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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第一章陳述周代酒禮的研究狀況。當時的酒禮的類別、內容、程序等都有很

大的探討空間，但是首先要打破銘文釋讀的障礙。我提出從古文字形構的角度考

察禮儀的雛形，隨即在第二章實踐。經過考察與祼禮有關的瓚、將等字的本義，

勾勒字義的引申關係，用來訓釋銘文語境中的具體含義，以此為基礎來說明了瓚、

將兩種事物的禮儀用途，結果得出銘文瓚字既是表示飲酒的工具也是表示獻酒的

動詞，其中瓚字由於詞性變換而孳乳出「口+瓚」、「吅+瓚」的寫法，為 、 字。

銘文「口+瓚」、「吅+瓚」的寫法，按辭例都表示讓人酒飲義，兩字是在「瓚」字

的基礎上添加了「口」或「吅」，屬標示動詞用法的表義符號。至於祼將的將則

屬於同源分化，由本指奉持的將字添加瓚形，產生了專指祼將（獻酒）的 字。 

第二章又牽涉到「X+某+出入/逆洀+事/將令」的辭例，X 位置皆有供酒食之意，

不應籠統以協助義當之，將命明顯是傳話之意。在飲食禮中設有訝者，兼任迎賓

並傳達主賓之言。出入/逆洀乃形容傳命之行為，學者以為是名詞，指王的使者，

非是。透過《儀禮》飲食禮儀程序的展現，可以反映這種套語所描述的實際內容。 

第三、四章討論「饗禮」，以主題用品劃分饗禮的類別，可以分為饗酒和饗醴兩

種。在歸納銘文有「饗」字的辭例時，我發現了「饗醴」有「侑」，「饗酒」無「侑」

的現象。侑是勸的意思，因飲料的種類有別，而有勸和不勸之別，反映了周初飲

酒觀念對後來用酒制度的影響。 

類似的辭例用字上的差別未盡被揭櫫，而這些差別是還可以解決一些文字釋

義的問題，例如飲、厚、懿、莤等字被討論過不少，可是還未算審諦。重新考察

辭例後，可見飲不用於醴，厚、懿和醴、醫等事物有關，藉此對個別經傳文句提

出新見，也進一步瞭解飲酒禮儀的內涵。 

第五、六章圍繞𥃝字的本義、辭例、禮制、思想等各個方面做討論。𥃝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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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蘊涵了飲酒行為，也是飲酒禮的基本模式，字中每一個部件，都可以在三《禮》

所見的飲酒禮中找到實物，而𥃝字包含了招待的義項，也和文獻以酒作為招待賓

客的主要用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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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cuments from the early Western Zhou already indicate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structions and commands written 

down in the da yu ding bronze inscription and the jiu gao (“royal mandate regarding 

drunkenness”)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for example, show that the Zhou believed that 

the downfall of the Shang dynasty was brought on by their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alcohol, 

and that they intended to admonish their own people for this behavior. 

However, the widespread use of bronze drinking vessels up until the mid-Western 

Zhou period suggests that this idea was only held up by the ruling elit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and did not expa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territory. Only when the Zhou 

developed their own distinctive culinary and ritual culture from the mid-Western period on, 

bronze drinking vessels started to disappear from daily use. 

But the decrease of bronze drinking vessel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drinking 

alcohol for ritual purposes had been banned. From the mid-Western Zhou throughout the 

entire Eastern Zhou period characters related to these rituals—e.g. jiu 酒（wine）, yin 飲 

(“to drink”), xiang 饗 (“to offer food and drinks”), guan 祼 (“to pour out 

libation”) and zan 瓚 (“libation cup”)—continue to appear on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show that the use of alcohol was still an indispensable part within court meetings. Only 

the form,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alcohol vessels and drinking habits underwent 

changes, but they had not been forbidden categorically.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outline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ceremonies involving the use 

of alcohol vessels during the mid-Western Zhou period. By this, I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offering alcohol drastically declined during this era. One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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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decline in offering jiu 酒 (“wine”) and its replacement with 

li 醴 (“sweet wine”). Due to its lower levels of alcohol, a higher amount of “sweet 

wine” could be consumed without becoming intoxicated and was therefore more suitable 

in the effort to abide the instructions given by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dynasty.  

Besides a comparison of the terms jiu 酒 and li 醴, this thesis also offers new 

paleographic and phonologic analyses of related characters—e.g. suo 縮 (“filter”), yin 

飲 (“to drink”), hou 厚 (“richness”), yi 懿 (“fine”), zan 瓚 (“libation 

cup”), guan 祼 (“to pour out libation”), etc.—to contrast the ritual system as 

described in the old texts with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according to the shape and sound of 

the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 actual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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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選題意義 

周代分為西周和東周兩個時期，而史學家又慣常地按照國運將西周的二百七

十多年分為三期，早期為武、成、康、昭四世；中期為穆、恭、懿、孝、夷五世，

晚期為厲、宣、幽三世。如果以禮制方面的狀況來看，西周中期是變動的，或者

說是形成自身特徵的時期，這個時期青銅器的風格、種類乃至組合模式擺脫了西

周早期因襲商代的風氣，樹立了周人獨特的文化意識和歷史觀感。器物是用來體

現禮儀的，而禮儀又是思想的載體，器物不能不受禮制和思想的影響，獨立塑造

出來，它的形態和運作就是禮儀和思想的表徵。至於這時期前的狀況，有學者做

過簡要的綜論： 

武王伐商的勝利沒有使文化上的革故鼎新遽然出現。如果說，政權更替可

以在瞬間實現的話，文化上的新陳代謝則要滯後得多，緩慢得多。西周初

年，周人幾乎全盤接收了殷商高度發展的青銅文化，不論是器類、形制還

是組合、紋飾基本上是晚商體系，除了銘文稍有增多外，整體面貌無甚改

變。1 

反觀周初文獻所表現的思想，已和商人有很大的分歧，只是制度不能在一夕

間轉變過來，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大盂鼎銘、《尚書．酒誥》等西周初年的

訓誥，反映了周人相信殷人酗酒喪國，並以此為鑑戒，但是由酒器的消長情況來

看，這些訓誥在西周初期只能代表王廷權力核心的觀念，還未能廣泛地在制度上

實踐，青銅酒器依然多見，直至中期以後周人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重食文化，青銅

酒器才退出於禮器群組。不過青銅酒器的消失不能代表飲酒禮被取締，由西周中

至整個東周時期的銘文可見「飲」、「酒」之詞不算少見，在天子諸侯會面的場合

                                                      
1
 李朝遠：〈青銅器上所見西周中期的社會變遷〉，《學術月刊》，1994 年 11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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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是不可或缺，所謂「酒以成禮」(《世說新語》）的說法，對此時的狀況依然

是很適當的描述。可知西周以來飲酒器只是經歷了形態、數量、材質上的改變，

而不是一概被禁用。這是酒器在周中期禮儀形成過程中的發展梗概，一體兩面，

器物所落實的用酒儀式怎樣迎合大勢，是本研究的關注點。 

 

二、研究成果回顧 

（一）酒禮用器 

周代禮制方面的研究自漢代已開始，成果最豐富的是鄭玄的經傳注解，對器

物形制功用也有很多說解，以後南北朝至唐代作的疏基本上是詮釋漢人的說法。

及至宋代，禮制研究上的成果未算突出，但在禮器的研究領域上，可以說是奠基

者，青銅器專著也是在北宋時期開始出現，重要的有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宣

和博古圖》，對於器物的形制、紋飾、文字均有考述。直至現在還大量採用了宋

人的說法，大部分的稱名如酒器中的彝、爵、角、斝等都是宋人定立的。周禮方

面的研究至清代大盛，程瑤田、凌廷堪、黃以周、孫詒讓等人都留下了規模龐大

的著作，當中也有涉及酒禮及酒器的考據，但限於當時學術環境，未能充分吸收

出土的材料，文獻上遇到的問題，很多時不能在文獻本身找到答案。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學術界在新材料、新方法的推動下展現了新風貌，

學者不再局限於文獻互證的舊方法，開始注意出土文物與古書記載的異同。王國

維運用其最有代表性的「二重證據法」，得出很多不刊之論，當中還包括酒器方

面的考據，如〈說斝〉、〈說觥〉、〈說彝〉等系列文章，開始重新審視銅器的形制

與功用。後來有幾部系統性研究青銅器物的專著問世，如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

代》，這部書為青銅器按形制和紋飾作斷代，為研究青銅器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銅器通論》、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馬承源的《中國青銅器》、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等利用銘文和實物，詳

細考證了商周青銅器的類形和發展。要從多角度理解青銅器的發展，可參看杜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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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2杜氏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出發研究青銅

器的發展，可補青銅器類形斷代法不能說明變化原因的不足。朱鳳瀚先生的《中

國青銅器綜論》，3結合了考古學和科技史的研究，是現時青銅器研究專著中的集

大成之作。 

學者在單一青銅酒器或酒禮研究上也有可觀的成果，就以爵為例，是商代至

西周早期禮器群的重要成員，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出現年代又較早，在青銅

器中很有代表意義，研究成果也很可觀。較全面的如姬秀珠《儀禮飲食禮器研究》

一書第八章〈青銅禮爵研究〉對爵字的流變、爵器出土的情況、紋飾的時代性、

銘文的特點，以至上面的族徽都有深入的研究。4關於爵的來源和用途還有很多

爭論，賈洪波：〈關於商周青銅爵用途之說的檢討〉一文做了詳細的綜論。
5
  

西周到東周期間青銅酒器的形制和數量的演變是學界關注的課題。總結現代

學者的考察成果，大都將酒器鑄造量的萎縮，歸因於周初頒行了禁止群飲酗酒的

政策。同時，其他材質的器皿如木器和漆器的應用，也日漸取代青銅酒器。另有

學者歸因於時代觀念的影響，由於青銅是「吉金」，酒作為商人亡國的重要因素

之一，就是不再鑄造青銅酒器的原因。6青銅酒器在沒落前經歷過形態和組合方

式的變化，前商晚期至西周初期爵、觚大都等量配對，其間觶的數量穩步上揚，

到西周中期以後爵、觚已消失於器群中，而觶卻取而代之，一直沿用至春秋晚期。

問題是與器物相關的禮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二）酒禮中的祼與饗 

飲食最早被禮儀制度化，而作為組成部分的酒禮在殷周禮樂文化中就更形重

要，王國維〈釋禮〉一文就持「禮」與「醴」文字同源，這就等於說禮始於飲醴。

                                                      
2
 杜迺松：《中國靑銅器發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3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4
 姬秀珠：《儀禮飲食禮器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頁 530—533。 

5
 賈洪波：〈關於商周青銅爵用途之說的檢討〉，《殷都學刊》，2001 年第 4 期，頁 28—34。 

6
 馬承源：《青銅禮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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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研究周代酒禮，有兩個主題最受關注，一是饗禮，一是祼禮，現在分別綜述

其研究要點及成果。 

 

1. 祼 

孔子說：「禘自既灌（祼）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7（《論語．八佾》），

可見祼禮是隆重祭祀不可或缺的部份。孔子曾對春秋時人任意改動禮制表達過不

滿，而獨愛觀祼禮，禘制和祼禮配合舉行，這種組合方式最遲在西周已出現，可

能反映祼禮是東周禮樂變動中保存得較為完整的一套儀式，具有深入認識的必要。

祼禮的研究重點有文字、用器、程序、目的等方面，比較其他酒禮的研究而言，

擁有較多的突破性成果。 

 

（1）祼字釋義 

先說文字考釋，過去學者考辨祼字已有顯著成果，有三種說法比較有影響力，

第一種是吳其昌釋殷契  為祼，他認為左旁是有流之尊壺，此說很有影響力，

郭沫若、屈萬里、黃盛璋亦釋為祼，以為左旁象灌酒之器。有學者不主此說，王

國維釋 為鬯，李孝定認為與福字難以分別。又有一些學者把 （合 15816）、

（合 15819）等字形釋為祼。8現時學界較多人主張  （乙 2707）就是祼字，

而 （合 14099）、 （合 40747）雚/萑字則借作灌字來用，祼、灌兩字在傳世

文獻中通用，在卜辭中情況可能一樣。 

 

（2）瓚器考論 

在眾多酒器中，除了爵，似乎就以祼禮所用的器物最受關注，瓚是行祼禮的

                                                      
7
《論語注疏》，卷 3，頁 27 下。 

8
 諸說並見周聰俊：《祼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年 1994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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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具，關於其形制及字義近年也有不少討論。自鄭玄作注後，大家都認為祼

禮不外是由一勺形器（瓚）挹酒灌注的形式，而圭瓚的圭就是瓚的把柄。近年扶

風雲塘出土有柄之器，自名曰「金爵」，林巳奈夫結合三《禮》記載及祼字形義

作考證，9該器的確作勺形，這一點可以和鄭玄描述的器型對應，然而此器通體

為銅鑄，沒有關鍵的玉柄，材質上和鄭玄所說不符，因此傳統說法還未得到實體

證據。 

現時學者特別重視出土器物和古文字的證據，往往能得出與傳統說法不一的

結論。賈連敏在〈古文字中的「瓚」和「祼」及相關問題〉一文指出而祼字所從

的偏旁就是瓚字，他利用出土實物和字形對比，否定了郭沫若釋瓚為甗的說法。

10
隨後萬紅麗〈瓚的定名、形制及相關問題〉從考古學角度出發，結合古文字與

文獻，對瓚的定名、形制等方面作了論述，主要說明瓚、勺、斗的同異，認為瓚

僅用於高級的禮儀場合。11方稚松〈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祼及相關諸

字〉對照古文字與出土實物兩方面的材料，證實了甲骨和銅器上祼、瓚兩字的象

形特點。12 

清代徐同柏對比文獻及銘文辭例，得知圭瓚在鼎彝上都寫成 ，不過在文

字形義方面一直未能說清其所象之事物，郭沫若認為是獻字，因聲近借作瓚用。

學界也沒有考慮到 字形構和瓚的關係，對於瓚的實際形貌也只局限於鄭《注》

和後世禮圖的構想。 

一直以來學者相信祼禮用的瓚為勺斗狀的器物，自近年臧振首先指出文獻記

載和漢代經師說法的可疑之處，並據出土實物為證，指出「（只見）以金屬襯托

                                                      
9
 例如史獸鼎（集成 2778）的 和鄂侯鼎（集成 2810）的 都是祼字，除去人形和手形後剩

下的部分和伯公父勺相似。此說未成定論，現時很多學者對「瓚」的本字有了新的見解，因而不

同意祼字中部件就是「瓚」。 
10
 賈連敏：〈古文字中的「瓚」和「祼」及相關問題〉，《華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頁 54—70。 

11
 萬紅麗：〈瓚的定名、形制及相關問題〉，《東南文化》，2004 年 2 期，頁 76—82。 

12
 方稚松：〈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祼及相關諸字〉，《中原文物》，2007 年 1 期，頁 8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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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玉器，無以玉為襯托的青銅器。」13得出結論指瓚是被灌的玉器而非挹器。

此說頗受注目，十年來啟迪了不少學者做出可觀的成果，他們對傳統說法的質疑，

大致可以引用何景成提出的反證來概括： 

1. 迄今為止，考古發掘中所出土的挹酒器勺斗等器，尚未出現以玉器為其

柄部的。前引《花東》475卜問祼祭所用之玉除了圭外，尚有璧、琅等玉器。而

璧或琅均不能作為器物的柄部。 

2. 甲骨文和金文中瓚字的寫法與傳統認為瓚是一種勺狀物不符合。14 

臧振依據文字形構的特徵，指出 象玉植於鬲中待灌之形，可以說是突破

了千百年來的認知，隨後方稚松、陳劍申其說，又提出文字象玉柄置於同（觚）

中。李小燕、井中偉考察墓葬器物分佈特點，以不同時期玉柄形器的埋藏環境與

演變脈絡為基礎，指出「以玉柄形器共存的典型器物中以觚、爵等成套酒器最為

常見」，進一步證明玉柄和青銅器的組合關係。他們又結合古文字學與歷史文獻

學資料，探討玉柄形器的功能與定名問題，結論得出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

「同瑁」名物相符。15何景成則結合卜辭和玉器資料，證明瓚是祼禮所用玉。通

觀學界的研究成果，都能利用器群中玉柄及飲酒器的組合、 的字形構造兩方

面互證，證明玉柄形器可自名為瓚，在祼禮中並非挹灌器，而是被挹灌的對象。

並就灌玉所代表的作用已加以簡要的說明，禮儀的形式方面也已做到了逼真的重

塑。16 

 

（3）祼禮研究 

    過去學者已將先秦文獻所見的祼禮做過歸納，指出祼是天子祭祀宗廟，宴請

                                                      
13
 臧振：〈玉瓚考辨〉，《考古與文物》，2005 年第 1 期，頁 27。 

14
 何景成：〈試論祼禮的用玉制度〉，《華夏考古》，2013 年第 2 期，頁 90。 

15
 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頁

36。 
16
 嚴志斌：〈小臣 玉柄形器詮釋〉，《江漢考古》，總第 139 期（2015 年 4 月），頁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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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賓時的隆重禮儀，施用對象可分爲四類，17一爲祭祀開始時的迎神儀式，先立

束茅，用鬱鬯澆灌於上，酒滲下去，芬芳通達地下，象神飲之；18一爲祼尸儀式，

以鬱鬯獻尸，《禮記．祭統》說：「獻之屬，莫重於祼」。19三為祼賓儀式，《禮記．

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20第四類是對象不明的籍田之灌，

《國語．周語》載：「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

21 

從問題意識出發的祼禮研究，最初的關注點是祼本身是否給飲。自清末林昌

彝《三禮通釋》開始認為此處祼鬯是飲鬯酒，孫詒讓亦言：「祼之言灌，謂啐之

也。」22  由於尸、賓之祼對象涉及生人，鬱鬯是否用來飲用，前人有過不少討

論。《周禮．天官冢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鄭玄《注》：「祼

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

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23鄭《注》以為尸受鬯酒後「祭之」，當指灌

地；然後「啐之」，是淺嚐之意，再置奠祭之。由於尸的身分特殊，他代表受祭

的先人，所以他淺嘗鬯酒來象徵先人歆氣的過程，於理可通，但經傳中沒有顯證。

至於祼賓是否賓客飲鬯酒亦無明文可徵，故《春官宗伯．鬯人》賈公彥疏曰：「鬯

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24自得大盂鼎、鄂侯馭方鼎等器上銘文的印證後，祼禮

包含飲酒儀節或與飲酒儀節接續進行是顯而易見的。 

在禮儀程序角度上研究的有周聰俊《祼禮考辨》，25周氏分別就祼禮的起源、

意義、儀節、施用範圍、用品、相關禮器等多個方面進行研究，堪稱全面。該研

究兼賅傳世先秦典籍中的有關材料，豐富之餘，眉目清晰。孫慶偉〈周代祼禮的

新證據—介紹震旦藝術博物館新藏的兩件戰國玉瓚〉，文中指出周代祼禮可分為

                                                      
17
 周聰俊：《祼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18
 本鄭興說，見《周禮注疏》，卷 4〈天官冢宰〉，頁 64 上。 

19
 〔唐〕孔頴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卷 49，頁 833 上。 

20
 《禮記注疏》，卷 23，頁 453 上。 

21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周語上〉，頁 18。 

22
 諸家說法並見周聰俊：《祼禮考辨》，頁 83—84。 

23
 《周禮注疏》，卷 3，頁 45 下。 

24
 《周禮注疏》，卷 19，頁 301 下。 

25
 周聰俊：《祼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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祼祭和祼饗兩大類，祼祭的正獻是用鬯祼地，祼饗的正獻是用醴祼賓，和傳統祼

用鬯的說法不同，用鬯和用醴的界定仍然是可以討論的問題。26 

漢人所說的祼禮內容，學者也多有置疑，如楊寬說： 

饗禮是獻賓之禮，……在開始獻酒之前，還有所謂「祼」，……只有饗禮

和祭禮中才有。「祼」也叫做「灌」，……這種「貴氣臭」的「至敬」的禮，

只給賓客嗅到香氣，也不是給飲的。27 

楊氏所說祼只是讓賓客聞香氣，不是給飲並無原典文獻為根據，均之祼是否

給賓可飲酒，所用的是鬯是醴後來也有學者作專文討論。如按出土文獻，小盂鼎、

鄂侯鼎銘所見祼禮有瓚賓、侑王之禮，這些程序能夠證明祼禮包含飲酒儀式，只

是所飲之物有否限制則未明言，尚待考究。後來張世超質疑傳統祼用鬯的說法，

他據內史亳同銘文「成王賜內史亳豐祼」，讀「豐」為「醴」，提出祼禮本用醴，

《國語》所載「王祼鬯」非西周制度。28張氏誠有創見，只是「豐」字能都讀為

醴尚需直接證據，因為可確定為醴字的銘文皆從「酉」，沒有省略之例。 

由於文獻記錄不詳，祼禮的程序不甚明瞭，既知是由王祼，但賓客、相禮

者要做那些相應的舉措？據文獻所見，有《大雅．文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29及《天官冢宰》「贊玉幣爵之事、王祼將之事」，「祼將」一語有助瞭解祼禮的程

序。照傳統說法，將有送之意，屬於獻禮。30先秦文獻對祼禮的描述雖然不多，

但尚可以結合銘文資料將一些重點勾勒出來，例如先後次序。我認為可以在小盂

鼎、麥器等銘文中找到類似祼將的儀式，有助探討周初祼禮的內容。當然，首先

要解決字義上的問題才可以再推論。總言之，祼禮的儀節和意義要作進一步討

論。 

 

                                                      
26
 孫慶偉：〈周代祼禮的新證據—介紹震旦藝術博物館新藏的兩件戰國玉瓚〉，《中原文物》，2005

年 1 期，頁 69—75。 
27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古史新探》，頁 297—298。 

28
 張世超：〈祼禮及相關問題新探〉，《中國文字研究》19 輯，2014 年 2 月，頁 1—5。 

29
 《毛詩注疏》，卷 16，頁 536 上。 

30
 《天官冢宰．小宰》鄭《注》：「將，送也。祼送，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周禮注疏》，卷 3，

頁 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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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饗 

饗禮是高級的飲酒禮，至清代以來都是禮學家的關注對象。可惜《儀禮．饗

禮》久軼，不能像〈冠禮〉、〈婚禮〉那樣有文字記錄行禮程序和說明意義，資料

的不足，可研究的空間也很有限。自近現代大量周代青銅器銘文出土，為課題注

入豐富的資源，出產了不少可觀的成果。最早而全面的研究是許維遹〈饗禮考〉，

31分析了饗禮的性質、場合、禮器、酒食和程序，兼及饗禮和燕禮、祭祀關係。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論證了「鄉」、「饗」、「卿」三字同源，認為饗

禮起源於鄉飲酒禮，頗具影響力。
32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燕」和「饗」〉

33
和〈西

周金文中的「周禮」〉34兩文充分利用銘文材料，揭示了饗禮的性質和它在商周之

間的轉變。就此課題後來還有不少補充，例如李岩、胡建平：〈西周銅器銘文中

的「饗」〉，分析了饗字由殷卜辭到周代各個時期的意義及儀注，認為西周中期興

起了「饗醴」風氣，不在流行「饗酒」，代表了周人對商代思想及禮儀的革新。35

較新近的有周聰俊《饗禮考辨》一書，36引介了漢代以來學者的說法，結合新近

出土的材料及研成果，一一加以評說，亦提出了己見。朱淵清〈饗禮考〉發揮了

王國維的說法，從人類學角度論述祭祀後的饗是禮的起源。
37
 

姬秀珠《儀禮飲食禮器研究》第七章〈《儀禮》飲食禮與飲酒禮〉分析《儀

禮》各種禮儀賓主獻、酌、酬的具體程序以及所用的酒器，進而統計《儀禮》所

載各類爵出現次數與銘文用詞等綜合分析，使禮器、禮數等不同用法清楚可見，

換句話說，《儀禮》酒禮的真實性也得以證明，方法值得借鑑。38 

與飲酒禮相關的研究，有幾篇學位論文對學界研究成果做了很充分的整合，

                                                      
31
 許維遹：〈饗禮考〉，《清華學報》，第 14 卷 1 期（1947 年），頁 119—154。 

32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749—755。 

33
 劉雨：《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頁 113—161。 

34
 劉雨：《金文論集》，頁 61—73。 

35
 李岩、胡建平：〈西周銅器銘文中的「饗」〉，《新疆師師範大學學報》，1989 年第 2 期，頁 86—

93。 
36
 周聰俊：《饗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 

37
 朱淵清：〈饗禮考〉，《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61。 

38
 姬秀珠：《儀禮飲食禮器研究》，頁 530—533。 



10 
 

並能適當地延伸，例如李春艷的〈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禮儀研究〉第三章「天子大

饗禮儀」將金文中「饗」、「飲」、「觴」、「祼」等動詞都歸為研究饗禮的材料，又

指出「饗前先祼、命侑、饗醴或酒、設俎、奏樂、行射、饗禮後有燕禮，以及饗

禮後有賞賜等八個方面。」另外對金文中的饗禮對象，舉行地點，時間、舉行原

因等均有指出，可謂全面。39韓婷〈周代燕饗禮儀考論〉也採取了相似的操作方

式來研究，論述燕饗禮中詩樂舞和禮器的用途，以及其在政治、外交、宗族等方

面所發揮的功能，40將課題的制度層面提升到思想、政治、倫理等層面來論述。 

至現在饗禮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我認為在饗醴設侑（命宥）的儀節上尚有可

以探索的空間，比較侑和其他飲酒禮的輔助儀式，有助於分析當時飲酒禮的類別

和意義。 

回顧過去研究周代酒禮的成果，以鄉飲酒禮和饗禮收穫最豐富。這是因為兩

種禮儀文獻記錄較多，能與相關的銘文互相詮釋補證。其實鄉飲酒禮和饗禮各自

是商周酒禮中其中一部分，當時尚有其他用酒的禮儀，或與酒禮相關的儀式，是

不能忽略的。但是礙於銘文往往只記名稱和大要，不記內容細節，實在難以據此

疏理出一套完整的禮儀程序。 

 

三、研究材料 

狹義上的酒禮應是指以飲酒、用酒為主題之禮儀，是具有施行程序的，《儀

禮》記錄的鄉飲酒禮應最有代表性，除此還有饗禮。廣義上的酒禮，應指一切典

禮中飲用酒、用酒祭祀等儀節，是一場典禮中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典禮的主題。

本論文所指的酒禮，包含廣、狹二義的酒禮，與兩種酒禮相關的儀式及用語都會

納入研究範圍中。現按照課題的關鍵詞來檢索相關銘文，列表如下：
41
 

                                                      
39
 李春艷：〈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禮儀研究〉（陜西師范大學中國史博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105—

139。  
40
 韓婷：〈周代燕饗禮儀考論〉（陜西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1
 引文及分期是根據中央研究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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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酉（酒） 

序

號 

器名 

   編號 

年代 銘文 

1 宰甫卣 

（集成 05395） 

商代晚期   王饗酒 

2 尹光鼎 

（集成 02709） 

商代晚期   王饗酒 

3 婦尊（NB1214） 商代晚期    王饗酒 

4 天君簋 

（集成 04020） 

西周早期        我天君饗飲酒 

5 征人鼎 

（集成 02674）   

西周早期  

 

天君 酒在斤 

6  盂鼎 

（集成 02837） 

西周早期 

 

酒無敢酖，唯殷……率肄于酒，故喪

師已。 

7✽ 小盂鼎（集成

02839） 

西周早期  入服酒，……瓚賓。 

入服酒，……丕祼。 

8 遹簋 

（集成 04207） 

西周中期 王饗酒 

9 𤼈壺 

（集成 09726、

09727） 

西周中期  饗逆酒 

10 曶鼎 

（集成 02838） 

西周中期   

 

迺俾以曶酒及羊 

11 毛公鼎 

（集成 02841）  

西周晚期   毋敢湎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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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季良父壺 

（集成 09713） 

西周晚期 用盛旨酒 

13 羕𦉢 

（集成 09969）  

春秋早期

         

酒𦉢 

14 番伯官曾𦉢 

（集成 09971） 

春秋早期  酒𦉢 

15 鄭義伯𦉢 

（集成 09973） 

春秋早期  我酒既清 

16 沇兒鎛 

（集成 00203）  

春秋晚期  用盤飲酒 

17 
國差   

（集成 10361） 

春秋 

（無法分期）  

用實旨酒 

 

綜觀商周銘文提及酒的語句並不多，而有關酒禮的形式更是少之又少。這些

材料的特質，可以簡單分類陳說如下： 

宴飲類： 1、2、3、4、6、7✽、8、9、11、16 

祭祀類： 5、7✽ 

器物類： 10、12、13、14、15、17 

「 酒」、「饗酒」、「饗逆酒」都應是以酒為主題的禮儀，可惜程序未可考

見，只能從文字訓釋上推敲主題意義。宴飲類中有幾條「饗酒」的材料，如何饗

飲？是否如禮書描述那樣主賓獻酬也未可得知。雖然沒有記錄飲酒禮本身的程序，

但有些輔助或相關的儀節是有記錄的，例如記某大臣輔助（邐、御），如加以疏

理，或可以分辨出酒禮的歷時變化和共時差異。6 和 11 反映的是一代人的飲酒

觀念。 

祭祀類中的 7✽，所屬典禮涉及祭祀（祼）及招待賓客（瓚），和文獻說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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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於祭祀也用於宴飲是相合的。 

 

（二） 醴 

序

號 

器名 

編號 

年代 銘文 

1 簋 

（NA1958）  

西周中期 王在周康宮鄉醴 

2 大鼎 

（集成 02807、02808） 

西周中期 王饗醴 

3 𤼈壺 

（集成 09726、09727） 

西周中期 王在鄭饗醴 

4 穆公簋蓋 

（集成 04191）  

西周中期 

 

王夕饗醴于□室 

5 師遽方彝 

（集成 09897）  

西周中期 王在周康寢饗醴 

6 長甶盉 

（集成 09455 ） 

西周中期 穆王饗醴 

7 應侯見工簋 

（NA0078、0079） 

西周中期 

 

王在罘饗醴 

8 呂季姜壺 

（集成 09611） 

西周晚期 作醴壺 

9 伯庶父壺 

（集成 09619）  

西周晚期 作醴壺 

10 楊姞壺 

（NA0889、0890） 

西周晚期 

 

作羞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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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鄭楙叔賓父壺 

（集成 09631） 

西周晚期 

 

作醴壺 

12 伯公父壺蓋 

（集成 09656） 

西周晚期 

 

作叔姬醴壺 

13 唐仲多壺 

（集成 09572） 

西周晚期 作醴壺 

14 呂季姜壺 

（集成 09610 ） 

西周晚期 醴壺 

15 彭伯壺 

（NA0315 、0316） 

西周晚期 

或春秋早期 

作醴壺 

16 邾君慶壺 

（NB0285、0286、

0297—0300） 

春秋早期 作秦妊醴壺 

17 蔡公子叔湯壺 

（NA1892）  

春秋早期 作其醴壺 

18 曾伯陭壺 

（集成 09712） 

春秋早期 用自作醴壺 

宴飲類： 1、2、3、4、5、6、7 

祭祀類：  

器物類： 8、9、10、11、12、13、14、15、16、17、18 

有趣的是在金文未找到明確用醴祭祀的例子。西周中期開始有「饗醴」的記

載，而無「作醴壺」，至晚期開始相反，有「作醴壺」，但無「饗醴」。此現象還

未被提出來討論，是否基於政治因素、禮制變動，還是別有原因，尚未可以斷言。 

 

（三）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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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器名 

編號 

年代 銘文 

1 飲示鼎 

（NA0135）    

商代晚期  飲示 

2 天君簋 

（集成 04020） 

西周早期   我天君饗飲酒 

3 飲祖己觶

（NA0372）     

西周早期   飲祖己 

4 高卣 

（集成 05431）             

西周早期  王酓西宮 

5 
鼎 

（集成 02739）                 

西周早期  飲秦飲 

6 邢叔觶 

（集成 06457） 

西周早期  作飲壺 

7 卣 

（NA1452）   

西周中期             公飲在館 

8 
伯 觶 

（集成 06454） 

西周中期             作飲壺 

9 伯作姬觶 

（集成 06456）         

西周中期   作飲壺 

10 㠱仲觶 

（集成 06511）           

西周中期              作倗生飲壺 

11 鄂侯馭方鼎 

（集成 02810）    

西周晚期   王宴，咸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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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膳夫山鼎 

（集成 02825）   

西周晚期   
飲獻人于  

13 仲師父壺 

（集成 09672）       

西周晚期  眔以朋飲 

14 魯大司徒元盂 

（集成 10316） 

春秋 

（無法分期） 

作飲盂 

15 曾伯文𦉢 

（集成 09961）      

春秋早期  自作厥飲𦉢 

16 杕氏福及壺 

（集成 09715）           

春秋晚期  吾以飲于我室家 

17 僕兒鐘 

（集成 00183 、

00184、00186） 

春秋晚期   飲食歌舞 

18 沇兒鎛 

（集成 00203）                

春秋晚期        用盤飲酒 

19 
宮左官壺 

（集成 09590、

09591、09647、

09660） 

戰國 

（無法分期） 

左飲 

20 東周左官壺 

（集成 09640 ）     

戰國 

（無法分期）  

飲壺 

21 四斗 客壺 

（集成 09649）   

戰國晚期   左飲 

22 
中山王 壺 

戰國晚期   是以遊夕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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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09735）      

 

宴飲類： 2、4、5、7、11、12、13、15、16、17、18、19、22 

祭祀類： 1、3 

器物類： 6、8、9、10、14、20、21 

大部分例子的「飲」都是動詞，指一般意義上的飲酒。難以據此考察周代的

酒禮，說明當中的程序儀節。但是若將重心稍移，放在用詞習慣上，或可從中發

現問題。 

金文中飲、酒都可用於祭祀，理應是常識，但和醴比較可見，醴卻沒有記載

用於祭祀。另外酒用作飲之賓語，醴、飲則不相牽涉。「飲壺」之名出現在西周

早期，而「醴壺」則在晚期以後。這應該是酒、醴性質和用法分別的問題，過去

亦少有學者注意，頗值得探討。 

 

（四） 祼 

序

號 

器名 

 編號 

年代 銘文 

1  

 

毓祖丁卣 

（集成 05396） 

商代晚期 歸祼于我多高 

2 𣄰尊 

（集成 06014） 

西周早期 復爯武王豐祼自天 

3  庚嬴鼎 

（集成 02748） 

西周早期 賜祼 

4  我鼎 

（集成 02763） 

西周早期 
遣祼 二脊 

5  史獸鼎 西周早期 尹賞史獸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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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02778） 

6  小盂鼎 

（集成 02839） 

西周早期 延□□邦賓，丕祼，□□用牲禘周王、

武王、成王。□□卜有臧，王祼，祼述，

瓚王邦賓。 

7  內史亳豐觚 

（NB1199） 

西周早期 a. 成王賜內史亳豐祼 

b. 作祼同。 

8  榮簋 

（集成 04121） 

西周早期 王休賜厥臣父榮瓚、王祼貝百朋 

9  伯簋 

（NB1327） 

西周早期 

或中期 

伯祼于下宮 

10  不栺鼎 

（集成 02735、

02736） 

西周中期 祓祼不栺 

11  守宮盤 

（集成 10168） 

西周中期 祼周師 

12  萬觶 

（集成 06515） 

西周中期 其則此𢲭祼 

13 鮮簋 

（集成 10166） 

西周中期 a. 鮮蔑𤯍，祼， 

b. 王賞祼玉三品。 

14  毛公鼎 

（集成 02841） 

西周晚期 祼圭瓚寶 

15 
匜 

（集成 10177） 

西周晚期 
（女祼） 

16 鄂侯馭方鼎 

（集成 02810） 

西周晚期 納壺于王，乃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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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飲類： 3、5、6✽、7a、9、10、11、12✽、13 a、14、16 

祭祀類： 1、2、6✽、12✽ 

器物類： 4、7b、8、13b、15 

 

✽代表兩用。 

「祼」的對象可以是賓客也可以是先人，一般作動詞用，也有用作名詞的，

本論文將按辭例加以判辨。萬觶銘文自言用來「祼」，說明了器物的用途，和內

史亳豐觚銘「作祼同」比照，說明了觶、觚、同都是用來祼的。小盂鼎銘記祼禮

是和不同的儀節配合進行的，各個儀節之間有一定的先後順序和聯繫。探討祼禮

和這些儀節的關係，也有助理解祼禮的在典禮中的作用和象徵意義。 

有學者如朱鳳瀚先生將卜辭常見的 （ ）釋作祼，42付強也持此說，將

繁卣的「啻（禘） 」、小盂鼎、鮮簋、《論語．八佾》禘後面接著舉行祼禮的

材料聯繫起來，增補了一項釋 為祼的證據。43不過銘文幾處 字後面都不接

人作為賓語，和「祼之」、「祼周師」、「祼不栺」的祼字明顯用法有別，也沒有與

之配合的宴飲程序。現在只能當作是一個祀名，和有獻飲性質的祼尚未能完全等

同。 

除了銘文中出現與酒禮相關的用詞外，我認為有些古文字形義中包含酒禮的

文字也可以反映酒禮的雛形，這類字如𥃝、配等也被納入考察範圍。 

 

四、研究方法 

    研究銘文最基礎的方法是歸納辭例，和傳世文獻的記載比較等。除此，我會

按照文字形義推敲上古時代的禮儀風俗，並與古籍記載的形式內容聯繫起來，因

                                                      
42

 朱鳳瀚：〈論 祭〉，《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87—94。 
43

 付强：〈談談金文中舊釋所謂「酒」的「祼」字〉，《古文字强刊》，2018 年 7 月 28 日。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p2O6FYJ4xdN12u6JlPmi7w 
 

https://mp.weixin.qq.com/s/p2O6FYJ4xdN12u6JlPmi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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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認為某些文字形義可以反映禮儀的雛形。這種考察方法在過去也有過可觀的

