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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西周金文中稱呼為「師某」（「師某父」）的一類人，以前往往認為「師」是
其官職。張亞初、劉雨的《西周金文官制考》一書將這些人與大師等放在一起，
列為「師官類官」。前人在談及這一類人的時候，往往結合單篇的銘文對他們的
身份進行確認，因此出現了「師」是「師氏」的簡稱或者「大師」的簡稱等看法。
這些觀點由於取材範圍過窄，或者由於有結論先行的弊病，故而有失偏頗。
西周金文中這些稱作「師某」的人是一類較為特殊的人群，他們的官職各不
相同，許多人確實是武官，且有帶兵打仗的記錄，但也有一些人的職責與軍事無
關或者不直接相關。西周時期的官制系統已較為成熟，不應出現一種官職名稱對
應多種差別巨大的職責範疇的現象，因此「師某」的稱呼並非以官職冠於私名之
上。職責差別之外，「師」的社會地位有高下的不同，並且上司和下屬、子輩和
父輩祖輩可以同時稱為「師」，前者說明「師」不是一種尊稱，後者說明「師」
不是一種世襲的爵位。在地緣方面，「師」大都集中在周人的兩個重要的活動中
心——宗周和岐周。而在血緣方面，「師」表現出一定的家族性特征，在宗周和
岐周也分別有一個由「師」組成的家族。「師」的家族具有著深厚的歷史傳承，
是較為強大的地方勢力。
總而言之，師是西周時期宗周地區對某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有官職的貴族
的稱呼，他們擁有一定的功業或者社會名望，同時也擁有強大的家族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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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issu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people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referred to by “Shi 師 X” (or “Shi 師 X fu 父”) had to have been
officials because of these names, and argues against the view that these names were
associated with or abbreviations of the offices called “Shi shi 師氏” or “Da shi 大師”.
Point in fact, people whose names were preceded by “Shi 師” had wide-ranging
duties. They were military officers, secretaries, education officials, and even regents.
The Western Zhou had a sophisticated official system,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one
position was set to administer such a multitude of tasks and duties. In addition,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could be called “Shi 師”, and a
collation of all the data suggests that it was not an honorific appellation nor a
hereditary title.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unearthed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reveals that these people called “Shi 師 X” were centered mainly in Zong Zhou 宗周
and Qi Zhou 岐周, these two places being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enters of the
Western Zhou rulers. I argue that “Shi” was a term used by nobles who possessed a
certain amount of meritorious deeds or attained a certain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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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今天的「師」字在古文字中有兩個來源，一個一般寫作
有時又省去「𠂤」形，寫作「帀」；另一個寫作「

，隸定為「師」，

」，隸定為「𠂤」。兩字皆讀

為「師」
，但意義不同。前一個字的一般用法多為「師某」
「師某父」
（「某」是人
名）等，是對人的一種稱呼；又用作「大師」「師氏」等；后一個字的一般用法
為「某𠂤」（「某」是地名），學者多認為是駐扎在某地的軍隊的稱呼。與後一個
字相關的又有一個寫作「

」或「

」的字，學者多讀為「次」，即屯兵、駐軍

之義。相對來說，作為人稱來講的「師」指涉較為寬泛，而「𠂤」的用例較為固
定。這兩個在古文字中並不相同的字，經過歷史的演變，最終都固定在「師」這
樣一個字形的框架中，導致古人依據傳世文獻進行字義解釋的時候，將這兩個字
牽連在一起進行闡釋。甲骨文的驚世出土給古文字學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對於這
兩個字的意義，以及它們所反映出的社會狀況，前人已多有探討。在「師」字的
諸多用法中，有一種是用作稱呼的，其結構往往是「師某」或「師某父」。前人
在探討這些人物的身份時，往往局限於一篇銘文之內，故而得出的結論難免偏
狹。本文希望通過搜集相關原始材料，並整合前人議論，對此問題進行梳理和再
挖掘。

第一節

研究現狀

一、 文字研究
許慎的《說文解字》將「師」與「𠂤」分作截然不同的兩個字。《說文》認
為「𠂤」像小土堆之形，「𠂤」部之下有「官」「𡴎」二字，但無「師」字。《說
文》將「師」列於「帀」部之下，但該部僅有「帀」
「師」二字。
「師」字的源流
究竟是什麼樣的？後世尤其是科學的文字學建立以後，學者對這一問題多有辨
證，「師」與「𠂤」以及其他相關的字之間的關係已較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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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𠂤」字的研究
《說文解字》曰：「𠂤，小𨸏也。象形。」1是說「𠂤」字有小土堆的意思。
大徐本注云：「今俗作堆字。」可見許慎所說的「𠂤」是小土堆之意。宋人戴侗
在《六書故》中就已指出：
「側

為𨸏，側

為𠂤。」2清人孫詒讓則更進一步申

明：
「考《釋名》云：
『土山曰阜。』則阜亦山也。𠂤蓋象土山陂陀衺側之形，與
山丘字縱橫相變。」3孫氏認為，
《說文》所收的這個「𠂤」字實際上是山丘等字
的變體，蓋橫寫則為山丘，縱寫則為𠂤，本是一義。此見可謂得之。裘錫圭進一
步指出，甲骨文中的「𠂤」是「堆」的古字，有可能用來指人工堆築的堂基，又
引申為殿堂、大庭。4頗有創見。
「𠂤」字在金文中亦多見，但意義已與前述大有不同，前人已指出往往作「軍
隊、師旅」等來講。通常，這種用法會與地名相連，形成「某𠂤」的結構。徐中
舒曾將此字視為「

」字之省文，讀為《公羊傳》莊公三年「公次於郎」的「次」

字，5雖在某些銘文中可以自圓其說，然放諸全部金文材料，時有不通，未可輕
從。于省吾指出，
「凡金文中地名之稱『某𠂤』者,『𠂤』的上一字為原有地名，
『𠂤』字則由於時常為師旅駐紮而得名。」6晉姜鼎銘文有一個《考古圖》
《嘯堂
集古錄》等釋為「以」的字，其實就是「𠂤」（與「㠯」字形相近）。7「某𠂤」
其實就是某地之戍守軍隊的意思，亦可僅僅釋為某地，而「𠂤」由軍隊之意轉為
行政區劃的代名詞。8這一點在甲骨文中也可以得到驗證。楊樹達即將《殷契粹
編》五九七片讀為「丁酉，貞，王作三𠂤，右中左。」其中，
「𠂤」就是「師」，

