為我們唱一曲錫

安的歌！身處外邦異國，我們

怎能唱頌讚上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要是我忘了

你，願我的右手枯萎，再

也不能彈琴！我要是不

記得你，要是不以耶路撒

冷為我最大的喜樂， 

願我的舌頭僵硬，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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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唱歌！ 

他們在巴比倫才發覺巴比倫人相信他們的神明馬特克(Marduk)，在耶 

51.44 及賽 46.1 被稱為彼勒。他是巴比倫城的城隍，尼布甲尼撒甚至波斯的

賽魯士王都崇拜他。從一個古代的印中發覺古列被馬特克稱「公義之君」，是

馬特克指派他治理全世界的。馬特克是創造的主，掌握人生之命運，和未來一

切之審判者。說來奇怪，在猶大人遭遇到另一種宗教脅迫的時候，才使他們的

信仰堅定。他們自己的上帝比那些人的神明強得多了，在耶和華面前，他們根

本不是神。 

在巴比倫，迦巴魯的河邊，以西結看到了異象，上主的話臨到了以西結，

聖靈也降在他身上。以西結書第一章整章所告訴我們的，就是耶和華是不受區

域限制的，在需要耶和華的地方，他就在那裡。多少人想把以西結書第一章的

四活物和四輪畫成一幅畫，但是他們所能畫的僅是「四不像」。這不是寫實圖

畫，而是堅強的信念。在這奇形怪狀、無從落筆的圖畫中，要我們知道這位上

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這是絕對的獨神信仰。 

到了以賽亞書，獨神的觀念達到最高峰，耶和華是唯一的上帝。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上帝。你

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我

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

華。 

賽 45.5-7 

上面一連串的「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不由得不感到作者對獨神觀念的信

念，而且也要讀者有同樣的觀念。 

他是唯一的上帝，因為這宇宙是他所創造的。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

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他的謀

士指教他呢？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

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

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他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黎巴

嫩的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的走獸也不夠作燔祭。萬民在他面前

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及虛無，乃為虛空。 

賽 4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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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曾聽見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

們嗎？自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白嗎？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

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

帳棚。 

賽 40.21-22 

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創造堅定大地，並

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他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

神。我沒有在隱密黑暗之地說話；我沒有對雅各的後裔說：『你們

尋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華所講的是公義，所說的是正直。

天地之主和巴比倫的偶像你們從列國逃脫的人，要一同聚集前

來。那些抬著雕刻木偶、禱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無知識。你們

要述說陳明你們的理，讓他們彼此商議。誰從古時指明？誰從上

古述說？不是我－耶和華嗎？除了我以外，再沒有上帝；我是公

義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地極的人都當

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上帝，再沒有別神。我指著自己起

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

必憑我起誓。人論我說，公義、能力，惟獨在乎耶和華；人都必

歸向他。凡向他發怒的必至蒙羞。」 

賽 45.18-24 

在以上的一些章節中，以色列人已經發展到「毫無疑問的世界萬物都是

上帝所創造」的階段。他既然是創造主，在創造的過程中不需要任何幫助，

他當然是獨一無二的真神了。 

也許仍舊有人會說，那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別的國家也可以有他們自己

的神明。在以賽亞看來，那些都是假神，是人自己的頭腦想出來、自己的手

所鑄造的偶像。 

你們究竟將誰比上帝，用甚麼形像與上帝比較呢？偶像是匠人鑄

造，銀匠用金包裹，為它鑄造銀鍊。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

選不能朽壞的樹木，為自己尋找巧匠，立起不能搖動的偶像...你

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

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40.18-26 

耶和華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雅各的君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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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聲明你們確實的理由。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

說明先前的是甚麼事，好叫我們思索，得知事的結局，或者把將

來的事指示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

們或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看哪，你們屬乎虛

無；你們的作為也屬乎虛空。那選擇你們的是可憎惡的。」 

賽 41.21-24 

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他們的見證

無所看見，無所知曉，他們便覺羞愧。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

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過是人，任他們聚會，

任他們站立，都必懼怕，一同羞愧。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

鎚打鐵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他飢餓而無力，不喝水而發倦。

木匠拉線，用筆劃出樣子，用鉋子鉋成形狀，用圓尺劃了模樣，

仿照人的體態，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樹，又取

柞樹和橡樹，在樹林中選定了一棵。他栽種松樹，得雨長養。這

樹，人可用以燒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燒著烤餅，而且做神像

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它叩拜。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

吃飽。自己烤火說：「啊哈，我暖和了，我見火了。」他用剩下的

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它說：「求

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們不知道，也不思想；因為耶和

華閉住他們的眼，不能看見，塞住他們的心，不能明白。誰心裏

也不醒悟，也沒有知識，沒有聰明，能說：「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

了，在炭火上烤過餅；我也烤過肉吃。這剩下的，我豈要做可憎

的物嗎？我豈可向木不子叩拜呢？」他以灰為食，心中昏迷，使

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說：「我右手中豈不是有虛謊嗎？」 

賽 44.9-20 

彼勒屈身，尼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他們所抬

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疲乏。 

賽 46.1 

耶和華的智慧是超過一切的，在這世界上沒有一人可以與他比較。人不

必去拜假神，那些根本就不是神。耶和華既是唯一的真上帝，人就應該一切

都歸順他。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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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 55.8-9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啊，你為何言，

我的冤屈上帝並不查問？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

在的上帝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

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 40.27-31 

這位獨一無二的真主也是整個歷史的主宰，如果他創造宇宙後置之不顧，任

人宰割，他不是 一位獨一的上帝；因之，他不但創造，他也要管理。 

誰使這事發生？誰決定歷史的方向？我─上主從開始就在那裏，

在終結的時候，我也在那裏。 

賽 41.4(現代中文譯本) 

上帝管理這世界，他不但能指揮以色列國，他也能指揮波斯國，他能管掃羅、

大衛、所羅門，也能管賽魯士。在以賽亞書中最清楚的指示，莫過於耶和華

掌管賽魯士的記載了。 

耶和華－你們的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因你們的緣故，

我已經打發人到巴比倫去；並且我要使迦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

喜樂的船下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是創造以色列的，是你

們的君王。耶和華在滄海中開道，在大水中開路，使車輛、馬匹、

軍兵、勇士都出來，一同躺下，不再起來；他們滅沒，好像熄滅的

燈火。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

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野狗和鴕鳥

也必如此。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賜給我的百姓、我的

選民喝。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賽 43.14-21 

我－耶和華所膏的塞魯士；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

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我

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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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鐵閂。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

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

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賽 45.1-4 

我憑公義興起塞魯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

釋放我被擄的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賽 45.13 

猶太人為巴比倫所擄，後來波斯王賽魯士再併吞巴比倫。在賽魯士的時

候，他遣回猶太人返歸本土。這件事從猶太人看來完全是耶和華的旨意。 

波斯王塞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

動波斯王塞魯士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塞魯士如此

說：『耶和華天上的上帝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

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

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

是上帝）。願上帝與這人同在。』」 

拉 1.1-3 

這裡根據以斯拉的記載，賽魯士所以如此做是上帝的感動，而賽魯士也

承認，他之能成為皇帝是耶和華的賜與。而且，他承認只有耶和華是上帝。 

上帝不但在這世界上掌管歷史，他更是救主。許多以賽亞「僕人」的經

文，當然是指以色列國，然而基督徒卻解釋作在耶穌基督中的應驗。有一位主

的僕人要拯救全世界，作世界的光，他豈非全世界獨一無二之主嗎？ 

猶大被擄歸回後犯了許多錯誤，可是有一個罪他們沒有犯過，就是去相

信別的神。被擄以後獨神的觀念完全確定了。最後他們雖然是把彌賽亞釘在

十字架上，可是他們對於獨神的觀點卻絲毫沒有動搖。 

基督徒承受了整部舊約，也把舊約的最後一部分所發展的、最好的、獨神

的觀念完全接受了。而在耶穌基督的教訓中的獨神觀念，甚至於比在舊約中間

發展得更加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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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西周文明發展的古氣候背景 
 

魏國彥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節要 

近五十年來重建古環境變遷的「古科學」(Paleosciences)蓬勃發展，能就

各種天然古環境檔案（海洋及湖泊岩芯、石筍、樹輪、冰芯等）提取高時間解

析度的連續環境變遷時間序列；近十五年來，相關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及周邊海

域取得若干重要成果。上世紀末，因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功執行，對於

中華古文明起源期的夏商西周的年代有初步斷定。本文結合這兩方面（古環境

科學及夏商周斷代）的進步成果，就夏商西周時期（公元前 2070 到公元前 770

年間）的古環境背景做進一步的檢視。 

東海南沖繩海槽古氣候紀錄顯示，做為中國大陸東緣的海域氣候背景，夏

商周時期東海海表溫度並未比現今溫暖，並未能支持竺可楨（1972）的結論。

此外，採取於浙江沿海內大陸棚的泥質岩芯紀錄顯示夏朝末年到商王盤庚遷殷

之前長江徑流流量係處於相對較低的狀態，換言之，長江流域較為乾旱。但是，

在公元前 2280 年、1744 年前後有兩次大規模的洪氾事件。 

根據湖北和尚洞石筍的氧同位素變化所重建的古雨量紀錄顯示，公元前

2050 年前後長江中游的雨量達於最高，其後逐漸震盪下滑，從夏朝延續到商

朝後期（公元前 1150 年）都處於一個較低雨量的時期。此外，長江中游的雨

量起伏亦反映華中、華北地區夏季東亞季風的強弱，可推論夏季季風向北滋潤

中原地區乃至華北、華東的強度。綜合言之，除了夏朝開國與商朝末期，整體

夏商時期，都處於較為乾涼少雨的狀態。夏朝初年（公元前 2050 年）的高雨

量與夏朝開國皇帝大禹治水的傳說相呼應。長江中游雨量最低（東亞夏季季風

減弱）的時候集中在夏朝末年（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 1400 年，及公元前

1250 年（盤庚遷殷之後）；此雨量低落時期持續的到商朝末年的公元前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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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商後期之文丁、帝乙時期）左右後，雨量才明顯升高（東亞夏季季風變

強）。而此較高雨量的水平情況一直延續到周朝末年。 

中原地區（河南、河北）及華東地區（安徽）等地的考古遺址探方、土壤

剖面的孢粉研究成果大致支持上述推論： 

（1）河南洛陽寺的「河南剖面」孢粉紀錄顯示龍山文化時期（公元前 2270

到 2630 年前）氣候較為濕潤，之後的公元前 2270 年至 1560 年間（夏朝時期）

闊葉樹消失，氣候轉為較乾涼。 

（2）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的孢粉分析，亦顯示龍山文化前期氣候較暖和濕潤，

後期轉為乾涼；轉捩點約在即夏朝伊始前後，與河南剖面的結果相近。 

（3）殷墟遺址安陽地區土壤剖面的孢粉紀錄表明公元前 1450 年左右（商朝前

期中葉）蒿屬與菊科的花粉大量增加，反映商人砍伐樹木，建築宮城等人類活

動大增；且就平面分布而言，殷墟附近的禾本科花粉增多，顯示商城附近的農

業活動已具規模。 

前言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獨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其起源及歷程雖早有漢代司馬

遷史記等史書論列，但亦飽受「疑古派」的質疑。自十九世紀末年以來，一百

二十多年來對於華北、華中諸多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已逐漸勾勒出中華古

文明發展的輪廓。 

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推動「中國上古史」編

纂，於 1972 年出版第一本成果彙編後，因為數位參與工作的專家先後辭世而

停頓，到了 1985 年才有陸續出版第二本的「殷商篇」，及「兩周篇」的一些片

段，分別為第三本與第四本，但終未如原先計畫的完整與周詳，故始終稱為「待

訂槁」，到了 1998 年全部四冊又重新再版。 

另方面，歐美學界八零年代以來，陸續召開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出版

了好些本重要著作，例如耶魯大學 1980 年出版了張光直撰寫的商代文明

(Chang Kwang-chih: Shang Civilization), 1986 年張光直編輯的「商代考古學研

究」 (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ng Civilization). 1997 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出版了芝加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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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dward L. Shaughnessy （吉德煒）主編的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s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1999 年

美國 Michael Loewe（魯惟一）與 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主編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劍橋中國古代史──從文明起源到公元前 221 年)。 

中國大陸在中共建政之後，各地的考古挖掘與研究工作持續進行，文化革

命時期難免中斷停頓，八零年代以後又逐漸恢復，陸續發現許多史前，及夏、

商、周時期的遺址。上個世紀末 1996 年開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更集中多

學科的專家，聚焦於上古時期的年代斷定。本世紀以來，許多相關的考古與歷

史研究系列叢書亦次第出版。 

夏商周斷代 

公元 2000 年 11 月中國正式公布由 1996 年 5 月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研究成果，所完成的「夏商周年代表」將夏代的起始年訂在公元前 2070 年，

夏商的分界約為公元前 1600 年，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 1300 年，商周的分界為

公元前 1046 年。年表還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的十二王大致的

在位年，西周十王具體的在位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2000）。這個斷代

工程的結果，將原來歷史古籍記載所能追溯的確切年代由公元前 841 年（西周

共和元年）向古早推進了約 1200 多年。此一年表已被相當多本世紀出版的各

種學術著作，及通俗作品所沿用（例如：龔書鐸與劉德麟主編的「圖說傳說時

代夏商西周」，2015，台灣新北市，草原文創出版）。 

年代表的建立主要是通過對考古遺址的棺木、井框、小米、木炭、人骨等

含碳物質進行常規與加速器碳 14 定年，所得碳 14 年代再與樹輪─碳 14 年代

校準曲線利用 OxCal 程式（V3.3）通過貝葉斯數理統計擬合出其日曆年代，

其不準確區間通常以一個標準差表示，亦即，所給出的年代是在常態分布的

68.2％的置信區間內。重要的一些斷代年代舉例如下，各朝斷代都招致一些質

疑，本文僅摘述而不評論： 

（1） 對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偃師二里頭遺

址、偃師屍鄉溝商城、鄭州商城、鄭州小雙橋遺址、安陽殷墟等考古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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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碳 14 定年及文化分期。其中 1959 年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有關鍵地

位，有宮城城垣、宮殿建築、青銅冶鑄，有大量的房址、灰坑、水井、

窖穴等，並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玉器、骨器、蚌器、漆器、牙角器

和紡織品等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2005）；

其第一期文化的碳 14 定年表明其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 1750 年（仇士

華等，2005）。此二里頭文化被認為介於河南龍山文化與鄭州二里崗文

化之間，有學者認為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的四個分期全部屬於夏

朝，亦有人認為應該把龍山文化剔除於夏文化之外，或二里頭的三、四

期應歸入商文化，眾說紛紜，是考古、歷史學界熱烈爭議的問題（吳耀

利 2006）。 

（2） 1983 年出土的偃師商城被認為是商滅夏後的最早王都，始建於二里頭

文化四期，碳 14 定年為公元前 1600 年左右（楊育彬，2007），被視為

夏與商的分界年代，劉緒(2013)對此提出質疑，谷飛（2014）作出反駁。

1955 年發現的鄭州商城，規模宏大（周長近 7 公里），始建於二里崗下

層一期的晚段，是一個商代前期的王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其碳 14 定年為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張雪蓮、仇士華，2001）；

而其內涵為二里崗上層一期，其水井中出土的井框圓木得出的最外輪年

代為公元前 1400±8 年（仇士華、蔡蓮珍，2001）。 

（3） 灃西 H18 遺址中碳化小米的 AMS 碳 14 定年給出 2850±50 aBP 的年代，

常規碳 14 定年給出 2860±33aBP 的年代（仇士華、蔡蓮珍，2001；岳

南，2007，第 421 頁），亦即落在公元前 1050-1020 年之間，框出周武

王克湯的上限年代，經天文推算、文獻、金文曆日研究等綜合，夏商周

斷代工程小組提出了三個方案，即公元前 1046 年、1044 年和 1027 年，

最後選定公元前 1046 年作為商周交界（仇士華、蔡蓮珍，2001）。 

（4） 其他一些西周的墓葬棺木提供極佳的樹輪學與碳十四定年，例如：西周

中期墓葬 M121 和 M4 中的棺木做樹輪及常規碳 14 定年出其最外輪的

年代分別為公元前 940±10 年和 914±14 年；北京琉璃河遺址的 M1193

墓葬的棺木最外輪年輪不早於公元前 1011±20 年；山西天馬區村遺址晉

侯墓出土的樹枝碳 14 定年為公元前 808±8 年，與史記所載晉獻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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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的年代公元前 812 年相當吻合（仇士華、蔡蓮珍，2001）。 

古氣候與古環境研究 

竺可楨（1972）將中國過去 5000 年來的氣候變遷研究依所根據的研究資

料分成（1）考古時期，約公元前 3000 年至 1100 年；（2）物候時期，約公元

前 1100 年至公元 1400 年；（3）方志時期，公元 1400 年至 1900 年；（4）儀器

觀測時期：近一百多年。竺可楨（1972）經過耙梳整理，推論衍釋，得到以下

主要結論： 

（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兩千年，即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的時

間的平均溫度高於現在 2 oC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 3 oC─5 oC。

期間上下波動，目前以限於材料，無法探討。 

（2）在那以後，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 1000年，公

元 400年、1200和 1700年；擺動範圍為 1oC─2oC。 

（3）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裡，可以分出以五十至一百年為週期

的小循環，溫度範圍是 1-0.5 oC。 

本文「夏商西周文明發展的環境背景」所聚焦的時期主要處於竺文所說的

「考古時期」。為了將「夏商西周」放置在更長的一個氣候背景中審視，本文

將呈現由公元零年至公元前三千年的古環境狀態，時代主要落在「考古時期」，

亦即商朝滅亡以前的研究主要來自考古材料，周朝以後，才開始有官方銘於青

銅、刻於竹簡的訊息，另於《夏小正》、《禮記．月令》均載有物候觀察，如降

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葉、候鳥春來秋往等。本文將集中於「考古材

料」探索（採廣義解，亦即不限制於考古遺址，而廣及於各種自然界的古環境

「檔案」，如海洋岩芯、洞穴石筍等）。 

自竺文發表以來，這四十多年間「古環境重建」的學問有長足的進步，在

西方簡稱為「古科學」(paleosciences)，其主要進展有下列幾項： 

（1） 化學分析技術，特別是質譜儀等相關分析工具的進步，許多小量甚至微

量標本中的化學成分都能夠精準分析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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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論是考古遺址的材料或湖泊、海洋、土壤沈積物中的含碳物質可以藉

「加速值譜儀」分析得到更高解析度的碳 14 定年；通過樹輪碳 14 定年

的數值與可計數的樹輪年代相較正所得的年表，目前考古遺址及湖泊沈

積物等所測得的碳 14 年代可校正成日曆年代。 

（3） 洞穴石灰岩的石筍、鐘乳石等可藉由鈾/釷定年獲得高解析度的絕對定

年；其所含氧同位素及其他微量元素的變化亦可用來重建洞穴附近的古

氣候、古環境。 

（4） 許多新的、定量化的古環境重建技術已在許多亞學門中應用，例如，古

海洋學門中分析有孔蟲（一種單細胞生物）的微小化石的氧同位素及鎂

/鈣比值，可以重建海水的溫度及鹽度；例如，石筍的氧同位素變化可

換算成當地的雨量起伏。 

（5） 南北極冰芯的高解析度研究提供了過去 80 萬年來溫室氣體濃度變化、

火山活動、高緯度區溫度變化等地球古環境背景的詳細資訊。 

（6） 各種古氣候自然檔案（冰芯、沈積物岩芯、樹輪、石筍、、、）的高解

析度、連續紀錄的古環境代用指標可以互相對比，比較不同紀錄間的前

驅(lead)或後滯(lag)的相互響應關係。個別氣候紀錄的週期性，或不同

紀錄間的連動(coherence)或遙連鎖(teleconnection)關係也可被檢驗。 

本文將試圖耙梳整理近十數年由中國大陸境內及周邊相關的古環境重建

資料，對夏商西周時期的古環境做一整合性詮釋，所提到的岩芯、石筍、遺址

位置鑑於圖 1；因限於篇幅，不對竺文發表以後迄二十世紀末的眾多重要書籍

與文獻（例如：張丕遠 1995 主編之「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卷）多做回顧或評

述。 

東海的氣候紀錄 

台灣東北外海，龜山島以東約 50 公里處是南沖繩海槽的沈積中心，過去

5 千年來累積了接近 20 公尺的沈積物，沈積速率達到 37 公分/百年（Wei et al., 

2005），由此地的沈積物岩芯 ODP1202 我們藉由浮游有孔蟲化石殼體鎂/鈣比

重建了過去 5000 年來的古海表溫（圖 2）（Lin et al., 2006）。由此古海溫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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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距今 2300 年以前至 5000 年前，古海溫相對較低，而在 2300 年前左右

才陡然升高，然後逐漸下滑至今。做為中國大陸東緣的東海海洋氣候背景而

言，此一結果顯然並不支持近年某些文獻所提中國華東地區於四千年前曾發生

的降溫事件（相關討論見 Lin et al., 2006），也牴觸竺可楨（1972）所提「在近

五千年中的最初兩千年，即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的時間的平均溫度高

於現在 2 oC 左右」的結論，所謂「仰韶溫暖期」的提法還待檢討。 

浙江外海、東海大陸棚上南北延綿的班塊狀細質泥沈積區累積了過去將近

一萬年來長江輸出的泥沙，也因此記錄了長江中下游的古氣候及水文演化。近

十年來不同學者對於取自該高沈積率區域的一口高品質岩芯 MD06-3040 

(27o43.3663’N, 121o46.8822’E, 水深 47 公尺, 岩芯長 19.36 公尺) 的研究提供

了一些重要的訊息。岩芯的年代係依據九個貝殼標本經加速質譜儀進行的碳

14 定年所確定，岩芯深度 3.10 公尺的年代大約為 1290 年前，13.63 公尺的年

代為 6589 年前 (Wang et al., 2014, Table 1)，這近二十公尺的沈積物中蘊含了

我們所關心的氣候與環境訊息。此沈積紀錄每十年平均可有二公分的沈積物，

就古氣候研究而言，細緻採樣分析的話可提供約數十年的解析度。王可等人

（Wang et al., 2014, Fig. 7）認為距今 3700 年至 3300 年之間，約夏朝末年到盤

庚遷殷之前，長江的逕流量處於相對較低狀態，換言之，也就是長江中下游較

為乾旱。結合長江口的另一口岩芯 YD0901 沈積物紀錄，王可等人也辨認了幾

個重要長江氾濫年代，發生在夏商周時期的有～4,230 cal BP 及～3,694 cal BP

（Wang et al., 2014, Fig. 6）。這兩個年代分別約等同於公元前 2280 年及 1744

年。 

後一個氾濫事件（公元前 1744 年）落於「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標定夏朝

年代中（公元前 2070 年至 1600 年之間），顯然屬於夏朝末年。而前者（公元

前 2280 年）則又先於夏朝伊始的年代約兩百年。夏朝開國君主大禹治水一般

認為是治理黃河，故可能與此兩個長江水患無關。但若夏禹時期的水患是一個

大區域，大面積的長期氣候現象，例如，是由強勁的多雨的加強型東亞夏季季

風所引起，而非黃河上游因地震而造成土石壩決口的遺患(Wu et al., 2016)，那

麼，王可（Wang et al., 2014, Fig. 6）等人所辨認的第一個長江洪氾事件（公元

前 2280 年）反而很可能標誌了大禹治水的年代，而非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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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吳慶龍等人 (Wu et al., 2016) 所認為的～1920 BCE 所致，則夏朝的開國要

更提早 300 多年。 

另方面，這樣的年代（公元前 2280 年）顯然稍早於河南地區龍山文化經

碳十四定年所得的年代下限（公元前 2030 年至 1965 年）（劉緒，2001）。不過，

根據長江中游石灰岩洞石筍所重建出的雨量紀錄來看（詳見下節），夏朝初年，

亦即約公元前 2090 年時長江中游適逢大雨期，此亦為東亞夏季季風強勁時

期，其年代則介於上述兩個年代（2280BCE 與 1920BCE）之間。這石筍定年

是根據鈾釷法絕對定年所得，定年置信空間約在±70 年左右，倘若以此大雨期

視為夏禹治水時期，則與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定的夏朝起始年代（公元前 2070

年）若合符節，對於近年有關夏朝初始年代的一些爭論不啻提供了一個獨立的

定年對比證據，基本上贊同吴文祥與葛全胜（2005）所推論夏朝前夕洪水的发

生，並肯定大禹治水傳說的真實性。 

石筍的古氣候紀錄 

近十多年來學者經由對由中國境內華南、華中一帶的石灰岩洞穴鐘乳石的

分析，已產製出一些高品質、高時析度的古氣候紀錄，該等紀錄最主要的兩項

內容為：（1）高精確、高時間解析度的碳酸鈣氧同位素，（2）賦予該紀錄的絕

對定年尺標的鈾/釷定年。為探究本文所關心的夏商周時代的古氣候背景，筆

者選用貴州的董哥洞(Wang et al., 2005)及湖北和尚洞的石筍紀錄(Hu et al, 

2008)。這兩個石灰岩洞在過去一萬多年來皆位於東亞夏季季風從印度洋輸送

來水氣的主要路徑上，本研究係利用兩個洞穴石灰岩的氧同位素時間序列之間

的差值推估長江中游的雨量(仿 Hu et al, 2008)，並進一步推論東亞夏季季風的

長時期變化趨勢及其所蘊含的週期；本文所用相關資料取自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OA）的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心（NGDC），圖 3 顯示公元零年至公元前

3000 年之間的紀錄。以下三小段文字將分別介紹兩洞穴的位置、古氣候資料，

及本文採取的方法與結果。 

董哥洞 (25o17’N, 108o05’E) 位於貴州省荔波縣垌塘鄉老場村東約 3 公里

處，洞口高程 680 公尺，石灰岩洞頂板厚度約 100 公尺，該地區平均年降雨量

1,752mm （張美良等，2001）。 董哥洞的全新世高解析度紀錄有兩套，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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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Wang et al (2005)及 Dykoski et al (2005)同年所發表，兩者大同小異，基於追

尋高解析度的原因，本文採用 Wang et al (2005)的 DA 石筍氧同位素紀錄。 

和尚洞(30o27’N, 110o25’E)位於長江中游湖北省清江半峽段南岸，與貴州

董哥洞相距約 600 公里，洞口高程 205 公尺，該區域多年平均降雨量為 1 400

毫米，夏季平均雨量 270 毫米/月，冬季 50 毫米/月。胡超涌等人（2008）發

表了高解析度的全新世古氣候資料，紀錄涵蓋過去一萬年左右，主要來自洞中

的 HS─4 石筍，共採取 21 個樣本進行鈾/釷定年，年代不確定值約為 67 年。

另外共採取了 1223 個樣本進行碳氧同位素分析，解析度約為 16 年。 

一般而言，石筍氧同位素的變化與水氣來源，雨量大小、水氣凝結的溫度

有關，貴州董哥洞的時間序列呈現一長期漸漸變重的趨勢，但起伏不大。相對

而言，湖北和尚洞的長期趨勢也是逐漸變重，但起伏較大。因兩地的雨量都集

中於夏季，故所呈現的氧同位素值起伏變化主要反映夏季的狀態。胡超涌等人

（Hu et al., 2008）認為兩個洞穴的位置都在同一東亞夏季季風由南往北的傳輸

的主要路徑上，有相同的水氣來源，兩個時間序列的差值反映出地區的差異，

譬如說，假設高空的水氣凝結溫度所差無幾，則在下游方的湖北和尚洞如果表

現出更負的數值，則表示當地雨量較大（所謂雨量效應），如此一來就可以看

出長江中游地區的雨量變化。事實上，兩洞之間的高空溫度差大約為 1.5 攝氏

度，大約影響氧同位素值約 0.30/00 左右，而兩洞之間的差距平均約 10/00，故兩

者區差距主要來自雨量變化所致。胡超涌等（Hu et al., 2008）進一步根據現今

兩地的雨量紀錄與石筍氧同位素變化建立出一個經驗方程式，得以將兩洞的氧

同位素差值換算為雨量。本研究中根據同樣的原理與經驗方程式，重新計算公

元零年到公元前 3000 年的雨量變化，本研究將兩個氧同位素時間序列以每 30

年取一個數值樣本，再互相減扣而得出一個時間解析度為每 30 年一個點的雨

量時間序列，如圖 3 的下方圖所示，夏、商、西周分別以三個顏色帶標示。 

長江中游雨量代用指標顯示這 3000 年間雨量上下起伏，並無明顯的趨

勢。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夏朝初年是一個雨量的高點，而整個夏朝，雨量不斷下

滑，到商朝初年，達於最為乾旱的地步。商朝初期，雨量有些起落，但從未回

復到夏朝初年的水平，一直要到商朝末年，又出現類似夏朝初年的大雨量。而

整個西周至東周時期，就夏商周三代而言，是相多濕潤多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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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雨量紀錄雖然指的是長江中游一帶，但其多雨時期亦表示夏季由南方來

的水氣較多，得以較大程度侵入北方；換言之，有較強大的夏季西南季風，我

們可以推論，湖北以北的中原地區亦雨露均霑，較為濕潤。反之，當湖北地區

雨量較寡少的時期，北方中原地區的氣候也應趨於乾旱。這樣的推論可藉中國

華北、華東地區的其他古氣候紀錄來驗證（見下節）。 

華北與華東考古遺址、湖泊的古氣候紀錄 

華東海岸帶沈積學的研究顯示，經過 6000 年前的最大海漫面之後，黃淮

河下游的淤積作用已逐漸使海岸線向東退卻，在龍山文化末期（公元前四千年

前後），海岸線在連雲港至阜寧一線以東，江蘇北部大部分地區已成陸地，早

期人類的活動空間不斷向東擴張（孫雄偉與夏正楷，2005）。 

安徽蚌阜禹會村遺址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重要遺留，該遺址

ABYT2004 探方西壁於 105 公分處的碳屑經 AMS14C 定年的年代為 4380＋30 

cal.aBP，可視為龍山文化前期的年代（張廣勝等 2009；趙琳等 2013）。該

ABYT2004 及鄰近的 ABYT2008 探方土層剖面的孢粉及其他環境代用指標紀

錄表明龍山文化前期當地環境植生以草本（禾本科、菊科、莎草科、葎草屬等）

佔優勢，也同時生長著松、落葉櫟、榆、楓楊、大戟科等樹木，反映著溫涼、

較乾燥的氣候條件；而龍山文化晚後期，木本較少，草本含量較多，氣候條件

轉成較為乾涼（張廣勝等 2009；趙琳等 2013）。 

河南洛陽寺的「河南剖面」碳 14 定年 4,125-4,580 aBP 的土壤段落，所含

的孢粉紀錄顯示蔾科花粉量少，蕨類孢子量高，亦有喬木花粉，是一個溫和濕

潤的時期。而到了下一個時期，亦即 3,545-4,125 aBP 之間（夏朝），闊葉樹種

消失，氣候轉涼，但與現今相比，仍屬較溫暖濕潤（孫雄偉與夏正楷，2005）。

與前述和尚洞雨量資料相比較，此一階段整體趨勢而言是轉為較為乾涼，兩者

相呼應。 

殷墟遺址安陽地區茶店陂與汪家店土壤剖面的孢粉紀錄表明公元前 1450

年（商前期中葉）之後蒿屬與菊科的花粉大量增加，反映商人砍伐樹木，建築

宮城等人類活動大增。在此之前的沈積土壤中，含有較高多的闊葉數花粉及少

量亞熱帶植物孢粉，表示在夏朝時期溫度及雨量都較高（張振卿等 2007；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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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等 2010）。古地貌面取得的孢粉顯示殷商時期安陽地區長有亞熱帶落葉闊

葉林翰長率闊葉混交林，植被與氣候條件適於野象及竹子生存，殷墟附近的禾

本科花粉增多，表明殷商時期商城附近的農業活動已具規模（許靖海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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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亾」字管窺 

——兼論《說文》中從亾得聲之字之流變—— 

何添 

 

摘要 

《說文解字》解釋「亾」字是「逃也，从入从𠃊。」从甲骨文

和金文來看，「亾」字不是从入，因此，許慎的說法不可依據。如

果用甲骨文的「亾」字與甲骨文的人字、匕字、死字和尸字互相比

較：「亾」字應該是死字的初文，像人死後放置在𠃊上的形狀，𠃊

是放置死者遺體的物件，不成字，「亾」字應該是全體象形。人死

則萬事俱空，甚麼東西都沒有，所以在甲骨文中，常常借「亾」字

表示「沒有」的意思。又《說文解字》中的「亾」字，從它的流衍

情況來看，可以分為亾系、良系和長三系。「亾」字的本義是「死

亾」的意思，亾系共衍５５字。經過分析後，亾系實有２９字；良

字的本義是「睛朗」的意思，良系共衍１７字；長字的本義是「長

髮」的意思，長系共衍７字。 

 

關鍵詞：「亾」字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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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on of the character“亾”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 And Shuowenjieji 
Ho, Tim 

Abstract 

Shuowenjieji  explained the character “ 亾 ” is combined 

by “入”and“𠃊” ,  meaning  “to run away”.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 , “ 亾 ” was  not combined 

by “入”. If we compare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of “亾” with four 

other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人”、 “匕” 、“死”and “尸”,  we 

find that “入” looks like a dead body, “𠃊 ” looks like something in 

which the dead body is placed. Therefore “ 亾 ” is a 

whole-pictographic  character. It is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death”. 

When someone passed away, he lost everything, so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used  “ 亾 ” to mean “nothing”.  In Shuowenjieji the 

character “ 亾 ” is disseminated into three streams : “ 亾 ”,“ 良 ” 

and“長” .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亾” is “death”,55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 “亾” strea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亾” stream, in fact, 

has 29 character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良” is “sunny”, 17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 “良” strea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長” is “long hair”,7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 “長” stream. 