範例，王國維、郭沫若考釋魯侯爵（集成 9096）銘文，將 字中的「束」聯繫

到文獻所說用來縮酒的「束茅」，把「自」聯繫到「上帝居歆」、「神食氣」等古

人對祭祀的想像。44又如徐中舒指出「令」、「服」等字所從的 （卩）象人跪跽，

有祭祀禮拜之義。45由文字的形象特徵聯繫到上古的文化風俗，是可以謹慎學習

的方法。 

推測文字的形象所代表的儀式，並在古書中找尋相似的記載，相對來說是比

較任意的。而且文字的製作和禮儀制度的形成中間可以差距很漫長的時間，將兩

者拉上關係無疑難免有捕風捉影的毛病。雖然如此，近年在考古實證的支持下，

類似的論述方式明顯較以前嚴密，可借鑑的研究有小南一郎〈飲酒禮儀小考—以

探討尊的社會機能為中心〉，眾所周知尊字原象酒尊之形，後來又用以表示尊敬

的意思，對此小南一郎提出問題：原始「尊」的概念裡是否已包含這兩種意思？

還是後來才合併起來。也就是探討飲酒和人倫秩序的關係。小南氏考察上古社會

中酒尊的「政治統治機能」，對比原始部落奉行的習俗，推測新石器時代的飲酒

禮儀也像部落的飲酒儀式，坐得越近酒尊的人地位就越「尊」，在這個時期開始

酒尊和尊敬的觀念已密切聯繫，而這種尊敬的表達方式，保留在後代鄉飲酒禮和

鄉射禮等儀式中。46小南氏之說或能反映一種古老的飲酒風俗，但未必能據此解

釋尊字的意義源流。過去學者也曾將尊字的雙手捧酉之形和尊敬的意思聯繫起來，

不過尊字下的「廾」形常見於古文字，也不見得都有敬義，到小南氏才利用考古

和民俗方面的實證做了新穎的解釋。 

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商代銅器上的「亞 」銘文，過去釋為「醜」，是和商

                                                      
44
 王國維：《殷契類編》，卷 14，頁 19。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頁 99—100。 

45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999。 

46
 〔日〕小南一郎：〈飲酒禮儀小考—以探討尊的社會機能為中心〉，陳昭容主編：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七：《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1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2007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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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係較近的氏族。何駑指出 字中的 形構與戰國曾侯墓中的溫酒鑑形狀近

似，進而推論江漢地區生活流行溫酒風俗。47何氏之結論可能有待商榷，但他綜

合了字形、考古實物和地理等多方面的材料來推敲，是值得借鑑的方法。 

對相同的問題，董珊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 象銅禁，將 字改釋為

「𥃝」，他將重點放在酒尊的「勺」上，認為是表達酌酒招待之義，和召、招、

卲等字音義相關，都是由勺的功能衍生開來的孳乳字。他又指出東周青銅器的飲

宴圖案與 字的形象非常接近，隨後結合考古發現，得出的結論是 應讀如「勺」，

和古書記載的長勺氏、尾勺氏有關係。48 

以上這些研究致力將文字的本義，與後世禮儀形式聯繫起來，進而援引第三、

四方面的材料如出土器物、畫像、民俗等作為參證，試圖呈現商周兩代禮儀的雛

形及演變，令人耳目一新。 

本論文將以訓釋銘文字義為基礎，審視各篇與酒禮相關銘文的內容，包括用

字異同，程序先後等，據此重新詮釋銘文所見的酒禮和相關禮儀的名義。另外，

會繼續以𥃝字為例，討論古文字形構中可能反映的用酒儀式。 

  

                                                      
47
 何駑：〈上古吸飲與溫酒習俗〉，《江漢考古》，1994 年第 3 期，頁 67。 

48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 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2015 年，頁 33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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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瓚字形義及其禮用 

 

 

關於瓚的形制，傳統說法以鄭玄《周禮注》為代表，認為是用來挹鬯酒行祼

禮的勺斗狀器物。近年學界對此說多表懷疑，紛紛利用出土器物與三《禮》對照，

得出的新解是瓚是飲器而非挹器。傳統說法與晚近流行的觀點分歧頗大，現時還

有必要作階段性的疏理。 

 

一、瓚字形義及其實物 

《周禮．春官宗伯．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說明

祼的對象是上至先王，下至賓客。而行禮的器具是圭瓚，關於圭瓚的形制，過去

一直從信鄭玄的說法，云：「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49以為是玉為柄，

金屬為杯的勺斗形器物。用途方面，則以賈公彥《疏》謂挹取鬱鬯「灌地降神」

最為流行。50可惜還沒有出土實物可以和鄭《注》所描述的形制相合，祼禮的形

式和作用也受到質疑，事實先秦文獻提及祼禮的內容並沒有用酒灌澆地上的情節。

近年學界結合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做考察後，終於對瓚的器型和相關的祼禮有了

突破性的認識。發韌的應是臧振，而引起他懷疑傳統說法的起點是未有發現青銅

器是以玉為襯托的。臧氏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因為現時出土器物所見，還未有勺

斗是以玉為柄的，究其原因，臧氏解釋說： 

以玉為銅勺把，從力學上說令人難以置信。……（玉的韌性）不如金屬，

在青銅冶鑄技術已經高度發達的殷周時期，怎麼會用寶貴的玉去作為易折

部位的材料呢？51 

首先從物理上提出理由詰問瓚為勺柄的說法，繼而指出玉是至為貴重的禮器，

                                                      
49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16〈大雅．旱麓〉，頁 559 上。 

50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3〈天官冢宰．小宰〉，頁 46 上。 

51
 臧振：〈玉瓚考辨〉，《考古與文物》，2005 年第 1 期，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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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象徵「食玉」的儀式在先秦文獻中有多處記載，如果祭祀以玉為器物的配件

反而不見有旁證，也不能達到「食玉」的效果，因此推測瓚是饗神和人的食品之

一，而不是所以饗的工具。臧氏說玉不能作為青銅器的柄可能還會有例外，但現

時確實未發現鄭玄所描述，以玉為柄，青銅為勺杯的瓚。他又利用音訓之法，舉

《說文》：「饡，羹澆飯也。」為證，指饡、瓚屬於音義相通的同源字，瓚應是以

酒澆玉的意思，古文字形構象玉盛於鬲中，是一種以玉及酒饗人神的禮儀用品。

無疑二千多年來的成說已受到挑戰，對瓚的基本用途有了全新的認識，不過至今

出土的器物還沒有以玉、鬲為組合的，器物組合的方式就由其他學者去攢零合

整。 

甲骨與金文中的瓚字摹本： 

 

1. 花東 290    2. 花東 493    3. 小盂鼎（集成 02839）   4. 宜侯夨簋（集

成 04320）   5. 毛公鼎（集成 02841）   6. 多友鼎（集成 02835）   7. 敔

簋（集成 04323）   8. 麥方彝（集成 09893） 

李小燕、井中偉指出：玉柄流行於商代，隨葬的玉柄與觚、爵等成套酒器共

存，商代後期的玉柄形器較之前期有複雜化的發展跡象，出現了複合玉柄形器，

至西周時期也有為數不少的類似器形組件出土。李、井根據考古發現、古文字形

構，判斷 （瓚）字是「複合體玉柄形器的象形。」52二人將字形中用以盛玉的

部分對照出土的青銅觚，以《尚書．顧命》中的「同瑁」當之，53更作了下圖說

明瓚字形構及複合體玉柄器具的對應關係： 

 

                                                      
52
 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

古與文物》，2012 年第 3 期，頁 34—53。 
53
 同上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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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燕、井中偉指出：從玉柄器排列組合來看，上部單柄形器可能插在由小

蚌片和綠松石鑲嵌的木器或帛袋內，長橢形蚌片起承托作用，中心有圓形穿孔或

用來扣置某物。54 所以 原指一個禮器組合，後來專指玉柄可能是借代了這個

組合的最主要部分。 

現時最新的成果是嚴志斌：〈小臣 玉柄形器詮釋〉一文，該文經考察張家

坡、洛陽北窯等地出土若干的柄形玉器和觚（同）器的組合，重新探討了瓚、祼

字義及其代表之禮用形式，指出小臣 玉柄上的刻字 是瓚字，也是該器之自

名，是祼禮用器的最佳證據。55  

後來 字寫法改變了，改從「王」、從「贊」，何景成以為部件中的贊是會

意兼聲，取其佐義，是輔助行祼禮之玉。56照此則瓚字是以「玉」、「贊」會意，

而「贊」更是兼聲的偏旁。今案贊從「兟」，從「貝」，本義應是進貝，引伸為進

見，再引伸為引導、襄助義。若真如何氏所言，則瓚字是由贊的引伸義孳乳出來

                                                      
54
 同上註，頁 37 

55
 關於改器的用途也有過不少討論，所持的主張有琴撥、髮簪、石主、瓚柄等。見嚴志斌：〈小

臣 玉柄形器詮釋〉，頁 93。 
56
 何景成：〈試論祼禮的用玉制度〉，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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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這樣的文字產生過程似乎很迂曲。事實上瓚本來就寫作 ，只是器物的

象形，瓚這種事物應是和本身的名字讀音一同出現的，不應是為了湊合輔助之義

才讀為贊，而用輔助這一概念來指稱瓚這種實體也不容易理解。瓚用於祼禮就以

為是贊助祼禮，那麼爵、觶等器也用於酒禮，也可說是贊助酒禮的，又如何據聲

訓的方法來解釋字義？我認為文獻上的「瓚」字既由形象性的文字轉變過來，在

當中已不能看到原先的表意功能。瓚字可能只是個形聲字，也有可能是會義兼聲

字。清人訓詁有因聲求義的方法，所謂「凡從某聲者多有某義」。57假設瓚的讀音

和字義有聯繫，它的聲旁將會是一條考察字本義的線索。列舉從這個聲旁的字的

意義，逐一對照出土實物形貌，應可得到多一方的證據。 

 

二、瓚字的音義 

瓚字讀為贊聲，讀贊聲的字意義可歸納為以下兩種： 

1. 澆灑類 

灒，《說文》：「汙灑也。」 

饡，《說文》：「以羹澆飯也。从食，贊聲。」 

《考工記．玉人》「侯用瓚」鄭《注》：「瓚讀為𩜾𩛻之𩛻。」58 

臧振據此指饡、瓚聲同義通，以羹澆飯猶如以酒澆玉，其事相類，故一從食，

一從玉。臧氏另一方面的證據是神靈食玉的傳說，但不能因此斷定瓚的取名意義

就相當於饡，因為命名可以是來自事物本身的構造特點。 

2. 積集類 

欑，《說文》：「積竹杖也。从木，贊聲。一曰穿也。一曰叢木。」 

〈喪大記〉：「君殯欑至於上。」 

鄭《注》：「欑猶菆也。」《類篇》：「矛戟柄也。」 

                                                      
57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4。 
58
 《周禮注疏》，卷 41，頁 63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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纘，《說文》：「繼也。从糸，贊聲。」 

除此還有「讚」字，最早見於《後漢書》，意義上不相涉，可撇除不論。 

注意這類從贊聲的字都不取贊義，純粹是形聲字。從贊聲字甲類有澆灑義，乙類

為積、穿兩種意義，屬這種事物所呈現的形態，而訓為「柄」應是事物的本身，

這種形態和自身的關係在出土玉柄組合也有所體現。據澆灑義理解，就是以酒澆

玉。兩種解釋都存在可能性，而我認為要取攢積義為訓才最貼切，試看文獻所說

的祼玉形制，可作為多一方之證據，許慎《說文解字》云： 

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

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許氏所引「《禮》」文又見於《周禮．冬官考工記》，「駹」作「龍」，「埒」作

「將」，是通假字。出土器物和典籍所記印證了瓚不是單體玉器，乃是由多件玉

石拼合而成的複合體。《春官宗伯．典瑞》亦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

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

客。 

何景成據王引之說指出「有」字用法像「為」，又據那志良的意見解釋「邸」

為「相向同邸之狀」，至於「祼圭有瓚」，猶言「以祼圭為瓚」。59所言「以祼圭為

瓚」，何氏之意應是「祼圭是瓚」或「以祼圭作為瓚，若這樣理解，和前文的「四

圭有邸」、「兩圭有邸」的三句語法結構並不能統一。如果邸是器物，甚麼是「邸」

呢？未有器型可考。那志良解釋「邸」是相向之狀，四圭、兩圭的組合形態都形

成「邸」狀，即與「抵」、「牴」音義接近。比起古注以「底」、「柢」等同音字類

推為根本之義，更符合考古發現的器物形制。60那麼瓚作為形態，又應如何理解

呢？那氏未說。顯然，「祼圭有 X」、「兩圭有 X」、「四圭有 X」語法結構是相同

                                                      
59
 何景成：〈試論祼禮的用玉制度〉，《華夏考古》，頁 91。那志良說見氏著：《中國古玉圖釋》 

（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司，1990 年），頁 156-158。 
60
 《爾雅．釋器》：「邸謂之柢。」郭璞《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見〔宋〕邢

昺疏：《爾雅注疏》，卷 5，頁 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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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認為 X 位都是形容詞格，「邸」、「瓚」在此都是指器物結構呈現的形象。

我推測「有」字與《周頌．良耜》「有捄其角」之「有」用法相同，意思是「有……

之貌」。三個「有」字組成短語可以解釋為：四圭、兩圭的組合表現為牴觸之貌，

祼圭的組合表現為串聯之貌，都是形容玉片的排列方式，因此瓚的音義應與攢、

鑽等字較為接近。 

分析瓚字音義後對照〈典瑞〉的記載，已可想見其形制之椎輪，再徵諸出土

器物，瓚的名義可謂昭然若揭。何景成列舉出西周時期洛北窯多處出土的玉器組

合，都是用玉柄串聯玉片，並置於器皿中，和古文字瓚所代表的用玉方法吻合。

61由此觀之，新的說法比傳統的多了文字和實物方面的證據，現時來說應是較優

勝的。學界已有充分的論證，用以行祼禮的瓚，是玉圭置於觚、同類型器皿中組

成的複合體用具。 

 

三、瓚的禮儀用途 

瓚的本字是 ， 用於獻酒，有作動詞用的傾向，由此孳乳出 、  

等動詞性質的 字。 

（一）  

在銘文中常作名詞用，多友鼎（集成 02835）：「賜汝圭 （瓚）一、湯

鐘一肆。」即指圭瓚無誤。也有作動詞用之例，見於小盂鼎銘，過去有讀為「贊」，

62訓「助」或「進」，或讀為「獻」的說法，63我認為此二種釋讀值得商榷，因為

禮儀上的「贊」和小盂鼎銘的 用法有別。先看文獻所見儀式中所謂的「贊」

                                                      
61
 何景成：〈試論祼禮的用玉制度〉，頁 92。何氏又指出，瓚字一般上部作「圭」形，有個別例

子如 （集成 5988）上部是「辛」，是文獻所說的玉璋。兩字的圭、璋都植於「同」中，都應視

為瓚字，或有種類之別，《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兩個不同的字形

正好與文獻所載的祼玉種類對應。 
62
 陳夢家說，見：《金文詁林附錄》，頁 1504。 

63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39。 



28 
 

（或作「賛」），《儀禮．聘禮》有三例：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上介奉幣，儷皮，      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介奉幣。    皮，      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 

三例都見贊後入門奠幣，疑贊有引進之義，與本義比較接近，《說文．貝部》：

「贊，見也。从貝从兟。」〈先部〉：「兟，進也。」在〈聘禮〉中的贊是一種具

體的儀式程序，除此多是一般意義上的輔助，如《儀禮．燕禮》「賛執爵」，《周

禮．天官冢宰》「贊九嬪之禮事」，都會說明所贊何事，銘文以人為直接賓語，所

贊何事未瞭。如「贊賓」不宜是「佐賓」之意，又能否解為「進賓」？似亦不然，

小盂鼎（集成 02839）銘云： 

隹（唯）八月既朢（望），…… 

三𠂇（左）三右多君入服酉（酒）。 

1. 明，王各周 （廟），□□□□賓。𢓊
‧
（延）邦賓， 其旅服，東鄉（嚮）。…… 

盂□入三門，即立中廷，北鄉（嚮），盂告。…… 

2. 賓即立（位）、 （瓚）賓。王乎（呼） （瓚）贊盂，㠯（以）□□□進
。

賓，□□大采， 

三周入服酉（酒）。 

3. 王各廟，祝𢓊
‧
（延）□□邦賓，不（丕） （祼），□□用牲啻（禘）周王、

武王、成王，…… 

4. □□卜有臧，王 （祼）， （祼）述， （瓚）王邦賓。王乎（呼）□

□令盂㠯（以）區入……翌乙酉， 

□三事大夫入服酉（酒）。 

5. 王各廟， （瓚）王邦賓，𢓊
‧
（延），王令賞盂。64  

                                                      
64
 銘文句讀據中央研究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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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禮儀中「入服酒」、「各廟」、「延」、「祼」、「瓚」等程序脈絡清楚，以

上引文已做了少量刪節，如獻物的內容、行禮日子等，但保留了行禮順序中重點。

排列對比如上。小盂鼎銘文記錄了三次「入服酒」，65點明了酒是主要用品。當中

固然也有用酒的儀節。銘云：「賓即立（位）、 （瓚）賓。」瓚賓在延賓與即

位之後，隨之又「以□□□進賓」，稱「進」不稱「瓚」。還有兩次「王各廟」，

隨後一次「祝𢓊（延）□□邦賓」，一次「 （瓚）王邦賓」，延、瓚義當有別。 

郭沫若認為此 字假為獻納之「獻」，66李學勤也主張瓚讀為「獻」，指獻酒。

67按他們所揭示的通假關係未必可信，因為同篇後文又見「獻西旅」，亦即獻納之

獻，因此不宜破讀。但就禮儀程序而言，在周廟行燎祭後延賓、瓚賓，瓚很可能

是用瓚獻酒的意思，正如〈天官冢宰〉說：「大祭祀，後祼獻。」 

虢季子白盤銘（集成 10173）載虢季子白伐獫狁得勝，折首執訊回朝，於是： 

獻馘于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
。。。。

，宣榭爰饗。 

禮儀類別和小盂鼎的很相似，兩者是先由功臣「獻馘」，然後王入廟，行祼，

瓚；或行饗，饗應該是可以概括祼、瓚兩種儀式的。 

也有學者直接將瓚讀爲祼，68如湖北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西周早期觶

蓋（《文物》2011 年 11 期，第 51 頁，圖 79.3、10），周忠兵將蓋上銘文 （瓚）

讀爲祼，謝明文同意此說，並認為銘文說明器物「功用主要是用於祼禮，它與卣

一樣，都是用來盛鬯酒而非飲酒器。該觶出土時所附斗應即用來挹取觶中的鬯酒。」

又指出銘文瓚、祼有很多相通之例。69兩位學者的觀點都很有理致，但有兩點要

                                                                                                                                                        
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65
 李學勤的斷句是：「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並指「群臣先近入周廟，服酒即事酒，是為周

王的到來作準備。」見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頁 239。 
66
 《金文詁林附錄》，頁 1502。 

67
 李學勤：〈小盂鼎與西周制度〉，《歷史研究》，1987 年第 5 期，頁 21。 

68
 周忠兵：《釋甲骨文中的「觶」》，《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頁 66。 

69
 謝明文：〈談談金文中宋人所謂「觶」的自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06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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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小盂鼎有 字，也有祼字，是兩個接續的稱序，可知 與祼是不同的程

序。另外，所謂祼未必是指用鬯酒的祼祭，還可能是指醴祼，屬飲酒禮。按《儀

禮》所載的觶都用於飲酒，如〈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

角柶。」醴、勺、觶的組合也在書中常見。文字上瓚和祼兩字形、音都是不同的，

但禮制上瓚是祼所用的器物則無疑問，故瓚字保持原讀也可以說明該器的功能。 

謝明文提到的隨州淅河西周早期青銅觶有「作寶瓚鑵」的銘文，對比伯鑵銘

文「伯作酓鑵」，兩個「鑵」的定語一為瓚，一為飲，瓚字明顯也不是名詞，很

可能就有飲義。可知瓚和飲都可以作動詞用。 

銘文 為文獻之瓚字，已無疑問，但是作為動詞使用時如小盂鼎的「瓚賓」，

其意義尚未明瞭。在 字基礎上添加「口」的 （見麥器），添加「吅」的 （見

尚盂），過去的釋讀還未成定論，尚可重新梳理例證，再加以審視。 

 

（二） ： 

 

     1      2      3     4     5      6      7 

1. 花東290   12. 花東403    3. 花東475   4. 花東493   5. 麥盉（集成 09451）   

6. 麥鼎（集成 02706）   15. 麥方尊（集成 06015）  

用法見於西周早期麥器銘文： 

井（邢）侯光氒（厥）吏麥， 于麥 （宮），侯易（賜）麥金，乍（作）

盉，用從井（邢）侯征事，用 （旋）徒（走）夙夕， 御事。 

（麥盉，集成 09451） 

才（在）八月乙亥，辟井（邢）光氒（厥）正吏， 于麥 （宮），易（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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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乍（作） （尊）彝，用 井（邢）侯出入 （將）令，孫孫子

子其永寶。                                    （麥方彝，集成 09893） 

隹（唯）十又一月，井（邢）侯𢓊（延） 于麥。麥易（賜）赤金，用

乍（作）鼎，用從井（邢）侯征事，用鄉（饗）多者（諸）友。 

（麥方鼎，集成 02706） 

麥揚，用乍（作）寶 彝，用 侯逆 （將）明令，唯天子休于麥

辟侯之年鑄，孫孫子子其永亡冬（終），冬（終）用 德，妥（綏）多友，

亯（享）旋走令。                               （麥方尊，集成 06015） 

關於 字之義的說法有很多種，分別有嗝、歷、過、獻、贊等主張，70陳夢

家讀為「贊」（與 通），訓佐助。正如小盂鼎的例子， 訓「助」在銘文中欠

缺意義，此處屬「X 于某宮廟」的句式，X 應是具體的禮儀。郭沫若讀 為「燕」，

71李學勤讀為「饌」，兩字是同類的動詞，皆有款待義。72這些釋讀在句中文意的

確很順適，可惜燕（宴）、饌沒有和 通假的實例，似乎僅合近音通假之條件，

在禮制和辭例上都未有進一步的證據，難分孰是孰非。另有白川靜的說法，云： 

小盂鼎中 字用作動詞， 之動詞形蓋即本器（麥盉）之 。……用圭

瓚之禮稱為祼，…… 即其後之祼禮。73 

白川靜就文字本義的解釋很有理致，但在禮儀方面的論述則尚欠說服力。所

言 是祼後之祼禮，還是無助於理解兩種者分別所在，既然同是祼禮，為何要

改變用詞？小盂鼎有一處 賓，麥器的「 于麥宮」，都是單獨進行不連帶祼

                                                      
70
 《金文詁林附錄》，頁 1509—1522。 

71
 《金文詁林附錄》，頁 1512—1513。 

72
 李學勤：〈釋「出入」和「逆造」—金文釋例之〉，《傳統文化研究》第 16 輯（北京：群言出版

社，2008 年），頁 33。 
73
 《金文詁林附錄》，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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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所以不能證明是祼後的儀式，現在只能推敲是用瓚載酒饗賓之禮。 

總之， 、 、 雖然寫法不同，但在特定語境中意思一樣，在西周早期

銘文中有通用的現象，只是用法存在小別，有「口」、「吅」旁的 、 不作名

詞用，用為及物動詞，賓語都是生人。 

小盂鼎銘中可考見一較完整的祼禮儀節，曰：「王祼，祼述，瓚王邦賓。」

李學勤的讀法是「王祼（果）祼，述（遂）瓚王邦賓。」第一個祼字讀為「果」，

有完結義，指「王結束向尸祼酒，於是獻酒於邦賓。」74我認為他描述的步驟是

對的，但個別字詞讀法和斷句尚有可疑。按「述」應讀為「卒」，《清華簡．周公

之琴舞》云：「琴舞九絉」，整理者讀「絉」為「卒」，文理很通順，疑「朮」聲

的「述」也讀為「卒」，此瓚是祼禮應後獻酒，是瓚的動詞化用法。李春豔指第

一個祼字應讀為「瓚」，75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全篇已出現數個確鑿的「瓚」字，

為何又會在個別一處用上借字？而兩個祼字的寫法也相同，破讀其中一個都缺乏

可靠的理由。 

郭沫若也曾將 1. 史獸鼎（集成 02778）、2. 庚嬴鼎（集成 02748）的祼字釋

為瓚，我認為是不可靠的。兩段銘文的結構和 3.鮮簋（集成 10166）很類似，三

器皆西周早期製作，還有西周中期前段的 4.具鼎（WX0229）值得一提，不妨再

將其銘文對比一下： 

1  史獸獻功于尹，……       尹賞
。
史獸 ，  易（賜

‧
）豕鼎一、爵一。     

2  王 琱宮，……王蔑庚嬴𤯍，賜
‧
     ，  （賞

。
）貝十朋。    

3  禘昭王，           鮮蔑𤯍，      ，王 （賞
。
）祼玉三品、貝廿朋。 

4  具尊厥京𡭙登，敢即祁于公， 公復具 ，  易（賜
‧
）馬。 

                                                      
74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頁 245。 

75
 李春豔：〈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禮儀研究〉，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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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 、 諸字，學界普遍釋為祼，郭氏釋 1、2 的為「瓚」，

應該是受前面的「賞」、「賜」字影響，其實 1、2 並有賜、賞二字，如果都是受

賜之財物，直接寫：「賜瓚，豕鼎一、爵一」，和「賞瓚、貝十朋」即可，何必分

為兩句用上兩個不同的動詞來說？如 、 是器物亦應標明數量才是。1 獻工

後行祼禮，正如小盂鼎獻俘後「王 」，即行祼禮，不必改釋為瓚字。三例祼

字都不是器物而是禮儀名稱，1 賜祼、2 賞祼，是讓人接受祼禮招待之意，3、4

可能省略「賞」、「賜」字，直接言祼，謂用祼禮招待之。 

去年曹錦炎介紹新見西周宗人簋，其上有銘云： 

宗人衣（卒）舞，溓伯乃易（賜）宗人 ，伯氏侃宴，乃賜宗人毌、戈。 

曹氏認為 和伯公父勺的 同字，釋為「爵」。按兩字不甚相似， 和所

見的祼字都欠缺 上部的「尒」形，似乎是器物不可省略的關鍵組織。他又懷

疑作為賞賜物不應釋為祼，76但如上引史獸鼎、庚嬴鼎的「祼」都不是賞賜器物，

而是行祼禮的意思。「賜祼」在傳世文獻中也有語例可徵，《禮記．投壺》：「命酌

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鄭《注》：「灌猶飲也。」灌

與祼通，因為祼禮帶有飲酒程序，因此言祼可以包飲。宗人鼎的溓伯對宗人行祼

禮，隨後「侃宴」，最後賜物，這程序也見於鄂侯鼎（集成 02810）：  

鄂侯馭方內（納）壺于王，乃祼之，馭方侑
‧
王。王休宴，乃射，馭方會王

射。馭方休闌，王宴，咸酓（飲），王親賜馭方玉五嗀、馬四匹、矢五束。 

王用馭方貢獻的壺來行祼，過程中由馭方侑王，代表王恩賜馭方參與這次祼

禮。侑當從毛《傳》釋為「勸」，屬賓主飲酒酬答之事，所以作為侑者的馭方也

是被招待的對象。 

另外「王祼」是指鬯祼還是醴祼也是一個問題，如據東周文獻，祼祭所用多

為鬱鬯，祼、獻禮儀中鬯、醴是共存並先後使用的，《國語．周語上》：「王乃淳

                                                      
76
 曹錦炎：〈宗人簋銘文與西周時的燕禮〉，《古文字研究》31 輯，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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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禮乃行。」《國語》屬東周文

獻，未必可以證明西周時期祼禮的用品，但就程序而言，所記王先祼然後獻賓飲，

在西周銘文中也是沒有反證的。 

鄂侯鼎（集成 02810）銘事在王南征歸還在坏時，鄂侯馭方來獻壺給天子，

名義上是要天子享用的，不應讓天子拿來祼自己，因此「祼之」是「用此壺祼」

的意思，據後文「侑」都見於「饗醴」而非「饗酒」，可知是醴祼而非鬯、酒之

祼。 

字非祼字，但用器和祼相同，可能是把酒祼（灌）在某器的儀式完成後，

再獻賓酒的儀式。小盂鼎王祼祭後（或在醴祼過程中） 賓，《周禮．春官宗

伯》說：「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按音義而言，或即獻、酢、酬之

獻，乃主人勸賓飲酒的儀式。 

麥方彝前後兩處 字，一處是「邢侯」為主語，一處是「正吏」為主語，

可見是賓主雙方參與其中，而且是相向的行為，解作贊助之「贊」就會變成單向，

且不合君臣之禮。麥器三篇銘文互見之禮錄如下： 

A. 邢侯光厥吏麥， 于麥宮。 

B. 辟邢光厥正吏， 于麥宮。 

C. 邢侯延        于麥。 

對比三者，A、B 很接近，C 的遣辭明顯有異，不稱「光」麥或正吏，換成

一「𢓊」（延）字，對象也應是麥，省去了處所「宮」，單言「麥」，但由「延」

可知是在宮中。 

按辭例「X 于」某宮廟的 X 都是具體禮儀，如飲、饗，假如是贊相於某地也

是難以理解的。據此銘記「光」（貺），隨後的 當是相應的禮儀，結合字形表

義來看應和祼賓、饗賓之禮有關，因此陳夢家讀 為「贊」，訓為「佐」之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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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辭例的。麥器、尚盂的延、 是接續的程序，在麥器中另一處則云「 于

麥宮」，從辭例上應是具體的飲食禮，麥器三篇銘文記同一事，「延 」不能與

其他兩篇銘文的「 于麥宮」內容有別，所以應是延入宮廟中敬酒之縮寫。 

顯然， 在 的基礎上添加了明確的表義符號，若先從通假角度出發以應

合傳世文獻，恐怕會轉而失真，宜先從本義上考慮兩者的關係。過去有學者如林

素清以上博簡的「吝」、「𠳵」為例，證明「口」或「吅」是標示動詞用法的符號，

並非飾筆。77如果套用來解釋銘文 字的用法是否合適？不能避免的疑問是：小

盂鼎的 字未有添加「口」或「吅」旁，也可以作動詞用，那從「口」、「吅」

的 、 字就不一定是瓚的動詞格。這固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也不能撇除兩字

雖然寫法不同，但在特定語境中意思一樣，就是說， 用作動詞時，和 、

是同詞不同字的關係，添加部件表達詞性之變異，是類似「分別文」的造字法，

「吝」、「𠳵」意義無差別，實是同一個詞， 、 、 也應存在這種異體關係。

陳致老師指出金文中的異體同詞的例子很多，如允、狁；允、夋、沇、畯、㽙；

異、趩、廙，等等，用法是難以分別的。 78 

 

（三） 、  

                                         

1                       2                      3 

1.尚盂（NB0893）   2. 散氏盤（集成 10176）   3. 郳公鎛（《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頁 397） 

                                                      
77
 林素清：〈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4 本 2 分（2003

年 6 月），頁 293—305。 
78
 出自陳致老師的批改意見，尚未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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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尚盂（NB0893）有 字，為使其程序瞭然可見，排列如下： 

隹（唯）三月，王史（使）白（伯）考蔑尚厤，歸柔 （鬱）、旁鬯、 （漿），

尚拜稽首。既稽首， 

延
‧
賓， 賓，用虎皮， 爯（稱）毀（饋

。
），用章（璋）奏。 

翌日，命賓……              （天子蔑其臣厤）   ……用章（璋）， 

遣賓，      ，  用魚皮兩，側      毀（饋
。
），用章（璋）先馬， 

邍（原）毀（饋
。
），用玉，    

賓出， 

以䏣或（又）延
‧
， 

白（伯）或（又）                  邍（原）毀（饋
。
），用玉先車。…… 

李學勤指出尚盂器銘文記錄了一次聘禮，79和麥器、小盂鼎所記的典禮不同，

但若單以「朝見天子」的的程序來看，三者也有可以比較之處： 

小盂鼎：  延邦賓，……王祼， 賓 

尚盂：    延賓，            賓 

麥盉：    延麥，            于麥宮  

延字後都是被 之人，由「祼」禮及「宮」可知在宮廟中舉行， 應是獻

酒之義，但古書沒有此字，可能是借獻字代之，因此獻、酢、酬之獻不從酉。另

一種可能是 字只見於西周早期銘文，屬西周早期的飲酒禮，到周中期酒禮改

革後不行，令到代表這種禮的文字也不再使用，情況和 字相似。 

 

四、禮儀中的將字 

（一）出入事人 

                                                      
79
 李學勤：〈翼城大河口尚盂銘文試釋〉，《文物》，2011 年第 9 期，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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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方彝「用 井（邢）侯出入 （將）令」，及麥方尊「用 侯逆 （將）

明令」，理解 和「出入」、「逆 」、「將令」的關係，有助於呈現西早期的飲

酒及輔助禮儀，將命之事多見於《儀禮》，節錄如下。 

〈聘禮〉： 

賓皮弁聘，至於朝。……擯者出
‧
請事。……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及

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
‧
請命。……賓

襲，執圭。                  擯者入
‧
告，出

‧
辭玉。 

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
‧
告，出

‧
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 

拜稽首。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
‧
告，出

‧
禮請受。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執圭，入
‧
門，……訝帥之，自下門入

‧
。 

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
‧
告，出

‧
辭，請禮賓。 

明日，賓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 

厥明，訝賓於館。……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 

凡賓拜於朝，訝聽之。 

〈公食大夫禮〉：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
‧
請，入

‧
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

將命。 

〈士喪禮〉： 

使人以將命於室，……擯者出
‧
請，入

‧
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

‧
，告須，以

賓入
‧
。 

《儀禮》記錄了很多主接待賓客或使者的禮儀，據〈聘禮〉，賓至館後，來

迎接的使者（訝）向他傳達了公的命令（自己來迎接的事宜）。銘文「饗……將」

之「將」是指在饗禮內主賓信息的通傳，和〈聘禮〉的「將」比較接近。 

〈公食大夫禮〉「訝聽之」鄭《注》：「受其言入告出報也。」可知在飲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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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設一訝聽取並傳達主賓之言。其中的將命明顯是傳話之意。〈聘禮〉前文述

几筵已設，「擯者出請命」應指通傳入席的事宜，後文賓執圭欲獻時，擯者要「入

告」公賓獻圭事宜，公表示推辭，擯又要出來將公的意願轉達給賓。過程中的出、

入都不出廟庭之間的範圍。禮儀中的佐理如擯、介都要隨賓「出入」。 

除了「出入將令」銘文還有「出入事人」： 

白（伯）矩乍（作）寶彝，  用言（歆）80王出內（入） 事人。 

（伯矩鼎，集成 02456） 

學界有兩種主張，一是釋 為「吏」，讀為「使」，「使人」即名詞使者之

意，而省去吏」，單言「出入」的，也是名詞，借指使者。二是釋 為「事」，

「事人」為動賓結構，「出入」是說明所負責的任務。81我認為第二說是正確的，

就此還要補充一些理據。對比有異文關係的兩段銘文，應可說明「出入」不是借

指使者： 

矩乍（作）宗室 （𪔉），其用鄉（饗） 王出內（入）穆穆事賓。 

（矩鼎，NA1664） 

矩鼎作「事賓」，是動賓短語，伯矩鼎相應的位置語法應是一致的，或言事

人、或言事賓，意思都一樣。「出入」是用來修飾「事」的，由《儀禮》〈聘禮〉、

〈覲禮〉、〈公食大夫禮〉等篇所見，輔助行禮的人要隨賓客主人出入於門、庭、

廟之間，或自行來往於主人賓客之間通信息，就是銘文出入所指的事。矩鼎透露

的場合也很明顯，有賓客就會有主人，事賓對應前面的「饗王」，兩者是同一件

事上的兩端，這句子中的饗、歆、瓚都不應偏離飲食。總括「X+某+出入事」的

辭例，X 位置皆有供酒食之意，不應籠統以協助義當之。 

                                                      
80
 「言」、「音」二字非常接近，弭仲簠（集成 04627）：「用鄉（饗）大正，音王賓。」「音」亦

讀作「歆」，《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不歆其祀」杜預注：「歆猶饗也。」見：《左傳注疏》，卷

17，頁 287 上。饗、歆是同類的，這樣理解也更貼合作器的功能，也有學者認為「言王出入」是

向王的使者致辭，恐怕不合語法及器物之用。 
81
 張光裕：〈新見保𪔅𣪘銘試釋〉，《雪齋學術論文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年），頁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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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洀事人 

麥方尊銘云「 ……逆洀將明令」，麥方彝「 ……出入將令」，逆洀和出

入語法位置相當，意義應是相近的。除了麥器，逆洀一詞還有數例見於銘文： 

余 （兄）為女（汝）𢆶（茲）小鬱彝，女（汝） （其）用鄉（饗）

乃辟軝侯，逆 出內（入）事人。             （叔䟒父卣，集成 05428） 

䧘（施）于寶𣪘=用鄉（饗）公逆洀事。             （保員𣪘，NA1442） 

保員𣪘前文有「用事」，和此「事」寫法相同，說第二「事」為「使」是無

據的。此銘自述作𣪘以「饗公逆洀事」，不離飲食禮儀的範圍。 （洀）或作 ，

字的釋讀主要有「造」、「復」、「送」三種意見，于省吾認為該字象舟在水上，是

「汎」的初文，後來張持平釋為「覆」字，認為「逆覆」是《周禮．太僕》的「復

逆」。82 

郭沫若讀為造的原因是，銘文造字有從舟的寫法，舟蓋為聲旁，雖然銘文 、

等字形欠缺 （ ）字右旁的「告」，但讀為造在音韻上的證據比較直接。

撇除常見代表「製作」、「到達」的用法，典禮儀式中造字有兩種用法，一為祭名，

如「類造上帝」（《周禮．春官宗伯》）。另一種雖有「至」義，但用法有所限制，

《儀禮，聘禮》云：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
。
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覆命，唯上