1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頁 730。
2 [宋]戴侗：
《六書故》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
，頁 92。
3 [清]孫詒讓著、戴家祥校點：
《名原》（濟南：齊魯書社，1986）
，頁二十上。
4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域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𠂤」〉
，載於國家文物局古文獻
研究室編：
《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頁 1-4。
5 轉引自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十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頁 756。
6 于省吾：
〈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
，
《考古》1964 年第 3 期，頁 152-155。
7 [宋]呂大臨、趙九成：《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
（北京：中華書局，1987）
，頁 8。
8 周萼生：〈眉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第八期，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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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軍隊、師旅」。9
「𠂤」字上述二義相距實在甚遠，於是便有人試圖找出它們之間的關聯。孫
海波云：「古者都邑必賓附丘陵。都邑為王者之居，軍旅所守，故𠂤有師意。更
引申而有眾意。」10此說實本章太炎所謂古代天子居山之說。章說本自有道理，
然必以其與「𠂤」字拉扯在一起，則實屬牽強。季旭昇也提出：「軍隊駐紥地多
在高起的丘陵地，因此引申為軍師。」11雖未提及（或是拋棄了）天子居山說，
然於「𠂤」字二義之關聯一仍其舊。其實，李學勤已經發現，作小土堆講的「𠂤」
與作「軍隊」講的「𠂤」其實是兩個同形字，「試比較甲骨文、金文的『阜』和
這個字（作軍隊講的𠂤），便可看出其間差別。」 12李學勤在另一篇文章中更詳
加申述，將字形為「

」的「𠂤」與字形為「

」的「𠂤」區分開來，前者應當

釋作小土堆，後者應當釋作軍隊。13也就是說，兩者原初的字形確有不同，只是
在文字演變的漫長過程中，最終都隸定為「𠂤」，而沒有明確了解這種變化過程
的人，自然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朱德熙、裘錫圭曾將戰國銅器銘文中一些隸定為「𠂤」的字釋為「官」字的
省文，并認為這個字特指食官。14王恩田在此基礎上有所發揮，認為甲骨文中的
「

」
、西周金文中的「

」以及朱、裘所說的「𠂤」都應當釋作「官」
，且前兩

者當是館舍之「館」的初文。15是較為新穎的說法。
2、「師」字的研究
「師」字在出土文獻中的意義，較之傳世文獻，變化並不算大，故而少見爭

9 楊樹達：《積微居叢書．卷二．卜辭求義》
（台北：大通書局，1972）
，頁 70。
10 孫海波：《甲骨文錄》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
，頁 185-186。
11 季旭昇：《說文新證》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頁 980。
12 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
，《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頁
215-223。
13 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
，《人文雜誌》1981 年第六期，頁 87-92。
14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
，《文物》1973 年第 12 期，頁 59-61。
15 王恩田：
〈釋 、 ——兼論商代客館與戍守制度〉
，
《考古學研究（六）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
，頁 308-324。
5

論。唯「師」字之構造，尚有異說。
《說文》釋「師」字云：
「二千五百人為師。
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16是在《說文》而言「師」有「軍隊」和「人
眾」二義。文字構造上，
《說文》認為「𠂤」和「帀」都是義符。
「帀」字小篆寫
作「

」
，
《說文》認為是一個反寫的「之」字，釋為「周」
。段玉裁注云：
「凡物

順屰往復則周徧矣。」是將其釋為循環往復之義，又有周匝之義。《說文》所謂
「𠂤四帀」，似是認為師旅駐紮於𠂤的四周，故而从此二形。學人多以此為論。
馬敘倫認為從字義出發進行的解釋不夠周全，指出「師」字「從帀從𠂤不能會意」
，
他試圖從字形出發，創為新說，將「之」字釋為「艸出地上」，而「帀」字既然
是「反之」，當是「根在地下盤扎之義」，將「師」字釋為從帀𠂤聲的形聲字。17
然則馬氏又從金文用例中尋找例證，認為「帀」應當是「巿」
，又云「師」是「帀」
的轉注字。18馬說反復不知所取，其所闡釋亦無可從。實際上，晚清劉心源早就
認出「帀」是「師」的省文。19近人林義光也對許慎、段玉裁的說法表示懷疑：
「反之無周匝義。」20從傳世文獻來看，除《說文》以外，早期文獻中並沒有這
樣一個「帀」字，許慎可能是張冠李戴地將省寫之字視為獨立的字收入字書。至
於孫海波21、馬敘倫22等複又泥於《說文》而解字，希望從形音義等方面把一個
獨立的「帀」字與「師」字聯係在一起，實皆不必。
3、「𠂤」與「師」的關係
作軍隊來講的「𠂤」與「師」之間，由於音形并近，前人對它們之間的關係
」是「師」的省文。23孫詒讓認為「

」與「師」

之間存在著假借關係。24羅振玉的意見與吳大澂恰恰相反，他認為「

」是「師」

有著多種看法。吳大澂主張「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頁 273。
馬敘倫：《讀金器刻詞》
（北京：中華書局，1962）
，頁 104。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頁 139。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1）
，頁 64。
林義光：《文源》
（上海：中西書局，2012）
，頁 70。
孫海波：〈卜辭文字小記〉，
《考古》1935 年第 2 期，頁 56-77。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頁 485。
[清]吳大澂：《愙齋集古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頁 90。
[清]孫詒讓：《契文舉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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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字。25後來的學者如郭沫若 26、徐中舒27、唐蘭28等發現，「

