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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究動機與目的 

 
金文，又稱鐘鼎文、青銅器銘文，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主要見

於殷、周之青銅器。傳統上將其與碑刻同屬於金石學範疇之一，宋代學者已開始

蒐集、著錄與研究青銅器及其銘文，其後元、明研究風氣衰落，清代而又復甦，

至於民國，羅振玉、王國維主張將銘文研究與金石學分離，二零年代後，隨著現

代考古學的成立，金石學與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成為獨立的學

科，對金文的研究，也成為古文字學的一支。金文的研究，除了文字學上的意義，

亦有助殷、周史研究。 
金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由於其材料、書寫工具與製作過程中，對文

字行款的整齊，字體的大小，筆劃的粗細，無法精確的控制，故其字體、筆劃、

難免有發生錯誤的現象。此外其行款形式也有許多種，銘文位置因器類不同有

異，銘文有右行而左，或左行而右，也有行款少數發生錯誤的例子。這些現象，

對於釋讀銘文，常引起誤讀或誤釋的結果。對於金文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著重

在個別單字的考釋，及與文獻、殷周史的考證；對於金文因製作過程，銘文位置，

行款所產生的種種特殊現象，則較少論及。鮑鼎〈金文略例〉，胡光煒〈金文釋

例〉對金文文例有初步的討論，胡自逢《金文釋例》是首部對金文之銘文部位、

字體、語例詞例、典制等較全面的討論的專書，陳美琪《西周金文字體常用語詞

及文例研究》則注重西周金文文例之討論。 
綜上所述，在考古發現，帶銘文之青銅器的研究材料不斷增加，對金文文例

作一全面性的研究，仍是有必要的。其重要性有下列幾方面 
壹、通讀銘文的幫助 
陳美琪《西周金文字體常用語詞及文例研究》指出「古文字契寫、鑄刻的對

象（器物）不同，如西周金文以陰款之左行正書為通例，但尚見左行正書中夾有

反文；陽識；圜書（包括順時針與逆時針方向）⋯⋯因此欲通讀金文，掌握鑄刻

行款的特性與規律為其首要之務。其次，金文鑄刻之對象為青銅器物，不同的器

類，擁有不同的形制，因此鑄刻的部位不盡相同，⋯⋯若能明白器物形制、時代

先後與銘文相對位置及款識，自能在器物出土後的刷剔剝蝕過程中，盡量不傷及

器物的外觀及銘文資料。」1因此對文例的認識，由銘文位置、行款的了解，進

而掌握器蓋對銘、聯銘，器與器銘文之關係，對銘文的通讀是必要的。 
 
貳、對銘文的考釋有驗證與提示的作用 

                                                 
1 《西周金文字體常用詞語及文例研究》（台北：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年 5月。）
391 ~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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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別字其音、義的考釋、隸定為後代經籍的何字之後，亦須通過文例的檢

驗，才能對考釋的結果予以接受。其結果在可見的各種銘文均能通讀無誤，在文

獻能找到其對應的字，其考釋才能說是可信的。因此文例對古文字的考釋有驗證

的作用，且以文例的對比，能對某些相同、相近文例，而其形音義未知之字，有

提示的作用。 
 
參、糾正以前考釋的錯誤 
金文文例的研究，可以糾正以前考釋的錯誤，如子犯編鐘「孔休大工楚荊喪

厥師」，諸家有不同的斷句與釋讀。由於「工」字在台北所藏之鐘上作「丄」，後

同銘文的另一肆編鐘出現，則清楚地寫作「工」；故可知故宮收藏子犯編鐘銘文，

應是「工」字的缺刻或是筆劃殘泐、或是剔锈不清而作「丄」2。 
又如孟簋「毛公易（錫）我朕文考臣自　（厥）工」之「自厥工」郭沫若解

工為臣的等級之一，即「錫以自工以下的臣僕」3。裘錫圭則指出，「自厥工」是

指臣僕的來源，並以中觶「王易(錫)中馬自□侯四  」，御正衛簋「懋父賞　（御）
正衛馬匹自王」為證。「自」都是說明賞賜馬的來源，王賞賜中是□侯進貢的四

匹馬；懋父賞賜給衛的，則是王賞賜給懋父的。且甲骨文有「貞，其  （有）艱
自南」即「有自南方來的壞事」，《詩‧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都可證明與銘文相同4。因此，由文例對比，可知裘氏之說可信。孟簋「毛公錫