介造
。
于朝。 

兩「造」字均用於抵達朝廷之意，朝是臣見君覆命或聽命之所。《盤庚》：「其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都是以來到朝廷稱為造，因此逆造就是指迎接賓於門

外或賓館，引領他們走進廷堂，或自行回來報命，自然有也出入之義，同是反義

                                                      
82
 張持平：〈關於保員簋銘的句讀及其他〉，張氏意見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八次年會中提出，轉引

自：吳匡、蔡哲茂：〈釋金文  、   、  、   諸字〉，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

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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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複詞。由《儀禮》所見，賓至館時有主人派來的「訝」來逆，此間訝要傳達

主人之命。逆是往館迎賓傳主人之命，造則專指至朝見王（主人），和出入一詞

都有往返之義。 

何景成指出洀後來寫作䑣，《說文》：「䑣，船行也。从舟彡聲。」上古音入

侵部，古音與東部字相同，即《周禮》的「送逆」，的「送」，例如「朕」仍在侵

部。又認為除了語音相近，字形也有聯繫，伯者父簋（集成 03748）的洀作 ，

在「彳」上添一撇，加上舟下一劃，就是「䑣」旁「彡」的由來。83 

我認為這種看法似乎把字形流變和古音通轉混淆在一起，伯者父簋的 ，

上部的寫法實是來自 （合 11479），而作冊夨令簋（集成 4300，4301）的 則

是省形，只保留「舟」省去水旁，兩字是異體關係。 

《說文》讀為「彡」，入侵部，也不可信，理由是當假定了本義是舟行，從

「水」的部分就不能是聲旁，「彡」是由水訛變而來，自然不能視「彡」是原字

的表聲符號，然則此字本不在侵部，與東部的「送」更無通假之理了。 

䑣曾與「肜」相混，可能《說文》讀作彡聲的由來，䑣不是肜的變體，它是

另一個詞。《正字通》云：「舟行相續也。」洀《集韻》之由切，音周，所說音義

雖然年代較後，但還是可供參考的，卜辭有 ，正作兩舟在水中從行相續之象。

《玉篇》：「䑣，水文也。」似乎更能揭示形構特點，水文和舟行應是一事上的不

同方面。䑣有時省水旁從「辵」，可能表示陸上之行，比較延字，《說文》：「長行

也。从㢟丿聲。」兩者可能是近義的。 

很多學者同意洀讀為復，認為出入、逆復是傳達布命之義，也有認為作名詞

用，指傳命布命之人。逆復指掌治諸侯、大臣、萬民的上書言事之人，出入即出

納王或諸侯國君或執政大臣命令的人。「逆復使（事）人」或「出入使（事）人」

地位同於《大雅．烝民》的「王之侯舌」，屬王公侯的近侍，器主作器是用來燕

                                                      
83
 何景成：〈釋金文詞語「逆送」〉，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中國文字研究》

第 22 輯（上海：上海書店，2015 年），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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饗他們。
84
然而，放在「用 邢侯出入將令」一句恐怕就會說不通，因為「出

入」作名詞指王的使者，後面的「將命」的主語也無著落，它在句是受事賓語的

話，即是被「饗」的對象，這也是說不通的。 

我的意見是「饗+X+出入+將+命」是個組合，屬自謙之詞，言受賜作器，以

備招待天子諸侯，屆時自己在典禮（饗）中又充當輔相者，出入往返宮廷內外通

傳主客之間的話。正如〈燕禮〉記賓的辭令，「獻公」時要說：「臣敢奏爵以聽命。」

意謂「我向你敬酒，並聽候你的吩咐。」「媵爵」時又說：「臣受賜矣。臣請賛執

爵者。」也是類似的辭令。 

 

（三）延 

逆洀是指相禮者出入往來於主賓之間，還有以下一例為旁證： 

中（仲）爯乍（作）又（氒）寶彝，用鄉（饗）王逆 。   （仲爯簋 03747） 

字馬敘倫釋為「从」，但从字無從「彡」之例，其說可疑。裘錫圭改釋

為「侃」，讀為「延」，也認為「逆延」作名詞用指王派遣來延請臣下的使者，此

說法未足取信。如以《儀禮》為例，延是相禮者的職責，且有特定用法： 

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擯者延之，曰：「升！」

升成拜，降出。                                       （〈覲禮〉）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                 （〈少牢饋食禮〉） 

延皆為引導賓客或尸至廟前升階，以接受賞賜或飲食，和饗、歆之事相合，

小盂鼎的延賓程序也在王各廟後，說明只有使人行至廟前才叫延，去其他目的地

則不叫延。銘文延字十餘見，有數例是延字後接動詞，如「令」、「貺」，或祭祀

動詞可為參證： 

延令曰：「有女（汝）多兄（貺）……」       （𢉅父鼎，集成 02671） 

                                                      
84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詞研究》上，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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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兄（貺）六品。                            （保卣，集成 05415） 

和「延令」85、「延貺」相關的禮儀是，凡即位於中廷北向或被延入於宮廟，

接著都有聽命受賜的程序，因此延又與賜義（貺）聯繫上。師遽簋蓋（04214）

記王「客（各）新宮」後「𢓊（延）正師氏」，於是賜之「貝十朋」，延和賜貺是

有先後關係的。大臣進入宮中本身就是一種的榮譽，應予以紀錄，麥尊記王舉行

「大禮」當日，「王以侯入于𡨦 （寢）」侯於是獲賜「玄琱戈」，為了記錄入王寢

的寵光，將被延入的細節也記下，耶與這種寵光不無關係。 

李學勤認為延要讀為語氣詞「誕」，未必正確。銘文延字有時書作 （班簋，

集成 4341），此字又見於庸伯 簋（集成 04169）： 

隹（唯）王伐
。
逨魚， 伐

。
𣶃黑，至，尞于宗周。 

此節銘文出現兩次「伐」， 出現在第二次伐上，疑讀為「延」，指延伸而

不是虛辭，就是說王先去攻打逨魚，再引師攻打𣶃黑，及奏凱歸來，用戰獲燎祭

宗周。還有「延寶用」（ 公劍，集成 11651），即永寶用，義亦與曾侯乙器銘「持

用終」相近。 

諸類事宜都在廟中或廟前舉行的，殆無疑問，以此延又常與祭祀並言： 

         𢓊
‧
（延）    邦賓， 其旅服。                       （小盂鼎）   

 祝𢓊
‧
（延）□□邦賓，不（丕） （祼）。                （小盂鼎） 

         延
‧
 礿 二女（母）                        （我方鼎，集成 02763） 

 （延
‧
） 京年。                           （士上尊，集成 05999） 

 壬戌， 王 □（𠯑？）大室，呂𢓊
‧
（延）于大室。   （呂方鼎，集成 02754） 

                                                      
85
 臣諫簋亦有「延令」一語，李學勤讀「延」為「誕」，認為是助詞，無義。我認為這樣解釋僅

以音近通假為根據，銘文沒有確實的「誕」字，沒有辭例可歸納。𩿊公劍（集成 11651）銘：「延

匋（寶）用之」。中央研究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亦讀為「誕」。按此「延」字和楚王熊

章鐘、曾候器的「持用終」的「持」皆可訓為「永」、「長」等義。李氏說見氏著：《青銅器與古

代史》，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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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例中的延應是為「 」禮的引入來助祭的呂，《禮記》的用法更明顯，〈曲

禮〉云：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

先進。……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延賓以後，接著是祭儀、飲食儀及嘉許儀。 字作 ，劉雨據沈子它簋蓋

銘，認為是一種宗廟祭祖禮之名，86應是可信的。士上尊的「延 」、麥方鼎的

「延 」，對比〈曲禮〉「延客祭……延客食胾」，則屬一類。 

逆用於至館或門外迎賓，延則似專指引賓升階入廟，和出入、逆造比較，也

是來往於宮廟內外之間，而詞義結構屬相反並列的模式。除此還有表示奔走效命

之辭如： 

敏朝夕入讕（諫），亯（享）奔走，畏天畏（威）。   （大盂鼎，集成 02837） 

陳英傑認為此處享有侍奉之義，87文意上是說得通的，但欠缺佐證。前言政

事（諫），後接「天威」，提到宗廟祭事之享，套入青銅時代政治、禮儀、宗教並

重的語境中不是個生僻字。「饗…出入事人」、「…逆洀將明令」和「享奔走」、「享

旋走令」、「 （旋）走事皇辟君」（召器，集成 10360），句式是相近的，奔走、

旋走都是動詞，也是輔助者在享禮中的做事情態，為大小事務奔波。不過「奔走」、

「旋走」不是反義結構複詞，這是和出入、逆的分別。 

 

（四）將命 

將命指臣下執行王命，也指相禮者把主人之話轉達賓客，清段玉裁說： 

《毛詩》「將」字故訓特多。大也、送也、行也、養也、齊也、側也、願

                                                      
86
 劉雨：〈金文 祭的斷代意義〉，《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頁 195。 

87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詞研究》上，頁 282—283。陳英傑指「享辟先王」、「享辟厲王」

「享辟」近義並列，皆有侍奉義。我認為這句動詞只有享一字，音節是「享/辟先王」，「辟先王」

結構和「保氒（厥）辟龏（恭）王」的「辟恭王」相同，前面有介詞「厥」，可知辟不能是動詞。

王、公前加「辟」字之例很多，辟字大概有定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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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也。此等或見《爾雅》，或不見，皆各依文爲義，亦皆就韵雙聲得

之。88 

將字古作、和分肉有關，添加鼎為義符作䵼，為烹煮義，近年陳劍又把過去

釋為「將」、「䵼」的 、 改釋為「 」、「 」（肆），並認為古註中訓「陳」

義的「將」字也應是肆字。89據此可推測銘文有幾個聲或形相近的字，在隸定後

經傳都一概用將字代替，所以段氏說「故訓特多」，就是因為一個字形代表多個

字之故。其中奉行、送、助、帥等義較接近，和分、陳、烹等義則難以繫聯起

來，應該歸為䵼的義項，和將僅有音近通假而無引申關係。 

將字殷契作 （合 8402），或 （合 31046），演變為周銘的 （章叔

將簋，集成 04038）、 （䵼益卣，集成 05251），90按形構應該表奉持之義。不

過銘文中和「命」都不和 類連用，而是 ，如上引麥器的「 明命」，又

見於史頌鼎（集成 02787）「日 天子 令」，徐中舒讀為將字，訓為奉行，91甚

確。近年陳致老師疏理金文及傳世文獻「將」、「䵼」、「 」等字的用法，舉證翔

實，認為䵼、 別為二字，前者注重祭祀，後者涵有將持之義，在文獻中都寫作

將字。92 甚是。宜注意 字的形構更能表現訓「行」、「送」、「傳達」等義。 和

將的本字 沒有一個相同的部件， 字後來被將取代了，它本身的意義也保

留在將字的古註中，因此用作「送」義的如《召南．鵲巢》「百兩將之」的將應

                                                      
88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3 篇下〉，頁 121 上。按《大

雅．綿》「應門將將」、《小雅．正月》「亦孔之將」，兩處將字訓大文意通順，懷疑是通作「壯」

的原因，如《小雅》「鮮我方將」毛《傳》：「壯也。」 
89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䵼」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2007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80 
90
 王子楊：〈釋甲骨金文中的「將」—兼說古文字「將」之流變〉，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4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頁 115—120。 
91
 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555—

556。 
92
 陳致：〈「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詩經與金文中成語〉四，《詩

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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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本字。現在上溯將字各種寫法，大致可歸納為 類和 類，兩類的用法

之別也是班班可考，經典文獻上之將字也宜據此區分。 

肅肅王命
‧
，仲山甫將之。                        （《大雅．烝民》）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頌．烈祖》） 

將、命的謂賓配搭關係常見於銘文及古籍，尤其是在描述禮儀進行的情景中，

是禮儀中由人來往傳話的運作模式。〈烝民〉的將毛《傳》訓為「行」。93〈烈祖〉

兩個將字鄭《箋》都訓為「助」，94禮儀中的將命之將具體地說應是持之而傳達，

將命者固然算是輔助者，但以單獨一個將字訓為「助」，恐怕未盡準確。較接近

的用法是指「奉行」，如《夏書．胤征》「奉將天罰」，接受命令後傳達或執行是

同一事上的不同陳述。準此，「天命是 」（蔡侯申鐘，集成 00210）這種將天命

的陳述，意思是接受天上的旨意，傳達給天下，受命的政權也即是輔弼天的大臣。 

「湯孫之將」鄭《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我認為即「湯孫

將之」的倒文，代詞指烝嘗二祭，兩句文意是湯的後裔在宗室二祭時來擔任將命

者。 

小盂鼎銘：「王祼，祼述（卒），瓚王邦賓。王乎（呼）□□令盂㠯（以）區

入。」可惜銘文壞脫，不知道王呼者誰，但不礙理解此人就是此次祼禮之將命者，

他把天子的命令傳達到盂的耳邊。而「饗+將」、「歆+將」、「 +將」等句式，也

是說某人在此類禮儀中做傳命。 

將字表行義時，也是書作 類，而非 類，見於史叀鼎（NA0724）： 

史叀乍（作）寶鼎，叀其日 （ /就）月 （ ）， （ /察）化䛩（惡）

                                                      
93
 《毛詩注疏》，卷 18，頁 675 下。 

94
 《毛詩注疏》，卷 20，頁 791 下。前文云：「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溥字鄭氏未釋，《孔疏》

所云「溥來助祭」亦不瞭。疑溥讀為「薄」，《廣雅．釋詁》：「薄，勉也。」「溥將」即勉力奉行

之意。如果溥是代表「大」，則指大肆傳揚開去。馬瑞辰訓「將」為「長」，謂：「蓋言我受天之

命溥且長」，文理通達，但同篇兩個將字破讀其一，尚須合理的證據，今聊備一說。見馬瑞辰：《毛

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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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寺（持）屯（純）魯令（命），叀其子子孫孫永寶。  

、就亦有從辵部的寫法，應表行走意，此處用來指人日益進步，日新又新

之意。「將……就……」組合又見於《周頌．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此例的將、就兩字的意義關聯更為明顯， 字有送義，就

字明顯有達到的意思。四句說的是：「路途太遠（悠），我還未有所經歷（艾），95

送我到達目的地，又在中途放縱。」96用被人送（將）抵（就）目的地比喻大臣

輔助治國得到成功。陳致老師認為訪落的「予」字為連詞「以」，「將」、「就」有

「既……，又……」的關係。
97
釋「予」為「以」誠為的論，《衛風．河廣》「跂

予望之」，《大戴禮記．勸學》云「吾嘗跂而望之」，以、而用法相近，「將」而「就」，

「跂」而「望」，都表示動作的接續。 

 

（五）祼將 

祼將一語見於《詩經》及《周禮》，關乎祼禮的施行方式，但過去訓釋對其

詞義結構還是有不盡暢達之處，需要重新討論。 

《天官冢宰．小宰》：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

之事。 

鄭《注》： 

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賛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

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 尊不

                                                      
95
 毛《傳》：「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云：「艾，數，猶圖也。」按《爾

雅．釋詁》：「艾，歷也。」訓歷似較合詩意。 
96
 馬瑞辰讀「判渙」為《大雅．卷阿》之「伴奐」，據鄭《箋》訓為「縱弛」。見氏著：《毛詩傳

箋通釋》，卷 30，頁 1094。及陳致：〈「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

詩經與金文中成語〉，頁 51。 
97
 陳致：〈「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詩經與金文中成語〉，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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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98 

《大雅．文王》：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毛《傳》：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 

鄭《箋》： 

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99 

孔穎達《疏》引王肅曰： 

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 

「厥作」、「常服」等句文意已說明，鄭玄、王肅所言「助祭」是對的，殷士

既非主事祼的天子，也不是被祼的諸侯，而是助祼將的人。 

賈公彥說得更具體，《周禮．春官宗伯》「果（祼）將」下《疏》云： 

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100 

鄭、賈之說可以代表傳統說法。後來朱熹另立新說，他的《詩集傳》雖然也

用「送祼」一詞解釋「祼將」，但概念內涵已有改變，指的是貢獻鬯酒給天子之

意，不是鄭、賈的「送與尸及賓」。貢獻酒類給天子行祼的事例確實明見於銘文，

即鄂侯鼎（集成 02810）的「納壺于王，乃祼之」，但稱「納」不稱「將」，以將

字當獻贈之送來作解還是缺乏證據的。將字在先秦文獻只有用作「送行」之送，

如「百兩將之」，和後世「贈送」是兩個概念。語法上「將祼」倒置為「祼將」

來寫也未有可徵之語例。 

陳致老師讀「祼將」的將為「䵼」，分祼和䵼為兩種祭祀，指出其並列的關

係。101將、䵼文字形音義上無疑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禮制及辭例上未見牽涉，因

為出土及傳世文獻都沒有祼祭和食禮並言的記述，青銅器上的䵼字多見，也沒有

                                                      
98
 《周禮注疏》，卷 3，頁 45 下。 

99
 《毛詩注疏》，卷 16，頁 536 上。 

100
 《周禮注疏》，卷 19，頁 291 下 

101
 陳致：〈「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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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祼、瓚等字出現於同一篇銘文中之例。 

 

（六） （ ）與獻酒 

諸家訓釋「祼將」的「將」字，以陳漢平之說最為可信。他最早依據古文字

解釋祼將一詞，援引的證據來自 方彝（集成 09892）： 

啓（肇） （合）襾（賈）百生（姓），揚用乍（作）高文考父癸寶

（尊）彝，用𤕌（申）文考剌（烈），余其萬年 （ ），孫子寶。〔爻〕 

陳氏說：「此字從𠬞，從 （瓚）會意，從爿得聲。」瓚是祼祭、祼享禮儀

所用之器，而與此有關的文字中爿得聲的，僅有祼將之將字可以當之。102單就文

字形音義上講是通達的，但在放銘文「萬年 」，專指行祼禮，語意似有不妥，

於是問題又回到 是甚麼意思的問題上。《小雅．四牡》的「將父」、「將母」毛

《傳》訓為「養」，有可能是通假字，但將字形義本身也有可能由進奉酒食引申

出供養義，再移用為祭祀動詞。 

和將的關係可以這樣理解：將的初文作 或 ，演變為章叔將簋（集

成 04038）的 ，形構原理和 很相似，估計 表示持肉奉進。依此理，

乃象持瓚奉進，與《儀禮．燕禮》「送觶」之事相類。所以鄭玄訓將為「送」是

有道理的，可是三《禮》書中都沒有一種飲酒儀節稱為「將」的，只有「媵爵」、

「媵觶」、「媵觚」、「送爵」、「送觶」、「送觚」（《儀禮》）。《爾雅．釋言》：「媵、

將、送也。」是間接的證據，可備一說。 

還有另一種來源的可能， 和商代銘文 （集成 05444、祼井琪尊，WX0786）

所代表之事與之相似，可能是異體字關係。林巳奈夫認為「丼」上的人形持觚，

                                                      
102

 陳漢平：《金文編訂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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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置一柶，象扱醴食之，朱鳳瀚先生認同此說。103嚴志斌經考察出土器物組合形

式，認為是玉柄植於觚中是瓚字，加上人形，當釋為祼字。104按嚴氏說法也不無

可疑，學界已確定的祼字都是從勺斗或爵而非觚，和此字形構有很大分別，但是

說和祼禮有關大抵可信。我認為此字可能是 之或體，據劉釗說：「古文字中一

些人形進行某種行動的字，常常可以省去人形而只保留手部。」105董珊認同此說，

舉了 （集成 9818）、 （集成 3178）與 （集成 4868） （集成 2837）

的替代現象為例。那麼 可能象祼禮持瓚獻酒，演變成 ，添加了「爿」表聲。

有趣的是 有請義（招），將也有請義，大概以雙手奉持酒器則有「將進酒」

之意味。 

王祼和獻賓是接續的，但天子位尊，不會自行傳逮瓚器給賓客，這儀節自然

由輔相者代行，《天官冢宰．膳夫》：「王燕飲，則為獻主。」其中膳夫可能就有

這種職責。 

《周書．顧命》云：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吒。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顧命〉中的「同」為祼器學者已據出土發現有所論證，並主張 的下分

為「同」器，而文中的圭、璋也是插在同中成為祼器組合，即 。《禮記．祭

統》說：「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用器方面同樣是圭、璋的組合，

而君用圭，臣用璋，與〈顧命〉高下之等制正同，不過一是祼祭，一是祼飲，事

死之禮仿於事生之禮。據此可以推論，王行祼禮後由上宗或宗人在王與太保之間

                                                      
103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28。 
104

 嚴志斌：〈小臣 玉柄形器詮釋〉，頁 98—99。 
10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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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同器，也可稱之為「贊祼將之事」，而 字的形義也在同、璋的授受過程

中有所呈現。除去不表義的聲旁，「瓚」字和「 」字在形構上有重疊的部件，

意義上也是相關的。  

〈天官冢宰〉說「贊祼，凡受爵之事」，意指在佐理祼事時包括「受爵」一

項，對照〈顧命〉的相禮者從主賓手中接過「同」，也要授「同」，應該就是「受

爵」。 

祭尸之禮也以相似的方式獻酒，《儀禮．特牲饋食禮》：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祝受尸角，曰：「送
。
爵！

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 

在獻尸飲酒禮中，參與者有主人、尸、祝三者，主人先行做酌酒的功夫，然

後讓尸清嚐，祝在過程中輔相，主「送爵」勸飲之事。和祼禮相比，基本操作步

驟是相似的，最後簡示文字形義及其所見禮儀之大要，估計句中有省略主語，用

【 】，禮儀的輔助者用｛ ｝圈示如下： 

王 （祼），祼述（卒），【？】      王邦賓          （〈小盂鼎〉） 

｛三左三右多君、三周、三事大夫｝ 

【王】祼                【？】 （將）                 （〈文王〉）  

｛殷士｝ 

 王（饗）           上宗/宗人  受授同璋          （《周書．顧命》） 

主人酌                【祝】    送爵授    尸       （〈特牲饋食禮〉） 

祼禮屬天子所主之事，《春官宗伯》說：「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殷士的身份可能是賓客，也有可能相當於小盂鼎銘的「三左三右」等人，是來「服

酒」的，所以他們負責的是將（送爵），即協助瓚賓的人。周代銘文和古籍沒有

賓客主祼事的記載，但賓客可以做侑者，例如鄂侯鼎（集成 02810）銘記鄂侯馭

方來朝向王獻壺，王用此行祼禮，其事上馭方不是主祼者。祼禮的程序可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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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僅此及小盂鼎，只可看到知祼後有「瓚」或「侑」儀式，在祼禮中應是一

種主人敬賓，賓又回敬勸請的環節，但未有證據「瓚」和「侑」是接續進行的。

銘文也只見「王祼」，而不見「王瓚」，那末殷士就可能是負責「瓚」賓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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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銘文所見饗酒、饗醴中的輔相儀節 

 試說御、邐、侑之分別  

 

 

一、饗字形義簡說 

饗禮的饗甲骨鐘鼎文字皆作 ，即「鄉」字，象兩人相向簋前就食。後來

借作鄉里之鄉，為了區別本義和通假義，添加義符「食」來代表本字，因而產生

了饗字。《禮記．祭統》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

之，然後能饗焉。」饗就是以飲品食物對待的意思。傳統文獻裡「饗」和「亯」

（享）經常通用，段玉裁嘗試加以區分，謂： 

亯、獻也。《左傳》作「亯」爲正字，《周禮》、《禮記》作「饗」爲同音假

借字。猶之《左傳》作「宴」爲正字。宴、安也。《禮經》、《周禮》作「燕」

爲同音假借字也。……至若《毛詩》云「我將我亯」，下文云「旣右饗之」。

云「以亯以祀」，下文云「神保是饗」。云「亯以騂犧」，下文云「是饗是

宜」。《毛詩》之例，凡獻於上曰亯，凡食其獻曰饗。《左傳》用字正同。

凡左氏亯燕字皆作亯。106 

段玉裁歸納《毛詩》、《左傳》等文獻上亯（享）、饗二字的用例，得出結論：

「凡獻於上曰亯，凡食其獻曰饗。」其意是周人表示施予物品時用的字是亯（享），

表示接受物品時用的字是饗，認為這才是兩字的正確用法。 

段氏發凡起例，或可概括部分傳世先秦文獻，但將此凡例放諸周代銘文，就

很容易遇到扞格的例子。後來劉雨歸納了銘文「鄉」（饗）字的用例，認為二字

分別嚴格，祭祀先人應該用「亯」（享）字，招待生人的應該用饗字。107後來張

光裕先生進一步指出，兩字在西周金文中的用法「本各有所司」，逮及戰國則明

                                                      
106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亯部〉，頁 229 上。 
107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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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見混用。108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除此，享、饗在銘文中還有語法上的分別，

就是享字後不接酒、食等事物，而饗字則可接「酉（酒）」、「醴」等，可知饗字

本曾與飲食關係密切，這可能是與享的分別所在。 

過去學者在字本義方面解說已多，分歧並不大，饗字指用酒食招待之義，據

西周早期作器銘文曰： 

䧘（施）於寶𣪘
。
，𣪘用鄉（饗）公逆洀吏（事）。       

（保員簋，NA1442） 

矩乍（作）宗室齍（𪔉
。
），其用鄉（饗）王出內（入）穆穆事賓。 

（矩鼎，NA1664） 

嘼弔（叔）奐父乍（作）孟姞旅須（盨
。
），用 （ ） （稻） （穛）

需（糯）粱，加（嘉）賓用鄉（饗）有飤（食）。       

                                            （嘼叔奐父盨，NA0041） 

一為𣪘，一為𪔉（《說文》：「𪔉，黍稷器，所以祀者。」），一為盨，既然都

是食器，單從器皿的功用來說，也可知饗就是給與食物的意思，對象可以是活人，

也可以是先人。而或言「嘉賓用饗」，則自饗也可以叫做饗。 

在文獻上也有相同的用法，有時專指一種特定禮儀的有饗禮，較銘文為明顯，

例如：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饗禮五獻。」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

也。」 

《周禮．秋官司寇．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 

現存「饗禮」的記載只剩大小戴《禮記》的三四條材料，學者嘗試重現饗禮，

自然會遇上左右拮据的情況，個別研究為求豁然，難免過度延伸，採用了不相關

的材料。比較常見的是將銘文提及饗字的資料都歸入饗禮範疇做論述，問題是某

些饗字只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招待而已，未必能當作《禮記》所言的「饗禮」，也

                                                      
108

 張光裕：〈新見 簋銘文說釋〉，鍾柏生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字學組古文字

與商周文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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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以酒食勞人」的材料就等於是「大飲賓」之禮。109還有一些研究把與

飲酒有關的場合都視為饗禮的一種，恐怕是沒有根據的。 

過去研究最受注目的是楊寬的饗禮即鄉飲酒禮說，他認為由天子舉辦的饗禮

是高級鄉飲酒禮，110然而對比銘文所見，兩者毫不相關，學界已多有駁正。111其

實楊寬的研究可能是導源於《說文》：「饗，鄉人飲酒也。」《說文》「㴑（泝）」

字下段玉裁注曰：「漢人書向背字皆作『鄉』。」112唐蘭也注意到鄉字這種用法，

因而認為許慎所謂的「鄉人飲酒」只是「相向飲酒」之意。113 

我想暫且避開討論傳統「饗禮」一名的內涵，而只談商周銘文饗和酒類的關

係，得出的結論只代表銘文所見商周兩代「饗酒禮」的異同。總體來說，過去研

究似乎不夠重視「饗」的主要用品及輔助儀節，我認為當中不無隱微處，這些細

節或能反映饗禮的時代特徵。所謂饗禮的主要用品有酒及醴，在商周代彝器上都

有明文，謂「饗酒」、「饗醴」，而輔助儀節有「邐」、「御」、「侑」等，過去有指

是異詞而義近，就此我重新歸納了辭例，發現當中不無差異，這差異關乎周代的

飲酒觀念，宜逐一析說。 

周代貴族舉行一場飲食禮，必定設立輔相的崗位，而且不止一個，各自的司

職顯然是可以劃分的，《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

，

語相泣也，樂祁佐
。
，退而告人曰…… 

在此宴飲中設有「右坐」者和「佐」者，或都有在旁服侍之意，但肯定是有

分別的，否則不會異名而各有人選。參看三《禮》，凡涉及飲食儀節的事頗多，

不是一人就能輔相各個程序，或一個詞語就能概括所有事宜，因此禮儀所見輔助

                                                      
109

 按《周禮》、《儀禮》、《禮記》也沒有出現過「大飲賓」一說。但《周禮．秋官司寇》有：「王

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說明饗禮有烹牢之數。《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

「大飲賓曰饗。」孔穎達《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孔

說蓋本《周禮》。見《毛詩注疏》，卷 10，頁 352 下。 
110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788—

815。 
111

 陳戍國：《先秦禮制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262—265。 
11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556 上。 
113

 唐蘭：《西周青銅器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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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用詞該各有所指。 

 

二、銘文「邐」、「御」、「侑」字義析說 

銘文最常見的相禮用詞是「右」和「邐」、「御」等字，除了可指一般的意義

上的襄助外，還是飲食或冊命制度的中職稱，舉一例， 卣（NA1452）銘： 

唯王九月，辰才（在）己亥，丙公獻王𩞑器，休無遣（譴）。內尹右，衣

（卒）獻。公酓（飲）在官（館），易（賜） 馬。 

   王呼某臣右某，類似相禮者引導賓客來見主人，被右者是來受賜的，而右者

的人選又是被右者之上司，與作為下屬相禮的邐者、御者在地位和工作性質上都

有分別。 

「邐」、「御」、「侑」諸字皆指禮儀中的輔相，不過內容也有差別，當中差別

或能反映西周禮制及觀念之一隅，需要細加比較說明。 

 

（一）飲酒禮中的「麗」 

1. 京簋之酓（飲）及𦔻享 

商晚期邐簋（集成 03975）或名聽簋、京簋，命名差異在於學者釋讀和斷句

有分歧，哪一字是作器者之名未有定論，比較多被採用的說法有以下幾種。 

于省吾的釋讀： 

王酓（飲）多亞，𦔻享，京麗。 

于氏認為𦔻和京是兩個人，𦔻負責獻（享）食物給王，而京負責佐匹侑酒（邐）。

于氏解說邐字近是，但據《爾雅》訓享為獻食物，在此未必適合，銘文記王饗飲

之禮中未見臣下獻食之例。 

何琳儀的釋讀： 

王酓（飲）多亞，𦔻就麗（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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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認為「京享」不是兩個字，而是一個「就」字的兩個部件。然而兩字之

間沒有筆劃相連，卻有明顯的間距，且各自大小和其他字相若，或更大，都是與

常見的「就」字的分別所在。 

韋心瀅的釋讀： 

王酓多亞，𦔻（廷）享，京麗。 

酓字一直被讀為飲，指飲酒，後來韋心瀅指出卜辭酓有飲酒和祭祀兩種意義，

此銘應是指祭祀，多亞在卜辭中也有作官職和廟室兩種用法，此處則作廟室用。

然後據于省吾說讀𦔻為廷，114「廷享」意指在廷中享祭，全段銘文是說：王在多

亞廟中行酓祀，然後在廷中祭享，京做輔相，因而獲得賞賜。115照此文意是很通

順的，但酓祭和祭享的關係未有旁證可參，先在廟祭再於廷祭亦然。韋氏引卜辭

「丁亥……呼……𦔻享」（合 19649）為據，對此李晶駁說指這條卜辭嚴重殘損，

難以窺知其大意，𦔻也有用作人名和族名的時候。116 

韋氏提到卜辭有「甲申余卜，子不、 又言多亞。」（合 21631.1），認為「言」

與「歆」通，是歆饗義。此條卜辭「言」字的釋讀尚未能確定，但言字在銘文的

確有這種用法，如「用言王出入事人」，當中「言」就應讀為「歆」，因為對象是

生人，只宜解作飲酒，詳見後文。 

最新近的是李晶的釋讀： 

王飲多亞廷，享京麗。 

李氏據裘錫圭的研究指殷契有省略處所介詞「于」的現象，推論此段銘文的

「廷」前也省略了「于」字。至於「享京」，享是商末姓氏，京是名。整句意思

是王在庭中飲宴招待多亞，享京在旁輔相。117 

李晶的說法亦是持之有據，較單純以音韻通假立論為有力，訓釋句意也很通

                                                      
114

 于省吾：〈釋𦔻、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83—86。 
115

 韋心瀅：〈關于故宮博物院所藏-簋的定名及相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 年第 5 期，

頁 82—85。 
116

 李晶：〈尹光方鼎與聽簋的補釋與定名問題〉，《中原文物》，2017 年第 1 期，頁 109。 
117

 李晶：〈尹光方鼎與聽簋的補釋與定名問題〉，頁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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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但不無可議之處。一者銘文以及文獻記在的饗禮場所往往不在廷，而在宮室

或館內舉行，又如小盂鼎也是延賓入廟才「瓚賓」；二者卜辭有省處所介詞之例，

銘文饗燕則不見省，如「公飲在官（館）」（獻卣，NA1452）；118三者「王飲多亞

廷」的句法結構是主+謂+賓+補，也較之商末周初銘文複雜。 

基於語法上的考量，我同意于省吾的釋文斷句：「王飲多亞，廷享，京麗（儷

/邐）。」飲字的用法如飤、饗等及物動詞，後接人為受事賓語，多亞的詞語結構

應和「多君」、「多朋友」等稱謂一致，宜指一眾貴族的代表。 

   銘文常見的飲、祭次序可能有助於解決文字釋讀的問題，119但要注意銘文先

說「王飲多亞」也未必是表示程序之先後，可以是記述此次典禮的主題。 

享字應可當做「獻」字來講，《說文》：「享，獻也。」有貢獻的意思，不應

作享用飲食的享來解。銘文又有「方狄不享」（逑盤，NA0757），「諸侯享以吉金」

（十年陳侯午敦，集成 04648）等，都說明貢獻天子的制度可以稱為享而，古書

中享禮多見： 

《周書．洛誥》：「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
」《偽孔傳》：「奉上謂之享。」 

《儀禮．聘禮》：「受夫人之聘璋，享
‧
玄纁。」鄭《注》：「享，獻也。既聘

又享，所以厚恩惠也。」 

《禮記．曲禮》：「五官致貢曰享
‧
。」 

《周禮．秋官司寇》：「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擯者四人；廟中將幣，

三享
‧
。王禮壹祼而酢，……」120 

而享和飲酒禮的關係，則以〈司寇〉陳說享與祼酢之並行較為明顯，不過此

以廟中致享，與彼銘文之場所不同，但是以廷為獻物之所，不是沒有文獻可徵的，

                                                      
118

 學界慣將高卣（集成 05431）「王 西宮」的 釋為酓（飲），但銘文所見酓字都不從「厂」。

後緊接「烝」祭， 可能不是飲酒義。 
119

李晶指出，由於商周時期典禮常是先行祭祀而後宴饗，如果商王先與多亞飲宴，然後舉行祭祀

就與慣例不符合，這也是李氏將「享」當作人名的一個原因。見氏著：〈尹光方鼎與聽簋的補釋

與定名問題〉，頁 109。 
120

 鄭《注》：「三享，三獻也。祼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見《周禮注疏》，

卷 37，頁 56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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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主賓相見，在廷中陳

列禮物叫做「庭實」。周人語「不庭」的意義即是不朝，多亞這次來廷享或相當

於朝享。按詞語結構歸類，廷享也是有例可參的，𣄰尊（集成 06014）記武王伐

商歸來後「廷告于天」，廷告、廷享是「處所+行為」的結構，廷常是人臣做報告

的地方，盂在中廷報告天子，也是一種「廷告」，又在大廷獻功，或可稱之為「廷

獻」。 

享、獻雖可互訓，但在銘文用法上還是有分別的，在於享主要用於財物，獻

多用於戰俘，但儀式上可以比較，如上說都在廷中舉行，京簋的是享和飲酒禮配

合，而小盂鼎的則是獻和飲酒禮配合，都是以酒作為回敬。盂是典禮的重要來賓，

他此前奉命征伐鬼方有功，俘「鬼方子」、「執嘼」、「獲聝」旋歸，帶到來「大廷」

時，王令「榮□嘼。…… 伯□□鬼 ……折嘼」，脫文和「折」應是接受獻

功的處理程序，不在廟內進行，到廟時已是祭（燎）的階段。至盂和其他來賓在

中廷「告咸」，「獻西旅」之禮結束，也隨之引入了王祼、瓚賓、瓚盂的儀式，呼

應了銘文開首記錄的「服酒」。 

俘、聝可算是盂為了這次飲宴帶來的禮物，盂和京簋的多亞都是天子賜飲的

對象。 

 

2. 麗、邐形義發微 

銘文邐字用作臣事君之詞，據辭例，書作「麗」應與邐同，有以下數例： 

A. 乙亥，王□在 （次），王鄉（饗）酉（酒），尹光邐，隹（唯）各。商（賞）

貝。                                  （尹光鼎，商代晚期，集成 02709） 

B. 辛巳，王酓（飲）多亞，𦔻（廷）享，京麗，賜貝二朋，用作大子丁〔聑髭〕。                                       

（京簋，商代晚期，集成 03975） 

C. 癸亥，小臣 賜伯工王，作冊 友小夫麗，賜圭一。 

（陶觥，商代晚期，WX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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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己卯，公在 ，保員邐，辟公賜保員金車，曰：用事。䧘（施）于寶𣪘，𣪘

用鄉（饗）公逆洀事。                            （保員簋，西周早期，NA1442） 

 

E. 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 。    

（荊子鼎，西周早期，NB0567） 

訓詁有以下數種： 

1 高田忠周、徐在國讀「邐」爲「釃」，是濾酒使清之過程。121 

2 吳闓生釋為侍，楊樹達認為與「婐」聲義相通，據《說文》：「女侍曰婐。」122 

3 于省吾訓為「侑」，表示附麗，兼有助理之義。123 

4 何琳儀「邐」可讀爲「列」，辛巳簋「就列」即「就位」。
124

 