」和「師」有

時同時出現在銘文中，字形既不相混，用例亦有區別，因此指出兩字在金文中是
有區別的，但到了後世混而為一。這種看法已被大多數學者接受。
二、 制度研究
最早對西周金文中所見官制進行研究的當屬楊筠如的《周代官名略考》，其
中關於「師」的部分，楊氏對「師 X 父」稱呼是否可以對應周之大師持存疑的
態度，同時又指出金文的「師氏」與《周禮》中的有所不同。29
郭沫若在《周官質疑》一文中羅列了二十類金文與《周禮》相牴牾的官職，
其中「師氏」一節認為「師氏之名蓋取諸師戍也」，將師氏歸為武職。 30斯維至
在郭沫若的基礎上擴大了考察範圍，提出師是師氏的省稱，並且除武職以外，師
氏又可掌管貴族教育。斯氏對銘文中的「工師」
「大師」
「師尹」也略有涉及。31
此外，徐宗元32、白川靜33、左言東34也都對師的官職進行過補充探討。
在官職、官制的研究方面比較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張亞初、劉雨的《西周金文
官制研究》。他們以《周禮》為參照，將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全部官職進行梳理，
認為西周存在著以「太史寮」和「卿事寮」為主體的二寮行政結構，西周早期和
晚期的行政結構又有所不同。其中，大部分與「師」有關的官職被認為是卿事寮
下屬的三事大夫（西周晚期稱三有司）的屬官。從張、劉的研究來看，「師」所
轄事務極為龐雜，研究將其歸結成七類，又可進一步總括為軍事、行政、教育三
大塊——這幾乎涉及了周代社會高層管理的方方面面：軍事關乎國之興敗存亡，
行政保證社會制度的順利實施與社會秩序的有效運行，而教育則將社會的制

25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
（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
，頁 208。
2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考釋第 34 頁。
27 徐中舒：〈 敦考釋〉，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冊。
28 唐蘭：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175。
29 楊筠如：〈周代官名略考〉，輯於氏著：《楊筠如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頁
192-194。
30 郭沫若：〈周官質疑〉
，《金文叢考》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頁四九-八一。
31 斯維至：〈西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七卷，頁 1-25。
32 徐宗元：〈金文中所見官名考〉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57 年第二期，頁
176-210。
33 [日]白川靜：〈釋師〉
，《甲骨金文學論叢》第三集。
34 左言東：〈西周官制概述〉，
《人文雜誌》1981 年第 3 期，頁 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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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禮——普及到應當接受教育的人群當中。
「師」的長官是「太師」
，總領諸
師之事。
「師」又有王廷與諸侯之分，即謂周王有「太師」
「師」等官吏，諸侯亦
有這些官吏，如春秋晚期蔡大師鼎的蔡大師，就是蔡國的太師，等等。35
在冊命金文的研究中，也往往涉及對師官的一些解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黃
然偉36、陳漢平37、汪中文38、何樹環39等。此外，許多有關中國歷代官制的專著
中也都稍微提及了師官，唯與本題研究相關之處著墨寥寥，這裡不再一一列舉。
此外，何景成對西周官制研究領域的中西研究均有統攝性思考，在此基礎上對西
周的國家機構進行了深入研究，對「師」也略有涉及。40
三、 軍事研究
銘文中的「𠂤」字屢見不鮮，在這一課題上，學界已就某些方面達成共識，
如「𠂤」字絕大多數情況下與西周的軍事組織有關，𠂤是周王室所掌控的重要軍
事力量，
「六𠂤」
「八𠂤」比其他諸𠂤的軍事組織地位更高等等。在銘文諸多的𠂤
中，關於「六𠂤」
「八𠂤」的討論一直熱度不減。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郭沫若41、
李學勤42、徐中舒43等人都曾就此問題發表過看法，于省吾44、楊寬45二人更是就
「六𠂤」「八𠂤」及鄉遂制度的問題展開過熱烈討論。對於𠂤這種軍事組織的性
質、構成、駐地、職能、具體活動、相互關係等問題，八十年代至今不斷有學者
提出新說，然而未能在學界取得一致認識。可以說，關於𠂤的探討，已為學界公

35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3-8。
36 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
（香港：龍門書店，1978）
。
37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
（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
。
38 汪中文：《西周冊命金文所見官制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
39 何樹環：《西周錫命銘文新研》
（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
40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
4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頁 2-3。
42 李學勤：
〈郿縣李家村銅器考〉
，
《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第 7 期。李學勤：
〈論西周金文的六
師、八師〉
，《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頁 215-223。
43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考古學報》1959 年第 3 期頁 53-66。
44 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
，《考古》1964 年第 3 期，頁
152-155。于省吾：
〈關於《論西周金文中六𠂤八𠂤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見〉
，
《考古》1965
年第 3 期，頁 131-133。
45 楊寬：
〈論西西周金文中「六𠂤」
「八𠂤」和鄉遂制度的關係〉
，
《考古》1964 年第 8 期，頁 414-419。
楊寬：
〈再論西西周金文中「六𠂤」和「八𠂤」的性質〉
，
《考古》1965 年第 10 期，頁 52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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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定論並不很多。值得注意的有王恩田46與商艷濤47。王恩田多次撰文，重新
探究了「𠂤」字的本義，認為應該讀作「官」，並對其背後反映出的軍事制度進
行了探究。商艷濤的專著《西周軍事銘文研究》中闢專章對𠂤字進行了全面的梳
理和研究，辨明了「𠂤」與其他相關諸字如「