我朕文考臣自厥工」，應是毛公錫孟的父親以出自他的工奴的「臣」。 
 
肆、幫助對銘文的整理與研究 
陳美琪《西周金文字體常用語詞及文例研究》指出文例研究的重要性有5： 
1、了解鑄刻行款有助於通讀金文。 
2、熟稔筆勢風格與形構特徵有助於考釋文字與器物斷代。 
3、掌握字體與文句特例有助於歸納分析鑄刻的習慣。 
4、通曉辭語的使用有助於器物的斷代、辨偽。 
5、善於語境分析。 
6、校補文獻的訛誤。 
7、驗證文字的正誤。 
8、探討篇式有助於文字考釋與文意瞭解。 

故文例的研究，除陳美琪氏所指出文歷研究不僅有助對金文的通讀，也有助於對

銘文殘勒不全的器銘的復原，除銘文本身的研究，亦有助於解決典籍文獻的相關

問題。 
 

                                                 
2 各家釋讀，參陳雙新《兩周青銅樂器銘辭研究》（保定：河北大學出版社  2003 年）頁 219。 
3 郭沫若〈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考古學報》1962 年 1期，2頁。 
4 裘錫圭〈「錫朕文考自厥工」解〉，《古文字論集》（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8月第 1版）393
頁，原載《考古》1963 年 5期。 
5 同注 1，391~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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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甲骨文、簡帛、璽印等古文字的研究 
研究金文行款文例，及其文字合文、重文等現象，可深入對金文本身的了解，

亦可幫助對文字在不同載體，如甲骨、簡帛、璽印、貨幣等，其相同或相異現象

的研究。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壹、研究範圍      
   一、材料方面 
    金文研究首要的第一手材料為拓本、摹本及照片。自宋以來，便有許多著錄，

但同一資料常重複見於數種著錄書籍，且有疑偽之器、銘文收錄於其中，增加研

究的困難。由於 1984 年大陸中國社會考古研究所編輯之《殷周金文集成》（以下

簡稱《集成》），共 18冊收錄青銅器銘文 11983件，於 1994 年出齊，是迄今收錄

金文資料最多的書籍，且除銘文外，且於每冊後之標出其器物之字數、時代、著

錄及現藏等說明。除便於研究外，且有助與其他著錄的互相校勘。故以其為主要

研究範圍，進行研究。此外，於《集成》成書之後發現，或《集成》漏收之金文

資料亦是研究的範圍。此外《集成》有拓本模糊不清晰者，故研究亦會採用《集

成》之前的舊著錄或其他著錄。 
    此外，金文的釋文、單字的考釋、相關的論文為研究金文的第二手資料。研

究時充分運用這些資料，以作為第一手資料的輔助。 
    至於其他古文字資料，在研究中需要其與金文資料互相比較時，亦參酌使用

甲骨、簡帛、璽印及貨幣等的著錄資料作為參考。 
 

  二、內容方面 
    金文一般分為殷商、兩周之金文，金文研究多集中在兩周金文的研究，殷商

金文的研究則相對較少，而本研究欲對金文資料作一全盤整理，故除兩周金文

外，也將殷商之金文資料納入。 
    因本文主要研究金文文例，即行款類型與鑄刻的特殊形制兩方面。釋讀金

文，除需考釋單字的本義之外，並需認識其在文例中的辭意，句法與文例有不可

分的關係，且因有此方面的專著6，故本文不另設專章討論。 
     
    貳、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6 金文語法、句法自管燮初開始有系統的研究（參《西周金文語法研究》，北京：中國科學院，

1953 年）方麗娜，《西周金文虛詞研究》，（國立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崔永東，