5 沈培讀為「贊」，從麗聲之字與屣字聲通。125 

6 黃錦前讀為「蒞」或「臨」。126 

7 黃錦前改讀為纂。127 

黃錦前已作了詳細的述評，我認為尚有可以評量之處。1 讀為釃的，但先秦

文獻不見以灑/釃字代表祼、縮，故此說可疑。C 例中，麗用於賜命之事上，明顯

不是釃酒義。E 例中，麗是指荊子在「賞多邦伯」之禮中輔助，後文「鬯卣」是

賜荊子之物。二例中的麗應指在賞賜程序中的輔相。 

2、3 的訓釋較中肯，按照辭例，銘文輔助用語有御、侑等，凡記某人御或

侑，接著就會陳述賜賞的內容，邐、麗字與輔助用語處於相同的陳述結構位置。

4 讀邐為「列」，「就列」和「即立（位）」同義，單言「邐」等於單言「立」。上

                                                      
121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2322。 
122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145。 
123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288。 
124

 何琳儀：〈聽簋小箋〉，《古文字硏究》第 2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78-181。 
125

 水土（沈培）：〈黃錦前：《再論荊子鼎》〉跟貼回覆第七樓，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網站，2012 年 2 月 29 日，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89#_edn11。 
126

 黃錦前：〈再論荊子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2 月 28 日，鏈接：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89#_edn11。 
127

 黃錦前：〈三論荊子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3 月 4 日，鏈接：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94。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89#_edn11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89#_edn11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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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邐屬來母歌部，列為來母立部，立為來母緝部，歌、月音理可通，歌、緝兩

部則沒有假借通用的實證，128要由歌通月，再通緝，恐怕很迂遠。邐、立也不是

同一種禮制，辭例各有不同，因為邐在饗酒禮中是輔相工作，而立或即位是來賓

聽令受賜的準備而已，完全沒有輔相性質。5 讀為「贊」僅符合音轉之理，但不

見通假實例。6、7 亦不可靠，古籍所見的「蒞者」在儀式中是居主導，或與主

導者身份是平等的，如「蒞盟」，但銘文邐的對象是周天子，蒞盟者身份顯然不

能與之等視。黃氏改讀邐為「臨」也遇到相同的問題，荊子在王前不是處於居高

臨下的地位。後來黃錦前改讀為「纂」，文意上和他的舊說及第 4 何氏之說相同，

不過論證還要迂曲，且不合銘文辭例。 

銘文邐、麗通用，至後世各有所司，《說文》：「邐，行邐邐。」與銘文之義

不合，應已被借用為連語。《說文》於麗字下云：「旅行也。」意思卻是偶儷而行、

並行，可能為了強調麗的行走義才添加「辵」旁成邐，詞義更變化為襄助，正如

左、右、夾、匹引申為輔相義一樣。偶儷而行也很能表現主賓相見禮儀的操作模

式，《周禮．秋官司寇》：「每門止一相，及，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輔

相的人隨賓前行，可能是這類用字從「辵」的原因。 

一場典禮的輔相者固然不止一個，工作包括行走出入的有延賓的右者，又有

來往於廟和廷之間或廟和館之間的「將命」者，他們輔相禮儀，明顯體現在行走

一事上。兩周作器銘文自稱其功能時，也往往提及這種狀態： 

用旋走夙夕 御事。                             （麥盉，集成 09451） 

用饗王逆洀事人。                     （伯密父鼎，集成 02487） 

用饗出內入事人。                           （小子生尊，集成 06001） 

用征用行，用從君王。                    （叔邦父簠，集成 04580） 

用征以迮，以御賓客。                       （筥大史申鼎，集成 02732） 

䢔王 京祀。                               （麥方尊，集成 6015） 

                                                      
128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頁 65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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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得以舉行，必須有人為之奔走，一是往返賓主之間通傳言語，一是逆送

賓客，還有一種是運送典禮所需器物，徐中舒說：「古代物資缺乏，雖王侯之尊

亦不能多備器用。如有饗燕，則須自他處移來，故曰『征行』，曰『旅』。」129 

麥方尊的䢔或釋為「會」，130應是由合字演變過來的，意義上也可說大同小

異，都指輔會佐匹，不過添加了「辵」旁應可強調往赴之義，如麗有偶儷、旅行

義，但寫成邐當更能突顯後一義。 

除了相禮的人要來往服事，輔政的人也要奔走效勞： 

旋走事皇辟君。                                  （召卣，集成 10360） 

相禮的有邐、䢔字，輔政的有「逑」字： 

不（丕）顯皇且（祖）剌（烈）考，逑
‧
匹之（先）王，爵堇大令。 

（單伯旲生鐘，集成 00082） 

合字演變為䢔，照此理逑或由「俅」孳乳出來。旋走、出入形容人在服事政

事及禮儀時的狀態，是必需的操作方式，表示輔相的字不一定從「辵」，但添加

了亦具有一定的表意作用。 

 

（二） 饗酒、饗醴之御（ 、 、 ） 

麗、邐字見於商晚至西周前葉，西周中葉以後的銘文不再使用麗、邐字，輔

助享獻之禮稱為「御」。關於「御」字的本義，《說文》曰：「御，使馬也。」但

銘文已見「馭」字，明顯有驅馬之義。李孝定認為字從「卩」，象迎接的人，「午」

是聲符，和「迓」字最初是同一個詞。131徐中舒指「卩」象人跪跽敬拜，132盡但

也不盡是與敬拜有關，例如「令」、「服」，御字原義應是指跪跽服事的行為。先

                                                      
129

 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507。 
130

 「會」字的輔助義可參看何樹環：〈金文「叀」字別解－兼及「惠」〉，《政大中文學報》，17

期 （2012 年 6 月），頁 223—265。 
131

 《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

者。」御字《公羊傳．成公二年》引作「迓」。五祀㝬鐘（集成 00358）：「乍（作）疐才（在）

下，御大福，其各。」此御宜訓為迓。 
132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頁 99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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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銘文及古書所見御字的用法大體有三類，第一類與執相近，引申為用事之義，

故官守有司稱「御事」；第二類是迓迎義，引申為「抵禦」的「禦」；第三類當作

「馭馬」的「馭」用。銘文御字的用法與字本義的聯繫已難見踪跡，現在只宜解

釋其字在銘文語境中的特定意義。 

御字見於周銘中的祭祀和飲食場合時，應有主理或輔助義，饗禮設「御」有

以下二例： 

王鄉（饗）酉（酒），遹御
‧
，亡遣（衍），穆穆王 （親）易（賜）遹。 

（遹簋，集成 04207） 

隹十又一月暨（既）生霸戊申，王才（在）周康宮鄉（饗）醴， （御
‧
），

王𥣫氒（厥）老 曆，易（賜）玉十又二瑴、貝廿朋， 拜䭫首，曰：「天

子其 （萬）年！ 其永老妾， 敢對揚王休，用作寶𣪘（簋），其孫孫

子子用。」 

 （ 簋，NA1958）                                          

按所饗之物可分為酒、醴兩種，各自都會設立輔相或主事的御者。關於 簋

銘文的「 」字，張光裕先生說： 

本銘稱「 」，主要承上文時王「鄉（饗）醴」而言。 ，即 （御）

字異構。甲骨、金文皆有 字，或益「示」為「 」，或可省作「 」或

「 」，多用為祭名，然亦有用作「用」義者，如：「乎（呼）入 事」 

（《合集》151正《乙編》3422）。 

張氏還指出銘文御字的不同寫法，除作為人名外，亦用表輔助之義。就銘文

所見御、邐、侑諸字意義及用法均有析說疏理，例證豐富，但歸結諸字為「義同

辭異」的關係，133似還有探討的餘地。 簋御字的內涵，可以從御者的身分探討。 

是次饗醴的舉辦原因，張光裕先生認為純屬是燕飲性質，134李春豔聯繫到《禮

                                                      
133

 張光裕：〈新見 簋銘文說釋〉，頁 120—125。 
134

 同前註，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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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射義》「酒者，所以養老」的記載，指出 簋銘文記天子以饗禮款待老人，

反映周代「養老」制度。李氏所據材料《魯頌．泮水》：「既飲旨酒，永命難老。」

其中「難老」只是常見的嘏辭，祝願人「不老」的意思，並不能視為「尊老敬老

的體現」，135而且此語也不一定和飲酒之詞一同出現。 

我也認為「老」字能反映是次饗醴的內涵，但有不同的解釋。《周禮．地官

司徒》「鄉老」鄭《注》：「老，尊稱也。」該器銘先言「厥老 」，後又單言「 」，

則「老」是一種尊稱，具備某種地位，136所以張光裕先生指出老 是被朝廷倚重

的長者。137周代文獻有不少的例證反映推重老者，賴之輔政的觀念，試略舉一二，

《大雅．蕩》曰：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反過來說，「老成人」就是熟諳典故刑法的前朝耆宿。新出《清華簡．皇門》

也有助解釋「老 」的身份，謂： 

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
‧‧

（據）事 朕位，138肆朕沖人非敢不用明刑。 

簡文理路似可與〈蕩〉四句對比，同樣具備了大邦、老人、刑名等概念，三

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此「耆耇」與老成人相當，都非一般的老年人，可憑恃其

經驗輔弼新君。《禮記．王制》：「天子之老。」鄭《注》：「老謂上公。」老 可

能就是一位上公。《禮記．雜記》：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
某相執綍。」 

以「老」的身分在饗禮擔任御事，因而受到天子的嘉勉。 簋銘文「永老

妾」，「妾」義不甚曉，張光裕先生認為妾有時通言臣服之義，不限於指女性。139

張說亦有理，例如「嬖」從「女」，亦不限於指女性。「其永老妾」，「其」是許願

語氣之辭，長壽而服事，即終身效勞之意。 

                                                      
135

 李春豔：《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禮儀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6 年），頁 110。 
136

 《儀禮．聘禮》也有明言，謂「授老幣」，鄭《注》：「老賓之臣。」《賈疏》：「大夫家臣稱老。」

又《禮記．曲禮》：「國君不名卿老。」鄭《注》：「卿老亦卿也。」 
137

 張光裕：〈新見 簋銘文說釋〉，頁 128。 
138

 今本《逸周書》作「克有耇老據屏位」。 
139

 張光裕：〈新見 簋銘文說釋〉，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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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御字之用法 

飲酒禮和祭祀的輔助之事都有叫做「御」的，剌鼎（集成 02776）：「啻（禘）

卲（昭）王，剌 （御），王易（賜）剌貝卅朋。」銘文饗、祭之禮都會出現御，

御所主之事應更多，又《大雅．行葦》：「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鄭《箋》：「緝

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可見御

還可以包括這些預備事項。「侑」只在「饗醴」中出現，不會用表示助理祭祀，

可知御、侑內涵有別。 

西周早期銘文也可說明飲食和祭祀禮中御者的地位，大盂鼎銘曰： 

王若曰：「盂！不（丕）顯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杜（在）珷（武）

王嗣玟（文）乍（作）邦，闢氒（厥）匿（慝），匍（敷）有（佑）亖（四）

方，㽙（畯）正氒（厥）民。杜（在）𩁹（於）𢓷（御）事，𠭯，酉（酒）

無𠭖（敢）酖，有祡蒸祀無𠭖（敢）擾，古（故）天異（翼）臨子。 

由「受天有大令」到「畯正氒民」，屬文王之作為，下句「在於御事」後另

起話題，告誡「御事」的人正確對待飲酒與祭祀兩種事情的態度，因此這裡的「御

事」既是政治中的「御事」，還兼任飲酒和「祡蒸祀」場合中的「御者」，「老 」

可能就是這種身份。 

飲酒禮中的御者也可以是「友」，《小雅．六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鄭《箋》說此詩記「（尹）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礼樂之。」140「飲

御」一詞並不好解，毛《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飲是讓他

飲酒之意，御則是在其間侍候他，大抵包括席間酌酒進爵等侍坐之事。 

鄭氏又云： 

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140

 《毛詩注疏》，卷 12，頁 3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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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鄭《箋》無誤，則「飲御諸友」是「諸友飲御」的倒文，可能是為了湊韻

的緣故。推此，做御者的是「諸友」，而不是尹吉甫，吉甫是這次飲宴中的主要

來賓，也就是被招待的人，所以他不會做御者，而做侑者的，則可以是被招待的

賓客，這也是御和侑的分別所在。 

按照銘文辭例來說，御和侑也是有分別的，這在於後文是否有「亡遣」之類

的補述，學界可能不認為這種現像是有意義的，所以未加討論。遹簋的「御，亡

遣」遣字有讀為「愆」和「譴」兩種意見，141但大意都是在御者的協助下使典禮

沒有失誤，很得體地完成了。其他方面的輔助之詞如「侑」、「佑」、「詔」等，從

來不帶「亡遣」這種記述，我推測「亡遣」也可能反映了御包含的工作較多，在

禮儀運作過程中有指導性質，非純粹之侍奉飲食。又看以下的陳述： 

a. 王初各伐 （玁狁）於 ，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
‧‧

，王易（賜）

兮甲馬四匹、駒車。                             （兮甲盤，集成 10174） 

b. 王降征令於大保，大保克敬亡
‧

（遣
‧
）。王侃大保，易（賜）休餘土，用

茲彝對令。                                  （大保簋，集成 04140） 

c. 王 于楚㯟（麓），令小臣夌先省楚㕇。王至於 㕇，無遣
‧‧

，小臣夌易（賜）

貝，易（賜）馬丙（兩）。                （小臣夌鼎，集成 02775） 

d. 丙公𧈂（獻）王𩞑（饙）器，休無遣
‧‧

。                 （ 卣，NA1452） 

e. 公啻（禘） 辛公祀，卒事，亡
‧

𥄗
‧
，公𥣫（蔑）繁𤯍，易（賜）宗彝一

肆、車、馬兩。                                  （繁卣，集成 05430） 

f. （楷）白（伯）于遘王休，亡尤
‧‧

，𦨶（朕）辟天子， （楷）白（伯）

令氒（厥）臣獻金車，對𦨶（朕）辟休。            （獻簋，集成 04205） 

g. 侯見于宗周，亡
‧

（尤
‧
），……侯易（賜）玄周（琱）戈。唯歸， 天子

休，告亡尤
‧‧

，……乍（作）冊麥易（賜）金于辟侯。   （麥尊，集成 06015）  

                                                      
141

 郭沫若主張讀為譴，見氏著：〈大保〉，《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增訂本，頁 27 反。楊樹

達主張讀為愆：〈大保𣪘跋〉，《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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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王㠯（以）吳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
‧

（尤
‧
），王易（賜）靜

鞞𠝮。                                      （靜簋，集成 04273） 

「無遣」、「亡𥄗」、「亡敃」142都在是記述重要事情順利完成，用事的人因此

獲賞賜，涉及的有從王征、省王位、獻王器、朝宗周、會王射、助公祀等，但不

包括「饗醴，某侑」之事。不對「侑」作「亡遣」這類評判，大概是因為侑者從

事主賓飲食間的殷勤勸進，或為慣常的儀節，或較容易完成，所以不必交代結果。 

 

（四） （侑/宥）字釋義 

我認為饗禮中的御和侑是有分別的，御代表的職責多於侑，侑是單一的工作。

侑和其他佐佑用語的分別，還是需要重新由文字形構說起。文獻中之「侑」或「宥」

銘文皆作 （師遽方彝，集成 9897） ，（毛公旅鼎，集成 02724），從 （友），

從 （甘/曰），應隸定為 。古文字「又」有助義，友即雙 （又），應表多助

之義，所以毛《傳》說：「侑，勸也。」143離本義大抵不遠。 可能表示與飲食

有關，友，形聲兼會意。 

《左傳》提到饗醴（又作「享醴」）的有三條，皆記「命某宥（侑）」，是天

子用醴饗諸侯的事，在此三件事之中，「二饗有功，一饗即位而朝，其為姬周飲

賓之重禮可知。」144銘文記饗以酒或醴的有十三條，記侑者的三條，皆出自饗醴

的場合，過去學界對饗酒和饗醴之儀節不加分別，都通言「饗禮」，恐怕未盡其

蘊，有必要加以探討。 

饗酒和饗醴之別主要見於設侑（宥）與否，侑字的意義也曾備受關注，據周

聰俊考察，可供參考的說法有六種，周氏對此已經做了翔實的引述、補證和駁議，

為免重複作業，現在只撮述其要點，再簡單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如下。 

                                                      
142

 「敃」《爾雅．釋詁》：「湣，憂也。」或讀為「紛」，訓「亂」。《說文》：「𥄗，捾目也。」 
143

 《毛詩注疏》，卷 13，頁 454 下。  
144

 周聰俊：《饗禮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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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韋昭命服胙肉侑幣說 

《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王饗醴，命之宥。」《國語．晉語》記此事作：

「王饗醴，命公胙侑。」韋昭《注》：「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幣。

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周聰俊評論： 

侑與宥通，……韋解《國語》，但隨文訓釋，與《左傳》不合。且如韋說，

則命也，胙也，侑也為三事，其以命為加命服，則正文當曰錫公命，例如：

文元年《經》曰：「夏，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文義始足，不得言「命

公」也。……是當饗禮，安得雜以吉禮之賜胙，韋說之失甚明。145 

周氏總結了王引之《經義述聞》、汪孫《國語發正》的駁論，並指出劉文淇

《春秋左傳舊注疏證》中已謂「命不關加命服」，都是有力的駁論。
146

事實此命

某做某事的命只是代表一般意義上的指使委任，韋說顯然過度詮釋。《左傳》特

言「王命某宥」，而銘文只言「某侑」，省略「王命」這一動作不記，一方面說明

此命並非專指命服，另一方面是兩種文體的作者本身的立場不同，陳述有異而已。

至於韋氏侑幣一說，周氏駁之曰： 

〈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鄭《注》曰：「……

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然侑幣用

於食禮，酬幣用於饗禮，經有明文。147 

周氏然後舉了〈聘禮〉、〈公食大夫禮〉等為證，歸結說：「《左傳》、《國語》

『命宥之上，既曰『王饗醴』，則當言酬幣，不當言侑幣。」148三禮中食禮有「侑」，

酒禮有「酢」，沒有互用之例。 

 

2. 杜、孔侑幣酬幣說 

《左傳．莊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

                                                      
145

 同前註，頁 147。 
146

〔清〕劉文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臺中：明倫出版社，1970 年），頁 392。 
147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47。 
148

 同前註，頁。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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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149杜預和韋昭也是以「侑

幣」釋侑。王引之說：「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曰『命宥之』，

不當曰『命之宥』也。」150周聰俊補充說：「侑幣、酬幣皆所以酬賓勸賓，本禮

之常，無須言『命』，亦不當言『命之』。」至於孔穎達疏以「酬幣」解宥，周氏

指出雖然合於饗禮，但依然不應叫做「命某宥」，同樣是應叫做「宥某」而不是

「某宥」。151 

 

3. 王引之命酢說 

命酢說由王引之提出，後來孫詒讓、王國維、楊寬等人都信從了他的說法，

先看王引之說： 

「侑」與「宥」通。《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

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

義，故謂之侑。……又僖公二十五年《傳》：「王饗醴，命之宥。」《國語》

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即「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

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152 

王氏主張「胙侑」就是「酢侑」，如其說正確，這就是一個近義複詞，文意

頗為順適。孫詒讓也嘗試補充了一條值得注意的證據，曰： 

〈彤弓〉首章曰一朝饗之，次章曰一朝右之，三章曰一朝醻之。此右即《左

傳》之宥，亦即《國語》之「胙侑」。……首章「饗之」即獻，次章「右

之」即酢，合之三章曰「醻之」，正是獻、酢、酬之禮。153 

禮書所記飲酒禮是由獻、酢、酬（醻）組成的主賓互勸飲酒的過程，當中沒

有出現饗，在先秦古書以至銘文只有「饗酒」、「饗醴」等例子，沒有「獻酒」、「獻

                                                      
149

《左傳注疏》，卷 9，頁 158 下。 
150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17〈春秋左氏傳．命之宥〉，

頁 403。 
151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49。 
152

 轉引自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50。原文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17，頁 403。 
153

 孫詒讓：《籀廎述林》，卷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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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饗、獻不能互換，所以兩者是否一個相同的概念依然有疑問。孫氏所以說

饗即獻、右通侑，即酢，似為湊合《詩經》和禮書中的飲酒儀節。按獻、酢、酬

者，也見於《大雅．行葦》「或獻或酢」、《小雅．楚茨》「獻酬交錯」，之間都沒

有與饗、侑配搭出現的，至此可劃分獻、酢、酬為一方，饗、侑為一方，屬兩套

不同的禮儀。 

〈彤弓〉各章相對位置皆言「我有嘉客」，於是要饗、右、醻之，《說文》：「醻，

主人進客也。」對象很明顯，問題就在於獻是主人先敬賓客，酢是賓客回敬主人，

如這裡的右就是酢，說我要酢嘉客，和飲酒禮儀就有牴觸，因此右未必如酢一定

是用酒回敬主人，可能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從旁侍奉飲食。還有不能忽略的前提：

右和侑是否有通假之例？《周頌．我將》有「右享」一詞，但未見「侑享」，故

「右之」之義不見得是「侑之」。 

隨後王國維引周銘補證前人之說： 

鄂侯馭方鼎（集成 2810）：「……鄂侯馭方內（納）壺于王，乃 （祼）

之，馭方 王。」……馭方 王，謂馭方酢王也。《周禮．大行人》：「侯

伯之禮，王禮壹祼而酢。」即此事也。故侑之義與酢同。此不曰酢而曰侑

者，以諸侯之於天子，不敢居主賓獻酢之名，故雖酢天子，而其辭若侑之

曰爾。侑之名義，取諸副尸而不取諸勸尸。……若曰天子自飲酒而諸侯副

之，如侑之於尸曰爾。154 

王國維說的是君臣地位有高下之別，不能用主賓勸飲之詞來描述王饗諸侯之

禮，而改用祭祀中副尸之詞來代表。這種想法接近儒家「別嫌疑」的禮儀觀念，

還不算是侑即酢的明文證據。後來楊寬也從王引之的說法，並再加以解釋： 

酢是對主人還敬酒，為什麼一定要如《左傳》所說那樣命之才宥呢？因為

按禮，賓和主地位相當的，在主人獻賓後，才能酢主人，既然諸侯地位在

天子之下，所以必須天子命之才能酢。155 

                                                      
154

 王國維：〈釋宥〉，《觀堂集林；附別集》（香港：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129—1131。 
155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西周史》，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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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之說並不能解釋為何銘文不言命某侑而單言某侑，所以地位高低恐怕與

此無關。 

 

5. 其他說法 

另外還有朱彬「加爵」說，謂「既享之後，又加爵以勸之，故曰宥。」156吳

闓生的「右坐」說，謂宥即右坐，157兩種說法都欠缺證據，甚至不合銘文慣例，

例如主張銘文「侑」、「右」相通之說，據嚴一萍、周聰俊通盤考察過銘文，都沒

有發現友/ （侑）、右通假的例子，凡引導之右書作「右」，如助主人酒禮者，

都寫作「 」（侑），所以說銘文「 」當「右」用是不能從信的。158右（佑）則

更多情況是引進賓客至中庭見主人，對象也是有別的，右者也是被右者（賓客）

的上司。159 

還有劉雨認為的侑和御的意義相同，饗、燕皆設侑。160先不論侑、御之別，

劉氏據鄂侯鼎說燕禮有侑是不恰當的，因為「王休宴，乃射」是「祼之，……侑」

之後發生，侑隸屬前面的祼禮，不能將兩事混為一談。 

各種說法之缺點，周聰俊已經有所指陳，以上我在引介時也做了一些補充。

至於周氏研究此問題也有新論： 

彝器所以「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襄公十九年傳文），……

若夫獻酢往來，禮之常儀，縱使王命之然後酢於王，然此殆亦不足以矜其

子孫，顯榮後代，知其必有特殊意義存焉。161 

周氏主張以友之義來解讀侑，先從文字形構說起，引劉心源說：「 者助也，

象兩手相助」，又列舉了多條古書中「友」、「有」相通以及近義的例證，歸結說：

                                                      
156

 朱彬：《經傳考證》，《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第 8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頁

10596。 
157

 吳闓生：《文史甄微》，轉引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莊公十八年〉，頁 207。 
158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61。 
159

 韓巍：〈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九州學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4 月），頁 4。 
160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頁 71。 
161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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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兄弟為友，是『友』為盡心竭力之名，亦含有勖勉、勤勞之義。」162因及

周銘中王饗，臣友的例子，指出友是「矢志效忠，敬勉王事之辭；……王於饗醴

之際，所行為嘉勉人臣者所作勤王事之儀節。」163 

友、侑固然在文字關係上是緊密的，可是訓作「孝友」之友放在君臣之間和

具體的禮儀程序陳述上，總覺無所適從。他重視考究材料所表達的禮儀精神，但

一概據以判斷儀式的內容，恐怕是不可靠的。 

 

（四） 侑食與侑飲 

我的看法是饗醴的侑和食禮、祭尸的侑是相同的意思，侑在文獻中多指勸食，

在一些飲食細節中也有輔助作用，其意義範圍比酢為寬，這可能是以酢當侑說的

毛病所在。侑指勸食之禮，如〈天官冢宰〉曰：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卒食，以樂徹於造。 

「以樂侑食」之節可參考〈春官宗伯〉：「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雖

然也不盡詳細，但還可以知侑（宥）食分為三次進行，當中會演奏音樂，蓋為當

時的助興節目。這種儀式可能在商代已出現， 尊（WX0790）銘曰： 

辛未，婦 （尊） （宜）才（在） 大（太）室，王鄉（饗）酉（酒），

奏庸，新 （宜）。164    

尊的「新宜」應是對於最初的「尊宜」而言，在供奉肉食的祭祀完結後，

天子舉行了饗禮，並置新的肉食供奉先人，其間奏鏞可能是以樂勸侑飲食致祭的

最早證明，對象包括存在的和逝去的人。 

要之，侑的模式也不限於音樂，習知的有幣帛，見於《儀禮》。又有玉器，

                                                      
162

 同前註，頁 161。 
163

 同前註，頁 163。 
164

 採吳鎮烽的釋文，斷句稍異。見氏著：〈 尊銘文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

心網站，2014 年 7 月 29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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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語．楚語上》： 

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為椒舉遣之，椒舉奔鄭，將遂

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

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于

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

馬，聲子受之。 

飲食間加以聲音（鍾鼓）、視覺（璧）的享受，似乎都是為了提升食欲，否

則也不必一食一侑，如是者三次。在此例中饗和侑的施事者都是蔡聲子，受事者

是椒舉，這和《儀禮》的祝饗尸、祝侑尸一樣不是相互的行為。又據以看周銘「王

饗醴，某侑」的敘述，名義上應是王自饗，某在旁侑之。 

〈楚語〉「子尚良食」語意和求神語「尚饗」（《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

禮〉、〈少牢饋食禮〉諸篇）相似，都是勸導接受飲食之意，差別是蔡聲子僅勸侑

了兩次，椒舉就答應了，和「王大食」、祭尸三宥的制度有別，是否其他侑制次

數規定不同，現在不應作推測。要注意的是這種饗人之禮和饗神之禮都不是純粹

為滿足對方口腹的，前提還是有祈求才會設饗款待，一旦對方接受了飲食，就代

表了達成了契約，蔡聲子饗椒舉是現實中的顯例，祭祀則體現在祝嘏辭，如《小

雅．楚茨》：「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前後兩句的關係說明了祭祀的用意。《大

雅．鳧鷖》：「公尸燕飲，福祿來下。」侑尸受祭和侑王燕飲的結果都是獲得賞賜，

只是前者是抽象的，後者是實體的，大要見於下表： 

王饗 臣/賓侑 賜物 

神饗 祝（代主人）侑 賜福 

依此思路理解，王饗醴而命某侑，是給與對方受賜的機會，象徵互為報答。 

關於侑制，最詳細的記述都在《儀禮》，其內涵頗為明顯是勸進飲食。雖然

都只出現在祭祀場合，但由於對像是尸，他象徵一個先人的來臨，此間的侑和饗

醴的侑應是同一個詞。至此可以稍移考察中心至侑前後接連進行的細節上，進一

步了解侑的內容，《儀禮．特牲饋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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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

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佐食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湆於醢北，舉肺

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於臘北。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乾，尸受，振祭，嚌之。……佐食

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

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 

鄭《注》：  

「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

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 165 

侑是勸勉加進之義，與此相對的是挼（墮），據此讀《小雅．楚茨》可得到

一點啟發，其詩曰：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憶。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 

毛《傳》訓「妥」為「妥尸」之妥，使安坐之義，與前文之「酒食」文理未

甚緊密，妥字應讀為《儀禮．士虞禮》的「墮祭」之墮或〈特牲饋食禮〉的「挼

祭」之挼。《儀禮》記供奉尸飲食的過程中，祝命佐食減下黍、稷、祭肺三種食

物來做墮祭，稱為墮是因為有所減損，166隨後開始進食，又一次一次地侑，有加

進之義無疑，用酒食來「以妥以侑」，正是指飲食禮中妥（墮）、侑兩個先後的儀

式。《儀禮》所見用醴的場合都常見「以柶祭醴」然後才到「啐醴」，沒有倒行的，

啐醴前的祭和進食前的墮是相似的程序。 

 

（五）  侑和酬之別  

                                                      
165

 〔唐〕賈公彥：《儀禮注疏》，卷 45，頁 530 下。按鄭《注》引作「墮」，今本《周禮．春官．

宗伯》作「隋」，二字通用。見《周禮注疏》，卷 21，頁 329 下。今本〈士虞禮〉也正如鄭玄雲

作「綏祭」。見《儀禮注疏》，卷 43，頁 508 上。 
166

 李洛旻：〈論《儀禮》「墮祭」及其禮意〉，《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2 期（2016 年 1 月），

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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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還有一點疑惑：食禮中的侑是勸進，能否代表饗醴的侑也是勸進？新發

現的清華簡〈耆夜〉能給予確實的答案，是篇明確記錄了一次飲酒禮，文中引古

逸詩：「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慆）。」謂醉後又侑，正如飽後又侑，侑明顯就是

勸飲，也沒有提及酢。所見飲酒禮中的主賓用詞不如三《禮》般嚴謹，如周公酬

畢公是合乎「主人進客」之名的，但有周公酬王，王酬畢公等就不合此條例，可

見酬也不必是指主人敬賓再飲。 

三《禮》所見獻、酢（醋）、醻（酬）都是連帶出現的飲酒步驟，之間沒有

饗、侑雜次其中，是不同的禮儀內容。學者重視二重證據，在考辨銘文饗侑制時

嘗試在禮書和其他先秦古籍尋證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們才要將「饗醴某侑」解

釋成「饗醴某酢」，似非要將侑說成酢不可，然而他們一直相提並論的酢、侑，

在禮器銘文中不見關聯，從文字學觀點來說，春秋晚期銘文始見「酢」字（徐王

義楚觶，集成 06513），但借為「作器」的「作」字用，和文獻上的酢不是同一個

概念。王引之據《爾雅》「酢、侑，報也」判斷兩者意義相同，恐怕也不足以證

明兩者是同一種禮儀，因為《爾雅》可能只是應用了以通名解專名的訓詁方法。 

《儀禮》獻、酢（醋）、酬（醻）的過程中用的都是爵，不是觶，饗醴設侑，

在《儀禮》中也只見醴用觶盛載，此可作為王引之、王國維以侑為酢說的一條反

證。 

還有要注意的是侑者的身份，在大多數情況下侑者都是賓客，但也有例外的，

西周晚期仲師父壺（集成 09672）： 

中（仲）𠂤（師）父乍（作）□壺
。
，中（仲）𠂤（師）父其用 （侑），

眔㠯（以/與）倗（朋）友㱃。 

此器主是仲師父，他作此壺來招待朋友，也就代表他在宴會中是主人一方，

卻自曰「用侑」，顯然就是指勸賓飲酒之意，侑是在饗人時勸進的儀式，侑人也

即饗人之意。後文又說「眔以朋友飲」應怎樣理解呢？「以」要讀為「與」文理

才通順，意謂：「我用來勸人飲酒（招待），也要和朋友對飲（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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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代饗醴有侑的思想背景蠡測 

殷人以嗜酒之風著於史冊，周人將這種風氣和商的覆亡拉上關係，並以此為

前車之鑑來告誡後人，因而作〈酒誥〉、〈大盂鼎銘〉等篇，表達周初時人對飲酒

的看法，並就此定立了實際的約束。過去學界也曾關注周人飲酒觀念和禮儀制度

的發展，大致認為周中期青銅酒器數量之銳減，與周初禁酒政令不無關係。此立

論尚存一未能解釋之疑點，是為周初酒器承繼自殷商，組合尚見規模，則還在實

行前朝既有的慣例，未因禁酒的主張而即時做出改變。換言之，若禁酒令有約束

力，為何在周初頒布，至中期始見雷厲風行？這可能要待新的考古發現才能廓清

來龍去脈。不過飲酒觀念在周初有所轉變應是真實的，而現實的器具或習慣未必

可以立即隨著新思想的提出而馬上改變。可見的是，青銅酒器種類和數量的消長，

是和饗飲禮儀式的興替同步進行的。劉雨指出： 

殷末銅器所記殷人饗用酒，與周初諸器相同，說明周初饗禮因於殷禮。入

西周中期後，周人形成自己有別於殷禮的饗禮，其主要特徵是「用醴」。167 

劉雨的說法能涵蓋穆王以後大多數情況，他又指出遹簋的「饗酒」和三年𤼈

壺（又見於𤼈鐘）的「饗逆酒」是少數情況。 

關於儀節的變化，張光裕先生說： 

凡王舉行饗禮，必有相禮御事者，其主要職責是勸食或勸飲。商晚期到西

周早期以「邐」表述，西周中期則稱為「御」、「宥」或「侑」，春秋時期，

仍沿用「宥」或「侑」。168 

張氏之意是，用字隨時代轉變，只是表述方式不同，不代表制度有所轉變。

我對此有一點疑問：侑是隨著饗醴的出現才出現，既然中期以後還有饗酒，為何

侑不在饗酒之禮中出現？可知侑是專用於饗醴的。而同是中期的遹簋記錄饗酒設

御，而不設侑，也可說明饗酒是不侑的。以下詳言之。 

  

                                                      
167

 劉雨：《金文論集》，頁 64。 
168

 張光裕：〈新見西周「 」簋銘文說釋〉，頁 125。 



76 
 

第四章  饗酒與饗醴的儀節及用器 

 

 

一、酒、醴之異 

饗酒與饗醴同是天子宴臣子之禮儀，過去學者未甚措意兩者之分別，自楊寬

始加以比較，指「古人為了加以區別，把鄉飲酒禮稱為『饗酒』，而把饗禮稱為

『饗醴』或『享醴』。」169楊氏之說固然不可信。周聰俊據《左傳》三次饗醴皆

天子饗諸侯之禮，判斷「醴貴於酒」，解釋說古人重視「報本反始」之觀念，醴

最易釀成，酒是後來熟成的產品，所以重醴多於酒。170頗能引起探討的興趣，但

細審之，其觀點及論證不無可商之處，首先饗醴見於西周中期，難以說明這時期

才有報本反始意識。如要表達報本反始精神，應以據《禮記》以「玄水」為尚，

並無語例可證饗醴代表報本反始精神。因為《左傳》並無「饗酒」之例作比較，

銘文中參與饗醴者之身份也不一定高於饗酒者，而所在的典禮也難分高下，兩者

之別恐怕不是基於「重始」思想，而是本身性質之異，由其中的輔助儀節應可說

明問題。 

「饗酒」之禮在銅器上有明文（著重處採寬式引錄）： 

1. 王□才（在） （次），王饗
‧

酒，尹光邐
。
，隹（唯）各。商（賞）貝。用乍

（作）父丁彝。                         （尹光鼎，商代晚期，集成 2709） 

2. 王來獸自豆彔（麓），才（在） （次）。王饗
‧

酒，王光宰 貝五朋，用乍

（作）寶䵼。                          （宰甫卣，商代晚期，集成 05395） 

3. 穆穆王才（在） 京，乎（呼）漁于大池，王饗
‧

酒，遹御
。
亡遣（譴），穆穆

王 （親）易（賜）遹 （爵）。             （遹簋，西周中期，集成 04207） 

                                                      
169

 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西周史》，頁 814。 
170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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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例中有二例記輔助之職，1 之「邐」，3 之「御」，已析說於前文。 

「饗 X 酒」： 

4 我天君饗
‧

飲酒，商（賞）貝，氒（厥）正（征）斤貝。 

（天君簋，西周早期，集成 04020）

5天君鄉（饗） （ ）酒才（在）斤，天君賞氒（厥）征人斤貝。 

（天君鼎，西周早期，集成 02674） 

6隹（唯）三年九月丁子（巳），王才（在）奠（鄭），饗
‧

醴，乎（呼）虢弔（叔）

召𤼈，易（賜）羔俎。己丑，王才（在）句陵，饗
‧

逆酒，乎（呼）師壽召𤼈，易

（賜）彘俎。                          （𤼈鐘，西周中期，集成 09726—09727） 

「饗酒」在商代有二例（1、2），周代僅一例（3），在中期，正值酒器組合

的變動時期。 

   例 6 的「逆酒」，于豪亮讀「逆」為「昔」，認為是陳酒，伍仕謙讀為「迎」，

指「讓賓客飲用迎風酒」。兩說缺乏根據，周聰俊已指出。171案「饗」字作動詞

用時表現為兩種形態，一是後接被饗者，如「賓」、「王」、「上帝」，二是所饗物，

如「醴」、「酒」，但沒有後接「被饗者」+「所饗物」的句式，因此例 4「飲酒」、

例 5「 酒」、例 6「逆酒」等都宜視為酒類，另詳於後文。 

 

二、銘文所見饗醴 

甲類、「饗醴」不見侑： 

例 7同例 6。 

8王才（在） 侲宮，……王饗
‧

醴，王乎（呼）善（膳）大（夫） 召大㠯（以）

氒（厥）友入 （扞）。王召走馬䧹（應）令取誰（騅） 卅二匹易（賜）大，……

用乍（作）朕剌（烈）考己白（伯）盂鼎。   

                                                      
171

 周聰俊：《饗禮考辨》，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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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鼎，西周中期，集成 02806—02808） 

