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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金文通讀 

    
    古文字的材料中，甲骨文是將數條卜辭皆刻於牛肩胛骨或龜板上，不知其行

款的類型及通例，則難以釋讀。金文在行款上，有一字、數字、十數字的短篇銘

文，甚至數十、數百字的長篇銘文。大多數銘文在製作字模時，會要求行款在行

次排列的整齊，加以自甲骨文以來，書寫由上而下的書寫習慣形成；故相對甲骨

文而言，青銅器銘文的行款，是相對的簡單，多是直行而下，由右向左書寫。此

外，亦有特殊行款存在。 
 

第一節   金文的行款 

 
《古漢語知識辭典》對「行款」一詞的界定是：「書寫或排印文字時的行列

款式，包括字序和行序。如漢字原來直排時，字序由上而下，行序自右而左。」

「右行」是指「文字從左向右橫寫，橫排的形式」，與之相對的「左行」是指「文

字從右向左橫寫，橫排的形式」1。 
一般而言，金文的行款，可分一般行款形式，及特殊行款形式。一般行款指

金文常見、通例的行款形式。 
 
一、一般行款 

 
    卜辭一般行款多作直行或下行而右、下行而左，亦有少見的單行橫行。故可

見直行而下的文字排列方式，在彼時已經確立。金文一般常見的行款則較為單

純，僅直行而下，由右而向左行的書寫型態。（以下僅以「左行」簡稱文字直行

由上而下，由右向左行。「右行」簡稱文字由上直行而下，由右而向左排列）   
 
（一）單行直行而下 
此類銘文多只刻一行，銘文由上而下，字數較少，多屬殷至西周早期銘文 

 
（1）祖戊。（1253祖戊鼎‧殷‧圖 1） 
（2）戈父丁。（3172戈父丁　‧殷‧圖 2） 
（3）作寶　。（3251作寶　‧西周早期‧圖 3） 
（4）叔乍尊鼎。（1927叔作尊鼎‧西周早期‧圖 4） 
 
（二）銘文左行 
    此類為銘文最常見之行款格式，尤以西周金文最多。 
                                                 
1
羅邦柱主編《古漢語知識辭典》（武昌：武漢大學，1988 年 11月），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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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卿乍寶尊彝。（2167伯卿鼎‧西周早期‧圖 5） 
（2）中競乍寶　，其萬年子=孫永用。（3783中競　‧西周晚期‧圖 6） 
（3）善夫伯辛作尊鼎，其萬年子=孫=永寶用。（2561善夫伯辛鼎‧西周晚期‧