Keywords：Derivation of the character“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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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甲骨文「 」字 

《說文》有 字，十二下 部 字下云： 

、逃也。 入 。 

段注： 

    逃者、亡也，二篆為轉注。引申之則謂失為 。會意。謂入於 曲 

  隱蔽之處也。1 

字從 者，本書 訓曰：「象 曲隱蔽形。」故段君以為入於 曲隱蔽處，示

逃隱之意。其說固圓融矣。 

  甲骨文有 字，據《甲骨文編》所錄，共４３文，及合文６。皆作 、  

之形，正反無別。揆諸甲骨文用字，以為是否定詞，說契諸家，迄無異議。據 

《甲骨文詁林》所錄，陳夢家、李孝定等大家，皆未有論其字形之構造。姚孝

遂按語以為： 

金甲文皆不從入，何以取象，難以確指。卜辭皆為有無之無，其本義 

  已不可曉。2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按語曰： 

    字形所象不明，其初義不可知。金文作 天亡簋、 伯簋，與甲文形同。

 
                                                 
1
 《說文解字詁林》冊九頁５７１５。以下簡稱《詁林》。 

2
 《甲骨文詁林》頁３４６１。以下簡稱《甲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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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 毛公鼎、 鐘，乃《說文》篆文所本。《說文》：「 、逃也。 入

。」甲文非 入 。故《說文》說形不確。3 

皆以為 字本義已不可說者。而甲文則借用為有無之無。 

  《金文詁林》錄有郭沫若、周谷城、楊樹達暨高鴻縉等諸大家之論，茲綜

述如下： 

  郭沫若《金文餘釋》以為其字象膏肓之肓，以其音近故也。 

  周谷城《古史零證》則據《說文》所釋以說 字。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以為《說文》無  字，據金文梁字  

字陳公子甗偏旁作 ，定  為 之別體。 

    高鴻縉《字例》以為 字之 形乃龜甲之邊形，以其字形內向或外向定兆

吉凶。
4
 

  四家異辭，竟無定論。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以甲骨文 字為鋒鋩之初文，指事
5
。網上有

《象形字典》以為甲骨文  乃指事字，蓋在人字  上加指事符號 ，以表

示手持盾、甲，士兵戰敗手舉盾甲逃命之義。 

  是 字之形構，竟不可確識也。今試以比較方法，管窺 字造字之本源。 

檢甲文人字，《字典》收錄七文，作 （一期‧後上‧三一‧六）、 （一期‧鐵‧四三‧

 
                                                 
3
 《甲骨文字典》頁１３８６。以下簡稱《字典》。 
4
 《金文詁林》頁７０５２。 
5
 《古文字譜系疏證》冊二頁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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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期‧合集‧二三四０三）、 （三期‧南明‧六三五）、 （四期‧合集‧三二二七三）、 （三

期‧前‧二‧六‧六）、 （周甲‧探‧六九）
6。以 、人二甲文相校，甲文人象人側立之

形，人側立則僅見其軀幹及一臂，是甲文 字當非從入。又甲文有匕字，《字

典》錄四文： （一期‧前‧四‧八‧二）、 （一期‧前‧一‧三一‧六）、 （一期‧前‧一‧三

五‧五）、 （四期‧後下‧一‧三六‧六）。徐中舒按語以為象人鞠躬或匍匐之形，

其初形應作 ，為適應豎行排列之故，遂作
7
。若與 字甲文  相校，固

有相似者。 字組件之 ，當表示人死時所倚之物，不成字， 當為全體象

形。是知許君所錄 字从入，而甲文則為从人；甲文用為有無之無，或指人

死之後，萬事皆無，故引申而有無義。 

若夫以 為死 之義，則甲文亦已有死字，豈非複疊？檢甲文死字，主

要作 、  之形，象  或  拜於 ──即枯骨之旁以會死意
8
。《說文》

曰：「死、澌也；人所離也。从 、人。」字為會意，比 為繁複，且禮文之

意深厚，狀生人檢視死者之骸骨而非死 之義，當為後出之字，卜辭皆用作

「死 」意
9
。由是觀之， 當為死字之最初文，其字從人。語言漸繁，禮文

漸備，而有拜於枯骨旁之死字，替代已用作否定詞之 字，遂分歧而別枝矣。 

《金詁》列 金文二十一，其作 、 、 、 、 、 、 、  等形 

者，則近於甲文，或正或反，皆不從入，而象人者居多，與《說文》小篆不同。

 
                                                 
6
 《字典》頁８７５。 

7
 《字典》頁９１３。 

8
 《字典》頁４６３。 

9
 《甲詁》頁２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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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  形者，為小篆所本
10
。金文或有用為滅 之義，或通於忘

11
。

用為滅 者，當是用其造字之初誼。是 之初形當為死者，故有死亡義；所

從之 ，實為指事符號，表示人已死之意，以示與人字有別。《金詁》復列死

字金文十五，作 、 、 、 、 、 、 、 、 、 、 、 、 、 、
12
，

譣其形構，與甲文死字，實一脈相承，而不可得見死之初文當為 之意矣。 

或以為尸可表已死之人。檢甲、金文有尸字，以與 字相校，迥然有別。

甲文尸字作 。《甲詁》錄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有云： 

    卜辭人作 ，尸作 ，二者有別。陳夢家先生《淮夷考》曾詳論人、

尸形體之別云：「尸作 ，與人方及若干人之人作  或 者不同。西周

金文《大盂鼎》人、尸相分不混。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橫陳之形。卜

辭、金文尸又假為夷。」 

按《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林義光《文源》據金文形體

謂：「象人箕踞形。古與夷同音。疑即夷居之夷本字。」 

我們認為：尸非象臥形，當為象箕踞之形。古文字尸均用作夷。典籍

多作夷。《論語‧憲問》：「源壤夷俟。」《賈子‧等齊》：「織屐蹲夷。」

夷皆為箕踞之義，亦即尸本義。
13
 

是甲文未見有「死」之本字也。則甲文 字所從之  實當為「死者」之象形

字，後用為語詞，遂湮沒其本義，而復製生人探視死者骸骨之死字代之耳。可

知 之本義，實為已死之人。許說：「 、逃也。」與甲文異義，說解圓融，

當非甲文之 字，不必強而同之，而以為許說有誤矣。  

二﹒《說文》「 」字衍聲分析 

 
                                                 
10
 《金詁》頁７０５２。 

11
 《金文常用字典》頁１０５０。 

12
 《金詁》頁２５９７。 

13
 《甲詁》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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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古音明紐唐部，《說文》中從 得聲而衍者五十五字，衍聲三級，可

為大族矣。其衍聲之迹當如下表： 

聲母──  古聲 聲類 古韻 

──逃也从入从 武方切 明 微 唐 

一級聲子 聲 

芒 艸耑从艸 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撫也从攴 聲讀與撫同芳武切 滂 敷 唐 

盲 目無牟子从目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肓 心上鬲下也从肉 聲春秋傳曰病在肓之下呼光切 曉 曉 唐 

衁 血也从血 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呼光切 曉 曉 唐 

良 善也从 省 聲呂張切 古文良 亦古文良 亦古

文良 

來 來 唐 

杗 棟也从木 聲爾雅曰杗廇謂之梁武方切 明 微 唐 

邙 河南洛陽北 山上邑从邑 聲莫郎切 明 明 唐 

 翌也从明 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网 庖犧所結繩以漁从 下象网交文文紡切 网或从  

网或从糸 古文网 籀文网〔註一〕 

明 微 唐 

長 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 聲 者

倒 也直良切 古文長 亦古文長 

定 澄 唐 

巟 水廣也从川 聲易曰包巟用馮河呼光切 曉 曉 唐 

妄 亂也从女 聲巫放切 明 微 唐 

氓 民也从民 聲讀若盲武庚切 明 微 唐 

 齧人飛蟲从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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甿 田民也从田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亦聲 

喪 也从哭从 會意 亦聲息郎切 心 心 唐 

忘 不識也从心从 亦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二級聲子 良聲 

琅 琅玕似珠者从玉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莨 艸也从艸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目病也从目良聲力讓切 來 來 唐 

筤 籃也从竹良聲盧當切 來 來 唐 

桹 高木也从木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郎 魯亭也从邑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明也从月良聲盧黨切 來 來 唐 

 也从 良聲音良又力康切 來 來 唐 

硠 石聲从石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狼 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从犬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浪 滄浪水也南入江从水良聲來宕切 來 來 唐 

閬 門高也从門良聲巴郡有閬中縣來宕切 來 來 唐 

蜋 堂蜋也从虫良聲一名蚚父魯當切 來 來 唐 

鋃 鋃鐺瑣也从金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柯擊也从斤良聲來可切 來 來 唐 

 矛屬从矛良聲力當切 來 來 唐 

网聲 

岡 山脊也从山网聲古郎切〔註二〕 見 見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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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

色赤目長耳美髮从虫网聲國語云木石之怪夔  

文兩切 

明 微 唐 

長聲 

萇 萇楚跳弋一名羊桃从艸長聲直良切 定 澄 唐 

韔 弓衣也从韋長聲詩曰交韔二弓丑亮切 透 徹 唐 

棖 杖也从木長聲一曰法也宅耕切 定 澄 唐 

帳 張也从巾長聲知諒切 端 知 唐 

倀 狂也从人長聲一曰仆也楮羊切 透 徹 唐 

悵 望恨也从心長聲丑亮切 透 徹 唐 

張 施弓弦也从弓長聲陟良切 端 知 唐 

忘聲 

莣 杜榮也从艸忘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巟聲 

荒 蕪也从艸巟聲一曰艸淹地也呼光切 曉 曉 唐 

 夢言也从言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从巾巟聲一曰 隔讀若荒呼光切 曉 曉 唐 

 馬奔也从馬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也从魚巟聲武登切 明 微 唐 

 絲曼延也从糸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三級聲子 荒聲 

 虛無食也从禾荒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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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粟之 生而不成者謂之蕫 从艸郎聲魯當切稂蓈

或从禾 

來 來 唐 

岡聲 

犅 特牛也从牛岡聲古郎切 見 見 唐 

剛 彊斷也从刀岡聲古郎切 古文剛如此 見 見 唐 

綱 維紘繩也从糸岡聲古郎切 古文綱 見 見 唐 

註一：网古文 从 聲 

註二：大徐作「山骨也」，小徐作「山脊也。」《詁林》諸家皆從小徐。 

此五十五字， 

１‧與 聲韻畢同者十三字：莣、芒、盲、杗、邙、网、忘、 、妄、氓、 、

、甿。 

２‧與 韻同聲異者四十二字： 

（１）曉紐十字：荒、 、肓、衁、 、 、 、 、巟、 。 

（２）見紐四字：犅、剛、岡、綱。 

（３）端紐二字：帳、張。 

（４）透紐三字：韔、倀、悵。 

（５）定紐三字：萇、棖、長。 

（６）來紐十八字：琅、 、莨、 、筤、良、桹、郎、 、 、硠、狼、浪、

閬、蜋、鋃、 、 。 

（７）心紐一字：喪。 

（８）滂紐一字： 。 

皆為疊韻，可以相諧。於聲則有喉音曉，牙音見，舌音端、透、定、來，齒音

心，唇音滂，是五音俱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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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文》「 」字衍義分析 

  文字由簡而繁，由初出而寫定，其間當歷年所。聲固衍生於同源，義或得

之於假借。是篇推源之作，蓋求同聲符衍生之字，其字義之所由致，以追溯其

衍義之源流，探究其演變之軌轍。 

所謂初文者，本來之字也，如 字是。以初文為聲符，復益以形符，是

為一級（直接）聲子；以一級聲子為聲符，復益以形符，是為二級聲子；依此

類推，《說文》中可有至六級聲子者。蓋聲雖有定音，而義則自流衍，用其聲

者，未必兼取其義，引申、假借由此而生。推源者，蓋推測其字得義之本源也。

而此本源，必為無聲字，文義之所由生，此章炳麟、黃侃孳乳變易之論也。 

芒、 、盲、肓、衁、良、杗、邙、 、网、長、巟、妄、氓、 、甿十

六字從 聲，喪、忘從 亦聲，為 之直接聲子。 

 喪字見於甲骨文，只取 聲。二上哭部喪字下云：  

、 也。 哭 。會意。 亦聲。 

桂馥《義證》：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

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
14
 

《詁林》諸家之說皆類此，是只說字義，未有論及其本源者。甲文、金文有喪

字，甲文作 、
15
，金文作 、 、 、 、 、 、  等形

16
。《甲詁》

 
                                                 
14
 《詁林》冊三頁６６５。 

15
 《甲詁》頁１４０６。 

16
 《金詁》頁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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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于省吾曰： 

即喪之初文。《說文》  哭 聲。按許以為 哭失之，謂 聲是

也。契文 字用為喪亡之喪。 為喪之初文，加 為聲符作 者乃後起

字。 

李孝定以為其說卜辭字義不可易，而於字形無說；乃更申之曰： 

契文諸形，以作 、  為正構，除 口形由二至五無定數外，其另一

旁作 、  諸形，為一樹木之象形字，揆其字形，與卜辭桑字全同。

蓋桑之為用以葉為主，故先哲造字特狀其葉，而他木則僅著枝幹，此

形與字義無涉，字實 桑聲。今契文桑正作 。喪字聲符之桑，詭

變甚多，至金文已變為 、 、 、 ， 無復桑字之形，遂不得不

更 字為聲。而喪之本字 桑聲之字，至篆文乃 而為哭，許君乃

以會意說之耳。
17
 

以為喪字當從 桑聲，為桑樹之本字； 非字，只取象其葉。李氏之說，合乎

造字本意，同於農桑之實，可以信從。農桑為先民本業，近取於身，而竟無形

可象者，實悖於事理。余嘗論《說文》「幾」字之訓當非「微也，殆也」 ，應

為織具之形
18
，今觀李氏論喪之本義實為桑樹象形，益信吾言之不謬矣。蓋由

甲文觀之，不見有 聲，許君以為從哭者，實為從  或  之誤，其本義當

為桑樹；至金文始加 以為聲符。甲、金文主要用為喪 之義，則為假借。

是許君說義可從，而以為从哭則非。 於古文假借為有無之無義及傷 義，

由來已舊；於用為聲符外，復用以表傷 意，而泯桑樹義矣。是喪僅取 聲，

 
                                                 
17
  同註１３。 

18
 見拙著《說文解字形聲字探原疑義例釋》頁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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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義無涉。 

良當非從 聲。五下 部良字下云：  

、善也。 省， 聲。 、古文良。 、亦古文良。 、亦古文 

良。 

古籍良訓「善也」者多矣，然許云：「從 省」，論者多疑之，或強以「 、

滿也」說之，或以為當從 從日從 ，或以為當從 省，具見於《詁林》之中，

茲不具引
19
。甲文良字作 、 、 、  之形

20
，金文作 、 、 、 、 、 、

、 、 、  等形
21
，談古文字者，各逞臆見，諸家所論，等同射覆。或以

為 字，或以為量字，或以為 字，或以為象風箱留實之器，或以為量器，是

其形義難以索解也。林義光《文源》謂良字「既非 之省形」、「亦不从 」，

于省吾以為可從。然「諸家說良形體皆穿鑿附會，無一足取，存疑可也。」
22
若

夫窮流以索源，則徐中舒之說當為有見。徐氏於《字典》釋良字曰： 

象穴居之兩側有孔或台階上出之形，當為廊之本字， 表穴居， 、

為側出之孔道。廊為堂下周屋，今稱堂邊屋簷下四周為走廊，其地位

恰與穴居側出之孔道（巖廊）相當。良為穴居四周之巖廊，也是穴居

最高處。故從良之字，有明朗高爽之義。
23
 

以為良當為廊之本字，非從 聲。今繫聯《說文》從良得聲之字，或有空疏 

 
                                                 
19
 《詁林》冊四頁２２９１。 

20
 《字典》頁６０８。 

21
 《金詁》頁３５６４。 

22
 《甲詁》頁３３５３－３３５６。 

23
 《字典》頁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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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筤、 ；或有明義，如 ；或有高義，如桹、郎、狼、閬；或有長義， 

如 ；或以象其清亮之聲，如琅、硠、浪、鋃、 ；皆為良之動、靜態字，是 

徐說可從也。 

今取良之本義為廊，立良為聲首，不從 聲，以繫聯《說文》中從良得

聲之十五文。 

   長當非從 聲。九下長部長字下云：  

、久遠也。 兀 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 聲。 者倒 

也。 、古文長。 、亦古文長。 

徐灝箋： 

長之義，蓋取於人身之長。故古文 人、上，小篆 兀，兀與元同。  

人首稱元，身以首為主也。長幼之義本此。 匕者，變化也，長養之

意也。鼎臣云：「倒 者，不 也。」長久之義也。 

《詁林》諸家，皆拘泥於令、長之說，其兼說本形本義者，惟徐灝最完備。檢 

甲、金文有長字。《甲詁》列 、  兩文；《金詁》列九文，作 、 、 、 、

、 、  之形
24
。論者皆從同余永梁之說，以為： 

象人髮長貌，引申為長久之意。
25
 

然推其本源，當創發於朱駿聲。朱氏曰： 

 
                                                 
24
 《金詁》頁５７９５。 

25
 《甲詁》頁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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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倒 ，則篆宜作 ，許說非也。字當訓髮，人毛之最長者也。 像

長髮綿延之形，一以束之。 ，久而色變也。與老同意。此字兼象

形指事會意。肆或體 髟，知長、髟同義。
26
 

朱氏未見甲、金文，而其說與之若合符節，亦可見其識力矣。由是觀之，甲骨

文長象人長髮形，引申而有凡長之稱，已成定論；非从兀从 ，亦不從 聲。

由甲骨文而金文，固見嬗遞之迹，其有從 者，實為繁文，多見於古鈢，筆

劃增繁，其實亦象形也
27
。當立為聲首，以統從長得聲七文。 

《說文》以為從 得聲之良、長兩字，已據古文字證之，皆為獨體之文，

不從 聲，則《說文》中從 得聲者實為三十三文。 

荒、 、 、 、 、 六字從巟聲，岡、 二字從网聲，莣從忘聲，為

之二級聲子。 

從荒聲，犅、剛、綱三字從岡聲， 從郎聲，為 之三級聲子。 

四‧總結 

許釋 字為：「逃也。从入从 。」《說文》中從 得聲而衍者五十五字，

蔚為大族矣。 

甲骨文有 字，與人、匕、死、尸等字相校，知甲骨文 字非從入而實

為從人，為死人之象，字從人 ，表示人已死之意。許說 為「逃也」，當

為另一字。 

 
                                                 
26
 《詁林》冊七頁４２１２。 

27
 詳見《金詁》頁５７９５－９引郭沫若《金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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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釋良為：「善也。从 省， 聲。」《詁林》諸家說良字形體皆穿

鑿附會，無一足取。而徐中舒以為，良當為廊之本字，是穴居最高處，故從良

之字，有明朗高爽之義。今取徐說，定良為象形字，當另立為一系，以統從良

得聲之十五文。 

又《說文》釋長字云：「久遠也。」甲骨文長象人長髮形，引申而有凡長

之稱，已成定論。當立為聲首，以統從長得聲之七文。 

總而言之，《說文》 字，當非甲文 字。其論良、長二字，因未見古文

字而有誤說。惟良字徐中舒據古人社會生活而加以論定，揆諸文字衍化之蹟，

一脈相承，粲然可考，而無一字不合符節，可為定論。 

是《說文》由 而衍聲者五十五文當分為 、良、長三系，各有統屬，

不可或亂也。 

今分 系而三之，以見文字嬗進之蹟。其衍義之迹，當如下表：  

系 

一‧用 之引申義者： 

１‧引申而有無義者：盲、忘、 。 

二‧用 之假借義者： 

１‧借牙：芒、莣、剛。 

２‧借撫： 。 

３‧借 ：肓、杗、邙。 

４‧借茻：巟。 

    （１）巟引申而有廣大義：荒、 、 、 、 。 

５‧借巫：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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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借亢：岡、犅。 

三‧聲中無義者：喪、衁、 、网、氓、 、甿、 。 

１‧由网來者：綱。 

 

良系 

一‧用良之清朗聲義者：琅、硠、浪、鋃、 。 

二‧用良之通明義者：筤、 、 。 

三‧用良之高義者：桹、郎、狼、閬。 

四‧用良之長義者： 、 。 

五‧相反成義者： 。 

六‧聲中無義者：莨、蜋。 

 

長系 

一‧用長之本義者：棖、帳、張。 

二‧用長之假借義者： 

１‧借中：韔。 

２‧借巫：倀。 

３‧借 ：悵。 

三‧聲中無義者：萇。 

 

甲‧ 系 

本義為「逃也。」《說文》中從之得聲而衍者二十九字，衍聲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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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  古聲 聲類 古韻 

──逃也从入从 武方切 明 微 唐 

一級聲子 聲 

芒 艸耑从艸 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撫也从攴 聲讀與撫同芳武切 滂 敷 唐 

盲 目無牟子从目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肓 心上鬲下也从肉 聲春秋傳曰病在肓之下呼光切 曉 曉 唐 

衁 血也从血 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呼光切 曉 曉 唐 

杗 棟也从木 聲爾雅曰杗廇謂之梁武方切 明 微 唐 

邙 河南洛陽北 山上邑从邑 聲莫郎切 明 明 唐 

 翌也从明 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网 庖犧所結繩以漁从 下象网交文文紡切 网或从  

网或从糸 古文网 籀文网〔註一〕 

明 微 唐 

巟 水廣也从川 聲易曰包用馮河呼光切 曉 曉 唐 

妄 亂也从女 聲巫放切 明 微 唐 

氓 民也从民 聲讀若盲武庚切 明 微 唐 

 齧人飛蟲从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甿 田民也从田 聲武庚切 明 微 唐 

亦聲 

喪 也从哭从 會意 亦聲息郎切 心 心 唐 

忘 不識也从心从 亦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二級聲子 网聲 

岡 山脊也从山网聲古郎切〔註二〕 見 見 唐 



 甲骨文「亾」字管窺——兼論《說文》中從亾得聲之字之流變  何添 

 

45 

 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

色赤目長耳美髮从虫网聲國語云木石之怪夔  

文兩切 

明 微 唐 

忘聲  

莣 杜榮也从艸忘聲武方切 明 微 唐 

巟聲 

荒 蕪也从艸巟聲一曰艸淹地也呼光切 曉 曉 唐 

 夢言也从言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从巾巟聲一曰 隔讀若荒呼光切 曉 曉 唐 

 馬奔也从馬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也从魚巟聲武登切 明 微 唐 

 絲曼延也从糸巟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三級聲子 荒聲 

 虛無食也从禾荒聲呼光切 曉 曉 唐 

岡聲 

犅 特牛也从牛岡聲古郎切 見 見 唐 

剛 彊斷也从刀岡聲古郎切 古文剛如此 見 見 唐 

綱 維紘繩也从糸岡聲古郎切 古文綱 見 見 唐 

註一：网古文 从 聲 

註二：大徐作「山骨也「，小徐作「山脊也。「《詁林》諸家皆從小徐。 

 

乙‧良系 

  本義當為長廊之象形，故有空疏義，有明義，有高義，有長義，或以象其 

清亮之聲。《說文》中從之得聲而衍者十七字，衍聲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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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良 古聲 聲類 古韻 

良──善也从 省 聲呂張切 古文良 亦古文良 亦古文良 來 來 唐 

一級聲子 良聲 

琅 琅玕似珠者从玉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莨 艸也从艸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目病也从目良聲力讓切 來 來 唐 

筤 籃也从竹良聲盧當切 來 來 唐 

桹 高木也从木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郎 魯亭也从邑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明也从月良聲盧黨切 來 來 唐 

 也从 良聲音良又力康切 來 來 唐 

硠 石聲从石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狼 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从犬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浪 滄浪水也南入江从水良聲來宕切 來 來 唐 

閬 門高也从門良聲巴郡有閬中縣來宕切 來 來 唐 

蜋 堂蜋也从虫良聲一名蚚父魯當切 來 來 唐 

鋃 鋃鐺瑣也从金良聲魯當切 來 來 唐 

 柯擊也从斤良聲來可切 來 來 唐 

 矛屬从矛良聲力當切 來 來 唐 

二級聲子  郎聲 

 禾粟之 生而不成者謂之蕫 从艸郎聲魯當切稂蓈

或从禾 

來 來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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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長系 

長之本義為象人髮長貌，引申而有長久之意，諸家無異詞。《說文》中從

之得聲而衍者七字，衍聲一級： 

聲母──長 古聲 聲類 古韻 

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 聲 者倒 也  

 直良切 古文長 亦古文長 

定 澄 唐 

一級聲子 長聲 

萇 萇楚跳弋一名羊桃从艸長聲直良切 定 澄 唐 

韔 弓衣也从韋長聲詩曰交韔二弓丑亮切 透 徹 唐 

棖 杖也从木長聲一曰法也宅耕切 定 澄 唐 

帳 張也从巾長聲知諒切 端 知 唐 

倀 狂也从人長聲一曰仆也楮羊切 透 徹 唐 

悵 望恨也从心長聲丑亮切 透 徹 唐 

張 施弓弦也从弓長聲陟良切 端 知 唐 

 

五．後記 

  自甲骨文字出土，學者多以《說文》校甲骨文，創獲良多，斯乃研究文字

之一大突破，另闢蹊徑，別開新境。如為字、雞字等，皆得甲骨文之佐證而大

明，是《說文》中固有誤說者也。其間或有鑿枘者，則以為許說荒誕，《說文》

有誤，其實未必然也。 

  今以甲骨文 字以校《說文》，以為《說文》 字不當從入，然檢諸《說

文》從 得聲得義之字，無論字形字義，皆不見與甲文 字有相承之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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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文 字，固不同於《說文》之 字，分途殊義，不必求合也。 

  甲文 字，百餘年來解說紛紜，其源已不可知；出土文物，亦無從驗證，

是篇之作，聊作解人，徒見笑於大方之家。 

  然其中有不得不深思者，則是甲文並非皆是，而許說未必皆非。每見以甲

文校《說文》而指陳許君之失者，驗諸形聲系統，或有不然。蓋文字發展，先

有動態之運用，始有靜態之寫定，所謂約定而俗成者也。且其間更歷二三千年，

文明大備，世變日繁，不得以古人為正道，而非後人之更新。且甲骨文皆為卜

筮之詞，於社會民生，未必盡錄；況今日所見，亦多有不知其形義者。後世文

字制作，孳乳寖多，包羅日廣，固有出於卜筮之外，是不必執古人之遺緒，非

後人之實錄，而齦齦於許書，以為新見矣。 

  今日討論文字者，苟能系聯《說文》形聲字，而上溯鐘鼎，推源甲骨，以

瞻文字之流變，斯亦考文之樂事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今者資訊發達，學術大明，文物迭出，不暇應接。研究者窮心盡力，每

有新解，多所指發，著述如林。然綆短汲深，難以盡讀；兼且局處海隅，時賢

之論，未及披覽者，在所多有。是篇名曰管窺，蓋僅拾前人之餘緒，為陳篇之

簡論，以就教於高明耳。



《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  蔡鴻江 

 

49 

《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鴻江副教授＊ 
 

摘    要 

自光緒廿五年（1899AD）甲骨文被發掘後，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其間有

私人盜挖、外國學者購置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有計劃發掘整治，讓「甲骨學」

成為國際學術的議題。由於商周時期的史料有限，造成研究甲骨文有不少的困

難；但經由董作賓等學者不斷的整理與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 

商朝以龜甲占卜，其卜辭刻劃於龜甲之上，但此事在許慎《說文解字‧序》

均無記載，僅言「黃帝史官倉頡造書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與「秦始皇之小篆、隸書」。何以在殷商時期「以龜甲占卜記事」的「卜

辭」，東漢許慎處理《說文》時，竟然隻字未提，其原因如何？此為本文探討

之重點。殷商時期在占卜儀式結束後，將所龜甲作善後處理，此於《禮記》尋

繹有 29 條「龜甲之事」，可以得到見證。 

 

關鍵詞：龜筴、龜甲、龜兆、龜龍、龜襲、龜玉、龜筮、命龜、登龜、蓍龜、

寶龜、甲骨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畢業。現任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中心副教

授。碩士論文是＜晉國文獻及其銘文之研究＞、博士論文是＜晉系青銅器之研究＞。發表論

文有＜晉國軍事銅銘之研究＞、＜兩周晉系飪食銅鼎形制之探微＞、＜晉國銘文與侯馬盟文

形構關係之研究＞、＜春秋時期青銅器論略＞、＜從成語教學論趙翼陔餘叢考＞、＜金士生

易內傳論時析微＞、＜東周時期巴蜀地區青銅器概述＞、＜技專院校的語文教育與專業知識

之相融合＞、＜韓愈治潮與臺灣內埔鄉昌黎祠之關係＞、＜高濂遵生八牋飲饌服食箋品論茶

事＞、＜陳繼儒之儒道思維與其莊子雋之探述＞等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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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n Recordings about 

Tortoise-Shells in the Book of Rites 
 

Tsai, Hung-J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Abstract 

After oracle bone scripts were discovered in 1899, oracle bone studies had been 

internationally scholar issues due to stealing by privately, trading by foreign 

scholars, and unearthing methodically by Central Research Academy. Becaus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und in Chinese Shang and Zhou Dynasty were finite, it’s 

uneasy to have researches on oracle bone scripts. However, some scholars like 

Dong ZouBin had lots of efforts on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we have had abundant results.  

According to some ancient books like the Book of Rites called Li-ji from Zhou, 

we have known using tortoise-shells where inscriptions were carved for divining 

in Shang. In Shuowen Jiez , an early 2nd-century Chinese dictionary written by 

Xu Shen from Han Dynasty, only that Cangjie invent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Dynasty of Yellow Emperor, that Zhou (籀) recording historical event had 

compositions with Large seal scripts called Dazhuan in Chinese Zhou Dynasty, 

and that clerical script including Small seal scripts and Li-shu were used in Qin 

Dynasty were said. However, oracle bone scripts were not mentioned. Thus, the 

main point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why the re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hang 

were not recorded in Shouwen Ji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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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清德宗光緒廿五年(1899AD)，劉鶚在北京王懿榮住處，見到龍骨，上有契

刻文字，詢問藥材的來源，始得知是售自於河南安陽一帶1。光緒廿九年(1903AD)

劉鶚印行《鐵雲藏龜》一書(內有 1058 片)。由於在民國十七年(1928AD)前，因

國事倥傯，政府無暇顧及甲骨文字的挖掘與整理，在此期間成為「私人挖售」

的階段，前後有 9 次有重大的發現2，這些甲骨片都由古董商轉售給英、美等

國之人士3。民國十七年至民國廿六年(1928-1937AD)，此期間由中央研究院進

行挖掘，共有 15 次，所得甲骨有二萬餘片4，這些甲骨片都收錄在董作賓《新

獲卜辭寫本》5、《殷虛文字甲篇》6、《殷虛文字乙篇》7、郭沫若《卜辭通纂》
8;同時河南博物館亦進行三次的挖掘工作，所得甲骨有 3656 片，關葆謙選錄

800 片，編為《殷虛文字存真》共 8 冊，孫海波選錄 930 片，編為《甲骨文錄》
9。此批甲骨片在民國卅八年十一月運至臺灣，後來存放在臺北市國立歷史博

物館。民國卅九年(1950AD)因兩岸分治，安陽殷墟甲骨挖掘工作，由中國科學

院考古研究所負責，在四十年期間出土甲骨文字  有近六千片，尤其民國六十

 
                                                 
1
  盤庚遷都到殷墟（今河南安陽），直至帝辛（紂）滅亡，約 1384BC-1111BC， 凡有 274 年。 

2
  根據吳璵《甲骨學導論》P4:「光緒廿五年、光緒卅年、宣統元年、民國九年、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民國十四年、民國十五年、民國十七年」等 9次。 
3
  英國人是庫林、金璋等;美國人是方法斂，加拿大人是明義士。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殷墟發掘照片選輯 1928-1937》一書，內有當年挖掘甲

骨的照片。 
5
  1928年 10 月第一次發掘殷墟所獲甲骨 784片，選錄其中的摹本有 381片。附有＜后記＞，

分為六章：地下知識、時代考證、文字研求、契法探索、骨料發現、塗飾一斑。1928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6
  內有甲骨文拓片 3938 片、牛頭刻辭 1號、鹿頭刻辭 2 號、鹿角器 1。此書為自 1928年 10

月第一次發掘至 1934 年春天第九次發掘，所得甲骨 6513 片中選拓出。 
7
  分為上中下三輯出版。上輯在 1948年 10 月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出版，著錄有 3472 號。中

輯在 1949年 3月出版，自 3473號至 6272號。下輯在 1953年 12 月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

版，自 6273 號至 9105 號。 
8
  正編選錄甲骨拓片有 800片，＜別錄＞選錄甲骨拓片 129片。正編圖版按類編排，考釋分

為「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田游、雜纂」等 8 種。別錄分家編號考釋。 
9
  此書收錄是何日章在安陽所採集和原河南省博物館在 1929年、1930年兩次在殷墟發掘所

得甲骨 3656 片中挑選之精華。1971 年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印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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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973AD）小屯村南地有 5335 片10。民國七十八年（1989AD）秋小屯村

有 294 片。民國八十年（1991AD）10 月花園庄村有 579 片11。此甲骨片之不斷

出土,足以說明「地不愛寶」，或許往後仍會有甲骨片不斷的出土。 

    西漢宣帝甘露三年(51BC)詔諸儒在石渠閣12講論五經同異，后倉、戴聖等人

皆參加議論；今所見《禮記》49 篇之初本，可能是戴聖在此抄輯而成。依據劉

向《別錄》分為九類：制度、通論、明堂陰陽記、喪服、世子法、祭祀、子法、

樂記、吉事。東漢末年，鄭玄將當時流傳的《禮記》諸本相互參校，並為之作

《注》，使《禮記》大行於世，且流傳至今。南北朝為《禮記》作註釋，北有熊

安生，南有皇侃13。宋儒治《禮記》最有成就是衛湜《禮記集說》160 卷14。元儒

研究《禮記》以吳澄《禮記纂言》15、陳澔《禮記集解》16較為顯著。清朝孫希

旦《禮記集解》17博採鄭玄、孔穎達及宋元諸儒之說，是融合漢宋之學。 

 
                                                 
10
 《小屯南地甲骨》（簡稱《屯南》）著錄甲骨文 4589片，其中朱書照片有 8片，有二冊（上

冊是圖版，下冊是錄文），內容有前言、凡例、目錄表、龜甲統計表、背文統計表。後附

有 1971年冬在小屯西地出土卜骨 10片。1975年至 1977 年在小屯村一帶採集甲骨 13 片。 
11
 H3灰坑出土的甲骨片數量，共有 1583 片，卜甲有 1558 片，卜骨 25片。卜甲上有刻辭是

574片(腹甲 557 片，背甲 17 片)，卜骨上有刻辭是 5片，總計有刻辭的甲骨片 579片。其

詳見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p4。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

頁 50，統計民國卅九年至八十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有 6243片。 
12
  此閣是西漢蕭何所造，在今陜西省長安縣西北。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所藏是

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西漢成帝又在此處收藏秘書；西漢宣帝時為諸儒講經之所。 
13
 :皇侃，梁吳郡人，嘗為國子助教，撰有《論語義》、《禮記義》。傳見《梁書》卷 48<儒林傳

>及《南史》卷 71<儒林傳>。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P158:「《禮記疏》本皇、熊二家，

熊安生北學，皇侃南學…北學深蕪者…南人簡約者。…」按:熊安生字植之，北周長樂阜

城人，通五經，尤精《三禮》。熊安生著有《禮記義疏》30卷，今已亡佚，清馬國翰《玉

函山房輯佚書》輯有《禮記熊氏義疏》4 卷。 
14
  衛湜字正叔，宋吳郡人，學者稱櫟齋先生，官至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撰《禮記

