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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金文編》三版收而四版脫漏

的‘黃’‧‘饋’‧‘  （尊皂）’‧

‘其’‧‘䚃’字考察 
崔南圭∗ 

【提要】 

｀ ＇字收錄於第三版｀0335 革＇（129 頁），但不見於第四版，≪金

文編≫第四版在｀黃＇字下中脫漏此字。｀ ＇（≪卲王鼎≫）字、｀ ＇

（≪  鼎≫）字收錄於第三版｀0353  （ ）＇（138 頁）中，均不見於

第四版。≪金文編≫第四版的食部中應新增｀饋＇字，並應收錄此｀ ＇字

和｀ ＇，而在｀0258 ＇中應作“饋字重見＂。｀ ＇（≪大豐簋≫）（≪

集成≫4261）字收錄於第三版｀0580 ＇（234-239 頁）中，而四版未收。

這可能後世欲將其分離爲二字，但從形態上拆分並非易事因而移動時脫落。

≪金文編≫第三版｀1171䚃’（492 頁）字下收錄了≪克鼎≫｀ ＇字和≪番

生簋≫｀ ＇字，然而≪番生簋≫｀ ＇字≪金文編≫第四版中欲查不及。

≪金文編≫第四版中｀1482 ＇（629 頁）字和｀1940 ＇（778 頁）中均

應收錄≪克鼎≫和≪番生簋≫中的｀ ＇字和｀ ＇字，並當爲｀ 字重

見＇或｀ 字重見＇。又｀ ＇字臨摹形態有異，故應慎重考察分析。 

 

關鍵詞：容庚 ≪金文編≫三版 ≪金文編≫四版 黃 饋 尊簋 其  
（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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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1984 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纂的《殷周金文集成》爲迄今影響

力最大的金文研究資料。《集成》第一冊於 1984 年 8 月問世，1994 年 12 月

完刊，共 18 冊。所收錄器銘的總數約 11983 件，可謂古今中外銘文集彙。每

冊後面部分著有銘文的出處、器物上的文字數、器物的大小形態等說明，一目

了然，便於研究。釋文與銘文的索引可參考《殷周金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

《金文引得》的〈殷商西周卷〉，〈春秋戰國卷〉（廣西敎育出版社）。銘文

考釋研究領域內研究成果比較顯著的有吳大澂，王國維，郭沫若，唐蘭，於省

吾以及楊樹達等。   

作爲金文字形研究的參考工具書主要有：容庚的《金文編》，周法高的《金

文詁林》、《金文詁林附錄》，高明的《古文字類編》，徐中舒的《漢語古文

字字形表》，陳初生的《金文常用字典》，戴家祥的《金文大字典》以及王文

耀的《簡明金文辭典》等。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林潔明等編輯的《金文詁林》端籌於 1967

年，成書於 1974 年，1975 年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參照丁福

保的《說文解字詁林》，以容庚第三版《金文編》爲據，分 14 卷，共 1894 文。

正如“以字爲綱，附諸家之說於下＂，1894 字下皆標有至 1970 年爲止收集的

銅器名、文句等資料，並附有作者見解。《金文詁林》的銘文句主要參考了郭

沫若的《兩周金文辭大系考釋》與《文史論集》、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

於省吾的《雙劍誃吉金文選》、吳闓生的《吉金文錄》、羅振玉的《貞松堂集

古遺文》、《補遺》、《續補》，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等文獻。1977

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出版了周法高，李孝定，張日昇等編著的《金文詁林附

錄》、此書逐字編有索引，附於有關各條之下，使用便易。  

周法高 1981 年於台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爲《金文詁林》補編增

錄刊成《金文詁林補》，共 8 冊。《金文詁林補》增收三百餘字。周法高的《金

                                                 
   吳大澂《說文古籒補》，《字說》，《愙齋集古錄》；王國維《觀堂集林》〈觀堂古金文考釋五種〉；郭沫若

《殷周靑銅器銘文硏究》（1931 年），《金文叢考》（1932 年），《古代銘刻匯考》（1933 年），《古代銘

刻匯考續編》（1934 年），《西周金文辭大系考釋》（1935 年）；唐蘭的金文研究論文全部收錄於 1995 年紫

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唐蘭先生金文論集》；於省吾《雙劍誃吉金文選》（1934 年）；楊樹達《積微居金文說》

（195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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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詁林》與其他著書不僅成爲修正第三版編纂第四版《金文編》的重要依據，