圖 7） 
 

二、特殊行款 
 

金文的行款，雖較甲骨行款單純，但仍有特殊行款的例子存在。主要是因金

文有分款識有分陽、陽文，某些銘文製作時會畫上界畫；或銘文製作時的產生的

特殊現象。 
 
 
（一）亞形中置字 
在殷代及西周早期金文，常可見亞字形符號，學者對其性質有許多討論。李

學勤認為：「從卜辭可知，『亞』是文字，不是裝飾或符號，同時應先讀『亞』，

如『亞旁』，而不能倒過來讀成『旁亞』⋯⋯金文的『亞某』大多是氏⋯⋯金文

中有『多亞』、『馬亞』、『多馬亞』等⋯⋯大約就是亞旅，即眾大夫」2。關於亞

字（或符號）的性質在此不多作討論。對亞形中置字，裘錫圭認為「原始文字紀

錄語句的時後，經常有一些必不可少的詞語被省略掉，文字的排列也往往很混

亂，並不一定跟語言裡各個詞的次序相對應。⋯⋯在甲骨文裡，卜辭行款比較紊

亂的現象也相當常見。在少數商代後期的銅器上，還可以看到銘文排列的很雜亂

的現象，例如在一個大『亞』字裡雜亂的填寫一些族名、祖先名和其它文字。這

些現象大概也跟原始文字排列方式的影響有關。」3  
 
亞形中置字，有只在亞形中只寫一字，或完全不置字。 

（1）亞。（1145亞鼎‧殷‧圖 8） 
銘文只鑄刻一亞字。集成 1146，1147等亦同。 
 
（2）亞卯。（1413亞卯方鼎‧殷‧圖 9） 
亞字中只刻一卯字，其它如 1406亞舟鼎，亞形中只刻一舟字、1411亞告鼎，亞
形中只刻一告字。 
 
（3）亞若癸受丁旅乙止乙　。（2400亞若癸鼎‧殷‧圖 10） 
於亞形中置字，且行次並不整齊。此外，也有僅在亞形中置一文字，而在其他位

置書寫其它銘文，如 

                                                 
2 李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性氏制度〉，（北京：《考古》1987 年 3期）256頁。 
3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索〉收入《古代文史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重印
本）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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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者　以大子尊彝。（9295者女觥4‧殷‧圖 11） 
 
西周早期，亦有將稍長的銘文至於大型的亞字之中，如 
（5）唯八月辰在乙亥，王在　京，王錫  　金肆，  對揚王休，用作父辛寶　。

亞。（2725  　方鼎‧西周早期‧圖 12） 
 
 
（二）銘文右行 
    金文一般以左行為主，但亦有銘文右行之例，雖非少見；在數量上卻不如左

行銘文多。 
（1）　  乍寶　，子孫=永寶用享。（3785　    　‧西周早期‧圖 13） 
（2）隹正月初吉，壬午，  （棠）叔伯氏  鑄其尊，其萬年無用之疆子子孫孫

永寶。（10155湯叔盤‧西周晚期‧圖 14） 
（3）黃子乍黃夫人行器，則永祜福，靈冬靈後。（4687黃子豆‧春秋早期‧圖

15） 
 
（三）圜書   
在某些器物類上，多是容器如鼎、鬲等，受限於器物的關係銘文大多刻於器

口，或外帶圈上，因此行成圜書狀的銘文，這類銘文大多簡略，但也有較長銘文，

銘文會形成內外二圈的情形。 
 
（1）京姜作尊鬲，其永寶用。（641京姜鬲‧西周中期‧圖 16） 
 
另有一類是將銘文刻於靠器口附近的器壁上，沿著器壁書寫，便形成由環繞

器壁一圈的單行銘文，但銘文拓印完成，卻是形成一單行直下，由上而下的銘文。 
（2）王白姜作尊鬲永寶用。（王白姜鬲‧西周晚期‧圖 17） 
 
（四）銘文之中畫有方格 
西周中晚期某些銘文，在銘文之間則可看到鑄有方格界欄。其原因可能是文

字發展愈成熟，文字方向定型，部件位置愈固定的過程中，爲達到行款整齊的要

求，會在銘文之間鑄刻方格界欄。 
 
（1）唯十月初吉，王在　京，辛卯，王漁   池，呼井從漁攸錫魚，對王休，用
作寶尊鼎。（2720井鼎‧西周中期‧圖 18） 
銘 30字，銘間有陽文方格。 

                                                 
4 此器《集成》定名為者女觥，應非，對照同銘器 9818、9819者　罍，9090者　爵，者下一字
皆从女從司，本器 9295.1　字可能殘去左旁「司」，9294 器蓋之　字亦作如此；而《集成》此二
器定名有誤，圖 11 為 9295.2，「　」字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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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唯王廿又三年九月，王在宗周，王令膳夫克舍命于成周，　正八師之年，

