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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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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1）研讀會的意義與價值 

本研讀會是石刻專著研讀會之延續，目的為 A.延續「石刻專著研讀會」之成果、B.加深

金石資料的討論與應用、C.提供對金石資料有興趣者相關資料的認識。 
語言與文字是人類累積智慧重要的工具，無論是語言或是文字的詞彙都可以將一個社會

與時代的生活面象表現出來，但語言的使用有空間與時間上的障礙，而文字則正可以突破語

言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障礙；因之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幾乎都有文字的發明，用以累積人類的

智慧，創造文明。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在不同的時代運用不同的載體記錄中國歷史的點點滴

滴，這些載體，在清代泛稱為「金石」（見容媛《金石書錄目》所蒐集之「金石」書籍，其

實包括了陶器、甲骨、青銅、竹木、石等不同材質的載體）。這些載體所記載的內容，一部

份因為早期即已出土，被歷代史家納入史書編纂的重要內容；另外一部份則在近代出土後，

成為現代研究歷史的重要原始資料。以出土的墓誌為例，不論是隋、唐，出土的墓誌都可以

藉以編纂另一部史書列傳，可以知道這些資料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然而，這些不同於傳

世文獻資料的「金石」，早在宋代即已形成一種專門的「金石學」，這些前人的著作究竟可以

給後世怎樣的啟示，讓我們對於最近出土的「金石」能夠有更具有學理性的整理與研究，加

深金石學的內涵，便必須深入的進行對於這些金石學專著的探索與研究。 
本次研讀會共舉辦 12 場次研讀，設定研讀書籍為容媛《金石書錄目》、董逌《廣川書

跋》、王黼《宣和博古圖錄》以及洪遵《泉志》，均完成研讀，並吸引歷史、中文、理工等不

同科系的學者與同學共同參與，希望能夠透過跨領域、跨時代的研究，對於金石學能有更具

學術承載度的檢視。 
研讀者透過石刻專著研讀會的經驗亦對於金石專著書籍的時代意義、編纂目的、編纂方

式與內容等項目進行整理與重點討論，從《金石書錄目》的成書想法與分類、《廣川書跋》

的題跋文體、各跋文對於神話、制度、社會經濟方面的討論，或作為相關的研究資料；《宣

和博古圖錄》中對於青銅名形制、命名與分類，到該書對於儒家禮制的建構；及《泉志》的

歷代錢幣的整理，到錢制演變、與對四鄰的影響，引導與會者對了解各類金石的資料特性與

其使用情況，並對金石學的歷史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並對各類金石資料有更深入的討論。

透過對於前述四書的研讀，與會學者與同學們對於如何於本身研究領域運用金石資料進行研

究，甚至利用金石資料擴展本身研究領域，都有很深的體悟。 
 
（2）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本次研讀會是以容媛《金石書錄目》收錄的十類中的前三類總類、金類、錢幣類各提一

書作為研讀書籍，其餘七類：璽印類、石類、玉類、甲骨類、陶類、竹木類、地志類，擬於

日後以其他七類的金石著錄繼續提出研讀申請計畫。 
本次研讀會針對金石書總類題跋類、金類圖錄及錢幣類進行通讀的研究，可以發現題跋

文體對於神話、制度、社會經濟方面的重要性，金類圖錄對於青銅名形制、命名與分類，與

儒家禮制建構的關連性，及錢幣在歷代所反映的社會經濟現象，甚至與四方流通所可能的四

鄰關係，都可以更深入的進行研究，說明前人對於金石的研究，對於現代掌握金石的價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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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非常重要的功能，本計畫可以由此，加強各個不同金石門類銘文內容的研究，拓展金石研

究在歷史中社會、經濟、政治等等不同面向的實際運用。 
透過對於中國金石學的研究，可以擴展至四鄰金石的研究。尤其在東亞文化區的範圍

中，無論日本、朝鮮、琉球或越南都有大數量的漢文金石，對於這些以漢文書寫的資料，如

何在各國的體制中進行當地漢文金石的研究，以及中國如何藉由這些金石進行中國歷史文化

的研究，都是可以持續開拓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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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耿慧玲 計畫編號：MOST104－2420－H－002－016－MY3－
SB10510 

計畫名稱：金石專著研讀會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
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
明，如期刊名稱、年份、
卷期、起訖頁數、證
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1 

篇 

〈石刻地位的改變〉，

《止善》第 22 期，頁
39-65。（2017.06） 

研討會論文 1 

〈試析臺灣碑誌的公

訴功能〉，「銘刻文獻

所見古代法律和社會
學術研討會」，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
（2016.09）。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5 

人次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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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構想 

 
一、成立背景 

本計畫延續「石刻專著研讀會」（MOST104－2420－H－002－016－MY3－

SB10510）之成果。 

「石刻專著研讀會」以宋到清代不同類型的石刻專著為主，針對其內容特色

及時代性，耙梳各書的內容，深入瞭解不同時代在石刻學上的發展，以及探討石

刻資料對於各項文史研究的重要性。選定研讀書籍以題跋類、義例類、概論類三

種類型的石刻專著為研讀的主軸。共揀選了（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題跋

類），（元）潘昂霄《金石例》、（明代）王行《墓銘舉例》、（清）黃宗羲的《金石

要例》（義例類），（清）葉昌熾《語石》（概論類），五本專著作為研讀對象，每

本書籍所設定之主題由二到三位學員帶領研讀，計有 10 老師參與導讀，共舉辦

12 場研讀會，發表研讀成果 12 篇。（研讀成果詳見該次成果報告書） 

基於上述的成果，有鑑於石刻專著的出現與金石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故將本

次計畫研讀書籍從「石刻專著」擴展至「金石專著」。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曾有過甲骨、青銅、簡牘、絲帛、陶泥、石材等不同

的載體，而不同載體的質地，相當程度的影響到文字記載的形式與內容；也反映

出不同的社會文化與體制；從另一角度看來，不同的社會與體制，也影響到載體

的選擇與使用。這使得中國在史料與史料的記載研究上，有了複雜的對應狀況—

除了將不同載體的記載內容作為歷史研究的史料外，史料本身是用何種形式的載

體，亦可反映出不同的歷史現象，因之，載體與記載內容均成為中國在歷史研究

當中重要的項目。因此，在執行「石刻專著」的經典閱讀計畫之後，本計畫擬將

經典閱讀擴及到金石專著。所謂金石，據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

要》所云： 

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

接流傳至今者，皆是也。……凡甲骨刻辭、彝器款識、碑版銘誌及一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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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竹木、磚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遺文也。其雖無文字而可與吾人以真確

之印象者，如手寫或雕刻之圖畫，其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

物等，皆有意識之作品也。……宋以來之為此學者，大抵分為二類。其一

可名為古器物之學，不論其為金為玉，不論其有無文字，凡屬三代、秦、

漢之器物，皆供賞玩者是也。其一可名為金石文字之學，不論其物質為何，

苟有鐫刻之文字，皆見採錄者是也。故此二者之範圍，最初僅限於器物及

碑碣，其後乃漸急於瓦當磚甓之屬。至於今日，古物出土之種類，日益滋

多，殷虛之甲骨，燕齊之陶器，齊魯之封泥，西域之簡牘，河洛之明器等，

皆前人著錄所未及者。物質名稱不足以賅之，而確為此學範圍以內所當研

究者。故今日所謂金石學，乃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推廣之，為廣義

的學科名稱，非僅限於狹義的物質名稱已也。 

因此「金石」之概念，不單純是「金」、「石」為載體者。而對於「金石專著」

的書目資料有詳細分類並介紹版本者，首推容媛《金石書錄目》。此書計收錄八

百種金石書籍，透過以「器物」為主的分類方式，可知「金石」所含括的類別甚

為廣泛，加以容媛以書籍時代先後為序，藉此亦可以瞭解「金石」類別發展之情

況。如《金石書錄目》所收宋代金石著錄，其出現的類別已有總類、金類、錢幣、

印璽、石類、玉類、地志，十類之中已佔有七類，隨著清代時甲骨文、陶器、簡

牘資料的出現與重視，才擴增成十類。又，容媛以「體例」細分各類書籍，藉此

則能進一步瞭解各類金石資料在編撰成書的過程中，前人整理與銓釋的方式。而

「體例」運用亦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如「題跋」興於宋代，運用於金石的整理則

始於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後出的黃伯思《東觀餘論》與董逌《廣川書跋》延

續此題跋體例，但較之歐陽修針對金石資料抒發個人想法，到黃伯思、董逌則擺

脫講求表現的意識型態，轉為金石的考釋為主，特別是古器物與《禮經》、禮制

之間的關係，皆是兩書題跋時的重點。 

容媛《金石書錄目》有系統的整理宋代已降至民國初年的金石著錄，並對於

書籍版本有所說明與考訂，對於研究金石學是相當重要的一部書。故本計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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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專著研讀會」擬以《金石書錄目》所收之金石著錄為導讀資料，以容媛所分之

「類別」為主，先以前三類的專著作為導讀書籍主要來源，日後將繼續提出申請

計畫，以其他類別的金石著錄作為研讀的重點，而能對於《金石書錄目》一書以

及所收書籍有更深刻的瞭解，亦希望透過此方式討論各類金石資料整理方式、成

書體例等問題，並進一步瞭解金石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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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讀班的目的 

 

1、延續「石刻專著研讀會」之成果 

    本計畫「金石專著研讀會」為「石刻專著研讀會」之延續，承繼「石刻專著

研讀會」的成員與經驗，將石刻專著擴展到金石專著，透過領域的延續與擴展，

加深對於金石學的討論，以及金石學的歷史發展，並透過不同種類的金石著錄的

研讀，從中認識各類金石資料的特性，與其可應用的學術範圍。 

 

2、加深金石資料的討論與應用 

   金石之發展歷史悠久，在宋之前為原始資料的發展期，而到宋時隨著禮制的

重新建立與討論，古文運動的加強，新儒學的興起等，金石資料在宋時開始有意

識的整理，自此金石學逐漸萌芽，而對於金石資料的概念亦隨著各類專著的增多

與新資料的發現與重視等情況，故對於「金石」的定義逐漸有所改變以及展開，

而容媛《金石書錄目》的以質材為分類的準則，可以作為金石學發展的回顧與討

論，而其所收金石著錄的概況，亦有助於瞭解金石資料使用情況，繼而提供研讀

成員思考，金石資料如何運用於個人的學術研究，以及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式，亦

或者如何與其他領域結合，使金石資料可以深入的認識與應用。 

 