集說》160卷，《宋史》無傳。《四庫提要》卷廿一 :「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首尾閱

三十餘載，故採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 
15
 吳澄字幼清，元朝崇仁人，傳見於《元史》卷 171。著有《禮記纂言》，凡 36 卷，蓋為晚年

手定之本。大旨以類相從，求得文義相通，有<通禮>9篇、<喪禮>11篇、<祭禮>4篇、<

通論>11篇。《四庫提要》經部禮類三有著錄。 
16
  陳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元朝都昌人。南宋末年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學者稱經

師先生，著有《禮記集說》30 卷，《四庫提要》卷 21 經部禮類三有著錄，採掇諸儒之論禮，

凡有 42家。 
17
  孫希旦字紹周，號敬軒，瑞安人。生於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AD)，卒年不詳。孫迺釗有《孫

敬軒先生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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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禮記》載錄「龜事」之解析 

 

商朝以龜甲占卜，其卜辭刻劃於龜甲之上，但此事在許慎《說文解字‧序》

均無記載，僅言「黃帝史官倉頡造書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與「秦始皇之小篆、隸書」，此為殷商時期在占卜儀式結束後，將所龜甲

作善後處理，其處理狀況可於《禮記》得到見證。此於《禮記》尋繹有 29 條

「龜甲之事」，茲分述於下： 

1、＜曲禮＞上第一（p58）：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東漢鄭玄《注》：「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

為。」唐朝孔穎達《正義》：「臨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

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若不焚埋，人或

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 

按:此則說明祭祀之慎重，不可有怠惰之嫌，如祭服與祭器有破損則必須

焚燬或埋掉。卜筮用的龜甲蓍草與祭牲，有毀損或死亡者都必須掩埋。由於掩

埋於地土之下，久之，後世者則不易見到商周時期的甲骨。 

2、＜曲禮＞上第一（p59）：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

『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

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東漢鄭玄《注》：「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順其居內為陰。旬，十日

也。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

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求吉不過三。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

筴也。」唐朝孔穎達《正義》：「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

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內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第二卷 第一期 總第二冊 

 

54 

事以柔日者，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也。…崔靈恩18曰：外

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

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45：「愚

謂外事謂祭外神，內事謂祭內神。…田獵出兵亦為外事，…冠昏喪祭亦為內事…

愚謂為日，言為行事求吉日也。…愚謂卜筮不過三，言卜筮不從者，至於三則

止，不可以更卜筮也。…卜筮不相襲，言卜筮既從者，不可以更卜筮也。書言

卜不襲吉是也，此二者皆為其瀆鬼神也。」 

按：外事在剛日(即單數日，甲丙戊庚壬)進行，內事在柔日(雙數日，乙丁

己辛癸)進行。用龜卜蓍筮決定日期則以十日為期，十天以外的某日則說「遠

某日」，十天以內的某日則說「近某日」。辦理喪事則先卜筮遠日，辦理吉事則

先卜筮近日。在卜筮時說：「選擇日期，假借大龜或蓍草來占卜占筮。」占卜

或占筮不得超過三次，同時也不可相重複使用。 

3、＜曲禮＞上第一（p61）：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則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

則必踐之。』」 

東漢鄭玄《注》：「弗非，無非之者。日之所卜筮之吉日也。」唐朝孔穎達

《正義》：「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日與吉凶

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為之，則民敬而畏之也；…若有疑則筮之，則人

無非之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46：「吴氏澄曰：

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以占事，使民决嫌

疑，愚謂時，謂四時，時不須占，以日繫於月，月繫於時，故兼言時日耳。古

人卜筮日，無占十二時者，…信時日者，卜筮得吉日，則人無不信其善也。祭

祀必擇日，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擇日而誓戒之，則人無敢不如期而赴事也。

 
                                                 
18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徧習五經，尤精於《三禮》、《三傳》。初仕魏後入梁，為國子博士。

撰有《毛詩集注》、《周禮集注》、《制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左氏條例》、《公羊穀梁

文句義》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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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者，是非之未決，卜筮以決之。猶與者，行止之未定，卜筮以定之。」    

按：「莢」同「策」。策者蓍也。蓍高有二、三尺，古時取其莖以為占筮之

用。商周時期占卜用龜甲，占筮用蓍草，這兩者是聖王施政讓人民能相信時日，

尊敬鬼神，畏守法令；尤其對嫌疑或猶豫之事，以龜蓍判定吉凶，決定行事。 

4、＜曲禮＞下第二（p74）：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几、杖、席、

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東漢鄭玄《注》：「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

也；側，反側也；皆甫省親視之。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

載喪車也。」唐朝孔穎達《正義》：「此一節總明臣當預事，並明臣入公門當謹

敬之禮也；…臣不豫慎，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則宜誅責也。倒，

顛倒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來，在君前方顛倒

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龜筴者謂臣之龜筴也，將入嫌問國家吉凶。几杖者，

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驕矜，嫌自長老。…」孫希旦《禮記集解》p55：「方

氏愨曰：此非大過而皆有誅，蓋以群臣之眾而奉一人，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

其漸與。」 

按:此則之意在國君面前，若有振書(拂除書簿上的灰塵)、端書(整理書

簿)、倒策(顛倒蓍草)、側龜(弄翻龜甲)，都要受到懲罰。持有龜甲蓍草、几杖、

坐席、遮雨具、穿著素白的衣服、穿著葛布的褻衣，都不能進入君王的宮門。

這些都是臣子進入公門的禁品，嚴重者如「倒筴、側龜」均遭嚴懲。 

5、＜檀弓＞下第四（p186）：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東漢鄭玄《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心正且知禮也。」唐朝孔穎達

《正義》：「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

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居親

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孫希旦《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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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p136：「愚謂《左傳》言立子之法，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石祁子不

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為有知者，所卜得其人也。」 

按：此則說明卜擇立適，在於其德，非在於外在的「沐浴佩玉」；雖外表

不宜忽視，但內心德正，尤為重要，此為以龜占卜，亦可得其靈驗。 

6、＜月令＞第六（p319）： 

「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東漢鄭玄《注》：「四者（蛟、鼉、龜、黿）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

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

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

鼉黿言取羞物，賤也。」唐朝孔穎達《正義》：「引《周禮》秋獻龜魚，是漁人

職文。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

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孫希旦《禮記集解》p226：「高氏

誘曰：…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愚謂周禮登龜以秋，＜豳

＞詩言『八月萑葦』19，而＜月令＞皆言於季夏，蓋此諸事，以季夏始命，而

自是至秋，皆可為之也。」 

按：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所以朝諸侯、有饗功、養老教學、選士之用，

根據《大戴禮記》言明堂有九室，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其外有水曰辟雍，即太學。周朝要供奉祭祀之物，如蛟、鼉、龜、黿等，

都在夏季命令飼養，至秋時則可取用祭祀。 

7、＜月令＞第六（p341）：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東漢鄭玄《注》：「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卦吉凶，謂易也。審省

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唐朝孔穎達《正義》：「是月大史之官，釁龜

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

 
                                                 
19
《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按:七月是夏曆七月，即周曆九月。流火是

星名，六月初黃昏時，火星見於南方，至七月時，則下而向西流，故曰流火。萑葦即蘆葦，

可作為養蠶之用。 

  



《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  蔡鴻江 

 

57 

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

省視錄之而已。」孫希旦《禮記集解》p240：「大史當做大卜，卜筮官之長也。

釁者攘礫之祭名，龜筴所以卜筮於歲首釁之神之也。龜所得曰兆，筴所得曰卦。

有事而卜筮，則占兆審卦，以察所行之吉凶也。…蓋因命釁龜筴而言，以此預

戒之。」 

按：大史即太史，在《周禮》是屬於春官之列，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

序事，頒佈告朔於邦國。大卜即太卜，亦稱為卜正。《周禮‧春官》之太卜掌

三兆、三易、三夢之法20，為卜筮官之長。釁者，血祭也。殺牲取血以塗抹坼

罅，如廟竈鐘鼓龜策寶器之屬，因此薦牲以祭曰釁。周朝在立冬時，天子會命

令太史以牲血塗抹龜策，然後占卜其吉凶。 

8、＜禮運＞第九（p436）：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東漢鄭玄《注》：「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唐朝孔穎達《疏》：「謂之

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以龜知人情，龜

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

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孫希旦《禮記集解》p302：「龜知人情，既來應人，

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方氏愨曰：『鱗體信厚，鳳知治亂，

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 

按：方愨字性夫，北宋桐廬人，宋徽宗宣和時進士，歷官禮部侍郎。為人

處事以剛廉著稱。著有《禮記集解》。朱熹嘗曰：「方氏《禮記集解》不可以其

新學而黜之。」龜性耐饑渴，壽可至百歲，商周時期以灼龜占卜吉凶，故將龜

視為靈物。 

9、＜禮運＞第九（p437）：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缯，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

 
                                                 
20
 三易是《連山》、《歸藏》、《周易》。三夢是致夢、觭夢、咸陟。三兆是玉兆、瓦兆、原兆。

兆者是以火灼龜，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破裂。高平之地曰原，若其地之乾裂，

有如龜紋之坼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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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職，禮有序。」 

東漢鄭玄《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缯，宣猶揚也。」 

唐朝孔穎達《正義》：「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龜既知人

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孫希旦《禮記

集解》P302：「秉蓍龜以決其嫌疑。」 

按：此則說明上古時期先王治國的措施，首先要秉持蓍草與龜甲進行各項

的祭祀，還有贈牲缯予神，宣讀祭祀鬼神與祈求祝福的文辭。設立各種制度，

讓國家有重視禮義的風氣。百官都有職掌，各盡其職，成為有禮義的風範。 

10、＜禮運＞第九（p441）：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

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掫。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

而闚也。…」 

東漢鄭玄《注》：「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繒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

掫，聚草也。沼，池也。」唐朝孔穎達《正義》：「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

其道也。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

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306：「天不愛其道者，

風雨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其寶，五穀稔而貨

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 

按：天地人絕無以私意隱藏其「道、寶、情」，縱然鳳皇麒麟在郊野水澤

中，龜龍畜養在宮池，或卵生胎生的鳥獸，都可以俯首而見，此說明天地人絕

不可有一毫之偽或一己之私。若能以禮義忠信，脩己而治人，則天下必能達順

中和。 

11、＜禮器＞第十（p451）：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東漢鄭玄《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

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唐朝孔穎達《正義》：「諸侯有保土之

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也。以圭為瑞者，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

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

之玉，亦謂為瑞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孫希旦《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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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p309：「愚謂以龜為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之，以占國之大事，…

若尋常所用之龜，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一

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為寶也。…愚謂《漢書‧食貨志》云：『黿尺二寸，

此龜之最大者，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即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八寸，

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

非大事不輕卜耳。』 

按：東漢班固《白虎通》 (又名《白虎通義》）
21
言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

侯一尺，大夫八寸，此說明天子、諸侯、大夫卜龜大小不一；大夫之家依規定

不能藏有「龜甲圭玉」，更不能建造臺門22。 

12、＜禮器＞第十（p470）：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因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

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東漢鄭玄《注》：「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吉土，王者所

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

而致象物。」唐朝孔穎達《正義》：「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

集，寒暑順時。…升中于天，以天下太平，故鳳凰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至。」

孫希旦《禮記集解》p324：「先王既因天地之宜，以制為祭祀之禮，於是備百

官，申誓戒，順其陰陽，就其壇兆，以行其禮，治定功成，故鳳凰降而龜龍假，

百神受職，故風雨節而寒暑時。」 

按：此則說明古時先王治天下，重用有道德修養之賢才，同時誓戒要盡忠

職守。先王要登泰山舉行對封禪大典，向上天稟告，當燔柴的烟氣升達中天時，

鳳凰會降臨，龜龍會到來。此後風調雨順，寒暑更迭有序，此時聖人立於南面

而治，天下遂太平。 

13、＜禮器＞第十（p473）：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 

東漢鄭玄《注》：「此饌，諸侯所獻。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

 
                                                 
21
 後漢章帝在北宮白虎觀下詔聚集諸侯考定《五經》之異同，以其上奏之 議論，匯聚成此書。

原名為《白虎通德論》，後省稱為《白虎通》。其書有徵引《六經》及讖緯之義。 
22
 臺門是兩邊築起高臺為基，在基上建造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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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

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唐朝孔穎達《正義》：「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

祫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三牲魚腊，四海

九州美味也者，言此等是諸侯所貢。…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

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止，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所貢納金，以為庭

實，示其柔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

尊崇其德也。…龜在眾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

孫希旦《禮記集解》p328：「大饗謂王饗來朝諸侯也。…龜為前列者，陳於庭

而最在北也。先知者，龜能前知，故貴之而在諸物之前也。…」 

按：腊，乾肉也。祫祭者在太廟中合祭遠祖。祫禘皆殷祭，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合群廟之主，祭於太祖廟。此則說明天子在主持大饗禮時，把進貢的

龜甲放在貢品最前列(其目的在體現預知事情的吉凶)，接著有銅、朱砂、漆絲、

纊、竹、箭等貢品。在大饗禮結束後，演奏＜肆夏＞樂，歡送諸侯離去。 

14、＜郊特牲＞第十一（p485）：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東漢鄭玄《注》：「旅，眾也。邇，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

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唐朝孔穎達《正義》：「眾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五

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是

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陳金則於龜後也，…虎豹是威猛之獸，…

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

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332：「此謂諸侯所以享王者也。…

若禹貢袞州貢漆絲，青州貢鹽絺之屬是也。…龜為前列，先知者以龜能前知，

故列之最在先也。前有龜，後有丹漆絲纊竹箭之屬，取鐘聲之和，參居於前後

之間也。」 

按：此節是說明諸侯貢享之物，有龜甲、鐘、丹漆、絲纊、竹箭、虎豹之

皮、束帛、玉璧等。其中龜甲是放置最前列，以體現有預知吉凶之徵兆。 

15、<郊特牲>第十一 （p498）：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親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

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東漢鄭玄《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

既卜必到擇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

眾而誓之，是也。』」唐朝孔穎達《正義》p498:「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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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

頖宮』是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

誓勑舊章齋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孫希旦《禮記集解》p340:「卜郊，

卜日也。……猶卜之者，審慎之意也……祖廟，始祖之廟……澤，辟廱也，辟

廱環水，故謂之澤。……受教諫之義者，釋所以聽誓命於澤之意也。」 

按：<禮器>之文說明魯國人行郊祭天之禮，應以始祖后稷為配祭，但太

廟在鎬京，魯無后稷廟，是以在頖宮行告祭后稷之禮。頖宮，即泮宮，是諸侯

所設立之大學。大學在郊，天子稱為辟廱，諸侯稱為頖宮。頖者班也；頖宮是

頒施政教之處。《周禮‧春官‧卜師》：「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

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

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卜師掌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

等四兆。凡有卜事，太卜會指示龜骨高起可灼之處，以熾熱的火灼龜，讓它出

現明顯的裂痕。卜事者要辨別龜甲形體的上仰、下俯、左斜、右斜、前長、後

長，按所需用的訴求，告訴命龜者，同時教導命龜的語辭與禮儀。 

16、<玉藻>第十三（p547）：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東漢鄭玄《注》:「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視兆坼也。視兆所得也，周公

曰體王其無害也。」唐朝孔穎達《正義》:「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

按<龜人>(此為《周禮．春官．宗伯．龜人》之語):『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

體辨之。』……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君定體者，謂五行之

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孫希旦《禮記集

解》p387:「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鉅紋謂之墨，其細紋旁

出者謂之坼。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

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 

按:卜人或稱貞卜人物，是卜辭中卜問命龜者，目前所見卜辭中的「卜人」

約有 123 個，這些卜人的知識較高，往往可以將「上帝神鬼之意」，轉達給殷

王，可見他是文化層級較高者。是以「貞人」是研究甲骨斷代分期之重要憑藉

者。 

17、<玉藻>第十三（p559）： 

「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東漢鄭玄《注》:「尸，尊，重寶瑞也，謂已致龜玉也。」 

唐朝孔穎達《正義》:「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龜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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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行禮已致龜玉之

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398:「尸襲執玉龜襲，一

則以其象鬼神之尊嚴，而德充於內；一則以其執國家之重器，而敬存其中，而

無待於見美也。襲即不裼，而記或言不裼，或言襲者，據其禮之輕則見不裼之

義。據其禮之重則見當襲之義也。凡行禮以裼為常，其襲者皆是有意為之也。」 

按: 裼:古時裘外之衣。襲:以衣斂尸；重衣，稱全套之衣服。裼者是古時

裘外之衣；襲者是全套之衣服。在充當尸時，應當掩好正服前襟；拿玉和龜時

應當掩好正服前襟。 

18、<玉藻>第十三（p568）：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東漢鄭玄《注》:「著徐趨之事。」唐朝孔穎達《正義》:「此一經論徐趨

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腫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

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 

按:拿著龜甲和玉器時，要舉起前腳掌而且拽著腳後跟行走，以顯示腳步

緊湊緩慢。《論語．鄉黨》: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此說明執圭行聘禮，動作緩慢，舉足輕小，有如

循著固定的道路行走。 

19、<玉藻>第十三（p582）：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東漢鄭玄《注》:「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

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唐朝孔穎達《正義》:「春秋宣元年(608 

B.C.)。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

年(506BC) 《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

父亦國名。」 

孫希旦《禮記集解》p421:「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

天子之器，亦夸辭也。愚謂封父疑古諸侯之字。」 

按: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云: 「崇，秦之與國。」此崇國蓋在渭水北

邊，近於黃河。璜者半璧，是夏后氏之珍器。封父國在今河南省封丘縣。繁弱

是古之良弓。「鼎、璜、龜」是商周時期天子賞賜諸侯之器物。 

20、<少儀>第十七（p628）：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東漢鄭玄《注》:「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



《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  蔡鴻江 

 

63 

權也。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志，私意也。」唐朝孔穎達《正義》:

「此一節明卜筮之法。不二問者，凡卜筮之法當正己心志而來問於蓍龜，則得

吉兆，不得二心不正。若二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告。太卜問來卜筮者，

為是道理正義與為是私意志與。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為；卜筮若所問是私心志

意，則不為之卜筮。」孫希旦《禮記集解》p457:「輔氏廣曰:問卜筮必義而後

可，不可行險以僥倖……愚謂義與志與者，將問而先審度於己也。義則當質於

神，以審其從違。若志則當以義自斷，而其吉凶不必問矣。」 

按：輔廣為輔逵次子，曾四試不第。後專攻周敦頤與二程學說，以朱熹為

師，與同門之黃幹交誼深厚，時人稱為「黃輔」。南宋寧宗嘉泰年間(凡 4 年，

1201-1204AD)回歸鄉里，在崇德城建置「傳貽堂」教導學生，學者尊稱為「傳

貽先生」。著有《六經集解》、《尚書注》、《四書纂疏》等。此則是說明卜筮之

吉凶取決於自我的義與不義。若為義者經由卜筮之法則勢必可行。若為不義

者，即使再由卜筮，仍是窒礙不可行。 

21、<少儀>第十七（p631）：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東漢鄭玄《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兵

車不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孫希旦《禮記集解》p461: 「鄭氏謂軍

中肅拜，非也。凡拜必跪。介者不拜，以其不能跪也。《左傳》:『郤至三肅使

者』肅，非拜也。立而引手曰肅，跪而引手曰肅拜。」 

按:肅拜是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

肅拜)中最輕的拜禮，只是伏手低頭，只在軍中實行(婦女行禮，也只用拜禮)。

此說明執玉龜筴者不快走，在堂上與城上絕不可快走。乘兵車不行軾禮 (軾者

車前橫木可憑者)，身穿鎧甲者不行拜禮，因為身穿鎧甲不能跪拜。 

22、<樂記>第十九（p684）：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

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東漢鄭玄《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既之以禮。」唐朝孔穎達《正義》:

「大輅謂金輅也，……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之緣。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

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群，將此以與諸侯。」孫希旦《禮記集解》

p497: 「愚謂《公羊傳》（魯定公八年，502BC）曰:龜青純；何休云：純，緣

也，謂緣甲髥也。千歲之龜青髯，則龜之緣，乃其本質自然，非為之也。」 

按:大輅即大車，亦作大路，天子乘之以祭天者。配掛有龍旗，上有九條

的飄帶。有青黑色邊緣是天子使用的寶龜；再加上成群的牛羊，這是天子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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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諸侯的禮物，此說明天子有重視「報恩」之禮。 

23、<雜記>〈上〉第廿 ( p715)：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東漢鄭玄《注》:「謂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

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唐朝孔穎達《正義》:「大夫謂卿也；大宗謂大宗

伯也，相佐威儀。小宗人命龜者，小宗伯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為

用揚火灼之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517:「愚謂凡相禮事者，皆曰宗人，

雖私臣，亦以名之。此大小二宗，並公臣，乃宗伯上中下士之屬，自以為尊卑，

分為大小，非大宗伯、小宗伯之官也。命龜述命以告卜人也，其出命以命人，

則蒞卜者為之。」 

按:大、小宗人及卜人皆屬春官，而以贊助大夫之喪。大夫之喪，力有不

能盡者，皆仰之於公，又有相關的官員可以贊助其事。此則說明大夫的喪事由

大宗人襄佐主人進行喪禮；小宗人把卜龜占問的事情向大夫說明；卜人是負責

灼龜，以呈現兆象。 

24、<祭儀>第廿四 p826：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

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教不伐以尊賢也。」 

東漢鄭玄《注》:「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是官名。《周禮》曰太

卜，太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唐朝孔穎達《正義》:「亦明其不敢專輒尊

賢之事也……。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即今時《易》也。……立為占《易》之官，抱龜南

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太子親執卑道服衮冕北面。……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

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己之所為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有善

稱人，有過稱已，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杜子春云:玉兆帝

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鄭玄作《易讚》云: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孫希旦《禮記集

解》p607:「建，立也；天地之言其體；陰陽言其氣；情謂吉凶之著見也。……

此易謂卜筮之官也……此卜者南面，天子北面，…又因聖人之尊天，而言聖人

之尊賢，皆所以教天下以謙讓之德也。」 

按:此則說明天子不僅要禮敬鬼神，尊重天意，更要教民敬賢。當占卜官

抱著龜面朝南而立時，天子亦必穿著衮服、頭戴禮冠，面朝北而立。雖有明知

之心，但仍要占卜問神，以表達尊重天意。好事則歸屬別人，有過則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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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教導人民而不自我誇耀，更能尊重賢者。 

25、<坊記>第卅 p867：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

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

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東漢鄭玄《注》:「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無言矣，言惡在

己，彼過淺。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

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唐朝孔穎達《正義》:「詩云考卜惟王

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

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

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武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孫希旦《禮

記集解》p635:「爭見於事，怨在於心。怨亡則不止於不爭矣。『履』，《詩》作

『體』，謂兆卦之體也。引《詩》言爾之卜筮，本無咎言而致咎者在己，以明

過則稱己之意。……言武王以龜為正，而成此鎬京，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

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 

按:《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惟龜正之，

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此意為周武王以龜卜之兆示，決定奠都在鎬京。既然

龜卜已有明示，周武王完成建都之大事，其功業真為隆盛。 

26、<中庸>第卅一 p895：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

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東漢鄭玄《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知禎祥妖孽

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体，謂龜之四足。

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唐朝孔穎達《正義》:「此由

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謂惡物

來，為妖傷之微。……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

也。……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至誠之道先知前事如神之微妙。」孫希旦

《禮記集解》在<中庸>一節省略無解釋。 

按:此則說明有至誠之道，必能預知未來，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的徵兆，

此可由占筮占卜與行為表現得到對應，是以善與不善能預知未來的吉祥福禍，

真誠者必料事如神。 

27、<表記>第卅二 p920：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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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

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

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東漢鄭玄《注》:「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群神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

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唐朝孔穎達《正義》:

「夏殷周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皆須卜筮，惟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

也。……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總更結之，

牲牷之等，禮樂之儔，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

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孫希旦《禮記集解》p650:

「愚謂私謂情之所便，褻謂事之所習，犯謂犯其不吉之日也。卜筮吉，然後用，

故不犯日月。既卜筮必從之，故不違卜筮。……愚謂大事雖有常日，亦必卜之，

但以常日為主耳。……天子大事先卜後筮，小事專用卜，故云天子無筮，此云

小事有筮者，謂諸侯之禮也。」 

按:「不違龜筮」宜在「牲牷」之上，孫希旦所言為是，此句為不違龜筮，

故用牲牷禮樂既齊備又隆重，無怨害於鬼神人民。此則孔子說明夏商周三代之

明王以卜筮敬事天地之神明，絕不敢以私意褻瀆上帝，而且卜筮之物絕不重複

使用；祭祀外神則選擇「甲丙戊庚壬」剛日，祭祀內神則選擇「乙丁己辛癸」

柔日。 

28、<表記>第卅二 p921：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

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東漢鄭玄《注》:「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唐朝

孔穎達《正義》:「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言慎重其大事，心有

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朝聘之時，依其日月。……貢獻之物，

必先卜筮而來。……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

故也。…其上為此相敬，不褻瀆於民……下以正事上，不褻慢也。」孫希旦《禮

記集解》p651:「諸侯朝於天子，竟邑之大夫入見於其君，皆卜筮其日月而後

行，祭祀卜日，事君上亦卜日，是敬事其長上，與祭祀同。……上有以全其尊，

故不瀆於民，下有以致其敬，故不褻於上。」 

按:此則說明在位君子會以祭祀的器皿敬待貴客。在朝聘君長時會遵守日

期，不違背卜筮的結果，以恭敬之心尊崇君長。因此上位者對待人民有尊嚴，

在下者不會輕慢在上者。 

29、<緇衣>第卅三 p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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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

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東漢鄭玄《注》：「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

也。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唐朝孔穎達《正義》：

「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

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孫希旦《禮記集解》p657：

「愚謂民立而立正事，言以爵加人而立之為卿大夫，必其有恆而行正道者。」 

按: 《詩經．小雅．小旻》諷刺周幽王之詩，言周幽王性行無恒，數誣卜

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指證無恒之人，

不可以為卜筮也。孔子以南方人為例，說明卜筮複雜多變化，若無恒心加以研

判，難以決斷吉凶。古時的遺言與龜筮占卜的事，都無法徹底瞭解，更何況是

複雜的人事呢?是以《詩經．小雅．小旻》有記載以龜占卜，事多煩雜，連占

卜的龜都很厭煩不願將吉凶之事告訴我們。 

 

      三、結       論 

 

從《禮記》記載「龜事」之事，就其內容的敘述，蓋有 15 點的認識： 

1、占卜使用的材料—商周時期占卜用龜甲，占筮用蓍草。 

2、養龜用龜的季節－周朝為了供奉祭祀，在夏季養龜，至秋季時可取用；同

時在立冬時，天子會命令太史以牲血塗抹龜策，然後占卜吉凶。 

3、占卜者的穿著－商朝卜人是文化層級較高者。卜人是負責灼龜，以觀察其

兆象。占卜官抱龜南面，天子一定要穿袞服，頭戴禮冠，面朝北而立。 

4、用龜的尺寸－商朝用龜有大小之分，天子是一尺二寸，諸侯是一尺，大夫

是八寸。 

5、卜筮的日期－用龜卜蓍筮決定日期以十日為期。 

6、卜筮的次數－占卜或卜筮不得超過三次。三代之明王卜筮之物，絕不可重

複使用。 

7、祭祀時的動作－在充當「尸」時，拿玉與龜要掩蓋正服前襟。執玉龜行聘

禮時腳步要輕緩，不宜快走。 

8、吉喪的卜筮－辦理喪事則先卜筮遠日，辦理吉事則先卜筮近日。 

9、卜筮的處理－在卜事時，太卜會指示龜骨高起可灼之處。卜筮用的龜甲蓍

草與祭牲，有毀損或死亡者都必須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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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子與龜甲的關係－上古時期先王治國，會稟持龜甲蓍草進行各項的祭

祀。天子主持大饗禮時，會把龜甲放在供品最前列。 

11、筮以德為重－以龜卜擇立適，在於其德。先王治天下以道，則龜龍隨時可

見。卜筮雖藉由蓍草與龜甲判斷吉凶，但義與不義是主要關鍵。 

12、側龜的處置－在國君面前，如有側龜(弄翻龜甲)要受到懲罰。 

13、賞賜與奠都－商周時期天子以「鼎、龜」賞賜諸侯。周武王以龜占卜，決

定奠都在鎬京。 

14、卜筮的徵兆－國家興亡必有徵兆，此可由卜筮得知對應。 

15、卜筮的心態－以龜占卜要有恆心研判。在位之君子絕對不會違背龜筮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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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為動用法覆議 
 

羅慧君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重新覆議了有關卜辭的為動用法。有關動詞方面，梅廣指

出為動結構在於：「通過支配它的輕動詞 Vwei 的引介，它跟表事件

的基礎結構 VP 關聯起來，表達『X 事是為 Y 而做』的意思。」由

此得知「祓」、「禦」、「告」與其後的賓語所形成的述賓關係有著受

益、目的與原因關係。另外，非屬祭祀動詞的「作」，用為建造時，

其出現「作王宗」與「作王寢」，亦可歸類為動詞的為動用法。其

餘「侑」、「 」、「取」、「賓」等例動詞，其後所出現的名詞詞組亦

可詮釋為地點，或生死未卜，或並非「述賓」結構；甚或是整體的

辭例不符合為動結構，因此，無法確立上述四個動詞必然有著為動

用法。而「寧」應歸屬於使動結構，而非為動用法。至於介詞其後

所出現的賓語，未見有著顯著受益關係，因此，有關卜辭介詞的為

動用法尚未發現。 

 

關鍵詞：為動結構、述賓結構、祭祀動詞、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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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Action Verbs in Oracle Inscriptions   

Luo, Huei-Jyu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function of active verbs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s 

reexamined. In terms of verbs, Mei Guang characterized the active-verb 

construction a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minating light verb 

Vwei, it connects with the groundwork VP of the surface event,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expression that 'X event is done for Y.’ It underscores 

that there is a beneficial, purposeful and caus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s fú (祓), yū (禦) and gāo (告) and the following objects. In addition, 

in using the non-sacrificial verb zuò (作) for construction, the appearance of 

‘royal ancestry’ and ‘for royal dormitory’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use of action verbs, as well. Other exemplary verbs such as yòu (侑), jiǔ 

( ), qǔ (取), bīn (賓), etc., and the subsequent emergence of the noun 

phrase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locations, unknown fate, non-predicate- 

object structures, or even as overall speech nonconforming with the active 

structure. Therefore it cannot be determined if the four verbs definitely 

possess active functions while ning (寧)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ctive 

structure rather than active function. As for the preposition that appeared 

after the object, no significant benefit had been noticed. Hence the active 

function of oracular prepositions has not been discovered yet.  