也揭示了第三版《金文編》中的錯誤所在，爲金文研究提供了豐富的參考資料，

也是金文研究者的必讀之書。此外，《甲骨文字集釋》的作者李孝定於 1982

年在臺灣歷史硏究所出版了《金文詁林讀後記》，此書同｀李孝定按語＇一樣，

爲理解《金文詁林》提供了莫大的幫助。 

容庚的《金文編》是一部名副其實的中國最初的金文字典。  1922 年向

羅振玉請正後，1924 年完成初稿，1925 年第一版《金文編》問世。《金文編》

共收表題字 1382 字、附錄字 924 個，  並附羅振玉，王國維，馬衡，鄧爾雅

以及容庚自身的序文。第二版表題字共 1804 字  ，比第一版增補了 422 字。

1895 年完成的《說文古籒補》（增訂本）收錄了金文表題字 1093 字，此書堪

稱宋至清的一大金文研究成果，第一版與第二版《金文編》則可謂 1896 至 1938

年約 40 年間的一項巨著。  

第二版《金文編》二十年後，《金文編》第三版於 1959 年刊出。與第二

版相比正字的數字上增加了近 90 字，增加的文字數由第二版的 422 字至第四

版的 526 字數字雖不大，但第三版《金文編》作爲《金文詁林》、《金文詁林

補》、《金文詁林附錄》的底本受到世人的矚目。   

                                                 
   宋代《考古圖釋文》是編輯收錄於《考古圖》（1099 年）中的銘文而成,淸朝吳大澂的《說文古籒補》（1883

年初版）除金文外，還包括了璽文、陶文、石鼓文以及貨幣文等。 
   “據初版本《金文編》容氏《序言》，是書正編共收字頭 1382 字（然據初版本字頭統計，僅得 1360 字，如果

不算重出，實爲 1338 字，不知何故），比增補本《說文古籒補》所收的 1038 個金文字頭，多了 299 字，應該

是 1895 年至 1924 年 30 年間新釋之字，其中有一部分實爲容氏所釋＂趙誠，《二十世紀金文硏究述要》，書

海出版社，2003 年，120 頁。因標題字無序號，與實際統計數字略有差異。 
   容庚 編著，張振林，馬國權 摹補，《金文編》〈自序〉，中華書局，1985 年，22 頁參考。 
   《漢語文字學史》中如此評價《金文詁林》。“匯集各家考釋金文的成果、對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參考價值的

工具書，要數周法高主編的《金文詁林》。該書由周法高擔任「策劃、監督、搜集、選材」，研究生張日昇、

徐芷儀、林潔明分工編纂，前後歷七年之久，終於在 1975 年成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全書正編十四卷，

分裝 15 冊，加上附冊共十六冊，9700 餘頁。正編以容庚增訂三版《金文編》正編所收 1894 文為被釋之字，仿

丁福保《說文解字詁林》體例，「以字為綱，附諸家之說於下」。不同的是，丁書匯集群言，不著己見，而周

書在許多字下，於羅列諸說後，還加了按語，周氏「舊著《金文零釋》十萬言，泰半采入本書，又新加按語若

干條。張日昇君加按語八萬言，林潔明君加按語三萬言，徐芷儀君草《〈金文編〉刊誤》萬伍仟言。」按語品

評各說，折衷一是，頗多中肯之論。每字之下備注所出彝器，兼錄文句。這樣的體例，更便於學者使用，又能

省卻書海搜求之苦。周氏又與李孝定、張日昇共同編著《金文詁林附錄》上下卷（合裝一冊），於 1977 年由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本編依容庚三訂《金文編》附錄編次，羅列眾說及彝銘文句，一般均加李孝定按語，體例

與正編略同。卷首有字形索引，便利檢索。周氏又撰《金文詁林補》十四卷，連同附錄補遺及別冊，共為八冊，

於 1981 年由台灣歷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正編》據容庚三訂《金文編》所收之字，《補編》則增收三百餘

字」體例與正編大體相似，惟是編率由周氏親自編纂，按語皆出自周氏。……《金文詁林》在當前仍然是匯集

金文研究成果最詳密、使用價值最大的一部工具書。＂黃德寬，陳秉新 共著，河永三 譯，《漢語文字學史》，

東文選，2000 年，374-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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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年修正第三版，第四版問世。1983 年 3 月 6 日，第四版出刊前容庚

逝世。在其弟子張振林和馬國權模仿原本增補後第四版正式出刊。第四版收錄

的器物共 3902 個。正文（正編的標題字）共 2420 字，重文 19357 字，附錄

1352 字，附錄的重文 1132 字。   

第四版《金文編》是容庚 60 多年來收集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加以修正

的巨大著作。但後者在發掘新的資料，第四版《金文編》的校訂增補也不斷湧

現出新成果。   

本文針對容庚《金文編》第三版和第四版〈正編〉進行比較，考察了於第

四版中脫落的文字。實例頗多，由於篇幅所致，暫對｀黃＇．｀饋＇．｀  （尊

皀）＇．｀其＇．｀䚃＇字進行說明考釋。 

二、脫漏字考 

（一） ‘  （黃）’（《 同簋》） 
｀ ＇字收錄於第三版｀0335 革＇（129 頁），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

〈1287〉 與《三代》的｀8.2＇  中亦有，但第四版的｀0426 革＇（168 頁），

｀2207 黃＇（898 頁）中卻不見此字。  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中器銘

爲《  同簋》，第三版｀0335 革＇下爲《革 簋》。《金文編：第三版批校

本》中卻毫無言及此字。  

第四版《採用彝器目錄》中爲《黃君簋》。  如只以《採用彝器目錄》

的器物名進行判斷，｀ ＇字在第三版中看作｀ ＇字或｀革＇字，第四版中

                                                 
   《金文編》，1504 頁。張振林指出“附錄共 1352 個＂，據《金文編》《附錄下》後的“附錄二卷共一千三百

五十一文＂，可能張氏｀一＇誤寫爲｀二＇。 
   陳漢平的《金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年），董蓮池的《金文編校補》（東北出版社，1995