3.提供對金石資料有興趣者相關資料的認識 

    本計畫執行過程，除為研讀成員定期開會分享研讀成果外，亦會將相關活動

訊息提供給各研讀成員專任單位，希望藉由訊息的傳播，能夠吸引對於相關資料

感到興趣，亦或是想瞭解的在校學生或者專家學者，能夠一同參與金石專著的研

讀會，透過研讀會的開放，除內部人員能達到研讀之目的外，亦可以將研讀成果

對外開放，讓更多人可以對於金石資料有所瞭解，繼而一同討論，亦或者有效運

用於個人的研究領域中，此計畫有更好的執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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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讀班的重要性 

 

1.作為理解中國金石研究的基礎 

    本研讀班進行導讀的書籍為容媛《金石書錄目》中所挑選的重點書籍，透過

容媛《金石書錄目》的認識，以及其所之金石著錄的研讀，可以直接對金石學有

初步的認識，建構金石學的基本架構，同時也可以作為廣泛與深入研究金石學的

基礎。並且透過研讀會舉辦的形式，使研讀成員對於金石資料、金石專著能有新

的認識。 

 

2.作為延伸金石研究的墊腳石 

    金石的使用廣泛存在於漢字文化圈，韓國與越南兩國最為明顯。透過本研讀

班的基礎性討論，可延伸至漢字文化圈中的金石比較研究，本人先前已成立「漢

喃研究室」，並已出版主編的《越南漢喃銘文》，所以可藉由本研讀班的成立，以

及研讀經驗與成果的累積，擴大為越南漢喃銘文的研讀，或是域外資料的討論。 

 

3.建立起金石學研究團隊 

    本計畫所有成員皆為「石刻專著研讀會」參與成員，希望透過研讀會的舉辦，

定期的開會討論，逐漸建立起一個金石學的研究團隊，參與者藉由其學術專長，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閱讀與觀察金石著錄，參與者除可以增加資料的廣度之外，亦

可以從其學術領域出發，從中思考金石資料或相關著錄對於其研究能提供的幫助，

繼而將其心得進行分享，由此方式集結眾人之力，深化彼此研究領域的深度與廣

度，本計畫意期待可以繼續推廣，隨時加入新血。另外，亦希望此研究團隊的成

立，能夠逐步擴展，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藉此集結海內外金石、文獻等研究學

者齊聚一堂，共同分享研究現況以及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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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方式： 

 
一、執行方式： 

（一）研讀經典的選擇： 

本計畫以容媛《金石書錄目》中所收金石著錄為選擇對象。《金石書錄目》

為容媛整理其兄容庚所藏、所見的金石著錄的書錄目，所收書籍約千種，對於所

收書籍之版本、流傳均有清楚的說明，並依據《經義考》、《小學考》將書籍分為

目錄、圖象、文字、題跋、字書、傳記、義例、雜著八類之例，將金石書籍依據

總類、金、錢幣、璽印、石、玉、甲骨、陶、竹木、地志的類目作編輯。由於此

書編輯者容庚兄妹均為著名之目錄學家及金石學家，其收集或親見之版本均十分

精良，具有標範性，故本計畫除以《金石書錄目》作為閱讀書籍之一外，並透過

《金石書錄目》選擇本次閱讀之書籍。為深入瞭解《金石書錄目》所收書籍情況，

且配合「石刻專著研讀會」的研讀經驗，故先擬以此書前三類，即總類、金類、

錢幣類中，各挑一本作為本計畫的主要導讀書籍。茲略述如下： 

1. 目錄類：容媛《金石書錄目》，十卷。 

容媛編《金石書錄目》為容媛整理其兄容庚所藏、所見的金石著錄，於民國

十九年（1930）出版。 

據容庚〈金石書目‧序〉中引鄭樵《通志‧校讎略‧總序》所謂「方冊者，

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

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眞。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

知道容庚有鑑於金石之書是建構金石之學的深厚基礎，故擬將「所見所藏金石書

籍，約千種。摘錄序跋、凡例及各家評語，得百餘萬言。意欲每書為作提要，略

述其體例、版本、得失」，但未成，遂委其妹容媛「以清理之責，先將目錄刊布，

以待增益。其分類以器物為經，以體例為緯」，但因為未孚初願，故又將葉銘《金

石書目》、田士懿《金石名著彙目》、黃立猷《金石書目》、林鈞《石廬金石書志》

四家金石書目之得失，並述其治學之經過於弁言中，這些對於金石書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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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蒐集等研究均有借鏡之功能，故第一部閱讀之書籍開始於此。 

2. 總類：宋‧董逌《廣川書跋》，十卷。 

容媛《金石書錄目》歸於總類題跋之屬，所謂總類，基本上便是不分類，也

可以說是無法分類，各類均有。董逌《廣川書跋》是以題跋方式考訂金石器物的

著作，相較於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多以石刻資料為主，而黃伯思《東觀餘論》

論說書畫雜著，不盡以金石跋的情況，董逌的《廣川書跋》以金石資料為主軸，

且金與石的比例較為均衡，故以該書為總類題跋之代表。 

此書於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由作者董逌之子弅刻印於世。《四庫全書

提要》稱此書「論斷考證，皆極精當」。在內容上董逌《廣川書跋》對於彝器考

訂多與禮制相結合，並考彝器的實際效用；而題石刻之跋尾與彝器方式相同，偏

向於以器或碑考校經史，並喜將彝器或石刻與經史結合，以求禮制上或經籍問題

的解決。 

董書與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一樣好發議論，但相較於歐陽修的以闢佛道為

念，董逌對於佛道信仰並不排斥，從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到董逌《廣川書跋》

恰是古文運動開始到結束的代表，而藉由董逌《廣川書跋》的研讀，恰可與「石

刻專著研讀會」已研讀過的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作比較，繼而瞭解宋代思想的

變化過程，以及從中探討宋人在面對金石資料時所運用的方式，以及詮釋的角度，

藉此觀察宋人思想的脈絡。 

3. 金類：宋‧王黼等，《博古圖錄》，三十卷。 

本書又作《宣和博古圖錄》，據《四庫全書提要》的記載，《宣和博古圖錄》

的「宣和」是殿名而非年號名，蓋因「徽宗禁中有宣和殿以藏古器書畫」之故。 

此書繼劉敞《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考古圖》之後編成，

該三書皆為私人所修訂。劉敞《先秦古器記》早已亡佚；而呂大臨《考古圖》及

李公麟《考古圖》所收兼及私人收藏，其來源及數量均不及《博古圖錄》。《博古

圖錄》則為宋徽宗下令，王黼主持編修，此書共收古器時代自商至唐有 839 件，

不僅數量上超過上述三書，對於銅器的分類與名稱考訂，及訂正《三禮圖》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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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也有相當的成就，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此書「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

形製而記其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説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

亦不無牽合也」，特別是此書各品項之前的「總說」，可作為瞭解宋代如何整理禮

器或是古器物，以及解釋古器物的重要書籍之一。 

容媛《金石書錄目》歸於金類圖象之屬，書目下記「宋‧王黼等撰。元至大

重修本，明嘉靖七年（1528）蔣暘翻至大本，萬曆十六年（1588）泊如摘本，萬

曆二十四年（1596）鄭樸考證巾箱本，萬曆二十七年（1599）廣陵于承祖刻本，

萬曆三十一年（1603）吳公洪寶古堂刻本，清乾隆十七年（1752）黃晟亦政堂刻

本」，由容媛對於《博古圖錄》版本的記載，可知此書在明代時流通甚廣。 

4. 錢幣類：宋‧洪遵，《泉志》，十五卷。 

洪遵《泉志》，容媛《金石書錄目》收於錢幣類圖象之屬。據《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言此書「彙集歷代錢圖，分為九品，自皇王偏霸，以及荒外之國，凡有

文字可紀，形象可繪者，莫不畢載，頗為詳博」。而在宋代之前有關於錢幣的著

作有封演《錢譜》與顧烜《錢譜》（見《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與

《新唐書‧藝文志》），然兩書已佚。又據洪遵《泉志‧序》，在洪遵《泉志》之

前，宋代尚有「金光襲、李孝美、董逌」著有錢錄，「然述事援據頗有疏略」，洪

遵遂將其所藏古泉「百有餘品」，「旁考博記，下逮稗官所記，攟摭大備，分彙推

移，釐為十五卷，號曰《泉志》」，該書分作：正用品、偽品、不知年代品、天品、

刀布品、外國品、奇品、神品、厭勝品九種，每項下並有考訂與說明，透過此書

可以瞭解宋代錢幣發展，特別是外國品更可以瞭解當時各國貨幣流通的情況，如

外國品中收有安息國錢、泥婆羅國、大食國錢、日本國和同錢等等，可知當時與

中國往來的各個國家貨幣發展情況，又如厭勝品與宗教信仰有關，針對厭勝品的

研究，可以瞭解到宋代民間信仰的情況。 

    以上四書即為本計畫主要研讀的四本金石著錄，透過容媛《金石書錄目》，

首先瞭解金石著錄的基本概況，含括分類方式、撰述體例等問題之後，接下來針

對總類《廣川書跋》、金類《博古圖錄》、錢幣類《泉志》此三書，作細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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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藉此認識此三類金石資料與著錄的基本概況，並進一步思考可以運用的

方向。 

 