」「

」等存在差異，深入探究

了「六𠂤」「八𠂤」的得名、組成、建立及活動時間，以及其他諸𠂤及格自的駐
地等問題，已是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用力最勤的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張亞初、劉雨在《西周金文官制》中將「師官類官」闢為一個專門的類別，
但同時卻又把「𠂤」與「師」都放進這個類別進行考察，結果混同了二者，這必
然擴大了「師」這類人群的實際範圍。他們力圖把金文中所見的官職與《周禮》
對應起來，顯然仍未脫出《周禮》所構建（設想）的理論框架。事實上，西周金
文中有大量的「師」，他們有的被冊命為高官，有的則僅司卑職；有的得到了豐
厚的賞賜，有的則受賜微薄。這些有著同樣稱呼的人，實際的地位和待遇卻千差
萬別，我們很難將他們視作同一類。這種情況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師」這
個稱呼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情況，才擁有了如此廣泛的適用性？或者說，這種適
用性本身合理嗎？這是本文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通過不同銘文的比讀我們還可以發現，「師」作為一種稱呼，主要用於人名
（私名）之前，但是在行文中，它是可以被省略或替換的。「師」的簡省或更替
是否代表了人物所處場合的變化，或者身份的變化？此外，在春秋銘文中，西周
時期曾強盛一時，遍佈南北的軍事組織「𠂤」也難覓蹤影。這種情況容易理解，
西周的王室偏居渭水谷地，難以對關外廣闊的國土實行有效的掌控，故而設立諸
46 王恩田：
〈釋 、 ——兼論商代客館與戍守制度〉
，
《考古學研究（六）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
，頁 308-324。王恩田：
〈釋 （𠂤）
、 （官）
、 （師）〉
，
《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
，頁 246-251。王恩田：
〈釋 （𠂤）
、 （官）
、 （師）補證〉，
《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
學系，1997）
，頁 811-821。
47 商艷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頁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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𠂤作為監控的手段。幽王末年，周幽王一係政治鬥爭的失敗直接導致了王朝的傾
覆，𠂤作為周王室所直接或間接掌控的軍事力量，也隨著西周的滅亡而一同消
失，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與此同時，儘管稱作「師」的人群在西周時期的銘文
中屢見不鮮，但進入春秋以後，這類人群在銘文中卻也突然消失不見了。這種現
象頗值得玩味：「師」們到底是隨著西周王朝一同覆滅了呢？抑或這種變化背後
另有原因？這些都是本文希望探討的。

第三節

金文材料來源及器物的分期和斷代

一、 金文材料來源及本文的處理方式48
本文的金文材料主要來源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著的《殷周金文集成》
（1-18 冊），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等人編著的《新收殷周青銅器銘
文暨器影彙編》（1-3 冊），劉雨、盧岩編著的《近出殷周金文集錄》（1-4 冊），
劉雨、嚴志斌編著的《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1-4 冊），陳佩芬所著《夏商周
青銅器研究》（下稱《夏商周》），吳鎮烽編著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1-35 冊）
（下稱《銘圖》）以及新出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
（1-4
冊）
（下稱《銘圖續》）等。以上書目在編著時所參考的古籍此處不再詳列。在電
子資源方面，參考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
庫」網絡系統。
在銘文釋讀方面，主要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著的《殷周金文集成釋
文》（1-6 冊），張亞初編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彙編》（1-3 冊），《銘圖》
（1-35 冊）
，
《銘圖續》
（1-4 冊）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所編著
的《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馬承源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1-4 冊）
（下
稱《銘文選》），《夏商周》等。字形方面還將以容庚所著《金文編》《金文續編》
及嚴志斌《四版〈金文編〉校補》等作為參考。
48 本部分所述書目詳細信息見「參考書目」一節，此處不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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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器斷代的主要參考書目有郭沫若所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下稱
《大系》）
，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
，陳夢家所著《西周銅器斷代》
，唐蘭所著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銘文選》（1-4 冊），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所
著《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彭裕商所著《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
，陳夢
家所著《西周年代考》
，李仲操所著《西周年代》
，劉啟益所著《西周紀年》
，
《夏
商周》等。
銅器和金文的原始圖片、拓片的發表，金文的釋讀，斷代的研究等文章還散
見於諸多報刊雜誌和網絡論壇，為數眾多，成果豐碩。對於這些文章，本文將在
具體引述時再行注釋，此處恕不一一。
本文引用青銅器，首次引用以及需要辨別同名器的時候，將在器名后注出該
器在《集成》《彙編》以及《銘圖》中的器號。使用《集成》的器號時將抹去首
位的 0。使用《彙編》的器號時仿照「資料庫」的格式，在原書器號前添加 NA，
以示區別。使用吳鎮烽《銘圖》的器號，在原書器號前添加 WU。使用《銘圖續》
時則添加 WX。本文所涉及的銅器基本不出上述範圍。
本文所錄銘文的隸定採用嚴寬結合式。對於一些常用字、通用字採用寬式隸
定，不再嚴格遵循原字的字形。如「隹」作「唯」
，
「乍」作「作」
，
「才」作「在」
「𤔲」作「司」
，
「

」作「尊」
，
「易」作「賜」
，
「𣪘」作「簋」
，
「且」作「祖」，

「朢」作「望」
，
「𦹋𤯍」作「蔑曆」
，
「𦨶」作「朕」
，
「𩒨」作「稽」
，
「尸」作「夷」，
「亯」作「享」
，
「

」作「眉」
，
「㠯」作「以」
，
「白」作「伯」
，
「氒」作「厥」，

「令」作「命」
，
「不」作「丕」
，
「乎」作「呼」
，
「邁」作「萬」
，
「𡖊」作「夙」，
「弔」作「叔」，「各」作「格」，「中」作「仲」，等等。個別變體的字也作寬式
隸定。如㺇盤49的「抯」與師虎簋的「