 

Keywords: Active Structure, Predicate-object Structure, 

Sacrificial Verb, Preposition 
 

 

http://www.zdic.net/z/pyjs/?py=fu2
http://www.zdic.net/z/pyjs/?py=zuo4
http://www.zdic.net/z/pyjs/?py=you4
http://www.zdic.net/z/pyjs/?py=jiu3
http://www.zdic.net/z/pyjs/?py=qu3
http://www.zdic.net/z/pyjs/?py=b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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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卜辭為動用法，喻遂生於兩篇文章已然詳論，分別為：〈甲骨文動詞

和介詞的為動用法〉1與〈甲骨文動詞介詞的為動用法和祭祀對象的認定〉。2其

中喻氏已然精闢解析了其中有關動詞以及介詞的為動用法。主要來自於針對祭

祀動詞的考察，提及：「其句意可用現代漢語表述為『為某人（或某事）用某

神祇祭祀』。」3喻氏以為卜辭除了動詞之外，介詞亦有為動用法，認為「介入

人事的，即為介詞的為動用法」。4本文先就為動結構以及語義說明如下。其次，

就喻遂生內文所舉資料，一一查證，詳加論述，先檢視與動詞相關的為動用法，

之後，即論述卜辭是否有介詞的為動結構。最後，綜論卜辭的為動用法。 

貳、卜辭動詞的為動用法 
  古漢語中的為動用法，楊伯峻早已指出：「關係賓語是指動詞後面的賓語

與動詞之間不是動作與受事的關係，而是其他多種多樣的關係。關係賓語可以

表示動作行為的目的、原因、工具、處所、有關的對象等。」又指出一類的動

賓關係是屬於「為賓動」，此是指「賓語表示動作行為目的或為之而發的對象。

可以叫做目的賓語。」例句如：「文嬴請三帥」(為三帥請）、「以死爭太子」(為

太子爭)等例。5喻遂生也指出：「古代漢語中的為動用法，是指動詞具有『為

賓語而動』的意思，賓語不是動作的受事，而是動作為之而發的對象或原因。
6」 

  梅廣則指出：「上古漢語表受益關係時，常將受益論元後置，形如述賓。」

「從當代句法理論的觀點，我們可以把這種論元後置視為動詞併合的結果。」

並以「邴夏御齊侯」作為說明： 

「齊侯」是這一句的為動論元，通過支配它的輕動詞 Vwei的引介，

它跟表事件的基礎結構 VP（「御」）關聯起來，表達「X事是為 Y而做」的

意思。……這種為動關係，語法學上一般稱為受益（beneficiary 或 

benefactive）關係，但能出現在這種關係中的不只是人（受益者），還可

 
                                                 
1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四川：巴蜀書社，2002 年），頁 87-97。 

2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8-109。 

3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86。 

4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4。 

5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年），頁 526。 

6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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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事。因此，除了表受益關係外，為動結構還可用來表目的或原因： 

（7）a.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

舜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洞察人之常情，順著仁義而行，而不是

為了仁義（的外在目的）而行。 

b.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史記‧伯夷列傳》貪夫為財而死，烈士

為名而死。7 

   透過以上的論述，卜辭為動通常是以述賓的方式呈現受益關係，而賓語可

以是人或事，義為「X 事是為 Y 而做」。觀此，喻遂生論及禦、祓、告等辭例

符合句法以及語意的關係，但是論及 、侑、取、寧、賓等例，則有必要重新

檢視辭例。 

一、侑祭 

  「侑祭」作為勸食之祭，按理為勸進祖先用饗之祭祀，是否會出現為了生

人舉行「侑」祭，其間喻氏列舉了「侑子族」與「侑子畫」。如下： 

    （29）戊寅卜， 8侑子族示不？（21288） 

    （30）乙卯卜， 侑子族豕，用？（21287） 

    （31）其侑子畫，有祟，其雨？癸卯卜，殼貞曰，氏侑……（3032反） 

    （32）乙卯卜，殼貞，呼......貞，子畫疾？（3033正） 

  以上例（29）、（30）曰「侑子族」，學界一般認為「子族」是由商諸子組

成的軍事組織，「侑子族」當是為子族而侑。例（31）有貞人殼，「侑子畫」

當為殼所貞，例（32）殼貞「子畫疾」，說明「子畫」為生者。兩片同一貞

人「殼」占卜同一人「子畫」之事，除非有其他證據，很難說「侑子畫」中

「子畫」已死而為神祇，合理的解釋是為子畫而侑。9 

「侑子族」與「侑子畫」就辭例來說，實可能為生人舉行侑祭，但不免得考慮

卜辭出現的減省以及釋讀的歧異。「侑子族」亦可能為「侑子族示」之省，指

的應是在子族宗廟中舉行祭祀，而非是為了子族舉行侑祭。尤其是喻氏在文中

列舉「侑子族示不」（《合》21288）亦能說明「己卯卜： 侑子族豕」的辭例

有可能省略了「示」。「示」亦可為祭祀場所，如：「于父乙示」（《合》17375）、

「 在茲示」（《合》6461 正）、「祓年于示」（《合》28266）等例。 

 
                                                 
7
 梅廣：《上古語法綱要》（台北：三民書局，2015 年），頁 391。 
8
 查核原拓，未見「 」字。 
9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1。 



卜辭為動用法覆議 羅慧君 

 

73 

  再論及「侑子畫」，此例見於《合》3032 反，在龜甲背面，屬於殘片，

有著釋讀歧異。喻氏作：「其侑子畫，有祟，其雨？癸卯卜，殼貞曰，氏侑……」，

實是源自於《摹釋》的釋讀，其中誤將「乙卯」錯置為「癸卯」。而《合集釋

文》則對同版有不同解讀。以下列出圖版以及兩種釋文： 

 

《合》3032 反 

《摹釋》 

其侑子畫，有祟，其雨？癸卯卜，殼

貞曰，氏侑…… 

 

《合集釋文》 

（1）乙卯卜， 貞：曰以 ？ 

（2）其雨？ 

（3）子 祟？ 

（4）其 ？ 

有關《合集釋文》（1）、（2）兩辭為由左往右的行款；（3）、（4）兩辭為由上往

下的依序。準此，則無「侑子畫」的辭例。 

  此例屬於殘辭，難以決斷兩者何者必然正確，只是「其侑子畫，有祟，其

雨」，中的「其雨」是在卜問將要下雨嗎？辭例可見於：「乙丑其雨，不惟我

禍/乙丑其雨惟我禍」（《合》6943）、「王 曰：其雨，惟今日」（《合》14469

反）、「歲，其雨」（《合》12420）、「乙丑其雨，不惟我禍」（《合》6943）、

「今十三月不其雨」（《合》12648）等例。「有祟」辭例：「乃茲有祟，其

有來艱（《合》367 反）」、「王 曰：有祟（《合》16943 反）」等例。觀察

前述「其雨」句例，多數是用來決斷雨是否會造成禍患，而「有祟」通常出現

於 辭中，判斷卜兆吉凶。而《摹釋》「其侑子畫，有祟，其雨」並不符合常

規的語境，因此，《合集釋文》的釋讀，是較為恰當的。 

二、 祭 

  「 」祭通常是對於去世者所施用的祭儀，若其後出現生者，則可與為動

用法相關。如「 王」、「 子凡」、「 子央」、「 子束」、「 子漁」、「 」、

「 婦好」等例，看似「 」祭亦可施用於生人，只是其中辭例仍有待再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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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文依序論述如下。 

（一）「 王」、「 子凡」 

  有關「 」祭其後出現王與子凡，喻氏以為皆可視作為動賓語，其說如下： 

 酒祭等雖然確實多用於死者，但有時也可以用於生者。下面試舉例說明： 

    （23）乙亥貞，其酒王，御于父丁，告？（屯 1104） 

    （24）庚申貞，今來甲子酒王，不遘雨？（34533） 

     （25）乙丑卜，殼貞：先酒子凡父乙三牢？（3216正） 

 例（23）、（24）「王」為生者無疑；例（25）為三賓語句，「父乙」為神

祇賓語，「子凡」為人事賓語，當然為生者。10 

然而，例（23）、（24）亦可作「其 ，王 （禦）于父丁」（《屯》1104）、「今

來甲子，王不冓雨」（《合》34533），如此，王就不必為「 」的受祭者。至於

例（25），亦可作「先 ，子凡父乙，三牢」，因凡可用為動詞，辭例如下： 

《合》914 反   至商，凡父乙？ 

《合》5030    □□卜，王貞： 凡小王？ 

《合》18877   不其凡？ 

《合》18878   勿凡？ 

《合》27281   其凡于且（祖）丁， ，王受又（祐）？ 

因此，「子凡父乙」成立，則無「 子凡」句例。另外，喻氏又於〈甲骨文動

詞介詞的為動用法和祭祀對象的認定〉提及： 

（11）……貞，甲子酒王，大御于大甲，燎六小牢，卯九牛？庚申貞，今來

甲子酒王，大御于大甲，燎六小牢，卯九牛，不遘雨？（32329正） 

（12）乙亥貞，其酒王，御于父丁告？（屯 1104） 

（13）……貞，……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 牛？在祖乙宗卜。 

丙辰貞，其酒，大御自上甲，其告于父丁？……（屯 2707） 

例（11）、（12）似可點作「甲子酒，王大御于大甲」、「其酒，王御于父丁」，

比較例（13）前後兩辭的「大御王自上甲」和中間一辭的「其酒，大御自上

甲」，可知王是受佑的對象，「酒王」是成立的，也說明酒祭是可用於生者的。
11
  

 
                                                 
10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0。 

11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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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例（13）「大禦王自上甲」、「其 大禦自上甲」（《屯》2707）中的「王」

為受佑者，是故例（11）「甲子 王，大禦于大甲」（《合》32329 正）中的「王」

為受佑者，可作為動賓語。然而，「禦」祭與「 」祭語意並不相同，原本「禦」

祭是為了生者所舉行的祭祀，而「 」祭的是施祭對象則為死者。況且《屯》

2707 與《合》32329 正分屬不同的辭例，不該作為必然的論證。因此，「甲子 ，

王大禦于大甲」（《合》32329 正）是指，為王進行祭祀，先施用 祭，隨後則

盛大舉行禦祭。至於，喻氏在文中所指「其酒，大御自上甲」未必能證明「酒

王」成立，因卜辭主語多所省略，若屬於殷王卜辭，如：「禦于祖丁」（《合》

371 正）、「勿禦于祖辛」（《合》31372）、「禦于南庚」（《合》2014）等例，主祭

者當為時王，而卜辭亦可見王未省之辭例，如「余 禦于上甲」（《合》19809）、

「王又禦于祖丁」（《合》32597）、「王勿禦于子辟」（《合》20024）等等。 

（二）「 子央」 

  子央出現於「 」祭之後，亦可指稱是為了子央而行「 」祭。如： 

《合》3013   貞： 子央 （禦）于父乙？ 

             勿 子央 （禦）？ 

以上的「 子央」若有著受益關係，是建立在「 子央，禦于父乙」之上，然

而，「 ，子央禦于父乙」若成立，子央即為禦祭的主祭者，則非為動賓語。

雖然卜辭多數主祭者為時王或貴族，但有時王會呼令臣屬進行祭祀。如： 

《合》2973     貞：乎（呼）子漁 （侑）于 （有）祖？ 

《合》4047 反  貞： 乎（呼） （侑）上甲？ 

《合》14375    貞：羽（翌）丁卯乎（呼）子 （侑）于 （祊）：三牢？ 

《合》2944     貞：子商 （侑） 于父乙，乎（呼） ？ 

《合》4141     己亥卜，內：羽（翌）辛丑乎（呼）雀 河 ？ 

《合》672 正    貞：乎（呼）雀 河：五十﹝牛﹞？二 

《合》14469 反  貞：乎（呼） 岳？ 

《合》14453 乎（呼）雀 （燎）于岳？ 

《合》672 正  貞：乎（呼）子汰兄（祝）一牛，左父甲？ 

《合》3018    丙申卜，貞：羽丁酉用子央歲於 （祊）？ 

  以上的辭例也可說明祭祀過程中，主祭者未必為時王，可透過呼令某人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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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祀，或是直接由其臣屬擔任之。如呼令「子漁」、「 」、「雀」等進行祭祀，

或是「子商」、「子央」等為主持祭祀。 

（三）「 子束」 

  喻氏指出：「 子束」亦屬為動結構，舉出「翌乙卯酒子束」（672 正）、「勿

于祖丁酒子束」（1866）說明：由後者即可知道子束是生者。12然而，喻氏所指

「酒子束」，其後尚有字詞，其完整辭例如下： 

     羽（翌）乙卯子汰 ？ 

     貞：乎子汰兄（祝），一牛，左父甲？ 

     羽（翌）乙卯 子束 ？ 

以上說明「子汰」可分為「 」、「祝」祭的主語，而其中「 子束」的辭例後

有「 」，因此作「翌乙卯 ，子束 」亦可。如此「子束」則不必作為動賓

語觀之。 

（四）「 子漁」 

  喻氏透過「乙巳，酒子漁」（2988）與「乙巳……酒子漁，御」（2987）說

明「酒子漁」的例句，又透過「翌乙未呼子漁侑于父乙牢」（2975 正）、「子漁

疾目，福告于父乙」（13619）證明子漁為生者，如此，「 」祭即是為了子漁

而施行。然而，《合》2988 有屬殘辭，加以其他辭例顯示，《合》2988 未必屬

於為動結構。辭例如下： 

《合》2988    乙巳 子漁 ？ 

《合》2987    乙巳 子漁 （禦）？ 

《合》2975 正  □未：乎（呼）子漁 （侑）于父乙： ？ 

「子漁」誠然屬於生者，然而，《合》2988 為殘片，未知其後是否還有辭例，

且透過《合》2975 正亦知時王亦會呼令臣屬進行侑祭，是故，「乙巳 ，子漁

」與「乙巳 ，子漁禦」亦不無可能。 

（五）「 」 

   透過「翌丁未酒 ，歲于丁，尊有玉」（4059 正）、「翌丁酉酒 ，求于

丁」（4061）、「翌丁酉酒 ……」（34538）等，再由「 往」（4070）與「 其

 
                                                 
12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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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4083 正）證明「 」為生者，如此「酒 」成立，歸諸為動結構。
13
然

而，「 」一如前面所述「 子束」、「 子漁」等例，有著殘辭以及省略的

句例出現，造就「酒 」未必成立。如： 

《合》4059 正  乙巳卜， 貞；羽（翌）丁未 ， 歲于丁，尊 玨？ 

《合》4061     癸巳卜，貞：羽（翌）丁酉 ， （祓）于丁？ 

上述兩例「 」分別為「歲」、「祓」祭的主語，並非是「 」的賓語。 

三、取祭 

  「取」字用為祭祀動詞，其後常見去世的祖先或自然神一類，如：「王取

祖乙」（《合》10048）、「取唐」（《合》1298）、「唯祖乙取」（《合》1591）、「取

河」（《合》14576 正乙）、「取岳」（《合》14462）等例，以上辭例中的取祭其後

出現為受事賓語。然而，在一些辭例中，「取」後出現生者，則可能屬於為動

結構，如「取婦好」、「取我」、「取雀」、「取微伯」等例，14然而文中所舉辭例，

仍有疑點，故須再次檢核如下。 

（一）「取婦好」 

  喻氏指出「婦好有取上」應作為動結構看待： 

「婦好有取」就是婦好有取祭嗎，「婦好有取上」就是婦好有取上帝

之祭嗎，理解起來文從字順，並不費解。同時，在句型上可以得到以

下辭例的支持： 

   （46）貞，王有取，不若？貞，王有取，若？（6477正） 

若將「婦好有取」解釋為「倒語」，特別是將「婦好有取上」解釋「上

有取婦好」的倒語，即「受事主語＋動詞＋施事主語」句，猶如現代

漢語的「一鍋飯吃了三個人」，這在甲骨文句法中似乎還找不到根據。
15 

將「婦好有取」詮釋為「婦好有取祭」，並不符合「有」字在此的用法。「有」

 
                                                 
13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01-102。 

14
 喻遂生指出以下「取＋賓語」，如「貞……取我？」（6921）、「……呼取我？」（6920）、

「……午……取雀……」（6988）、「己酉卜，貞，取婦？」（19994）、「貞，勿取微

伯？貞：呼取微伯？」（6987 正）等例，皆屬於為動結構《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

頁 106。 
15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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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此應為實然的用法，「婦好有取」與「王有取」分別為婦好與王是否完成

了「取」此一動作。其次，利用「一鍋飯吃了三個人」反駁「上有取婦好」不

屬於「受事主語＋動詞＋施事主語」，然而，古今兩種辭例句型不該作為比對，

主要是因「有」在此為實然用法，是指「取」此一動作是否達成，其後當不會

出現施事主語。最後，文中提及「婦好有取上」，屬於「婦好有取上帝之祭」，

屬於文從字順，然而，同版「祖乙取婦」、「唐取婦好」又該何解，亦得就「取」

字詞義深入分析。 

  就「取婦好」的意義來說，喻氏認為「取」字其後出現婦好，不該認為婦

好就是去世之人。如： 

貞，唯祖乙取婦？貞，婦好有取不？貞：唯大甲取婦？貞，婦好有取上？

貞，唯唐取婦好？唯祖乙？貞，唯大甲？唯唐取.……好？（2633正）16 

有關「『唐取婦好』、『祖乙取婦』、『大甲取婦』這樣的句式，其意為為婦好向

某神祇進行取祭。」17以下即就《合》2636 正論述「取婦好」是否屬於為動句

構。先羅列完整辭例如下： 

《合》2636 正    貞：隹（惟）且（祖）乙取帚（婦）？ 

                貞：隹（惟）大甲取帚（婦）？ 

              （惟）且（祖）乙？ 

               隹（惟）大甲？ 

               貞：帚（婦）好 （有）取不？ 

               貞：帚（婦）好 （有）取上？ 

               貞：隹（惟）唐取帚（婦）好？ 

              ﹝貞﹞：隹（惟）﹝唐﹞取帚（婦）好？ 

「取婦好」歸諸為動賓語，不無疑點存在？即便能透過「婦好有取不」與「婦

好有取上」假定婦好不必然為死者，但尚不足以證明「取婦好」屬於為動結構。

尤其，「取婦好」的結構出現於「祖乙取婦」、「大甲取婦」、「唐取婦好」等例，

透過以上辭例確知去世的先祖對「婦好」進行了「取」此一動作，加以「惟祖

乙」、「惟大甲」兩例的判斷句例，究竟是大甲或是祖乙造成「取婦」的活動。

 
                                                 
16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其中「（2633 正）應為《合》2636 正」，頁 99。 

17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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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動結構，居於主語的位置該是生者為了其後的賓語做了某一事件，但

是在此居於主語位置的是去世的先祖，先祖是無法對「婦好」進行取祭的，因

此，「取＋祖先」無法視作為動結構，同條卜辭的「取婦好」亦不該列入為動

用法。 

（二）取我 

  有關「﹝勿﹞取我」（《合》6921）與「 乎（呼）取我」（《合》6920），

其中述賓結構是否存在受益關係，仍須就「我」字詞義著手，趙誠指出：「『我』

不是商王自指，但卻是指以商王為中心的集體，或「我們」，或商王政權所及

的國家。」
18
「我」字辭例如下： 

《合》5525   史（使）人于我？ 

《合》8308   在我？ 

《英》2352   于我御（禦）？ 

《合》6918   我？ 

《合》6914  貞：今 勿伐我？ 

「我」亦可在卜辭中作為地名，如此，「取我」亦可能指在我地進行取祭。 

（三）取雀 

  「取雀」亦可能「取于雀」，或是「伐取雀」。如： 

《合》20393  癸亥卜， ：其月 （圍）雀？ 

《合》21901  己丑：王步行自雀？ 

由此，「取雀」未必是為了雀進行取祭，而「□午 取雀」（《合》6988）亦可

能是「伐取雀」或「取于雀」。 

（四）取微伯 

  「取微伯」，喻氏認為不該作為伐取微伯之義。主要是因「『微』當為商之

與國，卜辭屢見『王令微』（4562），『王占曰吉，微無禍』（7075 反），『微無禍，

載王事』（5448）、『微不其受年』（9791 正）、『侑微』（7571）、『福告微于母辛』

（英 1969），因此，『取微伯』當不是伐取微伯之意。且卜辭有『貞，呼比微

 
                                                 
18
 《甲骨文字詁林》，頁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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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取事』（4555），其意當為命微來告其取祭之事。」
19
然而，「微伯」亦可能為

「取」的對象。如：「雀弗其獲圍微」（《6986》）、「弗伐微」（《28029》）、「鼓其

取宋伯 」（《20075》）等例，前兩例說明「微」可作為殷人征伐的對象，後一

例則說明「取」亦能為「伐取」。綜上所論，「呼取微伯/勿呼取微伯」（《合》

6987 正）可作伐取微伯。 

四、寧 

  有關寧此一動詞，喻氏指出：「「甲戌貞，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

（34137）……意為：為使風停止用三羊三犬三豕（向某神）進行寧祭。」20然

而，有關「寧風」的辭例如下： 

《合》30258   □□卜，其 （寧）風，方 ？ 

《合》30260   癸未卜，其 （寧）風于方，又（有）雨？ 

《合》34151   乙丑貞： （寧）風于伊奭？ 

「寧風」並非是「為了」風，而做「寧」此一動作；而是「讓風停止」，所做

的「寧止」。「寧風」、「寧風于方」、「寧風于伊奭」中的「寧」，皆是使風止息

之意，應歸入使動用法。21 

五、賓 

  卜辭的「賓」其後出現婦好，如「賓婦好/弗其賓婦好」（《合》2638），同

樣也是未知婦好生死，難以斷定必然屬於為動結構。 

參、卜辭介詞的為動用法 

  關於介詞是否有著表受益的關係，也得再次檢視辭例，方能判斷分析。喻

遂生認為：「甲骨文的介詞也有為動用法」，22分別為「介入人事的，即為介詞

的為動用法，『燎于有水』即為有水而燎祭。」，23以及「介入人的為動用法很

難判定。如：「『侑于父一犬』（2829）、『侑于子』（32775），此『婦』、『子』是

 
                                                 
19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06（註 1）。 

20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87。 

21
 梅廣指出：「上古漢語綜合型句法性格在商代語言十分顯著。商代卜辭只有動詞併合

的綜合型致事式，如『出麋』（15）是把麋鹿趕出來的意思，『寧風』（34139）是使

風止息的意思，『若王』（3216 正）是使王平安順遂的意思。」頁 396。 
22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4。 

23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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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還是去世，賓語性質不同，而『生死難卜』，正是難點之所在。但也有少

數可以查明的。」24以下即分就介入人事以及介入人論述介詞之為動用法。 

一、介入人事 

  喻氏在文中列舉出「燎于有水」（10151 正）、「其品司于王出」（23712），「茲

不用，御〈于雨〉」（22758）、「勿呼王族凡〈于 〉」（6343。凡，祭祀動詞。 ，

病）、「其祝〈于危方〉，奠」（27999）、「呼子汰酒缶于娩」（3061 正。缶，借作

「保」，泛指神衹）等例。除《合》3061 正不列入討論之外，
25
其餘分述如下： 

（一）「燎于有水」 

  卜辭對於自然災害或是自然現象，亦可作為祭祀對象。如： 

《合》10344 正  甲寅卜， 貞： （燎）于 （有）土？ 

《合》14411    （燎）于岳？ 

《合》1273     （燎）于河？ 

《合》1051 正   己丑卜，爭貞：亦乎（呼）雀 （燎）于云：犬？ 

               貞：勿乎（呼）雀 （燎）于云：犬？ 

既然「有土」、「岳」、「河」、「云」等自然神，皆能夠作為祭祀對象，那麼 

，針對水患，「有水」則歸入受事賓語即可。 

（二）「品司于王出」 

   「品司于王出」的辭例如下： 

《合》23712  貞：其品司于王出？ 

《合》23713  丁酉卜，兄貞：其品司在 （茲）？ 

             貞：其品司于王出？ 

透過以上辭例，尤其是「其品司在茲」對照「其品司于王出」，恰可提供為了

「王出」而做了祭祀。只是卜辭多屬減省，「于＋動詞」的辭例可見如下： 

《合》16113  王勿于 入？ 

 
                                                 
24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5。 

25
 喻遂生亦指出《合》3061 正中的「娩」又可作地名，若屬此，則此句例不當作為動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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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6692   戊子卜，于多父乇？ 

《合》16064  王于出尋？ 

《合》9990   癸亥卜， 貞：于出 ？ 

因此，「其品司于王出」是否省略了「其品司（在茲），于王出」，也是其中一

個考量之詮釋。 

（三）「御于雨」 

  有關「御于雨」（22758），作為為了雨而行禦祭，則是誤釋卜辭。《合》22758

中的「御」，作「 」，其構形與禦祭不同，此字不應做為「禦」字看待。 

（四）「凡于 」 

  「勿呼王族凡于 」，其中「 」，喻氏作「病」之義，
26
然而，卜辭「 」

多用為人名，如：「 以羌」（《合》273 正）、「 不 」（《 合》3942）、「 」

（《合》9663）等例，若「 」為死者，「于」則無利益的語意存在。 

 

（五）「祝于危方」 

    「祝于危方」是否能視作為動結構，還原辭例如下： 

《合》27999  于公 其兄（祝）于危方奠？ 

             兄（祝）？ 

殷人進行祝禱之祭，對象多為殷人先祖，如：「祝于母庚」（《合》13926）、「祝

于妣己」（《合》2421）等，且危方屬於殷人敵對的一方，按理不會對它進行祝

禱之祭。如： 

《合》28092  用危方 于匕（妣）庚，王 （賓）？ 

《合》32897  丁未貞：王令卯 （途）危方？ 

觀此，「祝于危方奠」如同「在京奠」（《合》6）、「于南奠」（《合》8818）、「在

盂奠」（《屯》1092）等例，指的是祝禱的地點在「危方奠」。 

 

二、介入人物 

  至於，介入入物的辭例有：「御于量」（22094）、「御于王」（10936 反）、「其

 
                                                 
26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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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曰馘」（3987。曰，介詞）、「其侑曰多尹」（5611。曰，介詞）、「旬〈于多子〉」

（20055。旬，祭祀動詞）等例，
27
以下即依序討論。 

 

（一）「禦于量」 

  以下列出「禦」祭其後介詞詞組作為為動的論述。如： 

 （63）壬寅卜，御量（于父戊）？壬寅卜，御（于量）？（22094） 

例（63）「御量于父戊」，說明「量」是生者，同片又說「御于量」，顯然 

是為量而御祭。28 

然而《合》22094 作者作「御于量」，顯然是誤讀。更正辭例如下： 

   壬寅卜： （禦） （量）于父戊？ 

   壬寅卜： （禦） （量）于入乙？ 

核對原片，此例應為選貞卜辭，究竟要選擇父戊或入乙作為禦祭的祭祀對象，

至於，「量」屬於動詞「禦」的為動賓語，無法歸類為介詞為動賓語。 

 

（二）「其侑曰馘」、「其侑曰多尹」 

  「其侑曰馘」與「其侑曰多尹」若屬為動結構，必得「曰」作為介詞使用。

如下例： 

《合》2281 正  貞：王其 曰父乙？ 

《合》3987    丁未卜，亘貞：其 曰 ？  

《合》5611 正  貞：王其 曰多尹若？ 

《合》15563 正 癸巳卜爭貞： （燎）王其 曰若？ 

《合》20485   戊寅卜：方至不？之日 曰：方在 。 

所謂「曰」用為介詞的辭例，僅局限於「 曰」辭例中，它並不似「于」字，

可用來引介時間，其所形成的介詞詞組，屬於非論元結構。如：「王于八月入」

 
                                                 
27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5-96。 

28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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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5167）等。或作為論元的結構，分別為終點、間接賓語以及對象。依

序如：「王于生七月入于商」（《合》7776）、「祓年于河」（《英》789）、「 方其

征于 」（《合》6352）等例。上述辭例，「 」未必屬於侑祭，作副詞的再又

之「又」，「又曰」義為「又謂」，
29
如此，「 曰」的辭例則與為動無關。 

 

（三）「旬于多子」 

  有關「旬于多子」（《合》20055）辭例，其中「旬」字，查核原拓作「 」，

與一般「 」字不同，應為「乇」字，如：「于多父乇（ ）」，如此，《合》20055

作「乇于多子」，而在此「多子」是否必然指稱生者，仍待存疑，卜辭亦有「饗

多子」（《合》23543）、「其饗多子」（《合》27649），因此，「多子」亦可能指稱

死者。 

  梅廣指出：「喻氏所謂介動用法，所舉例不明，難下結論。不過，即使介

詞「于」有受益義，也難認為這個「于」介詞組跟加配為動結構有什麼句法關

聯。甲骨文資料似乎還找不到相當於「為」字式那樣的分析型為動結構。
30
綜

上所述，未見「于」字帶有受益的語意的辭例，即便喻氏舉證先秦典籍中罕見

辭例，
31
於此，還是無法確立卜辭介詞組與為動結構有所關聯。 

 

 
                                                 
29
 陳夢家：「卜辭的『曰』字有兩種用法：一是，一般動詞，如王其 曰多尹，若（《乙》

八六七）」《甲骨文字詁林》，頁 863。 
30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頁 397（註 9）。 

31
 喻遂生指出：「『于』的為動用法，在先秦典籍中已非常罕見。王引之《經傳釋辭》

卷一舉有一例：『于猶為也（原注：此為字讀去聲），』《孟子‧萬章》篇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于，為也。為，助也。趙注曰：『惟念此臣眾，女故助我治

事」是也。』其後裴學海先生《古代漢語虛字通釋》『于』此義下所列例句，均僅

此一例。《辭詮》在『於』字『表所為』義下又舉出一例『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史

記‧齊太公世家》』並謂此用法為『最罕用者』。按《孟子》此例『惟茲』上有『舜

曰』，楊伯峻、何樂士先生說：『于予治：為我治，這樣的例極少見，可能是孟軻運

用當時的《尚書》，今本《尚書》亡佚此語。』孟子此例，大概是甲骨文『于』字

為動用法在傳世典籍中的孒遺吧。」《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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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透過梅廣指出為動的句法結構以及語意，得知：「通過支配它的輕動詞 Vwei

的引介，它跟表事件的基礎結構 VP 關聯起來，表達「X 事是為 Y 而做」的意

思。」因此，卜辭的 （祓）、
32

（禦）以及告祭，皆符合此一論述。辭例如

「禦疾 妣癸」（《合 13675》正）、「其告水入于上甲」（《合》33347）、「其祓雨

于上甲」（《合》672）等例，
33
其中禦與告祭還可將該一事件置於句首，如「子

漁疾目， 告于且（祖）乙」（《合》13619）與「疾齒，禦于父乙」（《合》13652）

等。禦與祓祭皆是攘除災害的祭祀，前者施用於去除人類的疾患；後者所施用

的範圍更為廣泛。告祭用於祭祀之中可以是為了人或事物向祖先祈求而行告

 
                                                 
32
 「 」字常見作「求」解，此根據龍宇純〈甲骨文金文 字及其相關問題〉作「祓」。

龍宇純指出：甲文「 」與金文「 」是一詞異形。甲文「 」的異體字為「 〈集

1439〉」、「 〈集 34682〉」。又金文拜字作「 」、「 」，其所從與「 」、「 」同。

「 」字原為會意，「均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其所從的「 」，輾轉至《說

文》留存了聲符，《說文》：「茇，草根也。从草、犮聲。春艸根枯，引之為發土為

撥，故謂之茇。」，此可由《說文》：「拔，擢也。从手，犮聲。」可證。這也是《詩

經.甘棠》：「勿翦勿拜」中的「拔」假拜為之的緣由。明瞭「 」為草根，但於卜辭

中為祭祀動詞，可見「 」不獨為草根，又《說文》：「祓，除惡祭也。」龍宇純又

駁斥甲文「 」字作求，因金文另有求字作「 」，而甲文「 」字從未見有側彎構

形。且〈 太宰簠〉：「余□龔孔惠，其眉壽用 ，萬年無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此段銘文末字押韻，「其眉壽用 」原為「其用 眉壽」，是因押韻而為倒文。「 」

即「 」，與「惠」互為押韻，當然不能釋「求」。除去穢惡災禍的態度，一如除草，

必從其根本拔除，永杜後患。如《左傳》：「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戰國策秦策》：「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綜上所述，羅慧君就卜辭辭

例，進一步論述：「 （ ）祭透過拔除草根借喻祓除了災害，間接希冀鬼神能夠庇

佑殷人。無論是在年收、稻禾、降雨、生育方面，透過「祓」祭消除不好的事物，

自然就能達成殷人所需。隸定為「 」，無論是構形或者語音的證據，皆可齊備於金

文、《說文》，在卜辭更能兼顧所有含意，譬如：降雨一事，殷人自然也有為多雨所

苦，若作祓除因雨所帶來的災禍，無論是乾旱或者洪水皆一體適用。至於，「 方」、

「 帚好」兩例，前者是指消除 方所帶來的災禍；後者則為除去婦好所遭遇的災

禍。祓祭，透過拔除植物來借喻除去人類在自然界中所遭遇的禍患。禦與祓祭皆是

攘除災害的祭祀，前者施用於去除人類的疾患；後者所施用的範圍更為廣泛。兩者

有著相近的語意，因此在句法層次有著共通的結構。」《卜辭「侑」、「有」、「又」

相關研究─以句法、語意、語用、構形互動為例》（台中：東海大學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51-153。 
33
 「 」字無論作「求」或「祓」皆可與其後賓語形成為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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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因此，「祓」、「禦」與「告」與其後賓語，所形成的述賓結構，有著受益

或者目的關係，形成的為動結構，是無庸置疑的。 

  動詞「侑」、「 」、「取」、「寧」等，則未見有必然辭例當作為動結

構。侑祭作為勸進祖先用饗，勸進的對象當然是殷人先祖，卜辭雖見「侑子族」、

「侑子畫」、「侑婦好」等例，其中「婦好」生死未定，「侑子族」可能為「侑

子族示」之省，而「侑子畫」因釋讀歧異，未必連讀。「 」祭對死者進行酒

禮之祭，其後可見生人，然而，其中「王」、「子央」、「子束」、「子漁」、

「 」可為其後動詞的主語，則與「 」斷開，不屬相同結構。「子凡」則不

必然為人名，因「凡」可用為動詞。「取」字其後出現的賓語都未必屬於受益

關係。「取我」、「取雀」、「取微伯」，皆能指伐取之義。至於，「唐取婦

好」僅知「唐」對「婦好」進行「取」此一動作，但歸諸於為動結構，主語的

位置就不該出現先祖名號。而「寧風」是使風止息，屬於使動用法，而非為動

結構。至於，介詞中「禦于量」應為「禦量于父戊」，屬於動詞的為動用法；

「其 曰多尹」，不該解讀為「侑曰」，並將「曰」作介詞，而應是「又曰」，

作「又謂」，較為合適。「旬于多子」實是「乇于多子」之誤，由「饗多子」、

「其饗多子」得知：此例也不必然作為介詞的為動用法。 

  卜辭確切屬於為動結構，是由「祓＋賓語」、「禦＋賓語」與「告＋賓語」

所形成的受益、目的、原因等關係。另外，卜辭亦見「作34王宗35」（《合》13542）、

「作王寢」（《合》24952）辭例，「作王宗」應是指為王營建宗廟，「作王寢」

則是指為王建造寢居之所。兩例亦可歸屬於為動結構。至於介詞結構與其它祭

祀動詞，未見有確切為動的用法存在。 

 

 
                                                 
34
 《爾雅‧釋言》：「作，為也。」《周禮‧典同》：「以為樂器。」《注》：「為也。」于

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3248。 
35
 彭邦炯指出：「《爾雅‧釋言》謂：『作，造，為也。』卜辭用此意的不少，如：『帝

其作王禍，帝弗其作王禍』（《乙》一七 0 七、四八六一）。所謂『作王禍』，就是給

殷王造成災禍的意思……「作邑」之作也是造、為的意思。」于省吾主編：《甲骨

文字詁林》，頁 3252-3253。吳其昌：「殷墟文字中之『宗』，亦已作宗廟解。」于省

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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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从「 」形體溯源 
 

陳    立 
 

 

摘    要 

    漢字於造字之始，每一筆畫皆有其考量與意義，使其組合成為一個

文字。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構形，往往會因為使用者的因素，如

求明確表義或趨簡避繁的影響，或多或少地改易既有的形體，使得原有

的形體產生變異。作者透過刻鑄或書寫於甲骨、銅器與簡帛上的文字比

較，發現有部分字形本从植物意象構形者，如︰嗇、李、早、憖等字或

从「 」造形，亦見差、韔、陵、每等字亦从「 」的形體。故在前賢

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相關辭例的對照，並將从來、李、嗇、每、差、夌、

垂、 、圅、朿、棗、 、素等字構形的形體，透過殷周以來的文字比

較、分析，得知這些文字的構形原本都不相同，卻在文字發展的過程，

受到增繁、省減等因素，再加上類化作用影響，使得某部份的形體出現

「 」，甚或與「來」的「 」近同。 

 

關鍵詞：古文字、 、構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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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from the Form of Ancient 

Character “ ” 
 

Chen, Lee  

 

Abstract 

Each stroke and form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has it own meaning.  

However, from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original form would be 

usually changed to get more specific definition or take a more simple and less 

complicated way.  The author compared the letters carved or written on oracle 

bone, bronze ware and cloth and found some font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hape of plants, such as words 嗇, 李, 早, 憖 from the shape of “ ”.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差, 韔, 陵, 每 such words from the shape “ ”.  