（二）、研讀方式： 

本計畫以容媛《金石書錄目》、董逌《廣川書跋》、王黼等《宣和博古圖錄》

與洪遵《泉志》此四書為導讀書籍，除容媛《金石書錄目》將由計畫主持人進行

專書的導讀與介紹外，其餘三本著作預計由 3～5 位老師負責，由於各書編寫的

方式、分類的想法不一，故分配研讀範圍時並非都以卷次分，而預計分配方法為：

董逌《廣川書跋》計有十卷，此書籍將由三位老師以卷次為單位，各負責其所導

讀的卷次。王黼等撰《宣和博古圖錄》有三十卷，內容豐富且所著錄器物甚多，

計有鼎、尊、罍、彝、舟、卣、瓶、壺、爵、斝、觶、敦、簠、毀、鬲、鍑及盤、

匜、鐘磬及錞于、雜器、鏡鑑等二十類，每一大類下有總說，藉以名其器物之源

流，以及與禮制之間的關係，由於此書器物及卷次甚多，故此書將由五位老師負

責，又每一器物橫跨卷次不一，故將以器物總類作為分配準則，故五次的研讀範

圍分別為： 

1. 鼎、尊、罍； 

2. 彝、舟、卣、瓶、壺； 

3. 爵～锭； 

4. 徽～鐘； 

5. 磬～鏡鑑。 

以器物為單位的研讀方式，使研讀資料不會因卷次的問題而瑣碎。 

而洪遵，《泉志》共有十五卷，其將錢幣分作九品，故此書由三位老師負責，

分配方式則以品項為主，分別為 

1. 正用品、偽品、不知年代品； 

2. 天品、刀布品、外國品； 

3. 奇品、神品、厭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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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定之想法如同《宣和博古圖錄》。 

以上研讀書籍主要針對其成書時編纂體例或分類方法，以作為分配研讀內容

的準則，透過此方式希望能夠有主題性的進行書籍的導讀，並求研讀過程中章節

的完整度。 

 

本次計畫計有十位專任教師參與，研讀老師將針對其所負責的書籍、卷次等

進行內容的介紹，並希望在細讀導讀專著的過程中，能進一步提出對於歷史學、

金石學、文獻學等面向等探討，藉由導讀者與學員之間的討論，將問題的面向擴

展開來。本研讀會活動期間，將舉辦 12 場研讀會，每場由 1 位老師針對負責的

金石專著，以專題討論的方式帶領學員研讀，並進行討論。 

 

（三）、研讀地點: 

配合成員時間，研讀會開會時間為例假日為主。由於研讀會成員北、中南部

均有，而主要成員毛漢光先生年齡已屆八十，因其任職中正大學，為方便成員及

中正歷史系同學之參與，故以中正大學為主，每次會議前均向歷史學系預借場地

及硬體設備，如電腦、投影機等，故本計畫 12 場次研讀會將於中正大學歷史學

系賓四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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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石專著研讀班成員名冊與進度 

 
（一）成員名冊 

一、研讀班成員名單 

編號 姓名 任職單位與職稱 

1 毛漢光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2 耿慧玲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3 林冠群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4 曾賢熙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5 劉振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6 朱振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7 湯佩津 崇仁醫護專科學校/副教授 

8 陳中龍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9 劉宗智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0 廖賢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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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度規劃 

 

進度規劃 

編號 預定日期 起迄時間 研讀書籍及主題 講員/主持人 開會地點 

1 105/07/16 10:00-13:30 

書名：《金石書錄目》 

研讀主題/範圍：《金石書錄目》的

分類與成書想法 

耿慧玲/林冠群 

中正大學 

2 105/08/20 10:30-13:00 
書名：《廣川書跋》 

研讀主題/範圍：卷一～卷三 

耿慧玲、劉振

維/林冠群 

中正大學 

3 105/09/03 10:30-13:00 
書名：《廣川書跋》 

研讀主題/範圍：卷四～卷七 
劉振維/毛漢光 

中正大學 

4 105/09/10 10:30-13:00 
書名：《廣川書跋》 

研讀主題/範圍：卷八～卷十 
陳中龍/毛漢光 

中正大學 

5 105/11/19 10:30-13:00 
書名：《博古圖錄》 

研讀主題/範圍：鼎、尊、罍 
曾賢熙/朱振宏 

中正大學 

6 105/12/18 10:30-13:00 

書名：《博古圖錄》 

研讀主題/範圍：彝、舟、卣、

瓶、壺 
廖賢娟/曾賢熙 

中正大學 

7 106/01/21 10:30-13:00 
書名：《博古圖錄》 

研讀主題/範圍：爵～锭 
湯佩津/朱振宏 

中正大學 

8 106/02/25 10:30-13:00 
書名：《博古圖錄》 

研讀主題/範圍：徽鬲～鐘 
朱振宏/湯佩津 

中正大學 

9 106/03/19 10:30-13:00 
書名：《博古圖錄》 

研讀主題/範圍：磬～鏡鑑 
劉宗智/廖賢娟 

中正大學 

10 106/04/22 10:30-13:00 

書名：《泉志》 

研讀主題/範圍：正用品、偽品、

不知年代品 
耿慧玲/毛漢光 

中正大學 

11 106/05/21 10:30-13:00 

書名：《泉志》 

研讀主題/範圍：天品、刀布品、

外國品 
耿慧玲/毛漢光 

中正大學 

12 106/06/11 10:30-13:00 

書名：《泉志》 

研讀主題/範圍：奇品、神品、厭

勝品 
陳中龍/曾賢熙 

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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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讀成果 

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一場研讀紀錄 

 

一、 時間：2016/07/16，10:30~13:3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金石書錄目》的分類與成書想法 

四、主持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林冠群 

五、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耿慧玲 

六、 內容摘要： 

本場次為金石專著研讀班第一次開會，主持人暨本次研書會講者耿慧玲

老師以《金石書錄目》一書作為開題，介紹該書的成書想法和分類，引導學

員對於金石學有基本的認識。由該書的序言開始，透過容庚於該書序一開頭

引鄭樵《通志校讎略》：「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

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

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提

出了金石學盛於宋，但千年來，金石卻未被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於書目分

類時也常常被依其他特質歸入他類，宋代至今存之金石書籍者有：《宣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和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3 書，這 3 書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將之分入小學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將之分入

書目類、馬端臨《文獻通考》則是分入儀注類；四庫全書更將這 3 本書與潘

昂霄《金石例》分錄於經、史、子、集四部之中。對於金石書籍而言，其分

類就如其序所云：「經史子集，每類皆備，而每類皆不備。」故提出金石是

一門專門之學，應有專門的分類。 

耿老師又指出容庚於序中也提出其時之金石書目僅有 4 種：葉銘《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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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田士懿《金石名著彙目》、黃立猷《金石書目》、林均《石廬金石書

志》，各書都有缺失，因而擬編金石書目。耿老師更於討論中對比了林均《石

廬金石書志》與容媛輯的《金石書錄目》的分類與收錄狀況。經由本次的研

讀，參與者們對於金石學與金石專著都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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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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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二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6/08/20，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廣川書跋》卷一～卷三 

四、主持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林冠群 

五、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劉振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耿慧玲 

六、 內容摘要： 

本場次由主持人耿慧玲老師與劉振維老師共同導讀，兩人商議由耿慧玲

老師講解董逌《廣川書跋》卷一～卷三，演示如何導讀金石專著，提供以後

諸位導讀者參考。 

首先，耿老師先介紹什麼是「題跋」？說明「題跋」起自於韓愈與柳宗

元所創的「讀」或「題後」，是一種「觸題發揮」的散文型文體。再說明《廣

川書跋》一書的內容各卷收錄狀況，該書收錄包含：先秦青銅器、秦代銘刻、

漢代金石銘文及石刻、魏晉南北朝至隋代碑帖、唐代書法家的碑帖、五代至

北宋書法家的作品等，也就是從銘刻到書帖均有。又由序文指出書中所作的

跋文皆是董逌的家藏異書、或於秘府所見，及與他人請為鑑定的器物、書帖

等，只是董逌的跋稿在其後代過江時已有散逸。並提出該書的內容有幾個特

點：一、祈別真贋，訂定源流；二、治道必反覆，詳盡翼教化；三、禮法可

為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楷模；四、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

之昭然易見。 

接著介紹《廣川書跋》作者：董逌，四庫全書引「丁特起《孤臣泣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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竝記其受張邦昌偽命，為之撫慰太學諸生事；則其人蓋不足道。然其賞鑒書

畫，則至今推之。」說明董逌此人的鑑賞能力很高，該書的藝術價值很高，

所以四庫全書將該書歸於子部藝術類，只是這又出現之前在導讀《金石書錄

目》時提到的分類問題。 

 再來便是對於卷一至卷三收錄的書跋中進行導讀，此三卷內容主要為三代

青銅器，與唯一的石刻，秦石鼓文，收有六十五種青銅器。其中，耿老師特

別提出〈佳城銘〉講解，文云：「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

《太平御覽》引《博物志》云：「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

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

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所地，故謂之馬冢焉。」指出該銘文是秦

漢時期出土少數帶有銘文的石刻，也是後世墓誌中常使用的銘文典故。 

 本次研讀會耿老師解釋金石專著中常使用的「題跋文體」，之後的《宣和

博古圖錄》與《泉志》都是以這種方式寫成，指出題跋體看似結構鬆散，然

而每一則都可能是一個典故，更能提供作者本身的想法，總體來看時，更可

以看出當時代對於金石的認識。從理解文體，進而解讀內容，以此提供給之

後的導讀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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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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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三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6/09/03，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廣川書跋》卷四～卷七 

（導讀內容調整，劉老師與陳中龍老師商議，由劉老師負責導讀卷四-卷七，

卷八由陳老師負責。） 

四、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毛漢光 

五、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劉振維 

六、 內容摘要： 

本次導讀人劉老師透過圖片進行《廣川書跋》卷四～卷七的導讀，劉老師特

別針對每卷中摘錄幾則進行說明，其中的「詛楚文」引起眾人注意和熱烈討論。

〈詛楚文〉有三，一祭大沈久湫、一祭大神巫咸、一祭大神亞駝。大沈久湫即湫

淵，《廣川書跋》文中說明《地志》以為是在安定朝那，後移於始平，巫咸指巫

咸河，祀於安邑，亞駝（董逌考）在靈丘。該文內容除祭祀對象不同之外，其餘

內容皆相同，是為秦王控述楚王熊相之文，指楚國背棄兩國十八代以來的盟約，

請大沈久湫（大神巫咸、大神亞駝）庇護秦國克復被楚國佔領的邊城。耿老師於

此特別指出〈詛楚文〉是一個研究上古信仰和神話很重要的材料。文中記載的大

神巫咸、大神亞駝、大沈久湫都是山川湖河之神，再從董逌（引《山海經•海外西

經》）對於巫咸的考證：「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

右手掺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群巫所以上下。」大神巫咸的形象與《山

海經》記載中許多神祇的形象相同都與蛇有關，如北方禺強也是：「人面鳥身，

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劉老師緊接著又講到秦代的銅權、鐵權指出這是做秦始皇所做的度量衡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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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最後提到〈中常侍樊安碑〉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漢代宦官的制度的資料，碑文

