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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法高先生金文三編 
按語談起－以「 」字為例 

沈寶春∗ 

【提要】 

余與周法高先生素昧平生，亦無由受教請益。唯先生主編的《金文詁林》、

《金文詁林附錄》、《金文詁林補》乃研究古文字－尤其是金文的重要必

備工具書。余撰碩士論文《商周金文錄遺考釋》、博士論文《王筠之金文學

研究》期間，因其資料收集得豐贍完備，安排得有條不紊，學者取資援用，

皆蒙受相當大的助益與啟迪。根據先生於 1974 年 6 月寫的《詁林．序》，曾

自道此書係「羅列諸家之說于每字之下」，基本上跟丁福保的《說文詁林》

有所不同，「丁書彙聚群言，不著己見」，但此書雖「付印匆促，未遑詳考，

然亦間加按語」，當時先生「間加」了多少按語？實際上他並沒有全盤地統

計和掌握，精確數據也就不得而知。又根據《上海博物館藏戰國楚竹書（九）》

收〈陳公治兵〉一篇，簡 16 涉及「陣法」的布局，句末所談的「如御追，必

慎」，原整理者陳佩芬解讀為「使馬駕車去追擊必謹慎」，蘇建洲以「包山

55、窮達 06、景公瘧 12」改釋為「從辶從亘的字」。張崇禮以「從字形上看，

兩說皆有可能」，可見戰國時期「 」、「亘」存在混用的現象。歷來談「 」

字構形本從《說文》之說，自劉釗改釋為「臀」後，諸家大抵從其說法，如

季旭昇《說文新證》即是，本文欲以「 」字為例，談談周先生為金文三編起

例的不易，以及其「按語」彰顯出的視野與特質。 
 

關鍵詞：  追  金文 金文詁林 周法高 按語 

                                                 
∗ 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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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余與周法高先生素昧平生，亦無由受教請益。唯先生主編的《金文詁林》

（以下簡稱《詁林》） 、《金文詁林附錄》（以下簡稱《附錄》） 、《金

文詁林補》（以下簡稱《補》）  乃研究古文字－尤其是金文的重要必備

工具書。余撰碩士論文《商周金文錄遺考釋》、博士論文《王筠之金文學研究》

期間，因其資料收集得豐贍完備，安排得有條不紊，學者取資援用，皆蒙受相

當大的助益與啟迪。根據先生於 1974 年 6 月寫的《詁林‧序》，曾自道此書

係「羅列諸家之說于每字之下」，基本上跟丁福保的《說文詁林》有所不同，

「丁書彙聚群言，不著己見」，但此書雖「付印匆促，未遑詳考，然亦間加按

語」，當時先生「間加」了多少按語？實際上他並沒有全盤地統計和掌握，精

確數據也就不得而知。另外，他在〈序〉中又自注說：「余舊著《金文零釋》

（以下簡稱《零釋》）十萬言，泰半采入本書，又新加按語若干條」  ，那

麼，他採入多少條《零釋》的資料？「新加」了「若干條」的按語？也並未明

確地匯聚指陳出來。以此之故，先生的精言卓論，也無法得窺豹斑了。  

若試加檢索，其實《詁林》中「采入」《零釋》一書者凡 35 例，為：中、

司、征、造、延、古、言、僕、 、故、爽、者、百、 、脰、剛、于、缶、

、責、旂、室、害、居、頷、令、卲、執、 、懋、播、 、絲、康、疑。

至於「新加按語」的部分則有 73 例，為：王、曾、周、造、足、龢、世、言、

興、 、秉（2）、叔、史、 、卟、 、蔑、 、剛、簋、曹、旨、豊、益、

盍、會、享、 、 、來、夏、榮、某、期、年、安、呂、 、作、似、弔、

                                                 
∗  余間接與先生有關而印象深刻者，是在撰寫《王筠之金文學研究》時，需清人許瀚所著《攀古小廬雜著》孔急，

此書國內僅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有典藏，國外則見於日本。當時書由先生借閱，假如當時膽大魯莽些，或

許與先生能有一面之緣；唯素來靦腆怯懦，只能委請時在九州的連清吉教授代為影印，因影費不貲，特別令人

珍愛！今此書則有《山東文獻集成》面世，首輯有「許印林遺書二十種附一種」，其中《攀古小廬雜著》分「光

緒年間吳重熹刊本」十二卷四冊、山東博物館庋藏「稿本」不分卷四冊、北京圖書館所藏「稿本」三卷一冊，

可資參酌。見王獻堂輯：《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一輯。又上海古籍出版社

於 2002 年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第 193 冊亦收錄［清］許瀚《攀古小廬雜著》一書。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編纂：《金文詁林》（香港：中文出版社，1975 年）。 
   李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香港：中文出版社，1977 年 4 月）。 
   周法高編撰：《金文詁林補》（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1982 年 5 月）。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編纂：《金文詁林》，上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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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褱、尸、服、兄、令、 、夫、洛、湡、雷（2）、生、 、氒、戎、匽、