The study mainly adopted the comparison and radical analysis methods used to 

compa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the Ying and Chou Dynasty, 

one by one, an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differences of radical and part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re and th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Ancient Character, , Struc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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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漢字是由一筆一畫所組成，在造字之時，每一個筆畫，皆有其考量，並非

隨意增減，使其組合成為一個文字。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字在發展的過程

中，往往受到趨簡避繁或是為求明確地表達該字的字音、字義等因素的影響，

而在增繁與省減中擺盪。字形的增繁與省減往往會使得文字產生不同的形體，

此外，構形的異化1、類化2、訛誤3等現象，亦伴隨之出現。目前所見古文字中

从來、李、嗇、每、差、夌、垂、 、圅、朿、棗、 、素構形之字，往往可

見「 」的形體。从「 」的文字，已有若干學者從事相關的討論，如鄭剛將

〈楚帛書〉所見从 从子之字釋為从來从子，而讀為「李」，亦將〈鄂君啟節〉

之「襄陵」的「陵」字，釋為从阜从來从土之字；4劉信芳將楚文字中从「 」

形體的字形一一說明其意涵，並指出「 」可表現植物枝葉的樣子，亦可表示

較抽象的下垂之意，或作為贅加的符號；5許文獻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指出「 」

的來源可能為來、每、素、朿、差、老、若等字，並將从「 」的文字細分為

十三類，考釋其字詞；6高佑仁針對〈曹沫之陣〉的「早」字，說明楚系从「 」

 
                                                 
1
  指對於文字的筆畫或是形體的經營，產生不同的變化，它具有相同的字音與字義而

有不同的字形，但是卻與增繁、省減現象不同，後二者具有明顯的繁、簡變化，前

者只是改易其形體的組合。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303。 
2
  指構成文字形體的偏旁或是部件，受到本身的偏旁、部件，或其他形近字的影響，

使得該字的形體、偏旁或是部件，產生部分相同、相近的形貌。陳立：《戰國文字

構形研究》，頁 466。 
3
 「訛誤」一詞又可稱為「訛變」或是「訛化」，主要因形體的變異，而失去原本的特

徵，並與其字義失去了聯繫，使得文字的形體結構發生訛誤。陳立：《戰國文字構

形研究》，頁 422。 

4
  鄭剛：〈「地之所不能 」考(附〈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楚簡道家文

獻辯證》(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頁 55-75。 
5
  劉信芳：〈从 之字匯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頁 607-618。 
6
  許文獻：〈楚系从 之字再釋〉，《許錟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21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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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形應从「來」得形。7本文試由文字的構形，據殷周以來的甲骨文、金文、

簡牘帛書等文字與之相較，並在前賢相關的研究基礎上，透過偏旁的分析、比

較，希望藉此釐清从「 」之字其原有的構形，以及產生「 」形體的原因。 

 

二、从「 」構形之字 
(一)从來之字 

    甲骨文「來」字作： 

      《合》(12463)； 《合》(24204)； 《合》(30042)8 

金文作： 

       〈史牆盤〉； 〈般甗〉 

「甲骨金文均象來麥之形，金文或加辵，則為行來之來專字。」9中為莖，下

為根，左右曲折者為葉，《說文》則云：「 。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

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10戰國楚系文字作： 

      〈九店 56.3〉 

辭例為「五 又五來」，較之於「 」，「 」係在豎畫上增添一道短橫畫「-」

 
                                                 
7
  高佑仁：〈〈曹沫之陣〉「早」字考釋——從楚系「 」形的一種特殊寫法談起〉，《簡

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77-185。 
8
  本文引用之字形，多據著錄專書摹寫或繕寫，或直接採用相關的字書，再以電腦掃

瞄放入文中。文中引用的金文字形，部分出自黃沛榮編製之《電腦古文字形——金

文編》，器名則據《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之定名，為避免篇幅過大，正文中一律僅

列出該器名稱，而未加上書名與編號；引用的楚簡帛文字，多據滕壬生《楚系簡帛

文字編(增訂本)》所繕寫者為準。引用著錄甲骨文專書悉以簡稱為之，如：《甲骨

文合集》稱為《合》，《小屯南地甲骨》稱為《屯》，《英國所藏甲骨集》稱為《英》，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稱為《花東》。 
9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頁 410。 
1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經韵樓臧版)，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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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筆11，此現象習見於古文字，如： 

      內： 〈毛公鼎〉； 〈噩君啟舟節〉 

      焚： 〈多友鼎〉； 〈噩君啟車節〉 

又从「 」形體者，如： 

      〈清華‧繫年 25〉 

      〈清華‧尹至 1〉 

前者从止，後者从辵，辭例依序為「君 (來)伐我」、「我逨(來)」。《說文》「止」

字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辵」字云：「乍行乍止也。

从ㄔ止。」12「止」字於甲骨文即為足形，「止」、「辵」通用的現象，如： 

      過︰ 〈過伯作彝爵〉； 〈過伯簋〉 

      從： 〈作從彝卣〉； 〈魚從鼎〉  

      進： 《合》(37389)； 〈兮甲盤〉 

作為形旁時，可因義近而替代。
13
又見从「 」者，如： 

      〈九店 56.44〉 

辭例為「思某逨(來)歸食故」。或从「 」者，如： 

      〈郭店‧老子乙本 13〉 

辭例為「終身不 (來)」。對照「 」的形體，若收縮「 」豎畫下半部的筆

畫14即寫作「 」。 

    郭店竹簡有一字从來从里，如： 

      〈郭店‧太一生水 8〉 

 
                                                 
11
 指在原本的文字形構上，增添一筆、或是二筆以上的筆畫，這些筆畫的增添與否，

並不影響原本承載的字音與字義，故謂之「飾筆」。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

頁 100。 
1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68，頁 70。 

13
 何琳儀稱之為「形符互作」，指古文字作為形旁時，意義相近同者，發生替代的現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05。 
14
 指古文字中原本的橫畫、豎畫等，縮減其某部分形體，該字筆畫雖有縮減，仍可與

未縮減筆畫的字形對應。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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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例為「地之所不能釐」，鄭剛將之釋為「 」，上半部从「來」，為累加的聲

符。15《說文》「釐」字云︰「 。家福也。从里 聲。」16於兩周金文作： 

      〈班簋〉； 〈師酉簋〉； 〈曶壺蓋〉； 〈彔伯 簋蓋〉 

      〈 鼎〉； 〈秦公簋〉； 〈陳 簋蓋〉 

左側上半部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

形體並不固定。从「 」聲之字如「 」，《說文》云︰「 。引也。从又

聲。」17於甲、金文作： 

      《合》(26975)； 《合》(27281)； 〈毓且丁卣〉 

      〈師 簋〉； 〈輔師 簋〉 

「甲骨文象手持來麥以杖擊之而脫粒之形，以示有豐收之喜，引申為福祉之

義，為釐之初文。」18左側上半部的形體寫作 、 、 、 、 ，形體亦

不固定，與「釐」字所見相近，此種現象又見於「嘉」字，如： 

      《合》(36840)； 《合》(37487)； 〈伯嘉父簋〉 

      〈右走馬嘉壺〉； 〈敶侯作嘉姬簋〉； 〈齊 氏鐘〉 

      〈王子申盞盂〉； 、 〈哀成叔鼎〉 

所从之「壴」上半部的形體，或為 ，或為 ，或為 ，或為 ，或為 ，

或為 ，或為 ，或為 ，或為 。〈陳 簋蓋〉的「釐」字省攵而从宀，

形體近於「 」，對照二者所从之 、 ，可知「 」為前者的省寫。「來」、

「里」二字反切為「落哀切」，上古音屬「來」紐「之」部，「釐」字反切為「里

之切」，上古音亦屬「來」紐「之」部，19雙聲疊韻，可知鄭剛將「來」視為累

加聲符之說可從。 

 
                                                 
15
 鄭剛：〈「地之所不能 」考(附〈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楚簡道家文

獻辯證》，頁 59。 
1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701。 

1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116。 

18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甲骨金文字典》，頁 230-231。 

19
 有關上古音的使用，原則上根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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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从「來」者，如： 

      ： 〈曾侯乙 158〉； 〈曾侯乙 165〉； 〈包山 168〉 

      ： 〈信陽‧遣策 11〉  

      ： 〈包山 254〉 

      憖： 〈包山 172〉； 〈包山 194〉 

      ： 〈上博‧周易 35〉 

      ： 〈清華‧說命下 10〉 

      ： 〈清華‧繫年 45〉； 〈清華‧芮良夫毖 15〉 

      勑： 〈清華‧子產 7〉； 〈清華‧子產 23〉 

〈曾侯乙 158〉从貝从攵从厂从來省，辭例為「 尹之駟為右驂」；〈曾侯乙

165〉从貝从攵从厂从來，辭例為「 尹之 為右 」；〈信陽‧遣策 11〉从

止从箂，劉雨隸定為从辵箂聲，20辭例為「二 」；21〈包山 168〉从貝从又从

來省，辭例為「舟 公豕」；〈包山 172〉从肰从心从來省，辭例為「 憖」；

〈包山 194〉从犬从心从來省，辭例為「 憖」；〈包山 254〉从金从止从來省，

辭例為「二 (錸)」；〈上博‧周易 35〉从木从止从來，辭例為「九五大訐不

(棶)」，今本《周易》作「九五大蹇朋來」；22〈清華•說命下 10〉从日从來，

辭例為「欲汝其有友 (勑)朕命哉」；〈清華•繫年 45〉與〈清華‧芮良夫毖

15〉从犬从臼从心从來，辭例分別為「晉人以不 (憖)」、「萬民俱 (憖)」；〈清

華•子產 7〉从力从來省，辭例為「不勑(飾)美車馬衣裘」；〈清華•子產 23〉

从力从來，辭例為「勑(飾)美宮室衣裘」。無論辭例為何，「來」的形體變異不

大，或作「 」、「 」、「 」、「 」、「 」，或省寫作「 」、「 」，可

與金文之「 」、「 」或簡文之「 」連繫。 

 
                                                 
20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129。 

2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頁 442。 

22
 〔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定)，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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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李之字 

    甲骨文「李」字作： 

      《英》(1013) 

金文作： 

      〈五祀衛鼎〉 

戰國秦系文字作： 

      〈睡虎地‧日書甲種 145背〉； 〈睡虎地‧日書乙種 67〉 

睡虎地竹簡辭例依序為「天李(理)正月居子」、「庚辛李」，較之於「 」，「 」

上半部之「木」係因筆畫收縮寫作「 」，《說文》「李」字云︰「 。李果也。

从木子聲。」23應源於此。楚系文字作： 

      〈包山 22〉； 〈包山 181〉； 〈新蔡‧甲三 220〉 

      〈清華‧祭公 16〉； 〈清華‧繫年 2〉； 〈清華‧繫年 137〉 

以〈包山 22〉為例，整理者隸定為「 」，辭例為「 瑞」，24作為姓氏使用，

鄭剛釋為「李」，25其言可從，又該字上半部作「 」，劉信芳以為「朿」字，

26然其他諸字上半部的形體依序為「 」、「 」、「 」、「 」、「 」，與「朿」

字之「 」〈包山 167〉不同，作「朿」字解為非。「 」與「 」〈九店 56.3〉 

相近，惟豎畫上未增添短橫畫「-」飾筆，又「 」、「 」、「 」、「 」形

體近同，對照「 」，應為收縮筆畫的現象。《說文》言「李」字的構形為「从

木子聲」，然「 」為「來」，若從形符的角度言，「來」指「麥子」，「木」

的本義應指樹木，二者同為植物，作為形符時理可兩相替代，此種現象又見於： 

 
                                                 
2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42。 

24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350。 

25
 鄭剛：〈「地之所不能 」考(附〈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楚簡道家文

獻辯證》，頁 61-75。 
26
 劉信芳：〈从 之字匯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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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 〈曶壺蓋〉； 〈師酉簋〉 

      ： 〈輔師 簋〉； 〈師 簋〉 

此外，若從聲韻的角度言，「來」字反切為「落哀切」，上古音屬「來」紐「之」

部，「李」字反切為「良士切」，上古音亦屬「來」紐「之」部，雙聲疊韻，易

「木」為「來」亦有標注聲音的作用。又曾侯乙墓竹簡有一字作： 

      〈曾侯乙 77〉 

辭例為「麗 車」，右側形體為「 」，亦為从來从子構形之字。 

 

(三)从嗇之字 

    甲骨文「嗇」字作： 

      《合》(4874)； 《合》(893正)； 《合》(27886) 

「從來從 ，或從秝從 ，象藏禾麥於 之形。」27下半部的「 」、「 」

為倉廩之形。金文作： 

      〈沈子它簋蓋〉； 〈史牆盤〉 

「來」的形體或作「 」，或作「 」。「 」又見於〈新邑鼎〉的「 」、〈康

侯簋〉的「 」，辭例依序為「王來奠新邑」、「王來伐商邑」，可知「 」應

為「 」的異體。 

    戰國三晉系文字作： 

      〈十一年庫嗇夫鼎〉； 〈十四年雙翼神獸〉 

辭例皆為「嗇夫」，相較「 」的形體，「 」以收縮筆畫的方式書寫中間

的豎畫，至於「 」上半部的形體，則是進一步的省略「 」的豎畫，又下

半部的「 」為「 」、「 」之訛，以「 」為例，因將「 」的形體以

 
                                                 
2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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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的筆畫取代彎曲的形體，28遂寫作「 」。秦系文字作： 

      〈放馬灘‧日書甲種 15〉； 〈睡虎地‧效律 18〉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 169〉； 〈睡虎地‧日書甲種 144背〉 

辭例皆為「嗇夫」，「倉廩」之形訛為「 」，「 」亦訛省為「 」、「 」、

「 」。    楚系文字作： 

      〈郭店‧老子乙本 1〉； 〈清華‧皇門 6〉； 〈上博‧用曰 12〉 

辭例依序為「莫若嗇」、「稼嗇(穡)」、「嗇則行」，形體雖不同，皆為「嗇」字

異體，對照「 」的形體，「 」亦為「 」之省，又「 」豎畫上的短

橫畫，為飾筆的增添，將「 」與「 」相較，前者除了將「┼」的筆畫省

寫為「├」，又將左右曲折表示「葉」的形體與下半部為「根」的筆畫接連，

寫作「 」；再者，下半部所从之「田」、「 」，亦為「倉廩」之形的訛誤。 

 

(四)从每之字 
    甲骨文「每」字或从女作： 

      《合》(28712)； 《合》(33514)  

或从母作： 

      《合》(29185) 

金文或从母作： 

      〈杞伯每 簋〉； 〈曶鼎〉； 〈 尊〉 

或从女作： 

      〈 壺〉 

葉玉森云：「 象髮分披，上且加筓形飾物。」29李孝定云：「(金文)或从母或

 
                                                 
28
 指古文字中原本彎曲的筆畫，改以直畫取代。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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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上則均象加筓形。」30又「上象加筓於髮之形，以髮盛則加筓表示茂盛。」

31「髮」加「筓」的形體，或為「 」，或為「 」，或為「 」，或為「 」，

或為「 」，或為「 」，或為「 」，戰國楚系文字作「 」，字形為： 

      〈郭店‧語叢一 34〉 

辭例為「樂每(繁)禮靈則謾」。金文从「每」之字，如： 

      ： 〈 罍〉 

      誨： 〈史牆盤〉； 〈不 簋〉； 〈王孫遺者鐘〉 

      敏： 〈大盂鼎〉； 、 〈師 簋〉 

      ： 〈曾伯 簠〉 

      海： 、 、 〈小臣 簋〉 

      ： 〈史牆盤〉 

      畮： 〈師 簋〉； 、 〈賢簋〉 

所从之「每」上半部的形體或作「 」、「 」、「 」、「 」、「 」，差異

不大，惟〈王孫遺者鐘〉作「 」，與「 」之「 」相近。「 」之「 」

疑由〈師 簋〉之「 」的「 」或〈賢簋〉之「 」的「 」而來，亦

即在「 」或「 」之左右兩側的「^」增添一道「∕」、「∖」，則形成「 」

的形體。 

    又曾侯乙墓竹簡有「 」字作： 

      〈曾侯乙 76〉； 〈曾侯乙 120〉 

右側形體分別為「 」、「 」，辭例依序為「 車」、「一 車」，可知

「 」與「 」無別，將之與「 」相較，「 」之「 」應源於「 」，

 

                                                                                                                                        
29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二，頁 3 下。 

30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頁 194。 

31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甲骨金文字典》，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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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係以收縮筆畫的方式書寫「 」所致。又〈噩君啟車節〉「 」

字作： 

       

辭例為「 (繁)陽」，上半部的「 」亦為「 」之省。由「 」的形體寫

作「 」，其產生的因素，有二種可能，其一係誤以為「 」為「 」，遂進

一步作「 」，其二係因「 」的形體與「 」相近，在類化作用下，致使

字形與曾侯乙墓竹簡(165)「 ( )」字所从之「來( )」相同，其後又將中

間的豎畫以收縮筆畫的方式書寫，形成「 」、「 」或「 」的形體。 

    此外，從甲、金文與戰國簡帛文字的形體可知，《說文》「每」字云︰「 。

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32所从之「屮」應為「筓」的形體，因誤將形體割

裂，33遂釋為「从屮母聲」的形聲字。 

 

(五)从差之字 

    《說文》「差」字云︰「 。 也，左不相值也。从左 。」34金文或从

作： 

      〈國差 〉 

辭例為「國差(佐)立事」。或从 作： 

      〈王子午鼎〉 

辭例為「余不畏不差」。或从 作： 

      〈 距末〉 

辭例為「用差(佐)商國」。或从木作： 

 
                                                 
3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2。 

33
 指古文字中原本應該接連的某一筆畫，或是完整的形體，遭到割裂的現象。陳立：《戰

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339。 
3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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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王 鼎〉 

辭例為「以差(佐)右(佑)寡人」。或从 作： 

      〈楚王酓 盤〉； 〈清華‧良臣 4〉 

辭例依序為「冶師紹 差(佐)陳共為之」、「遂差(佐)成王」。或从 作： 

      〈曾侯乙 120〉； 〈上博‧容成氏 49〉； 〈清華‧周公之琴舞 13〉 

辭例依序為「攻差坪所 行 五 」、「昔者文王之差(佐)受也」、「差(佐)事王

聰明」。劉釗指出「从 从左， 左皆聲，很可能是個雙聲字。古文字中 形

和 在用作偏旁時常混用。」35又據《說文》所載，「 」字云︰「 。艸木

華葉 。象形。」36董蓮池言「戰國寫作 ( 國差 「差」所从)……象『艸木

華(花)葉』下垂之形」，37从「 」得形者，如「 」字，云︰「 。艸木華

也。从 亏聲。」38於金文作： 

      〈命簋〉； 〈大克鼎〉； 〈華母壺〉 

辭例依序為「王在華」、「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華母自作薦壺」，所从之「 」，

或作 ，或作 ，或作 ，學者指出「 」的形體「象草木華葉茂盛之形」、

39「金文『 』為整體象形字，上象蓓蕾分瓣，下象梗、萼之形。小篆上下譌

斷，下部聲化為『于』。」40又「象草木之花形，下有花蒂，為獨體象形字。」
41可知 、 、 皆象花形，「 」或為「 」、「 」的省寫。〈王子午鼎〉

之「 」與〈 距末〉之「 」應為「 」的異體；〈中山王 鼎〉从木之

形，據《說文》「木」字云：「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屮，下象其根。」

 
                                                 
35
 劉釗：〈《金文編》附錄存疑字考釋(十篇)〉，《人文雜志》1995 年第 2 期(西安：人文

雜誌社)，頁 104。 
3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77。 

37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頁 163。 

3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77。 

39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甲骨金文字典》，頁 453。 

40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5)，頁 1525。 

41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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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木」與「 」皆為植物屬性，作為形旁時，理因義近而替代，左側所从之

犬( )應無表義作用；〈楚王酓 盤〉之「 」與〈清華‧良臣 4〉之「 」

或源於「 」，一方面將豎畫的下半部以收縮筆畫的方式省略，一方面又將豎

畫貫穿橫畫43；〈曾侯乙 120〉所見之「 」，對照「 」、「 」的形體，亦為

省減之形。又寫作「 」、「 」、「 」的形體，而與戰國楚系文字之从「每」、

「來」等字的形體相近同，應是受到類化作用的影響所致。 

    其次，「差」字所从之「左」於〈國差 〉或為「 」，〈王子午鼎〉寫

作「 」，〈曾侯乙 120〉作「 」，〈上博‧容成氏 49〉寫為「 」。以楚簡帛

的「右」字為例，亦見相同的狀況，如： 

      〈曾侯乙 153〉； 〈包山 43〉 

辭例依序為「右驂」、「右司馬」，裘錫圭指出係「以勾廓法的方式」寫出，44可

知「 」作「 」或「 」，亦以勾廓法書寫。又《說文》篆文「 」、籀

文「 」，皆从 从左，「 」應為「 」的省寫；又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獻

為「 」《馬王堆‧九主 392》，上半部的「 」應為「 」之省。 

    又上博簡有「 」字作： 

      〈上博‧季庚子問於孔子 18〉； 〈上博‧君子為禮 3〉 

辭例依序為「 民不樹」、「吾是以 也」，上半部的形體分別為「 」、「 」，

前者應為「 」之省，至於「 」與「 」無別，「 」係以收縮筆畫的方

式書寫所致。 

 

 
                                                 
4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41。 

43
 指古文字中某一筆畫與另一筆畫交會時，無意的貫穿現象。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

究》，頁 345。 
44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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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夌之字 

    金文「陵」字作： 

      〈陵父日乙罍〉； 〈三年 壺〉； 〈散氏盤〉； 〈 純釜〉 

戰國秦系文字作： 

      〈睡虎地‧為吏之道 15壹〉 

《說文》「陵」字云︰「 。大 也。从 夌聲。」45又甲骨文「夌」字作： 

      《合》(16047 正)；  《花東》(377) 

對照金文所从之「夌」，「 」襲自「 」，「 」、「 」雖亦承襲於

「 」，又在該形體旁加上聲符「 」或「 」，「 」則承襲「 」而

加上聲符「 」。又「夌」的上半部可寫作「 」或「 」，或作「 」、

「 」，《說文》「夌」字云︰「 。越也。从夊 。 ，高大也。一曰：

『夌 也』。」46所言「从夊 」的形體應襲自「 」之「 」，係將「 」

或「 」的形體割裂作「 」、「 」或「 」、「 」所致。 

    楚簡或金文中有一字作： 

      〈噩君啟舟節〉； 〈包山 86〉； 〈包山 117〉； 〈包山 166〉 

辭例依序為「襄陵之歲」、「羕陵」、「 陵」、「 陵」。「襄 」於《史記‧

楚世家》作「襄陵」。47于省吾認為「襄陵」應作「襄陲」，「陵」與「陲」的字

形不同，故「 」應為「陲」字；48高明指出「 」為「陲」字，陲、陵

二字古音相近，二字可通用。49「陵」、「夌」二字反切為「力膺切」，上古音屬

「來」紐「蒸」部，「陲」、「垂」二字反切為「是為切」，上古音屬「禪」紐「歌」

 
                                                 
4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738。 

4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35。 

47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

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2)，頁 642。 
48
 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 年第 8 期(北京：考古雜誌社)，頁 442。 

49
 高明：〈楚繒書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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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來」為舌頭音，「禪」為舌上音，二者同為舌音，故高明以為二字可通用。 

    從字形觀察，以同从「土」構形的「 」、「 」言，二者的形體差異

甚大，甲骨文或金文之「夌」或从「夌」者多為「 」、「 」、「 」、

「 」、「 」、「 」，尚未見从「 」、「 」、「 」，若僅據史

書所載的地望名稱將之釋為「陵」，確實難與字形相合。然從字形言，「夌」

字作「 」、「 」，又據上列所見的「每」字本作「 」《合》(33514)，

上半部亦為「 」，發展至戰國簡帛文字寫作「 」〈郭店‧語叢一 34〉，「 」

亦作「 」，可知「 」、「 」、「 」、「 」的形體在楚系文字中

可寫作「 」，又从「夌」的「陵」字於〈 純釜〉增添「土」作「 」，

由此推測，楚系从「夌」之字的發展如下： 

→ → → →  或 

→ → → →  

「 」、「 」、「 」仍保有「夌」的形體，「 」的上半部與「來」之「 」

近同，故學者將之隸定為「 」，如： 

      〈上博‧弟子問 1〉； 〈上博‧弟子問 2〉； 〈上博‧平王問鄭

壽 2〉 

〈上博‧弟子問 1〉辭例為「脠 (陵)季子僑而弗受」，50〈上博‧弟子問 2〉

辭例為「脠 (陵)季子」，〈上博‧平王問鄭壽 2〉辭例為「汝毀新都栽 (陵)」，

隸定為「 」，釋為「陵」。51此外，亦見下半部从「 」者，如： 

      〈上博‧容成氏 18〉 

 
                                                 
50
 〈弟子問〉釋文引自《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李守奎、曲冰、

孫偉龍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1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625；饒宗頤主

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頁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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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定為「 」，釋為「山 (陵)坪隰」。52清華簡有一字作： 

      〈清華‧繫年 128〉 

辭例為「與之戰於桂陵」，右側為「 」，上半部作「 」，形體與「 」相

近，應為「夌」字，下半部為「土」，「 」與「土」接連之兩側所見的「〞〝」，

對照「 」、「 」、「 」的形體，以及包山竹簡之「 君」之「 」： 

      〈包山 153〉； 〈包山 154〉 

前者从艸陵聲，後者从艸陵省聲，可知「〞」或「〝」應為聲符。在左右兩側增

添「〞」、「〝」的現象，亦見於戰國三晉系的中山國文字，如： 

      光： 〈 鐘〉； 〈中山王 鼎〉 

然聲符的增添，僅須有「〞」或「〝」其中之一，「 」所見「〞」、「〝」除了有

標注聲符的作用外，可能是為了對稱或是補白的效果。 

    又上博簡有一字作： 

      〈上博‧容成氏 47〉 

从辵从「 」，「 」上半部為「 」，下半部為「 」，李零將之隸定為从

來从土之字，53較之於上列隸定為「 」之「 」，下半部應為壬。 

    再者，望山竹簡有「 」字作： 

      〈望山二 8〉 

辭例為「丹 之 」，上半部為「 」，形體與「 」相近，「 」應為「夌」。

又與「 」相近者，見於包山竹簡的「 」字，如： 

      〈包山 28〉 

上半部為「 」，辭例為「 尹之司敗 受 」，「 尹」一詞亦見於

 
                                                 
52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625。 

53
 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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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竹簡與上博簡，如〈上博‧柬大王泊旱 21〉之「 尹」、〈曾侯乙 158〉

之「 尹之駟為右驂」、〈曾侯乙 165〉之「 尹之 為右 」，字形依序作

「 」、「 」、「 」，又包山竹簡有一辭例為「舟 公豕」，字形作「 」〈包

山 168〉，從「 」可知上半部為「來」。「來」字反切為「落哀切」，上古音屬

「來」紐「之」部，「夌」字反切為「力膺切」，上古音屬「來」紐「蒸」部，

之、蒸陰陽對轉，雙聲，作為聲符使用時可兩相替代。 

 

(七)从垂之字 

    金文「陲」字作： 

      〈曾姬無卹壺〉 

辭例為「望安茲漾陲蒿閒之無匹」，右側偏旁作「 」，為「 」與「 」的

構形。 

    何琳儀指出楚文字有从「垂」的「郵」字作「 」，又「 」所从之「 」，

除見於从「垂」的「華( )」、「差( )」外，亦見於「嗇( )」、「繁( )」、

「孛( )」諸字，〈曾姬無卹壺〉「漾陵」之「陵」字作「 」，與「 」相

較，明顯「多了一撇筆」，又「 」演變為「 」，「 」演變為「 」，可知

「 」演變為「 」，再變為「 」。54然「 」字據原圖版所示為「 」

〈長沙戈〉，劉彬徽、劉長武釋為「 」，辭例為「長 (沙)」，55包山竹簡亦

有「 」字作： 

      〈包山 103〉 

辭例為「長 (沙)」，可知「 」右側的「 」非「垂」字。又據上列从「夌」

之字的考證，可知「 」是由「 」而來，在形體演變的過程與「 」

無涉。 

 
                                                 
54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277-278。 

55
 劉彬徽、劉長武編：《楚系金文彙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頁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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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有一从「垂」之「涶」字，作： 

      〈叔尸鐘〉； 〈叔尸鎛〉 

右側上半部依序為 、 ，辭例皆為「師(次)于淄涶」；睡虎地竹簡亦見从「垂」

之字，如： 

      郵： 〈睡虎地‧語書 8〉 

      箠： 〈睡虎地‧日書甲種 50背參〉 

「垂」寫作 、 ；東周貨幣上有一字作： 

      〈垂‧異形平首布〉 

原書本未釋，逕作「 」，幣文下方應為「山」，何琳儀引證多方資料，指出

此字為「垂」；
56

再者，《說文》「垂」字云：「 。遠邊也。从土 聲。」57可

知「垂」的特點係上半部為「 」。 

    包山竹簡有二字作： 

      〈包山 267〉 

      〈包山 275〉 

前者从車从 ，滕壬生隸定為「 」，辭例為「 馬之 」，58劉彬徽等人

將右側上半部的形體釋為「垂」；59後者从糸从 ，滕壬生與劉彬徽等人皆隸

定為「 」，辭例作「二 絹」。「 」、「 」右側形體皆為「止」與「 」

或「 」的構形，滕壬生或隸定為「 」，或隸定為「 」，無明確的準則。

 
                                                 
56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頁 228-229；何琳儀：〈銳角布幣考〉，《古幣叢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頁

89-90。 
5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700。 

58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87。 

59
 劉彬徽、彭浩、胡雅麗、劉祖信：〈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包山楚墓》(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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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文所見从「來( )」形體者，尚未見作「 」或「 」，而从「 」者

作「 」、「 」、「 」、「 」、「 」、「 」，又上博簡有「 」字作： 

      〈上博‧緇衣 1〉 

上半部為「 」，對照「 」、「 」的形體，寫作「 」、「 」可能是由「 」

或「 」的訛寫，又進而受到類化作用的影響，與戰國楚系文字之从「每」、

「來」、「差」等字的形體相近同作「 」。 

 

(八)从 之字 

    戰國楚系「 」字作： 

      〈上博‧周易 53〉； 〈上博‧三德 4〉 

从宀从 ，簡本《周易》的辭例為「六二旅既 」，今本《周易》作「六二旅

即次」；60李零將〈三德〉的字形隸定為「 」，辭例為「毋詬政卿於神 (祇)」。
61又「朿」字於甲骨文作： 

      《合》(22226)； 《屯》(3797) 

金文作： 

      〈作且己甗〉 

戰國竹簡作： 

      〈郭店‧老子甲本 14〉 

甲骨文有一字作： 

       《合》(1385 正)； 《合》(10974) 

 
                                                 
60
 〔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128。 

61
 李零：〈三德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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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釋為「 」，62關於「 」 的形體，葉玉森云：「予疑 、 、 、 、

所从之 、 、 、 、 為古兵植架形， 、 、 、 、 竝象

古兵植兵于架，表師止不用兵也。」63張宇衛指出其字形為「懸壺於架上」，64從

「 」的形體言，張宇衛之說或可從。又从「 」之「姊」字作： 

      〈季宮父簠〉 

對照「 」、「朿」的字形，可知「 」、「 」應从「 」。季旭昇指出〈三

德〉的字形應作「 」，讀為「祇」可從，65其說為是。又陳偉以為增添「宀」

的「 」字與「 」應無分別，66清華簡有一字作： 

      〈清華‧芮良夫毖 21〉 

辭例為「政命德刑各有常 (次)」，亦通假為「次」，此外，「 」、「 」所从

之「宀」，習見於戰國楚系文字，如： 

      中： 〈七年趞曹鼎〉； 〈曾侯乙 18〉 

      家： 〈 簋〉； 〈郭店‧五行 29〉 

增添的「宀」，屬無義的偏旁，67陳偉之言可從。對照「 」所从之「 」與

「 」，若在「 」的豎畫上增添一道短橫畫「-」，則寫作「 」，與「 」

的形體相近。寫作「 」，係因類化作用，致使字形與戰國楚系之「來( )」

相近同。 

 
                                                 
62
 于省吾：〈釋 、 〉，《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1981），頁 417-418。 

63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二，頁 22 下。 

64
 張宇衛：〈「 」字說解〉，《中國文學研究》第 32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11)，頁 14。 
65
 季旭昇，〈上博五芻議(下)〉，簡帛網 2006 年 2 月 18 日。

(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6) 

66
 陳偉：〈楚簡文字識小——「 」與「社稷」〉，《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171。 
67
 指在原本的文字形體上增添偏旁，增添的部分，並不會改變、影響該字原本承載的

字義與字音，其性質與飾筆相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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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圅之字 

    戰國楚簡有一字作： 

      〈新蔡‧甲三 324〉 

賈連敏釋為「 」，辭例為「 於 生 」。68 甲骨文「 」字作： 

      《合》（7037） 

「橐」字作： 

      《合》（9420）； 《合》（9425）； 《合》（9430）； 《合》（20296） 

外形或从「 」，或从「 」。又从「 」者，亦見於兩周文字，如： 

      ： 〈毛公鼎〉； 〈散氏盤〉 

           〈信陽‧遣策 3〉； 〈上博‧容成氏 9〉 

      ： 〈信陽‧竹書 27〉 

《說文》「 」字云︰「 。囊張大皃。从 省缶聲。」69从「 省」者，如： 

      囊： 〈 作父乙簋〉； 〈睡虎地‧日書甲種 4背壹〉 

          〈睡虎地‧日書甲種 159背〉 

      橐： 〈睡虎地‧秦律雜抄 16〉 

形體亦與釋為「 」之「 」不同。《說文》「圅」字云︰「 。舌也。舌體

，从 ，象形， 亦聲。」70甲骨文作： 

      《合》(18469)； 《合》(28068)； 《花東》(106) 

 
                                                 
68
 賈連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頁 198。 
6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79。 

7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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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指出「象倒矢在函中，…… ，其緘處，且所以持也。」71金文承襲之，

如： 

      〈圅皇父簋〉 

較之於《說文》「 」與漢代金文「 」〈陽信家溫酒器一〉，上半部的「 」、

「▽」為「 」的訛寫，下半部的「 」、「 」為「 」的訛誤，可知許書

釋其字形「舌體 ，从 ，象形， 亦聲」，係就訛誤的文字言；又「 」

下半部的「 」 與「 」相近，蘇建洲釋為「函」的意見可從。72 

    戰國楚簡除「 」上半部从「 」外，亦可見相關字例，如： 

      ： 〈曾侯乙 23〉； 〈天星觀‧遣策〉 

      ： 〈曾侯乙 109〉 

辭例依序為「 (韔)」、「虎 (韔)」與「貂之 (箙)」。曾侯乙墓竹簡「 」

之「 」上半部為「 」，下半部作「 」，應與天星觀竹簡之「 」無異。

將「 」、「 」、「 」、「 」的形體與上述的甲、金文相較，「 」應源於

「 」，「 」、「 」、「 」可能受到「橐( )」字之「 」或「囊( )」

字之「 」的影響，其後因類化作用而將「 」寫作「 」或「 」。 

 

(十)从朿之字 

    《說文》「績」字云︰「 。緝也。从糸責聲。」73戰國楚系「績」字作： 

      〈信陽‧遣策 7〉； 〈信陽‧遣策 23〉 

 
                                                 
71
 王國維：〈不 敦葢銘考釋〉，《王國維遺書‧觀堂古金文考釋》第六冊(上海：上海

古籍書店，1983)，頁 7 下-8 上。 
72
 蘇建洲：〈《葛陵楚簡》甲三 324「函」字考釋〉，《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261-273。 
7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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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例依序為「弁績」、「組績」，二者形體的差異，於右側上半部，前者作「 」，