年），嚴志斌的《四版金文編校補》（吉林大學出版社，2001 年）等皆爲 80 年代後期對《金文編》的見解、

校訂、增補，成爲理解《金文編》的重要參考資料。對第三版《金文編》體制上的問題，徐芷儀在《金文編劄

記》中言及到 7 個方面，其中｀每字下器名與器目所引器名前後不一致＇這一點在第四版中已將其修正。然而

第四版《金文編》中仍有體制上的問題存在。 
   序號以《金文詁林》中第三版的器物爲序。 
   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中｀0035＇號爲周法高《金文詁林》中後增編號。 
   第三版主要參考周法高的《金文詁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4 年）和容庚的《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第

一版，中華書局，2012 年）與第四版《金文編》（容庚 編著，張振林，馬國權 摹補，中華書局，1985 年）

進行比較。 
   《金文編》第四版，13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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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作｀黃＇字，｀ ＇字下麵的｀ ＇字看作｀君＇字。但第四版《金文編》

｀0133 君＇（58 頁）與｀1277 同＇（545 頁）中完全不見此字。第三版《金

文編》將｀ ＇字收錄在《附錄下》｀926＇中，稱爲《 簋》，第四版收

錄在《附錄下》｀023＇（1171 頁）中，和第三版一樣稱作《 簋》。由此

可斷定第四版中對｀ ＇字和｀ ＇字的見解並不一致。  

筆者認為，第四版《金文編》中，預將｀ ＇字收錄於｀黃＇字，但由於

疏忽而脫落。郭沫若在《大系》中將此二字釋爲｀黃君＇。  

黃君二字原作 ，舊或釋“堇同＂。案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簋》作

，《伯家父簋》作 ，《趞曹鼎》作 ，足證此必爲黃字。 

又同字《同卣》作｀ ＇，《不簋》作 ，《姑馮句鑃》作 ，所從 字二

直均出，從同之字亦如是。與此有別，此特君之略形耳。  

馬承源的《商周靑銅器銘文選》也同樣將｀ ＇字釋爲｀黃君＇，收錄

的器物主要有東周黃國的《黃君簋蓋》、《黃季鼎》、《 君叔單鼎》、《伯

亞臣 》、《黃大子白克盤》、《黃仲匜》、《黃韋兪父盤》。  但革字與

器物上｀黃＇字均稍有不同，與第三版  ｀0335 革＇字所在的｀ ＇（《康鼎》）

也有差異。這也許是第四版中將｀ ＇字從｀0335 革＇中刪除的原因之一，也

是第四版｀2207 黃＇字中脫落的原因所在。 

李孝定在《金文詁林讀後記》中贊同郭沫若的主張，認爲此字可看作｀黃＇

字  ，《金文詁林附錄》 中也說“李孝定曰：郭說是也 . 蓋同字從 ，乃盤

之古文不得作 。＂  甲骨文中｀同＇字寫作｀ ＇‧｀  ＇  。甲骨文中

｀同＇字寫作｀ ＇．｀ ＇。甲骨文與金文皆寫作｀口＇和｀凡＇。   

由此可見，第四版的｀黃＇字和｀君＇字下應包括｀ ＇字和｀ ＇字。 

 

                                                 
   郭沫若，《兩周金文辭大系圖錄考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年，172 頁。 
   馬承源，《商周靑銅器銘文選（四）》，文物出版社，1990 年，413-416 頁。 
   “郭沫若氏釋黃，於義爲長，此篆宜刪＂李孝定，《金文詁林讀後記》，臺灣歷史硏究所專刊之八十，中央硏

究院歷史硏究所，1982 年，83 頁。 
   周法高 等編著，《金文詁林附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 年，1222 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330 頁。 
   “凡字，槃之初文也。象形＂郭沫若，《蔔辭通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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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饋）’（《 鼎》） 

｀ （ ）＇（《卲王鼎》）．｀ ＇（《 鼎》）字收錄於第三版

｀0353 （ ）＇（138 頁）下。此器物為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0444〉，

〈0366〉，可見於《三代》的｀3.11＇和｀2.53＇。   
吳大澂在《載字說》中說“《說文．車部》｀載，乘也。從車， 聲。＇

《 部》：｀ 設飪也，從 ，從食，才聲。讀若載。＇二字音同而義則絕不

相類也。《石鼓文》 :｀ 西 北＇，應用｀載馳載驅＇之載，今作 ，假

為載。＂   
《金文編》第三版中的｀ ＇．｀ ＇二字用｀ ＇字來解釋，是因爲認

同 右 上 部 分 和 ｀ 甾 ＇ 聲 有 關 的 見 解 。 陳 仁 濤 認 為 ｀ ＇ 字 是 由 ｀ 食 ＇ 字 、

｀鼎＇字及｀甾＇省聲形成的字，和｀ ＇字爲同一字。 

按此字當從食從 聲， 當從貝 聲，貝卽鼎字之省。…… 卽甾字。……陳

尙殘陶甾作 ，並卽地名臨淄。形態皆與此近，是其證也。古者才甾音同。

故依聲類求之，蓋與鼒同字。當是 。  

但高田忠周指出《古籒篇》中｀ ＇字的右則确为｀貴＇字旁。 

此右從貝從 ，當爲貴字。……然則此爲饋字，尤顯明者，說文饋，餉也，

從食貴聲。經典多以餽爲之。又或以遺以歸爲之，蓋音近而通用也。  

《金文編》第三版｀0212 ＇（第四版，｀0258＇）  中收錄了《段簋》

的｀ ＇字，記載有“說文所無。汗簡引林罕集字饋作 ＂。或者，筆者認為，

容庚因為有｀ （饋）＇字，因而未將｀ ＇字認成｀饋＇字。｀ ＇字是會

意字，而｀饋＇是形聲字。  
第三版＇0353 ＇（138 頁）的｀  ＇（《卲王鼎》）字，在《金文編：

第三版批校本》中用紅色字寫著“移五．二六下＂。即屬於｀五．二六＇的字

下。《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中第三版｀0680 ＇（五．二六，285 頁） 下