9穆王才（在）下淢㕇，穆王饗
‧

醴，即井白（伯）、大祝射，穆穆王蔑長甶㠯（以）

逑即井白（伯），井白（伯）氏彌不姦，長甶蔑𤯍。 

（長甶盉，西周中期，集成 09455） 

 

乙類一、饗醴設侑（周銘）： 

10 隹（唯）王初女（如）□，廼自商𠂤（師）復還至於周□，夕饗
‧

醴於□室，

穆公侑
。
□，王乎（呼）宰□易（賜）穆公貝廿朋。  

（穆公簋蓋，西周中期，集成 04191） 

11 王才（在）周康𡨦（寢），饗
‧

醴，師遽蔑𤯍，侑
。
，王乎（呼）宰利易（賜）師

遽 圭一、環章（璋）四。           

  （師遽方彝，西周中期，集成 09897） 

12 王才（在） 饗
‧

醴。應侯見工侑
。
，易（賜）玉五 、馬四匹、矢三千。 

                            （應侯見工簋，西周中期，NA0078—0079） 

 

乙類二、饗醴命宥（《左傳》）： 

13 莊公十八年春：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
‧

醴，命之宥
。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 

14 僖公二十五年四月： 

晉侯朝王，王饗
‧

醴，命之宥
。
，請隧，弗許。 

15 僖公二十八年五月： 

王享
‧

醴，命晉侯宥
。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大輅之服。 

 

丙類、饗醴而設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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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隹十又一月暨（既）生霸戊申，王才（在）周康宮鄉（饗）醴， （御），

王𥣫氒（厥）老 曆，易（賜）玉十又二瑴、貝廿朋。 

（ 簋，西周中期，NA1958—1959） 

銘文「饗醴」數例，按文字記述內容分兩類，其中「侑」、「御」和賜賞有直

接關係，沒有記「侑」的，則以其他原因獲賜。 

例 13 中可見宥者除了可獲得賜賞的機會，還可以侑者身分向被侑者提出請

求，此事類還見於《國語．楚語上》椒舉遇蔡聲子於鄭之事上，在其他飲食禮儀

輔助詞後不見這種記述。 

 

三、饗醴有侑及饗酒無侑之原因蠡測 

（一） 醴、酒種類略述 

饗醴為何有侑而饗酒無侑，須由酒類之特質說起。鬯、酒（專稱）、醴是當

時典禮常見的酒類，如按酒精含量高低來分，鬯酒最烈，酒次之，醴最輕。銘文

及典籍都有明確的證據，酒、醴都是拿來飲用的，鬯則只見用於祭祀及賞賜。 

酒類又有過濾與否之分，《禮記．內則》載：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 

酒：清、白。 

《說文》：「醴，酒一宿熟。」有「成而汁滓相將」的質地。172醴可按釀製材

料有種類之分，各種醴又有「清」、「糟」之分，鄭《注》：「糟，醇也；清，泲也。」

《說文》云：「醇，厚也。」同是東漢人說，似可將糟、醇、厚繫聯起來，可今

人所謂的醇可能有別。凌純聲以為「清」、「糟」即有滓和無滓之別。酒的「清、

白」即清濁之別，但酒的「白」和醴的「糟」是不同的概念。173醴、酒在典籍中

也有明確的分別，《周頌．豐年》「為酒為醴」，〈既夕禮〉：「甒二，醴，酒。」相

                                                      
172

 引鄭玄說。見賈公彦：《周禮注疏》，卷 5〈天官冢宰．酒人〉，頁 76 下。 
173

 凌純聲：〈匕鬯與醴柶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61 年 9 月），頁 179—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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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醴、酒都供祭祀或飲用，但其禮儀用途還是有一些分別的，如〈士冠禮〉：

「若不醴，則醮用酒。」關於醴和酒在禮儀應用上的分別以往討論不多，張光裕

先生談過類似的問題，他指出鄂侯馭方鼎（集成 02810）「王宴，咸酓」，酓《三

代吉金文存》所錄作「酉」，據此推論「蓋以『醴』酒輕淡，不足以影響射事故

歟！至於射事結束後，則可以『酒』宴飲。」174張說很有啟發性，但未知所舉例

是否可靠，因為「酉（酒）」未有作動詞用之例。例 6 正是先飲醴，第二天飲「逆

酒」，還要注意第一天的羔俎，第二天彘俎，羔和彘之比也可能反映了醴重於酒

的觀念，除此還有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士喪禮〉：「執醴
‧

先，酒
。

、脯、醢、俎從。」

似反映醴比其他各類祭品較優先。 

在銘文中也常見鬯、酒（專稱）、醴三種酒類，個別的「飲酒」、「逆酒」、「

酒」見於上。除此還有「秦飲」，確實成分是甚麼未可考知，假設「秦飲」是酒

名，以「飲」為名也非不可能，《儀禮．公食大夫禮》有「飲酒、酒飲、漿飲」

鄭《注》：「飲酒，清酒也；漿飲，酨漿也。」也是以「飲」為名。陳夢家就按《說

文》：「秦，禾名。」為訓，秦飲是用稻類釀成的酒。175唐蘭則照字面直解為飲秦

地之清酒。
176

 

「飲酒」一名始見於西周早期銘文，例 4 天君簋有「饗飲酒」語，應是自行

或與人享用「飲酒」之意。《周禮．天官冢宰．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

奉之。」據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177是指在食禮中飲用

的酒，未知是否相同。 

鄭玄《周禮注》云：「醴恬，與酒味異。」178製作方法和特性也有差別，醴

是最快釀成的甜酒，酒精含量極低，不易使人醉倒，故不妨勸侑多飲，而酒的釀

成時間較長，酒精較多，估計就是饗酒不侑的原因。據銘文和經傳所見，也只有

                                                      
174

 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照片顯示，「酉」上漫漶，依稀是「亼」字輪廓，

暫從中研究釋為「飲」。張說見氏著：〈新見西周「 」簋銘文說釋〉，頁 119。 
175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7—19。 
176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4。 
177

 《周禮注疏》，卷 5，頁 80 上。 
178

 《周禮注疏》，卷 5，頁 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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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諫人君戒酒，而沒有戒醴的。 

 

（二）飲至 

鼎（集成 02739）「飲秦飲」，譚戒甫讀「秦」為「臻」，臻和「至」音義

同源，「飲臻」到春秋時簡稱為「飲至」。179後來李學勤也有考論，認為「飲秦」

就是「飲至」，陳致老師申其說，並從字形和古音上舉證。他指出「飲秦飲」可

斷讀為「飲秦，飲」，如讀為「秦飲」一詞則沒有他例。180 鼎的「飲秦」是否

能釋作「飲至」，學界尚有爭論。過去飲至禮的研究，王少林做了簡要的綜述： 

飲至為傳世文獻習見詞彙，但對金文飲至禮的重視當首推譚戒甫先生。

1963年，譚先生首將《 方鼎》（集成 2739）銘中的「飲秦飲」釋為「飲

至」，以此奠定了飲至禮研究的金文史料邊界，這一說法得到了李學勤、

高智群、劉雨、商豔濤等多位學者的信從。隨著新出材料的增多，李學勤、

王宇信、陳致等學者將周原甲骨 H11：132 的「王飲秦」、《清華簡·耆夜》

「飲至」納入到先秦飲至禮研究的經驗材料之中。在對新出材料的闡釋中，

陳致先生首倡《鄂侯馭方鼎》（集成 2810）銘「王宴咸飲」為飲至禮，從

而打破了譚先生界定的飲至禮金文史料的範圍。對於陳致的新說，商豔濤、

李剛提出質疑，仍然堅守譚先生的舊說，將《 方鼎》銘「飲秦飲」視

為目前可見的唯一金文飲至禮材料。181 

                                                      
179

 譚戒甫：〈西周「 鼎銘」研究〉，《考古》1963 年第 12 期，頁 673。後來李學勤也有考論，

認為「飲秦」就是「飲至」。 
180

 陳致：〈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 夜》中古佚詩試解〉，《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3—187。 
181

 王少林：〈金文飲至禮研究〉，《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

轉載於「先秦秦漢史」網站：https://mp.weixin.qq.com/s/N7RsJ8tQPf8KmDw_7ywmEw 

譚戒甫：〈西周< 鼎銘>研究〉，《考古》，1963 年第 12 期。 

李學勤：〈小盂鼎與西周制度〉，《歷史研究》，1987 年第 5 期。 

高智群：〈獻俘禮研究〉上，《文史》第 3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1—20。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周禮」〉，《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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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王氏評量說：「學者們大大低估了飲至禮的金文史料範圍，」而他「主

張飲至禮的性質並非凱旋慶功，而應以舊注所謂的『告廟』祭祀為其核心內容，」

他首先舉證的是「至」和「飲至」的對應關係： 

根據《春秋經》與《左傳》的對比，在春秋之前「飲至」只書為「至」，「飲

至」二字連稱是春秋以後的事情。182 

王氏又列舉了 5 條書「至」的西周金文，這 5 條可確認為飲至禮，解釋說： 

《春秋經》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左傳》記載為：「冬，公至自

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另《春秋經》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左傳》作：「秋七

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可見二者通用。《左傳》較《春秋經》

為晚，「飲至」當先稱「至」，後衍為「飲至」。183 

他據此證明了商豔濤「飲至禮儀不限於征伐類活動」的說法。我認為所舉〈桓

公十六年〉傳文「以飲至之禮也」，是《左傳》補記「公至」後之事，此與〈桓

公二年〉：「公至自唐，告于廟也。」的記錄形式是相當的，不能將飲至、和告廟

當作是「公至」的本身。王氏所舉的銘文例也有相同的問題，所舉之「至」字都

是純粹到達之謂，特別是「至燎」、「至告」、「至見」，飲酒禮都不應在燎、見、

告前舉行，對比小盂鼎銘，盂和賓客來到周王廷獻功、燎祭、「咸告」，然後接授

祼獻之禮，兩者的飲酒環節都是在獻、祭、告程序以後進行，作為「禮成」的標

誌。 

王氏最後歸結出飲至禮「體現在先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云云，不明所以，

                                                                                                                                                        
李學勤、王宇信：〈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53—

254。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 年第 1 期，頁 7—9。 

陳致：〈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耆夜》中古佚詩試解〉，《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77—201。 

商豔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77—180。 

李剛：〈西周金文中的飲至禮〉，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

念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82

 王少林：〈金文飲至禮研究〉。 
18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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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又主張「告廟」祭祀是飲至的「核心內容」，我認為宗教儀式和慰勞生人之

間是難以量度孰輕孰重的，〈桓公二年〉載「告廟」和「飲至」是一出一入之事，

固不能作比較，〈僖公二十八年〉：「獻俘授馘，飲至大賞，」論功行賞和飲至的

關係無疑要緊密得多。但他將虢季子白盤與小盂鼎銘文歸入飲至禮實例是可取的，

因為兩者都具備了獻功、飲酒、賞賜的元素。 

以先秦傳世文獻為限，「飲至」一詞僅見於《左傳》： 

1.〈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2.〈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3.〈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4.〈僖公二十八年〉：「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5.〈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子重歸，既飲至，」 

「飲至」一詞在春秋時期才出現的，沒有太多的語例可參考，《左傳》的五

條文例明顯都與戰爭有關，意思應是「為某到來而飲酒」，或「讓到來的人飲酒」。

出土文獻僅一例，見於清華簡〈耆夜〉：「武王八年，征伐，大戡之。還，乃飲至
‧‧

于文大室。」可以互證飲至肯定是和戰爭有關的，很可能是慶功宴。雖然〈襄公

三年〉的子重是在損兵折將歸來後行飲至之禮的，「君子」也謂子重所獲不如所

亡。但這不能代表子重行禮時也是這樣想，況且此役的確後續以「克鳩茲，至于

衡山」之事。〈耆夜〉是戰國時人所作之篇，其用詞自非武王時世語言，稍後的

《孔叢子》也明言：「以訊馘告，大享於群吏。用備樂饗，有功于祖廟。舍爵策

勳焉，謂之飲至
‧‧

。」這都可以說明飲至的對象都是自己國家的成員，尤其是王、

公，是為他們凱旋歸來而設的飲酒禮儀，隨後會以論功行賞作結。 

 

（三）「飲 （厚）」釋義 

歸納先秦出土及傳世文獻有關酒、醴的記述，有以下兩個情況： 

其一，有「飲酒」概念，飲字皆以酒、水等較為清澈之物為受事。「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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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不相指涉； 

其二，「湑」、「清」用以形容酒，「厚」用以形容「醴」，未見互用。 

西周早期毛公旅鼎（集成 02724）銘： 

毛公  （旅）鼎亦隹（唯）𣪘（簋），我用飲
‧

（厚
‧
）眔我友，廏其用

 （侑），亦引唯考（孝），  （肆）母（毋）又（有）弗 （順），

是用壽考。 

「飲 」寫在一起作 ，應該是兩個字，馬承源認為右旁的人形是「欠」

的繁文，屬於飲字的一部分。184可是飲字沒有這種寫法，殷契飲字作 （合

10405）、 （合 775），185周銘作 （伯作姬觶，集成 6456）、 （㠱

仲觶，集成 6511），這是飲字的慣常寫法，其中的人口下都不作「糸」形，可

知它不是酓的部件。 

字的其他寫法作： （走馬休盤，西周中期，集成 10170）、 （訇簋，

西周晚期，集成 4321）、 （㝨盤，西周晚期，集成 10172）等，差異甚小，

只是口下有三個圈和兩個圈之別，和毛公旅鼎的也很接近，學界都將這些字釋為

字，應可從信。 右旁的人形，又見於懿字。郭沫若認為「壹」是聲符，是「噎」

的初文。186陳劍、187蘇建洲等從此說，認為殷契 是懿字最初的寫法，象壹在

口中，更能突顯卡在喉頭的本義。188據此解懿字形義源流，似乎關節尚有難以緊

                                                      
184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254。 
185

 董作賓說是象人俯身捧尊，吐舌就飲之狀。見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七（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821。 
186

 郭沫若：〈匡卣〉，《兩周金文辭大系》增訂本，頁 80 反。 
187

 陳劍：〈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附釋速〉，《甲骨金文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97。 
188

 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

2014 年第 2 期，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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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之處，其一是如何由張口就飲食之形演變為「糸形欠」？其二是所據字形 只

是 （合補 6191 正）的偏旁，所指意義難以從卜辭中窺測，而且能否從 離

析出來成獨立一字也尚待新證。 

古註中訓懿字為柔、美之義，假定是由字本義引申出來的，懿字形構基本象

飲酒形，它經歷過假借的時期，原本屬於該字的意義因而寄托在另一字之上。按

照古音關係和古書用例，將相關的假借字排列出來，遂一對比其各種用法及意義，

或可勾勒出字義源流的基本方向。 

懿字古書通作「抑」，189抑字於飲食意義無從繫聯，但據新出清華簡〈傅說

之命〉「抑」與「殹」通用的例證，190則從殹聲之字具有與懿字通假之條件。進

一步搜尋，讀殹聲而與酒有關的有醫字，故字從酉。 

《天官冢宰．酒正》：「辨四飮之物，二曰『醫』。」 

鄭《注》：「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淸矣。」 

醫又與「醷」通假，191 

《禮記．內則》：「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 

鄭《注》「醷，梅漿也。」 

醷是漿汁而非清酒，可稱之為「濁漿」（《廣韻》）。 

推導言之，從酉讀殹聲之字屬於濁漿類的飲品，懿字象就飲形，念殹聲，又

有通假之例，懿之本義可能就是飲用濁漿，故將頸項作束形，強調吞嚥之狀。 

我們知道，古代的醴所以養老，醫字用指治病，懿字引申為美義，之間不無關係。 

現在看郭沫若將懿釋讀為「噎」，未算謬誤，惜未盡其蘊，而于省吾訓懿是

                                                      
189

 《逸周書．謚法》「公其告予懿德」，《清華簡．祭公》作「公亓（其）告我印（抑）德」，其

中印、抑古同字已是學界共知。又《國語．楚語上》：「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

「懿讀之曰『抑』。」（三國）韋昭注：《國語》，《國學基本叢書》影清黃蕘圃校刊宋明道本（上

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卷 17，頁 199。 
190

 文例是：「王廼訊說曰：『帝殹（抑）爾以畀余，殹（抑）非？』」見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

國竹簡》三（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說命上〉，頁 122。 
191

 醷字也用指吞噎義，《莊子．知北遊》：「生者喑醷物也」。郭象《注》云：「喑醷，聚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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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甘美義，192還未算是知其所以然。劉興隆、林澐贊同了于說，林澐則撰專文

釋 字，認為殷契從「厂」山洞，從「𣆪」象倒置的酒罈，表示久經窖藏，酒

味之醇厚。又指出右旁的「糸形欠」是形容飲酒的特殊符號，意會陳酒給飲用者

嗓子裏的滑溜和柔順的感覺，如絲綢般的質感。193林澐所說的「醇厚」，可能是

後起概念，現時所謂的醇厚質感都來自烈酒，酒精比以前的酒恐怕要高得多，未

必是指同一種感受，再者厚字在先秦僅見用來形容醴，不用來形容酒精含量高的

酒、鬯，所以古今用法不能對應起來。 

中文大學漢語多功能字庫的編撰者認為：「可能象酒水從喉嚨流下去，頸部

吞嚥之形，強調飲之動作。」194我認為此推測比較合理。殷契有厚 （合34124），

無 ，只見於金文，也未見有似酒醰在口中的寫法，噎塞義和「糸形欠」也欠

缺聯繫。如果是指噎塞，喉嚨畫上一個圈應就可以表義，但 字畫上兩圈應該

是指流動，如現代語以「嘓嘓」象吞嚥聲，所指這種吞嚥的感受較強烈，不應

是滑溜利落的。 

飲 之義，還需要在意義流變上作一番疏理，才能得到確詁。銘文 /厚

字大體有三種用法，一是比較接近本義的「飲厚」，和飲食有關； 

二是賜物中的「 柲」，見於伯姬鼎（集成 02819），柲即後世所謂的柲，

可能作形容詞用； 

三是嘏辭中的「厚多福」，見於𤼈鐘（集成 00246），「純厚乃命」，見於叔

尸鎛（集成 00285），有多、密、重的意義，應該是本義的引伸，對於飲品而言，

字本義應可指稱為「濃稠」。 

                                                      
192

 《古文字詁林》八，頁 849。 
193

 林澐：〈說厚〉，《簡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99—107。 
194

 〈厚〉，漢語多功能字庫：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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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云「飲 （厚）眔我友」， 字馬承源解為陳設豐厚的佳餚，195但周銘

及文獻沒有以厚字形容盛饌的，我認為 用於形容醴的質感，醴是汁滓相將的

飲品，所以古人要用柶扱取或攪拌醴的沉滓來享用。銘文大意是用酒和醴待賓，

後文「用侑」是勸飲食義，也是相關的。「飲」、「 」是以並列關係構成複詞的，

飲、 皆作動詞用。 

〈伐木〉的「有酒湑我」意謂拿濾過的酒給我喝，照此推測「飲 眔我友」

的意思是以芬芳清澈的酒招待朋友，以甘厚濃稠之醴招待朋友。 

 

（四） 酒釋義 

例 5「饗 （ ）酒」唐蘭、196李學勤未有說。197周聰俊指與例 6「饗逆

酒」辭例相同，的「 」、「逆」都是人名。案天君鼎（征人鼎）和天君簋是同

一套銅器，其銘文「饗飲酒」和「饗 酒」互見，飲、 宜是指同一種事物。

郭沫若曾指出 （ ）（魯侯爵，集成 09096）和 （ ）（ 鬲，集成 00528）

是同一個字，現在看來 字右部與之相似，但 添加了「示」、「又」。魯侯爵銘

云：「魯侯乍（作）爵，鬯 ，用 盟。」198可知 字很可能施於鬯。郭沫

若認為 即殷契之 （合 15816）、 （合 15818），隸定為「 」，經傳作「縮」、

「湑」等。199 

                                                      
195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頁 254。 
196

 唐蘭：《西周青銅器分代史徵》，頁 440。 
197

 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 1 期，頁 40—43。 
198

 釋讀從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3，頁 32—33。 
199

 郭沫若：〈魯侯爵釋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科學

出版社，1961 年），卷 1，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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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侯爵銘 馬承源解為：「以縮酒之禮祭告神明。」
200

補充一點， （尊）此

處作謂語動詞用， 盟是受事賓語，意謂用爵薦奠清香之酒為祭祀。 

我認為「飲 酒」意即飲已湑之酒。問題是， 是 的異構，字從「示」、

「又」如何理解？「又」做部件應該不影響中心意義，而「示」則突顯祭神用途

的，符合文獻的說法，《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提到的「王祭」與縮酒相關。 字作 和祼字作 （毓且

丁卣，集成 5396 ）形構相比，從「示」、從「又」似可說明其祭祀功用。 

「 盟」指奠薦已濾之鬯為祭（盟），而「飲 酒」蓋指飲過濾過的酒，

亦即「飲飲酒」，「飲」相對於「食」而言。 

周銘 可能是殷契 （合 15816） 、 （合 1594） 的或體。201徐

同柏提出殷契之 和周銘之 為祼字，後來吳大澄、孫詒讓等從之。徐氏的理

據是 下象木有果形，旁四點為水之象，上從「自」讀若鼻，鼻表示聞鬯臭之

意。202從現時古文字研究成果來看，說 為果形不確，正如李孝定評說：「於銘

意可通，而於字形無據。」203 

    顯然， 並非祼字，王國維讀為莤，正是《左傳．僖公四年》文「無以縮

酒」204的「縮」之本字，象祼禮以鬯灌束茅。事實漢人早已指出「縮酒」是祼禮

的儀節，《周禮．天官冢宰．甸師》「祭祀共蕭茅」，《注》引鄭大夫云：「蕭字或

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205

《說文解字》曰：

                                                      
200

 同前註。 
201

 魯實先：《文字析義》（長沙：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1993 年），頁 983。  
202

 《金文詁林》，4 冊，頁 2643。 
203

 《金文詁林》，4 冊，頁 2650。   
204

 《左傳注疏》，卷 12，頁 202 上。 
205

 《周禮注疏》，卷 4，頁 6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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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並引《左傳》文作「莤」。206王國維據

此將 、 等字釋為莤，在古音、形構和文獻證據上都有較穩當的證據。周

名輝、郭沫若皆從王說，並指金文從「自」是「象神飲之狀」。207 

何景成不贊同 是莤，但同意 、 都是莤字，208並舉卜辭 （合 22507）

為例，指出左邊的是 ，右邊的是祼，可以說明 不是祼，但與祼關係密切。209 

    典籍所記古代方國民風習俗可補證字形中的束索為用酒之工具，《史記》載

禹時有鳥夷之民，張守節認為是肅慎國人，李泰《括地志》載：「靺鞨國，古肅

慎也……葬則交木作椁，殺豬積椁上……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椁，頭出土上，

以酒灌酹，繩腐而止。」210繩的作用是把酒引流到椁，象先人享之，與 、 等

字表義類通。肅慎在黑水至松花江流域一帶，離商邑較遠，在民族風俗儀式上的

相似，雖然不能武斷某一方為源頭所在，但亦可因而看到一種禮儀及信仰的流行

廣度及歷時長度。 

 

1. 湑、醴之別 

《儀禮．士冠禮》： 

若不醴，則醮用酒。…… 

醴辭曰：「甘醴惟厚
。
，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

不忘。」 

醮辭曰：「旨酒既清，……」再醮，曰：「旨酒既湑
。
，……」三醮，曰：「旨

酒令芳，……」 

                                                      
206

 《說文解字注》，14 篇下，頁 750 下。 
207

 諸說並見：周聰俊：《祼禮考辨》，頁 9—10。  
208

 何景成：〈試釋甲骨文的「華」和「莤」字〉，《殷都學刊》，2010 年第 4 期，頁 21—26。 
209

 同前註，頁 25。 
210

 轉引自裴駰《史記集解》文，見《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2，〈夏本紀〉，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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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篇中醴與酒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飲品，才致口感各有千秋，醴是甘厚，酒是

芬清，且酒需經「湑」之工序才拿來招待賓客，應更能發揮其優點。換言之，甘

厚不用來形容酒，芬清不用來形容醴，而文獻也未見醴和湑/縮相涉。 

《大雅．鳧鷖》：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小雅．伐木》云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毛《傳》：「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訓「酤」為買，似毛訓

較勝，意指無酒則馬上去釀酤給我。《商頌．烈祖》云「既載清酤」，「清」相當

於這裡的「湑」，酤與醴都是一宿而就的酒類。「湑我」的語法結構揭示享用已湑

之酒依理可叫做「我湑」，這推測可以在古禮中找到一些佐證，試對比《周書》

兩篇記載：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
‧
，則

禋
。
于文王、武王。                                  

 （《周書．洛誥》）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乃受同、瑁，王三宿
‧
，三祭，三咤。上宗

曰：「饗！」……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周書．顧命》） 

〈洛誥〉記的是祼祭，〈顧命〉記的是祼飲。近年王占奎、張世超皆據出土

銅器銘文論證〈顧命〉的「同」是祼器。211〈洛誥〉「不敢宿」《偽孔傳》訓為「不

經宿」，212即不待明日，立刻薦之於文武之意，除了表示不感怠慢之外，和香氣

的保存可能也有關係。孔疏引鄭玄說，讀「宿」為「肅」，訓為「前行」，「咤」

是住「卻行」，兩者相反。213《偽孔傳》則說：「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

                                                      
211

 王占奎：〈讀金隨劄_內史亳同〉，《考古與文物》，2010 年第 2 期，頁 34—39。張世超：〈祼禮

及相關問題新探〉，《中國文字研究》第 19 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 年），頁 1—5。 
212

《尚書注疏》，卷 15，頁 230 下。 
213

《尚書注疏》，卷 18，頁 28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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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又以咤為奠。二說可能不正確，因為「肅」為何有前行義未能說明，不過兩篇

記祼禮都出現宿字，可能是同一個詞。〈顧命〉載王用同、瑁行饗禮，先「三宿，

三祭，三咤」，接著饗太保，太保只接過了同，再行「祭，嚌，宅」。由先後次序

看，王宿而太保不宿，宿可讀為「縮酒」之縮，所以太保接過同後就可以直接品

嘗。小盂鼎王祼然後瓚賓的過程與此很相似，因為縮酒和祼是很有關係的。〈洛

誥〉的「宿」也應指濾酒，濾酒是為了讓人飲用，「不敢縮」意味著不敢自飲，

直接用來禋祭祖先以示敬敏之意，反證出鬯酒在其他時候則供人飲用。 

張世超質疑傳統祼用鬯的說法，他據內史亳同銘文「成王賜內史亳豐祼」，

讀「豐」為醴，提出祼禮本用醴，認為祼用鬱鬯非西周制度。215張氏有創見，「豐」

字可以讀為醴，長甶盉（集成 9455）的「穆王鄉（饗） （豊）」直接證據豊

用作醴字，是不從「酉」之例。 

 

（五） 盟與禋明 

濾酒招待賓客叫做湑，出於事死如事生的祭祀觀念，這種方式也可以推之事

鬼神。據《禮記．郊特牲》、〈祭義〉等說，周人的生死觀是一種氣化的概念，他

們相信人死後會以氣的方式散佈於天地之間。可能受陰陽思想的影響，《禮記》

說人死後之氣還分為魂和魄兩種，氣上升與陽氣結合，成為「昭明」，而形體化

於土壤，魄與陰氣結合下達淵泉。216基於這種氣化的生死觀，形成周人祭祀尚氣

的傳統，利用各種「致氣」的方式來感格魂魄，例如柴燎、祼鬯、燔肉、血祭等

都是以氣求氣，祭物以香氣越盛，其禮越尊。氣是祭祀時交神明的重要媒介，而

酒是產生氣的重要材料，周代可分為酒、醴、鬯三大類，酒是一般的酒，醴則是

「一宿孰」217的甜酒，鬯則是當時相對酒精含量高的烈酒，產生的氣味較盛，這

                                                      
214

 同前註，頁 282 上。 
215

 張世超：〈祼禮及相關問題新探〉，《中國文字研究》第 19 輯，頁 1—5。 
216

 〔唐〕孔頴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卷 47，〈祭義〉，頁 814 上。 
217

 用許慎語。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74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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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鬯有特殊的祭祀功用。鬯的應用場合，文獻多有述及：  

《尚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218 

《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219 

鬯是天子諸侯的祭祀及宴饗用物，又常作為天子賞賜諸侯之禮物，可知貴重。

《禮記．郊特牲》說：「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周人典籍所見祭祀觀念，無

論酒氣、肉氣和聲音都是祭祀過程中滿足神祇祖先的主要媒介，隆重的禋祀就是

憑藉煙氣上達昊天上帝（見《周禮．春官宗伯》），220而酒之香味亦有類似作用，

衛簋（NB1212）銘：  

其日夙夕厥 （馨）香𦎫 （敦）祀于厥百神。亡不則豳（芬）夆（芳）

（馨）香，則𤼷（登）于上下，用匄百福萬年。221 

其中 字從鬯，釋為「馨」，足以代表鬯的特性。周初〈酒誥〉云：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222 

諸如此類記載皆說明西周初人認為氣臭有溝通鬼神之作用。 

盟與「禋盟」義近，銘云「余嚴敬茲禋盟。」（與兵壺，NA1980）意謂致

祭者謹慎對待禋盟之事。神靈接受禋祀則謂歆，清華簡《耆夜》載逸詩〈明明上

帝〉云： 

     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不（丕）顯來格，歆厥禋明。 

《大雅．生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歆和氣相關，《說文》：「歆，神

食氣也。」「明」宜讀為盟，《左傳》：「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禋祀」當與

禋明（盟）同義，《周禮鄭注》云：「禋之言煙。」223揭示了同源關係。 

                                                      
218

 《尚書注疏》，卷 20，頁 309 上。 
219

 《禮記注疏》，卷 21，頁 235 下。 
220

 「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
師、雨師。」見《周禮注疏》，卷 18，〈春官宗伯．大宗伯〉，頁 270 上。 
221

 釋文據：中央研究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

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222

 《尚書注疏》，卷 14，頁 210 上。 
223

 《周禮注疏》，卷 18，〈春官．大宗伯〉，頁 27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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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的「明禋」，蔡沈《集傳》云：「明，潔；禋，

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224後文「王賓，殺禋，咸格」的「禋」顯然有享義，

兩個禋字沒有理由是不同的，蔡解恐怕有誤。禋是祭祀動詞，常與酒類牽涉，《國

語．楚語下》： 

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 

即使釋禋字為潔敬之義，也不違反它與酒類相關的特點，因為禋（煙）本來

就是一種氣體，和酒之香味相類，從相反角度來說，禋也不見用來表達其他類型

的祭品。禋和酒的關係在古文字中也有所反映，中山王 壺（集成 09735）銘自

言此壺是用於祭祀的：「𨥇（鑄）為彝壺，節（即）于 𨣧，可法可尚，以鄉（饗）

上帝，以祀先王。」其中 𨣧學者讀為「禋䄢」，《說文》：「齋（䄢）戒絜也。」

和禋都有潔義。由於是酒器，文字又從「酉」，可能說明了 𨣧本義是指所載酒

之明潔。 

 

（六）鬯 

商代甲骨和青銅器上有「酉」字，可當酒字用。也有鬯字，作 （合 21969）、

（合 15617）等形。《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𠙴，

𠙴，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225許慎指出鬯是秬加以鬱釀造而成，具有

氣味芬芳的特點。《說文》：「秬，黑黍也。本作『𩰤』。」據此鬯是由黑黍混合鬱

金香草釀製而成的香酒。由𩰤、鬱兩字從「鬯」，可知，秬、鬱二物和鬯的密切

關係。 

《說文》所言「本作『𩰤』」，最早可在西周中期金文中找到根據，曶壺蓋（集

                                                      
224

 王春林：《蔡沈〈書集傳〉研究與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326。 
225

 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卷 10，〈五篇下〉，頁 2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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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09728）銘「賜汝 鬯一卣」，字從鬯，巨聲。以及吳方彝蓋（集成 9898）銘

「賜 鬯一卣」，字從鬯、巨、夫，印合了《說文》「本作𩰤」的說法。 、

釋讀為秬無誤。有時秬鬯一詞會寫成合文，如呂方鼎（集成 02754）銘「王賜呂

三卣」，字從夫從鬯。226秬鬯用於祭祀及賞賜有功的諸侯，《周書．洛誥》：「伻來

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禮記•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周代銅器上時見秬鬯合文，亦開始出現「鬱鬯」，《禮記．郊特牲》：「諸侯為

賓，灌用鬱鬯。」227可以想見酒在釀法上和用法上都有所改變。過去學者將甲骨

文 （前 6.53.4 合 5426𠂤組）釋為鬱，228是正確的，但並非鬱鬯的鬱，多數作

地名用，例如：「□午〔卜〕…令…往…鬱。 一」（合集 5426）詳見附表。 

于省吾已指出卜辭「令…往… 」（合集 5426）、周初叔器銘「賞叔 鬯」，

當中 、 形同，都應釋讀為鬱字。後來添加兩橫「𠄠」作 （孟𧧬父壺，

集成 9571）。229 

文獻上的鬱字異體作「𩰪」，《說文》云：「𩰪，遠方鬱人所貢芳艸。」說明

「鬱草」以產地名。稱地為鬱，情況就像稱楚為荊，皆以地貌特點稱其地。金文

作 （叔簋，集成 4133）， （叔䟒父卣，集成 5428）， （孟𧧬父壺，集成

9571），意義和甲骨文不同，就是鬱鬯的鬱。承襲商代文字的寫法而有所改變。

孟𧧬父壺的寫法下有兩畫，隸定後變成三畫，左右兩個木字寫作臼，於是又變成

「𩰪」。 

                                                      

226
西周中期荊子鼎 NB0567 銘「賞 卣」， 字形稍異，上不從 ，暫時不宜釋為秬鬯合文。

黃錦前釋為「鬯」。見氏著：〈荊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 年 9 期，

頁 62。 
227

 《禮記注疏》，卷 25，頁 480 上。 
228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394。 
229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編撰：《甲骨文字詁林》，頁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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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定後加上鬯是對應禮制來造的新字。段玉裁說：「從臼、缶，冖音覛。鬯。

臼，叉手也。缶，瓦器。冖，覆也。鬯之言暢也。叉手築之令糜，乃盛之於缶而

覆之，封固以幽之，則其香氣暢達。此會意之恉也。」230、「彡」在「鬯」旁就

是所謂香氣暢達之象。段氏說法合乎該字在所見文獻上的意義，所以不能把隸定

作「鬱」、「𩰪」單純地看成 的訛變。 

然後說「鬯」。商代用鬯頗為頻繁，在祭祀中比較常見，例如： 

丁亥卜，㱿鼎（貞）：昔乙酉𤰇※ （禦）…大丁、大甲、且（祖）乙百

鬯
‧
、百羌，卯三百〔 〕                                （合集 301） 

…■鬯
‧
三卣…人。十月。                             （合集 1069） 

壬午卜，疑鼎（貞）：于丁祼鬯
‧
，于之若。 一               （合集 24132） 

且（祖）丁升鬯
‧
，卯叀（惠）牛，王受又（佑）。       （合集 30348） 

如上舉例，鬯都是祭品，例子非常多。問題是，現時檢索得的 200 多條卜辭，

231都是單言「鬯」，沒有出現周代銅器和文獻習見的「秬鬯」、「鬱鬯」二名，「秬

鬯」、「鬱鬯」和商代的「鬯」是否同一物？鬯作為簡稱固然是很有可能的，但也

有文獻證據可以說明，鬯不一定是含有鬱的，《禮記．郊特牲》云：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

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
‧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蕭合

‧
羶、

薌。凡祭慎諸此。232 

《周禮．春官宗伯》：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233 

「和鬱鬯」似可讀為「和鬱、鬯」，「和」後接二物意思很通順。鄭《注》： 

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停於祭前。鬱為草

                                                      
230

 《說文解字注》，卷 10，〈五篇下〉，頁 219 下—220 上。 
231

 《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鏈接：http://inscription.asdc.sinica.edu.tw/c_index.php 
232

 《禮記注疏》，卷 26，頁 507 上。 
233

 《周禮注疏》，卷 19，頁 29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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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蘭。234 

由上引《禮記》「鬱合鬯」及《周禮》、鄭《注》，可推測鬱鬯是在鬯中加以

鬱草調配而成的。鬱鬯和秬鬯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事物。秬黑黍，是釀製鬯的基本

材料，鬱是用來進一步提升氣味的香料。秬和鬱是原料和調料的關係。鬯本來是

一種特製的酒，已具有芬芳條暢的特點，再以鬱金草調和，香氣肯定更勝一籌。 

 

四、醴、酒用器 

周代銅器有自名「鬱壺」、「醴壺」之名，都屬盛載器，飲器則未有明言用於

那一種酒類之例，當時可能是有所分別的，以《儀禮》則有明確的界定。 

醴、觶： 

賛者洗於房中，側酌醴
。
；加柶

‧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

‧
，右祭脯醢，以

柶祭醴三。（〈士冠禮〉）                                          

      宰夫實觶
‧
以醴
。
，加柶

‧
於觶，面枋。                           （〈聘禮〉）                          

酒、爵：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
‧
，右祭脯醢，祭酒

。
，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士冠禮〉） 

主人洗廢爵
‧
，酌酒

。
酳尸。尸拜受爵

‧
。                      （〈士虞禮〉） 

醴、酒亦各自有盛載的器具，從《儀禮》可見是醴載於觶，酒載於爵，未有

互用之例。〈公食大夫禮〉：「執觶漿飲」，或用於漿飲，也不見觶用於酒。醴和所

用器物的關係是基於本身的特性，張光裕先生有很好的說明： 

由於「醴」只經一夜浸釀，酒精成分甚低，且仍帶酒滓，故酌醴酒以柶扱

用，《周禮．漿人》：「清醴醫酏糟而奉之。」鄭玄注：「飲醴用柶者，糟也；

不用柶者，清也。」主人及賓受酌醴則「加柶，面枋」（〈士昏禮〉、〈士冠

禮〉），贊者酌醴則「加柶面葉」（〈士昏禮〉），而酌醴者「興」之前皆「建

                                                      
234

 《周禮注疏》，卷 19，頁 29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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柶」（〈士冠禮〉）。235 