」皆直接隸定作「祖」，臤尊的「櫗」

作「蔑」，等等。一些無爭議的字，也直接採用寬式隸定。假借字則給出其嚴式
隸定，並在其後以（）標註本文所採用的寬式隸定字。不確定其隸定的字，以□
標示。原銘文丟失或摹本丟失的字，能夠推斷其內容的，以< >標註缺失的字；
49 胡盈瑩、范季融：
《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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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推斷內容的，以＿標示。
二、 器物的分期與斷代
青銅器分期斷代的問題十分複雜，需要考慮的因素繁多，因而也產生了許多
分期斷代的方法。總的來說，銅器斷代一般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銘文，二是銅
器本身，這兩個方面又是相輔相成的。
利用銘文進行斷代時，銅器的時代有的可以確定到某一王的某一年（甚至具
體到月日），這是一個器的絕對年代；不能確定絕對年代的，則需要判斷其相對
年代。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判定又分別有不同的方法。王國維最早提出了金文
銘文中的「時王生稱說」 50，為郭沫若採納為判斷金文標準器的重要原則。51儘
管「生稱說」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但使用標準器作為斷代依據的方法則為學界所
接受。唐蘭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康宮」原則，對銘文斷代的方法進行了
更進一步的探索。52由於該說否定了之前郭沫若、陳夢家關於斷代研究的大部分
成果，亦招致不少異議。曆朔斷代也是金文斷代的重要方面，其最主要的依據就
是月相，包括「既生霸」
「既死霸」
「旁生霸」
「旁死霸」
「哉生霸」
「初吉」
「既望」
「朏」等諸多表示月相的詞彙。對於這些月相的解釋，又可分為月相定點說和月
相四分說。定點說古已有之，劉歆在《世經》中已將這些月相具體在月中的某一
日。清代大儒俞樾作《生霸死霸考》對劉說進行了補益，影響頗深。53另一方面，
王國維亦作《生霸死霸考》對定點說發難，提出了月相四分說，將一月分為四個
時段，不同的月相代表不同的時段。54定點說和四分說互相攻訐，而格自內部又
有不同的定點或分段的說法，聚訟不止，使得曆朔斷代的方法紛繁複雜。二十世
紀末，李學勤所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棄二說不用，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既
生霸」
「既望」
「既死霸」與「初吉」分屬兩種不同的術語系統，將「初吉」排斥
50
51
52
53
54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59）
，頁 895-896。
郭沫若：《大系·序言》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頁 1-7。
唐蘭：
〈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考古學報》1962 年第 1 期，頁 15-48。
[清]俞樾：
〈生霸死霸考〉
，《春在堂全書·曲園雜纂》
，光緒十五年刊本。
王國維：〈生霸死霸考〉
，《觀堂集林》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頁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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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相系統之外。李學勤提出：「初吉與既生霸有重疊，表示初吉和月相不是同
一係統。」55
除了對年代的直接判定，銘文所透露出的其他信息也可用於年代的推斷。可
以通過人物關係的系聯來判斷做器者所處的時代，同篇銘文出現的在生的人物應
該活躍在同一王世或相近的兩個王世。特定句式的有無，文體格式的變化等也可
以作為斷代的參考，如銘文中出現疊字和韻文，則器物的斷代宜晚於西周的早
期。凡此等等。但這些手段都只能作為附加的參考信息，而不能以之為絕對的判
別標準。
標準器提供了器形和紋飾的重要信息，也為器形和紋飾的發展史劃出了節
點。將銅器與已知年代（相對年代或絕對年代）的銅器進行對比，也是分期斷代
的重要手段。陳夢家在《斷代》中大量使用這種方法，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成果。
《分期》將西周銅器從形制和紋飾兩個方面進行了細緻的分類，編列出西周青銅
器主要器類分期圖譜，這對於判斷它們的相對年代很有裨益。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銅器分期斷代的手段多樣，也建立起了一些標準，但在
具體操作的時候仍產生了許多分歧。利用標準器、月相、形制、紋飾進行分期斷
代的工作都是可取的，但具體到每一種方法時，諸如「生稱說」與「死謚說」的
取捨，月相的判定，形制與紋飾的歸類等仍然是影響分期斷代的重要因素。有鑒
於此，本文在器物的分期斷代上依照以下兩條原則：
一、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的結論，不再另立新論。如，利簋採用武王說，安
州所出「中」組器採用昭王說，宗周鐘（㝬鐘）採用厲王說，等等。
二、仍未取得一致看法的問題，在分辨格說的基礎上，或擇優而從，或再行
做出判斷，力求將其精確到某一王世，或某兩個王世。如不能判斷王世，則分別

55 李學勤：
〈西周晚期金文曆日的歸納〉
，
《夏商周年代學札記》
（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
頁 224-229。
13

歸入早、中、晚三期。盡量避免「無法分期」的狀況，如有，則不再在有關時代
的部分採用這類銅器進行論述。早、中、晚三期的分類如下：
西周早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
西周中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
西周晚期：夷王、厲王、宣王、幽王
西周的年代學並非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不會對銅器的斷代進行考論。一般
情況下，在涉及銅器年代的時候，本文會依照前述標準直接做出判斷，而不再詳
述推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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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材料整理

第一節 傳世文獻中的「師」
傳世文獻中作為官職的「師」最要有兩類。一類是國之宰輔，位列三卿的太
師。
《詩經．生民》有「大師維垣」之句，鄭箋云：
「大師，三公也。」56《漢書．
賈誼傳》云：
「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57這是認為太
保要保障周王的身體健康成長，太傅要負責育成周王良好的道德品性，太師要負
責向周王傳授治理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太師作為高級行政長官的地位也可以在
《國語》中得到證明。〈周語上〉中後人命名為〈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的篇
章中，太師與農師、農正、后稷、司空、司徒、太保、太史、宗伯等並列，都需
要在籍田的活動中進行儀式性的耕作。而且在籍田之前的五天，太師還要負責協
助司徒監察耕地的狀況（司徒省民，太師監之）。 58不僅王廷有太師，諸侯國內
亦設有太師的職位。
《左傳．文公元年》
：
「（楚）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預注：
「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59