                                                 
   吳大澂，《載字說》。 
   周法高 主編，《金文詁林》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4 年，438 頁（共 1596 頁）再引。 
   周法高 主編，《金文詁林》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4 年，436 頁（共 1594 頁）再引。 
   第三版《金文編》，｀0212 ＇，86 頁。第四版，｀0258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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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用紅色字寫著“接三．一九（接 138 頁），並追添了｀ ＇（《卲王鼎》）

字，說明“《說文》或從賁，可知賁與 可相通假。《卲王鼎》，饙鼎＂  。

而在第四版｀0835 ＇（357 頁）卻查不到此字。但卻被錄入于《卲王鼎》的

｀ ＇字，和｀  ＇（《卲王鼎》）字在形態上稍有不同。第四版《卲王鼎》

中的｀ ＇的參考拓本難以查認字雖然作爲拓本被參考但是現在卻不得而知。 

因爲第四版《採用彝器目錄》之《卲王鼎》的參考著錄依然是《三代》的｀3.11＇

 。  

針對｀  ＇（《 鼎》）字，在第三版＇0353 ｀（138 頁）中，《金

文編：第三版批校本》標有紅色｀X＇，並且說“食旁泐，故刪去。＂ 

第四版｀0835 ＇中，將可隸定為｀ （饙）＇的字與可隸定為｀饋＇的

字看做同一個字。張亞初把｀1653 ．饙＇和｀1646 饋＇分開解釋。即｀

（ ）＇（《卲王鼎》）．｀ ＇（《 鼎》）字都看做｀饋＇。而且張亞

初《殷周金文集成引得》中｀饋＇字還有｀ （饋）＇和｀ （ ．饋）＇字

都看成｀饋＇的異體字。   
《古文字詁林》中｀ （饙）＇字和｀饋＇字已經分開。  在徐中舒的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中只收錄了相對｀ （饙）＇字，而相對｀饋＇字卻沒

有收錄在其中。 高明的《古文字編》中分開了｀ （饙）＇字和｀饋＇字。

｀饋＇字下麵不僅收錄了金文《卲王鼎》（戰國）的｀ ＇字和《大府盞》

（戰國）｀ ＇（《集成》，04634）字，也收錄了《包山楚簡》中的部分文

字。  ｀小學堂＇網站中也有《卲王鼎》（戰國）｀ ＇字的出處是《殷周

金文集成》｀2288＇的記錄，但｀2288＇的《卲王之諻鼎》中寫作｀ ＇而不

寫作｀ ＇。   

｀饋＇字，《包山楚簡》中寫作｀ ＇字，《天蔔》中寫作｀ ＇字，

                                                 
   《說文》中寫作｀賁＇部。可知｀賁＇與｀ ＇互通。《卲王鼎》寫作｀饙鼎＇。＂容庚 著，《金文編：第

三版批校本》第一版，中華書局，2012 年，285 頁。 
   第四版《金文編》，1320 頁。 
   張亞初 編著，《殷周金文集成引得》第 1 版，中華書局，2001 年，｀1646 饋＇，594 頁。｀1111 ＇，478

頁。｀1660 （ ．饋）＇，595 頁。 
   古文字詁林編纂委員會 編纂，《古文字詁林》，上海教育出版社，｀饋＇，5-351。｀ （饙）＇，5-323。 
   徐中舒 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196 頁。 
   高明 編著，《古文字類編》，1356 頁。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kaiOrder=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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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山楚簡》中寫作｀ ＇字。 李零在〈楚國銅器銘文編年彙釋〉中將《卲

王鼎》中的｀ ＇字解釋為“字亦見無（許） 鼎，大府盞，舊釋饋  ，釋饛，

釋 ，皆有未當。這裏我們是把它釋爲饋，卽禮書｀饋食＇之饋＂。   

因此，筆者認為第四版《金文編》的｀食部＇中，應新增｀饋＇字，並應

收錄｀ ＇．｀ ＇等字，而在｀0258 ＇中應寫作“饋字重見＂。  

（三）‘ （尊皂）’ 
｀ ＇（《大豐簋》）（《集成》4261）字收錄於第三版｀0580 ＇（234-239

頁）中，是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1379〉和《三代》的｀9.13＇。《金

文編：第三版批校本》中｀ ＇（239 頁）字下麵有用紅字標注了器銘《大豐

簋》寫作《天亡簋》，“尊㲃二字合文＂更改爲“尊 二字合文＂，而說“擬

刪＂。  
另外，第三版的＇0580 ＇中對“㲃字之省＂的｀ ＇（《 姬簋》） ．

｀ ＇（《商彝簋》） 字有用紅色表示疑問號｀？＇的標志。第四版｀0714

簋＇（296 頁）中《 姬簋》字原封保留，而《商彝簋》字則被刪掉，查不到。

第四版｀0826 ＇（352 頁）也未收錄｀ ＇（《 弔簋》）字之外的其他字

樣。   
《兩周金文大系》中《大豐簋》｀ ＇字的釋文為｀ 白＇，說“末字舊

釋皀或釋爲冟爲㲃．今案原銘分明白字．語猶今人言補白矣。＂  但在金文

中沒有表示此種意思的範例。｀ （尊）皀（簋）＇一詞因是常用的慣用語，

隸定為｀尊簋＇兩個字是正確的。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已釋為｀尊 （簋）＇。  《大豐簋》中的