《儀禮》所記，醴盛於觶，與柶相配飲用，此書乃至其他文獻也未見柶與觶

以外的容器相配之例，唯獨近年張光裕先生看到一特殊例子，是以爵、柶相配的，

張氏說： 

經傳所見酌醴之「柶」，多與觶相配使用，他如爵、觚、角、散，皆未見

有「柶」相配，蓋因所酌乃清醴，或禮用之異使然。236 

張光裕先生在文中介紹當時新見之爵及柶，描述兩者紋飾有顯著分別，形成

很大的對比。由於過去出土的爵沒有一件是配有柶的，此二器只是收藏家所展示，

在張氏目測的時候早已離開墓室幾經轉徙，是否原先的隨葬組合難免存在疑問。

於是有嘗試尋證的，如何毓靈、馬春梅注意到婦好墓中爵、觚、柶（「銅尺形器」）

擺放位置相近的實況，認為商代的確有爵柶、觚柶的器物組合制度。237 

《儀禮》有大量記錄爵、觚、觶的材料，除了是否記述西周時期禮制，還牽

涉到複雜的青銅器命名問題。張光裕先生據《儀禮》版本爵、觚、觶有異文相混

之例，懷疑三者可能只有大小之別，形制與用途多有類同。238難以確定的是經典

版本出現爵、觚、觶異文的現像是代表三者用途相混，還是禮制記載流傳的差異？

三種器物在文字記錄上的相混之例，單就版本對比固然不能理清，但利用出土器

物及銘文所見制度來對照文獻，應可以得到多一點的證明。 

關於所謂觶的用途，朱鳳瀚先生指出： 

觶自殷代中期始出現迄殷代晚期，其並未成爲銅禮器組合中的主要成分，

與卣、罍、壺等皆爲觚爵等基本組合中的輔助成分，但至西周早期，觶成

爲重要組合成分，有一爵者往往配有一觶，有二爵者則配以一觚一觶，表

明有以觶取代觚的趨勢，由此亦可知，觶的用途近同於觚，當是飲酒器，

                                                      
235

 張光裕：〈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的醴柶〉，彭林、單周堯、張頌仁主編：《禮樂中國—

首屆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2013 年），頁 10。 
236

 張光裕：〈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的醴柶〉，頁 10。 
237

 何毓靈、馬春梅：〈試論婦好墓「銅尺形器」的功用—兼談商周青銅爵、觚的使用〉，《文物》，

2016 年第 12 期，頁 50—58。 
238

 張光裕：〈《儀禮》飲酒禮用觶小議〉，《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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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觶體形較小，其通高一般多在 10—20釐米間，個別大者亦不超過 22釐

米，適宜用來飲酒。239 

觶的出現取代了觚的禮儀作用應該是可信的，《儀禮》是以觶、柶組合用醴，

觶是用來完成饗、侑之禮的器皿。撇除爵柶相配的孤例，出土觚和柶的組合在婦

好墓葬中找到了例證，這說明觚可能用於載醴，取而代之的觶，和文獻所述的功

能亦不矛盾。 

《儀禮》記述的禮儀就算不盡合當時的制度，也不至於混淆器物的基本功用，

〈鄉飲酒禮〉：「獻用爵，其他用觶。」這裡爵、觶是平衡對等的，是專稱而不是

總稱，用「爵」飲酒應是事實。問題在於出土三足銅爵的形構都不便於飲酒，於

是學者開始懷疑經典中的飲酒爵和出土銅爵是否同一類事物。《儀禮》所言的爵

可能是一種無足爵，〈士虞禮〉曰：「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鄭《注》：「爵無

足曰廢爵。」240朱鳳瀚先生指出三《禮》中的爵有時是飲酒器類總稱，有時又是

單一類的飲酒器，出土器物和文獻記載有出入的情況，東周文獻所言及之「爵」，

都不會是出土商、西周時期的銅爵。《儀禮》所記之爵可能是《三禮圖》所載木

製，負琖，圈足的飲酒器。241 

饗醴一直流行至春秋時代，觶在西周中期後消失，饗醴應該另有其他用器，

一直至春秋晚期才出現數件自名為「鍴」或「耑」的器，王國維按其古音與觶相

通定為同一類器，242證在以下三器： 

義楚觶（集成 06462）銘：「義楚之祭 （耑）。」 

                                                      
239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251。 
240

 《儀禮注疏》，卷 42，頁 498 上。 
241

 爵的功能，自容庚首先提出爵非飲酒器而是煮酒器，朱鳳瀚補充說爵「有三足、較寬的長流，

口緣上又有雙柱，並不便於飲酒，且飲酒之器結構亦無須如此複雜。」郭寶鈞解釋爵的構造是「為

溫酒時出煙透焰，下腹一段，空為圈足，並透數圓孔以揚火。」朱氏又據二里頭、鄭州等地幾個

出土銅爵的底部有煙炱為輔證。諸說見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89—90。此外還有「濾酒」、「注酒」、「鬯酒」、「澆酒」等說法，然而各執一辭，還未有

定讞。賈洪波：〈爵用平議兼與《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一文商榷〉，《江漢考

古》，2003 年第 1 期（總第 86 期），頁 52—58。 
242

 王國維：《觀堂集林附別集》（香港：中華書局，1973 年），頁 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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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王𠂔又觶（集成 06506）銘：「徐王𠂔又之 （耑），耑溉之鑄。」 

徐王義楚觶（集成 06513）銘：「徐王義楚擇余吉金，自酢（作）祭 （鍴）。」 

三件器外形比常見矮闊的觶修長，但輪廓曲線大致相近。 

依照《儀禮》界定器物組合與用途，可歸納為下表： 

 酒 醴 柶 

爵    

觶    

再綜合銘文及典籍關於酒、醴之材料，其用法有以下之異同： 

 祭 侑 酢 觶 爵 

醴      

酒      

酒、醴皆用於祭祀（見《儀禮》），但讓生人用來飲用的時候，則有酢、侑之

別。 

據「饗醴，某侑」的出現時代，和觶的流行相合，證今本《儀禮》記載觶用

以盛醴是可信的，也說明這類器皿是用來行饗醴的。柶用以攪拌觶中醴酒之滓，

代表享用這種飲品也不是純粹的「飲」，凌純聲就曾指出醴有清、糟之別，故分

飲、食兩種用法。243饗醴之侑與侑食之侑也是一理的，不必在其他意義上深求。 

西周中期以後爵、觚已不在禮器組合之列，取而代之的是觶，並一直沿用至

春秋晚期。觶是隨著饗醴制度而流行飲器，與此應是有用以配合的盛器存在，載

酒水類的器為卣、壺等數量穩定，並未隨爵、觚、觶的消長而改變，但其稱名方

面大致可以反映觶、醴關係背後的禮儀變遷。 

饗醴在西周中期出現，自名為「醴壺」的器物，據學界考古研究成果確定為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時物。這種稱名可能是因應禮儀制度的流行而產生的，所謂

「醴壺」或是用於饗醴的禮儀場合。以下之壺類稱名表，按所屬年代先後排列： 

                                                      
243

 凌純聲：〈匕鬯與醴柶考〉，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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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名 時代 器名與編號 

宁壺 商代晚期 壺觚（集成 07031） 

隹壺 西周 隹卣（NA1800） 

長隹壺 西周早期 長隹壺尊（集成 05695） 

酓（飲） 

壺 

西周早期、 

中期 
邢叔觶（集成 06457） 

旅壺 
西周早期、 

中期 

作旅壺（集成 09519）、員壺（集成 09534）、伯濼父

壺（集成 09570）、 侯壺（集成 09586、09587）、

伯魯父壺（集成 09599、09600）、宬伯己㠱甥壺（集

成 09615）、尚壺（集成 09618）、應侯壺（NA0080、

NA0081）、伯𤲺壺（NA1655）、伯遊父壺（NB1032、

NB1033）、虢姜壺（NB1109、NB1110） 

壺 
西周早期、 

中期 

吏從壺（集成 09530）、天姬壺（集成 09552）、恒作

且辛壺（集成 09564） 

寶壺 

西周早期 

至晚期或 

春秋早期 

伯作寶壺（集成 09528、09529）、□父壺（集成

09578）、伯濼父壺（集成 09620）、保侃母壺（集成

09646）、弦伯隹壺（NA1200）…… 

用壺 西周早期 少姜壺（NA0085） 

/  

（鬱）壺  

西周早期、 

中期 

康伯壺蓋（NA0362） 

孟𧧬父壺（集成 09571） 

旁壺 西周早期 仲 父壺（NA0955） 

酓  

（壺） 

西周中期 
伯 觶（集成 06454、06456、06457）、㠱仲觶（集

成 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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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 西周中期 皆壺（集成 09535） 

媵壺 西周中期 

陳侯壺（集成 09633、09634）、中伯壺蓋（集成

09667）、中伯壺、（集成 09668）、番匊生壺（集成

09705） 

安壺 西周晚期 姪妊壺（集成 09556）  

醴壺  
西周晚期至 

春秋早期 

唐仲多壺（集成 09572 ）、呂季姜壺（集成 09610、

09611）、伯庶父壺（集成 09619）、鄭楙叔賓父壺（集

成 09631）、伯公父壺蓋（集成 09656）、彭伯壺

（NA0315、NA0316）、曾伯陭壺（集成 09712）、蔡

公子叔湯壺（NA1892）、邾君慶壺（NB0285—0300） 

羞醴壺  西周晚期 楊姞壺（NA0889、NA0890） 

從壺 西周晚期 芮公壺（集成 09596—09598） 

行壺 
西周晚期至 

春秋中期 

曾公佐臣壺（NB0523）、右走馬嘉壺（集成 09588）、

薛侯壺（NA1131）、伯多壺（集成 09613）、樊夫人龍

嬴壺（集成 09637）…… 

華壺 西周晚期 晉侯 壺（NA0869） 

戎壺 西周晚期 侯母壺（集成 09657） 

鑄壺 春秋早期 紀侯壺（集成 09632） 

薦壺 春秋早期 華母壺（集成 09638） 

飤壺 春秋晚期 蔡侯申壺（集成 09573、09574） 

饗壺 春秋晚期 復公仲壺（集成 09681） 

盤壺 春秋晚期 公子土折壺（集成 09709） 

弄壺 春秋晚期 杕氏福及壺（集成 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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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壺」（見方框標示）應是載醴的器皿。此稱名初見於西周晚期，而「饗

醴」則初見於西周中期，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材料．（二） 醴〉相關銘

文列表。我懷疑「醴壺」的製作和定名是因應饗醴場合流行而產生的。 

 

五、結語 

饗禮有饗酒和饗醴之別，過去學者未有注意此分別的意義所在。銘文中的（侑

/宥）僅見於饗禮，與飲用醴本身的行為上關係則較密切。而御的意義範圍本來

比較廣泛，見於饗醴、饗酒和祭祀朝見等各種場合，涉及典禮的事前準備工作，

顯示御事者主事也較多。商代至周中期銘文饗酒共四例，皆未設侑者。周銘只見

饗醴有侑，《左傳》三條饗、宥的材料都是饗醴而不是饗酒，透露了商周飲酒觀

念及其禮制的轉變。 

  

盥壺 
春秋早期至 

春秋晚期 

君壺（集成 09680）、㠱公壺（集成 09704）、庚壺

（集成 09733） 

壺 戰國 東周左官壺（集成 0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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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文字形構所見與酒禮相關儀式（上） 

——𥃝字形義與古禮用匪置尊 

 

 

三《禮》中所見詔字除有告義還有用指助義之例，用指輔相行禮，《禮記．

禮器》云：「禮有擯詔。……詔侑武方。」鄭《注》：「告道賓主者也。詔或爲紹。……

詔侑或爲『韶囿』。」244可知用指擯導、襄助之詔又可寫作紹、韶，實則本字是

𥃝，於銘文中的用法相同。 

清季吳大澂著〈韶字說〉云：「古文召、紹、韶、招、昭為一字。……主賓

相見有紹介相佑助尊俎之間有授受之禮，引伸之為紹繼為紹承，義亦相近。」245

吳氏恐怕是將通假關係當成同源關係，事實是𥃝和召， 和卲是繁簡異體關係，

招、詔是孳乳之字，聲義相關，可以歸納為一組同源字。而與紹、昭、韶同聲通

假，於義無涉，不在同一字義源流之中。246歷來學者面對這組字也陷入解詁之困

境，是由於未明瞭這組字之間的複雜關係。即使現代學者也多有失讀，例如解「昭

假」為「明告」、說「紹庭」為「昭庭」之類，昧於「昭假」之昭即卲之借，此

分別關乎經義及古禮內容，有辨析之必要。先秦古籍中昭、紹二字不下二千見，

大部可依本字為訓，小部分當破讀為銘文之𥃝、召、卲，與光明及繼承之義皆無

關。事實上遍檢傳世先秦文獻，𥃝和卲字皆不一見，可能是在秦漢之際一律被寫

定為昭、紹等字，又經歷代學者的誤釋，導致我們看到銘文上的卲字時，很容易

被成見左右而誤下注解。 

 

                                                      
244

 《禮記注疏》卷 24，頁 467 下。 
245

 〔清〕吳大澂：《字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頁 11。 
246

 學界普遍認為𥃝、召是「同字異體」，至近年陳英傑重新檢討銘文用例，指出：「二字形義有

別，混用只是個別用例，二字在字書中理應分立字頭。」也舉了一條召、卲通用之例，解為「招

請」。說見氏著：〈金文字際關係辨正五則〉，《語言科學》，第 9 卷第 5 期（2010 年 9 月），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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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𥃝字形義析說 

（一）𥃝的本義由召字沿用 

𥃝、召為繁簡兩種寫法，在卜辭中作為祭名和方名，已是學界共知。銘文𥃝、

召通用，歸納二字的用例有以下數義：一、召來，二、招待，三、佑助。二字並

非通假。三種意義如何從本字見得，為何一字蘊含三個義項？這可以透過字形構

造、通行用法、相關禮制三方面互證來說明。 

𥃝字在商周兩代的寫法頗多，一般認為商代甲骨文 （合 36718）、 （合

36662）、 （合 37435）及銘文如商代召卣的 （集成 4868）、四祀 其卣的

（集成 5413）等為全形。而文獻通行的召，甲文作 （合 33016）則為省體。

關於該字的本義，徐中舒吸收了吳大澂的說法再作進一步推演： 

為匕柶之匕，匕下從口或從 ， 象酒尊之形， 所以薦尊，後譌為

，從 ，象雙手，以手持匕挹取酒醴。表示主賓相見，相互紹介，侑於尊俎

之間，當為介紹之紹初文。金文形同，作 （召卣），後簡化為 （克鐘），

即小篆所本。247 

就構形方面的解釋，兩手在匕旁，難以看到所謂賓主紹介之事，單純地理解

為招待可能會比較準確。至於最下的部件 為何物，始終不能確知。 用於

承尊是可信的，張日昇注意到字形 的表意功能，認為「（象兩手）準備自座取

尊」，並舉「鑄」、「眉」銘文為例，都是「示兩手有所動作」之證。248就單一部

件所示意義來說，張說「取尊」較李說「置酒」優勝，按殷契 （合 2279）狀

拯人於坎中，學界已知為丞之初文，同樣以二手向下表提取之意。 

西周早期𥃝字有增加 為部件的寫法，作 （召卣，集成 5416）、 （龢

                                                      
24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89—90。吳氏說見周法高主編：

《金文詁林》第 2 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 年），卷 2，頁 577—579。 
248

 《金文詁林》第 2 冊，卷 2，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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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辛爵，集成 9089）等，楊樹達認為 是月，月的表意功用和日相同，然則𥃝

加月就如召加日，是昭字的初文。249此說法得到董珊的認同。250要注意的是附加

後不再是原本的𥃝字，應是以𥃝得聲。梁光華則認為 是肉，表酒肉招待之義，

251但 的然是月不是肉，故其說不可取。 

以上推測𥃝字本義，但從周代銘文用例上看本義未有保留在𥃝字中，而𥃝字

的簡體召字有時代表酒食招待一義，蓋為本義之沿用，西周晚期伯公父簠（集成

4628）銘曰： 

白（伯）大師小子白（伯）公父乍（作） （𠤳），……用成（盛） （𥼚）

（稻）需（糯）粱，我用召卿事（士）、辟王，用召者（諸）老者（諸）

兄，用 （旂）舋（眉）壽多福無彊（疆）。 

有學者讀第一個召為「詔」，第二個召則不破讀，無據。按銘文普遍寫法，

大體可分為作器因由、作器用途、祈福三個相因的次序，而作器之用途不離孝享

生人或鬼神，若將召理解為「詔告」似乎難以符合孝享之用；對象是卿事（士）、

辟王、（諸）老者（諸）兄等生人，假設應讀為昭，則作器者為伯公父，他何以

不顯揚宗祖而去顯揚在生的同輩？且銘文已說明自擇吉金，並不言受賜於上述之

人，自無表彰報答之理。此例之召字當與享、孝、樂等同類，是帶有招待義的。 

 

（二） 所象之物 

𥃝字下部有作 或 ，究竟何所指頗費討論，但這部分卻是詮釋本義的關

鑑所在。蔣玉斌以為是「曾」，指曾為甑之初文，𥃝字象兩手置酉於曾上，象煮

酒之義。252按其說不可信，朱芳圃指出曾的初文應是殷契有 （合 19095）或

                                                      
249

 楊樹達：〈釋 〉，《積微居小學述林》（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4 年），卷 3，頁

95。 
250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2015），頁 358。 
251

 梁光華：〈釋「召」與「招」〉，《殷都學刊》，2002 年第 4 期，頁 92—94。 
252

 蔣見〈召〉，漢語多功能字庫，網址：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

mf/search.php?word=%E5%8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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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5671），即甑。253甑是一種煮食器，有蓋，頂上常有二柱狀執耳，和 上

的耳狀明顯有別。甑和鬲關係密切，兩器組成稱為甗，是一種蒸炊器，《博古圖

錄．甗錠總說》：「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

而有之。」254《說文．瓦部》：「甗，甑也，一曰穿也。」甑又被稱為甗，也是不

可獨用之證，因為只有甑而無鬲根本不能蒸物。 

𥃝下之 郭沫若認為是座器，𥃝和商代亞醜銅器族徽 （集成 9818）裏

面的 （或作 ，集成 3178）是同一個字，謂：「只是前者為字，後者為人名或

族徽。」255何駑也認為是同一字，但主張 為溫酒器，所據戰國早期曾侯墓有

溫酒鑑出土，和亞醜族銅器同出江漢地區。256不過此 字旁有類似「鬼」字，沒

有𥃝字的 （臼），酉下的座基有交錯紋 或三角紋 ，像「其」不像 ，

這都是將兩字定為一字二體所面對的難題，所以學界也傾向釋此字為醜或䣴，不

提及兩者的關係。 

近年董珊據文字及出土器物研究 字得出新成果，把 、𥃝二字的異體關

係釐清了。首先他推演劉釗歸納出的古文字部件替代規律，257指出 字作跪坐形

的「鬼」和 上的 （臼）也有替代關係，消除了兩字構形上的最大差別。

、 之別方面，董氏採清代張廷濟之說，258指出 下的 是竹器，後來加「丌」

而成為「其」（箕），但 在 中「假借『箕』字的形和音，來表示『丌』的音

                                                      
253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02—103。 
254

 〔宋〕王黼編：《宣和博古圖》（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卷 18，頁 109。 
255

 郭沫若：〈殷彝中圖騰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 年），

頁 19。 
256

 何駑：〈上古吸飲與溫酒習俗〉，《江漢考古》，1994 年第 3 期，頁 67。 
257

 劉釗說：「古文字中一些人形進行某種行動的字，常常可以省去人形而只保留手部。」見氏著：

《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41。 

258
 張廷濟謂 是「置酒祭丌上，酌酒以祀神於亞室之義。」見《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冊，

「方爵」，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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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義」，259所以 實際是指銅、漆器的丌，用於薦尊。對此他作了如下解釋： 

無足禁的截面作「丌」形，有足禁的側視圖與「丌」字相似，這與「醜」

（ ）字左下偏旁的第一類寫法「 」有音義關聯。有些無足禁側面有

鏤孔或紋飾，這跟「醜」字下偏旁的第二類寫法（ 、 ）有關。禁的

表面常有指示承尊處的孔，這在兩類字形中，都表現為下凹的形態。總之，

除了字形所見的圜底形狀與承尊器「禁」的實物形態不能符合，兩類字形

的其餘特徵在禁的實物上都找到根據。260 

董氏意識到 、 與丌、禁形象最大分別在於器物底部，字形中間的下凹，

視為銅禁表面的孔，不如將之看作側視的竹簍口沿。既然是一字有二體而稍別，

、 有對應關係，那麼一個是「音義」符，一個是「形義」符，似乎並不合

理，也嫌旁證不足。固然禁作為墊尊器有出土器物組合作為證據，但不代表當時

的酒器在任何場合上都要放置在禁上。 

董又舉「疐」為旁證，說 （合 33153）的下部與 甚相似，在未加上

（止）為 （合 37618）時本義是花蒂，「止」是義符，用以表《說文》所謂「疐，

礙不行也」之義。因而判斷丌、疐原義是座基，都能引申出「止」類的含義。可

是，董主張丌有「止」類的含義，根據的是徐鉉的說法，並非原始資料，見於《說

文》：「𡱂，髀也。从尸，下丌居几。」徐鉉注云：「丌、几皆所以凥止也。」261所

云「凥（居）止」是人靠几而坐得以止息。令人疑惑的是花蒂與丌雖同樣有墊座

功能，但形象是大別的，即使兩者都能引申出止義，也不必認定 下為丌，而

且花蒂也像竹簍多於几案。疐訓「礙不行」可能只是形聲字， 在當中是聲符，

不是義符。而丌（kjəɡ）、禁（kjəm）同為見母，之侵二部韻腹同，疐（tjed）屬

知母脂部，聲母相去太遠，脂部也與之、支分別為三部。因此三者雖同有「止」

                                                      
259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頁 348。 
260

 同前註，頁 348。 
261

 許慎撰，徐鉉校注：《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74 下。 



108 
 

義，但來源不一致。 

的或體𥃝字下的 寫法更不一致，時作 （四祀 其卣，集成 5413），

時作 （召卣，集成 5416），時作 （𥃝伯毛鬲，集成 0587），風格不同，

和銅禁的差別更大。還有一些旁證可以說明編織器的特點，例如《說文》：「𠙹，

東楚名缶曰甾。象形。」𠙹、甾異體，殷契作 （合 36181）或 （合 36512），

學界認為是竹器，于省吾讀「甾」作「載」，有盛載和執行之義。 （其）卜辭

有時寫作 （合 33845），三類「竹器」輪廓大體相似，細節處的共通點也有口

沿部分的外撇（ ）。 

受材料所限， 、𥃝字形部件 之表意作用尚存疑問，過去學者偏重

在酉和匕方面作解，於是將此字釋為「酌」，262我認為𥃝字有酌酒招待人的意思，

但不代表它就是「酌」字。 字的多個寫法都是人手在酉與 之間，它的重點

可能在提取或放置方面，而非專主挹酒這一動作。要是純粹表示以挹酒招待賓客

的話， 在字中似乎是不必要的部件，它的存在當具有獨特之表意作用，可

能關乎禮儀中的重要環節。就 之形態可斷定為無足器。周代銅器種類承自

商代，據出土銅器之組合，墊尊壺之器有禁，若依三《禮》，竹木器則有棜、篚、

筐等，撇除了長方形的棜、禁，就剩下篚、筐之類的竹器最有可能。 

 

（三）篚的禮儀功能 

說 是竹器只屬字形上之推測，單方面說明部件的功用對於整個字的理

解也是無有補益。若要證成𥃝字本有招待之義，論據必須包含𥃝字各個部件所指，

而且最小能聯繫上𥃝字較早的用法。現在借用時代最接近之記載，將注意力由文

字之形構轉向現實情況，參考禮儀中的用酒之方法及所牽涉的器物，反過來對照

                                                      
262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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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試圖還原該字在當時之具體意義，這種考察也許會帶來一點線索。𥃝字早

見於殷契，據周代禮儀習慣上推測商代名物，是以兩代有承傳關係為前設的。 

參考《儀禮》，周人接待賓客或供祭祀前，常以篚載器物備用，稱為「實篚」。

〈士冠禮〉：「有篚實勺、觶、角柶。」〈既夕禮〉：「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

木柶二，素勺二。」《儀禮》記述行禮前篚中所盛之器物，還會說明從篚中取器

之步驟： 

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卒受者以觶降，奠於篚。    （〈鄉射禮〉）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 

（〈少牢饋食禮〉） 

主人坐取觶於篚，降洗。……主人實觶酬賓。……卒受者以觶降，坐奠於

篚。                                                    （〈鄉飲酒禮〉） 

以上篚中所置為酒器，也有作置食物之用： 

設膳篚在其北。                                      （〈大射禮〉） 

尸飯，播餘於篚。……尸受，振祭，嚌之，實於篚。……佐食舉魚臘，實

於篚。……佐食受肺脊，實於篚。                      （〈士虞禮〉） 

據〈鄉射〉、〈少牢饋食〉等禮文，主賓行酒禮必先在篚取器，而〈鄉飲酒禮〉

則說明在酒器在用完後要放回篚中，可知以篚置器也是禮儀程序中的組成部分。 

用竹器以盛載接待賓客之酒食的程序，已被確立為一種禮儀名目，見於《春

官．宗伯》，曰：「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鄭《注》： 

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

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

者匪以致饗。263 

鄭玄辯〈宗伯〉「匪罋」之匪（篚）當為筐之誤可能，此辯可能拘於瑣碎，

因為兩者畢竟是同類器物。重要的是〈宗伯〉和〈公食大夫禮〉透露了篚、筐等

                                                      
263

 《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1985 年），卷 19，頁 296 下—

297 上。後文引用十三經文字及注疏皆據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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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主人備物招待賓客的器具，據「或者匪以致饗」的推測更可以說明這種器物

有傳遞作用，不單純是主人一方在使用。 

篚的擺放位置視乎程序的需要，一般是既設不動，也有隨著受祭者的走向而

流動，〈士虞禮〉云：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從者錯篚於尸左席上。 

尸是代表被祭祀的死者，對比一般生人禮中的賓客而言，也是被招待的一方。

《賈疏》引鄭玄《三禮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

之於殯宮以安之。」264認為是士人迎接死者靈魂回歸而安頓之的禮儀。程序中士

人捧著篚隨尸行走，而不是將篚及所備之物設在特定之地方，如此迎接來者可謂

周到。對照生人禮，贊相者接引某賓至特定位置與主人見面，稱為「詔」，在篚

的用法特點可以看到相似處。 

以篚載物來招待賓客也有其他書證，《孟子．滕文公下》載孟子引《書》云：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偽古文《尚書．武成》作「昭我周王」，「匪」

即「篚」之借字，意謂大軍所到之地的士女以篚載絲帛往會周王，「紹」、「昭」

皆非本字，即西周銘文「會𥃝康王」之𥃝。 

孟子所見的《尚書》應是很早的版本，所記士女的舉動也反映了以篚載物和

招待賓客的關係，《小雅．鹿鳴》：「承筐是將。」按麥方彝（集成 09893）器銘

文有字 ，學界傾向釋讀為將字（但不是將的本字），265從 ，從𢓊，羊聲。𠥓

是筐的初文，𢓊有行走意。將字古註訓為行、送，行和𢓊應合，𠥓（筐）應是用

來表達遣送的義符。 

古註中將、𥃝的解釋都頗多，當中有一義項是接近的，結合文字形構，是以

下的情況： 

                                                      
264

 《儀禮注疏》，卷 42，頁 493 上。 
265

 將字初文的從「廾」、「肉」會意，構字原理和登字屬一路，皆象雙手奉持某物，兩字在古書

中也多訓「進」。西周早期有添加「爿」為聲符，「鼎」為意符的寫法。說見王子楊：〈釋甲骨金

文中的「將」—兼說古文字「將」之流變〉，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4 輯（上海：中西書局，

2013 年），頁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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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義符 古註 

 
（篚？） 《爾雅．釋詁》：「（詔），導也。」 

《天官冢宰．大宰》鄭《注》：「助也。」 

  

266
 

（筐） 《說文》：「帥也。」 

《商頌．那》「湯孫之將」鄭《箋》：「扶助也。」
267
 

《召南．鵲巢》「百兩將之」毛《傳》：「行也。」
268
 

兩字都有引導的意義成分，由此引申為𧦝（《說文．召》）、請等用法，269這

個義項或可追溯到古文字中 、 所代表的載物運送功能上。 

毛《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270指以筐載見面禮送贈賓客。𥃝字

還有一個寫法作 ，見於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 2837），兩手奉 ，可能是

要強調「奉篚」之意。構形相似之字如「棄」 （合 8451），本義是拋掉嬰兒，

兩手在其（箕）表示移動的過程，也是用竹器來表達非靜止的事態，若果是銅禁

恐怕就不利於這種功能。 

主賓見面之禮，由主人從篚中取觶而實之，酌賓，飲酒，至反奠於篚上，飲

酒儀節方告完成。篚作為盛載器在程序上有明確之功能，代表了禮儀舉行前的預

備功夫，乃至完整之招待過程，更重要的是它所處的位置是按被招待一方而定，

可見它的作用不是純粹置物。因此推彼， 在𥃝字中所指似可明瞭，𥃝字象在

上取酒器挹之，正如器物在篚中備用，意味有賓客至或將有飲酒之事，禮儀

開始則從中取之，加肉為意符說明酒肉並重。 

董珊的文章考證了 是一種獻酒行為，即酌之本字，和𥃝則為異體關係。

                                                      

266
 史叀鼎（NA0724）銘「日 （就）月 （ 將）」即《周頌．敬之》的「日就月將」， 字

從 ，爿聲，可知羊與爿的表聲功能一致。 
267

 《毛詩注疏》，卷 20，頁 789 下。 
268

 《毛詩注疏》，卷 1，頁 46 下。 
269

 《衛風．氓》「將子無怒」鄭箋：「將，請也」。見《毛詩注疏》，卷 3，頁 134 上 
270

 《毛詩注疏》，卷 9，頁 3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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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注意到《儀禮》所見飲酒儀節與 、𥃝字形所表意義的相似之處，說： 

已設勺的酒尊由他人傳遞給行禮者，行禮者接過酒尊時，勺柄應該已朝向

行禮者，行禮者不需要再撥動勺柄轉向自己。……在所謂「醜」字中，所

見的勺柄多數朝前，即《儀禮》中所說的「面枋」，相方的「面擸」只有

一例。根據上述，「醜」字所表現的人物，不是最終行禮者，而是贊者。271 

董氏提出了是一個有趣的發現，他指 字上勺柄方向說明了該字有輔相意

義，據此該字就可以和後世的「詔侑」之「詔」對應起來，當然也很明顯有招待

之義。其他學者解為溫酒或釀酒都難以疏理出清晰的引申關係。但是可能會有學

者質疑勺柄的指向有特定的意義，因為部件表現的方向是可以隨意的，或是利於

書寫。結合字形和文獻例證來看，這字的招待意味已經很明顯，不必再於勺柄的

指向再引申討論。 

 

二、𥃝字的用法 

董珊還提出 應改讀為酌，我認為 、酌可能是同源分化關係，𥃝字本義

的確包涵了酌酒的成分，但反過來說酌字卻不能概括𥃝的豐富義項。在周銘和文

獻可見兩字早已是兩個意義和用法不同的字。 

卜辭及銘文均有𥃝字，普遍認為𥃝是召的繁體，在卜辭中𥃝是祭名、地方或

族名。272𥃝、召在銘文、簡文也時有通用，例如逑盤之「夾𥃝」，而清華簡〈祭

公之顧命〉則作「夾卲」。大盂鼎（集成 2837）「𥃝我一人𧯦四方」的𥃝和師害

簋（集成 04116）「以召其辟」的召用法相同。 

現分析𥃝之意義，逑盤兩用此字云： 

夾𥃝文王、武王達殷，膺受天魯令（命），匍有四方，並宅氒（厥）堇（勤）

疆土…… 

                                                      
271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頁 351。 
272

 《古文字詁林》二（上海：上海敎育出版社，1999 年），頁 40—45。 



113 
 

𩁹朕皇高祖公叔，克逑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不享，用奠四國萬邦。 

𩁹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䪿遠能邇，會𥃝康王，方懷不廷。 

用會卲（昭）王、穆王，盜政四方，翦伐楚荊。 

銘文之理路頗分明，前文云「會𥃝康王」，後文「用會邵王、穆王」，𥃝、卲

寫法不同，後卲字從學者讀為「昭」才能與「穆王」文理對稱。「會𥃝」和「會」

用法一致，「夾𥃝文王、武王」、「匹成王」的賓語都是周代先王，後文皆言平定

天下的意向，故夾𥃝、匹、會𥃝、會在文中的意義是相同的。逑盤單言𥃝、匹，

晉姜鼎（集成 2826）則構成複詞，銘曰：「余不叚妄（荒）寧，……用𥃝匹辝（台）

辟。」單言、配詞以及詞序的互換關係可以證明兩字意義相近。又，逑盤的「夾

𥃝」，大盂鼎（集成 2837）作「𥃝夾」，銘云： 

廼𥃝夾死司戎，敏誎罰訟，𡖊夕𥃝我一人𧯦（烝）四方。 

夾和𥃝配詞而語序變換不拘，是近義並列結構的緣故。「𥃝我一人」語意和

叔尸鐘（集成 0272）「左右余一人」相同。于省吾、徐中舒、白川靜等學者將上

引大盂鼎銘兩個𥃝字讀為《周禮》「詔相」之詔，即《爾雅．釋詁》：「詔、亮、

左、右、相，導也」之詔，273據此訓詁是對的。詔字只見於文獻，《禮記．禮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鄭《注》：「詔或為紹。」指出文獻有時又寫作紹，

《周書．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即逑盤之「會𥃝」，用作輔助。前文云：「亦

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辟」指「先正」在生時之君，左右、昭（召）事都是

輔相之意，昭事猶言「比事」（尹姞鬲，集成 00754），後文之「乃辟」也指時君，

非先君，所以紹字不宜解為繼承，過去孫詒讓已經指出。274因此例彼，《周書．

君奭》:「乃惟時昭文王，……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陳述召公、周公等勤勉

地（冒，通「勖」）輔助文王武王之事。《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指文王僅慎地輔助上帝。二昭字並為𥃝之借字，博雅如漢代注家

                                                      
273

 于氏說、徐氏說見：《金文詁林》第 2 冊，卷 2，頁 584—585。白川氏說見：白川靜通釋，曹

兆蘭選譯：《金文通釋選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77。近年出版總結性的著作

也採用這種釋讀，例如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頁 70。 
274

 孫詒讓說見：《金文詁林》第 2 冊，卷 2，頁 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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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指出。 

董珊指出： 

《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作「會

紹」，「會」當訓為匹、合，（見《爾雅．釋話》），與義近，「紹（召）」可

讀「詔」亦訓「相」。「會紹」是融合了「輔相」和「逑匹」兩類意思而來。

275 

董氏說解甚是得當，何樹環也曾歸納銘文「會」、「叀」字辭例，總結出兩字

聲通，兼有助義。276還可以補充說明一下，銘文會字本身由會合輔會引申出助義，

和「叀」字是無關的，在文獻中也有相似的陳述，《國語．魯語上》： 

天子祀上帝，        諸侯會之受命焉。 

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諸侯助祭言會，卿大夫助祭則言佐，用語有別可能只是互文見義，性質應該

無別。考慮秦公簋相似的陳述，「卲合」不應破讀為「昭答」，可能是「會𥃝」倒

文，至少合字不必改讀。佐與詔同義，銘文言會𥃝天子然後受征四方之命，與《國

語》文正同。 

 

三、毛公鼎銘「卬卲」解詁 

毛公鼎銘「 卲」一語，學界釋讀大致可分為「印卲」和「卬卲」兩種，

各執一辭，似都有理據，今述其大要，繼而評量長短，並附以己見。 

 

（一） 舊說平議 

1. 釋為印卲 

                                                      
275

 〈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頁 42。 
276

 何樹環：〈金文｢叀｣字別解—兼及｢惠｣〉，《政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12 年 6 月），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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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鴻縉釋 為印，再釋為抑，是由於印、抑古同字，謂「抑卲皇天」相當

於《大雅．文王》的「於昭於天」。277但抑字放在「用」字後都不會是語氣詞，

白川靜已駁其說。278屈萬里、白川靜亦主當作抑字來講，並據《廣雅》、《方言》

等訓詁材料指出抑字要訓為「安」文義才順適，279至於「安」是指自身安定還是

使對方安定則未加界說。可能囿於出土文獻的卲字作昭用的慣例，他們同樣將卲

讀為昭，然而安定和光明兩種意義的關係不明，詞義結構原理也無法解釋。 

郭沫若讀為「印照」，意謂「體念天心」。280朱國藩已指出以印表示「印合」

是佛教典籍流行後的現象，誠然，郭氏的解釋不合先秦時代的語言習慣。
281

 

    還有陳英傑將「告余先王若德，用印卲皇天」兩句翻譯為「我把你的德告訴

先王，以得到上天的旌表」，282疑似破壞了原句的文法結構，今亦不取。 

 

2. 釋為卬卲 

釋 為卬，代表者有孫詒讓，認為卬、仰本來是同一個字，卲讀為詔，「仰

詔皇天」即「仰助天布治」的意思。283徐同柏則讀為「仰昭」，承接上句「先王

若德」，兩句的意思是將先王某種美德向上昭示給皇天看。284陳世輝、湯餘惠的

說法與孫氏相近，指出「仰卲」是「上助」的意思。285我認為以 為仰這一點

有待商榷，但將卲字當作銅器上的「𥃝」和《周禮》的「詔」來理解是可信的。 

馬承源也主張釋為卬卲，讀為「仰昭」，與《漢書．郊祀志下》的「昭仰」

                                                      
277

 高鴻縉：〈毛公鼎集釋〉，《師大學報》，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第 1 期（1956 年），頁 85。 
278