可見太師是掌握著王宮禁衛的重要官員。〈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參與蔡太師

子朝友。」60亦是地方諸侯設立太師一職的證明。
另一類則是長於某種特殊技藝的人，這些人也稱為「師」。此類稱呼在《周
禮》中特多。
〈地官司徒〉中有分別掌管戒禁、政令、祭祀、耕作等事物的遂師、
鄙師、旅師、縣師等職官。〈春官宗伯〉中的師基本都是樂官，每種師掌握一種
特定的樂器，高級的樂師又稱「大師」「小師」。〈夏官司馬〉中的「師」大都掌
管輿地川澤，如牧師、圉師、川師、山師等。〈秋官司寇〉中則有掌管刑律的士
56
57
58
59
60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635。
[東漢]班固撰、[清]王先謙校注：《漢書補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頁 2248。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6）
，頁 19。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299。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左傳》，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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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禮記》中也有工師、漁師等，不一而足。作樂官講的大師、小師在一些傳
世文獻中又作太師、少師。
《論語．微子》
：
「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61《國
語．魯語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 62太師又作父師。《史
記．宋微子世家》
：
「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63即改寫自《尚書．微子》
：
「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64
文獻又有「師氏」。師氏的身份相當複雜，據《周禮》記載，師氏應當掌管
文教之職。
〈地官司徒〉篇云：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孫
詒讓疏云：
「媺，古美字。」
「詔，告也。」65師氏的責任之一是教導國中弟子「三
德」
「三行」
，其職司範圍可達整個王朝，可見地位是相當高的。這些職掌頗類《賈
誼傳》中所說的太傅與太師之合。師氏的工作可能還包括禮儀的具體指導：「凡
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66《周禮》所說的
「吉凶賓軍嘉」五禮中，這裡涉及了四種。師氏不但負責軍禮，還要負責一部分
與軍事相關的行動，「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
野外，則守內列。」67師氏為武職的一面得到了其他許多文獻的印證。《尚書．
牧誓》將師氏與亞旅、千夫長、百夫長同列，正說明了師氏之為武職。68《尚書．
顧命》亦將師氏、虎臣、御事相提並論。69不過，師氏的地位僅在千夫長與虎臣
之前，可能暗示著作為武職的師氏並沒有作為文職的師氏那麼高的地位。
《詩經》
的〈十月之交〉與〈雲漢〉兩篇均把師氏與趣馬放在一起，也似乎可以作為旁證。
70

至於〈葛覃〉篇中「言告師氏，言告言歸」71的師氏，僅僅負責女子的教育，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16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頁 205。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頁 1609。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146。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
（北京：中華書局，2013）
，頁 997。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212。
同上。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尚書》，頁 158。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尚書》，頁 275。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40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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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則還要低一些。聞一多甚至認為這裡的師氏就是姆師，亦即保姆。72
文獻中還有一位師尚父，亦即齊太公呂尚。
《詩·大明》
：
「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
《逸周書·克殷解》中亦以師尚父稱呼呂尚。不過在傳世的先秦兩漢文獻中，
唯有呂尚可以稱作師尚父，未發現其他人稱作「師 X 父的」。

第二節 西周金文材料中的「師」
金文中的「師」字，除用作人名和通假他字以外，可以分為以下幾種用法：
一種是「師某」或「師某父」
，是對人的稱呼。一類是「大師」
，屬於官職，又有
「伯大師」或「仲大師」之稱。一類是「師氏」，雖然「師氏」的作用多是軍隊
征伐，但在銘文中一律寫作「師」而非「𠂤」
。此外還有僅見於善夫克盨（4465）
的「師尹」，僅見於楚簋（4246）73的「內師舟」，僅見於大簋蓋（4298）的「吳
師」
，僅見於夨令方彝（9901）74的「亢師」等等。
商代金文中的「師」字所見甚少，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所藏商代晚
期𢄥作父乙簋（4144）銘文有「弜師賜𢄥叀戶、

貝」的記載，其中「弜師」

是賞賜者的稱謂。甲骨文屢見「弜」字，根據裘錫圭的考證，卜辭中的「弜」可
以用作否定詞，表示「勿」做某事，也有作人名和地名的用法。75商代金文里也
有「弜（亞弜）」字，絕大多數字例見於晚清以前的金石圖譜類書籍，字形與安
陽小屯村婦好墓所出土的亞弜鐃、鼎幾無二致。
「弜」既然是族名，那麼「弜師」
就應該是弜族之師。
商代的青銅器中，還有一件女喪鼎（2578），其鑄造時代當在商末周初，銘文
分為兩段，第一段七字為鑄銘，第二段十數字為刻銘。其中，刻銘稱「自作工帀

71
72
73
74
75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30。
聞一多：〈詩經新義〉
，《聞一多全集》第四冊。
有同銘簋 3 件，器號 4247-4249。
有同銘尊 1 件，器號 6016。
裘錫圭：
〈釋「勿」
「發」
〉
， 載於裘錫圭：
《古文字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2）
，頁 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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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據周萼生稱，此器與伯鮮、梁其諸器同出。 76后兩者都是西周晚期時器，
而與商末周初之器同出一墓，則該鼎有可能是商人之器為周人所得，後又補刻第
二段銘文。
「工帀（師）」之稱，商及西周除此銘外未見，春秋偶出，而戰國特多。
從銘文內容上來看，此器應當與諸多春秋戰國的「工帀（師）」器放在同一序列
內進行考察。
典型的「師某」，目前可以見到的最早的長篇銘文來自康王時期的師旂鼎
（2809）和柞伯簋（NA0076）
，前者記錄了一次軍事處罰事件，後者記錄了一次
射禮，
「師」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周早期的「師某」器銘文大多簡單，
但從其他銘文的描述中，已經可以看出「師」在社會活動方面的複雜性。有帶兵
打仗者如師旂、師中，是為武職；有禮儀的導引和參與者如師

父、師衛，是為

文職，等等。
目前所見最早的冊命金文是夨令方彝，但流程規範、格式固定的冊命金文則
形成于西周中期，
「師」作為受冊命的主體也出現於這一時期。與其他銘文相比，
冊命金文中出現了較為複雜的人物關係，如右者、冊命者、受賜者，有的還會點
明人物之間的上下級關係或隸屬關係。這種複雜的關係結合銅器銘文所帶有的時
間信息，有助於判斷器物所處的時代。在斷代過程中，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
人物稱呼的變化。一般認為，
「師某」之「某」系人物的私名，
「師」則代表了其
社會屬性。我們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一方面「社會屬性＋私名」這種格式的稱謂
並非一成不變的，如師俗父又稱伯俗父，師雍父又稱伯雍父，師䢅又稱伯䢅，等
等。另一方面，人物的社會屬性有時也可以省略不稱，如師虎又可單稱虎，師訇
又可單稱訇等，不一而足。此外，「師」的稱呼還涉及自稱與他稱的問題，而他
稱方面有存在著後人稱呼與一般他稱的區別。著名的安州六器中的中器皆自稱
中，而靜簋銘文則稱其為師中，這是自稱與他稱區別之一例。不過自稱為「師」
的銘文也不在少數，此不一一。師𩛥鼎自稱師𩛥、𩛥，其子師望自稱為大師小子
76 周萼生：〈略談商𪦊鼎〉
，《考古》1962 年第一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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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望、望，但他們的後人師丞則稱他們為「烈祖宄公、幽叔」，似乎說明後人對
前人的稱呼已有避諱的觀念，以謚號為主要稱呼。但是在一件西周晚期的