記載安「歷中黃門，冗從假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臧府令中常侍。」董

逌即以其考「蓋漢世中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

掌中幣帛金銀貨物。」 

在本次的導讀中，劉老師利用了書中一則一則的跋文透露的訊息帶入討論，

讓與會者更了解這些跋文不僅是作者自身的想法，它們也是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

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這次導讀的跋文對於神話、宗教信仰、度量衡和漢代

宦官制度都是珍貴的資料。這些金石專著不能被束之高閣，也許很多問題前人已

有很好的見解，卻因為我們對於金石專著的忽略而遺漏，也提醒與會者學術研究

不應該僅僅侷限於自身領域，可使用的研究材料一定是散落於各處，不會是只集

中於某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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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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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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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四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6/09/10，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廣川書跋》卷七～卷十 

四、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毛漢光 

五、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中龍 

六、 內容摘要： 

本次為研讀內容為《廣川書跋》的卷七-卷十，這四卷主要的收錄內容是碑

帖。首先陳老師將《廣川書跋》卷七-卷十做了很細緻的導讀，卷七有 25 則、卷

八 33 則、卷九 13 則、卷十 14 則，陳老師將每一則的重點都做了講解，再依每

卷的內容提出該卷重點。 

就陳老師導讀該四卷提出的重點，可以看出董逌對於碑帖鑑賞是認為書法是

以自有特色、能得筆意為貴，歐陽詢、薛稷、褚遂良、張友正、張旭、顏真卿等

人的書法都是自成一家；以及董逌個人對於韓愈的推崇。最後，是碑文證史的功

用：文中提到的〈六公詠〉、〈尉遲迴碑〉、〈智乘院碑〉、〈劉統軍碑〉、〈處州孔子

廟碑〉皆是。另外，就這四卷中有一些相當有趣的資料，如：〈李後主蚌帖〉，陳

老師提到這一則是記載江南蚌醬之物產以及供作祭祀之用；或是如〈為方子正書

官帖〉，董逌說明唐初官府收書民間，唯弔喪問疾之書不收，而入秘府收藏的書

籍在「唐世兵火亦屢更」下湮滅，反而是當初未入官府收藏的弔問之書仍存於世。

這些其實都是研究當時民間的社會生活和自然資源很好的資料，甚至可能只存在

於該書之中。長期以來在社會經濟方面，受限於史書以政治為主的記載，很難對

於過去的社會、經濟有如對政治史清晰透徹的研究，這也再次說明了金石與金石

專著對於各方面的學術研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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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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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五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11/19 ，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宣和博古圖錄》卷一~卷七（鼎、尊、罍） 

四、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朱振宏 

五、主講人：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曾賢熙 

六、內容摘要： 
 
本次導讀曾賢熙老師將導讀內容分為五個部分報告： 

1. 典籍簡介，對於《宣和博古圖錄》介紹，該書收錄的是北宋宣和殿的收藏，

由北宋徽宗敕撰，王黼編纂，該書收錄北宋宣和殿收藏的青銅器，並將之分

為：鼎、尊、罍、彝、舟、卣、瓶、壺、爵、觶、敦、簋、簠、鬲、鍑及盤、

匜、鐘磬錞于、雜器、鏡鑒二十類。每類器物介紹之前都有一總說，內容是

對於該類的分類和特色狀況說明，總說之後介紹每件器物，每一器物均記有

尺寸、重量與容量，並有圖錄，如該器物有銘文，則附有銘文拓本和釋文。 

2. 《宣和博古圖錄》各卷總說 

3. 青銅器鑄造 

這一部分，曾老師介紹了青銅文化與青銅器的鑄造方式，其青銅器的鑄造方

式分為：採冶、合金鑄造（合金、製笵、澆鑄）三個方面。 

4. 銘文 

5. 青銅紋飾 

曾老師依朝代的歷程介紹青銅器紋飾，殷商早期為饕餮紋，之後漸漸變成各

種動物的變形紋，和幾何紋；周代仍是饕餮紋，還有鳳鳥紋，至西周晚期則是瓦

紋、帶狀環紋等；春秋戰國時代，最常見的是蟠螭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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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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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八、問題與討論： 

問題：在整理導讀資料時，發現有很多青銅器的形制幾乎相同，但名稱卻不

相同的青銅器，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去分類？ 

討論：青銅器是有一個基本的規範，可以參考馬承源的《中國青銅器》，該

書已經將青銅器分類的相當完整。 

問題：請教董永財老師，因為大部分的鼎是三足，也有四足，但就我看來三

足不如四足鼎穩固，但就力學方面是這樣的嗎？ 

董老師：就力學上而言，三足是最穩固的，因為三足一定都會接觸到地面，

四足還不一定，如果有一足沒有接觸到地面就會不穩。圓形也不穩，

圓形的承受力比較小，因此圓柱保留的比較少，承受力最好是弓字形，

如鐵軌。 

九、耿老師評論： 

本次研讀會會選擇《宣和博古圖錄》作為導讀書籍的原因： 

1. 該書可說是北宋時期金石學的最後總結，內容基本上整合所有的青銅形

制的資料，且為宋代官修，內容收錄是皇室收藏的青銅器。 

2. 內容反應禮制：宋代學者一直不斷的努力要提出一種新的社會架構，因

為在隋唐五代的時期，外族文化大量融入中國，宋朝要確定本身價值時，

需要去做重新的定位。金石學為什麼會在北宋時出現，和這一點也有很

密切的關係，《宣和博古圖錄》就是以官方的立場透過青銅器的形制去

對於儒家禮制做說明。這種禮制的說明不一定要相信，也不一定是真確

的，不過，這是當時代「想要」這樣的去解釋這些青銅器。 

3. 該書對於青銅器名稱的定名可以說是後代在做青銅器分類或是紋飾形

容時的依據，例如饕餮紋的饕餮，據說就是出自於此。 

由於以上三點，我們選擇該書作為導讀書籍，該書從內容中每卷每則對於或

銅器的分類和紋飾等討論，到該書的成書原因，都再次強調了研讀會一直以

來不停提及的金石與金石專著是學術研究不可忽略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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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六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6/12/18，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博古圖錄》卷八-卷十二（彝、舟、卣、瓶、壺） 

四、 主持人：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曾賢熙 

五、主講人：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廖賢娟 

六、 內容摘要： 

廖老師先說明了《宣和博古圖錄》的成書和內容收錄，包括電子書與資料庫

的狀況。再對古代青銅器的五大分類進行介紹：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

指出其中有很多的器物都與祭祀有關。再來介紹了許多與青銅器相關文章，並透

過文章內容說明古器物與歷史文化密切相關。 

接著是對於彝舟《總説》、卣《總說》、瓶壺《總說》進行說明。最後，對於

「彝、舟、卣、瓶、壺」六類的收錄內容做了個別討論，解釋這些青銅器的類別

其實有不同材質，其中廖老師指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漢麟瓶」青銅器，該麟瓶的

形狀就如同一個歪嘴壺。在導讀中，廖老師還特別提到青銅器的紋飾，張光直先

生曾指出這些神話動物是人間帝王和上天的溝通有關，講解了為什麼青銅器會選

擇以這些動物為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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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重修宣和博古圖》是甚麼書? 

徽宗朝所編纂之《宣和博古圖》共有兩部。初修本爲《宣和殿博古圖》，三十

卷，以黃伯思十一卷《博古圖說》爲底本，成書于大觀初年，南宋時尚存世，後

亡佚。重修本爲《宣和重修博古圖錄》，三十卷，王黼等撰，成書于宣和五年至

宣和末年，即今存之《重修宣和博古圖》。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王黼等奉敕

編撰的《宣和博古圖》30 卷，記錄了徽宗宣和殿所藏古器 839 件。全書將 54 種

古器分爲 20 類，每類有總說，每器皆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大小、容積、重量

等，幷附器物名稱、用途、時代的考證，其款識之文摹繪尤精。 

 有電子書? 

 

 

 

 

 

 

 

 

 有圖庫? 

 

 

 

 

 

 

 

重修宣和博古圖-宋-王黼   
https://www.kanripo.org/text/KR3h0087/00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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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青銅器的分類（2015-10-10 https://read01.com/ggGNkA.html） 

1. 酒器： 

※爵 爵用於飲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現的青銅禮器。爵的一般形制為：前有

流，即傾酒的流槽，後有尖銳狀尾，中部為杯形，腹側有鋬（pàn），下配以三

足。流同杯口之間有柱（柱可能為過濾之用）。 

※角 （jué）飲酒器。無柱、流，兩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為四比一。目

前發現最早的青銅角當推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二里頭文化期的異形管流角。 

※尊 高體，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體可分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鳥

獸尊等三類。 

※壺 盛酒之用。使用時間從商至漢代或更晚。鋪首：銜門環的底座，多為虎

頭、螭、龜、蛇等，起裝飾壺身的作用。 

※卣 （yǒu）盛酒器。盛行於商晚期及西周。 

※觥 （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稱觥是約定俗成。出現於殷墟晚

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 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現於商代晚期。 

2. 食器： 

※豆 專用於放置醃菜、肉醬和調味品的器皿。青銅豆出現於商代晚期，盛行

於春秋戰國。山西保德縣出土的商晚期帶鈴銅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銅豆。

豆也屬禮器的一種，通常成對出現。對於用豆數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

典章制度。《禮記•禮器》所載"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

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傳世的青銅豆

 

https://read01.com/ggGNk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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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較少，這可能和當時人們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質豆有關。 

※鼎 青銅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種用途。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

鼎出現於商代早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延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