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　朕辟魯休，用匄康龢，純佑，眉壽，永命靈

冬（終），萬年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2801小克鼎‧西周晚期‧圖 19） 
 
《集成》著錄 5器 2796~2802，其中 2797，2801有陽線界欄。 
 
（3）唯五月初吉庚午，同仲究西宮錫幾父　六僕四家，金十鈞。幾父拜稽首對

揚朕皇君休，用作朕烈考尊壺幾父用追孝其萬年子子孫孫永寶用。（9722幾父
壺‧西周中期‧圖 20） 
《集成》著錄二器，9721，9722，銘文皆有陽文方格。 
 
在銘文間畫上界欄，游國慶指出以壺類銘文較多。其言：「西周早期偏晚的

應公卣，已有三條界線，但拓片上幾乎察覺不到其存在。雖然界欄功用是爲了規

範銘文的書寫，但也有銘文雖有界欄，全篇銘文中卻有少數字超出界欄之外，如

小克鼎。卻也有銘文字數雖少，但仍畫有界欄。一般而言，長銘器比較需要界格

來控制書寫的空間，免的位置偏走太多，如散盤、毛公鼎都殘存界格的痕跡，而

習慣在壺內壁作界格，似乎也歸因於當時的一種特殊風氣，如頌壺 152字，蓋上
無界格，器銘確滿是欄線；曾伯陭壺 41字，也在器銘上留下界痕，而伯庶父壺

才 12字，卻器與蓋上均有清晰的陽線界欄。故可知銘文界欄雖存在，詳細原因

則待考。」5 
 
 
 
 
 
 
 
 
 
 
 
 
 
 
 
 

                                                 
5 游國慶《千古金言話西周》（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200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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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銘文的內容聯繫 

 
青銅器銘文並非只是單純一器一銘文，往往在製造銅器時，非只製作一器，

只鑄刻單一一篇銘文。器與器間的關係，銘文與銘文內容的聯繫是多樣的。大致

而言，有器蓋同銘，或器蓋聯銘、異器聯銘等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器蓋同銘 
一器如器身與器蓋皆有銘文，且二者銘文相同，則稱器蓋同銘，或器蓋對銘。 

（1）彔作文考寶尊彝。（3702彔　‧西周中期） 
（2）隹十月初吉，是要作文考寶　，其子孫永寶用。（3910、3911是要　） 
（3）內伯啟作釐公尊彝。（9585內伯壺） 
 
以上諸器皆器蓋同銘。 
 
二、器蓋聯銘 
器蓋聯銘指一篇銘文分鑄於器、蓋，合器、蓋之銘而成文。 
 
（1） 
唯正月甲午，王在   

　，王親令伯  曰，毋 

俾農弋史厥友妻農 

乃廩厥  厥小子小 

大事，毋又田農三，拜 

稽首，敢對揚王休，從  .1 

作寶彝。.2（5424農卣‧西周中期） 
器蓋連銘，銘文蓋四八字，器三字，蓋銘「唯正月」至「敢對揚王休，從」，器

銘「作寶彝」三字，合蓋器為一完整銘文。 
 
（2）秦公曰：不（丕）顯朕皇祖，受天命，⋯⋯，萬民是敕，  4315.1 

咸畜胤士，　　（藹藹）文武，⋯⋯，虔敬朕祀，作噚宗彝，以邵皇祖，其嚴  （遄）

各，以受屯（純）魯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位），高引有慶，  （造）囿

（有）四方，宜 。 4315.2             （4315秦公簋‧春秋早期） 
銘文 120字，又重文 3，器蓋連銘。 
 
（3）中宮 1935.1 
     國子 1935.2（1935國子鼎‧戰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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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蓋各二字，器蓋聯銘。 
 
三、器蓋銘互有簡省   
此指器蓋銘文並不相同，其主要是一者銘文完整，另一銘文則有省略。 

（1）唯王大龠于宗周，⋯⋯用作父癸寶尊彝。臣辰冊侁。9454.1（9454士上盉‧

西周早期） 
蓋銘 50字；器銘 4字，作「臣辰冊侁」器銘所刻之四字，即蓋銘作末之四字，

應為族名。 
 
（2）4056叔噩父簋‧西周晚期 
叔噩父作鸞姬 

旅　，其夙夜用 

享孝于其皇君，其 

萬年永寶用。.1 

叔噩父作 

鸞姬旅　。.2 

蓋銘 23字，器銘 8字。器銘省「其夙夜用享孝于其皇君，其萬年永寶用。」15
字。 
 
 
 
四、同一器類且同銘（異範同銘） 
     
此是指同一器類銘文中，同一作器者所作之器，常有多器同銘的現象。銅器

製作多屬范鑄法，因此一範只能製作一器；故雖有許多同一器類（鐘、鼎、簋⋯）

且同銘之器，雖是相同銘文，實是不同模範製作的。依同一作器者，所製作之相

同數件銘文的此一前提，此類銘文，銘文內容應該完全相同；但仍有少數器會有

個別字體差異或奪文、衍字的情形，但仍應將其視為同銘。 
 
 
（1）伯　父作   尊　，子子孫孫永寶用。（3793伯　父　‧西周晚期） 
《集成》著錄 4器（3793~3796），銘文全同，且每器器蓋同銘， 
 
（2）兮仲作寶　，其萬年子孫孫永寶用。（3808兮仲　‧西周晚期） 
《集成》著錄 7器（3808~3814），銘文全同，其中 3808、3809、3810、器蓋同
銘，其餘只錄一件拓本。 
 