｀ ＇字或許應用作和｀ ＇相同的形態，但可能是因爲空間不足而省略。《殷

周金文集成釋文》和張亞初的《引得》都隸定為｀尊㲃＇。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北教育出版社，2008 年，507 頁。 
   ` 饋＇字可能是｀□＇字的誤字。 
   《古文字硏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 年，366 頁。 
   《戚姬簋》（《 姬簋》），《集成》｀3569＇。 
   《作豕商簋》，《集成》｀3453＇。 
   《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在｀0672 卽＇（280 頁）字前用紅字標有｀ （皀）＇和｀ ＇（《 叔簋》）。

《 叔簋》即《 弔簋》。 
   郭沫若，《兩周金文辭大系圖錄考釋》下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년，2 頁。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2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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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文解字》中說“簋，黍稷方器也。從竹．從皿．從皂．㔳，古文簋，

從匚．飢。匭，古文簋或從軌。朹，亦古文簋。＂“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

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說，皀，一粒也。又讀若香。＂，“㲃，揉屈也。

從殳，從 。 ，古文叀字。廏字從此。＂  

有關｀ ＇字，｀簋＇字以及｀ ＇字的關系，李孝定在《金文詁林讀後

感》中認為“字從 ，乃簋之象形，亦卽｀簋＇字所從之｀皀＇，｀皀＇字許

訓｀穀之馨香＇，乃引伸義，｀皀＇爲黍稷圜器，故引伸得有穀之馨香一義。

許書又雲｀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倘易｀裹＇爲｀器＇，可爲皀字確詁。從 ，

卽許訓｀匕所以扱之＇之義。文又作 ，不從 ，乃簋之最古象形文。說文作

｀簋＇，從竹從皿，乃偏邦累增字。別有｀ ＇字，訓｀揉屈也＇，音居誘切，

猶與簋字音近，實卽金文㲃字也。＂   

因此，｀皀＇字、｀㲃＇字及｀簋＇字皆可看作同一字。第四版｀0826 ＇

（352 頁）的｀ ＇（《 弔簋》）字應包含在第四版的＇0714 簋＇（296 頁）

才正確。並且，第四版的《採用彝器目錄》中卻查找不到《 弔簋》。 

（四）‘  ’（《師 簋》） 
｀ ＇（《師 簋》）字收錄於第三版｀0585 ＇（245 頁）中，第四版

的｀0723 箕＇（303 頁）和｀0724 ＇（308 頁）中看不到。屬於第三版的《採

用彝器目錄》〈1069〉和《三代》的｀7.14＇中，此器皿被收錄到第四版的《採

用彝器目錄》｀1346 頁＇中。  
與｀ ＇字類似的有｀ ＇（《史問鐘》）字，但兩個點的位置不同。也

有只寫兩個點來寫的｀ ＇（《弔高父匜》）字。筆者認為，因為兩個點的位

置不同，  在第四版欲移動此字的位置而導致遺漏。  
《說文解字》說“ ，簸也。從竹， ，象形，下其丌也。 （ ），古

文箕省。 （ ），亦古文箕。 （ ），亦古文箕。 ，籀文箕。 （ ），

籀文箕＂。甲骨文和金文的字形和《說文》中古文｀ ＇的形態相似。商承祚

在《說文中之古文考》中寫道“上為舌，下及左右為郭．其交叉者，以郭含舌，

舌乃固也．亦象其編織之文理＂，“蓋未借｀其＇為語詞之先，｀其＇為箕字，

                                                 
   李孝定，《金文詁林讀後記》，中央硏究院歷史硏究所，1982 年，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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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借之後，箕始加竹＂   