中使用時間最長、變化最多的器皿。作為飪食器，鼎並無特殊功用，但作為

禮器，它卻是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和權力的標誌。古代社會，對於用鼎的數目，

有相應的制度，稱為「列鼎制」。據文獻記載，西周時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

盛牛，稱「太牢」，以下盛羊、豕、魚、脂、腸胃、肪、鮮魚、鮮臘；諸侯一

般用七鼎，也稱大牢，減少鮮肉，鮮臘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稱少牢，鼎盛

羊、豕、魚、臘、膚；士用三鼎，盛豕、魚、臘，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 （yǎn）為蒸飯器，全器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體用以盛米，古稱「甑」

（zhèng）；下體為鬲（lì），用以煮水，中間有孔通氣。青銅甗在商代早期已

有鑄造，但為數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為

突出。甗是絕大多數殉葬銅禮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敦 （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飯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結合發展

而成，產生於春秋中期，盛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晚期，秦以後消失。其基本

形制是上下內外皆圓，蓋與器相合成球體或卵圓形體。簋（guǐ）盛放煮熟的

稻、粱等飯食的器具。青銅簋出現在商代早期，但數量較少，商晚期逐漸增

加。商周時期，簋是重要的禮器。特別是在西周時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樣，

在祭祀和宴饗時以偶數組合與奇數的列鼎配合使用。據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

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數為多。 

※鬲 （lì）為炊粥器，青銅鬲最早出現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猶如三

個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個較短的錐形足。袋形腹的作用為了擴大受

火面積，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後，袋腹逐漸蛻化，且多數青銅鬲

有精美的花紋，不宜於火煮，當為盛粥器。 

3. 水器： 

※盤 盛水器，青銅盤出現於商代早期，盛行於商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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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 （yí）與盤配套洗手用，一人捧匜 一人捧盤盛水。 

※鑒 （jiàn）大型水器，盛水也可盛冰。 

4. 樂器： 

※鍾 打擊樂器，盛行於西周和東周。斜掛的鐘稱為甬鍾，直懸之鐘稱紐鍾。 

※鼓 打擊樂器。由於商周時期的鼓絕大部分是木質的（難以保存），所以青

銅鼓為數甚少。 

※鐃和鉦（zhēng）同為打擊樂器。 

5. 兵器： 

※矛 用於衝刺的兵器。矛體分鋒刃和骹兩部分。鋒又分前鋒和兩翼；骹為

插入木柄處。戈（gě）是商周時期兵器中最常見的一種，古稱句（gōu）兵，

是用以鉤殺的兵器。 

※鉞 （yuè）是具有征伐權力象徵的權杖器，其中的異形鉞為少數民族或北

方傳入。 

※戟（jǐ）是一種既可刺又可勾殺的雙重性能兵器。 

※劍 古代貴族和戰士隨身佩帶，用以自衛防身進行格鬥、可斬可刺的兵器，

出現於西周。劍一般由劍身（有血槽）和劍把兩部分組成，並配有鞘。史學

上所稱的玉具劍是指摽、首、格、劍鼻四處皆佩玉的劍。 

 

 《重修宣和博古圖》各類的《總說》內容 

卷八 彝舟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或宗廟常用的祭器。《爾雅．釋器》：「彝、卣、罍，器

也。」（晉）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

「功銘鼎彝，義彰典策。」 

 

彝舟《總説》 

周官載六彝之說，則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與夫虎、蜼之屬也。釋者謂



57 

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鬯。其盛明水，則雞彝、斝彝、虎彝是也，其盛鬱鬯，

則鳥彝、黄彝、蜼彝是也。彝皆有舟焉，設而陳之用為禮神之器。至於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以酌以祼，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耳。然器以藏禮載禮而

行之，則即器以明其用。而器固不能常存也，繇是去古既逺或失其傳，而當

世無從稽考，往往遂為一時穿鑿臆說而聚訟紛糾，當年莫能破其謬妄焉。國

家因積德，百年之後講禮明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

之奥者四方來上，如鍾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因暇日悉討論其義多得於款

識銘文之間，於是彝舟亦較然詳辨，而悟先儒之失也，彼殊不知彝之有舟，

葢其類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瓶、之與罍焉。先儒則以謂舟者，其形如盤，

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所存有如敦足舟、垂花舟，大略與

彝僅似，則其為相須之器斷可見矣。雖然夫所謂彝則法之有常，而寓於器者，

皆可謂之彝。故周之伯寶卣，其銘有曰：尊彝周之召公尊，亦曰父乙寶尊彝

也，若夫特謂之彝，則惟周官六彝為正名無二焉。 

 

 

卷九-十一 卣 

卣，是一種器皿，屬中國古代酒器。具體出現時間是未知，盛行使用時期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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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商代跟西周時期。當時用來裝酒用。所以外觀上大部分是橢圓形、

圓形，商朝的卣多橢圓形或方形，西周則多圓形。有蓋和提梁，腹深，底部

有脚，周圍雕刻精美的工藝圖案，多作鴟鴞（chi xiao 音吃消，猫頭鷹一類

的鳥）形，或作虎吃人形的等等，一般統稱爲鳥獸形卣。 

卣《總說》 

卣之為器中尊也，夏商之世揔謂之彜，至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盖周官

尊彜，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彜者，雞、鳥、斝、黄、蜼、虎也，

六尊者獻象著壺泰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三酒通鬱鬯

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闕

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鬯二尊者，其所以為卣也。何以

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徳，而錫之以秬

鬯一卣，皆實以鬱鬯，知其為卣明矣。盖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

取芬香條達而和暢發於外，卣之所以為中者，惟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

於形器之末而已。凡所以錫有功賞有徳，是亦使其强不過中、怠不鞭後，不

失夫至中之道故，爾然。彝也、尊也、卣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

有所不同，賈公彦以謂：上尊曰彜、中尊曰卣、下尊曰壺，爾雅亦曰：卣中

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其徳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

卣所以實之鬱鬯者，義在兹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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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 瓶壺 

壺作為盛酒器，另亦有盛水用之壺則屬水器。如《儀禮•鄉飲酒禮》言：「尊

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即是。壺之使用時間相當長久，而變

化的形狀差異亦相當複雜，其基本形制：在商周之間多為圓腹 、長頸、圈

足、貫耳、有蓋；至西周後期則貫耳者少見而多為兩獸耳銜環。壺亦有圓角

方形者，其完全方形者則另名之曰鈁。 

瓶壺《總說》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揔曰：尊彞逮於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

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彞用於門内。然壺用雖一，而方圜有異，故燕

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直方

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圜壺

之方圜葢見於此。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葢東

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

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

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葢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於秦漢，

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下，

葢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

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从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麟、鸚鵡之

飾，葢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

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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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題與討論： 

問題：瓶壺《總說》云：「…。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

壺東陳，葢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

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此處說的「聘禮」是何意？是否

是指現代婚禮中的「聘禮」？這句話又要怎麼解釋？ 

討論：有關廖老師提到的問題，瓶壺《總說》中提到的「至於聘禮，梁在北

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葢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

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不是指

婚禮的聘禮，而是指外交。在上回曾賢熙老師的導讀中，已強調過《宣

和博古圖錄》此書最重要的成書目是對禮制的重新整理和說明，因為

在經過隋唐五代之後，胡人文化大量融入漢人生活之中，宋代面臨一

個要怎麼去承接所謂比較燦爛的古文明的問題？解決方法就是利用

上古青銅器解釋儒家禮法，進而重新建立一個禮法社會。也因此造就

了昌盛的金石學研究。 

九、 耿老師評論： 

剛剛廖老師提到這些青銅器有不同材質，就青銅器的字的來源來看，這些青銅器文

字的偏旁，例如：有從瓦、有從竹的，這是代表原來的材質，只是在作為祭祀禮器時就

以青銅鑄造。張光直先生也曾提到殷商時期是行國，國都是依銅礦所在地遷移，銅礦是

相當重要的資源。那個時代是貴族經濟，平民是沒有土地財產，青銅器是貴族用來張顯

自己的身份的器具。至於「漢麟瓶」的部分，其形貌就如外族的皮囊，只是是以青銅鑄

成，上面飾以中國的圖紋，這個麟瓶存在其實就說明了漢代時期，中國與游牧民族文化

的交流。所以，《宣和博古圖錄》的圖版很重要，因為它證明了這種中外交流是存在的。 

《宣和博古圖錄》將這些青銅器的形制記載的相當的清楚，也許這樣的資料對於非

研究上古史的學者而言很難理解，也很難有用處，但需要了解的是，當初為什麼要寫這

樣一本書的那些學者的心態。這可以給予現代學者們整理一些資料時概念，知道如何將

資料的特殊性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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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七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1/21，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宣和博古圖錄》卷十四-卷十八（爵～锭） 

四、 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朱振宏 

五、 主講人：崇仁醫護專科學校副教授           湯佩津 

六、 內容摘要： 

本次導讀內容為《宣和博古圖錄》卷十四到卷十八，爵到锭。湯老師將之

分為四類介紹： 

1. 飲酒器：爵、斝、周雙弓角、漢犧首杯 

2. 盛酒器：觚、巵、觶 

3. 量器：斗 

4. 飪食器：敦、簠、簋、豆、鋪、甗、錠。 

並仔細對於書中記錄的各個青銅器的介紹與器形都作了說明。湯老師著重於青

銅器器形的討論，並提出《宣和博古圖錄》中收錄的許多青銅器的器形類似，

名稱卻不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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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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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題與討論： 

問題：《宣和博古圖錄》收錄的青銅器器形許多都很類似，但為何名稱卻有

很各個不同？ 

討論：《宣和博古圖錄》是在宋代成書的書籍，內容是整理了當時收藏於皇

宮宣和殿的器物，上次也提到這本書最重要的是把器物的形繪製成圖。

現代青銅器的名稱就是在《宣和博古圖錄》裡面出來。宋代學者給予

並建立現代金石學很多的概念，讓現代學者得以了解當時器物的器形，

同時，這些宋代的金石文獻對於現代考古也是相當重要，因為沒有這

些宋代的文獻，我們會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命名考古出土的青

銅器。但是這樣的命名對不對呢？就現在考古而言，已經將這些命名

都做了整理，例如說：斗，現在一定會稱它勺，不會稱斗。 

 