甾、亟、凡、土、 、劦、銅、 、康、辤、子、疑、以、亥。其中兩者兼收

者有：造、言、秉、 、剛、 、令、雷、康、疑等 10 例，而「秉」、「雷」

二字則收有 2 個按語  ，以《詁林》總收 1,894 字而言，扣除一字兩引先生「按

語」者，實得引先生按語者 98 字，引用率居 5.17％；至於「新加按語」為 73

例，則其頻率更低，僅 3.85％而已。  

另外，《附錄上》收文 562 字、重 751 文；《附錄下》則收 638 文、重

234 文  ，共計 1,200 文，含重文則多至 2,185 文之數，唯收先生「按語」者

凡 60 文，其中 、 二字各存 2 條，實得 58 文，以《附錄》總 1,200 文計，

引用率為 4.83％，若加上重文計，僅存 2.65％爾！至於收錄先生《零釋》者僅

5 條，為編號 3063 、3079 、3348 、3354 、3411  ，引用率則更低，

僅 0.5％而已，其餘皆先生新加按語。 從這些引據加按語的總體現象觀察起

來，正落實了先生自我表白的，其耗時七年的《詁林》編纂過程，先生執行的

是屬於「策劃、監督、搜集、選材」的工作，坦承其中「實未嘗以全力為之」。

 爾後繼續編纂的《附錄》，雖也自道「校讀一過」，並有「思之慨然因倩

學長李孝定教授草考釋千條，左右逢源，創獲獨多。余亦因之，草札記若干條」

的無奈之感，但在感受同儕間彼此激盪的「切磋之樂」，所謂：「附錄中多不

可識之字，聊誌友朋切磋之樂」  ，其中的「草札記若干條」，即上引的 55

條「札記」是也。 

                                                 
   《金文詁林》引《金文零釋》部分見頁 158、233-234、295、298、344、384-385、427-428、550、602、641-642、

644-645、726、729、745、834-835、937、974、1090、1134-1135、1222-1223、1255-1256、1409、1448、1477、

1479、1610、1627-1628、1645-1647、1746、1789-1790、1926、2112、2147-2148。「周法高按語」部分見頁

134、190、245、298、352、358、383、384-385、447、478、501-502、505、520、530、576、608、678、726、

750、773、812、837、850、885、896、932、957、960、974、980、985、1002、1005、1161、1208、1229、

1280-1281、1334-1335、1335、1338、1353-1354、1370、1386、1407、1420、1431-1432、1477、1618-1619、

1624-1625、1656、1659、1691、1691-1692、1755、1792、1820、1827、1869、1876、1939、1942、1943-1944、

1964、1977、1984、2033、2112-2113、2123、2142、2148、2169、2201。 
   李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頁 2423、2719。 
   李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頁 2753、2765、2940、2945、2979。 
   李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頁 2445、2457、2460、2462、2463、2509、2577、2579、

2590、2597、2618、2662、2682（3）、2690、2703、2717、2719、2731、2749、2752、2754、2762、2782、

2790、2802、2815、2817、2818、2820、2825、2828、2833、2838、2851、2856、2884、2892、2915、2929、

2931、2952、2960、2961、2979（2）、2996、3007、3008、3018、3032、3055、3060。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編纂：《金文詁林》，上冊，頁 33。 
   李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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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中〈陳公治兵〉一篇，簡 16

中涉及到「陣法」的布局，句末所談的「女（如）御追，必 （慎）……」，

原整理者陳佩芬解釋說：「讀為『如御追』，使馬駕車去追擊。『必 』，讀

為『必慎』。」 後來蘇建洲以「包山 55、窮達 06、景公瘧 12」改釋為「從

辶從亘的字」。  張崇禮則認為「從字形上看，兩說皆有可能」。  由此可

見，戰國時期的「 」、「亘」二字存在著混用的情況，以致諸家難以定奪。

當然，歷來談文字構形及演變大都由《說文》追溯起，再緣甲骨文、金文、戰

國文字的路徑來窮源索因，個中金文正發揮了鈐鍵的作用，於是又回到先生主

編的《詁林》、《附錄》、《補》等金文三編的光環中尋尋覓覓，此論文也從

此處展開論述，以「 」字起例，從中窺見三編影響之深遠及有待補苴的未足

之處！  

二、以金文三編收錄「 」字起例 

觀察《詁林》、《附錄》、《補》等金文三編所收錄「 」字的情況，《詁

林》纂輯了清代至民國以來的眾多說法  ，依序輯錄了徐同柏的《從古堂款

識學》、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識》、阮元的《山左金石志》〈孫詒讓引）、

孫詒讓的《古籀拾遺》及《名原》、林義光的《文源》、丁山載於《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中的〈 跋〉、徐中舒載於《中央研