《兩周金文虛辭集釋》，（北京市：中華，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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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由二方面進行，一為對通讀金文所需的基本文例的整理；一為因鑄

刻或製作過程中所引起的鑄刻的特殊現象的整理，及對以上特殊現象的討論。研

究方法主要採張振林〈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之說法，其云： 
 校讎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最佳辦法，是以同時代的同器銘文或甲骨卜辭選其

相同的內容、相同句式的文辭，互相參校，進而對判斷是普通現象、特殊現

象、還是偽誤現象。拿內容完全相同的一家同時所鑄之器銘或同一器的器銘

和蓋銘相比較則可靠程度更高。時代相近的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和傳世文

獻，僅能做為旁證。這是與普通常見的文獻校讎最明顯的差異。7 

張氏所言，銅器銘文資料，其方法有共時資料比較與歷時資料比較的二種處

理方法，且同文資料的運用，能增強文例研究正確程度。因金文常有同文異範、

或器與蓋鑄成同文，同一器主所鑄不同器，器與器亦有同文的現象。研究主要運

用比較法，基本上以相同文例的器銘為主要依據，比較各器的的行款形式及內

容，先分析出「普通現象」與「特殊現象」，再對「特殊現象」進行討論。 
另一方面，運用金文本身之歷時資料的比較，探討殷、西周，春秋戰國金文

資料的相同現象，進行比較研究。此外，也對甲骨、璽印、簡牘、貨幣等文字資

料及文獻資料的相同現象，進行比較研究，以作為金文文例研究所見現象的輔

證，並討論其異同之處。 
對於青銅器銘文的斷代，主要依《殷周金文集成》之斷代，分殷，西周（早、

中、晚期），春秋（早、晚期），戰國（早、晚期）而對其時代有較大爭議之青銅

器，影響文例之判定者，則提出各家說法，並加以探討。 
 
二、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第二章  金文形體結構特徵：因研究重點為金文文例，對於金文形構特徵，

先做討論。  
第三章  金文的通讀：介紹通讀金文所需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如行款，

器與器或器與蓋之間，銘文對銘、聯銘、異銘的關係。 
第四章至第六章  金文鑄刻特殊例（上）（中）（下）。 
此三章為對金文文從二個方向討論，一是與金文行款有關的釋讀方法，一是

青銅器銘文製作過程產生的特殊現象。第四章討論製作、鑄刻銘文時錯誤的現

象，即誤刻、缺刻、奪文、衍文。第五章討論對銘文製作之前的改正或鑄刻後引

起的特殊行款，即補刻、倒文、側書、顛亂。第六章討論金文的其他特殊現象，

即省文、析書、合文及重文。 
第七章 結論  總結以上各章所探討的內容。 
 
 

                                                 
7張振林〈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第一屆國際訓詁學研討會論文集》(1997 年 4月)，7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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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檢討 