（3）叔向父作  姒尊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3849‧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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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著錄 7器（3793~3796），銘文全同，且 3849、3850、3853、3854、3855
五器器蓋同銘 
 
 
五、異器同銘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器物不同而銘文相同。同人同時所作之器，往往銘

文相同。器類相同的，大多一字不差，器類不同的，亦多只改易器名。6」此種

情形常見鼎簋。 
 
（1）唯三年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各大室，即立，宰引右頌入

門立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乎史虢生冊令頌，王曰：頌，令女（汝）官　成周

貯﹝廿家﹞，監　新造貯，用宮御，錫汝玄衣，黹純，赤巿，朱黃（衡），　（鑾）

旂，攸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納）瑾璋，頌敢對揚天子

丕顯魯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　，用追孝祈匄康　純佑，通彔永命，

頌其萬年眉壽，（畯）臣天子，靈冬（終），子子孫孫寶用。（4332頌　‧西周晚

期） 
 
與其它同作器者所作之器互校，奪成周貯後「廿家」二字，其餘銘文則與 2827
頌鼎，9732頌壺銘文相同，僅器名各作　、鼎、壺。 
 
（2）史頌作匜，其萬年子子孫孫永寶用。（10220頌匜‧西周晚期） 
銘三行 12字，與 10093史頌盤同銘，史頌盤文作「史頌作盤，其萬年子子孫孫

永寶用」，銘文器名一作匜，一作盤。 
 
（4）毳作王母媿氏　　，媿氏其眉壽萬年用。（3972毳　‧西周晚期） 
毳作王母媿氏沫盉，媿氏其眉壽萬年用。（9422毳盉‧西周晚期） 
毳作王母媿氏沫盤，媿氏其眉壽萬年用（（10119毳盤‧西周晚期） 
毳作王母媿氏沫盉，媿氏其眉壽萬年用。（10247毳匜‧西周晚期） 
毳　集成著錄 4器（3931~3934，皆器蓋同銘）。此　、盉、盤、匜銘文相同，僅
器名各作「　　」、「沫盤」與「沫盉」之不同。 
 
（5）黃子作黃甫人行器，則永祜福，靈冬靈後。（687黃子鬲‧春秋早期） 
黃子作黃甫人行器，則永祜福，靈冬靈後。（2566黃子鼎‧春秋早期） 
黃子作黃甫人孟姬行器，則永祜靈   。（2567黃子鼎‧春秋早期） 
以上一同一人所作之器，687鬲與 2566鼎同銘，參照 2567則知前二器省受器者

「孟姬」之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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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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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套器聯銘 
套器聯銘是指將一篇銘文分別鑄刻於同一套器中的不同器件，合同一組之器

銘文以成篇。此種銘文以編鐘為最常見。常常組合數鐘之銘文而成全文。編鐘常

以「堵」和「肆」為組列之名。傳世文獻和銅器銘文皆常提到。 
 
（1）隹正二月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視公遺王于周，辛未，王格于康﹝宮﹞，
榮白入右應侯視工，錫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視公敢對揚天子休，用錫眉壽永

命，子子孫孫永寶用。（107、108應侯見工鐘‧西周鐘晚期） 
第一鐘 107銘文 39字（至「錫彤弓一彤矢百，馬」），第二鐘銘文 33字（由「四
匹」至「子子孫孫永寶用」），合兩鐘銘文而成完整一篇銘文。 
 