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的〈 敦考釋〉，以及載於《考古學

報》1959 年第 3 期的〈禹鼎的年代及其相關問題〉、郭沫若《兩周金文辭大

系攷釋》中的小臣單觶、吳闓生《吉金文錄》的南宮中鼎、周萼生在《文物參

考資料》1957 年第 8 期發表的〈郿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于省吾在《考古》

1964 年第 3 期發表的〈略論西周金文中的六 和八 及其屯田制〉、張與仁在

《中國文字》第十九冊發表的〈巳己文字與彜器畫紋考釋〉以及劉節的《中國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年 12 月），頁 184。 
   蘇建洲：〈初讀《上博九》劄記（一）〉，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發布時間 2013 年 1 月 6 日）。 
   張崇禮：〈讀上博九《陳公治兵》劄記〉，上海復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9（發布時間 2013 年 1 月 29 日）。 
   此部分可參閱《金文詁林附錄》中收錄的〈引用書籍論文目錄〉、〈引用書籍論文索引總目〉、〈引用書籍論

文索引〉、〈引用諸家索引總目〉、〈引用諸家索引〉，搜集豐碩，體例完善，頁 2310-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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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宗族移殖史論》等諸多說法  ，其中有單獨論述「 」字形義的，也有隨

文討論的，最後先生做個總結說： 

（1）周法高曰：「關於六 與八 ，參徐中舒〈禹鼎的年代及其相關問題〉

《考古學報》一九五九年第三期六三至六四頁。白川靜〈釋師〉一文，謂 乃

胾之初文，象純肉之形《甲骨金文學論叢》三集一一頁。師之初文 乃古之

氏族共同體為畋獵軍旅等事離自己之邑所行宜祭之肉也。其形與表示宜祭之

宜 之俎中之多同為肉之形象同上，八七頁。案：白川氏之說 乃胾之初文，

據周氏《上古音韻表》胾隸之部之韻去聲，照紐二等，古音為 tsiəγ， 隸微

部灰韻端紐，古音為 twər，師隷脂部脂韻審紐二等，古音為 sier，胾與 韻

部相去懸遠，不可能為 之初文，至 是否象肉形，乃另一問題。」  

係用平列的方式，補充了白川靜在《甲骨金文學論叢》中提出的新的看法，先生透

過上古聲韻的檢視，指出韻部聲紐中無法密縫合轍的問題，提出質疑說「胾與 韻

部相去懸遠，不可能為 之初文」，基本上是否定了白川靜的說法；至於其他諸說則

未見其提出分解與批判。雖然後來先生在《補》中對白川靜的說法又有所補充，收

錄纂詳，並補充了日本學者加藤常賢在《漢字之起源》中引用《漢書．武帝紀》：「立

后土祠于汾陰之脽上」，顏師古注：「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所

展開的創新論述：「脽，凥也。如顏師古所言，此一土地如人之臀凥之高起，故呼為

脽，而且本音為鄈，音轉而為脽者也。是則凥之驀地高起之形音癸也。」及「葵之音

乃稱从平地驀地高起之小丘，而 為臀凥之形，而不能得出結論。然 之形無論如

何不是高起之小丘或臀凥形，然 字橫放作 ，則為脽凥高起之形，殆不誤也。」

以及說「字義， 為臀凥之驀地高起之形，即臀凥之形也。篆文之 乃从 （阜金文

作 ）減少一段而作成，不過乃秦漢之際之字，原始字與 並無關係也。」 此說後

來影響深遠，但先生也存而不論，未做進一步的處理，顯見係屬資料的排比臚列整

理會通的成分居多。倒是與先生有「切磋之樂」的李孝定先生卻在《金文詁林讀後

記》中有所論略說：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編纂：《金文詁林》，下冊，頁 2030-2033。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編纂：《金文詁林》，下冊，頁 2033。 
   周法高編撰：《金文詁林補》，第六冊，頁 3480-3489。春按：引文中「凥」字皆當作「尻」，《說文》釋「尻」

為「 」，釋「凥」為「処」，文中「臀凥」皆當作「臀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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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金文習見，本書从郭沫若氏之說讀為「屯」，似有可商；按《說文》