 
文例涉及的範圍很廣，先前的研究者，對文例並無明確的解說。對「文例」

一詞的定義，一般詞典，如《漢語大詞典》：「文章的條例或詞例」8，是偏向文

學解釋的定義。專門性的語言學字典，《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古文字的資料行

文的體例及某些特殊制式。如左行、右行、合文、析書、羨畫等。」其對「甲骨

文例」的解釋：「殷人在甲骨尚書刻文辭的體例。具體內容有：在甲骨書刻文辭

的位置及先後次序，刻詞行文方向，同組卜辭的位置關係，正面卜辭與背面卜辭

的相承，反映不同占卜方法的甲骨卜辭類別（如單貞卜辭、對貞卜辭、成套卜辭

等）卜辭的段落結構（前辭、命辭、占辭、驗辭）等。」9故甲骨之行款、占卜

形式、辭例、語法等皆是甲骨文例討論的對象。一般古文字通論性書籍，亦以甲

骨文通論書籍對文例有較多介紹，但各家書中，對文例內容皆有所出入，界線也

不同。 
古文字學研究，專門研究研究文例者，始於胡光煒《甲骨文例》一書10，以

甲骨為題材，分形式、辭例兩篇。形式篇舉 28 例，主要討論卜辭的行款，以及

合文等特定器刻現象。辭例舉 16 例，主要討論「之、其、于、在」等的辭例。

有關甲骨文例的學位論文，則有李旼玲《甲骨文例研究》討論甲骨行款與契刻特

殊文例，李善貞《甲骨文同文例 》討論甲骨的同文、成套卜辭文例。 
對金文文例的研究，歷來多見於單篇論文，或在青銅器通論性之書籍作概略

性的介紹。胡光煒《金文釋例》最早對金文記年記事、稱謂、文體等文例等都有

所討論11，鮑鼎〈金文略例〉對金文之器名，銘文行款，書體等問題，有初步的

討論1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五章〈銘文〉有論及金文的特殊行款，如銘文

方格、正反體、左右行等現象，亦有介紹銘文的性質13。胡自逢《金文釋例》則

是首部對金文文例作研究的專著14。綜上所述，金文行款，內容辭例、語法，皆

是金文文例所討論的問題。 
 
壹、銘文位置與行款 
銘文在各種器類的青銅器，有其不同的銘文鑄刻位置，對金文位置研究銘文

位置研究，以鮑鼎〈金文略例〉始有初步討論，其「款識例」討論銘文的在不同

                                                 
8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六）（上海：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1528頁。 
9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委會，《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年 2月第 1
版)，6頁。 

10 胡光煒《甲骨文例》，（廣州：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出版社，民 17 年 7月），收於《胡小石論

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10月第 1版），1~88頁。 
11胡光煒《金文釋例》（初稿，第一卷），（《中山大學語言歷史所周刊》，1928 年 7月），收於《胡
小石論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10月第 1版），143~171頁。 
12 鮑鼎〈金文略例〉，《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號，民 19 年。37~49頁。 
1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全二冊），（台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4 年 1月，6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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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類的位置。石璋如〈商周彝器銘文部位略例〉則以考古類型學為基礎，以器形

為主，討論銘文位置與各種器形的關係15。胡自逢《金文釋例》第三章〈銘文部

位〉以器類為主，討論銘文在各類器物之位置關係。三者皆以舉例為主，對銘文

位置的現象則少有說明。 
金文行款雖不如甲骨文款之複雜，但一則銘文位置因器類不同，而行款亦可

能不同，二則因銘文鑄刻的關係，文字常有陰陽款識、文字正反，在通讀上除左

行正書外，尚有銘文右行、圜書，文字回讀之特殊情形。鮑鼎〈金文略例〉中「雋

刻例」舉出銘文中有文字正反、陰陽款識與銘文左行、右行、寰書等現象，但多

未做說明。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五章〈銘文〉中亦有論及金文的特殊行款，

如銘文方格、正反體、左右行、順逆行等。 
 
貳、其他特殊文例 
鮑鼎〈金文略例〉「雋刻例」在文中指出金文有合文、重文等現象，但未多

做說明。胡自逢《金文釋例》第一章〈字體〉亦有舉出合文、倒書、奪文等現象，

並略作說明。學位論文有林雅婷《戰國合文》對戰國金文合文有所探討除對金文

特殊現象討論外，也討論戰國其他古文字材料的合文現象16。陳美琪《西周金文

字體常用詞語及文例研究》則綜合地對西周金文之銘文位置、行款、及合文、重

文等鑄刻的特殊現象作探討。其他如于省吾〈重文例〉17，劉釗〈古文字的合文、

借筆、借字〉18，吳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筆字〉19等亦有對論及。         
胡光煒〈金文釋例〉對金文記年記事、稱謂、文體等文例等都有所討論，是

偏重辭例的討論。其他對辭例的討論有徐中舒〈金文嘏辭雜例〉20，彭裕商〈金

文研究與古代典籍〉21等。學位論文則有胡雲鳳《秦金文文例研究》22、賴昭吟

《楚金文文例考》23討論秦、楚二方國金文的辭例、詞彙。陳美琪《西周金文字

體常用詞語及文例研究》中第五章〈常用詞語〉，對西周金文的常用詞語作列舉

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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