考察第三版｀0585 箕＇字下的金文形態可歸納為以下 4 種：  
第一：作為《說文解字》古文｀ （ ）＇字的形態，歸於第三版 242

頁下的第二行，第四版 305 頁的前第二行。《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此形態

的最後一字｀ ＇（《卾君啓節》）字旁標注紅點，補寫為｀ ＇（《哀成弔

鼎》）字。第三版｀ ＇（《卾君啓節》）字前的《西 簠》字第四版中找不

到。  

在第四版把此類字皆移至下部有｀丌＇字形態的行列，增加了《西 》

（《集成》4503）的｀ ＇字，卻不見《西 簠》字。《西 簠》與《西 》

的｀其＇字稍有差異. 這很有可能修改錯誤的臨摹後篡改器物名稱。《西 》

在第四版《採用彝器目錄》的｀1360 頁＇為“八字.考古 60.6 拓本＂。  

楚簡中寫作｀ ＇（《郭店楚簡．緇衣》）。   

第二：《說文解字》的｀其＇字，由上部｀ ＇下部｀丌＇的形態構成的

字。《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中這些字部旁標有紅色的｀ ＇（《中山王鼎》）

字．｀ ＇（《中山王壺》）字．｀ ＇（《 壺》）字．｀ ＇（《 皇父

盤》）字以及｀ ＇（《衛盉》）字。這些字在第四版中已被收錄，紅色標

示的字中《師事簋二》的字疑為第四版中的｀ ＇（《元年師 簋》）（《集

成》04279-04282）字。  第四版的《採用彝器目錄》｀1358 頁＇中有“《元

年師 簋》，蓋 98 字。器 99 字。張八之十一＂  。第三版中無此字，｀ ＇

字可理解為｀事＇字。 
楚簡中寫作｀ ＇（《郭店楚簡．緇衣》）．｀  ＇（《上博楚簡．孔

子詩論》）。   

第三： 含有子部｀ ＇的字。《金文編:第三版批校本》中《秦公鎛（鐘）》

的｀ ＇字和｀ ＇字標有紅色而被收錄。這些字已收錄於第四版。  

第四：由｀竹＇和｀丌＇形成的字，有｀ ＇（《 鼎》，《集成》1799）。

                                                 
   商承祚，《說文中之古文考》，《漢語大字典》，2979 頁 再引。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北教育出版社，2008 年，444 頁。 
   本拓本（考古研究所）為｀ ＇（蓋內）．｀ ＇（器內底）。 
   ` 張＇指陝西省長安縣灃西張家坡的西周金文。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4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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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中寫作｀ ＇（《新陽楚墓》）。   

此外，在楚簡將｀丌＇及｀亓＇用作｀其＇意。   

（五）‘ （䚃）’（《番生簋》） 
《金文編》第三版的｀1171□＇（492 頁）下收錄了《克鼎》｀ ＇字和

《番生簋》` ＇字。《金文編》第四版中《克鼎》` ＇字則收錄於｀1482 ＇

（629 頁）字下，寫作“《克鼎》， 遠能 。說文所無。孫詒讓謂當爲 之

異文。……《尙書．顧命》柔遠能邇作柔。柔 聲近字通＂。此字也收錄於｀1940

＇（778 頁）字下，寫作“《克鼎》， 遠能 。孫詒讓謂猶詩言柔遠能邇。

史記 而毅，徐廣雲 一作柔。＂然而，《金文編》第四版中卻不見《番生簋》

｀ ＇字。 

《克鼎》又稱《大克鼎》，屬《殷周金文集成》｀02836＇。《克鼎（大

克鼎）》的｀ ＇字《金文編》中摹寫為｀ ＇字，與徐中舒在《漢語古文字

字形表》中摹寫的｀ ＇字略有差異。《番生簋》屬《殷周金文集成》` 04326＇，

內容是“ 遠能 ＂，與《克鼎》的內容相同。《金文編》第三版中《番生簋》

的｀ ＇字誤摹為｀ ＇字，徐中舒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458 頁）｀

（柔）＇字下方摹寫為｀ ＇右側部分有異。  

《番生簋》收錄於第三版的《採用彝器目錄》〈1387〉與《三代》的｀9.37.1＇

中，第四版的《採用彝器目錄》｀1360 頁＇中。  

《番生簋》句節郭沫若釋為“ （柔）遠能 （邇）＂  ，臺灣〈殷周

金文曁靑銅器資料庫〉釋為“ （柔）遠能 （邇）＂  ，張亞初的《引得》

中釋為｀ （揉）遠能 （邇）＇。   

《季康子問於孔子》第一簡中有“唯子之 䐓＂句。此句中的｀䐓＇字寫

作｀ ＇。濮茅左整理本認為｀䐓＇字與｀脜＇字為同一字，用作面色和柔的

｀柔＇或｀溫＇意。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444 頁。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444 頁。 
   郭沫若，《兩周金文辭大系圖錄考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년，133 頁。這句在《大克鼎》也釋文為｀

（柔）遠能 （邇）＇121 頁。 
   http://app.sinica.edu.tw/bronze/rubbing.php?04326 
   張亞初 編著，《殷周金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 年，88 頁。 
   馬承源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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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子之 䐓＂句可釋為二意。第一：｀ ＇字釋為｀貽＇，｀䐓＇字釋