「師」从帀，从 ， 四帀，眾意也。是以會意說師字。嚴可均氏《說文校議》：

「眾意也下，當有『 亦聲』」。嚴說是也， 、師同在段氏古音十五部，古

文假「 」為師，後加「帀」為形聲者，師主攻戰，帀有 徧之義，圍敵有

帀義，故从帀耳。《說文》官下曰：「从宀，从 ， 猶眾也，此與師同意」。

下云：「小阜也，象形。」既云 象小阜，又云猶眾也，蓋 下言本誼，官

下言借義，下又云與師同意者，言借 為師也。至金文八 、六 之義，于省

吾氏之說是也。張與仁氏謂殷文「 」亦蛇也，其說未聞。  

可說是對《詁林》眾說的批駁與定奪，亦即在先生自白的「因倩學長李孝定教授草

考釋千條，左右逢源，創獲獨多」之後，李先生衍其後緒大加發揮的結果，而友朋

相互間的切磋激盪，影響所及於斯也可窺見一斑！又若取先生之說與于省吾先生在

《甲骨文字詁林》及何琳儀先生的《戰國古文字典》「 」字下的按語作比較，更可

見先生解說文字的特質，于先生按語作： 

（3）按：戴侗《六書故》云：「側 為 ，側 為 ， ，小阜也。故其

文眂 而殺。別作堆。」其說似是而非，核諸初文，實有未然。 既非山之側

書， 亦非丘之側書。契文 作 、 ，與 之或作 者有別。 體屈，而 體

直，此其大別。參見 字條。金甲文「 」皆假作「師」。卜辭云：「王乍三

，右、中、左。」《粹》五九七。「三 」猶金文之「六 」、「八 」，為

師旅之組織，亦猶晉之作「三軍」。每「 」人蓋一百，《周禮》二千五百

人為師，非殷制。……然「 」字費解，待考。契文「 」與訓「小阜」之

「 」有別，金文始漸混同。  

何先生的按語則作： 

（4） ，甲骨文作 （鐵一○○．四），構形不明。讀若師。西周金文 （盂

鼎）；春秋金文作 （曾仲大父 簋追作 ）。戰國文字承襲兩周金文。《說

                                                 
   李孝定：《金文詁林讀後記》（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

1982 年 6 月），頁 469-470。 
   于省吾主編：《甲骨文字詁林》（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5 月），第四冊，頁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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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小 也。象形。（都回切）」（十四上二十一）  

從中觀察三家之說，不管是李先生、于先生或何先生，大抵作形義演變的追索，並

不涉及上古音韻的運用，更不用說對域外古文字研究的徵引援用了，眼目所及，自

有不同。微形知著，於斯彰顯出先生精通音韻，眼界寬廣，洵有別於諸家所擅。 

三、有關金文三編的後續發展 

其後，考古發掘日多，新說迭起，劉釗釋「 」為「臀」  ，說「『 』

字本來就是『脽』的古字，本象尻形，『堆』是其引申義。『堆』、『師』古

音相近， 字在卜辭和金文中又用作『師旅』之『師』」 ，與加藤常賢的看

法不謀而合，也為大家所接受，如季旭昇在撰《說文新證》時，即採是說加予

梳理其演變過程，云： 

（5）甲骨文「 」字象人臀部之形，堂基高於地面，有似於臀，因此「 」

引伸有「殿堂」的意義。再引伸則為小阜；軍隊駐紮地多在高起的丘陵地，

因此引伸為軍師，甲骨文也刻意把殿堂義寫成 1-3 形（春按：即 、 、 形）、

把軍師義寫成 4 形（春按：即 形），稍作區別（參「殿」字條）。 

  劉釗指出「 」即是「脽（ 也）」的古字，金文加尸、加丌，「 」形

或訛變為「目」形，師 簋進一步訛變成「爪」形（〈讀史密簋銘文中的「 」

字〉）。楚文字繼承這種訛形。 

六書：甲骨初文為象形，金文以下為形聲。  

一派則遵從舊說，並說明其所由，如孫海波以「 之本意為小阜，古者都邑必賓附

丘陵，都邑為王者之居，軍旅所守，故 有師意，更引申而有眾意。」 此即胡厚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8 月），下冊，頁 1213。 
   劉釗：〈卜辭所見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 9 月），第十六輯，頁 67-140。

劉釗：〈讀史密簋銘文中的「 」字〉，《考古》，1995 年第 5 期，頁 434-435。 
   劉釗：〈談史密簋銘文中的「 」字〉，頁 434。另外，穆海亭在〈 史 壺蓋銘文考釋〉一文中，以「 字，

《說文》亦無，从尸、从 、从丌，應讀為 。此字與永盂中的『周人司工』，可能是一字同名，是否同屬一

人，待考。」可參《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年 11 月），頁 383。 
   季旭昇：《說文新證》（臺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 11 月），下冊，頁 259。 
   于省吾主編：《甲骨文字詁林》（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5 月），第四冊，頁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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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主張的「殷代確常有大水及洹河氾濫之患，其人民不能不營為崗阜，或擇丘陵而