（2）虢叔旅曰：丕顯皇祖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德純亡敃（愍），

旅敢肇帥井（型）皇考威儀，淄（祇）御于天子，乃天子多錫旅休，旅對天子魯

休揚，用乍（作）朕皇考　叔大   (林)龢鐘，皇考嚴在上，異（翼）在下，　

　　　，降旅多福，旅其萬年，子子孫孫永寶。（238虢叔旅鐘‧西周晚期） 
《集成》著錄七件，其中 238~241各獨立成篇，而 242、243、244合三器成一篇
銘文，而缺「　　，降旅多福，旅其萬年，子子孫孫永寶」十五字，應少一鐘。 
 
七、異器聯銘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指一篇銘文分鑄於數器，合數器之銘而成文。」7此種

將一篇銘文分鑄於不同器的情形，相當少見。如： 
 
（1） 
  大祖日己      祖日丁    祖日乙      祖日庚 
    祖日丁      祖日己（11401大祖日己戈‧殷） 
    祖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仲父日癸 
    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11403祖日己戈‧殷） 
    大兄日乙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丙（11392大兄日乙戈‧殷） 
王國維〈商三勾兵跋〉：「凡計祖名八，父名六，兄名六。三器之文，蟬連相承，

蓋一時所鑄，銘文聯讀，其文方全8」《銘文選》定名為大祖諸祖戈，「三器之文

蟬連相承，為一時所鑄。銘文聯讀，其文方全。共列祖，父，兄名二十。可見商

諸祖諸父之制。」9 
 
（2）唯五年正月己丑，琱生（甥）有事，召來合事，余獻  氏以壺，告曰：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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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16頁。 
8 王國維〈商三句兵跋〉《觀堂集林》（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883頁。 
9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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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氏令曰，余老，止公僕墉土田多  ，弋伯氏從許，公宕其參，女則宕其貳，公

宕其貳，女則宕其一，余  （惠）于君氏大章（璋），報  氏帛束、璜，召伯虎

曰：余既訊  ，我考我母令，余弗敢  （亂），余或至我考我母令，琱生堇（覲）

圭。（4292五年召伯虎　‧西周晚期） 
 
唯六年四月甲子，王在  ，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厥  （廩）貝，用獄  為

伯，又（有）祇又（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令，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司，余

典，勿敢封，今余既訊，有司曰：  令，今余既一名典獻，伯氏則報壁，琱生（甥）

奉揚朕宗君其休，用作朕烈祖召公寶　，其萬年子子孫孫寶，用享余宗。（4293
六年召伯虎　‧西周晚期） 
 
五年召伯虎　，與六年召伯虎　，此二器內容聯繫，五年召伯虎　記琱生與公之

附庸土田，請求君氏減少應貢之田賦，並得伯氏同意之事。六年召伯虎　則記上

次未獲減免而應繳之績，已獲解決一事。故二篇銘文可視為同一篇銘文之上下篇。 
 
（3） 
伯公父作金爵，用獻用酌，用享用孝。（9935伯公父勺‧西周晚期） 
于朕皇考，用祈眉壽，子孫永寶用耇。（9936伯公父勺‧西周晚期） 
《釋文》：「9935與 9936 聯銘。」 
 
    除上述銘文行款，以及器蓋、器與器銘文的聯繫外；金文個別器其銘文位置

對銘文的釋讀亦佔重要地位10。但因器物上的銘文涉及器物年代長久、型制複雜

（各類器都有其複雜的造型演變）的關係，且不同的年代的同一類器，在當時社

會佔有不同地位，所涉問題較為龐大（且專門著錄器型的專書相較銘文者少），

故本文省略不予討論。 
 
 
 
 
 
 
 
 
 
 
 

                                                 
10 銘文位置問題，可參石璋如〈商周彝器銘文部位略例〉（上、中、下），《大陸雜誌》八卷五期，

129~134頁，八卷六期，180~185頁，八卷七期，210~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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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祖戊鼎        圖 2戈父丁　     圖 3作寶　      圖 4叔作尊鼎 
 

                
圖 5伯卿鼎           圖 6中競　         圖 7善夫伯辛鼎 
 

                 
圖 8亞鼎             圖 9亞卯方鼎           圖 10亞若癸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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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者女觥            圖 12   　方鼎             圖 13　    　 
 

                
圖 14湯叔盤                         圖 15黃子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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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京姜鬲                                           圖 17王白姜鬲 
 
 

 
圖 18井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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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小克鼎                             圖 20幾父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