為｀羞＇。此種說法以陳偉的〈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零識〉 為代表。

第二：｀ ＇字釋為｀司＇，｀䐓＇字釋為｀擾＇季旭昇在〈上博五趨議（上）〉

中將這句解釋為“｀司擾＇，謂負責教育馴化。孔子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正是

負責教育馴化的人。＂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中弓》第 26 簡

中有“恐貽吾子羞，願因吾子而治＂句，“恐貽吾子羞＂與此句相比｀ ＇字

釋為｀貽＇，｀䐓＇字可釋為｀羞＇。但季康子與仲弓不同的是，他既不是孔

子的弟子，也不用實行孔子的教化，因此與實際情況不同。孔子一生教人育化，

釋為｀司擾＇意再適不過。  
｀□＇字《九店楚簡》中寫作｀ ＇，《包山楚簡》中寫作｀ ＇  51。

《說文解字》把｀ （脜）＇字釋為“脜，面和也，從 ，從肉，讀若柔＂。

上古音為｀njəw＇（幽部）。《說文解字》中的｀擾＇字寫作｀ （ ）＇，

“ ，煩也。從手，夒聲。＂邵瑛在《說文羣經正字》中認為“今經典竝從｀憂＇

作｀擾＇，此隸轉寫之譌。＂《金文編》中說“ 遠能 ．孫詒讓謂猶詩言柔

遠能邇．史記 而毅，徐廣雲 一作柔。＂  52《金文編》中隸定為｀ ＇字

的同時，也指出其為｀ ＇字的異體字。  53第三版《金文編》｀ ＇字中收

錄了《克鼎》的｀ ＇  54字和《番生簋》 55的｀ （ ）＇  56字，《番生簋》

的字第四版中查不到。《番生簋》句與《克鼎》一樣寫作｀ 遠能 ＇，字形

類似，當作同一字。｀ （夒）＇字，《說文解字》記載“貪獸也．一曰母猴，

似人．從頁，已．止．夊，其手．足。＂收錄了金文中《小臣艅犀尊》的｀ ＇

 57字和《金文編》｀憂＇字下收錄的｀ ＇．｀ ＇．｀ ＇．｀ ＇等 4 字，

                                                 
   陳偉，〈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零識〉，簡帛研究網，2006-02-20。 
   季旭昇，〈上博五芻議（上）〉，武漢大學簡帛硏究中心，2006-02-18。 
 5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北教育出版社，2008 年，800 頁。 
 52   《金文編》，｀1940＇，778 頁。 
 53   《金文編》，｀1482 ＇，629 頁。“孫詒讓謂當爲 之異文。《尙書．顧命》柔遠能邇作柔。柔 聲近字通＂。 
 54   《殷周金文集成》｀02836＇。將《克鼎（大克鼎）》｀ ＇字，《金文編》摹寫為｀ ＇，徐中舒《漢語古

文字字形表》摹寫為｀ ＇稍有差異。 
 55   《殷周金文集成》｀04326＇。 
 56   《金文編》第三版，｀1171 ＇，492 頁。《番生簋》（《殷周金文集成》，04326）也是“ 遠能 ＂，於

《克鼎》的內容相同。《金文編》第三版將《番生簋》｀ ＇字誤摹寫為｀ ＇。本文收錄徐中舒《漢語古

文字字形表》（458 頁）之｀ （柔）＇下麵摹寫的字。 
 57   《金文編》，〈附錄下〉｀694＇，12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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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幾個字有可能為｀夒＇字。  58《金文編》第三版的｀䚃＇  59字，李孝

定在《金文詁林讀後記》中認為“番生簋作 ，右旁所從卽夒字，左從 ，乃

卣字，爲夒字後加之聲符，仍是夒字，古文象形字後加聲符者多矣。＂  60｀

（卣）＇字作為聲部後來追加構成形聲字的這一點應引起注意。因此，｀䚃
（ ）＇字最終可看作｀夒＇字的異體字，因聲部關系可假借為｀ （擾）＇

字或｀羞＇字。  

《中弓》第 26 簡“愚 （恐）怠 （吾）子 （憂）， （願） （因）

（吾）子而 （治）＂  句中的｀ ＇字寫作｀ ＇。李朝遠整理本中認為

「 」字同｀ ＇或｀憂＇字  61。陳劍認為此字為｀羞＇字的通假字  62，孟

蓬生卻主張此字非｀憂＇字，而是由子部｀心＇和聲部｀䐓＇構成的形聲字

｀羞＇的本字  6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周易》第 28 簡「 （恆）」

卦中第三陽爻“不 丌悳，或丞丌 ，貞吝＂中的｀ （ ）＇字帛書和現行

本皆寫作｀羞＇字。濮茅左整理本說“從頁、從心，䚻省聲，《說文》所無，

音與憂、羞同。＂  64「恒卦」第三部分陽爻（九三）句現行本作“不恒其德，

或承之羞，貞吝＂，引用此句的《論語．子路》和《禮記．緇衣》同樣寫作｀羞＇

字  65 季 旭 昇 認 為 是 由 子 部 ｀ 憂 ＇ 和 聲 部 ｀ 肉 ＇ 組 成 的 形 聲 字 ， 或 由 子 部

｀心＇和聲部｀䐓（脜）＇組成的形聲字。  66  

楚簡的｀□＇字，｀ ＇（《九店楚簡》）．｀ ＇（《包山楚簡》）

字或為金文｀ ＇（《克鼎》）．｀ ＇（《番生簋》）字的異體字。季旭昇

認為楚簡的左側部分為｀肉＇，李孝定認為金文的左側部分為｀卣＇，楚簡的

                                                 
 58   《金文編》，｀0897 憂＇，384 頁。陳平漢 著，《金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年，61 頁參考。 
 59   《金文編》第三版，492 頁。 
 60   李孝定，《金文詁林讀後記》，337 頁。 
 61   馬承源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282 頁。 
 62   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4-04-18。 
 63   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2004-04-26。 
 64   馬承源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175 頁。 
 65   《論語．子路》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不可以作巫醫。善夫！＇｀不恒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不占而已矣＇＂。“不占而已矣＂句，楊伯峻《論語譯註》釋為“這話的意思是叫無恆心的人不必去占

卦罷了。＂《禮記．緇衣》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不可以爲蔔筮＇。古之遺言與？龜筮猶不能