 白川靜：《金文通釋選譯》，頁 198。 
279

 屈氏說見：屈萬里：〈曾伯𩃲簠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3 本（1962 年 2

月），頁 334。白川氏說見：白川靜著，曹兆蘭譯：《金文通釋選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0 年），頁 198。 
28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出版地不詳，增訂本），頁 137 上。 
281

 朱國藩：《毛公鼎眞偽及相關問題硏究》（香港中文大學硏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博士論文，

1992 年），頁 498。 
282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上（北京，綫裝書局，2008 年），頁 301。 
283

 〔清〕孫詒讓：〈毛公鼎釋文〉，《籀䯧述林》（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7，頁 316。 
284

 〔清〕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6，頁 27 上。 
285

 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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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個詞，286其文曰：「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
。。

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誠然這兩個詞語都是以天為對象，因此銘文和文獻之間可能得到了互證，但細思

不無疑點，首先「仰昭」是一個可能的讀法，還要進一步假設詞序可以變換為「昭

仰」。287「昭仰」是指天文之功能是讓人仰見氣象狀態，日月星三光則在於照明

世界，和後文內容性質相同，純粹是談自然功能，和毛公鼎銘文的語境有分別，

毛公鼎則是明顯擬人化的，將天人之際類比為君臣之交。 

 

（二） 印、卬異同 

或釋為卬，或釋為印，兩者顯然不同，為了彌合兩者的差異，朱國藩補

充了以下證據： 

《方言》：厲
‧
、卬，為也。甌越曰卬，吳曰厲。288 

《廣雅》：取、厲
‧
、役、靡、偽、印、方、為也。289 

以上兩本字書都把「卬」、「印」解作「為」，朱氏據此將二字繫聯在一起。

首先，「甌越」和豐鎬一帶語言的地域差異應予以考慮，另外「為」字意義範圍

甚廣，帶有此義之字應該不少，除舉證中的「厲」、「取」等，他如《爾雅．釋言》：

「作，造，為也。」若然取厲義，如盧文弨所指，卬即「昂」字，高昂和激厲意

義相近，但印無厲義，懷疑《廣雅》的印字是卬之誤。錢繹也持相同的意見，指

出印訓「為」只見於《廣雅》，當據《方言》訂正。290因此卬、印通用的唯一書

證也未盡可靠，兩者之關係可能只是隸定後的輪廓相似而已。 

最近禤健聰辨析印、卬之別，指出周代銘文上作「爪」左「卩」右的是卬字，

如 （毛公鼎）；「爪」上「卩」下的則為印字，如 （曾伯𩃲簠），到戰國時

                                                      
286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318。 
287

 《大雅》〈雲漢〉、〈瞻卬〉皆云「瞻卬昊天」，《禮記．祭法》云：「及夫日月星辰，萬民之所

瞻仰也。」應該和昭仰近義，也沒有變換語序之例。  
288

 華學誠、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481。 
289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年），卷 3 下，頁 104 上。 
290

 二說並見：《揚雄方言校釋匯證》，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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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才相混不別，291此說以出土文獻字形為依據，比較可信，據此可以進一步肯定

卬卲的釋讀。 

 

（三） 迎卲與逆卲 

籍著禤健聰對印、卬兩字所下的界定，毛公鼎的 是卬字已得證實，但是

否從舊說讀為仰？似又不然，我認為，要在文字的形音義、通假關係、配詞結構、

陳述句例各方面都有證據，讀作「迎卲」才能符合這些條件。卬和迎古音在陽部，

迎卲很可能是「逆卲」的同義詞，卲字必須保持原讀，作動詞用作輔助之義，和

卬（迎）字構成近義並列複詞。 

宗周鐘（集成 0260）記載厲王南征史事，其銘曰：「𠬝子迺遣閒來逆卲王，

南尸（夷）東尸（夷）具見。」𠬝子作為戰敗一方因而派人來迎接、招待周天子

是合理的。郭沫若最初主張卲讀為「昭」，文意變為「迎接昭王」，因此認為銘文

記昭王時事。292故唐蘭駁之曰：「凡他器之稱王號者，皆於文中初見時稱之，此

銘於上文已兩稱王，而始此始出王號，非例也。」按後文還有一處單言王。即使

不以辭例為據，若如郭氏說，此銘記事也算紊亂。可參考的說法應是孫詒讓、唐

蘭等將卲字訓為「見」，唐蘭說： 

《說文》：「逆，迎也。」卲與昭通，《爾雅．釋詁》：「昭，見也。」孫詒

讓《古籀拾遺》：「昭王者見王也。」《孟子》「紹我周王」，趙岐注釋為「願

見周王」，……其說甚是。……「卲王」若為名詞，則迎至何處，或迎之

何為，當有說明，否則其詞未足。今一無說明，知卲必動詞矣。293 

唐蘭又提到孫詒讓另有一文解逸《書》「紹我周王見休」的紹為「助」，可知

孫氏在「見」、「助」二者選其一為訓時也遇過兩難。誠然多數有召字都帶有輔助

                                                      
291

 禤健聰：〈釋「 」並論「印」、「卬」、「色」諸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1 期，頁 76。 
29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增訂本），頁 52。 
293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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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但和「見」一義並非風馬牛不相及的，見只能反映卲字部分的意思，較全面

的理解應是會合。孫、唐二氏據《爾雅》、趙岐注解逸《書》，不妨試看引《書》

的孟子是如何作解，〈滕文公下〉云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
‧
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紹即銘文之卲或𥃝，相關的字有銘文之召和文獻之詔，是引導賓客見主人之

禮，所以孟子才會以「迎」解「紹」，因為在他當時兩字的意義是相當的。《方言》：

「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逆、迎同義，迎卲和逆卲都是近

義結構複詞，
294

意思就是迎接之、與之會合，同是附合天子之詞，自能宣示其勤

王弼王之意。 

 

（四） 「卲+命」的陳述句式 

探討卬卲一詞之義，首先要理清通假關係，判斷通假要視乎上文下理，字書

或古註中當有可靠的說法，假若幾種說法俱能使文意順適時，就會落入無從取捨

的局面，於是言人人殊，沒有定準。對此我提出一種判斷的方法：首先捃拾同類

陳述，逐一將陳述結構相同的句子排列出來，進而將各種字詞訓釋嵌入所屬的位

置，上下對照，是方鑿圓枘還是若合符節都會一目瞭然。 

周代銘文有一陳述慣例，依順序為人臣先自明其德行，憑此以弼王，然後獲

賜，是內容的三大重點，例如虢叔旅鐘（00238）銘云： 

虢弔（叔）旅曰：「不（丕）顯皇考叀弔（叔）， 

                                                      
294

 「逆卲」詞義很明確，不必破讀。但周法高提出宗周鐘的「逆邵（卲）」就是令𣪘的「逆 」，

有「逆相」之義。 字諸家讀為「造」，周氏則認為宵部的「邵（卲）」可與幽部的 、造通。

白川靜總結辭例得出逆 與「出入」相當。二說並見：《金文詁林》第 2 冊，卷 2，頁 888—889。

今按周氏說未能提供通假例證，而且逆卲和逆 （造）各自成詞並不相左，根據白川靜的說法

來推敲，逆 、出入、逆卲的語法結構是有差異的。逆 、出入一般用來修飾動詞，例如叔 父

卣（集成 5428）：「逆 出內（入）吏（使/事）人。」和「奔走」義近，都是描述勤勞的情態。

卲字則可以作動詞用，直接以「王」為賓語。 



119 
 

穆穆秉元      ○明○德，       御于氒（厥）辟，得屯（純）亡敃。旅敢肇 

帥井（型）皇考○威○義（儀），ˍ御于天子。廼天子多易（賜）旅休，旅對天子

魯休揚，用乍（作）…… 

「御」字在該器中有輔助義，明德、威儀這也是輔助君主所憑藉的。該器先

述其父叀叔有德，輔助其君，因而得賜，隨即自申承繼先人之志，藉效法叀叔之

德，用以事天子。敘述理路和毛公鼎銘相同，現實中天子的賞賜，也和皇天賜的

「大命」處於相當的位置。 

毛公鼎（集成 2841）與旅鐘年代接近，銘文中的卲字之一大特點是以「天」

作為受事，具備此用法之字詞如配、合等，295現引相關敘述，並排比結構相似之

文獻以為參證如下： 

皇天引厭氒（厥）○德，    配我有周。雁（膺）受      大命
‧‧

， （率）褱（懷）

不廷方
。。。

。……母（毋）折緘， 

告余先王若○德，用卬卲皇天， （緟） （紹）大命
‧‧

，康能 

四或
。。

（國）。 

      參證： 

公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

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乘茲         大命
‧‧

。 

（《周書．君奭》） 

丕顯皇祖烈考，        匹先王，爵（勞）堇（勤）  大命
‧‧

。 

（單伯旲生鐘，集成 00082） 

兩句毛公鼎銘文呈現相同的天命敘述結構，在此兩個結構相同的句子中，相

應位置的詞語可互相證明。前句意謂皇天得知文武之德，因而與周「配」，後句

                                                      
295

 銘文有秦公鐘（集成 00262）「卲合皇天」，合與配義近，或通作「答」，卲或讀為昭，至今未

有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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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位置換以「卲」，二字在句中的作用是相等的，意義上也可能相近。高亨

注釋「配我有周」一句時就曾指出「古書配字多用為輔助之義。」所舉證據有《周

頌．思文》「克配彼天」、《大雅．文王》「克配上帝」，《大雅．皇矣》「天立厥配」

等，他據此將銘文解釋為上天輔助我周，受此大命。296配字應較接近匹偶之義，

但可以引申為輔助義，正如張政烺所言：「國之重臣與王為匹耦也，……，蓋君

臣遭際自有匹合之義也。」297 

在周代文獻中涉及事天與事君的陳述有頗多結構相似之例，上舉〈君奭〉，

第一句「公曰」後《偽孔傳》謂：「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298就

句意看來可能有增字為訓之嫌，但以全篇宏旨而言，孔說是能揣度周公之心意的。

第二句「公曰」後《偽孔傳》謂：「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訓「偶」為配是

可取的，又當兼有協助之義，《廣雅》：「偶，侑也。」配字也宜這樣理解。對於

身為大保的召公，所謂偶或配實際上就是輔相左右之意。銘文複詞「膺受」、「緟

紹」，古書上的「乘」，299後皆接「大命」為賓語，用法是一致的。 

毛公鼎銘文前後兩處「德」字的內涵相同，前段追述先王之德升聞於皇天，

皇天因而與之相配相偶，後段則轉由時王自述，聲言要效法先王之德，這種德正

是使先王配天的憑藉，明確表露了繼承先王「配天受命」之志。銘文前後兩處「德」、

「命」都能對應起來，我因此主張卲字的意思應該是和配字接近的，若然讀為昭

就不合這種辭例，前後句文理也不能緊密通暢。 

〈君奭〉所述的文意就是：自成湯受命後，有商歷代君主都得賢臣輔政，致

與上天保持緊密的關係，使歷代先王都可以升配皇天。這與毛公鼎前文的「德+

配+命」和後文的「德+卲+命」的結構相似，有助證明「卲」的意義。兩段文字

的重點是君主有道德成就，就可以和上天建立類似君臣相佑的關係。如此理解，

                                                      
296

 高亨：〈毛公鼎銘箋注〉，《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43。 
297

 張政烺：〈 字說〉，《張政烺文史論集》，頁 116。 
298

 王引之據《方言》：「裕、猷，道也。」解釋「『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認為猷、裕同義。

見王念孫、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4，頁 94 下。 
299

 「在亶，乘茲大命」《偽孔傳》：「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以「乘」為「行」義。我認為「乘」

字可訓為「因」，如《孟子》「不如乘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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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制和觀念上是說得通的，對讀毛公鼎銘和〈君奭〉之文可以發現，履天命和

履王命的陳述結構基本一致，這種現象陳漢平早有揭櫫： 

天命擇有德者而降，與王命爵有德、以德詔爵相同。……由此可知，中國

古代之天命思想起源於人間之冊命制度。300 

毛公鼎銘所追述的周先王與皇天的關係，儼然如君臣共濟，經營四方的景象，

反映了周天子面對上天以臣子自居的觀念。銘文及部分《詩》、《書》之篇多見追

述祖先勤王之事，其結構呈現格式化，遣詞亦有一定規律，再如： 

不（丕）顯朕皇高且（祖）單公，𧻚𧻚克明悊（慎）氒（厥）○德， 

夾𥃝文王、武王達殷，膺受天魯令
‧‧

（命），匍有四方
。。

。    （逑盤，NA0757） 

我亦惟有    若祖周公暨祖召公，茲查襲學于文武之      曼○德，克 

夾卲成康，                          用畢成大商
。。

。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 

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   命
‧
爾，  燮伐大商

。。
。…… 

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
。。

。    （《大雅．大明》）301 

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                             寵綏四方
。。

。     （《周書．泰誓》） 

以上節引銘文及《周書》、《大雅》是當時的官方文獻，相對於民間歌謠應該

是比較規範的文體。與毛公鼎年代較近的逑盤銘文很明顯有「配合/輔助+受命+

經營四方」的敘述結構，與〈大明〉、〈泰誓〉的結構基本相同。毛公鼎中的配、

卲關係，又見於《周書．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

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
治民。」 

                                                      
300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 年），頁 339。 
301

 毛《傳》：「涼，佐也。」見（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影印清

嘉慶 20 年（1815 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6，頁 544 下。

本文凡引經傳注疏文字皆據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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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詒讓訓「紹」為助，證據見上引〈泰誓〉及《孟子．梁惠王下》引「唯曰

其助上帝」。302相、助和紹的對象同是上帝，說明三者是近義詞的關係，甚確，

可知〈召誥〉的紹是𥃝或卲的借字。《偽孔傳》釋為「繼天為治」303恐怕不合古

人口吻，因為始祖帝才是繼紹之對象，和上帝是不同的概念。「配皇天」和「紹

（卲）上帝」都是表達天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𥃝、召在銘文多表輔助義，如上文所指孟子以「迎」解𥃝，加上銘文用例及

語法，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往會寫作𥃝，接引人來相會寫作召。或許𥃝字還有令

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就是有時很明顯用作「輔助」，有時又帶有會合義，但情況

都不算矛盾，因為回溯字本義來看，都表達了賓主相會，侍佐飲食之元素。 

 

四、召、詔 

現在說明和𥃝音義相關諸字在應用時的意義與關係。古籍中的詔字可對應銘

文 （召），而昭字在銅器上則多以 （卲）來代表，但也有不少例外。𠫑羌

鐘（集成 0157—0161）是以昭/卲字作詔用的：「賞于倝（韓）宗，令(命)于晉公，

昭/卲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該器一套五件，器號 0161 作卲字，0157、0158

之卲字間多一「日」，作 （ ），0159、0160 漫漶不識。郭沫若指出從「日」

之 是卲字變為昭字的過渡。304唐蘭釋為昭，舉《爾雅．釋詁》訓為「見」，305馬

承源亦主張讀作昭，但訓為彰顯。306論者以「 」字從日，字本義有彰明、顯揚

之義是合理的，但應用在此銘文語境中恐怕未算到位，它可能只是新造字又被假

借過來表示舊義，況且同一套製作的其他版本也有寫作卲。不過，學界普遍接受

馬氏的意見，唯獨再早的高本漢認為可解作「天子開大會來歡迎他」或「向天子

                                                      
302

〔清〕孫詒讓撰，雪克點校：《大戴禮記校補；附：尚書駢枝、周書校補、九旗古誼述》（濟南：

齊魯書社，1988 年），頁 31。 
303

 〔唐〕孔穎達：《尚書注疏》，卷 15，頁 221—2。 
304

 《古文字詁林》六，頁 386。 
305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 505。 
306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4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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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嚴肅的報告」，兩種解讀均未被采用。307考慮到三個句子的整齊結構，我

同意高氏第一種解讀，賞、命都是具有實際程序的禮儀制度，以顯揚之昭放在此

陳述中則嫌空泛，而且昭這種用語只適用於子孫對祖先，臣下對君上，例如楚王

酓（熊）璋鐘「卲（昭揚）文武之□」，反之則不合慣例。解為報告的話，三個

句子的施事者就不能一致，文中的「于」字用法也被破壞。事實銘文記述𠫑羌會

韓宗「征秦迮齊」、「敓楚京」之史事，𠫑羌因有戰功而受到晉公的賜命和天子之

招待是很合理的，為此他「爰鐫吉金，以垂永紀」也合乎作器習慣。此卲字當通

作文獻之詔，何琳儀指出《禮記．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就是𠫑羌鐘的「卲于天子」。308銘文或寫作召，召與受賜之連帶的關係，師酉鼎

（NA1600）銘： 

王各于大室，吏（使）師俗召師酉，王 袤 師酉易（賜）豹裘。 

比較殷簋銘文：「王乎（呼）內史音令（命）殷，易（賜）巿、朱黃。」召、

令在程序上所處位置相當，說明了𠫑羌鐘銘令、昭（召）並言，都不應是空泛的

陳述而是記錄實際的程序。再看太師虘簋（集成 4251）銘： 

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師 （量）宮，旦，王各大室，即立（位），王乎

（呼）師 召大師虘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宰曶易（賜）大師虘虎裘，

虘拜𩒨首，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 

《集成》將此召讀為「詔」是正確的，詔經常見於《周禮》之禮儀程序中，

由輔相行禮的人主掌，相當於銘文所呼、使之人。〈秋官．司寇〉：「及將幣，為

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所述朝大夫負責接引來朝之臣應站之位置，當

中或透過言語指示，具有輔助性質，作用像「右」，殷簋銘載：「王各大室，即立

（位），士戍右殷，立中廷，北鄉（向）。」王各廟室後，受召（詔）之人立中庭

聽受王之命令，召（詔）是君臣在禮儀中的接觸方式，王不親詔而「呼」、「使」

某人者代詔，因而具有中介輔相作用，介紹之紹本字很有可能來自這種程序。又

                                                      
307

〔瑞典〕高本漢著，劉叔揚譯：〈𠫑羌鐘之年代〉，《考古》，1936 年第 1 期，頁 285。 
308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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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帶有引導、促使的作用，和召來之召在意義上的關聯是明顯的。 

在召（詔）後都有接續的儀式，例如賞賜。「卲于天子」所代表之禮儀當是

天子呼人「詔侑」臣子，也可以當作一種招待方式來了解。《春秋》云：「以臣

召君，不可以為訓。」事實銘文所見也只有君召臣，而且必有賞賜之事，召、詔

和招三者作為君臣之間的溝通橋梁都是十分常見的，《孟子．梁惠王下》曰： 

景公悅，……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徴招
‧
〉、〈角招

‧
〉

是也。 

徴、角是五音之屬，在此應只表曲調，招字應代表樂曲的主題，景公命作「君

臣相說」之樂，此招字應該是與主題相應的。元《古今韻會舉要》曰：「詔者，

上下通用之義。」
309
此說雖然很晚才出現，卻恰巧地說中了銘文召、卲字所呈現

的情景，不妨借用。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鐘鼎或簡帛上的卲字讀為昭，應顧及禮

儀制度和語言習慣等因素，文字的釋讀要迎合當時的語境。 

 

 

  

                                                      
309

 〔元〕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 年），卷 22，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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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文字形構所見與酒禮相關儀式（下） 

——神靈之卲 

 

 

卲是𥃝的異體，上文已有說明。《說文》云：「卲，高也。」高之義和召請、

招待等義之關係頗難索解，而且從字形來說，從跪坐之形一般與飲食和祭祀有關，

因此《說文》所說的只是通假義。卲字銘文最常當作昭字用是無疑問的，但因為

這種慣例也使某些個例被誤讀為昭，訓為彰顯，是本文要商榷的。 

𥃝、卲本是同詞，後來用法出現分歧，情況是對生人為𥃝、召，若對皇天、

先王、大神、大宗等則稱卲，帶有祭祀的意味，用法亦與享、孝相同。這種用法

由招待義中引申出來是合理的，大抵是因為不管對人或鬼神，皆可備酒食享之。 

大凡祭祀之名多是由生人之禮移就過來，一旦對祭祀用語的意義不明白時大

可以在對象是生人的例子中去找尋旁證，例如卲用於鬼神極少用於生人，但卲、

𥃝、召字音義相關，就可以在𥃝、召的例子中因此推彼，所謂事生如事死，對上

天神靈祖先者稱卲，對生人稱𥃝、召，故用意一致但文各有別。分析銘文卲字用

法，可以揭當時對天人關係的假想。 

 

一、於昭于天 

通觀先秦文獻中有關對文王的陳述，例如《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

明德，……順帝之則。」〈文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等，一如君臣關係。

其中「昭」字最值得討論，昭字即銘文之卲，所指之事往往代表周人據現實禮儀

想象靈魂的存在方式。 

傳世文獻中的《大雅．文王》可與毛公鼎、秦公鐘銘文對讀，其詩云：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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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昭于天」上博楚簡〈孔子詩論〉引作「於卲于天」，亦不從日部。周銘中

找到以星辰般光耀來形容先王之靈在天上，反而會看到先人在天庭作客，然後得

到天帝的賞賜，尸鐘（集成 0285）：「虩虩成唐（湯），又敢（嚴）才（在）帝所，

尃（溥）受天命。」㝬簋（集成 4317）銘：「其瀕在帝廷陟降，緟 （紹）皇□

大魯令。」「在帝所」、「在帝廷」與「受命」是以現實禮儀作為原型的，諸侯在

王宮中廷受詔，然後獲賜財物土地等，不過帝廷所賜由實質的東西變成難以形狀

的「福」而已。《大雅．桓》：「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毛《傳》：「間，代也」，

《爾雅．釋詁》亦云：「代也」，意謂代殷命。今據銘文重讀《詩經》數句，可以

交互證明「卲天」和「得命」的條件關係。 

「於卲于天」有兩種可能的意譯，一為「受上天招待」，因而得賜大命，後

文「其命維新」和「帝命不時」謂天帝新賜大命。隨後又說文王之魂「在帝左右」，

是圍繞卲天的聯類書寫，等如現實中說的「卲于天子」（𠫑羌鐘）；二是與皇天會

合，正如臣子會合天子，然後受命經營四方。無論如何，文王在周人觀念中享有

「左右昭（𥃝）事」上帝的身份。眾所周知大盂鼎、《周書．西伯戡黎》諸篇已

可證明周初流行文王受命之觀念，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此觀念是以怎樣的陳述

模式來表達的。〈康誥〉曰：「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受厥命。」冊命銘文常見「對揚王休」，天子之嘉許還具體表現在賞賜財物或

委任職能之事上，此處的「帝休」和「受厥命」也有此密切關係，又可見周初人

陳述天命時是以現實禮儀作比方的。 

 

二、卲合皇天 

「卲合」一語出自春秋早期秦公鎛（集成 0267），學界普通讀為「昭答」，

其銘曰： 

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或（國），剌剌（烈烈），卲文公、靜

公、憲公，不彖（弛）于上，卲合皇天，㠯（以）虩事䜌（蠻）方。 



127 
 

首先提出新的句讀，「剌剌（烈烈）」應該和前後文斷開，作為前述事蹟的形

容詞，帶有總結作用。王輝主張此銘之先祖是指秦襄公，將第一個卲字讀為紹，

乃繼承光榮的事業之意，第二個卲則讀為「昭」。310我認為都未必可取，如果第

一個卲字是「紹」的話，文、靜、憲是襄之兒、孫、曾孫，先祖不能繼紹他們。

若將所謂的「紹」作「繼以……」理解，由於周代銘文及文獻未找到例證，恐怕

當時也沒有這種用法。此卲字宜按《周禮》詔字用法作解，帶有輔助、指示兩種

意思，311也就是說先祖顯赫的功蹟（烈烈）一直引導代代子孫，使他們努力不怠

於先祖領受的天命。既然文、靜、憲三公都「不弛于上」，312「于上」一語在鐘

鼎竹帛上皆指上天，回應了上文「受天命」之事，所以第二個卲同樣也不宜讀為

紹或昭，過去學者同意馬承源解釋「卲合皇天」為三公之德與皇天相配，合於天

命，313可是銘文只言「皇天」，說「合於天命」恐怕是增字為訓。此語當理解為

（受皇天之命）「輔弼皇天」，就像天子命臣子敏勉輔弼自己一樣，「合」保持原

讀更能說明前後句的邏輯關係，此合字的用法與逑盤的會字很接近，逑盤

（NA0757）云：「會𥃝康王，……不彖
。。

（弛）□服，用辟龔（恭）王、懿王。」

辟有侍奉義，年代接近的晉姜鼎（2826）：「用𥃝匹辝（台）辟。……虔不彖
。。

（弛）。」

合和匹也有相同的意義成分，《玉篇》：「匹
‧

也，媲也，對也，當也，合
‧

也。」𥃝

匹和卲合應是近義詞。春秋晚期叔尸鎛（集成 0285）也有言：「女（汝）不彖
。。

（弛）

夙夜，宦執而政事。」都說明了「不彖」是臣事君應有的態度。 

秦公鎛後文又稱秦公「畯 （令）才（在）立（位），䧹（膺）受大命，……

匍有四方。」作為諸侯國卻威尊儼如天子，對比代表周室發言毛公，說有「印卲

                                                      
310

 王輝的理據是文公是襄公兒子，所述世係與《史記》合。見氏著：《西周金文》，頁 273。或：

《秦器銘文編年集釋》（陝西：三秦出版社，1990），頁 14。 
311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鄭《注》：「告也，助也。」 
312

 「不彖」舊讀「不墜」，後來高田忠周、唐蘭讀為「弛」，孟蓬生有詳細的疏理，學界多從其

說。見高田忠周，《金文詁林》第 2 冊，卷 2，頁 459—460。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窯藏青銅

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1978 年第 3 期，頁 19—25。孟蓬生：

〈釋「彖」〉，《古漢語研究》，1998 年第 3 期，頁 70—71。 

「不彖」亦見於邾公華鐘（集成 0245）：「淑不彖（弛）」、晉姜鼎（集成 2826）「虔不彖（弛）」，

明顯都是恭謹不懈之意。 
313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4 冊，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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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配我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的身份，秦公自稱「卲合皇天」與之

頗有相似之處，所以推測秦人吸收了周人的觀念，才會有輔助上天的說法。 

現時還未有學者主張這樣解讀秦公器的 字，為進一步證明這種可能性，

現將注意力轉移到「合」，以圖會帶來多一方的證據。試比較以下銘文： 

𢔵（遘）于四方，䢔王大祀， （祐）于周。   

（保卣，集成 5415）  

王才（在）魯， 即邦君、者（諸）侯、正、有𤔲（司）大射。 

 （義盉蓋，集成 09453） 

王休宴，乃射，𩣓（馭）方 王射。       （鄂侯馭方鼎，集成 2810） 

琱生有事，𥃝（𥃝伯虎之𥃝）來合事。         （琱生簋，集成 4292） 

以上四句都是「合某做某事」的陳述。 

秦公說先祖代代事天努力不懈，與天之關係就像君臣會合一樣，他們相信賢

君能與天為伍，從而得承天命，然後經營蠻方，對比毛公鼎「印卲皇天」然後「康

能四國」的陳述，顯然都是相同的思路。天人關係不是憑空想像的，必有個原型

在現實世界中，就像逑盤銘文說祖先代代在生時會𥃝西周歷代先王經營四方。現

就多篇銘文及《國語》兩方面的資料，歸納出「合/會+某君+事某方」的敘述結

構，可以說明秦公鎛的「合」字正是這個結構的組成部分。雖然合、答、對可通，

但「卲合」之合不應作「報答」之義解，合應是一種具體的情狀，銘文「答」、「對」

等所承之賓語知大多數是「休」，單言「皇天」恐怕未符合慣例。陳英傑將合理

解為配，以為「合皇天」有配天之意是可採的。314 

 

三、卲合皇饗 

晉公盤銘云： 

                                                      
314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上（北京，綫裝書局，2008 年），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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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作）元女孟姬宗彝般（盤），虔（恭）（盟）祀，卲𣌭（合）皇 （卿）……

（敕） （乂）爾家，宗婦楚邦。烏（於） 萬年， （晉）邦隹（唯）

雗（翰）。 

晉公盤銘「卲𣌭（合）皇（卿）」，晉公 作「㠯（以）𣌭（合）[？]皇卿」。

「合」後缺字，吳鎮烽補上「揚」字，不可信，但認為「『卿』誤作『 』」則

可從，可能是蒙前文之「𣌭」而誤。卿當讀為饗，指國家之大宴會場合。按「合」、

「饗」之關係可見於《周禮．秋官．司寇》「王合諸侯而饗禮」及上引義盉蓋

銘。《周禮》饗、射每每並舉，「合+某+射」和「合+某+饗」的句式是相同的。

此句式又見於大保器（集成 05415，06003）的「䢔
。

王大祀， 于周」，䢔從「辵」

表示往合、參與，如「卲合
‧‧

王饗」謂參與並輔相饗禮。進一步推測，盤銘云「卲

合」，可能 銘相應處作「合卲」，猶言「會𥃝」，惜殘泐無徵。 

盤皿之用途不外祭祀與飲食，銘云「虔恭盟祀，卲𣌭皇饗」正滿足此二種需

求。此器稱為孟姬而作，銘稱之「宗婦」，其職司本包括佐祭與宥食，《儀禮．特

牲饋食禮》載宗婦司「贊豆」、「贊薦」、「執兩籩」、「薦豆、俎」等事，明顯有輔

佐性質。我認為「卲合」和「𥃝會」同義，有參與其中而發揮輔助作用之意。 

今按銘文思路分列二表比較𥃝和卲字之用法： 

生人例： 

𥃝、召 目的 

廼𥃝夾死𤔲戎，𡖊夕𥃝我一人…… 𧯦（烝）四方。 

（大盂鼎，集成 2837） 

夾𥃝文王、武王達殷 膺受天魯令（命），匍有四方。 

（逑盤，NA0757） 

夾𥃝先王 

 

爵（勞）堇（勤）大令（命），奠周邦。 

（四十二年逑鼎，NA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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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厥肱股，用夾召厥辟 奠大令 

（師訇簋，集成 4342） 

𥃝匹晉侯 用龏王命 

（戎生鐘，NA1615） 

用𥃝匹（弼）辝（台）辟 每揚氒（厥）光烈。 

（晉姜鼎，集成 2826） 

丕顯皇祖烈考， 匹先王 爵（勞）堇（勤）大令 

（單伯旲生鐘，集成 0082） 

來逆卲王 南尸（夷）東尸（夷）具見，廿又六邦 

（宗周鐘，集成 0260） 

會𥃝康王 方褱（懷）不廷 

（逑盤，NA0757） 

會邵（昭）王、穆王 盜政四方 

（逑盤，NA0757） 

皇天上帝例： 

卲、合 目的 

卲合皇天 以虩事蠻方 

（秦公鐘，集成 0269） 

用卬卲皇天 緟紹大命，康能四（國）。 

（毛公鼎，集成 2841） 

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雅．大明》） 

徐中舒曾指出：「召夾、召匹並為夾召、匹輔之倒文，匹為匹配，與夾從二

人同意。」315說明了兩方相合和輔助兩種意義上的關聯，那末卲合、𥃝會二詞也

                                                      
315

《金文詁林》第 2 冊，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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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這種結構特點？從上表可見夾𥃝、會𥃝、卲合等語用法一致，意義相近，

𥃝的對象是先王或時王，卲的對象是皇天、上帝，也可以是時王。合和會是意義

和用法都非常相似之字，例如鄂侯馭方鼎（集成 2810）：「𩣓（馭）方 王射。」

麥方尊（集成 6015）：「䢔王 京， 祀。」《集成》將兩個合字讀作會，其

中馭方鼎的 字兩人在食器前相對跪坐，和鄉（饗）之形構頗相似。西周 簋

（集成 4197）：「王各于大室，康公右 ，易（賜）戠衣、赤巿……」 從一人

跪坐在右（卩），與卲字形構相類，初義與侍奉飲食之事有關。卩又有另一說法，

徐中舒曾指出從人跪坐之形有祭祀禮拜之義，和侍奉義也是相通的。316除了字形

上的證據，還有用法方面的，會可以直接指宴會，戰國 陵君王子申豆（集成

4695）銘「以會父㑆（兄）」和伯公父簠（集成 04628）的「用召諸老諸兄」，會、

召可直譯為「會合」、「招待」。爯簋（NB1204）自言功能時稱「其用夙夜享卲文

神」，即由生人禮移用於先人，字從召、從卩，或強調服侍之義。 

會、召有時指飲食招待之義，317亦泛指輔助效勞，須因應語境而定： 

日亯會余一人。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 

亯辟先王                                        （逑盤，NA0772） 

亯（享）在此不指祭祀，「日亯會」接即「終日服侍」意。常見的會、辟都

有輔相義，與之組成近義並列複詞。 

合、會、卲、𥃝意義和用法有重疊的部分，會𥃝和卲合很可能都是近義複

詞結構，合字只有在與揚字配詞時才適宜讀為答，銘文只得一例，見於戰國中期

                                                      
316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999—1000。 
317

 陵君王子申豆「以會父兄朋友」，張崇禮主張「會」讀為「饋」，據鄭玄注：「進物于尊者曰

饋。」訓為進飲食，理據是作食器銘文常見「用饗」、「用饔」、「用獻」等，「多是與飲食有關的

動詞。」見張崇禮：〈封子楚簠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8  

今按封子楚簠（WX0517）：「自作飤𠤳，用會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沇兒鎛（集成 0203）：「用

盤㱃（飲）酉（酒），龢（和）會百生（姓）。」「會」與「和會」在前後文的結構功能無差異，

意義或相同，「和會」肯定不能讀為「和饋」，所承之文正是「飲酒」，所以飲食之事和「會」字

依然是可以拉上關係的，不必改讀為饋。還有「會匜」（集成 10196）、（NB0466）或相當於「旅

匜」（集成 10181—10183），會字不一定要讀為「沬」。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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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侯因 錞。 

虘鐘（集成 0088）銘云： 

虘（𠭯）乍（作）寶鐘，用追孝于己白（伯），用亯（享）大宗，用濼（樂）

好 （賓），虘（𠭯）眔蔡姬永寶，用卲大宗。 

其中可見「享大宗」、「卲大宗」，語法結構平衡一致，詞性相同，可先假定

同是祭祀方法，若訓「明」則與享、樂等性質不同，因為享、樂、孝屬於本來是

具體之人為活動，現時還未能據古籍說明何謂祭祀或飲宴中的「昭」。宜直接理

解「卲大宗」為招待大宗，求之賜福，所謂「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如此自然

合乎祭祀之初心，文理亦無有兀突不順，就不必破讀為昭。由於該器銘文的享、

樂等句後接「虘眔蔡姬永寶」，與「卲大宗」一語分隔開來，且以之作為銘文總

結之詞，意義仍然有其特殊之處，應與「配」的意義相近。 

周代對待皇天、上帝、祖宗都以佐佑、配合的身份自居，常用來表示的有配

字，可與卲字的用例做比較，見下表： 

克配上帝 

（《大雅．文王》） 

紹（卲）上帝 

（《周書．召誥》） 

用夙夕配宗 

（ 尊） 

以卲皇祖 

（秦公簋） 

敬配吳王 

（蔡侯申尊） 

卲大宗 

（虘鐘） 

追配于前人 

（《周書．君牙》） 

用卲追孝于皇祖皇考 

（戎生鐘） 

陟配天 

（《周書．君奭》） 

卲合皇天 

（秦公鎛） 

周朝以始祖帝與天同祭祀稱為「配天」，凡要表達得天命神權或祖先之福，

莫不是以君臣主賓相善之關係為比喻，如據「光宗耀祖」之觀念來理解「卲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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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有違古人習尚。檢核配字初文，作 （合 31841）、 合（5007），與殷契

卲字 （花 275）結構形式相同，右旁跪坐之人形，或用以表示「佑」意，有

學者認為是相伴飲酒之事。318  

配 合 卲 

 

尊 

（集成 6005） 

 

簋 

（集成 4197） 

 

史墻盤 

（集成 1.0175） 

就鄉、即、𩛥等字可見，也與飲食之事有關，卲、配字的本義也在這個意義

範圍裡。兩字出現在銘文「用作……」後，正點明了器物本身的作用。 

配、卲字為近義詞，同是周銘中少數後接以天作為賓語之謂語，此類詞語實

在不多，上文已說配、卲，不妨將剩餘之例悉數列舉： 

1.叀王龏（恭）德谷（裕）天。                         （何尊，集成 6014） 

2.好德 （婚）遘（媾），亦唯 （協）天。              （豳公盨，NA1607） 

3.大揚皇天尹大𠍙（保） 。                     （作冊大鼎，集成 2758） 

4. （肆）克智于皇天。                                 （克鼎，集成 2836） 

5.畯（㽙）疐才（在）天。319                        （秦公簋，集成 4315） 

                                                      
318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下（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年），卷

14，頁 3490。其他說法可參看：〈配〉，漢語多功能字庫，網址：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9%85%8D 
319

 楊樹達、張政烺認為「天」乃「立（位）」之誤，張政烺讀疐為氐，引申為「安定」之意。 

郭沫若讀疐為「蒂」，張亞初指出作為承花瓣處，也有根柢之義，。秦公簋「畯疐在天」，楊樹達、

張政烺認為「天」是「立（位）」字之誤。張崇禮從其說，並據疐、質古音相通，援引《廣雅》：

「質，定也。」又據《廣雅》：「質，主也。」認為疐有「安定」、「本根」、「主體」等意義。楊、

張二氏改「天」為「位」未有根據，張崇禮以為疐、質通假，但舉古書例證只是疐、躓通假。其

實要論證疐有根基之義，據本義為訓則可，但是秦公簋之文恐怕不能據本義作解，因為說「國的

根本在天上」似乎未見書證。另外，容庚《金文篇》「疐」字下注讀為「對」，李學勤讀清華簡《周

公之琴舞》之「疐天之不易」，「疐」為「對」，訓為「配」。以上諸說並見：張崇禮：〈「疐」字解

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36 

今按「畯疐（對）在天」意義可能類似「配天」。㝬簋（集成 4317）：「畯在位，作疐在下。」意

義和豳公盨的「迺（乃）自乍（作）配，卿（嚮）民」相近，猶謂要「稱職」，不失身份。「作疐

在下」的對象是下民，「畯疐在天」的對象是上天，具有「配天」的身份，是後文得以「竈（肇）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36