居」 ，與古人的「居丘之俗」有關，故金文的「在朽 」、「在牧 」、「在盩 」

的「 」即在此情形下造成的 ，西周金文凡與軍旅有關的地名多增置「師」字詞

尾，表示某地為駐紮軍隊的地方，如：《集成》05352 作冊夨令簋銘「唯王于伐楚伯，

在炎」，《集成》11802 召尊、13325 召卣則作「在炎師」，或如《集成》11803 彔 尊、

13331 彔 卣銘即作「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 因此，陳夢家指出「卜辭金

文某 之 乃是師戍所在」 ，是正確的。從此發展而來的，論述也越來越詳盡 ，

區分也越來越清楚，如將「 」分作「堆」與「師」，李學勤認為原來有兩個「 」

字，一為古「堆」字，一為古「師」字，後來在文字演變過程中逐漸混淆，許慎也

未能分清，《說文》有 字，訓為「小阜」義，豎過來則是「山」、「丘」二字，許慎

並將「追」當作形聲字，其實「追」應是會意字。訓小阜的「 」和「追」字本無

關聯，僅是偶爾音同。「追」、「官」、「師」所从，是古「師」字的這個字形，和「阜」

字以及豎過來的「山」、「丘」有所不同。 裘錫圭也有相同的看法，他說：「訓『小

阜』的『 』，一般都認為是『堆』的古字。『堆』、『師』的古音還算相近，『師』這

個詞原來可能確實就是用訓『小阜』的『 』字表示的。那麼甲骨文把表示『師』

的『 』字寫作 ，便是有意跟『 』字的其他用法相區別。也有可能寫作 跟 本來

是兩字，後來才混而不分。」 其中，裘錫圭還認為「『 』是『堆』的古字，在古

代有可能用來指稱人工堆築的堂基一類建築。堆是高出於地面的。……『 』（堆）

                                                 
   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說〉，《甲骨學商史論叢初集：外一種》（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504。 
   何樹環：《西周對外經略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10 年 9 月），頁 134-135。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年 9 月），第 12 卷，頁 96，05352

作冊夨令簋；第 21 卷，頁 277，11802 召尊；第 24 卷，頁 275，13325 召卣；第 21 卷，頁 279，11803 彔 尊；

第 24 卷，頁 288，13331 彔 卣。文中簡稱《集成》，並採寬式隸定，其中「某師」之「師」銘皆作「 」，

與彔 尊或彔 卣銘中出現的「師氏」銘皆作「師」有所區別。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陳夢家著作集》（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4 月），上冊，頁 10，3.小臣單觶

「才成 」解；又蔡運章：〈 師新解〉，《中原文物》，1988 年第 4 期，頁 58。又董蓮池編著：《商周金

文辭彙釋》（北京：作家出版社，2014 年 6 月），中冊，頁 820-821。 
   詳細情形參見于省吾主編：《甲骨文字詁林》，第四冊，頁 3036-3042。 
   李學勤：〈論西周金文的六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 年第 2 期，頁 207-208。又李學勤：《李學勤學

術文化隨筆》（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273-285。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兩個詞－「門塾」與「 」〉，《出土文獻研究續集》（北京：文物

出版社，1989 年 12 月），頁 1；又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兩個詞－門塾與 〉，《古文字

論集》（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頁 192；又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2
年），第 1 卷，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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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殿』也應是同源詞。『 』堆之轉為『殿』，猶『脽』之轉為『臀』。……『 』

很可能是指殿堂而言的。」那麼，「 ：西」跟「庭門塾」一樣，是可以舉行儀式的

地方，「 」也應該代表著一個與建築有關的詞。 說法也有一定的道理在。 

當然，因金文持續的時間長，跨越的年代多，有時還得考慮時間所造成的

改變因素，如戰國時代的金文中，普遍將「 」當「官」字簡體用，如董蓮池

在《金文編校補》中收錄有三個「 」形，作： 

（6）    
並說：「此第一文見 公壺銘：『 公左○』，第二文見東周左○壺，第

三文見公朱右○鼎。第一、二文第三版《金文編》釋如此，第四版《金文編》

因之，第三文為第四版《金文編》所增收。今按：此三文並為戰國器銘中文字。

朱德熙、裘錫圭二先生在《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載《文物》一九七三年

第十二期）一文中指出這類 字以往多釋為師，左師、右師固有此官名，但以

『 』為『師』是商代和西周文字的習慣，戰國時代的兵器銘辭和璽印文字裡，

『師』字通常都寫作『帀』，從來沒有寫作『 』的，這些『 』字都是官字

簡體，以古璽文而論，『安官』之『官』字作 ，或又簡化作 ，『私官』之

『官』字作 ，又作『 』，凡此均可證所謂左師右師之『 』應為『官』之

簡體，應讀為左官右官。又指出見于古璽之 等類从 之字，即从『官』

之簡體，即應是『館』、『輨』等字，這也是戰國以 為官的重要證據。至於

左官與右官的職分則均應是食官。所說極是。故此三文並應釋為『官』之簡體。

入官字條下。」  由此可見，字形雖同，隨著時代的不同，其用法也會隨著

轉換，在釋讀時也應考慮用字簡化這一環的。 

若我們試圖往上追索甲骨文的字形分野，裘先生已觀察過，他說：「商承

祚先生認為《佚》67 第一期卜辭裡的 和 『即古師字』，恐怕有問題。因為

第一期卜辭裡表示『師』的『 』字通常都寫作 ，不但不寫作 ，而且也不

寫作 。……第三期以後的卜辭裡， 、 的區分就不那麼嚴格了。…… ，更

是甲骨文中已知的表示『師』的『 』字所沒有的寫法。所以它們也不能讀作

『師』。訓『小阜』的『 』，一般都認為是『堆』的古字。『堆』、『師』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兩個詞－門塾與 〉，《古文字論集》，頁 192；又裘錫圭：《裘錫