後者為「 」。《說文》「責」字云︰「 。求也。从貝朿聲。」74金文「責」

字作： 

      〈秦公簋〉 

「朿」字於甲骨文作： 

      《合》(21256)； 《合》(22142) 

金文作： 

      、 〈朿作父辛卣〉 

戰國楚系文字作： 

      〈包山 167〉； 〈郭店‧老子甲本 9〉 

將簡文與甲骨文的「朿」字相較，最大的差異係在「 」的形體增添一道橫

畫「―」作「 」。據甲骨文的形體可知像「有一鋒三鋒四鋒等形，乃刺殺人

和物的一種利器。」75或像「長矛類之刺殺利器，上象刺殺之銳鋒，鋒下有箸

地之長柄。」76小篆寫作「 」，言「木芒也」，77實就訛形說解。   

    再者，據甲、金文與楚簡的「朿」字觀察，其形體與「績」字之「 」、

「 」右側上半部不同。又「棗」字作： 

      〈宜無戟〉； 〈睡虎地‧日書甲種 14正貳〉 

从女棗聲的「 」字作： 

      〈鼄友父鬲〉 

以「 」、「 」為例，前者係由「 」、「 」組成，後者由二個「 」組

 
                                                 
7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84。 

75
 于省吾：〈釋朿〉，《甲骨文字釋林》，頁 176。 

76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頁 1747。 

7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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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形體又與「來」字或「麥」字所从之「來」近同，如： 

      來：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 46〉；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 185〉 

      麥：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 43〉；  〈睡虎地‧日書乙種 65〉 

睡虎地竹簡的辭例依序為「及告歸盡月不來者」、「宜到不來者」、「麥十斗」、「子

麥」，可知雖有「 」、「 」的差異，實即一字異體，作「 」者係省寫豎

畫兩側的「^^」。「 」右側上半部的「 」與「來( )」字相近同，葢因「 」

與「來( )」的形體相近，受到類化作用影響，遂寫作「 」；又將「 」

與「 」相較，將「 」豎畫的下半部以收縮筆畫的方式書寫，即寫作「 」。

「 」、「 」右側上半部的形體疑為从棗省聲，「朿」字反切為「七錫切」，

上古音屬「清」紐「錫」部，「棗」字反切為「子皓切」，上古音屬「精」紐「幽」

部，精清旁紐，作為聲符使用時可替代。 

 

(十一)从棗之字 

    金文「早」字从日从棗聲作： 

      〈中山王 鼎〉 

辭例為「吾先考成王 (早)棄群臣」。楚簡从日从棗省聲作： 

〈郭店‧語叢四 13〉； 〈郭店‧語叢四 12〉； 〈郭店‧語叢三

19〉 

〈上博‧中弓 14〉； 〈郭店‧老子乙本 1〉； 〈上博‧曹沫之

陳 32〉 

黃德寬、徐在國指出「 」字从日从棗聲，78「 」、「 」或隸定為「 」，

 
                                                 
78
 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

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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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从日从朿，「朿」為「棗」之省，或隸定為「 」，80从日从 。從辭例言，

依序為「 (早)與智謀」、「 (早)與賢人」、「在 (早)」、「 (早)使不行」、「是

以 (早)服是謂」、「將 (早)行」，形體雖有差異，據辭例所示，應為一字之

異體。所从之「棗」，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

作「 」，或作「 」，或作「 」。又「棗」字於商周文字作： 

      《合》(17444)； 〈宜無戟〉 

      〈睡虎地‧日書甲種 14正貳〉； 〈酸棗‧平襠方足平首布〉 

「 」之「 」、「 」之「 」，與「來」的「 」相同，故何琳儀指出

「戰國文字多从二來」，81季旭昇亦言：「戰國晉系宜無之棗戈『棗』字似從二

『來』，秦漢文字莫不從二『來』。」82然東周貨幣中有「郲」字作： 

      〈郲‧平襠方足平首布〉 

左側的「 」與「來」之「 」《合》(12463)近同，較之於「 」，「來」、「棗」

的形體有別。又从女棗聲的「 」字作： 

      、 、 〈杞伯每 簋〉； 、 〈杞伯每 鼎〉 

      〈鼄友父鬲〉 

所从之「棗」作「 」、「 」、「 」、「 」、「 」、「 」，其特色為豎畫

的中間有一道或二道橫畫「―」，正與貨幣文字之「 」相近，蘇建洲指出「棗」、

「棘」从「朿」的原因在於此二者像多刺之形，
83
再對照「 」的形體，豎畫

上的橫畫「―」或「 」，所表達的意涵應為「多刺之形」；再者，若將「 」

豎畫上的「 」省略，則寫作「 」，形體與「 」字的「 」《合》(583 正)

 
                                                 
79
 饒宗頤主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頁 446。 

80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344。 

8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27。 

82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頁 566。 

83
 蘇建洲：〈從古文字材料談「棗」、「棘」的文字構形及相關問題〉，《中國學術年刊》

第二十四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3)，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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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同，據此推測，「棗」字豎畫所見的橫畫「―」或「 」，其作用係區別與

「 」字的不同。又據上列「績」字的考證，因「 」之「 」與「來( )」

相近，受到類化作用影響，而寫作「 」，由此可知，作「 」者，亦因與

「來」字形體近同所致。將「 」與「 」相較，若於「 」上半部形體的

左右兩側各添加「′」、「‵」，即可寫作「 」，「 」與「 」形體相近，

又「 」下半部的「 」，與「朿」之「 」《合》(22142)形體亦相近，疑《說

文》「棗」字云︰「从重朿」
84
 之說或由此而來，至於寫作「 」的形體，亦

可能是在文字發展的過程中，誤將「 」寫作「 」《合》(30042)所致。又將

「 」與「 」相較，後者係省略豎畫兩側的「′‵」，「 」則是進一步省

略豎畫上的短橫畫「-」，「 」為「 」的訛寫，「 」上半部之「 」應受

到類化作用影響，若將「 」上半部的豎畫縮減，會形成「 」，若再加以省

減筆畫會產生「 」的形體。據此可知，楚簡的字形皆為从日从棗省聲。 

    上博簡有一字作： 

      〈上博‧緇衣 22〉 

陳佩芬隸定為「 」，85辭例為「君子好 」，又郭店竹簡〈緇衣〉亦有一字作： 

      〈郭店‧緇衣 43〉； 〈郭店‧緇衣 19〉 

郭店楚墓竹簡隸定作「 」，从戈考聲，並指出簡 19 讀作「考」，簡 43 讀作

「逑」，辭例依序為「君子好 」、「執我 」，86黃德寬、徐在國以為字形从

戈从棗省，應隸定為「 」，87出土文獻之內容又見於今本〈緇衣〉，依序為「執

 
                                                 
8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321。 

85
 陳佩芬：〈緇衣〉，《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頁 197。 
86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134，頁 136。 

87
 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

念文集》，頁 102-103。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第二卷 第一期 總第二冊 

 

114 

我仇仇」、「君子好仇」，88據上列「績」與「 (早)」字的考證，可知「 」、

「 」皆為「棗」省，又「 」為「攵」字，所以「 」應為「 」，「 」

應為「 」。據此可知，顏世鉉指出「 」為从戈棗聲，寫作「 」，又「棗」、

「來」二字所从偏旁往往因形近混同，故造成二字形體相近，89其說可從。至

於陳偉以為右側从戈，左側似來，90及陳劍指出「 」、「 」左側形體可能由

西周金文所見之「 」演變而來，又從字形與讀音推測「 」應是從「 」

分化而來，91從上列的考證可知其說為非。 

(十二)从 之字 

    戰國楚簡有一字作： 

      〈新蔡‧甲三 212〉 

辭例為「 祭昭王大牢」，左側从食，右側从 。《說文》「 」字云︰「 。

脩飯也。从食 聲。」92金文作： 

      〈 囗作父丁簋〉； 〈 簋〉； 〈敔簋〉； 〈匽侯盂〉 

      〈 車父簋〉； 〈宋公 鼎蓋〉； 〈禾簋〉 

辭例依序為「作父丁 彝」、「作寶尊彝用 」、「作 厥孫子」、「作 盂」、「作

姞 簋」、「宋公 之 鼎」、「作皇母懿恭孟姬 彝」，形體雖不一，然據

辭例所示實為一字之異體，所从之「 」分別作「 」、「 」、「 」、「 」、

「 」、「 」、「 」，與「 」之「 」不同。「 」字於甲骨文作： 

 
                                                 
8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重栞宋本用

文選樓藏本校定)，頁 931，頁 934。 
89
 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9)，頁 382-383。 
90
 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讀〉，《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

書店出版社，2002)，頁 421。 
91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頁 20-38。 
9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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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583 正)； 《合》(6610正) 

      《合》(35607)； 《合》(38684)   

金文作： 

      〈獻侯鼎〉； 〈衛鼎〉； 〈王臣簋〉 

      〈裘衛盉〉； 〈九年衛鼎〉； 、 〈吳方彝蓋〉 

龍宇純云：「 字上端的『 』是普通表草的形象，作 的『 』也是 形，……

字下从 或 ，也正是草根的樣子。」93蔡運章指出「 」的本義為「百草的

象形」，其結構「象百草的花卉蓬鬆開放，成熟後隨風飛轉的樣子。……從金

文 字的構形看，它的原始形體象百草的花卉，而晚期的構形則上部象百草

的花朵，下部象百草的莖葉。」94方述鑫等人言「甲金文象華飾之形」，95孟蓬

生指出「 」、「 」為「 」字，屬獨體象形字，據木、禾、來等字的構形，

亦為植物的象形。96又金文从「 」的「 (拜)」字作： 

      〈大克鼎〉； 〈頌壺〉； 〈靜簋〉； 〈沈子它簋蓋〉 

      〈師酉簋〉； 〈師酉簋〉； 〈 鐘〉； 〈叔尸鎛〉 

所从之「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

或作「 」，或作「 」，郭沫若云：「凡此均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解為

拔之初字正適。拜手至地有類拔草卉然，故引伸為拜。」97張光裕指出所从像

禾草之形，係取其下垂之象，增添「手」形，意味行拜禮時，俯首下垂之意。

 
                                                 
93
 龍宇純：〈甲骨文金文 字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三十四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頁 412。 

94
 蔡運章：〈釋 、 〉，《甲骨金文與古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頁 118-121。 
95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甲骨金文字典》，頁 774。 

96
 孟蓬生：〈釋「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67-268。 

97
 郭沫若：〈釋拜〉，《金文叢考‧金文餘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221。(收入《郭

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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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金文「來」字作「 」〈作冊般甗〉、「 」〈史牆盤〉，像麥之形，「 」的

形體亦像某種植物，郭沫若、張光裕之言應可從。再者，戰國秦系「 」字

作： 

      〈睡虎地‧日書甲種 61背貳〉 

《說文》「 」字云：「 。疾也。从夲卉聲。」99可知「从夲卉聲」之說係因

形體訛誤所致，所从之「卉」，葢由「 」演變而來，其後因形體的割裂，

遂寫作「 」，至《說文》篆文又進一步訛寫為「 」，遂言「从夲卉聲」。 

    「 」右側為「 」，上半部似寫作「 」，與「 」相近，從〈大克

鼎〉所从之「 」、〈師酉簋〉之「 」、〈叔尸鎛〉之「 」、〈宋公 鼎蓋〉

之「 」觀察，楚系文字「 」上半部作「 」的發展脈絡十分清楚，然因

受到類化作用的影響，使得形體近於「 」，至於下半部所見的「 」，其間

的筆畫雖略有缺損，應與「 」的「 」無涉，其所从為何，待有完整的字

形與之相較方能釐清。 

 

(十三)从素之字 

    金文「素」字作： 

      〈 伯壺蓋〉； 〈師克盨〉； 〈師克盨蓋〉； 〈輔師 簋〉  

上半部的形體為「 」、「 」、「 」。戰國楚系有一字作： 

      〈天星觀‧遣策〉 

上半部的形體為「 」，辭例為「繼安素」，滕壬生案語云：「借索為素」。100又

金文「 」字或从令聲作： 

 
                                                 
98
 張光裕：〈「拜 首」釋義〉，《雪齋學術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246-247。 

9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502。 

100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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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簋〉； 〈師克盨蓋〉； 〈秦公鎛〉 

或从命聲作： 

      〈 鎛〉 

「綽」字或作： 

      〈蔡姞簋〉 

上半部的形體依序為「 」、「 」、「 」、「 」、「 」，對照「 」之「 」，

「 」可能源於〈師克盨蓋〉的「 」、「 」，其後因受類化影響，致使字

形與戰國楚系从「每」、「來」、「朿」等構形的文字相近同。 

    再者，楚帛書有一字作： 

      〈楚帛書‧乙 6.22〉 

滕壬生隸定作「 」，辭例為「 之以 降」，101曾憲通云：「此字或疑為策，

或釋作 ，而以釋素者為多。」102又劉信芳指出所見之「 」為贅加的符號，

該字為「巿」，103據古文字的資料顯示，作為形旁時，會因意義相近同而發生

替代的現象，「 」、「 」的差異在於下半部的形體，前者从「巾」，後者从

「糸」，又據拙作考證，巾、衣、巿、糸等皆與紡織品有關，作為偏旁使用時，

可因意義的關係而兩相替代，104可知將「 」視為贅加符號之說不可信，又從

上列「 」的討論，「 」或可從曾憲通之言。 

    又《說文》「素」字云︰「 。白致繒也。从糸 ，取其澤也。」105董蓮

池指出〈師克盨蓋〉之「 」的「 」與〈蔡姞簋〉之「 」的「 」，

上半部分別為 、 ，象繒紋形，非「 」字，106其言可從。 

 
                                                 
10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23。 

102
 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63。 

103
 劉信芳：〈从 之字匯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610。 

104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385-387。 

10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669。 

106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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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  語 

    從上列的討論，可知來、李、嗇、每、差、夌、垂、 、圅、朿、棗、 、

素諸字的形體，原本皆不同，但是受到文字增繁、省減、改易的影響，以及類

化的作用，使得這些原本不同形體的文字，出現「 」，或是「 」，甚或是

「 」、「 」，而與戰國楚系的「來」字形體相近或相同。細審這些文字的

筆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亦即其字形的上半部有「 」、「 」、「 」、「 」、

「 」等形體者，往往會受到類化作用的影響，寫作「 」。 

造成上列文字的部分形體書寫為「 」，有以下幾項因素︰ 

一、形體的省改。為了書寫方便，將文字原有的筆畫改易，省改後的形體與某

些字的形體相近，在類化作用下，出現相近同的形體。 

二、筆畫的增繁或是飾筆的增添。若將增添的部分變更，非僅失去原本的用意，

也造成文字的變異，再者任意將完整的形體、筆畫省減，會使得原有的特

徵消失，或是日漸的模糊，造成某字與其他文字具有相近同的形體。 

三、文字的訛誤。在文字發展的過程，形體的改變，容易造成本身的特徵日漸

模糊，在類化的作用下，使得某字與其他文字具有相近同的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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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甲骨文看殷代的酒祭 

何彥均 

摘要 
「酒」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之一，世界上最早的「酒」可追溯到

距今約 8000 年的河南賈湖村遺址，當時人類已懂得利用穀物釀酒。

經歷了新石器和夏王朝的發展，製酒業到了商代，已到達成熟階

段；加上當時農業繁盛，更為此提供有利條件，主要表現在製酒原

料充足，酒的種類多樣，製酒技術成熟等方面，從考古發現，當時

已有製酒工坊。 

 殷人嗜「酒」，且以「酒」為「通神之物」，先民無論祭祀天地

神祗、宗廟社稷，或祈求漁獵充盈、五穀豐登、出師征伐等都離不

開「酒」，而從出土的殷墟遺物中，「酒器」佔了一半以上，更見一

斑。 

在甲骨文中，酒祭的卜辭常見，而與酒祭相關的字有：「酉」、

「酒」、「鬯」、「豊」和「 」。酒祭的對象也十分廣泛，從先公到

先王，從先祖到先妣都是受祀者。而祭祀埸所則受祭祀的形式，用

牲數量等因素影響。 

 

關鍵詞：甲骨文、卜辭、酒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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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ritual of Shang Dynasty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O, Yin-Kwan 

Abstract 
Wine is one the symbolic outcome of human civilization.Frequently, the firstt wine 

can be traced to last approximately 8000 years of the discovery of JIAHU village. 

From that time, our Ancestors already understood the use of grain brewery. 

Experienced the New Stone Age and XIA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ine 

industry have reached maturity phase; and then the wild variety of agriculture 

offerd better conditions, the primary performance in the wine resin to the variety of 

the wine mature.The archaeologist found that it was already have the wine duplex . 

Wine is the most important daily commodity of Shang people. No matter in dietary 

habit  or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 Half of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that 

found in the YIN'S historical sites were drinking vessel. 

In oracle, we find common wine offerings, and wine offering related words are: "

酉" and "酒", "鬯" and "豊" and " ".Wine offering object is very extensive, 

starting with the far back ancestor to the former kings, besides the male ancestor, 

there were also femaleBy those who worship. While sacrifice place by the form of 

sacrifice, with any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its influence. 

 

KEYWORDS：Oracle bone of Shang Dynasty, Inscriptions, Wine 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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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酒」乃人類文明的產物之一，從考古發現，於河北蘸城台西村商代遺址

中發掘到商代釀酒作坊，並在作坊裡還找到屬於殷商年代的酵母1。而世界上

最早的「酒」可追溯到距今約 8000 年的河南賈湖村遺址，當時人類已懂得利

用穀物釀酒2。經歷了新石器和夏王朝的發展，製酒業到了殷商，已到達成熟

階段；加上當時農業繁盛，更為此提供有利條件，主要表現在製酒原料充足，

酒的種類多樣，製酒技術成熟等方面，這是後世常誤認為殷人嗜酒亡國的原因

之一。  

加之殷人尚鬼神，每事皆向天神、地祗卜問，而甲骨文更是記載了關於祭

祀的眾多名稱，據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見祭名研究》比對新、舊派之祭名，共

得 211 種3，而酒祭無疑殷人最常用的祭祀。 

現見甲骨文中，除了「酒」外，「酉」、「鬯」和「豊」都是酒祭中常見的

祭品。而甲骨文中之酒祭，在卜祭中以「 」表示。 

 本文將以甲骨文為基礎，配合文獻資料，除前言和結語外，分為以下三部

分： 

 釋與「酒祭」相關諸字 

 酒祭的受祀對象 

 酒祭的附牲及祭祀場所 

期望能疏理卜辭中有關「酒祭」資料。以甲骨文為基礎來解釋與酒祭相關諸字、

 
                                                 
1 詳參見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 

2 詳參見「舞陽賈湖遺址阿崗寺遺址管委會」網頁中〈賈湖 9000 年古酒文化〉之報導：  

http://www.jiahugov.cn/qiantai/xxymian.jsp?id=97 

指出外國科學家「對賈湖遺址的這些陶器進行了一系列的化學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氣相

色譜分析、液相色譜分析、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分析、穩定同位素分析等，分析結果

顯示，這些沉澱物含有酒類揮發後的酒石酸。另外，殘留物的化學成分與現代稻米、

米酒、萄萄酒、蜂蠟、葡萄丹寧酸以及一些古代和現代草藥所含的某些化學成分相同。

殘留物還包含有山楂的化學成分。分析發現全部酒呈現出稻米的化學特性，在年代最

長的酒（賈湖遺址陶片）裡還發現含有蜂蜜。對這些分析結果的直接解釋是陶器盛放

過以稻米、蜂蜜和水果為原料混和發酵而成的飲料。」 

3 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見祭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

6 月，頁 60。 

http://www.jiahugov.cn/qiantai/xxymian.jsp?i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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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祭的對象以及酒祭的附牲和祭祀場所。小文難登大雅，仍盼 各前輩學人賜

正。 

壹. 釋與「酒祭」相關諸字 
在甲骨文中，興「酒祭」相關的有「酉」、「酒」、「鬯」、「豊」和「 」

字，前四者為祭品，卜辭中的「酒祭」以「 」表示，本文將使用《甲骨文

合集》、《英國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及《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

資料，以下將分別為說： 

一、 釋「酉」、「酒」 

「酒」在甲骨文中有「 」、「 」兩形，于省吾指出「 」與「 」同，

如「洹」字作「 」和「 」，故兩字皆从「水」从「酉」4，但卜辭只各一

見，羅列如下： 

2-1-1-1．戊子卜， （賓）貞： 酒在疾，不从王 5。…《合集》9560 

2-1-2-1．在酒，孟田受禾6。……………………………………《合集》28231 

第一片卜辭中的「酒」字表飲酒義，于省吾解釋說，這句是指名「 」的大

臣因飲酒而患上疾病。第二片的「酒」於「在」後，為地名。而姚孝遂又補充

說： 

卜辭「酒」祭之「酒」，多假「酉」為之7。 

 
                                                 
4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頁 318。 
5
 「戊子」：殷人以十幹十二支組成六十個日名，周而復始，計算日子，這是殷人曆法

的一大創思。「 （賓）」，第一期武丁時貞人名。「貞」，正也，貞蔔之意。「在疾」：

「在」，甲骨文中有兩義：一是處所介辭，一是「再一次」的意思，與「再」同義，

如「在一月」，即閨一月，再一次一月的意思，故一般「在」後，多接地方辭或月

名，「疾」在甲骨文中有「 」、「 」、「 」、「 」等形，象人臥病在牀，「人」旁

的點狀物，數量並不固定，可能是汗水，可能是淚珠，可能是血液，也可能是嘔吐

物或排泄物，這是病人正常的症狀，在甲骨文中「疾」是疾病的總名。「不」：否定

辭，與「勿」、「弗」、「弜」同義。「從」，跟隨、隨從的意思。 
6
 「受禾」：指禾稻有好的收成。 
7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第一版，頁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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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文解字》也說： 

酒，就也。 

又說： 

酉，就也8。 

由此，更證實姚氏之說法，除了假借為干支「酉」外，亦指「酒」。而「酉」

字，甲骨文作「 」、「 」、「 」等形，郭沫若說「乃壺尊之像也」。李孝定

說「上像其頸及口緣，下像其腹有花紋之形」。徐中舒說「像酒尊之形，上像

其口緣及頸，下像其腹有紋飾之形」9。 

可以看出「酉」所表示的是一個底部呈尖形的容器，本義是盛酒器，由盛

酒器借代「酒」，如《合集》3280： 

2-1-3-1．貞：隹邑子乎(呼)鄉(饗)酉10。………………………《合集》3280 

第三片卜辭中的「鄉(饗)酉」是指饗用美酒的意思。 

 而對於「酒」的成份，耿傑〈從甲骨文看殷商之酒文化〉一文說： 

酒即為黃酒，是有別於甜酒的一種，它是商代用曲釀酒的見證……這

種酒乙醇含量比甜酒相對要高，度數也偏大……人們最初是通過穀物

受潮發芽進而黴變，加之微生物作用引起酒化的方法制酒的11。 

而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一文也說： 

殷代最普遍之農產物為黍與稻，則殷代之酒者，必以黍稻為之也12。 

河北藁城臺西發現商代一保存完好的釀酒作坊，有一種白色沉澱物，被確認為

 
                                                 
8
 《說文解字注》，【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藏版，

2004 年 10 月第 13 次印，第 14 卷下，頁 33A、B。 
9
 詳參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 年；李孝定，《甲骨文字

集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 年；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

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 

10
 「惟」有兩個字型，一作「 」，一作「 」，前者隸作「隹」，後者隸作「 」，對貞

卜辭常分別使用，語辭，無義。「邑」，都邑。「乎（呼）」，有呼喚、命令之意，多

用於王族及職官。 
11
〈從甲骨文看殷商之酒文化〉，耿傑，(《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理論研究) 》2010 年

02 期 )，頁 49-50。 
12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二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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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植的酵母13。由此可證明，殷人已懂得以曲釀酒，而這種「酒」即現在

的釀造米酒。 

二、 釋「鬯」 

卜辭中與「酒祭」相關的字還有「鬯」，甲骨文作「 」、「 」、「 」

等形，象酒在器皿中之形。「鬯」，《說文》說： 

鬯，以秬釀鬰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 

秬是一種黑黍，鬱是鬱金香一類的香草。《禮記．表記》又說： 

天子親耕，糜盛秬鬯，以事上帝” , 

《詩．大雅．江漢》有 秬鬯一卣」，〈毛傳〉云 :「鬯，香草也。蒸煮合而鬱

之曰鬯」。鄭玄為《周禮．序官》鬯人》作注則云「鬯，釀秬為酒」。 

文獻中的描述與卜辭中所記可相互為證，《甲骨文字詁林》指出： 

鬯或以為酒名 ，或以為草名，千古聚訟。實則契文金刻以及典籍，鬯

均以卣計。鬯即象酒在器中之形，鬯之為酒不為草,當成定論。  

可知，「鬯」是一種特製的香酒，卜辭中用作祭品，專門用來祭祀。卜辭中如： 

1-2-1-1．丙寅，貞：今日其用五十鬯于父丁，茲 14。……《合集》32686 

1-2-2-1．辛酉卜，王其登新鬯15。……………………………《合集》30974 

甲骨文中，又見「登鬯」或「登新鬯」之辭，即新收穫穀物而獻祭于祖先。 

三、 釋「豊」 

在酒祭卜辭中，又見「豊」字，與「鬯」皆為祭品名稱。甲骨文中所見豊

字作「 」，即「醴」字，楊升南在《商代經濟史》中指出「加酉旁是後世所

增，醴是一種米酒」則「醴」與「豊」同字。 

 
                                                 
13
 詳參見胡繩武總纂，《中華文明史》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631。 
14
 一個「□」表示缺一字，兩個「□」表示缺兩字，「 」表示缺字數不明。 

15
 「登」，有兩義，一是祭名，用作「登嚐」之意，另一有「徵」義，如「登人」，即

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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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是一種甜酒，主要用大米和麥芽釀制而成。《漢書· 楚元王傳》載： 

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 

顏師古注： 

醴，甘酒也，少曲多米，一宿而就，含渣較多。 

段玉裁「醴」下亦曰： 

汁滓相將，蓋如今江東人家之自酒，滓即糟也，滓多，故酌醴者用柶，

醴甘，故曰如今甜酒，恬即甛也。 

《釋名．釋飲食》又補充說： 

醴，齊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 

證明這種酒含糖分較多，乙醇少，濃度不大，相當於今天所喝的飲料，並可見

釀酒週期也很短。可見醴是被當作一般的飲品，與酒有一定區別。 

  卜辭中，常見「作豊」、「告豊」之記載。如： 

1-3-1-1．乙未卜，□貞：告豊 。………………………《合集》25885 

1-3-2-1．貞：其作(祚)豊，乎(呼)伊禦16。……………《合集》26054 

另外，與「鬯」相似，有「新豊」、「舊豊」之別，如： 

1-3-3-1．丙戌卜，隹新豊用。 

      2．隹舊豊用。………………………………………《合集》32536 

以上皆足見殷時酒業之發達。 

四、 釋「 」 
 關於卜辭中的「 」字，諸家異說甚多，甲骨文中的「 」有「 」、「 」、

「 」等形。羅振玉、孫詒讓、王襄、孫海波等釋作「酒」；金祖同、陳佩芬

釋作「酹」，趙誠則以「 」為「酒」，葉玉森、李孝定將「彡」解釋為象酒

滴溢出之狀。姚孝遂指出「契文象水滴形，無作彡者」17，則「 」非「酒」

乃是定論。 

 
                                                 
16
 「 （禦）」，甲骨文中有兩義，一是祭名，禳災之祭；二是抵禦之意。 

17
 詳參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6 月，頁 2702-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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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從姚孝遂之說，以「 」為祭名，又因「 」祭之卜辭常繫有「鬯」、

「豊」等字，故以下各節，將按《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之分類，對繫有「 」

之卜辭，對行分析。 

貳. 酒祭的受祀對象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繫「 」之卜辭共 1205 片，以下將分別為說： 

一、 祖先神 

     卜辭中繫有「 」字者，約百分之八十是對先祖妣進行祭祀的，據馬如

森〈酒、 辨〉一文之統計，十四位先公中，有十位被「 」祭，而三十一

位先王中，有二十五位曾進行「 」祭。另外，有六組先妣曾進行「 」祭
18。 

  在諸位先公中，進行了「 」祭的有： 

1. 夒(帝嚳) 

3-1-1-1．甲寅貞：辛亥 尞(燎)于 (夒)，三牛。…《合集》34172 

2. (契) 

3-1-2-1．丙寅貞：叀（惟）丁卯 于 。 

2．丙寅貞：叀（惟）庚午 于 。 

3．丁卯貞：于庚午尞（燎） 于 。 

4．己丑貞：庚午尞（燎） 于 。……………《合集》33273 

3. 王亥 

 
                                                 
18
 詳參見〈酒、 辨〉，馬如森，(《夏商周文明研究(4)—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2003 年 3 月)，頁 20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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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甲午貞：乙未 高且（祖）亥 大乙羌五牛三，且（祖）

乙羌 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無） ，

（茲）用19。………………………………《合集》32087 

從甲骨文中，有從先公的上甲至先王的祖乙依次進行 祭的卜辭，如： 

3-1-4-1． 乙未 （茲）用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

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

三、 三、且（祖）乙 。………………………《合集》32384 

除此之外，進行了「 」祭的先王還有：祖辛、羌甲、祖丁、南庚、陽甲、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乙、祖庚、祖甲、廩辛、武乙、文武丁(太丁)等。 

 除了先公和先王會被「 」祭，也有對先妣的祭祀，如： 

1. 妣丙 

3-1-5-1．其侑匕（妣）丙眔(暨)大乙 ，王受又（佑）。《合集》27501 

2. 妣己和妣庚 

3-1-6-1．丁亥卜，㱿貞：于來己亥 高妣己眔(暨)妣庚《合集》2367 

3. 妣辛 

3-1-7-1．于妣辛 ，茲用。……………………………《合集》27551 

4. 妣壬和妣癸 

3-1-8-1．辛卯貞： 歲妣壬、妣癸。……………………《合集》32751 

由此可見「 」祭在卜辭中的普遍性，幾乎祭祀每位先祖妣時都會用到

「酒」來祭祀，也見殷代酒業之發長成熟。 

二、 自然神祗 

「 」祭卜辭中，除了大部分是對先祖妣的祭祀外，也數見對自然神祗

的祭拜，如山川河岳： 

 
                                                 
19
 此為第二期卜辭，其中高且亥與大乙、且乙、小乙及父丁同祀、父丁乃指武丁、小

乙為武丁之父，且乙為中殷明主，中乙為開國之君，則高且亥當亦為殷先世中之顯

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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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貞：辛酉， 河，沈 燎20。…………………《合集》1676正 

3-2-2-1．貞：尋， 河、燎三牛，沈三牛，卯 。…《合集》12546正 

3-2-3-1．貞：□辛未， 岳。 

     2．貞：隹辛未， 岳。 

     3．貞：隹辛未， 岳。……………………………《合集》8843正 

 卜辭中又因太陽出來而進行 祭的，如： 

3-2-4-1．癸亥卜，乙丑 暘日。…………………………《合集》34564 

又見「 四方」一辭，但僅一見： 

3-2-5-1．□酉， 辛 四方。…………………………《合集》33836 

 由此可知，「 」祭卜辭中，主對受祀對象先祖妣，也要對「河」、「岳」、

太陽及「四方」等自然神祗的祭祀，但例不多見。 

參. 酒祭的附牲及祭祀場所 
殷代的祭祀場所，有戶外和戶內兩種。戶內的是「宗」，殷人的先祖妣，

以日名為序，從甲至癸，十個「日」名，先祖的廟號，則依次用日名排序，如

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等，而先妣也以日名為廟號。每一位先祖妣，都

有自己的「宗」，也就是「專廟」。所以在甲骨文中，出現附有日名的廟很多專

祀先祖妣多在本廟。 

在繫有「 」字卜辭中，如同時舉行其他須在戶外舉行的祭祀，則該次

祭祀當在戶外舉行，如： 

 
                                                 
20
 「 （牢）」，一頭公羊加一頭母羊稱為「 」，一頭公牛加一頭母牛稱「牢」（詳參

見黃競新、梁文偉，〈集合與象徵—從甲骨文看殷人的集合觀念和構字法則〉，香港大學饒

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學》，第 9、10輯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74-105。）。「尞（燎）」，祭名，一般用於沒有廟號的遠祖或自然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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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庚子卜，爭貞： 其 于祖辛， 有 ，歲上甲21。 

…………………………………………………《合集》1654 

辭中的「 」祭，是一種集合先祖妣在戶外舉行的大型祭祀，即後世的「祫

祭」，「祫」，《說文》說： 

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段注亦以《春秋》、《公羊》……等說引申其義22。 

 又如： 

 4-1-2-1．甲子， 大戊禦。 

  2．甲子卜， 丁仲禦。………………………………《合集》19838 

「禦」是戶外禳災之祭，多用於天神地祗或未列廟號的祖妣。 

    又如： 

4-1-3-1．庚午貞：其 高祖，燎隹辛卯。……………………《合集》32305 

「燎」是燔燎之祭，多用於天神或遠祖，須積薪而燎之，故須在戶外舉行。 

    

     另外，從犧牲的數量亦可推知祭祀的場所，如： 

4-1-4-1．來辛亥，隹 祖辛，又一牛祖乙，隹伐 于祖乙。 

《合集》32305 

辭中在「辛亥」日祭祀「祖辛」，祭祀應在「辛」的專廟中舉行，而且用牲數

量只有一牛，更確定這次的「 」祭是在戶內舉行。 

    又如： 

4-1-5-1． 河五十牛。…………………………………………《合集》672 

 
                                                 
21
「歲」，在卜辭中有多義：一為年歲字，如：「今歲」、「來歲」，二為年祭，如：年終

之祭，豐收之祭，也有生日、死日之祭，詳參見黃競新《甲骨文所見時序用語及時

間限制辭研究》，育成文化事業公司，1991 年，頁 2-8。 
22
 詳參見《說文解字注》，【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

藏版，2004 年 10 月第 13 次印，卷一上，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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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1．癸卯卜貞：彈鬯百，牛百 。………………《合集》13523正 

4-4-7-1．乙未， 品，上甲十，報乙三，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

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 三，祖

乙 。………………………………………………《合集》32384. 