鼎

中， 作為器主，對其六代先祖皆直呼「師某」
，與師丞鐘的稱呼方式大相徑庭。
這些不同的稱呼都是在考察中需要注意的。
在傳世文獻中的金文中的「師」的身份尚未能完全明晰的情況下，金文中的
「師」又與傳世文獻有相當大的不同，因而有必要進行一番梳理。銘文中帶有前
述幾類「師」字的青銅器件數過百，其中又以「師某、師某父」類器最多，為了
弄清楚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在西周近三百年的時間里是否經歷了變化，我們有必
要對這些銅器進行分期與斷代，以便於梳理其發展的脈絡。
下列表格以西周的早、中、晚三個時代為參考進行排序，不再給出具體的王
世或王年的判斷。另有一件師閔鼎，出土信息與器形俱從闕，無法判斷時代，則
置於最末。表格主要列出西周時期含有「師某」
「師某父」銘文的銅器，至於「大
師」「內師」之類並不列出，原因詳本章第三節。
季姬方尊（NA0364）中有「厥師夫曰丁」的句子。李學勤認為，「『夫』字
疑應視為『一夫』合文。」77這種釋讀是十分有道理的。嚴志斌將「師夫」斷為
人名。78誤。原因在於「師某」的「某」往往是這個人的私名。如果「師夫」是
人名的話，銘文又明確指出這個人的名字叫做「丁」。一個人的稱呼可以有很多
種，但私名一般只有一個。「夫」和「丁」不會同時成為這個人的私名，將「師
夫」讀作人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因此，季姬方尊的「師」不在本文的研
究範圍之內。其他類似的文例亦如之。
凡例
1、表格共有四列，分別是器號、器名、銘文和備註。
2、表格按照時間先後劃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
和西周（無法分期）。
77 李學勤：〈季姬方尊研究〉，《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頁 11-14。
78 嚴志斌：〈季姬方尊補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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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部分表格的排序原則依照其優先級分別是：
甲、有出土信息或流傳信息的在前，無則在後；
乙、引自《集成》的器在前，引自《新收》的器次之，引自《銘圖》的器再
次，引自《銘圖續》的器最末；
丙、器號小的在前，大的在後。
4、銘文相同或相近的不重複列出，僅在腳註中註明。
5、備註信息包括：出土信息、流傳信息、標準器信息（是否為某王標準器）。
一、 西周早期
器號

器名

銘文

備註

864

師中甗

師中即位□□。

陝西省長
安縣灃西
馬王村窖
藏

884

師

師

河南省洛
陽市馬坡
東北攔駕
溝

2704

旟鼎

唯八月初吉，王姜賜旟田三于待㓭。師楷酖 陝 西 省 郿
貺，用對王休。子子孫其永寶。
縣楊家村
窖藏

NA0076

柞伯簋

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命南宮 河 南 省 平
率王多士，師 父率小臣。王遲赤金十鈑。 頂 山 市 應
王曰：「小子、小臣，敬有賢獲則取。」柞 國墓地
伯十稱弓，無廢矢。王則畀柞伯赤金十鈑。

甗

79

NA0653

師隻簋

WU2738

師衛鼎80

作旅甗尊。

賜柷見。柞伯用作周公寶尊彝。
師隻作尊彝。

陝西省岐
山縣京當
鄉雙庵村
墓葬

豐公使衛陟于厥啻，臨射于鬱 城。召公賚 吳 鎮 烽
衛貝廿朋、臣廿、厥牛廿、禾卅車。師衛用 2010 年 5
作厥祖寶彝。
月見於西
安某收藏
家，傳為

79 有同銘簋蓋 1 件，器號 5194。
80 有同銘簋 2 件，器號 WU5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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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出土
81

WU11786

師衛尊

唯九月既生霸，宮公省僕器于北麥。宮公賞 吳 鎮 烽
師衛貝五朋，用作祖彝。
2010 年 5
月見於西
安某收藏
家，傳為
山西出土

2809

師旂鼎

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使
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艿。伯懋父廼罰得
古三百鋝。今弗克厥罰，懋父命曰：「宜
播，𠭯厥不從厥右征。今毋播，其有納于師
旂。」引以告中史書。旂對厥𧵲于尊彝。

3573

師

簋

師
82

其作寶簋。

4097

師眉簋

貺厥師眉，廌王為周客。賜貝五朋，用為寶
器鼎二、簋二。其用享于厥嫡考。

4206

小臣傳簋

唯五月既望甲子，王〈在 〉京，命師田父
殷成周〈年〉，師田父命小臣傳緋㻌。傳□
朕考□師田父命余□
□官伯 父賞。小臣傳□〈揚〉伯休，用作
朕考日甲寶□。

6007

耳尊

唯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格于耳。 侯休
于耳，賜臣十家。微師耳對揚侯休，肇作京
公寶尊彝，京公孫子寶。侯萬年壽考黃耇，
耳日受休。

10565

師高簋

師高作寶尊簋。

NA1795

靜鼎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師中眔靜省南國
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
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命靜曰：「司
汝釆，司在曾、鄂𠂤。」王曰：「靜，賜汝
鬯、旂、巿，釆䍙。」曰：「用事。」<靜
>揚天子休，用作父丁寶尊彝。

二、 西周中期
器號

器名

銘文

備註

81 有同銘壺 2 件，器號 WU12402-3。
82 有同銘鼎 1 件，器號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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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仲 枏 父 鬲 唯六月初吉，師湯父有司仲枏父作寶鬲，用 陝 西 省 永
83