圭學術文集》，第 1 卷，頁 301-302。 
   董蓮池：《金文編校補》（長春：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年 9 月），頁 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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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的古音還算相近，『師』這個詞原來就有可能確實就是用訓『小阜』的『 』

字表示的。那麼甲骨文把表示『師』的『 』字寫作 ，便是有意跟『 』字的

其他用法相區別。也有可能 跟 本來是兩個字，後來才混合而不分。」 他

已注意到在甲骨分期中，「 」字隨著字義的變化寫法從區別嚴格到區分不嚴

格的演變過程。  

回頭檢驗劉釗等編纂的《新甲骨文編》卷十四所收的「 」字例，字形可

分四種如下：  

（7） 、 ： 組、賓組、歷組、出組、無名組、子組 

（8） 、 ： 組、賓組、無名組 

（9） 、 ：無名組、無名黃組、黃組 

（10） 、 、 ：黃組、何組、黃組、子組、西周  
（7）是曲筆兩斜三角形的結合。（8）是曲筆中兩三角形有間隔。（9）

是直筆的兩三角密合。（10）是直筆或直筆偏斜的兩三角形或半橢圓形有間隔。

依據殷墟甲骨文的分期與分組的對應關係  ，可見（7）、（8）形的字體較

早；（9）、（10）形的字體大抵出現得較晚，甚至晚到西周。另根據朱歧祥

《甲骨文詞譜》視「 」為「或 字異體，即師字」，而釋「 （ ）。《通釋

稿》：『隸作 。即師字之初文。殷人軍旅，師分左中右三支。一師約百人。

又，卜辭有名詞作『 般』，即『師般』，或相當文獻中的武丁功臣甘盤。』」

收的詞條有：師般、師獲、師 、在師、 師、師人、叀師、師． 刻、師．

亡其工、師．亡其災、涉師、師告、師往、雀師、 師、我師、 師、至師、

以師、从．師、師．不余我見、 師、 師、虎師、其師、三師、 師、 師、

師．方位詞（西北東）、京師、戍師、犬師、鼓師、師亡禍、師辟、王師、師

亡 寧、令師、步師，文例凡 39 種，另舉「花東甲骨字作 。讀如師。文例作

『魚師』，為〈花 236〉魚 。」則共 40 類型  ；但是，關於「或 字異體」

的「 」字，文例卻只有 2 種類型，作：  

（11）于 某    〈集 28086〉 王其尋二方白于 辟？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兩個詞－「門塾」與「 」〉，《出土文獻研究續集》，頁 3。 
   劉釗、洪颺、張新俊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年 5 月），頁 751-752。 
   參見李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27。 
   朱歧祥：《甲骨文詞譜》（臺北：里仁書局，2013 年 12 月），第五冊，頁 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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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貯       〈集 28089〉正 貯其乎取美， ？  

比起「 （ ）」琳瑯滿目四十種的文例類型，「 」字文例類型非常少，而且沒有重

複的類型，甚為怪奇，則「 」字是否為「 （ ）」之「異體」，是可以再考慮的。

到了西周甲、金文，「 」大抵從上舉（10）的類型演變而來，或許是較近於事實的。

另外，根據李宗焜的《甲骨文字編》還收錄兩種跟上舉四種不同的字形作：「 」合

20136（A1）及「 」合 00635 反（A7） ，在考慮「 」字的初形本義時，還需

要仔細斟酌的。 

更需要延伸考量的，是「 」的造字功能相當強，以它為部件的構字在先

秦非常的發達，如《甲骨文字編》收錄有： （ ）、 、 、追（ ）、 （ ）、

（ ）、 、 、歸（ 、 、 、 、 、 ）、 （ ）、辥／薛（ 、

）、 、次／ （ ）、 （ ）、 （ 、 、 、 、 ）、 、

（ ）、 （ ）、 、 、 、遣（ 、 、 ）、 、 （ ）、

官（ ）、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凡 38 字，數量相當地多。至於金文的部分，則有：歸（ 、 ）、

遣（ 、 、 ）、追（ ）、師（ 、 ）、 （ ）、綰（ ）、官（ ）、

（ ）、 （ ）、 （ 、 ）、辥（ ）、棺（ ）等 12 字，有

些承襲甲骨文，有些是新見的。  至於戰國文字，則更形豐富，除何琳儀在

《戰國古文字典》中收有： （ ）、追（ 、 ）、垖（ 、 ）、 （ ）、

（ ）、鴭（ ）、桘（ 、 ）、 （ ）、歸（ 、 ）  、 （ 、

                                                 
   李宗焜：《甲骨文字編》（北京：中華書局，2012 年 2 月），下冊，頁 1178、1179。 
   按：此字李宗焜《甲骨文字編》僅收錄 34158（B1）1 例，釋作「宧」，唯字形與从「 」者有別，疑為闌入