134 
 

6.用亯（享）于皇天。                         （徐王義楚觶，集成 6513） 

7.則 （上）逆於天，下不 （順）於人施（也）。    （中山王 壺，集成 9735） 

例 1「裕天」前人訓為「容於天」，320今按《方言》曰：「裕、猷，道也。」

可能用作引導或效法之義。例 2 的協和配、合為近義辭。例 3「大揚」的賓語是

，「皇天」為定語，對揚之語只用於感謝天子公侯之賞賜，此句的「天」不是

賓語，據此秦公鐘銘「卲（昭）合皇天」之「合」也不應讀為「答」。例 4「智

（？）于皇天」一字壞去。例 5 的「疐在」語意和「對越在天」相近。例 6 亯初

文象宗廟之形，引申為祭祀。例 7 反面說明人要順天而行，亦與天合之意。 

綜觀上例，凡對天之施為皆不言光耀而尚言會合相助或享祭侍奉。 

 

四、卲各（昭假） 

（一） 卲各 

卲各等字用法及意義與孝享禮儀等相近，可透過歸納銘文配詞習慣來說明，

列舉如下： 

大師虘乍（作） （烝） 豆，用卲洛𦨶（朕）文且（祖）考，用  （祈）

多福。                                     （大師虘豆，集成 4692） 

乍（作）朕皇考龔弔（叔）龢鐘，……用追孝卲各喜侃前文人，前文人嚴

在上， ，降余多福，康 屯右永令（命）。   （逑鐘，NA0772） 

龢 （林）鐘，用卲各喜侃樂前文人，用 （祓）壽、匄永令（命）， （綽）

綰𩠙（祓）彔（祿）屯（純）魯。                （𤼈鐘，集成 0246） 

㠯（以）卲𩂣孝亯（享），㠯（以）受屯（純）魯多釐。 

（秦公鎛，集成 0270） 

                                                                                                                                                        
囿（域）四方」的條件所在，這和秦公器銘文內容中的僭越意識是相符的。 
320

馬承源據《廣雅．釋詁》：「裕，……容也。」解釋為「王之恭德裕容於天。」見馬承源主編：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3 冊，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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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各與孝享、喜侃樂連言，都是祭祀用語，顯示在句子結構上也處於相同的

位置。 

卲和孝、享語之間還可以配合使用，如： 

  用卲亯  于皇且（祖）考。            （虢宣公子白鼎，集成 02637） 

用卲追孝于皇且（祖）皇考。            （戎生編鐘，NA1613—1620） 

  用亯追孝于其皇考。                      （虢季鐘，NA0001—0008） 

  用𣄨追孝于皇考�仲。                    （虢姜簋蓋，集成 04182） 

卲各和孝享的用法不見差別，說明這些祭祀用語大多是來自飲食或奏樂等具

體活動，但要注意卲各不會稱為「各卲」，可知兩字不是並列結構關係，卲、享

在短語組合都置於開首（例 2、3），各字也不具備這種用法，在政治陳述中指生

人的有「召匹」、「享辟」，召、享在這種情況下都帶輔助義。 

卲各一語，過去理解「卲」為光明，「各」僅指來臨的話，難以對應這種祭

祀用語的習慣，學者在考論文獻昭假和卲各的意義時可能忽略了這種現象。 

 

（二） 昭假 

昭假見於《詩經》，《大雅．雲漢》「昭假無贏」鄭《箋》云：「天之光耀升行

不休，無自贏緩。」321訓昭為光，訓假為升。《大雅．烝民》「昭假于下」鄭氏又

云：「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322於《周頌．噫嘻》「既昭假爾」則云：

「其德巳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323上三說大同小異，但解《商頌．

長發》「昭假遲遲」謂是「寬暇天下之人」，324又以假為暇之借字。還有一例是〈泮

水〉的「昭假烈祖」，又解為「聰明乃至」，語法和詞性上都與其他例子不同。朱

熹認為昭假是天以昭明之德感格下民。戴震說：「《詩》凡言昭假者，義為昭其誠

                                                      
321

 《毛詩注疏》，卷 18，頁 663 下。 
322

 《毛詩注疏》，卷 18，頁 674 上。 
323

 《毛詩注疏》，卷 19，頁 724 下。 
324

 《毛詩注疏》，卷 20，頁 8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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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以假神，昭其明德以假天。」325認為是一種憑藉心智德行貫通天人之際的交流

方式。諸說在現代未有得到普遍認同，王國維認為昭假、登遐與陟降同義，指鬼

神往還於天地之間。326郭沫若持不同的意見，首先他指出「卲各」即文獻的「昭

假」，並認為昭假是「招請先公先王或其他神祗到來。」327可見他也不認為「卲

各」之卲解為「昭明」之昭。後來學者主張「古書中凡言『昭假』都指祀上帝而

言」，328舉有祭祀性質是正確的，但對象肯定不限於上帝，例如〈泮水〉的「昭

假烈祖」就是一個反證。昭假何以有祭祀之義也不甚了了。八十年代楊琳疏理卜

辭、銘文中各字及文獻假、格的用例，發現各和至的用法是不相混的，各皆用於

廟、室等祭祀之所，得出的結論是：「各義為人祀鬼神，引申之，鬼神享用祭祀

亦為各。」
329

所舉證據貼切，推論正確，但是指為祭祀還嫌太廣泛，因為祭祀名

頗多，為何當時人不言「孝享于下」？因此和一眾祭祀名之分別還是需要離析的。

至於昭字，他解為「潔」，認為昭假即「潔祀」，則欠缺證據。現時昭假一語中只

有「假」字意義可以確定，若訓昭為明，與祭祀的關係依然難以解釋。 

郭沫若揭示昭假即「卲各」最正確不過，但解作「招請……到來」，大有可

以補充之處，正如學者主張，昭假是帶有祭祀成分的。 

昭假一語見於《詩經》，分布在《大雅》及《三頌》，從上下文關係看，昭

假似乎和卲字一樣都與天命有某種關係，今又試以簡表說明之： 

 昭假 天命 

雲漢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烝民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325

 戴震：《毛鄭詩考正》，《續修四庫全書》第 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4，頁

39。 
326

 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一），《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卷 2，頁 77。 
327

 郭沬若：〈讀了《關于〈周頌•喧嘻篇〉的解釋》〉，《郭沬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20。 
328

 北大中文系編《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高等敎育出版社，1957），頁 119。 
329

 楊琳：〈「昭假」新解〉《四川大學學報》，1988 年第 4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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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水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長發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 

〈烝民〉一詩的比較能說明「昭假」之義，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此數句與祭祀銘文理路相似，基本是以三個階段推進： 

民有德→天昭假→賜福 

句中昭假的主語是「天」才能和後句的「保茲天子」才能構成因果關係，《尚

書．呂刑》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證明在觀念上還是有「天降」或「天

格（各）」這種說法，並不只是「祖考」才能「來假（各）」的。周人固然相信上

天臨佑是基於他們能秉好德，但他們依然要透過祭祀的方法與皇天溝通。 

 

（三） 延尸入廟與卲各 

1. 各、假的儀式意義 

𥃝、卲已如上文所言蘊含迎接、招待、佑助之義，各本義是進入，彝器上的

各字和格、客330、洛、𢓜331、𩂣、落332、假通用，此學界共知，不必贅言。問題

是各和卲基於甚麼條件構成一詞？從銘文語境及當時觀念可推求兩種可能性。第

一種可能是「各廟」的後續儀式的借代。銘文常見王各廟室具有祭祀及目的和嘗

賜目的，對象兼及鬼神和生人，按照銘文敘述體例，即使已說明王在某地，仍然

                                                      
330

 利鼎：「唯王九月丁亥，王客（各）于般宮，丼（邢）白（伯）內（入）右利，立中廷，北鄉

（嚮），王乎（呼）乍（作）命內史冊命利。」客、各或有同源關係，客字上從屋，突顯入室之

意。 
331

 眾所周知，結合銅器和典籍上文字來看，各、格、假三字通用。假為「徦」之假借；徦，至

也。《揚子．方言》：「徦，至也。邠唐冀兗之閒曰『徦佫』，或曰『格』。」各之甲文，止向下：

（合 20985）， （合 27310），據徐中舒說，古人穴居，故以趾向下示入室意。 
332

《商頌．訪落》：「訪予落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祭祀求神之主題甚明顯，過去學界

認為落是新廟落成之禮，于省吾說：「訪，本應作方。落，應讀各，即格字。」見氏著：《澤螺居

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82。 



138 
 

要書「王各」某廟，才記錄呼召某人，各廟顯然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程序。小盂鼎

（集成 2839）銘云： 

王各廟，祝 （延）□□邦賓。……王呼□□令盂以區入。 

小盂鼎記天子招請邦賓飲酒之禮，王各廟、延賓、呼入是連貫的，不言「以

區各」者，可知「各」在儀式中的意義不是一般的進入，而是王或主祭者專用的。

陳夢家曾指出：「卜辭常說王往、來、步入、至等字，西周金文只有『王各于（某

處）』。《方言》一說邠、唐、冀、袞之間以『𢓜』為來。所以『各』是西土語。」

333要注意的是，銘文中常見的「某入」，有時又和「王各」同見於一篇，故此陳

氏之說是可疑的，但他發現此一現象，確實值得探討。我認為入、各用法在西周

銘文中出現差別是因為二者在禮儀中有特定的意義，依辭例，王至廟中稱各，輔

相者則稱入。 

王各後又會賜賞臣子財物，「各」、「賞貝」、「作器」三者順序進行，這種敘

述結構可在商周之際的銘文中引出不少例子： 

王才（在）闌，王各，宰 从（從），易（賜）貝五朋，用乍（作）父丁

彝。                                         （宰 角，集成9105） 

王 （各）于庚贏宮，王𥣫（蔑）庚贏 ，易（賜）貝十朋，……用乍（作）

氒（厥）文姑寶 彝。                           （庚贏卣，集成 5426） 

銘文各字絕多用於王，以小盂鼎為例，王各某廟室時，臣子就相應地「立中

庭」，君臣一高一低相向而立，冊命賞賜就在此時進行，這種禮儀可以締結君臣

間的良好關係。 

                                                      
333

 《金文詁林》，卷 2，頁 262。 



139 
 

第二種可能，由於「王各」皆指入廟室，事實上廟室就是供奉祖先之所，所

以「各」借代為祭祀，《周易》〈萃〉、〈渙〉二卦有「王假有廟」一句，〈萃彖〉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渙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云為了孝

享而來。徵諸銘文，凡言作器之目的，不離孝、享之類，有時也會提到各，如： 

疐乍（作）寶 鼎，其萬年用鄉（饗）        各。   

（疐鬲，集成 0631） 

乍（作）𢆶（茲）𣪘，   用𩛥卿（饗）己公，用𢓜多公。 

                                               （沈子它簋蓋，集成 4330） 

    饗、各連言，《詩經》有「以假以享」（《商頌．烈祖》）、「來假來饗」、「神保

是饗」、「神保是格」（《小雅．楚茨》）等語，「以假」是祭之，「來假」則是受祭，

前人已據此證明「各」是祭祀孝享之屬。334 

 

2. 卲各的詞義結構 

以上兩種可能的詮釋尚未很能說明「卲」、「各」二字構詞的原因，因為要表

達祭祀和受祭，或用天子賞賜來比喻神靈賜福的話，單言「各」字，或用「孝」、

「享」一類的名詞已足夠，不稱為「享各」、「孝各」等，唯獨要叫做「卲各」不

是任意和偶然的，因此還須提出另一種原因。對比春秋時秦公簋（集成 4315）

和秦公鎛（集成 00270）銘： 

乍（作）尋宗彝㠯（以）卲皇且（祖），𡢁（其）嚴 （徵/遄）各，㠯

（以）受屯（純）魯多釐。 

作盄龢鐘，氒名曰 （固）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皇，以為卲𩂣（各）孝

亯。 

                                                      
334

 楊琳：〈「昭假」新解〉，頁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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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句讀作：「作尋宗彝以卲皇祖，𡢁嚴徵各」，「𡢁」（其）可能是代

詞，指「皇祖」，又可能是帶有期望的語氣詞，也可能是秦莊公其，和不𡢁簋之

𡢁寫法相同。銘文首句也提到「皇祖」受天命，但沒有指是那一位，後面的𡢁也

是秦人的皇祖之一，若組成偏正結構的「皇祖𡢁」也說得通，後接的「嚴徵各」

335不能沒有主語，要和「皇祖」一氣連讀才會使文意協洽，此句中的「卲……各」

構成首尾相貫的句法組合。郭沫若已揭示了「卲……各」和「蔑……𤯍」句式相

同，336因此卲、各之間文字不能讀開成兩句。若讀卲為昭，變成「彰顯皇祖，𡢁

威嚴地受祭」，「皇祖」和「𡢁」為兩個獨立個體，「昭皇祖」、「𡢁徵各」之間文

意也沒有聯繫。即使「𡢁」讀為「其」，作語氣詞用，也沒有妨礙我們理解「卲」

字的意義。秦公鎛（盄龢鐘）和秦公𣪘的銘文內容、敘述結構、用詞等都很相似，

是切近的參考資料。「卲……各」和「卲各孝亯」對應，單言「卲……各」應已

包含了「孝亯」之意。 

銘文「徵各」僅一見，于省吾主張「徵各」猶言「昭假」。337若從于說，前

文言「卲」祖先，後文又說祖先「卲各」，語意很累贅。秦公器「卲」字數見，

未有用通假字代之。對比㝬簋銘文： 

其各歬（前）文人，其瀕才（在）帝廷陟降，用 保我家。 

瀕、賓意義意相通，《逸周書．太子晉》：「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說

文》：「瀕，水厓。人所賓附。」頻，《廣雅》「比也。」訓瀕字為排比、接近，似

較合古義，群神並行，預示賜福之廣。學者或讀為「賓」，亦通，《爾雅．釋詁》：

「賓，協，服也。」《尚書．舜典》說重華「協于帝」，清華簡《逸周書．皇門》：

「百姓柔比在王廷。」前文人與上帝的關係也如百姓歸附於天子。 

㝬簋「各前文人」和前文人陟降之間有很明顯的聯繫，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

                                                      
335

 西周晚期以前銘文辭例，嚴作副詞用時，多數形容先人、神靈「在上」、「在帝左右」，如虢叔

旅鐘（集成 0238）：「皇考嚴在上」和 狄鐘（集成 0049）「嚴在帝左右」所指相同。「在上」或

「在左右」後接降福詞，例如禹簋（集成 4242）：「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𤼈鐘（集成 0247）

「大神其陟降嚴祜」，由於「嚴」字在西周中晚期多用作副詞，所以「祜」應作動詞用，指賜福，

全句意思是大神降臨，莊敬地賜予福祉。 
336

 郭沫若：〈秦公𣪘韻讀〉，《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 年），頁 147—148。 
337

 《金文詁林．附錄》，頁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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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卲、各兩種祭祀對祖先神祇都有帶引作用，㝬簋的前後文關係是「各某，某將

來臨」，秦公簋自然也很有可能是「卲某，某將來臨」的思路。 

另外，強運開、李孝定讀 為遄，有多次義，338則「遄各」是「常常入廟受

祭」之意。陳英傑讀「徵各」為「登各」，339 字訓釋尚難肯定，但不礙於理解

各的字義。 

如果讀為「登各」能成立，明顯就是文獻的登假（〈曲禮〉），王國維提出登

假、登遐（〈墨子．節葬〉）、昭登（〈文侯之命〉）、卲各、陟降、陟恪（《左傳．

昭公七年》）的密切關係，所指的都是先人來往於天地。340所指是同一種想象，

但不能都當作同一個詞，按詞義結構明確劃分是：登各、登假、登遐為一組，陟

降、陟恪、登各為一組，卲各、昭假為一組，登和陟同義，但和昭（卲）不同義。 

銘文卲各的對象一般是祖先，也就要先從祭祖禮方面考察。基於銘文與古籍

文字「卲」和「詔」，「各」和「格」、「假」的通假對應關係，我推測卲各的原型

就是延尸入廟受祭，可參看《儀禮．特牲饋食禮》：「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

入。」鄭《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341延和召（詔）很相似，也是

由一相禮之人接引賓客就位。尸所代表的是王父輩以上的先人，主位在廟中，因

此受祭稱為「各」。 

 

（四） 猶鬼神示之居 

和「延」、「詔」作用相近的還有「擯」，《禮記．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

相步。」擯、詔連言，都是在禮儀中是為賓客「定位」的行為。試看擯禮相關的

記載可否為卲各提供之旁證。《周書．洛誥》曰： 

王賓（擯），殺禋，咸格（各）。 

此句具體意思則言人人殊，尤其是「王賓」一語之所指，《偽孔傳》謂「賓

                                                      
338

 《金文詁林．附錄》，頁 1333—1344。 
339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頁 247。 
340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 2，頁 76—78。 
341

 《儀禮注疏》，卷 45，頁 53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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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周公」，《蔡傳》說是「虞賓」，即「助祭諸侯」。羅振玉首先注意到卜辭也有「王

（賓）」一語，指出「祭者是王，則所祭者是賓」，隨後王國維也依據卜辭「王」

作解，並指出舊注之誤為：「若釋為周公，則下文『咸格』之咸無所施之，若

以為助祭諸侯，則與本事無涉。故前釋為文王武王」就羅、王之說，郭沫若舉出

一個有力的駁證云： 

「王 」二字如連為名詞，則卜辭中凡言「王賓」之例，均缺主動詞，

而他辭有言「王其 某某」者於王與 之間挾一其字，則 分明動

詞。…… 為儐若擯之古字，……是故王賓者，王儐也。……〈洛誥〉

之……「王賓」者儐文、武。342 

如郭氏所言，「王賓」不是名詞組，而是主謂結構短語，所以整句包含了三

個動作，順序是：王親自作為輔相，擯文武等先王到祭位，（由其他人負責）舉

行了「殺禋」，先王都格（各）廟受祭。擯是指由贊相者接引賓客至特定位置，〈洛

誥〉由王親自「擯」應如何解說？重提前文所言，銘文中作為入廟室之「各」，

主語所見都是「王」；作為祭祀用語，賓語為祖先，兩者併合來看，〈洛誥〉「咸

各」的主語應是文武等先王，因此就能說明為何當時周王要親自充當擯相。 

有關商代賓字在祭祀中的用法及其觀念，晁福林作了很簡明的指陳： 

甲骨文「賓」字一般作迎迓或迎神以祭而言。從何處迎神呢？應當是從天

上迎來的。自地上而言，賓某先祖即迎某先祖之神靈從天而降；自天上而

言，「賓」於某神即被某神所迎，如「大甲賓于帝」即大甲被帝所迎。343 

除此，他還揭示「先祖間相賓的辭例」如「大甲賓于咸」、「父乙賓于祖乙」

等，說： 

這些辭例中「于」字之後的先祖名稱和論者常引的那幾例卜辭中的帝，實

                                                      
342

 郭沫若：《卜辭通纂》，收入《郭沫若全集》第 2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年），〈第 39 片〉，

頁 243—245。 
343

 晁福林：〈殷代神權〉，《中國社會科學》，1992 年 2 期，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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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同等地位。……「與下乙賓于帝」比較，便可看出咸（大乙）、祖乙

等祖先神和帝一樣可以迎某神上天。344 

至於他又說「先神和帝一樣是這個天國的主人而不是客人」345，對此恐怕未

能輕易判斷其是非。在周代某人作為天子的賓客的同時，亦會受命擔當該次禮儀

的輔相者，因此可以推測商人也有可能相信祖先在天上做客人的同時，也可充當

儐相者。 

無論賓先王來臨還是作了上帝的賓客，商人這種觀念在周初得到了繼承，周

人以文王配天、卲于天是很相似的構想，原因可能是文王本身就是殷商時人，周

初人的鬼神觀和祭祀觀不能一下子因朝代更替而改變，事實上《大雅．文王》乃

至春秋之際的銘文也依然反映著這種觀念。賓作儐先人的用法在銘文中未有例子

可徵，但所反映的想像在周代依然有流傳的跡象，例如用卲字來表達迎接先祖或

者被先祖被迎接到天上去。 

先王不自來臨就位，而要祭者擯相先王，原因是受祭鬼神在儀式進行時的「居

坐」是有定處的，證在《周禮．春官宗伯．家宗人》，曰：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

示之居，辨其名物。 

 最能啟示思考的是「猶鬼神示之居」一句，大意是劃定鬼神示（祇）受祭時

的坐處，鄭《注》：「猶，圖也；居，謂坐也。」猶訓「圖」意思是對的，讀為「道」

（導）也很貼切。猶古音與道字接近，《詩經．小雅》：「克壯其猶。」《毛傳》：「猶，

道也。」346猶也與迪音近，亦有引導的意思。《爾雅．釋詁》、《說文》並言：「迪，

道也。」猶、迪、道上古音同在幽部，聲母也很接近，具備通假的條件，可以代

表同一個詞。鄭氏又云： 

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祗之坐者，謂布

祭眾寡與其居句。 

                                                      
344

 同前註，頁 111。 
345

 同前註。 
346

 《毛詩注疏》，卷 10，頁 36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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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位」意為「即位」，是受祭時鬼神的「居坐」所在。《禮記．禮運》說：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鬼神既有特定之居坐，祭祀時也應有類似擯詔賓客的

儀式以接引之到祭位。《禮記．禮器》曰：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

得也。 

鬼神受祭所處之位置有別，所以「三詔」之處所也有分別，正如生人禮中的

賓客到來時由贊相者詔至所屬之位。 

就《詩經》昭假一詞的探討中可以推知，祭祀既定的要素除了受祭者、主祭

者、贊相者，特定的祭位也不可或缺，引此推彼，也可聯想到《儀禮》對於「北

向」、「南向」的指引為何如此細致。據此也可以明瞭為何昭假一詞之主語有時是

「大夫」（《大雅．雲漢》），有時是「成王」（《周頌．噫嘻》），有時是「天」（《大

雅．烝民》），因為本來是描述祭祀之過程，參與者包括贊相入廟者和入廟受祭者

兩方，所以主語的不同，無非是被陳述的對象有所不同而已。 

 

五、紹庭上下 

    除了昭假之「昭」字，還有和召字在音義上有關聯的字一直被誤解，例如紹

庭之「紹」，《周頌．訪落》：「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鄭《箋》云：「紹，繼也。

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

所謂「陟降庭止之道」來自《傳》、《箋》，毛《傳》：「庭，直也。」《箋》云：「上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347陟降是描述神靈往來天人之間，此

在《漢書》及朱熹、馬瑞辰、王國維等人著作中已有定說。348  

                                                      
347

 《毛詩注疏》，卷 19，頁 739 上。 
348

 《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熹《詩集傳》﹕「蓋以文王之神在天，

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馬瑞辰《通釋》云﹕「《集

傳》之說是也……古者言天及祖宗之默佑，皆曰陟降。《敬之》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土，日監在茲。』此言天之陟降也。〈閔予小子〉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訪落〉詩曰﹕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言祖宗之陟降也。天陟降，文王之神亦隨天神為陟降。故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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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訪落〉的「上下」與「陟降」並不同義，若視作同義詞來解釋，

不但意複而且可能不合語言習慣。《大雅》和周銘有不少相同的用詞，此篇「上

下」即天地上下眾神靈，周銘的「上下」作賓語時，謂語或為信合之詞，例如「頊

于上下」（大克鼎），349或為飲食祭祀之詞，「配上下」（五祀㝬鐘）、「侃喜

（衍饎）上下」（鮮鐘，集成 0143）等，《周書．召誥》亦見「毖祀于上下」，

皆指天地間之鬼神，並非君臣間之「上下」。350詩言在庭中向上下兩方之神靈祈

禱，神靈又會在庭中陟降，這是以人事來打的比方，因為庭本是致告、迎客之所，

351此紹字和《禮記》「三詔」之詔是同義的。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首兩篇都是祭祀告神之辭，首篇對先王自稱「閔予

小子」，訴說家道多舛，心中憂病不已，遂想象（念）皇考、皇祖、皇王「陟降

庭止」，又自言能勤敬不懈，請皇王聽稟告後賜福。後篇〈訪落〉自稱「維予小

子」，前半承上篇提及時王臨政，多遇艱辛，因而廣求天地眾鬼神「陟降」臨佑。

「紹」和「陟降」作為前後句組合的關係也見於銘文，𤼈鐘（集成 0247）銘云：

「追孝敦祀卲各樂大神，大神其陟降嚴祜。」大神固然屬於「上下」之類，而

大神之所以「陟降」，也與「卲各樂」有條件關係。至於「卲各樂」三字配成詞

組，是因為周代有宗廟祭祀奏樂之禮儀，《逸周書．世俘》：「王不革服格于廟，……

籥人九終。」可知各、樂等儀式是能連繫起來的，而對象都可以是先祖。 

紹（卲）和陟降的關係另有一旁證，《楚辭．大招》曰：「魂乎歸來！國家

為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後兩句和「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可以對讀，

「三公」和「上下」之神靈都是被招的對象。兩篇的招、紹都是溝通鬼神的行為，

                                                                                                                                                        
王陟降，在帝左右。』」 
349

 《風俗通．皇霸》引《尚書大傳》云：「頊者，信也。」上下取信，表示君臣相得。參見馬承

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3 冊，頁 216。 
350

新亭有專文縷析卜辭、銘文及載籍中「上下」之意義範圍，得出「通言『上下』則泛指一切神

祇。……用『上下』代稱君臣、上下級同樣是很自然的，不過這一類表述在西周及以前的文獻中

還很少見到。」見氏著：〈大克鼎的「逸于上下」及其意義〉，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

心，2013 年 2 月 22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22 
351

 何尊（集成 6014）：「則廷告于天。」馬承源讀「廷」為「侹」，意為敬。馬氏所據乃《廣韻》，

兩周銘文及古籍未見此用法，所以未能取信於學界。學者主張廷不破讀，廷本為群臣朝告其君之

所，武王對天，亦相當於臣對君，故在廷致告。按《小雅．小旻》云「發言盈庭」，是庭（廷）

為致告之所，「廷告」於義毫不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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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庭」之「紹」可對應銘文之卲，詩意是接引鬼神，使之臨佑。鬼神陟降是「紹」

（卲）帶來之結果。 

茲略作結辭，各之義為入廟室，帶有致祭或受祭的意義成分，卲各之「卲」

和文獻「詔侑」之「詔」對應，卲各與〈特牲饋食禮〉延尸入廟受祭之程序類似。

卲各在銘文敘述結構中的特點，可見下表： 

 器物 用途 預期成效 

卲各 王對作宗周寶鐘，倉

倉悤悤， 雝雝 

 

用卲各丕顯祖考先王， 

 

先王其嚴在上，

，降余多福。 

（宗周鐘，集成 0260） 

卲 作尋宗彝 

 

以卲皇祖，𡢁（其）嚴

（徵/遄）各， 

以受純魯多釐，……

佑四方。 

（秦公簋，集成 4315） 

各 
寧肇諆作乙考 𣪘 

 

其用各百神， 用綏多福，世孫子寶。

（寧簋蓋，集成 4021） 

    卲、各出現在「用作」某某器之後，用以表明其器之用途，接著指出預期可

帶來之成效。學者大多讀「卲皇天」、「卲大宗」之卲為昭，作動詞用，謂是彰

顯美德之意。按銘文揚美德之詞最常見有「對揚」，個別有「昭揚」（楚王酓璋

鐘），據銘文辭例，贊美之詞置於作器文之前，一般以「對揚……用作……」的

結構書寫，絕少例外。而卲字都在「用作……」語後，恰好與「對揚」相反。兩

種不同的敘述次序可以反映，為了歌頌一個人而鑄器並銘刻其事，和器物本身的

功能是不能混淆的。其實青銅器之製作，絕多數具有飲食及音樂功能，用來致祭

也是這兩種功能的仿照，從銘文所言的孝、享、喜、樂等語基本上沒有脫離器物

的性質，讀「卲」為「昭」則與此器物特性無所承。 

各（文獻作「格」）字可以反映周代的天人關係，是必須揭示的，如〈君奭〉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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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學界普遍將此格字理解為感召之意，大意上是說得通的，但就不能說明用格

字來表達天人關係的原因。格、卲和天、帝兩個概念有穩定的配詞關係，「格于

皇天」、「卲合皇天」、「印卲皇天」、「於昭于天」都與「受命」有條件關係，

我們普遍理解格為「至」是不夠準確的，「格于皇天」的「于」或作被動詞用，

意謂承蒙皇天來格（各），所謂「天監有周，昭假于下」，《易傳》說：「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皇天、上帝的臨佑也會如天子般給予人賞賜，周天子對皇天以臣子

自居也有不少證據，重點是卲或各都用以宣示人具有天所付予的某種特權。作為

祭祀用語的各字意義不在「進入」，而在進入後的程序，例如致祭祖先或賞賜臣

子。再以簡表說明召、卲和各、格在禮儀及天命敘述結構中的特點： 

賓主/天人 賜物/降命 

召 吏（使）師俗召師酉 王 袤 師酉易（賜）豹裘 

卲 於！卲于天 其命維新……帝命不時 

各 王各，宰 从（從） 易（賜）貝五朋 

格 格于皇天 故殷禮陟配天 

《詩經》中的昭（卲）假（各）是祭祀用語，和生人禮中的召（詔）、各有

對應關係，卲、各被挪借過來比擬人與上天、鬼神的關係。過去學者訓卲各為招

請鬼神下臨，或謂光耀地來臨，都是在字本義或通假關係上立論，忽略了當時語

境中之具體意義。今分別歸納兩字在銘文中的用法，得以明瞭卲、各二字本來見

於生人之禮，卲各一詞應是由「詔+某+各」的句子結構省略而來的。 

𥃝、卲字不見於經典，秦漢之際一律以昭、紹等字代之，引致經傳文義被誤

解，學界更普遍據經傳及古注釋讀銘文上之卲字，使銘文也被誤解。對照銘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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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文獻可知，不少昭、紹字宜改讀為卲，若干卲字的銘文應保留原讀。𥃝、卲、

召有相同的來源，初義是置酒招待，引申為一般意義上的迎接、輔助，也用以比

喻天人之間、先祖後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六、紹、昭 

𥃝、召後來與紹、昭諸字相混，在作結之前必須申明，銘文中不少卲字不能

改讀，已如上述，亦有為數不少的用例真正是卲借作昭用的，這並不與文中所持

之論據有矛盾。西周早期僅有一例，見於沈子它簋蓋（集成 4330）：「敢 卲

告（朕）吾考。」戰國時期所見卲字大都作昭用，例如中山王 方壺：「因

（載）所美，卲犮（跋）皇工（功），……明犮（跋）之于壺而時觀焉。……卲

告後嗣。」「卲犮」、「明犮」同見，又有「卲告」，皆指大肆用言語或文字表達，

楚王酓璋戈（集成 1.1381）：「用乍（作） 戈，台（以）卲 （揚）文武之□。」

壺（集成 9734）：「敢明昜（揚）告」。對比卲揚、明揚，卲告、明告，據配

詞特點可以確定卲讀為昭，有彰顯之義。 

另有紹字在文獻中亦與召、卲相混，過去學者如吳大澂主張繼紹之紹與召、

𥃝字同源。352但是透過納銘文用例，在迎接、輔助、招待等意義外，明顯可以劃

分出一個表示延續、累積義的用法出來，這和上三義的引申關係並不明確的，恐

怕要先假定表延續義之紹是一個來源不同的詞，而又借作介紹（召）之紹。紹本

字或為 （戰國楚王熊悍盤，集成 10158），從系，召聲，匕口變為左右結構。

召可能只表聲，不表義。紹一般作動詞中，所接的賓語一般不是人、天等個體，

而是剌（烈）、命一類的概念，和「卲大宗」、「𥃝我一人」是不同的，例如史

墻盤（集成 10175）：「申寍天子，天子 （紹）饡（纘）文武長烈。」 從

（犬），召聲，此應為「貂」本字，借作紹用，纘字意思為聚，紹纘近義並列。

                                                      
352

 吳大澂：《字說》，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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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銘文「 （紹）」，關於 的釋讀有「慎」、
353
「申」、「紳」、

354
「緟」、

355「承」356等幾種說法。按「申」、「紳」、「緟」三種讀法於文字形音和銘文

用法上都較合適。諸字皆取重複義，申紹或緟紹是近義結構複詞，《周易．巽卦》：

「重巽以申命。」《說文》：「緟，增益也。」《玉篇》：「疊也，複也。」從

重者多蒙此義，《釋名》：「踵，鍾也。鍾，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緟紹」

陳侯因 錞（集成 04649）作 （紹緟），語序互換，所以很可能是近義並

列複詞。陳侯因 錞的 字從卲，當作紹用，銘文𥃝、卲、紹最初不通用，自

戰國中期始混，載籍上所見則至於紊亂。 

 

七、 結語 

今已重新歸納銘文辭例，得知𥃝字的本義是酌酒招待，在銘文中有迎接、會

合、佑助等義。簡寫「召」也表示「招待」義，如《禮記．曲禮》：「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至於後來泛指呼召到來，可能是由迎接、引導的意義成分中引申出

來。𥃝的異體寫作 ，和「卲」也有繁簡對應的關係。銘文中有某人𥃝某時王，

某人卲某先王兩種結構相同的敘述，是臣事、輔弼的意思，表達了君主和臣子的

關係、先人和後人的密切關係。後人一概讀卲為「昭」恐怕是未注意到這種觀念。 

 

 

 

                                                      

353
 楊樹達讀 為「狢」，通作恪，認為「申紹」就是「慎恪」。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毛公

鼎跋》（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3—14。 
354

 裘錫圭、李家浩：〈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22—428。 
355

 季旭昇：〈說緟紳〉，收於王建生、朱歧祥主編：《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臺北：聖環圖書有

限公司，2006 年），頁 223—235。 
356

 何樹環：〈金文 再探〉，《東華漢學》，第 16 期（2012 年 12 月），頁 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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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通觀周代青銅器的發展，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的器類、形制、紋飾乃至組合，

大體承襲晚商體系。到了西周中期開始大變動，形成了自身的特徵。《春秋左傳．

成公二年》云：「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器物是禮儀的載體，而禮儀又是思想

的載體，能夠反映一代人某方面的思想觀念。不同時代的思想觀念也會塑造出一

套有別於前代的器物和禮儀。 

沉湎於酒是商代滅亡的其中一個原因，這是周初人為前代歷史所下的定論，

在此思想背景下，周代的飲酒禮別具研究的意義。通觀周代青銅器的發展，西周

早期的青銅器的器類、形制、紋飾乃至組合，大體承襲晚商體系。到了西周中期

開始大變動，形成了自身的特徵。《春秋左傳．成公二年》云：「器以藏禮，禮以

行義。」器物是禮儀的載體，而禮儀又是思想的載體，能夠反映一代人某方面的

思想觀念。因此一代人的思想觀念足以塑造出一套有別於前代的器物和禮儀。 

周初文獻所表現的思想和商代已有很大的分別，比較兩代飲酒文化，大盂鼎

銘、《尚書．酒誥》等西周初年的誥命可見，周初人目見殷人酗酒喪國，於是嚴

肅地告誡國人不可重蹈覆轍。不過禮儀制沒有一下子修訂過來，器皿也沒有大變

化。中期以後青銅酒器退出於禮器群組，雖也保留著飲酒習慣，但已大為約束。

經本論文分析可見，由西周中至整個東周時期的銘文「酒」、「飲」、「饗」、「祼」、

「瓚」、之詞不算少見，在天子諸侯會面的場合中更是不可或缺，所謂「酒以成

禮」(《世說新語》）的說法，對此時的狀況是很適當的描述。周中期以後的酒禮

體現在饗醴、設侑的制度上，饗酒的重要性大大減低，而且不設侑。饗醴有侑者

勸飲是基於醴的溫和特性，不易使人醉，也不違背先王令國人戒酒的目的。 

具體操作上，論文前半部分嘗試細分析瓚、祼的形義，銘文輔助用語之別，

醴、酒之別。聯繫到銘文的具體語境來思考，重新疏理了相關材料。還有縮、飲、

厚、懿等字形音義也提出了新解，另一個關注點是用古字形構來解釋禮儀雛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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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分別考察了召、瓚、祼、將等字的形音義、實物，對比周代銘文及古書

所見的禮儀制度，希望能將三方面材料的互證關係建立起來。最後部分的重心稍

為轉移，談及召/卲字的本義及其在銘文中的具體用法，分析兩者的引伸關係，

歸納當時官方文獻中出現召字的一種陳述結構，對於周代文獻詮釋，以至政治思

想和天人關係等課題帶來一點輔證。 

本論文後半部分由𥃝字的部件 展開，由於 在古文字中一直沒有再出

現，是最難指稱的事物。我先分析了𥃝字形音義，再參考古書所載招待賓客的工

具及其用法，對驗 所象之物。綜合各方資料來推敲， 最有可能是篚屬器

物。從《詩經》、佚《書》、《儀禮》的記載可見得，篚是上古先民用以載物接待

賓客之工具，這和𥃝的招待義相關，可說是突顯招待義的部件。 

𥃝字基本意義當是用酒招待，引申為迎接、輔助、召喚等意義，隨之分化出

招、詔、召等字，可以將此稱為𥃝字族群。這族群成員中有些對象是生人，有些

是先人和天，比較兩種陳述可得知，周人的天人（多指周王）關係觀念、天命觀

念是以現實中的君臣關係打比方的。大臣夾𥃝天子去經營四方，天子也迎卲皇天

去經營四方，大臣獲天子賜命，天子也獲得皇天賜命。另一種陳述，現實中賓客

受詔引去見天子，因而獲得賞賜，光耀了宗族；先君也卲合皇天，來往於帝廷，

給嗣君降下福祉。天人之際好比君臣之交，天命猶如君命，是一種擬人化、禮制

化的觀念，可以說，這種構想是以飲酒禮為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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