第五、六三片卜辭，從祭牲和祭品的數量上，皆屬於大型祭祀，非在戶外舉行

不可。而第七片卜祭因同時祭祀多位先祖，因而用牲亦多，故不能在戶內舉行。 

 由此可知，除了祭祀的形式和種類決定祭祀的場所外，用牲及祭品的多少

也會影響祭祀場所的選擇。 

肆. 結語 
殷人尚鬼神，常每事卜問，因此常常對先公遠祖，天神地祗舉行祭祀，

以祈它們的庇佑，加上殷商為農業大國，農、牧業繁盛，為酒業長足發展提供

有利條件，故在卜辭中常見以酒祭各方神明。 

在甲骨文中，與「酒」相關的字有「酉」、「酒」、「鬯」和「豊」字。卜

辭中可確定為「酒」的字形僅兩見，一為地名，一為動辭，表「飲酒」之義，

而表示「酒」的本義，常見「酉」字，從考古遺址得知，這個「酒」即現代之

黃酒或釀酒；「鬯」則是香酒，以香草蒸煮而成；「豊」，即「醴酒」之「醴」

的本字，是甜酒的一種，以穀物經短時間浸製而成，與現在的果酒相似。 

至於表示「酒祭」的字，各說紛紜，在甲骨文中有一「 」字，姚孝遂

確定為祭名，又因該字常與「鬯」「豊」等繫辭，故從姚氏之分類，將其歸類

為代表「酒祭」之字。 

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共收繫「 」字甲骨 1205 片，其中八成以

上是對先公、先王及先妣的祭祀，據馬玉森統計，只有四位先公，七位先王及

名「甲」和「戊」先妣沒有被「 」祭祭祀。 

在「 」祭的卜辭中，除了可從同時舉行的祭祀形式確知祭祀場所外，

也可從繫有酒名及祭牲數量的甲骨片推知，如用酒或用牲數量大，必為大型祭

祀，則須在戶外舉行。 

本篇成文匆匆，尚有許多不足之處，望 各位方家見諒，並盼多加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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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人事感天恩 
--從 2006年 11月 7日到 2016年 11月 7日-- 

好長好長……的十年喔﹗ 

黃競新 
2006 年 11 月 7 日清晨 5時 20分，梁文偉教授在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被接回 天家，我們只能在  天父的安排下默默接受。    

 2008 年春天，我在文化大學客座，聽到了何佑森老師去世的訊

息，立即跑到他家。師母應門，牽著我的手進入客廳，看到了詹海雲

與方介伉儷，他好像有點不太認識我，眼睛盯著我看，卻又悄悄地和

方介咬耳朵。方介大聲說：「黃競新啦﹗」他聽到後立刻站起來和我

握手。 

之後，詹海雲常常打電話給我，說看到我落寞的情形心中很不舍，

也許想說一些安慰的話吧﹗但又不知道該說甚麼。他常跟我說，梁文

偉對他「恩重如山」，必須為他做一些事。從那時起，我們就開始籌

劃紀念梁文偉教授的研討會，但一直找不到機會，詹海雲也在努力。

這時，我們意識到須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學會才比較方便。     

從 2010 年起，我們開始籌劃「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因在

港臺兩地時常交流，很幸運地在臺灣找到 36 位創會會員，在香港也

找到 11 位，當中波波折折，喧喧擾擾了三年多，港臺學會才在 2014

年 2月正式成立，而且得到兩地稅務單位免扣繳的優待，努力多年，

終於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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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喜悅沖淡了對梁文偉教授的思念，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忘記

要為他辦一次研討會；而學會成立了，也應有所表現。於是我們進行

籌劃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剛開始的定名是「甲骨學跨領域暨梁

文偉教授逝世 N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但計畫書拋出後各方迴響有

不同意見，有些人覺得紀念梁老師是好事，但也有些學者專家認為，

梁文偉教授在學術界的名聲不是那麼響亮，港臺兩地知道他的人也不

多，不贊成加上他的名字，我們只好把這次會議名稱改為「甲骨學跨

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 

舉辦研討會的目標，也是要告訴大家梁文偉教授的成就，於是我

們在會議議程中加入了紀念梁文偉教授的一節，其中有三位學人寫了

紀念他的文章：胡振宇先生〈梁教授文偉先生五號婦好墓論〉；張炳

玲小姐〈從本土與廣播劇看梁文偉教授的文化貢獻〉和陳乾綱博士〈千

鍾粟、黃金屋、顏如玉：從梁文偉教授筆下看梁鼎芬詩及其人格原型〉。 

大會開始時，司儀請大家起立，為周聯華牧師與梁文偉教授默哀。

聽到「默哀」兩字，淚水差一點流了出來。我是一個堅強的女孩，眼

淚不輕易流在人前，此刻也只能往肚子裡吞。司儀沉渾的聲調使會場

氣氛變得凝重。當年從香港攜手進入臺大讀書，之後又從臺灣扶靈返

港，這一切都歷歷如在眼前。 

文偉啊﹗您走了，為甚麼沒有把哀傷和思念一起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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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嬌 
——看﹗那一片用血和淚交織而成的「秋海棠」—— 

 芝蕙 

前言 
大約在 90年代，我和文偉的工作已算穩定，每年寒暑假都會往大陸走走，

但主要都是沿鐵路線，從廣州，到上海，到南京，到河南，乃至山東一帶，都

留下了我們不少足跡。 

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在進步中，人們的衣著光鮮了，食物豐飴，請客也

闊綽了許多，建築物愈來愈高，道路愈來愈寬廣，不少原來的舊房子也已遷拆。 

 南京至今卻沒有大變，原來的總統府仍然矗立著，中央研究院的舊址也

都存在，道路兩旁的梧桐樹，數十年如一日，為大家營造冬暖夏涼的好天氣，

我們走在綠色隧道下，嗅著樹葉散發的芬芳，陣陣涼風吹過，有說不出的快感。 

    有所不同的是南京大學已多次變易。比之其他城巿，這裡最高的房子也只有

六、七層。暑假時，我們常到這裡，南京是我們最喜歡的地方，而事實上也因於

它的古樸，使我們留連忘返——當然也與紫金山天文臺的合作計畫有密切關係。 

我們到過的地方，還有中山陵、中華門、雨花臺等地，張宏生教授還把我

們帶到長江大橋上看著宏偉的江水滔滔而下。 

據說當年日軍入城，主要是在中華門攻之不破。其實，當時旁邊的道路已

經開了，日軍可以從旁邊進入南京，但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必須從正

門而入。中華門內有五陣深，可以駐紮五萬軍隊。當日軍破門而入時，中華門

的士兵只好向後退，卻反被駐紮在秦淮河上的國軍亂槍掃射，變得腹背受敵，

才傷亡慘重。 

我們每個暑假到大陸看到的都是學術界中人，有時還參加一些演講或學術

會議，所以我們沒有甚麼機會和一般民眾接觸，一如我妹妹所說：「妳見的人

都是有頭有臉，到的地方也是大都會」。根本看不到「中國」的真正面貌。 

大約 2000年，文偉從彰師大退休，我也因為沒法適應當地的污染空氣，

於是一起到高雄山區的義守大學任教。成功大學的「甲骨學研究室」移到了彰

師大，但卻沒法移到私立大學。這時，我們也正籌劃第二個甲骨文資料庫。在

這段空餘的時間，便想到來一次可以真正接觸到中國民間的旅程。 

首先是到廣州，對於這個地方我們已經不算陌生，這次我們要到的廣州可

以遊覽的地區，也看看當地民情，首先，我們想到的是七十二烈士墓，再來就

是沒有柱子的中山堂和由外國人建立，已被破壞再復原的天主教聖地——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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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上，民族的先鋒 

——把生命敲響革命的血鐘—— 
    我曾多次往大陸開會作學術交流，卻沒有時間往「黃花崗」看先烈

的墓。這次有點閒情逸緻的我們，希望可以探究另一段中國歷史，所以

抱著「探索」的心情前往。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在東站和西站之間，每次搭直通車回港時

都會經過，很懷疑是否真的有七十二位烈士墓；每塊墓碑都寫著「中國

國民黨」，還有黨徽，有些清晰可見，有些已被敲碎，模糊了，我想它

可能是在文革時被毀壞的。 

從七十二烈士墓，想到香港的「紅樓」。「紅樓」是私人建築，但七

十二烈士墓是政府所建，兩者當然不同，但事實上，它們的關連性非常

密切。「紅樓」是國父的故居，七十二位烈士當時可能都到過「紅樓」，

而由國父所指揮。不幸的一群，卻為後人造福不少，因於他們的犧牲，

把中國數千年的帝制推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這個鐵一般的

史實，沒有人可以否定。 

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也是其中一員，把自己的生命，為民族、

為國家獻上，是何等光輝的事。一百多年的歷史過去了，留下給我們的，

是無限追思和感念感傷。由於他們的偉大，使我站著不忍離開，一塊塊

的石頭，一層層的疊起，使我想到當年他們在被推往黃花岡斬首時的情

境，心中有如刀割，每一塊石頭都刻著「中國國民黨」，下面是烈士的

姓名，之後還附有一個黨徽，它代表堅忍和不朽，推翻帝制的偉大成就。

儘管黨徽被毀了，但卻永遠不會在人的心中磨滅，偉大的烈士啊！如你

仍然有知，回看今天的中國，請問有何感想？ 

     曾記得中學時，每逢他們殉國的日子——3月 29日，學校都會舉

行紀念會，現在恐怕連日期都沒有人知道了。 

     臺灣把這一日定為青年節，表示這七十二位為國捐軀的都是年青

人。這份功勞，雖然人言人殊，但我們絕不能忘記，他們是國民黨的一

群年青人。 

    記得在珠海研究所時，李潢教授把太平天國，戊戌政變和辛亥革

命，認為都是受西方影響，為什麼他沒有注意到，是這群年青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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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幽靈的唯一生機 
——自古華山一條路—— 

    大約 2003年，我和文偉參加了一個去西安旅行團，同行的有，我妹夫

林庭翀教授和成大的研究生陳美鳳。出發前，我們有兩個地方想去，一個是西

安半坡，一個是兵馬俑。到達西安機埸，一下飛機，便嗅到濃烈的一氧化碳味

道，有些人忙掩著口鼻，有些人拿出口罩，我們甚麼也沒有準備，只有忙著咳

嗽。原來導遊說，西安是煤都，想要吸到新鮮空氣，恐怕要到晚上或上到華山。 

導遊告訴我們會去「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華清池和華山，但卻沒有提到我

們想去的兩個地方。文偉忍不住問甚麼時候會去半坡和兵馬俑，導遊說：「我

要問問上面才知道」。最後我們決定離隊自己去，但庭翀不想離開妻兒太久，

會隨團回港。美鳳則說可以和我們一起，於是我們三便決定離隊。 

從市區到華山山腳的路上，有很多賣熟食的攤販，而且十分便宜，他們都

在大聲叫賣：「五元三菜一湯，九元五菜一湯」，但出發前，導遊曾警告我們，

不要隨便光顧路邊的小食，不然在上山途中拉肚子，後果自負。 

上華山的路上有許多賣手杖的人，但團友多年輕，只有文偉買了一枝。原

本有吊車上華山的，但我們到達時卻壞了，只能依賴自己的雙腳。沿路上，我

們看到一些背著籮筐，緩慢地走上山的人，籮筐裡放著的是都礦泉水。 

我們走到一個比較平坦的山坡，在樹蔭下坐著休息，看到背著籮筐的人，

於是我跟文偉說：「為什麼他們要用棍子撐著籮筐，不是增加重量嗎？」文偉

沒有回答我，我便再問導遊，導遊聽了笑笑說，「我們現在坐著，起來很容易，

但誰替他們把籮筐托上肩膀呢？」我們聽了也是無言。導遊又說「不必跟您們

說太多，看看就知道了。」不久又來了幾位背著籮筐的人，準備停下來休息，

但他們不昆坐著，而是站著，用棍子撐著籮筐，我們這才了解。 

不久，他們起步了。我問導遊，他們背這麼重的水，到底報酬是多少。導

遊豎起一隻大姆指，表示很好，說：「一百塊」，我想那也不錯，一天一百，一

個月就有三千了，導遊說：「那您錯了，他們不可能每天都上山，政府也不會

讓他們賺那麼多錢」，他又繼續說：「他們上到山頂，已是黃昏，必須要第二日

才下山，算起來三天才上一次山」。「那也不錯呀﹗」我說。「妳以為妳也可以

做嗎？他們的籮筐內有五十公斤，妳夠氣力嗎？而且政府規定，必須是當地居

民，年齡介乎 20至 55歲的男性。」這時，美鳳問：「如果吊車開了，他們不

就沒有工作」，「不是，那是他們的專利。吊車賺不到他們的錢」導遊回答說。 

    我站在旁邊聽了他們對話，心中有些難過，背著 50公斤從山腳到山頂，

賺 100塊人民幣，這是政府對他們的特別優惠，然而真正上華山的人，拿著

礦泉水在喝，他們到底有甚麼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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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耕到秋收 
——掌控著黃土高原命運的一群—— 

我們離隊後，反而沒有了壓力。導遊安排另一間當地旅行社接待。我

們三人便坐小巴士轉道前往洛陽。 

在路上，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士匆匆走過，這些人皮膚黝黑，都只穿短

褲，沒有穿上衣，腰間繫著小包，肩膀撘著一條毛巾。 

我問隨行的導遊，他們是甚麼人，為什麼都沒有穿衣服。導遊告訴我：

他們是黃土高原上的居民，大約四、五月會離開家鄉，一路往南走，道路

經過的地方有不少農莊，有公營，也有私營，在每年收割、下種的季節，

都須僱人協助，這群來自黃土高原的「同胞」，就是勞動力的來源。 

 我又問：「他們怎麼知道哪個農莊需要用人呢？」導遊笑笑說：「您少

擔心，他們是有組織的，哪個農莊需要多少人，工作多少天都瞭若指掌，

仲介很快就召集到所需人數」。每年春耕秋收時，仲介們都會一一去調查清

楚，所須勞動力。而這群來自黃土高原的「同胞」就隨著仲介過活。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兩餐喫著窩窩頭，偶然仁慈的莊主會給他們一枚雞蛋，

這是他們「健康」生活的寫照。 

我問他們收入有多少，導遊說，「每天人民幣十元。」我想，每天十元，

五個月就有一千五百元。於是又問：「他們拿到一千五百元之後，做什麼

呢？」導遊說：「一千五百元，在黃土高原可以一家溫飽，過一年生活的，

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壯丁出外工作，就可解決生活。」 

到達河南時，就已經深秋，穀物收成也差不多，他們本來沒有衣服，

是否也可以用這些錢裝扮一下自己，或替家人增添一些禦寒衣物，光光鮮

鮮的坐火車回去？想到這兒，一幅溫馨的畫面就出現在眼前。 

這時，導遊又說：「但也有些不幸的，被人偷去工錢。」，我很緊張地

問：「那他們怎樣回去？」導遊笑笑：「您不用擔心，仲介會替他買車票，

只是這一家子就不知道如何過活了。」 

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國家的人，為什麼有些人生活如此富庶，有些人

卻如此窮困，而且他們都在仲介的控制下才有工作。這些仲介可以說是黃

土高原「同胞」的靈魂人物，他說留下那就得留下，說要走那就得走，這

些人就像奴隸一樣，聽命於仲介。我心裡非常不好過，也使我想到，人活

在世上，是否只有「金錢」兩字，就可以做一切事，如果沒有錢就沒有人

生了嗎？好像也不太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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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的功夫 

——血肉之軀與刀槍劍戟—— 
當我們的小客車進入少林寺的範圍時，便有一位小僧，問我們要不要看功

夫，美鳳搶著說：「我們來到當然要看。」於是有兩名僧人上車，帶我們到武

術廳。 

到達武術廳後，我們像嘉賓般被迎到席上，因為導遊說我們是來自臺灣的

教授。僧人們八個八個一組舞刀弄棍，看得美鳳拍手叫絕。我偷看文偉，他沒

有表情，但我心想，僧人們為了表演，不免受傷，受傷後便會用刀傷藥，為什

麼要把人弄傷再治好他們呢？於是我對旁邊的那位僧人說：「請他們停止表演

吧﹗」文偉和美鳳聽到後都呆住了，我只好把想法說出來。但導遊說：「他們

才開始表演，你們便叫停，那麼表演費怎麼算呢？」我說，照付。僧人們高興

的上前打躬作揖，於是我問他們：「你們每次表演，是否都有人受傷？」領頭

的僧人說：「當然，不過我會替他治好。」我想這就是他們推銷刀傷藥的技倆。 

文偉和美鳳聽了，都點點頭，認為我做得不錯。這時，寺中的僧人逐漸散

去，刀槍也放回原位，我們三人走到刀槍架前看看，果真是實心的鐵棍和大關

刀，我根本沒法提起，而他們竟然如此輕鬆地舞弄，實在難得。文偉說，光是

能提起這些武器，已經了不起，何況還要打鬥？美鳳看了只伸伸舌頭，一句話

也說不出。少林功夫也確實是名滿天下，但使人受傷後，才去把他治好，那未

免太殘忍了。 

 我們參觀完正要上車離開，沒想到住持追了上來，大喊著：「請施主留步。」

我們回過頭，看到一位穿著紅色袈裟的老和尚，合十雙手，對我們說：「請各

位施主用個便餐。」於是導遊說，住持一番善意，我們必須接受。 

於是我們隨著住持進入食堂，八仙桌上滿是齋菜，把我們嚇了一跳。住持

讓了大位給我和文偉，他和另外一位僧人坐在我們對面，旁邊是美鳳和導遊，

而另一邊空著沒坐人。我覺得奇怪，原來上面是一個表演臺，我們一面吃著美

味的齋菜，一面看著舞臺上的表演，果真是叫人耳目一新。 

    導遊打了一眼色，叫我走到他身邊，說：「您們要添些香油錢，不然很難

做人」，我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添了相當數量的香油錢，但住持一直拒絕，說

難得客人對我們的弟子如此痛愛，這是應該做的。但導遊跟著說，「我們添香

油錢，也是應該做的。」在彼此爭持之下，住持就接受了我們的捐贈，之後一

直漫步送我們離開少林寺。 

離開少林寺，回到小巴士上，導遊對我說：您真是一位善良的旅客﹗我聽

後笑而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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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寺的淒美故事 

——寺前河水背後的感傷—— 

  離開少林寺不遠，就到白馬寺，因為地勢的關係，看到的是一片汪

洋。導遊說白馬寺內沒有被淹浸。晚然來到，不進去看看有點可惜。但

我們不知道怎樣走，因為汽車一定沒法過橋。 

我們看到有些三輪車在橋上來來往往，顯然是有路的，只是我們分

不清哪邊是路，哪邊是河水，萬一掉進河裡，可不是玩的。 

  有好幾位三輪車司機走到我們面前說：「請下車，我們載你們進去。」

導遊問：「你分得開哪些是路，哪些是水嗎？」他們回答說：「當然﹗每

天走的地方還會錯嗎？」於是，美鳳和導遊一輛車，我和文偉坐另外一

輛，順利進到白馬寺。 

  寺裡的住持領著我們到處參觀，說明當年賊人如何圍攻白馬寺，也

告訴我們「張生」在寺內讀書的地方，他用什麼方法救美等等，說起來

歷歷如在眼前，又帶我們到二樓，當年崔家母女歇息的地方，仍然非常

整潔……美鳳看過《西廂記》，但她說這些都是小說中沒有寫出來的。 

住持又告訴我們，崔家小姐最後是在白馬寺前投河自盡，美鳳聽後

有說不出的難過。住持說：「食」、「色」是人的本性，好高騖遠也是必

然，何必對古人太多責難呢？而中國的小說要求大團圓結局，很少是悲

劇收場，而這些淒美的故事更是鮮為人知了。我們聽了心中非常不忍，

但覺得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必為此太難過。 

住持騎著腳踏車送我們出寺，路上對我們說：「這裡地勢雖低，但

到了深秋，河水自然就會退掉。」我心想，這麼有名的景點，為什麼弄

到「不得其門而入」？河水深秋才退去，那時已過了稻麥收成的季節，

農民們如何生活呢？政府竟可「視若無睹」，可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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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之旅說珠璣 
——現代桃花源的省思—— 

離開洛陽，我們到了廣州，這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大都會，但卻有許多不為
人知的故事。這次，我和文偉要找黃族和梁族的源頭，於是，我們和黃一鳴、
蕭麗萍伉儷到「珠璣巷」。原來去「珠璣巷」是一條崎嶇的路，要先到韶關，
再轉車到南雄市。 

據我父親說，抗日時期，韶關是一個熱鬧的地方，但我們到達時，卻發現
一片頹垣敗瓦，連一輛計程車都找不到。我們在火車站外溜達了一會，遇到一
輛私家車，問我們要到哪兒，我說要到珠璣巷，他搖著頭說：「那地方不好走。
我先送你們到南雄，之後再想辦法吧﹗」其實到南雄的一段路，也是崎嶇難行。
我們晚上才到達，馬上找到一間小旅舍。旅舍主人很熱情，答應明天早上送我
們到「珠璣巷」。 

次日清晨，一行五人乘坐店東的車子出發，店東說：「一路上不好走，你
們要有心理準備。」大約一個半小時就到達目的地。但看到的是一排灰色單層
建築物，一間間整齊地分隔著，大約有十來間，門眉上都寫著「某族宗祠」。
我們對店東說：「不是這裡哦﹗」於是店東無奈地搖搖頭，指指巷口「珠璣巷」
三個大字說：「那我們再找找有沒有別的地方。」我看到遠處炊煙裊裊，想必
有人居住，果然，一鳴突然驚叫著：「這裡有小路啊﹗」於是，三位男士在前
面，我和阿萍跟在後面，一路上泥濘，我們只好撥著草，互相扶持前進，走了
大約半小時，果然「柳暗花明」，看到三個已經塵封的字，隱約是「珠璣巷」。 
    進到村裡，首先看到一間書店，便進去和店主人寒暄一番，選了一些與珠
璣巷有關的書籍，也問了店主關於「珠璣巷」的事，店主人說：「其實進來有
另一條路，可以直通新的珠璣巷，只是你們走錯了。」他很用心地指點我們，
又說：「村裡有許多祠堂，您們可進去看看。」於是我們往前走，都是石板的
道路，有不同祠堂，都寫著姓氏字，第一個要找的是黃氏宗祠。我們進去見到
一個手搖水井，井水十分清甜，但祠內已沒有人看管，村民說這是全村取食水
的地方。 
    我們走遍全村，都沒有梁氏宗祠。村民說，建村時本有百家，後來有些人
搬走了，房子倒了也就沒有人管。政府希望還原，便在村外另建一地方，我們
這時恍然大悟，原來之前我們走過的是政府新建的「珠璣巷」，看樣子還沒齊
全。我問他們怎樣生活，他們說外邊有田地，那就是生活所依。一鳴問他們會
到廣州嗎？他們搖頭，會到韶闔嗎？也搖頭。他們說只有賣書的人會到外面，
頗有世外桃源之感。 

回到車上，店東又載我們回到新珠璣巷，文偉很高興地找到梁氏宗祠，也
叩了頭，但那兒還沒夠一百家，我想未來應該是新景點吧。 
 離開珠璣巷後，我們還想到南華寺，但店東說：「我可以送你們到那兒，
但我有事要先走，你們等會就坐公共汽車回南雄。」於是，他把我們載到目的
地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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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民愛鄉親者的遺孀 
——五四嫂的一生—— 

    在廣州遇到了李德佳先生的家族，告訴我一個難以致信的訊息——

五四嫂的生活。五四嫂是李德佳先生的大媳婦，她的丈夫排行第五十

四，早歲從軍，抗日後留在鄉間，可惜染了肺病，不幸早逝。   

    五四嫂沒有兒女，本有一些田地，足以活口，新政權成立後，連這

些小田地都被沒收了，孤苦無依的她，只好出外找工作。但農村生活一

向清苦，據她的姪女李延紅說，她替石門墟的菜檔賣菜，每日有人民幣

兩角五分的工資，相當於一碗白米飯的代價，她只能有一餐沒一餐的過

活。我聽了心裡很難過，當時我們的生活還勉強過得去，於是對廷紅說：

「我每月接濟她一百元，是否好些？」廷紅說：「那很好了。」 

    我每年回到廣州，就放一千二百元在廷紅處，請她按月投寄，說也

奇怪，五四嫂竟也存到五、六百元，她開心的告訴廷紅，我現在有積蓄

了，延紅問她是甚麼錢，她說：「妳每月給我的一百塊啊﹗我都有存起

來。」可是不久就接到五四嫂的信，說她的錢被養子偷走，現在空無一

物。廷紅也把信留給我們，我看了，心想，一位曾經為國為民的軍官，

遺孀竟是如此的悲悽，內心自有說不出的痛。我對廷紅說，我們就多給

她五百元，讓她仍然有積蓄。 

大約過了半年，五四嫂的左足要做手術，千辛萬苦走到桂平開刀，

花了六百七十元，她寫信給延紅，請我再給她五百元，延紅覺得不好意

思，沒有對我們說這事。當我們回到廣州時，才知道，我對廷紅說：「以

後如果遇到五四嫂有急須，而我們的能力可以負擔，都請來電。」 

    五四嫂就這樣活到了八十多歲，才離開人世，她離開後還剩下一千

一百元。我到廣州時，延紅還給我，說這是五四嫂給我的。我很疑惑五

四嫂怎麼會有錢給我，延紅紅著眼眶跟我說：「不，五四嫂已經走了，

這是我們沒寄出的錢，所以還給妳。」我當然不好意思拿走，就請大家

吃個飯，算是為五四嫂做的後事。 

我不認識五四嫂，但我很同情她，後來才知道她與我的母親是至交，

她們年紀相約，當年父親和母親避難深入鵬化山，就是住在他們家，年

輕的女子聚在一起，就是有不完的話題。曾經為國為民為鄉親的軍人，

遺孀竟是如此過活，人生未免也太殘酷了吧﹗我懷疑新政權對他們是否

有「另眼相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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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軌上的驚魂 
——汽水罐的沉哀—— 

   有一年，我帶彰化師範大學的研究生陳振明到安陽看甲骨。回程時從安

陽往南京的路上，火車在一個小站上突然停靠，車長用廣播對大家說：「這

是暫時停靠，請勿下車。」 

我們坐在非常舒適的軟臥上，文偉和我在下舖，振明是上舖，他跳了

下來，到走廊靠著窗子看，本想在月臺買些吃的東西，可是看來看去，都

找不到熟食。也許是臨時停車，沒有預定時間，據經常往來的乘客說，這

種情況司空見慣。 

振明站在窗前，突然有兩個老人家，跳下月臺，躦過車底，走到對面

的路軌，振明跟著從走廊進入房間的窗口，然後大聲叫：「老師，老師，快

來看。」當時振明已經說不出話，只見他淚流滿面，我看著他，有點驚訝，

他指向窗外，我就跟著他的手指看，發現兩位老太太，衣衫襤褸的抱著打

滾，旁邊的一個可樂汽水罐滾來滾去，其中一位老太太一掌打向另一位老

人家，把她推到，往前去搶那汽水罐，被她打捯在地的那位也不甘示弱，

翻身起來，把對方的腳一拉，兩人又打作一團，最終是頭破血流，汽水罐

則仍在路邊滾來滾去。 

我看了，心中非常不忍，大聲地叫：老太太不要打!不要打了！她們停

下來看著車子的窗戶，對我大聲地罵，關你什麼事啊！我問她們為什麼要

打架，她們又說，關你什麼事啊！接著又打了起來，於是我叫振明，說：「我

們是否可以去制止她們？」振明在一面流淚，一面搖頭：我不敢下車。 

不久，車廂在搖動，想是再度開車，而兩個老人家仍然在打個你死我

活，振明說：「我們十幾億的同胞，就是這樣子生活嗎？」問得我啞口無言，

我也跟著他一起，淚珠掉了出來。說真的，我是一個堅強的女孩，淚水本

不易在人前流出，但此刻卻難忍哀傷。這時文偉也來到窗前，看著兩個老

太太逐漸離我們遠去，他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些事我們管不了。」同房間

的一位先生也從上鋪跳了下來，他說這種事經常發生，不要少見多怪。我

跟振明一邊搖頭一邊流淚，那個先生繼續說：「我看到的不只一次。」文偉

問他是不是經常坐這一道車，那位先生說：「不，我是在四處走的人，但這

種事看多了已經沒有感覺。」我心想他也太冷血了吧，我只好回到床上蓋

著被子繼續流淚，振明也回到他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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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香港「紅樓」引發了對黃花岡的省思；又從華山的挑夫和黃土高原的同

胞們，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人的不幸。儘管到了現世代中國，一群可憐的

人仍然受著土地主和官員的操控，何其悲哀！ 

之後又從少林寺的功夫，看到他們為了分文，寧願承受皮肉之痛，這一切

都是非人生活。到達白馬寺的時候，為什麼水會那麼大，整個道路都淹了。到

底出了什麼問題？眼看著洪水在周遭肆虐，多少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這是

中國，是「秋海棠」中的中國。 

    在珠璣巷，我們做了一次尋根之旅，只可惜該看到的東西都沒有看到。「珠

璣巷」一個多麼響亮的名字，從五胡亂華到現在，一千多年來從一百戶到二十

多戶，留下的人是否就該如桃花源般與事隔絕呢？重建的珠璣巷很整齊，但都

是一個假象，正如我們看到的大都會，樓高數十，行車八線，可是從南雄到珠

璣巷，是多麼崎嶇；原來繁盛的韶關，卻變得如此衰敗。 

我們也到過南華寺，但因篇幅問題，無法把這段悲傷的故事寫進去。南華

寺是六祖得道的地方，我是基督徒，對他的一切，並不了解，但「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哲理卻深印在腦海。在這個佛教聖

地，卻因交通問題，使我們留下可怕的經歷。回程時，因車上的人數不足，車

子繞了一圈又一圈，回到原點等客人。當全部人上車，車子開動準備回到南雄

時，在半路上卻遇到一群拿著棍棒的人攔著車子，司機只好停下車。他們把司

機拖下來，圍著他拳打腳踢，棍棒加交，司機被打得遍體鱗傷。之後，有人上

來對我們說：「請您們下車，轉乘另一輛吧。」我們只好乖乖的聽話，看著受

傷的司機躺在路上，旁邊是一輛空車卻沒有人理會。我們坐上另一輛車繼續回

南雄。在車上，阿萍被嚇得全身發抖，我已意會到發生什麼事，對她說：「不

用怕，那是他們為了爭客人，搶地盤而演出的全武行而已。」全車乘客和司機

聽到我的話後，都回頭看著我。」這時，文偉說：「不關我們的事，不要管太

多。」回到旅店後，晚上店東敲我們的房門，說：「明天你們早些起來，大概

五點多，我就載你們到韶關乘火車吧﹗」後來文偉對我說，那天晚上店東曾告

訴他，「有一群人晚上來找我，說我店內的客人說話不太客氣。」所以店東為

了我們的安全，才趁清晨把我們送離南雄，多麼驚心動魄的經歷啊﹗ 

    更可悲的事，爭汽水罐，五四嫂的生活，這一切，在我們生活中，幾乎沒

有機會接觸，我是中國人，他們是我的同胞，為什麼卻是這種下場？為什麼大

家對貧民的事跡如此淡薄？ 



居深幽處見天高  梁硯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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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鳥話春秋、雞年吉祥  鍾漢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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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新民 安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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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流水  黃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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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甲骨學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蘇子濂 

黃教授曾經告訴過我梁文偉教授的故事。在 2006 年 11 月 7 日清晨

5 點 20 分，一個多麼震撼的時刻─梁文偉教授在成大醫院被接回天鄉。

當時黃教授身邊的人只有梁老師的學生張炳玲和成大醫院的護士長。她

出來抱著黃教授哭，說梁老師回不來了。黃教授說道，她當時像木頭一

樣站在那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過了不久，裡面的醫生、護士跟了出來說，妳可以進去看看梁老師。

不久，梁老師被推出病房，黃教授對醫師說，我們要等牧師到來才移動。

牧師從高雄趕到臺南，那時候天已大亮，他按著梁老師的頭禱告，旁邊

的醫生護士也都跟著一起禱告。之後大家一起將他送到太平間。這些事

情已經過了十年，但仍然記憶猶新。 

研討會當天清晨，黃教授五時多就被驚醒，夢中好像看到那個場景，

她那天全身痠痛，躺在床上，淚水從眼角流到整個枕頭都是。大概六點

多，炳玲學姊醒來了，她說：「老師該起床了」。 

大家一起到高師大後，司儀非常準時，八點就在台上說：「羽珍甲骨

古文化研究學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合辦的第一屆甲骨學跨領域國際

學術研討會現在開始。程序一，請各位嘉賓起立，我們為周聯華牧師和

梁文偉教授默哀。」我看到滿座嘉賓惆悵的表情，便忍不住流淚。除了

梁教授外，周牧師的去世對會眾來說也是一件哀痛的事。 

接著是周牧師的好友曾敬恩牧師禱告和吳連賞校長致歡迎詞，但周

牧師和梁教授的事一直縈繞在心中，他們說什麼我都聽不進去。就這樣

度過了一個迷糊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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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後，是魏國彥教授的演講，主持人是劉廣英教授。他們兩位

是氣象學的名宿，很奇怪的是，滿堂學人都聽得津津有味。只有我坐著

發呆，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之後是第一場研討會，由周虎林教授主持，何添教授主講〈甲骨文

「亾」字管窺——兼論《說文》中從亾得聲之字之流變〉；後由蔡明遠

先生代讀周聯華牧師的〈甲骨文中的上帝觀—兼論同時代以色列人的上

帝觀及其發展〉，最後是曾敬恩牧師的〈尋根探源覓平安〉。 

午膳後，下午開始第二場研討會，由陳立教授主持。首先是李維恩

先生代讀羅慧君教授的〈卜辭為動用法覆議〉，後面是魏慈德教授〉有

關「監凡」「爵凡」卜辭的探討〉。第二場研討會結束後，是短暫的休息

時間，在會場外有休息區提供臺式小吃和水果。 

緊接著的是第一天最後一場研討會，由林晉士教授主持。第一篇論

文由黃竹芳小姐代讀林宏明教授的〈《契合集》補綴九則〉；之後是陳立

教授的〈古文字从「 」形體溯源〉和張宇衛博士的〈甲骨「翦」字補

釋——由「木」的意象談起〉。 

第三場研討會結束後，就由林晉士主任和黃競新教授帶領與會嘉賓

參觀展品，在高師大的古文物陳列室展出甲骨著錄專書，名家甲骨書

法，董老遺物以及《梁文偉先生全集》等。 

參觀結束後，由大會總務組發放便當，並由專車接送與會學人回國

軍英雄館。 

第二天，與會學人們早上九時便開始了由林興中醫師主持的第四場

研討會。首先是蔡鴻江教授的〈《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本篇提

出在《說文》中何以未有提出在殷商時期以「龜甲占卜記事」的卜辭，

之後由謝翔丞先生代讀何彥均先生的〈從甲骨文看殷代之酒祭」，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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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甲骨文為基礎來解釋與酒祭相關諸字、酒祭的對象以及酒祭的附牲