或誤植。 
   李宗焜：《甲骨文字編》，上冊，頁 164、189、281、308-309；中冊，頁 501、520、610、698-701、721；下

冊，頁 977-978、1070、1188、1210-1211、1178-1183。 
   容庚：《金文編》（四版）（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 7 月），頁 85、99-100、102-103、418-419、605、860、

935-937、941、975、402。董蓮池：《新金文編》（北京：作家出版社，2011 年 10 月），頁 147-148、184-185、

189-191、772-777、1200-1201、1799、1999-2005、2014-2015、2127、74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8 月），下冊，頁 1214-1215，云：「歸，甲骨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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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等凡 12 字外，還有逭（ B）、倌

（ B）、捾（ A）、 （ C、 C）、棺（ A）、遣（ B）、管

（ A）、綰（ A、 C）、 （ D）、輨（ C）、辥（ A、 C）、

（ C）、 （ B）、 （ C）、孽（ A）、譴（ A）、蘬（ A）、

（ B）、 （ B）、 （ ）、 ／ （ ）、 （ ）、 （ ）

 、官（ 、 ） 、 （ ） 等 25 字，造字功能更形豐富。倒是到《說

文解字》時，「 」部下僅收「 」、「官」而已。  其他如：師、遣、管、

館、琯、輨、悹、涫……則分置他部，造字功能依然強勁，在討論追溯「 」

字形音義演變的來龍去脈時，必須通盤檢視，簡直是曠時費日的大工程一件，

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抽絲剝繭，直搗核心。唯若溯其字源，本文較傾向裘先

生主張的「 跟 本來是兩字，後來才混而不分」，甲骨卜辭「 」、「 」早

期有別而晚期混同的看法，以及李先生認為的，「原來有兩個『 』字，一個

為古『堆』字，一為古『師』字，後來在文字演變過程中逐漸混淆」的情況，

但又與裘先生主張的「 」是「堆」的古字，在古代有可能用來指稱人工堆築

的堂基一類建築，很可能是指殿堂而言的，是可以舉行儀式的地方，「 」也

應該代表著一個與建築有關的詞  的說法卻略有不同。 

若稍微留意傳世文獻的記載，在《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曾敘述到

黃帝在涿鹿之戰擒殺蚩尤後，「未嘗寧居」，從而征伐東西南北天下四方不順

                                                                                                                                      
（甲三三四二）。从帚， 聲。西周金文作 （夨令彝），或从追作 （不 簋），與三體石經《僖公》

吻合。或作 （應侯鐘）， 旁加上 緣 字而類化，參 字。春秋金文作 （歸父盤）， 旁譌作 形。

戰國文字承襲西周金文，或省辵為止作歸，為小篆所本。或省 作 。《正字通》：『 ，同歸。』在 字

中或省 、止作 ，僅憑詞例辨識。《說文》：『歸，女嫁也。从止，从婦省， 聲。（舉韋切） ，籀文省。』

（二上二十一）」說法觀察入微，可參。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下冊，頁 1213-1215。 
   李守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北京：作家出版社，2007 年 12 月），頁 83、

115、429、606。 
   李守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 62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北京：百家出版社，2010 年 12 月），頁 258。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北京：百家出版社，2011 年 12 月），

頁 211、263-264。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袁國華審訂：《說文解字注》（臺北：藝文印書館，2005 年 10 月），頁 737。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兩個詞－門塾與 〉，《古文字論集》，頁 192；又裘錫圭：《裘錫

圭學術文集》，第 1 卷，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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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侯，「而邑于涿鹿之阿，遷徙往來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