九、耿老師評論： 

其實這些青銅器的記載，是可做更多方面的歷史研究，例如：《宣和博古圖

錄》中的漢犧首杯，與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鑲金獸首瑪瑙杯」很像，但兩者

的材質不同，書中提到的犧首杯是青銅材質，又說它是漢代

器物，說明這樣的樣式的犧首杯在漢代時就已經出現，說明

這種西域的酒器（或是飲酒器），在漢朝就已經傳入中國，

不能說是唐時才由從西域傳來，而是早在漢代時就傳來；再

說材質，就如書上是青銅做

的，唐代是不可能有青銅再

去做這個東西，至少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的，有用金

做成的，但青銅製成的沒有。 

這提醒學者們在做歷史研究一定要注意時間

性和地域性，在《宣和博古圖錄》中我們確實可以

看到時間性的存在，例如：殷商時期所有的青銅器的紋飾都是非常繁複，如果是

唐鑲金獸首瑪瑙杯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https://kknews.cc/culture/zm6xnn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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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紋，那就非常特殊，因為素紋通常要到周以後才比較多，可是這樣的發展很奇

怪，應該是從簡單發展到繁複，而不是從繁複到簡單。而且，不同的地區的紋飾

也會改變，這是都是在研究時必須去注意到的面向。 

此外，在《宣和博古圖錄》的記錄的金、石器物中，這個器物形制的演變也

是一個重點，只是這幾次研讀各位著重的問題是在器物形制本身。現代學者研究

基本上會參考使用考古資料，卻不會再去查看古文獻，實際上這些金石文獻資料

對於研究者相當重要，古代的金石文獻對於這些器物的記載，能讓我們知道這些

器物在時間的流動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而且，就宋代成書《宣和博古圖錄》

來說，宋代還是比現代更接近這些器物被製造出來的時代，它對於各類青銅器物

的介紹和解釋可能還是比現代人更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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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八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2/25，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 題目：《博古圖錄》卷十九-二十五（徽鬲～鐘） 

四、 主持人：崇仁醫護專科學校副教授           湯佩津 

五、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朱振宏 

六、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朱老師較為著重於文字方面的說明，每一種青銅器先說明形制，再

舉書中一例討論，更特別指出《宣和博古圖錄》的總說、個說的內容對於歷史發

展有更深入的認識。其導讀內容包括：鬲、鍑、盉、鐎斗、瓿、鑒、罌、匜、洗、

盆、鋗、杅、鐘等十三種青銅器。 

鬲、鍑器都是古代的炊器，只是鬲器與鼎器的基本用途相同，凡是祭祀天地、

禮敬鬼神、招待賓客和烹制佳饌時，必須使用鼎器；至於日常食物的烹飪，則一

般使用鬲器。朱老師又特別指出青銅器的三足被附會為儒家思想中的「智、仁、

勇」或是「至德、敏德、孝德」。此處提到的例子是：商毋乙鬲和周獸耳鍑，其

中的「商毋乙鬲」的銘文中有「毋乙」，書中於是由此推測「銘文中的「毋乙」，

可能指的是其中一位叫乙的商王王后。」指出女性也能在宗廟中享受祭食供奉。 

以下接著介紹：盉、鐎斗、瓿、鑒、罌器。盉器是盛放調味品的器皿，盦、

鐎斗、瓿、罌、冰鑒、冰斗等器，或在日常宴飲中使用，或是用來盛放調和之物，

或是因應各種季節之需要。鐎斗為倒酒之器，瓿器為盛放各種肉醬之器，湯罌、

冰鑒、冰斗等器物，則是按其時令所需產生的器物。朱老師又提出：「現今雖未

見商、周時期鐎斗、冰鑒之類的器物，但不代表商、周時沒有。周代以前，禮法

浸透生活各方面，對於較微末的禮器，記載相對簡略；對於象徵禮法之本的重要



72 

禮器，則記載特別詳細。周代以後，對於地位顯赫的重要禮器，記載簡略，反而

是對不怎麼重要的禮器記載格外詳盡。」 

再說到：匜、匜盤、洗、盆、鋗、杅器。這些都是與洗手有關的器具，匜器

是古人洗手時用來舀水的器具，澆水洗手的髒水，則用洗器來承接，所以形狀像

盤子，古人稱其為匜盤，盤是指器物的外形；洗則是說明器物的功用。而洗、盆、

鋗、等器物也是盥洗用具，區別在於洗的器身較淺，而鋗的器身較深，盆的器身

則介於兩者之間。杅器形式碩大，器身非常深，其功用可能與洗用於盥洗。只是

這些器物就書中的圖片與網上照片來看，似乎都長的很相似，或是說古人可能把

大小深淺不同但器形相同的器物，都有不同名稱。但朱老師也指出：這又涉及到

多深叫鋗？多淺叫洗？這個部分，朱老師舉的例子中有一則：「周楚姬匜盤」，其

銘文為：「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朱老師由此考證「齊國與楚

國締結婚姻是在齊涽王時期，因此，銘文中所謂的「齊侯」指的是齊涽侯。周朝

末年，諸侯自稱為王已有一段時間」，借此說明齊國在當時禮法崩壞的時代，仍

然是遵守禮法。另有一則「周七星洗」，說明「七星」是指「北斗七星」，提醒我

們古人做的器物，可能都與思想有關。 

最後是「鐘」器介紹，鐘器為樂器之首，有特鐘、編鐘、鎛鐘等。然而，三

代的音樂似乎都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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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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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八、問題與討論： 

問題：大部分青銅器就是流行在三代時期，到了周代之後青銅器就漸漸式微，

《宣和博古圖錄》收錄的青銅器也都是流行於商到春秋戰國時期，之

後就逐漸的沒有了。這是為什麼呢？個人推測的原因是：青銅器畢竟

是一種禮器，不是普遍大部分的人民能接觸到，而且它的價格一定是

特別的昂貴，所以就用其他的材質去取代青銅。 

討論：有關於朱老師提出來青銅器為什麼衰微的問題，和禮制的崩潰與鐵器

出現都有關係，因為鐵器出現以前，銅器相對於石器而言是比較有力

的，「銅」是一種資源，可以讓部族強大的資源。張光直先生曾經對於

殷商的都城進行研究，他發現「似乎」、「好像」、「彷佛」這些都城的

遷移與銅礦非常密切的關係。 

 

九、 耿老師評論：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禮器是禮器，青銅器是青銅器，青銅器確實很多是

禮器，但不是全部的青銅器都是禮器，這也可以解釋，朱老師提到的有些器皿在

後代記載的比較頻繁，在周以前就沒有什麼記載，因為到後來，已經不需要用這

些東西作為禮器，禮器的概念已經消失。現在看到的青銅器有些是禮器，但有些

是本來就是日常用品，後來會記載青銅器的日常用品，因為那時候用青銅器做為

平時生活用品又比較特殊了，但它不是禮器。因為在周代以前封建體制還是維持

著，在貴族社會中，還是要把自己放在禮法的架構之下，在漢以後就是平民社會，

而且鐵已經出現，銅的地位不如鐵那般重要，鐵器就取代了銅器，那種家族式的

保持青銅的需要已經不見了。 

然後，是樂器的部分，三代的音樂並沒有消失，而是存在於雅樂的系統之中，

如樂府、相和歌，到了唐代的時候，性質改變，中國音樂系統接受所有的外國音

樂進入到本身的體制裡面，所以唐代社會的風氣完全改變，不同於之前與之後，

禮制也完全不一樣了。這對漢人、漢文化的衝擊非常大，《顏氏家訓》中提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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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世家大族子弟都彈琵琶，而不是彈琴。這些改變，到宋代的時候是很大困擾，

所以宋代的學者努力的把儒家思想和當時看到的一些上古器物結合在一起，去解

釋儒家禮制。 

特別要提的是，各位看到這些器物的名稱，要注意的是地方語言結構的變化。

不同地方稱呼同一個器物一定不同，例如：盆器、鋗器，可能實際上是指同一器

物，但是在撰寫《宣和博古圖錄》的這些儒臣不會去注意、或說也許有注意到這

個問題，但不會特意去分辦這些事情，因為該《圖錄》主要是要把儒家文化思想

和這些器物結合在一起。其實《宣和博古圖錄》與其他有關青銅器的研究，如果

是在討論形制，就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要去重新恢復儒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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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九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3/19，10:30~13:00 

二、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博古圖錄》磬～鏡鑑 

四、主持人：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廖賢娟 

五、主講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劉宗智 

六、內容摘要： 

首先，劉老師對於磬、錞于、雜器、鏡鑒四部份進行了概括性介紹，而這四

個部分據《博古圖錄》目錄的記載，主要是以紋飾區分，紋飾非常多元，紋飾意

涵主要是教化、卜卦、吉兇。 

（一）磬，禮器，也是一種打擊樂器，材料是石、玉，按其〈總說〉於宋代時是

以金屬鑄成，已非上古之制法。 

（二）錞于，也是一種樂器，用途類似鼓。類似於節拍器，演奏時在錞于下方放

水盤。命名方式，除錞于身上的紋飾，更加看重錞于蓋鈕的飾物。 

（三）雜器－ 

1. 鐸，是一種樂器，類似鈴鐺，使用於樂曲的段落之間。亦是一個宣布政

令、法令的樂器。 

2. 鉦，是種行軍的樂器，用來調整步伐。 

3. 鐃，是一種跳舞伴奏的樂器。 

4. 戚，是一種跳舞伴奏的樂器，用以示威。 

鐸鉦鐃戚都是樂器或是跳舞時使用的道具，也是行軍時使用的奏樂器與武器。 

5. 弩機，是一種武器，搭配箭。 

6. 鐓，是拐杖杖首與杖尾的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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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奩，是婦女梳裝飾品的盒子，上面的紋飾用途也不同。例如：鳳紋是女