知也，而況於人乎？《詩》雲：｀我龜既厭，不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惡德，民立而正事，純而祭

祀，是爲不敬；事煩則亂，事神則難＇。《易》曰：｀不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兇＇。 
 66   季旭昇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77 頁。“字形分析

可視爲從｀憂＇，疊加｀肉＇聲，｀憂＇字金文作｀ ＇，蓋假｀夒＇字爲之，戰國文字加肉聲，窄式隸定作

，實卽｀憂＇字，於此讀爲｀羞＇。亦可分析爲從心䐓（脜），窄式隸定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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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可看作是金文｀卣＇訛傳而成的。即，該字並非｀肉＇字，而應看作

｀ ＇．｀ ＇｀卣（ ． ）＇聲的｀□＇字。《金文編》說的｀ ＇字為

｀卣＇字的異體字。 

夒（隋唐）ʔiəu《廣韻》尤部 
（擾）njiaw（宵部） 

憂 ʔjəw（幽部） 

䚃（ ）《集韻》．｀夷周切＇，尤部 

脜（䐓）njəw（幽部） 
 rjəw（幽部） 

肉 njəwk（覺部） 

羞 sjəw（幽部） 

由此可見，《金文編》第四版的｀1482 ＇（629 頁）和｀1940 ＇（778

頁）應收錄《克鼎》和《番生簋》的｀ ＇字和｀ ＇字，應寫作｀ 字重見＇

或｀ 字重見＇方可。而｀1482 ＇字和｀1940 ＇字中雖臨摹了《克鼎》的

銘文，但形態互異。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克鼎（大克鼎）》（《集成》` 2836＇）

的原本拓本形態不晰，或當時發掘了約 120 器而無法識別是否不同器物的文

字。第四版《採用彝器目錄》中〈克鼎〉的出處為“289 字，代 4.40＂，因此

可能是臨摹《三代吉金文存》的｀4.400＇，即《集成》｀2836＇下的文字。  
上海博物館 拓本  

｀1482 ＇（629 頁）：  

｀1940 ＇（778 頁）：  

臨摹時需慎重小心。  

三、結論 

｀ ＇字收錄於第三版｀0335 革＇（129 頁），但不見於第四版。筆者認

為，欲將其收錄於《金文編》第四版｀黃＇字下，卻因誤而漏。｀ ＇（《卲

王鼎》）字、｀ ＇（《 鼎》）字收錄於第三版｀0353 （ ）＇（138

頁）中，｀ ＇字不見於第四版。《金文編》第四版的食部中應新增｀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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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收錄此｀  ＇字和｀ ＇，而在｀0258 ＇中應作“饋字重見＂。  
｀ ＇（《大豐簋》）（《集成》4261）字收錄於第三版｀0580 ＇（234-239

頁）中，而四版未收。這可能後世欲將其分爲二字，列入不同項，但在移動時

脫落；或因從形態上拆分並非易事而未被收錄。  

《金文編》第三版｀1171䚃＇（492 頁）字下收錄了《克鼎》｀ ＇字和

《番生簋》｀ ＇字，然而《番生簋》｀ ＇字《金文編》第四版中欲查不及。

《金文編》第四版中｀1482 ＇（629 頁）字和｀1940 ＇（778 頁）中均應

收錄《克鼎》和《番生簋》中的｀ ＇字和｀ ＇字，並當寫｀ 字重見＇或

｀ 字重見＇。又｀ ＇字臨摹形態有異，臨摹時需慎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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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ird and 
Fourth edition of JinWenBian 

Choi, Nam-Gyu∗ 

【Abstract】 

This character, ｀ ＇  is included in the 0335 革 ＇ entry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JinWenBian but it is not found in the ｀0335 革＇  entry in the fourth 

edition. It seems that the character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黃＇  entry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JinWenBian, however, it was left out.  
These two characters, ｀ ＇ (ShaoWangDing), ｀ ＇ (WuZiDing) are 

included in the ｀0353 ( )＇  entry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JinWenBian. The 

character ｀ ＇  is found in the ｀0835 饙＇  entry in the fourth edition but 

｀ ＇  is not. Therefore the character ｀饋＇  should be added in the ｀Food 

section＇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JinWenBian. Moreover, these two characters, 

｀ ＇  and ｀ ＇  should be contained in the entry of ｀饋＇ . By extension,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hat the entry of ｀ 0258 ＇ is interpreted as  

“re-appearance of｀饋＇s＂  .  

The character ｀ ＇( DaFengKui )(JiCheng 4261) is contained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JinWenBian. However it seems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omitted during 

the time of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entry by regarding it as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or it could be too difficult to recognize it as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so that this 

character is not included. 
These two characters, ｀ ＇(KeDing), ｀ ＇(FanChenGkui) are included 

in the entry of ｀1171 䚃＇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JinWenBian. Howe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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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 ＇(FanChenGkui) is not found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JinWenBian.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hat the characters ｀ ＇ (KeDing), ｀ ＇

(FangHenGkui)  are included in the entry of ｀1482 ＇  and ｀1940 ＇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JinWenBian.  In addition, it is better to mention this entry 
should be iinterpreted as  ｀ ＇ s character is seen again＇ , or ｀ ＇ s 

character is seen again. Furthermore, the copying forms of the character ｀ ＇  

in the JinWenBian are so different separately that people should be careful whe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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