和祭祀場所。最後是朱浤源教授、呂志豪先生和胡伯欣先生共同發表的

〈殷商亡於帝辛原因再探〉，此篇是朱浤源教授為響應黃競新教授的號

召，又因另外兩位發表者在早年即有對於此問題的探討，故本次研討會

也促成了此篇論文的產生，本篇以紂王為主，來實際探討其功與過。 

第五場研討會緊接著登場，由高雄義守大學的傅勝利校長主持。本

場研討會共有兩篇，分別是由劉智弘先生代讀彭邦炯教授的〈古人對思

維的認識〉以及黃競新教授的〈殷代建築探微〉。 

第五場研討會結束以後，由大會總務組發放便當予學人午餐，又準

備了專車接送學人回國軍英雄館休息。 

下午兩點半，開始最後一場研討會，由陳士齊教授主持。首先是胡

振宇先生的〈梁教授文偉先生五號婦好墓論〉，由黃竹芳小姐代讀。第

二篇是張炳玲小姐的〈從本土與廣播劇看梁文偉教授的文化貢獻〉，最

後是陳乾綱博士的〈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從梁文偉教授筆下看梁

鼎芬詩及其人格原型〉。 

至此，兩天的研討會共十六篇論文到這裡圓滿落幕。學人們雖都略

顯疲態，但是看得出收穫頗豐。短暫休息過後，由周虎林教授、陳立教

授、林晉士教授、林興中醫師、傅勝利校長和陳士齊教授為此次的大會

作總結，也頒發感謝狀給各方鼎力襄助的同仁，使這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閉幕式過後，在寒軒國際大飯店舉辦了惜別晚會，讓與會的學人在

這次研討會最後能夠互相寒暄一番，也能夠有個美好的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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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辦 
 

第一屆甲骨學跨領域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 

議 

手 

冊 

 

日期：2016年 11月 6日(星期日)至 11月 8日(星期二) 

地點：臺灣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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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主要工作在於推動甲骨古文化跨領域之研

究，期盼國際學人共同參與，並引導年輕一代進入學術殿堂。 

梁文偉教授亦為相關領域翹楚，哲人雖萎，仍留典範。是次會議，除推動

相關學術研究外，亦有紀念前賢之意。 

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創校迄今亦已五十年，向以宏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學

生人才輩出，對中國文字貢獻尤深，這次合作可謂「相得益彰」。 

貳、目的 
甲骨文自清季發現迄今將百二十年，諸家據以考字、研經、徵史、明曆者

成果豐碩，蔚成大觀，加以外國學人之推動，早已成為世界性之「顯學」。 

本次會議有別於前人者，主要鼓勵甲骨學「跨領域」之研究，除人文科學

外，以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環境科學及應用科學申論，冀把甲骨學之領

域拓展，還原商代實況，帶動全球對古代科技史之探索。 

現見甲骨文資料已多達 300 萬字，為世界文明史所僅見，有助於了解過

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地球生態環境，意義重大。特舉辦此次會議，喚起世界學

人注意。 

 

叁、主題及分題 
大會主題：甲骨學跨領域學術研究 

分   題 ：1.人文科學──經史、文化、文字、語言、藝文 

2.社會科學──宗教、社會、刑法、氏族、政教、經濟 

3.自然科學──天文、氣象、地貌、水文 

4.生命環境科學──醫學、基因、生態、農牧 

5.應用科學──曆數、陶鑄、紡織、建築、資料建構 

6.梁文偉教授的學術成就──戲劇、考古、甲骨、秦史、訓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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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期 

會前會 

2016年 11月 5日(星期六)下午 5時 

研討會會議 

2016年 11月 6日﹙星期日﹚ 

至 

2016年 11月 8日﹙星期二﹚ 

伍、地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陸、大會程序 
2016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時間 程序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17：00 工作人員會前會 
高師大國

文系 

林晉士主任

黃競新教授 

所有工作

同仁都需

出席 

     

2016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時間 程序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14：00 

～ 

18：00 

報到 
國軍英雄

館 
接待組 

分發資料 

安排住宿 

18：00

開始 
歡迎晚宴 

國軍英雄

館餐廳 
大會主席  

     

201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 程序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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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 

08：00 

早餐 
國軍英雄

館餐廳 
總務組 飯店早餐 

08：30

～ 

09：00 

開幕式 

1.為周聯華牧師與梁文偉教授默

哀（會眾） 

2.禱告（曾敬恩牧師） 

3.致歡迎詞（吳連賞校長） 

4.主席報告（林晉士主任） 

5.副主席報告（黃競新教授） 

總會場 
林晉士主任

黃競新教授 
 

09：00

～ 

10：20 

專題演講 

講員：魏國彥教授： 

由全球變遷脈絡檢視夏商西周的

環境背景 

總會場 劉廣英教授 

劉廣英教

授以「班門

弄斧——甲

骨文集詩

談天氣與

氣候」回應 

10：20

～ 

10：40 

﹙茶點﹚休息 
場外小院

子休息區 
總務組 

西式茶點

及水果 

10：40

～ 

12：00 

第一場研討會 

何  添教授： 

   甲骨文「亾」字管窺——兼論

《說文》中從亾得聲之字之流變 

周聯華牧師： 

  甲骨文中的上帝觀兼論同時代

以色列人的上帝觀及其發展 

  (蔡明遠先生代讀) 

曾敬恩牧師： 

  尋根探源覓平安 

總會場 周虎林教授  

12：00

～ 

14：30 

﹙午膳﹚休息 

會場外休

息區及國

軍英雄館 

總務組 

1、飯盒 

2、旅遊車

12：20 接

回英雄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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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14：00 送

返會場。 

14：30

～ 

15：50 

第二場研討會 

羅慧君教授： 

卜辭為動用法覆議 

﹙李維恩先生代讀﹚ 

魏慈德教授： 

有關「監凡」「爵凡」卜辭的探討 

總會場 陳立教授  

15：50

～ 

16：10 

﹙茶點﹚休息 
會場外休

息區 
總務組 

臺式小吃

及水果 

16：10

～ 

17：30 

第三場研討會 

林宏明教授： 

《契合集》補綴九則 

﹙黃竹芳小姐代讀﹚ 

陳立教授： 

古文字从「 」形體溯源 

張宇衛博士： 

甲骨「翦」字補釋——由「木」

的意象談起 

總會場 林晉士教授  

17：30

～ 

18：30 

參觀展品 

文學大樓

二樓 3309

古文物陳

列室 

林晉士主任

黃競新教授 

展品： 

1、甲骨著錄

專書 

2、名家甲骨

書法 

3、董老遺物 

4、梁文偉先

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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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晚餐 
會場外休

息區 
總務組 分發便當 

19：00 專車接返英雄館休息    

 

201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 程序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7：30
～ 

08：30 
早餐 

國軍英雄

館餐廳 
總務組 飯店早餐 

09：00 
～ 

10：20 

第四場研討會 

蔡鴻江教授： 

《禮記》載錄「龜事」之析論 

何彥均先生： 

從甲骨文看殷代之酒祭 

  ﹙謝翔丞先生代讀﹚ 

朱浤源教授、呂志豪先生、胡伯欣

先生： 

殷商亡於帝辛原因再探 

總會場 林興中醫師  

10：20 

～ 
10：40 

﹙茶點﹚休息 
會場外休

息區 
總務組 

港式茶點

及水果 

10：40
～ 

12：00 

第五場研討會 

彭邦炯教授： 

古人對思維的認識 

  ﹙劉智弘先生代讀﹚ 

黃競新教授： 

殷代建築探微 

總會場 傅勝利校長  

12：00

～ 

14：30 

﹙午膳﹚休息 

會場外休

息區及國

軍英雄館 

總務組 

1、飯盒 

2、旅遊車

12：20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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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英雄館

休息，

14：00 送

返會場。 

14：30 

～ 
15：50 

第六場研討會 

胡振宇先生： 

  梁教授文偉先生五號婦好墓論 

﹙黃竹芳小姐代讀﹚ 

張炳玲小姐： 

  從本土與廣播劇看梁文偉教授

的文化貢獻 

陳乾綱博士： 

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從

梁文偉教授筆下看梁鼎芬詩及

其人格原型 

總會場 陳士齊教授  

15：50 

～ 
16：10 

﹙茶點﹚休息 
會場外休

息區 
總務組 

日式茶點

及水果 

16：10 

～ 
17：30 

大會總結 

周虎林教授 

陳立教授 

林晉士教授 

林興中醫師 

傅勝利校長 

陳士齊教授 

總會場 黃競新教授  

17：30 
～ 

17：45 

頒授感謝狀 

1、大會工作人員 

頒授人：吳連賞校長 

高師大工作人員：王之敏小姐、

王宜琪小姐、王勝瑞先生、李維

總會場 

吳連賞校長 

石素錦院長

曾敬恩牧師 

周虎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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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小姐、林柏翰先生、邱嘉瑩小

姐、紀志新先生、莊淑惠小姐、

莊蕙菡小姐、陳悅雯小姐、黃竹

芳小姐、黃彥瑋先生、廖偉翔先

生、林怡安小姐、林柏翰先生、

蔡錦寬先生 

由林怡安小姐代表接受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工

作人員：許冠華小姐、王志敏小

姐、許德賢先生、許煒君先生、

吳雪兒小姐、宋祥龍先生、何韋

禎小姐、蘇子濂先生、劉智弘先

生、謝翔丞先生 

由謝翔丞先生代表接受 

2、《梁文偉先生全集》工作人員 

頒授人：曾敬恩牧師 

印刷監督：黃朝聖先生 

總編輯：黃競新教授 

責任編輯：蔡輝振教授、王介廷

先生、何彥均先生 

校對: 何詠雄高級教育官、馮永貴

先生、黃中信先生 

資料匯整:李璦延小姐、孔碧玉小

姐、 

手稿整理:張炳玲小姐 

編教:林孟儒小姐 

推銷:張偉超先生、馮小娥小姐 

由張炳玲小姐代表接受 

3、創會期間努力的人員 

頒授人：周虎林教授 

許嘉修先生 

林孟儒小姐 

陳盈蓁小姐 

林東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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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聯華牧師 

由劉智弘先生代表領獎 

4、「第一屆甲骨學跨領域國際學

術研討會」捐助金費人員 

頒授人：石素錦院長 

黃競新教授、周子廷先生、陳金

美小姐、張偉超先生、許冠華小

姐、陳志強先生、徐淑雯小姐、

彭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佳輝發

展有限公司、明慧香港有限公

司、浩德國際株式會社 

由許冠華小姐代表接受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感謝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協助辦理「第一

屆甲骨學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

會」特頒贈水晶座以表謝意 

由吳連賞校長代表接受 

 

謝謝甲骨文學會提供甲骨書法現

場展覽 

特頒贈水晶座以表謝意 

由林茂樹會長代表接受 

17：45 
～ 

18：15 
閉幕式 總會場 石素錦院長  

18：30
～ 

21：00 
惜別晚會 

寒軒國際

大飯店 
總務組  

21：15 專車接返英雄館休息    

 

2016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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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7：00 

～ 
08：30 

早餐 
國軍英雄

館餐廳 
總務組 

早餐後賦

歸 

注： 1. 從 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開始，接待人員會在火車站、高

鐵站、機場恭侯與會學人，專車送至國軍英雄館。 

2. 本次會議不設講評人或特約討論人。 

3. 如該場次有兩篇論文，每篇論文宣讀時間為 30 分鐘，共同討論

時間為 20 分鐘；如該場次有三篇論文，每篇論文宣讀時間為

20 分鐘，共同討論時間為 20 分鐘；如該場次有四篇論文，每

篇論文宣讀時間為 15 分鐘，共同討論時間為 20 分鐘。 

4. 會議期間會進行甲骨書籍及甲骨書法展覽，並進行董作賓遺物

展，專人導覽時間：11 月 7 日 17：30—18：30。 

柒、出席學人名錄 
(以姓氏筆劃為序) 

姓名 單位及職稱 EMAIL 備注 

王介廷先生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會員 asirwawa@yahoo.com.tw  

石素錦院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shihsu@nknucc.nknu.edu.tw  

朱浤源教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mhhychu@gate.sinica.edu.tw 
 

何  添教授 南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timcyho@netvigator.com  

何彥均先生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副總幹事 baron3b@hotmail.com  

吳連賞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t1741@nknucc.nknu.edu.tw  

呂志豪先生 交通大學研究生 cheehaolee@163.com  

周虎林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 b1009308@ms66.hinet.net 
 

周聯華牧師 前臺灣浸信會神學院董事長  
 

林天祥教授 義守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lts@isu.edu.tw 
 

林宏明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muztach@nccu.edu.tw 
 

林孟儒小姐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會員 aqua_aria@hotmail.com 
 

林晉士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 linjinns@nknucc.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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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興中醫師 前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hclam@ms63.hinet.net 

 

胡振宇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所研究員 
huzy@cass.org.cn 

 

張宇衛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員 
amok1kimo@yahoo.com.tw 

 

張炳玲小姐 

P5 SOCIETY（ART & CULTURE 

NETWORK ）                              

CCO（CHIEF CREATIVE 

OFFICER ） 

pcheung1101@gmail.com 
 

許嘉修先生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秘書長 hugh81325@yahoo.com.tw 
 

陳  立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cli236@hotmail.com  

陳士齊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 Chrchan2@gmail.com  

陳乾綱博士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組長 ckkfrancis@hotmail.com 
 

傅勝利校長 前義守大學校長 slfu@isu.edu.tw 
 

彭邦炯教授 中國社科院甲骨商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pbj902@163.com 
 

曾敬恩牧師 前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總幹事 jtsze@ms5.hinet.net  

黃朝聖先生 羅馬印刷設計企業總經理 sen8228@yahoo.com.tw  

黃競新教授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 wks6886@yahoo.com.tw 
 

蔡明遠先生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傳訊組組長 tsoiwf@yahoo.com.hk  

蔡逸傑先生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 ej_evo@hotmail.com  

蔡輝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研究所所長 tsaihc@yuntech.edu.tw  

蔡鴻江教授 高雄餐旅學院副教授 tsai@mail.nkuht.edu.tw  

劉廣英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特約講座 kyliu0520@gmail.com  

魏國彥教授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weiky@ntu.edu.tw 
 

魏慈德教授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tzute@mail.ndhu.edu.tw 
 

羅慧君教授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lonieves1031@gmail.com 
 

捌、工作人員名錄 
(以姓氏筆劃為序) 

姓名 單位及職稱 EMAIL  備注 

mailto:hclam@ms63.hinet.net
mailto:huzy@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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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敏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wjm@mail.skgsh.tn.edu.tw 

司儀 

11/7 

王志敏小姐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

會義工團秘書 
chiroky@hotmail.com 總務 

王宜琪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jod0508@hotmail.com.tw 

研究生學會

-編輯 

王勝瑞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chih6262@gmail.com 

研究生學會

-總務 

何韋禎小姐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

究學會組員 
jessie86217@gmail.com 接待 

李維恩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wayenly@gmail.com 

司儀 

11/8 

林怡安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muchbobo1@yahoo.com.tw 

研究生學會

-會長 

林柏翰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jerryLinsteam@gmail.com 

研究生學會

-傳宣 

邱嘉瑩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chiuchiaying@yahoo.com.tw 

司儀 

11/7 

紀志新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nikes8704452@hotmail.com 

研究生學會

-學術 

莊淑惠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cagaLLi518@gmail.com 

研究生學會

-文書 

莊蕙菡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mary101481@yahoo.com.tw 

研究生學會

-傳宣 

許冠華小姐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

會義工團團長 
dora2h@yahoo.com.hk 

同行團員：

許德賢小姐 

許煒君小姐 

吳雪兒記者

宋祥龍攝影 

陳悅雯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助教 
t1834@nknucc.nknu.edu.tw 

07-7172930

轉 2553 

黃竹芳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ch20@mail.skgsh.tn.edu.tw 

司儀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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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瑋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youngwind34@yahoo.com.tw 

研究生學會

-副會長 

廖偉翔先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碩士生 
weihsiang1222@gmail.com 

研究生學會

-文書 

劉智弘先生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

究學會組長 
s10222022@gmail.com 機動組 

蔡錦寬小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生 
dkwt2006@yahoo.com.tw 

司儀 

11/8 

謝翔丞先生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

究學會秘書 
k0988867751@gmail.com 接待 

蘇子濂先生 
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

究學會組員 
liensu0807@gmail.com 接待 

 

玖、捐助會議經費者名錄 
(以筆劃為序) 

佳輝發展有限公司(香港地區) 

周子廷先生、陳金美小姐 

明慧香港有限公司 

浩德國際株式會社(韓國地區) 

張偉超先生 

許冠華女史 

陳志強先生、徐淑雯小姐 

彭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鍾翠冰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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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古文迎新歲」展覽活動 

葉翠珠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至二月三日，假荃灣荃新

天地二期中庭舉辦了「甲骨古文迎新歲」展覽，展出多幅以甲骨文字寫成的書

沒法作品，以及一些與甲骨學相關的論著，如于省吾主編的《甲骨文字詁林》

等，又有以動物為主題，製作「牛」、「虎」、「兔」、「龍」、「蛇」、「馬」、「羊」、

「雞」、「狗」及「豬」共十款甲骨文字的印章，供參觀者留念。 

展覽期間，一月廿一日下午，值中國曆法之臘月廿四日，學會於展覽場地

舉行了「『甲骨古文迎新歲』同樂日」，當天除了上述物品的展出外，還有攤位

遊戲及甲骨奉揮春工作坊等活動，參與者眾，氣氛熱烈。 

攤位遊戲以猜字為題，猜中相應數字的三個甲骨文，便可獲得小禮品一

份。學會亦為此活動，請周聯華牧師書寫一套八款的甲骨成語書簽，包括「龍

行虎步」、「人壽年豐」、「一言九鼎」「春風化風」……等，參加者只要認出書

簽上所寫的甲骨文是甚麼字，即贈以該款書簽留作紀念。在場男女老少皆踴躍

競猜，他們表示遊戲中既可認識，又可學到語文知識，甚有得著。 

當日時值農曆歲暮，學會特邀請鍾漢昌先生在場教授以甲骨文書寫的揮

春，同樣很受歡迎，長者、青年人和小朋友齊齊拿著毛筆，聽導師講解，一橫

一豎地寫著甲骨文字，饒有興味，雖然未必每人都很滿意自己的作品，但拿在

手上邊行邊等待著墨水乾涸時，臉上都掛上了滿足的笑容。 

活動期間，更有李蓓蓓博士為大家唱起新春賀曲，增添場內的節日氣氛，

加上在場各人的歡笑聲和拍掌聲，使場面十分熱鬧。大約下午約四時，是次集

學術、文藝與娛樂於一爐的「『甲骨古文迎新歲』同樂日」活動，便在遊戲的

緊張刺激和運筆的摒息靜氣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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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稿例 
《年報》全年徵稿! 

     本年報定名為《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以刊登甲骨學、古文

化及跨領域之中、英文學術論著和藝文創作為主，其他語文論稿須自行翻譯為

中文或英文。學術論著來稿須依本《年報》擬定之「通則」、「中文稿例」及

「英文稿例」規定撰文，方便排印；而藝文創作則只刊首次發表之作品。 

壹、通則 
一、 本《年報》以每年為一卷，期數視來稿而定，最多不超過四期。 

二、 須經兩位相關領域之專家審查通過，如其中一人不通過，則請第三位重

審，重審不通過者，璧還原稿，若有修改意見，修改後須重審。 

三、 須有中英文之正題、副題、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及中、英文摘要

各300字，關鍵詞五個以內。 

四、 為方便抽印本印刷，每篇論文均從單頁開始，雙頁結束或留白。首頁次

序如下: 

1.論文題目(含正、副題) 

2.作者姓名 

3.服務單位及職稱 

4.摘要及關鍵詞：中文稿以英文摘要及關鍵詞為首頁，中文摘要及關鍵

詞為次頁；英文稿以中文摘要及關鍵詞為首頁，英文

摘要及關鍵詞為次頁——正文由第三頁開始。 

五、 版面規劃：本《年報》採單欄式印刷，以A4紙張打字，「版面設定」為

文字長度——包括頁碼和書眉，為28cm，寬度為22cm；每頁34行，每行

38字。書眉：單數頁右上方為「論文題目」，雙數頁左上方為「《羽珍

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第?卷第?期」。頁碼在最後一行，置中。註

碼在標點符號前，註釋在當頁。註腳文字第二行內縮至題號後，與第一

行文字對齊。 

六、 標點符號，用全形，包括「、，。？﹗：；「」『』《》〈〉——……」。 

七、 文內有關「數」的字須用阿拉伯數字。 

八、 圖表須置中，外框及欄位隔須用雙線——外粗內細。 

九、 參考資料須附西元年份。 

十、 投稿每人毎期以一篇為限——合著者以第一順位計。 

十一、 論著一經刊登，將置送原書一冊，抽印本十冊，不置稿酬。 

十二、 來稿須有符合本《年報》論文格式之列印稿一式三份，同意刊登證明

書一份——證明書見附錄及PDF檔——印刷檔光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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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文稿例 
一、 中文稿以20,000字為上限，特約文稿除外——但編輯部有分刊權。 

二、 字型及格式： 

1. 論文題目：粗明體24號字，置中。 

2. 論文副題：粗明體20號字，用雙破折號，置中。 

3. 作者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職稱及服務單位在姓名之下，粗明體16號字，

置中。兩位以上作者，同例處理，左起為序。 

4. 中文摘要標題：粗明體18號字，置中。 

中文摘要內容：細明體12號字。 

5. 關鍵詞：粗明體14號字，置中。 

6. 每篇論文均須有前言、結論，中間各節請自擬小標題，標題序號及格式如

下： 

壹、粗明體20號字，靠左對齊。 

一、粗明體18號字，入兩個全形。 

（一）、粗明體16號字，入四個全形。 

1、粗明體14號字，入六個全形。 

（1）、粗明體12號字，入八個全形。 

7. 內文：細明體12號字，分段落，須避頭點及單字成行。 

8. 獨立引文：標楷體12號字，每行均內縮三個全形。 

9. 圖表內文、書眉及註腳：細明體10號字。 

三、 參考資料：標題，粗明體20號字，置中；內容，細明體12號字，格式如下： 

1.中文書籍：書名，作者(生卒年)，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出版年份。 

2.中文論文：作者(生卒年)，論文名稱，刊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卷期，年

份，起頁-止頁。 

3.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大學及系所名稱，碩士/博士論文，年份，起

頁，止頁。 

4.日文書刊：與中文同。 

四、 注釋：論述中徵引原文用「」符號標示，引文中之引文用『』符號；意引者在

註釋中以「參見」注明出處；略引者——在行文夾引原文，須以「詳見」注明。

在同一頁內之注釋若同一本書，第一次出現時注明出處，以後寫「同注?」，

若同書而頁碼不同者以「同注?書，頁?」表不，格式如下：。 

1.中文書籍：書名，作者（生卒年），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出版年份，

起頁-止頁。 

2.中文論文：作者(生卒年)，論文名稱，刊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卷期，年

份，起頁-止頁。 

3.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大學及系所名稱，碩士/博士論文，年份，起

頁-止頁。 

4.日文書刊：與中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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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英文稿例(Manuscript formatting guide) 

    We recommend you to read the following guide when you prepare your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Length: 

1. Articles do not normally exceed 15 pages, A4 size. Articles longer than this will 

be published in two parts or more. 

Format: 

1. Font for 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4 poin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2. Sub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3. Author Name: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center text. 

  Chinese Name: Surname first, followed by given name, e.g. Ho, Peng-yoke. 

  Western Name: As in passport. 

  Organization & Position: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center text. 

4. Abstract Title in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bold, 18 point, center text.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5. Key words in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bold, 14 point, center tex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6.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are necessary for an Article. Format for Section 
Titles: 

6.1.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enter tex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align text to the left. 

6.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8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half-inch,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inch,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4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 and a half inches,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2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two inches,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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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setting paragraphs, align text to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margins. 

8. Quotations in Chinese: Kaiti, 12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 
and a half inches, align text to the right margin.  

9. Text of table, header and footnote: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 

Reference: 

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enter text.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1. English Book: Author, Book, Place: Publisher, Year. 

2. Journal Article: Author, Article, Journal, Vol. No., and pages. 

3. Thesis: Author, Thesi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Year). 

4. Footnote: 

Use quotation mark “ ” for Chinese texts generally and use quotation mark ‘’ 

for quotation within a quotation as “ ’ ’ ”.  

Next note of the same source: ibid. p. 20. 

Next note of a different page of the same source: op. cit., p. 8. 

4.1. English Book: Author, Book, Place: Publisher, Year. 

4.2. Journal Article: Author, Article, Journal, Vol. No., and pages. 

4.3. Thesis: Author, Thesi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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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章程 
(以下簡稱「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學會定名為「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

會」)，緣起： 

黃建中先生字一羽，畢業於交通大學鐵道工程學系；劉着携女史

字賽珍，為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生。伉儷於 1949 年遷港，以教學

維生，育有三女。茲以伉儷已回 天家，姐妹三人爰捐贈藏書創

立本學會。 

第 二 條 本學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學術團體，宗旨為促進教

育，展示藝文創作成果及推動甲骨古文化結合現代科技之跨領域

研究，並將成果發表，公諸於世。 

第 三 條 為切實推行本學會之宗旨，本學會以非牟利的方式進行下列活

動： 

一、推動甲骨古文化相關領域之研究，包括：人文科學、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環境科學及應用科學五個領域(以

下簡稱「甲骨學五領域」)，並將研究結果發放給公眾。 

二、推廣甲骨學，包括「每日一字讀甲骨」媒體傳播及甲骨

文書法訓練……等。 

三、舉辦學術會議，包括不同主題之國際學術會議，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及本學會會員學術會議。 

四、舉辦學術講座，邀請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知名學者專家為

講員。 

五、出版《年報》，內容分學術篇及藝文篇兩部分。 

六、其他。 

第二章 會員 

第 四 條 本學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一、創會會員：有共同理念之創會會員，共 11 人，名單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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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會員：凡贊同本學會宗旨，年滿十八歲，具有效之香港

身分證明文件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依從章程的規定繳納入會費及年費後，得

為普通會員。 

三、基本會員：普通會員入會滿壹年後可申請為基本會員，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依從章程的規定

繳納年費後，得為基本會員。 

四、榮譽會員：凡贊同本學會宗旨、於相關領域有卓越成就者，

經理事會通過後，得聘為榮譽會員。 

第 五 條 「榮譽會員」及「普通會員」可列席學會所有會議，但無表決權、

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惟理事會特許者例外。 

第 六 條 「創會會員」及「基本會員」（會員代理人）有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理人）為一權。「創會會

員」須協助推動會務及相關活動，但終身免繳入會費及年費。 

第 七 條 會員有遵守本章程，會議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普通會員」

入會時須同時繳納入會費及年費；「基本會員」須繳納年費。後

續會籍須於每年 12 月底前繳交下一年會費。拖欠年費期間不能

享有任何會員權利，直至補交全年年費，始可恢復該年度餘下時

期之會員權利。拖欠年費逾一年者即喪失會員資格。「基本會員」

凡一次繳交十年年費者，得享終身免繳年費。 

第 八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經會員大會

決議，予以除名。 

第 九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籍者。 

第 十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學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一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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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年度計畫及預算。 

四、 議決會員之除籍處分。 

五、 議決財產之處理。 

六、 議決本學會之解散及資產轉贈。 

七、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重大事項」之

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二 條 本學會設總監 1 人，由創會總監黃競新擔任，副總監 1 人，理事

3 人，候補理事 2 人，監事長 1 人，監事 2 人，候補監事 1 人，

均為無給職，創會總監為終身職，副總監及理、監事任期 3 年，

連選得連任 1 次。 

第 十三 條 總監對內綜理學會事務，對外代表本學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

事會主席。副總監由理事互選之。總監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

副總監代理之。副總監出缺時，由理事互選遞補之；理事出缺時，

由候補理事依次遞補之。候補理事有列席會議義務，無表決權。 

第 十四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審定會員（會員代理人）之資格。 

二、 選舉及罷免副總監。 

三、 議決副總監之辭職。 

四、 擬訂年度計畫及預算。 

五、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五 條 監事長由監事互選之，監察學會事務。監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監事長出缺時，由監事遞補之；監

事出缺時，由候補監事遞補之。候補監事有列席會議義務，無表

決權。 

第 十六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及罷免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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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決監事及監事長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第 十八 條 在不違反本章程的規定下，本學會設秘書長 1 人，司庫 1 人，由

總監聘任，處理學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由總監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聘免之。聘任人員不得由理、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

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 十九 條 本學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

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 二十 條 本學會經會員提名，理事會通過後聘請名譽總監 1 人，名譽理

事、顧問若干，聘期與理、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總監召集，除緊急事故

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二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

一位出席會員只可代理一人。 

第二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

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籍。 

三、 理、監事之罷免。 

四、 本學會之解散及財產之轉贈。 

第二十四條 理、監事會議採聯席方式由秘書長協調時間，每半年召開一次， 

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若無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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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以電話會議或通訊會議行之。會議之決議，各以理、監

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五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

得委託出席；理、監事連續 2 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六條 本學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 

1. 普通會員：入會費港幣 100 元，年費港幣 200 元。 

2. 基本會員：年費港幣 500 元。 

3. 榮譽會員：一次性捐贈港幣 50000 元或以上。 

二、各界捐贈 

第二十七條 本學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六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

畫及收支預算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

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2 個月

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和收支表，交註冊核數師審查後提

會員大會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學會的收入及財產，只純粹用以促進本學會章程所訂明的宗

旨。本學會不得將任何部份的收入及財產，直接或間接以花紅或

其他形式付給或移交本學會的任何成員。本學會監事會或管治團

體任何成員，均不得被委任擔當本學會任何受薪或支取費用的職

位。本學會不得以金錢或金錢的等值，向監事會或管治團體任何

成員支付酬金或其他利益。 

第二十九條  本學會監事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如以任何直接或間接方式，在

一項與本學會所訂立的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有利害/利益關係，

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對本學會的事務而言是重大的，則如該

監事會或管治團體成員的利害/利益關係是具相當份量的，該監

事會或管治團體成員須申報其利害/利益關係的性質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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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或管治團體成員不得在關乎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情況

下，計入法定人數內，亦不可就其具有利害/利益關係的任何交

易、安排或合約及就任何由此引起的事項作出表決，如作出表

決，其票數不得被點算。 

第 三十 條  當本學會解散時，如清償一切債項及債務後，尚有財產剩餘(「淨

資產」)，則該等淨資產不得付給或分配予本學會的成員，而須

贈予香港慈善團體作慈善用途；而該等團體在禁止將收入及財產

分配予成員方面的規定，亦至少一如本章程所列明的限制一般嚴

格；此等機構將由本學會的會員於本會解散時或之前選定，如事

前未有就此事作出決定，則由對有關事宜有司法管轄權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如不能按照上述條文實行，則須按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官的指示將淨資產用於慈善用途。如

有負債，將由全體會員，平均承擔。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香港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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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學會定名為中華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學

會），緣起如下： 

「羽」、「珍」為創會人黃競新之雙親，黃一羽先生、劉賽珍女史

之私名，藉由兩代之藏書建立本會，以推廣甲骨學之研究，並有

慎終追遠之意。 

第 二 條 本學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學術團體，宗旨如下： 

            以推廣甲骨古文化與現代科技結合之跨領域研究為主，包括人文

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環境科學及應用科學五個領域

(簡稱「甲骨學五領域」)。 

第 三 條 本學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學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

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

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學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甲骨古文化之相關研究。 

二、推廣甲骨學，包括「每日一字讀甲骨」媒體傳播及甲骨文書

法訓練等。 

三、舉辦學術會議，包括不同主題之國際學術會議、研究生會議

及本學會會員學術會議。 

四、舉辦學術講座，邀請世界各地相關領域知名學者專家為講員。 

五、建構「世界甲骨纂式資料庫」。 

六、出版專書。 

第 六 條 本學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學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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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學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學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中華民國

國民、具有大專以上程度或對甲骨文化有興趣與專長者。 

二、贊助會員：凡贊同本學會宗旨、成年之中外人士，贊助

本學會工作者。 

三、永久會員：凡一次性繳納十年會費之個人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第 八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

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

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

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學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學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

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會員代表任期叁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附錄二：港臺學會章程 

  

185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

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

事叁人，候補監事壹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次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事、監事

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

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

指定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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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負責監察日常會務，並擔

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

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

主席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叁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之

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

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

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

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

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以終身職聘創會人為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

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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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

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

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

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

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學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

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

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

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

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

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

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學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永遠會員新台幣伍仟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 

三、會員之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學會會計年度以國曆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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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學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

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

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

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

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

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學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3 年 2 月 9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

內政部 103 年 03 月 28 日台內團字第 1030101762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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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 

入會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國籍： 性別： 

身分證前四碼(含英文字母)： 

電話： 

手機： 

電郵： 

地址： 

貳、主要學經歷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科系所或修讀學門 畢業年份 

    

主要經歷 職 稱 服務部門/系所 起訖年月 

    

如屬現職教師，請填教師證號碼： 

 

叁、學會填寫資料 

通過/不通過入會申請 推薦人：  

會員別： 會員證編號： 

會費： 年費： 

備注：網上使用資料詳略自行規劃 

副總監簽署：                 總監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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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編輯委員會 

第二卷第一期收錄的論文有七篇，彌足珍貴者是周聯華牧師的遺

稿〈甲骨文中的上帝觀——兼論同時代以色列人的上帝觀及其發

展〉，他是與會學人中最早提交論文的一位。當時只趕著收稿，會後

才進行審稿工作，還來不及請他補撰中英文摘要，他便回 天家了，

目前大家僅看到未經修訂的原始稿件。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插曲，

替周牧師宣讀論文的蔡明遠先生，是香港培僑書院教師，他周日到達

高雄，周一上午宣讀完論文後，下午便匆匆趕回香港上課。 

除了周聯華牧師的文章外，還有魏國彥教授的演講稿〈夏商西周

文明發展的古氣候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明日之星何彥均的論文也在

此期刊出。此外還有四位與會學人的文章。藝文篇部分，則因應學術

篇的篇幅而定，除部分名家書畫外，還有散文和小說。至於學會訊息，

主要在於把這一年學會的動態告訴大家，還有兩篇年輕學子的實錄。

附錄部分，除了稿例和學會章程外，還有入會申請表。 

《年報》主要不在於經銷，目的用以與世界各大學及圖書館交換

學術刊物。第一卷第一期回收刊物未作統計，第二卷第一期將依第一

卷名單繼續投寄，若連續三冊未有回音者，則待回贈刊物收到時，才

再寄發。這不僅是我們的期望，也是各大學及圖書館應該做的事。 

本期年報的出版，首先要感謝來稿的女士先生們；其次是編輯委

員會的努力；再者是感謝兩度捐款印刷的「陳仿林學術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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