為雲師。」《正義》解云：「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若轅門即其遺象。」《集

解》引張晏說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  這給予我們很大

的啟發，古代軍隊環營以宿衛，一對轅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象徵。《說文解字》

訓「轅」為「輈」，又訓「輈」為「轅」，蓋「許渾言之者，通偁則一也。」

其實二字是有別的，段《注》只說出「轅之言如攀援而上也」以及引〈攷工記〉

言「輈人為輈，車人為大車之轅，是輈與轅別也」  ，透過音訓來說明「轅」

可「攀援」的特質，及根據〈攷工記〉用以分別製作專業人員與大小車的從事

不同。其實二字的分法是因為「轅直而輈曲，轅兩而輈一，轅施之大車以駕牛，

輈施之小車以駕馬」區分得更加仔細，從中可知「轅」是用在大車上，有左右

「兩」木平而直，輈則僅一木前端微曲上鉤。  51《左傳．宣公十二年》曾記

載：「軍行，右轅左追蓐。」《注》：「在車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

追求草蓐為宿備。」  52又《穀梁傳．昭公八年》記「秋蒐于紅」，「因蒐狩

以習用武事」，而「置 以為轅門。」《注》：「轅門，卬車以其轅表門。」

 53可見，古代「軍行」或「蒐狩以習用武事」時，軍隊是設有類似轅門的用

以宿衛的設施，卜辭的「 」正象其形，因「環營以宿衛」，故設門形曲而相

對以守；後以四帀營衛，故增从「帀」之形構而成「師」字，以會「師」為軍

隊四帀守衛之意。又軍與官的設施地緣緊密，所謂「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

雲命，為雲師」、「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以故增「从宀」結構

而成「官」字，本為機構設施之謂，許訓「官，吏事君也」為引申意，而「从

宀 」正可會其意，後言「此與師同意」則將此中緣由隱約托出，故余意以「 」

為古「 」、「師」、「官」字的共同來源  54；至於「 」則為古「 」、「堆」

字的來源，後來兩者殊途卻合轍，混淆了本來面目及其音韻，以致於異說紛起，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北：鼎文書局，

1975 年），頁 5-7。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袁國華審訂：《說文解字注》，頁 732。 
 51   ﹝清﹞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 年 6 月），頁 251。 
 5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79

年 3 月 7 版），第 6 冊，頁 390。 
 53   ﹝晉﹞范寧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梁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79

年 3 月 7 版），第 7 冊，頁 168。 
 
54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袁國華審訂：《說文解字注》，頁 275，云：「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

从 ， 四帀眾意也。」頁 737，云：「官，吏事君也。从宀 。 猶眾也，此與師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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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衷一是，其實，「 」者為音「師」的來源；「 」者為音「堆」的來源；

「 」者為音「官」的來源，而到戰國時期，又與「亘」作 （〈景公瘧〉

12.29 ／ ）、 （〈陳公治兵〉簡 16 ／ ）相混，分辨不清矣！ 

四、結語 

由此可見，對一字一義的追索本身是個龐雜的工程，無法輕易地下結論

的，「按語」的形式也是如此。先生處在那個資料相對匱乏的年代，能就眼目

所及，擴及方外異域，已屬難得；又能透過對古音的精深掌握，真切應用，得

其神髓。以今視之，可能有所不足，但《詁林》的編纂已耗時七年，之後的《附

錄》與《補》更耗盡先生無數的心血，先生雖謙遜自抑說「未嘗以全力為之」，

然所標舉的「策劃、監督、搜集、選材」的工作，其登高遠呼，啟迪深遠，實

非常人所及的，先生曾於 1977 年 2 月 17 日《附錄‧後記》中推崇「容（庚）

教授為當今南閣祭酒」，並「聊誌欽慕之忱」 55，今撰此文，亦同興此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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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erspectives on Professor 
Chou Fa-Kao’s Comments in Jin wen 

gu lin：a Case Study of the 
Shī（ ）Character in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Shen, Pao-chun∗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in wen gu lin 金文詁林, Jin wen gu lin 

bu 金文詁林補 (8 volumes), and Jin wen gu lin fu lu 金文詁林附錄,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has 

elevated Professor Chou Fa-Kao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aleography. These books have been widely consulted and 

discussed by scholars in studying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I personally 

benefited greatly from consulting these well-organized works during my graduate 

studies, in particular when writing my MA thesis—The Ver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hang Zhou Jin Wen Lu 商周金文錄遺考釋, and my Ph.D. 

dissertation—The Study of Bronze Inscription School of Wang Yun 王筠之金文學

研究 . 

In the Preface to Jin wen gu lin, published in July 1974, Chou Fa-Kao stated 

that he has mad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the scholarship and has attached 

different opinions to each character. His strategy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adopted by Professor Ding Fu-bao 丁福保. In Ding’s Shuo wen gu lin 說文詁

林 , he simply collected previous scholarship without leaving any comment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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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Jin wen gu lin was published in haste, it contains numerous comments in 

which Professor Zhou Fa-kao expressed his opinions regarding the characters in 

question. No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the comments in his 

book. In fact, even he himself did not know how many comments he has made in 

his works. 

The sentence of “one must be cautious when driving your chariot to chase the 
enemy,” written on Slip No. 16 in the Chapter of “Chen gong zhi bing 陳公治兵” 

in the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 , involves the deployment of troops on 

battlefield. Chen Pei-fen 陳佩芬  interprets it as “be cautious when steering your 

chariot in chasing and attacking your enemy.” On the other hand, Su Jian-zhou 蘇

建洲 interprets the character in question as one that combines “chuò ” and 

“xuān 亘＂(從 從亘), based on his study of “Bao shan 55”, “Qiong da 06”, and 

“Jing Gong nue 12” 包山 55、窮達 06、景公瘧 12. Zhang Chong-li 張崇禮  

concludes that shī  and xuān 亘 were used interchangeabl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戰國, as both theories seem plausible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theories regarding the 

character of shī . Furthermore, I will use Professor Chou’s comments on the 

character of shī  as a case study to demonstrate his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and insigh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Keywords:  shī, 追 Zhuī,  Xuān,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 Jin wen gu lin, 

Chou Fa-Kao’s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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