用的、獸紋是一種香器。 

8. 錢，文中最特殊的是在厭勝錢和藕心錢，但是內容主要都在要講尺寸，

和錢面是否有紋飾。 

9. 拖轅、承轅，轅就是車與馬之間的連接處的裝飾物。 

10. 輅飾。 

11. 漢表座，文中只說是測日之具，這似乎並非物品的全貌，而只是物品的

一部份？耿老師補充說明：所謂的表座，就是底座，是一種支撐的物件。 

12. 漢刀筆，就是一種隨身小刀、猜測為刻簡之用。 

漢鳩車、六朝鳩車－童玩。 

13. 蹲龍，應該是宮廟所用。 

以上的雜器很多都是器物的一部分，只是因為它們是青銅等金屬制成，故而被收

錄進《宣和博古圖錄》之中。 

（四）鏡鑑，內容將鑑分為三部份，仍然是以紋飾區分出的鑑一、鑑二、鑑三，

其紋飾分別是是天、地、人、鳥獸草木、素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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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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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題與討論： 

問題：從宋朝花了十幾年的功夫把《宣和博古圖錄》編完之後，歷朝歷代都

有增修。宋徽宗為什麼要耗時耗力的去完成它？個人有幾個想法： 

1. 這是不是就等於我們在學校的財產清冊，宮中的寶物？ 

2. 皇帝純粹興趣收集？ 

3. 因為宋徽宗是尚文，把這些東西資料整理歸納分析出來的手段，來

了解形制？ 

4. 透過圖鑑，將形制歸納出來、或是制定出來？ 

討論：《宣和博古圖錄》是最早用圖錄記錄宮內實際藏品的一部著作，為什

麼說它是最早，是因為在此之前，很少可以看到這麼完整被集結的資

料。而宮內實藏品的價值在於：這些是皇帝在宮內收藏的東西，這些

古物都是經過考證、收藏在宮廷內部的東西，如果是不確實的古物應

該不會被收入到宮廷之中。所以，《宣和博古圖錄》收錄的器物實際上

就是當時收藏在宣和殿的古物，當時的儒臣對之進行了完整的圖繪記

錄。這種圖繪的記錄非常重要，圖錄是宋代時開始出現的一種記錄古

物的書籍撰寫形式，《宣和博古圖錄》和之後要看的《泉志》都是，這

種圖錄記載的形式是《宣和博古圖錄》之前有沒使用的記錄方式，當

然不如現代照相那般的清晰。但是，在一千多前的宋代，透過圖相把

這些器物的形制記錄下來，不管是在圖像、文字、史籍搜羅整理以及

對於當時的圖像、文字解讀的方式，和它器物的解讀方式都有很多的

記載，這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只是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這種資料細

碎化的狀態很難理解和使用，不過，對於當時宋代士人而言未必就是

細碎化。宋代是金石學成長、發展的時代，金石學的成長與發展，與

宋代人對儒學的重新的界定，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五代之後，要怎

麼去建立一個新的規制、國家的體制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因此學者

們開始對於傳世的金、石進行研究，金石的器物開始被人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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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記載是有教化的意義存在。 

 

問題：圖錄收錄內容的順序，為何是從鼎到鑑，而不是從鑑到鼎？ 

討論：收錄的形制為什麼是鼎到鑑？因為鼎是國之重器，鑑在發展的過程中，

已經為一般人使用，是一種日常用品，所以在《圖錄》之中從鼎排到

鑑，順序安排是有一定的意義。 

 

問題：作者在敘述的邏輯上，一定是先尺寸後形制，再來是紋飾，這個尺寸

就等於現在的尺寸？ 

討論：有關於劉老師說的尺寸的問題，每一個朝代都是不一樣的，到了清代

時候，在王國維等人就考據從古到今度量衡的變化，現今已經有歷朝

歷代的度量衡的研究專書。 

 

問題：在圖錄的內容敘述是隨性，尺寸有時會說，有時會說紋飾和歷史，有

時又不會說。 

討論：這是題跋體。這和歐陽修在當時提出來題跋的寫作方法是有非常密切

的關係。題跋的寫作方式是繼承了唐宋八大家，韓愈提出的「文以載

道」的觀念，不再是成篇累堵、大量的敘述，而是用隨性的方式把自

己的意見表達出來、自己在所有看到事物上頭寫成的小文品，這就是

題跋。一直到今天這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體。題跋不是在記載高文

典冊，而是當時的知識份子將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個人研究的東西都

羅集其中，看上去很雜亂，但是，仍然把考據和教化放在裡面，這種

文體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問題：紋飾中的雲雷紋、山紋、繩紋在中國古代常常出現？ 

討論：在今天劉老師導讀的四個部分中，其紋飾是以雲雷、山、繩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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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比較高；不過，在前面的鼎等國之重器，它的紋飾就不一樣。紋

飾基本反映器物與圖像的意義。如《宣和博古圖錄》這般的記錄，把

不同時代器物的圖像記錄下來，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不同時代的人對

於不同圖像的看法。 

九、耿老師評論： 

在討論之後，耿老師特別針對鐘磬與鑑銘兩部分說明： 

（一）鐘磬 

三代的鐘的形制，說明了它是樂器、因為它是荷瓦形，而現在的梵鐘是圓形，

這樣的鐘只能作為鳴響器使用。現在可見的古代的器物或是其他的金、石器的形

制，還有幾乎每一個都有紋飾，有些還有銘文，這些都有意義性的。例如：曾侯

乙編鐘、磬上面的銘文是先秦樂律，這是現代人理解先秦音樂非常重要的資料，

只是目前沒有人研究。又如：琉球的「萬國津梁」鐘，上面的文字內容，有關於

地點、時間、事件等等記載的很詳細，比之石刻並不少。但是，現代我們都是重

石刻而輕金文。我曾利用越南的「青梅社鐘」與「日早古鐘」上的銘文為資料進

行研究，根據「青梅社鐘」上的銘文，在唐貞元十四年已經停止的衛府制度，卻

還存在當時的安南，鐘上有許多的衛府，包括關內的衛府，甚至鐘上也清楚的說

明了這一地區的信仰如何、以及是由誰撰文。日早古鐘也是如此，該鐘是南漢時

期的鐘，但此時越南已經不歸中國管轄，它卻仍用南漢的年號。這些記載給予我

們很多的歷史資訊，提醒各位，《宣和博古圖錄》不只是有很多的圖象，這些圖

象對於我們在做整合研究時是相當重要的。 

 

（二）鑑銘 

鏡鑑上的銘文等，對於當時社會狀態的反映，如：漢代許氏鏡： 

 

聖人周公魯孔子, 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 少不努力老乃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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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就是當時任官的一個基本狀態。又如：漢代的上華山鏡： 

 

上華山，見神人，食玉英，飲澧泉，得天道，物自然。駕交龍，乘浮雲，

宜官秩，保子孫，貴富昌，樂未央。 

 

這鏡的銘文就反映了當時的道教信仰。到唐代時，銘文有很多很有名的詩句，甚

至是在鏡銘的文體方面，現今看到有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等等，還有楚辭、

賦的形式都有。這些鏡鑑現在存世的有多少、考古出土的又有多少，實際上金石

不是我們看上去非常零碎的東西，要將它系統性的整合在一起去做研究，它的價

值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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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十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4/22，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洪遵《泉志》卷 1-7（正用品、偽品、不知年代品） 

四、 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毛漢光 

五、 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耿慧玲 

六、 內容摘要： 

首先，耿老師對於《泉志》、《泉志》的版本進行介紹。一開始引用《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說明《泉志》一書為宋代洪遵所撰，成於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

即其三十歲時以多年收藏與整理，引用的史籍文獻有九十餘種，一百多種亡佚的

錢譜資料，收藏實物有一百多品，撰寫而成，共十五卷。該書最重要的一大特點

是，將宋以前史書中有關於錢幣的全部記載均收錄於書中，內容詳博。導讀中，

耿老師特別提到「錢幣的變化」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點，因為從《泉志》收錄的錢

幣與其相關記載，就提示了我們錢幣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的變化。但是，《泉志》

一書在收錄上還有些不確切的地方，如三代時的錢幣，內容圖錄都作   ，很明

顯是錯誤的。此外，因為在版本上，洪遵在撰寫《泉志》時原有親筆繪制歷代錢

幣圖，而現存於世的《泉志》均為抄本與翻刻本，按照屠燕治「《泉志》版本與

研究」，《泉志》問世之後，最早的抄本是收錄在明代的《永樂大典》中，最早的

刻本是萬曆三十一年《秘冊匯函》本、之後有嘉靖元年《茶秋夢庵》抄本及崇禎

三年毛晉據《秘冊匯函》翻刻的《津逮秘書》本，而清至民國的抄本與翻刻本都

是以《永樂大典》、《秘冊匯函》與《津逮秘書》為底本，包括現今最常見的的隸

釋齋《泉志》刻本。然而，不論是抄本或刻本與洪遵原書的錢幣圖必然有很大的

差異，也因為《泉志》該書的圖版不清，必需借用現今的考古資料與留傳於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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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幣與圖版進行對讀。而本次研讀的版本是《叢書集成》，該書以秘冊匯函為底

本，補以津逮秘書本。 

下面耿老師特別提到作者洪遵的家世。洪遵為洪皓之子，洪皓為北宋政和五

年進士，為南宋使金使節，被迫留在異地十五年，不改節，終被放還。洪遵及其

兄與弟洪适、洪邁三人亦為進士，三人均有文名，洪适著有《隸釋》、《隸續》及

《盤洲文集》，洪邁有《容齋隨筆》和《夷堅志》，《夷堅志》是筆記小說中很重

要的神怪小說。洪遵本人則撰有《翰院群書》和《泉志》。洪氏兩代四人在南宋

時期都是相當著名的人物，不僅在政治領域，更在其學術領域，其家學傳承不容

小覷。 

此次耿老師導讀部分為卷一到卷七，按照目錄與書中的內容，該書內容細碎，

不易閱讀，然而，在耿老師提綱契領的導讀下，從中國的貨幣一定有實物交換的

過程的概念切入，先以刻序中提及的大布黃千與刀幣開始，再說到中國錢幣四大

體系：鏟幣、刀幣、圜錢、蚁鼻錢，都是模擬實物交換時，作為交換媒介的有價

值事物，即是取當地有價值的器物為貨幣形體。如： 

鏟幣：鏟幣也就是布幣。三晉一代是以布幣為基準，因為三晉所處的中原一帶， 

 

 

為農業發展區，鏟、鎛等農具是很重要生產工具，是相當有價值的事物，其形狀

就被使用在錢幣上。 

刀幣：盛行於春秋戰國燕齊一帶，因地靠北戎，刀具在這一地區是具有信用價值，

故而使用刀幣來作為交換的基準。 

元王禎《農書》 

聳肩尖足空首布 

春秋早中期衛國或晉國鑄 

 

平首布：釿布 

盛行於戰國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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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老師又提到中國的錢制和西方完全不同，中國的錢幣有一個特色，都有一

個圓孔，這一圓孔是方便人們用繩將錢幣串起。不同於西方錢幣是秤重，中國是

算個數，即是有幾枚，一直到幣質很差時，才秤重。中國的錢幣冶鑄，都是與當

時的價值事物有關，而其在社會上流動的的狀況，都有助我們研究當時的經濟發

展。 

以下再進入《泉志》的正用品、偽品和不知年代品的部分，耿老師提醒道，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正用品是指正式的、真的錢幣；偽品是指假的錢幣。其真正

的意思是： 

正用品：是指正式朝代發行的貨幣。 

偽品：不被承認的朝代，即偽朝發行的貨幣。 

不知年代品：是指不知到年代發行的貨幣。 

 

由此可知，這是宋代人認為的朝代分野。正式朝代如：魏、蜀、吳、宋、梁、陳、

後魏、北齊等；偽朝則有：項梁、吳王濞、公孫述、董卓、張軌等。 

 而中國的錢幣在先秦之前的各國以有價值為形體的幣制，秦時以秦半兩統一

春秋戰國以來混亂的幣制，現代俗稱的孔方兄於此時出現。所謂孔方兄的形制如

右下圖，銅制圓形硬幣中有一方孔，方孔稱為「好」、圓形部分為「肉」，肉的邊

緣突起處叫「廓」。 

自秦以後的幣形基本上都是秦半兩的形式，其中較為

不同的是漢代的莢錢，沒有廓。史籍記載：「秦錢重，

難用，更鑄莢錢」。漢代又開放民鑄，同時，因為銅鑄

錢的價值，「廓」的部分沒有，「好」的部分放很大，需

要使用的銅量就減少，就有更多的銅可以鑄錢，故錢雖

名為「五銖」，實際上的重量只有三銖。錢貨之間重量不一。 

錢制統一之後，錢幣中需注意的，就是錢幣鑄字的讀法，共四種： 

肉

 

好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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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讀：通寶錢，上下右左讀。 

 

旋讀：元寶錢，上右下左讀。 

 

橫讀：右至左讀。 

 

環讀：順時針讀，遼代清寧二年錢（唯一單例）。 

 

大 

觀 

寶 通 

正 

元 

寶 隆 

 

 

兩  

年
 

寧
 

二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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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傳形錢。所謂的傳形錢，是指錢文變異，錢文顛倒。 

 

除此之外，較為特殊的是在不知年代品的部分，收錄了幾枚外國貨幣，即「天鎮

錢」、「大興錢」、「天感錢」，這三枚錢幣都是越南貨幣，「天鎮錢」為前黎朝大行

皇帝黎恒於天福年間所鑄「天福鎮寶」，「大興錢」為丁朝所鑄「太平興寶」，「天

感錢」為李太宗時天感年間所鑄「天感元寶」，這三枚錢幣的存在說明了越南自

行鑄錢的歷史很早，至於越南古錢是否可用於當時中國，也是一個可以再探討問

題。而這三枚錢幣沒有被放入《泉志》卷十至卷十二〈外國品〉中，說明洪遵生

時並不清楚這些貨幣並非本國所有。 

最後，就總體而言。《泉志》是一本記載歷代錢幣的書籍，內容依朝代將每

一種錢幣分列出再述其發行與其歷史背景，按照其內容而言是相當不容易閱讀。

然而，耿老師透過對於錢幣的形成、形狀來由、歷史演變、原料問題、特殊錢幣

以及宋代的歷史觀等角度進行錢幣史的整體討論，不僅讓聽者對於《泉志》一書，

更對於中國錢幣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耿老師透過對於錢幣史的整

體討論展示了如何將細碎化資料轉化為供研究使用的資料庫的思維，告訴我們要

如何去使用類似《泉志》這樣的細碎史料，細碎史料也是歷史的一環，應該是要

將之放入歷史環境中討論，而非抽提出來單獨閱讀，如此這些史料就沒有意義。 

  

 兩 



96 

七、 報告資料：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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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十一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5/21，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 題目：《泉志》卷八-卷十二（天品、刀布品、外國品） 

四、 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毛漢光 

五、 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耿慧玲 

六、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內容為《泉志》的天品、刀布品、外國品三部分，導讀人耿慧玲老

師從天品開始，指出該卷所載都是與前人著作中的「述異」有關，「天帝錢」、「寶

錢」、「咸陽錢」為洪遵於道書、《晉書‧天文志》、任昉《述異記》等書籍中搜羅

而來。而「金五銖」與「五銖錢」雖然是真實貨幣，但是它們都有奇異故事記載，

《述異記》載民居涌金五銖錢、未央宮涌五銖錢等事，因此，稱此卷為「天品」。

耿老師並特別講解了漢代的金五銖與漢代黃金的實價。 

緊接著是對刀布品的介紹，第一則為「白金三品」，所謂白金三品指的是「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耿老師由此還提出了「麟趾金」、「馬蹄

金」、「鉛製龍形幣」（鉛鍚合金）與「龜幣」，也說明了白金三品為一信用貨幣。

之後是對於各類刀幣與布幣的介紹，令與會眾人驚異的是王莽時代的貨幣與漢代

貨幣相比之下很規整，製作也相當精良。毛老師於此也特別指出漢初准許諸侯王

自行鑄幣，造成錢制混亂，到了王莽時代的貨幣制度很完整，這說明經濟在改變。

但至東漢時就完全停滯。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是有段落可尋，可惜學者都重視政

治史，不重經濟，然而政治的根基卻是經濟，但這部分現今仍無人研究。耿老師

接著再說到藕心錢與蟻鼻錢，藕心錢不是真正的貨幣，可能是砝碼，只是多數人

為名稱所惑，而蟻鼻錢是楚國最小的貨幣，是銅製的仿貝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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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外國品，耿老師將之分為西域、東南亞與南亞諸國介紹，發現這些區

域，不僅朝鮮、日本、安南是錢幣形制是中國相同，西域、東南亞、南亞很多國

家的錢制也是外圓內方的孔方兄，如：西域的墀

國、疎勒、龜茲、高昌、于闐、大月氏、小月氏、

大秦；東南亞的三佛齊、佛泥園；南亞的泥婆羅國、

中天竺、覩貨羅、梵衍那、迦畢試、那揭羅曷、徤

馱羅、室邏伐悉底、鉢羅那伽等都是。再回頭來看

中國的漢代鉛製龍形幣貨幣有一圈文字，看似是

西方文字，但不清楚意思，姑且稱之為「偽希臘

文」，因為這也不是真正的希臘文，據說可能是「天

王之王」的意思。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錢幣錢制的交互影響，至於，中國的孔方兄

是否有流行通用於中亞與南亞目前不清楚。 

 

  

漢 鉛製龍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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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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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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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金石專著研讀班 

第十二場研讀紀錄 

 

一、時間：2017/06/11，10:30~13:00 

二、 地點：中正大學賓四堂 

三、題目：《泉志》卷十三-十五（奇品、神品、厭勝品） 

四、 主持人：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曾賢熙 

五、 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中龍 

六、 內容摘要： 

本次為此次研讀班最後一次開會，由導讀人陳中龍老師對於《泉志》的最後

三卷進行介紹。首先，陳老師指出這三卷收錄的奇品、神品、厭勝品都不是真正

的貨幣，有些是俗錢，有些是與民間信仰有關。 

卷十三的奇品是指面紋奇特、面文特別、錢制特別的錢幣，卷十四的神品—

是指可能出土的錢幣，或出現時有神蹟、或是奇特事件的貨幣，此卷是洪遵匯集

古籍中有關錢幣之記載。卷十五的厭勝品是作為除兇、保富貴的錢幣形護符。 

最後，陳老師對《泉志》一書的名稱進行分析，對於與會學者與同學們來說，

為何記錄貨幣的書籍要稱為《泉志》、實體貨幣為何叫「泉」？一直是一個疑惑，

陳老師從「泉」字的字形出發，甲骨文、金文和小篆泉的字形與字義來看，都是

相同的意思，是指：「水自石縫中流出」之意，再看到《周禮•地官》有「泉府」

孔穎達疏」：「釋曰泉與錢，今古異名。」，按照陳老師所述，之所謂用「泉」字，

是希望所藏（錢）像泉水一樣流布，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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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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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耿老師評論： 

《泉志》匯總了洪遵搜羅到的與在各書中提到的錢幣，不過，該書仍有些可

議之處，例如在之前，我們曾提到它將安南錢的「天福鎮寶」、「太平興寶」、「天

感元寶」放到「不知年代品」中，實際上它是屬於「外國品」。又如，「偽趙錢」

被放到「神品」之中，實際上「偽趙錢」是流通貨幣，是十六國時期後趙明帝石

勒所鑄的趙錢，按照書中的分類，應該歸於「偽品」。而「趙錢」冠以「偽」字，

也說明洪遵在分類時是帶入自身（當時）對於朝代的看法，將十六國的後趙視為

偽朝。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壹、計畫緣起與構想
	一、成立背景
	二、研讀班的目的
	三、研讀班的重要性

	貳、執行方式：
	一、執行方式：
	（一）研讀經典的選擇：
	（二）、研讀方式：
	（三）、研讀地點:
	二、金石專著研讀班成員名冊與進度
	（一）成員名冊
	（二）進度規劃

	參、研讀成果
	第一場研讀紀錄
	第二場研讀紀錄
	第三場研讀紀錄
	第四場研讀紀錄
	第五場研讀紀錄
	第六場研讀紀錄
	第七場研讀紀錄
	第八場研讀紀錄
	第九場研讀紀錄
	第十場研讀紀錄
	第十一場研讀紀錄
	第十二場研讀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