敢饗孝于皇祖考，用祈眉壽，其萬年。子子 壽 縣 店 頭
孫孫其永寶用。
鎮好畤河
村

948

𨕘甗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𠂤。𨕘從 山 東 省 龍
師雍父肩事。𨕘使于胡侯，侯蔑𨕘曆，賜𨕘 口 市 蘭 高
金。用作旅甗。
鎮歸城曹
家村

2558

師賸父鼎

師賸父作豳姬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陝 西 省 勉
用。
縣老道寺
鎮

2721

鼎

唯十又一月，師雍父省道至于胡。 從。其 山 東 省 龍
父蔑 曆，賜金。對揚其父休，用作寶鼎。 口 市 蘭 高
鎮歸城曹
家村

2813

師𡘇父鼎

唯六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大室。司馬邢伯 流 傳 器 ，
右師𡘇父。王呼內史駒冊命師𡘇父：「賜緇 陝 西 省 關
巿冋衡、玄衣黹純、戈琱胾、旂，用司乃父 中地區
官友。」𡘇父拜稽首，對揚天子丕丕魯休。
用追孝于烈仲。用作尊鼎。用匄眉壽，黃耇
吉康。師𡘇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2830

師𩛥鼎

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師𩛥，
汝克藎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遜
純，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惟余小子，肇
淑先王德，賜汝玄袞𪓐純、赤巿朱衡、鑾旂、
大師金膺、鋚勒，用型乃聖祖考，鄰明令辟
前王事余一人。」𩛥拜稽首，休伯大師肩諶，
𩛥臣皇辟。天子亦弗忘公上父胡德。𩛥蔑曆
伯大師，丕自作小子夙夕尃由先祖烈德，用
臣皇辟。伯亦克款由先祖蠱孫子一湛皇辟懿
德，用保王身。𩛥敢釐王，俾天子萬年，範
圍伯大師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𩛥

陝西省扶
風縣強家
村窖藏
恭王標準
器

敢對王休，用綏作公上父尊與朕考虢季易父
秩宗。
4214

師遽簋蓋

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格新 流 傳 器 ，

83 有同名鬲 9 件，器號 747-752、NA1147、NA1300，有同人作簋一件，器號,4154，其銘文與
此器僅有小異，即誤將「子=孫=」寫作「孫=孫=」
。器號為 4155 的簋僅將此器銘文中的「乍寶
鬲」改作「乍寶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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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王延正師氏。王呼師朕賜師遽貝十朋。 陝 西 省 岐
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丕休。用作文考旄 山縣
叔尊簋，世孫子永寶。
4251

大 師 虘 簋 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師量宮。旦，王格大 陝 西 省 西
84
室，即位。王呼師䢅召大師虘入門，位中廷。 安市
王呼宰曶賜大師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用作寶簋。虘其萬年永寶用。
唯十又二年。

4253

師察簋85

唯五月初吉甲戌，王在 ，格于大室，即位 陝 西 省 藍
中廷。邢叔入右師察。王呼尹氏冊命師察： 田 縣 安 村
賜汝赤舄、鋚勒，用胥弭伯。師察拜稽首， 鄉寺坡村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祖寶簋。弭叔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257

4276

弭 伯 師 耤 唯八月初吉戊寅，王格于大室，榮伯入右師 陝 西 省 藍
簋

耤，即位中廷。王呼內史尹氏冊命師耤：賜 田 縣 輞 川
汝玄衣黹純，素巿金衡，赤舄，戈琱胾、彤 鎮新村
緌，鋚勒，鑾旂五日，用事。弭伯用作尊簋，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豆閉簋

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師戲大 流 傳 器 ，
室。邢伯入佑豆閉。王呼內史冊命豆閉，王 陝 西 省 西
曰：閉，賜汝戠衣 巿、鑾旂，用 乃祖 安市
考事，司 俞邦君，司馬弓矢。閉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考釐叔寶
簋。用賜疇壽萬年，永寶用于宗室。

4283

師 𤸫 簋 蓋 唯二月初吉戊寅，王在周師司馬宮，格大 陝 西 省 武
86
室，即位。司馬邢伯䚄佑師𤸫入門，位中廷。 功 縣 南 仁
王呼內史吳冊命師𤸫，曰：先王既命汝，今 鄉北坡村
余唯申先王命，命汝官司邑人師氏，賜汝金
勒。𤸫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
文考外季尊簋。𤸫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
享于宗室。

4343

牧簋

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在 流 傳 器 ，
師汓父宮，格大室，即位。公族䋎入右牧， 陝 西 省 扶
位中廷。王呼內史吳冊命牧。王若曰：「牧， 風縣
昔先王既命汝作司士，今余唯或

改，命汝

84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252。有同銘盨一件，2008 年見於西安，器號 WU5674。
85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254。
86 有同銘簋蓋 1 件，器號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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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百寮有冋事，包廼多亂，不用先王作型，
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鄰，不型不中廼侯之
耤，以今既司匐厥辠召故。」王曰：「牧，
汝毋敢〈弗帥〉先王作明型，用𩁹乃訊庶右
鄰，毋敢不明不中不型，乃毌政事，毋敢不
尹人不中不型。今余唯申就乃命，賜汝秬鬯
一卣，金車𠦪䡈、畫𨌲、朱鞹、鞃靳、冪纁、
裏旂，余〈馬〉四匹，取□□鋝，敬夙夕，
勿廢朕命。」牧拜稽首，敢對揚王丕顯休，
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簋。牧其萬年壽考，
子子孫孫永寶用。
4467

師克盨87

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
方，則䌛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
身，作爪牙。王曰：「克，余唯經乃先祖考，
克令臣先王。昔余既命汝，今余隹申就乃

清光緒年
間出土，
陝西省扶
風縣

命，命汝更乃祖考， 司左右虎臣。賜汝秬
鬯一卣，赤巿五衡，赤舄邪幅，駒車𠦪䡈、
朱鞹、鞃靳、虎冪、纁裏、畫𩌏、畫𨌲，金
甬，朱旂，馬四匹，鋚勒，素戉，敬夙夕，
勿廢朕命。」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
旅盨。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6011

盠駒尊

王拘駒

，賜盠駒旁雷騅子。

1955 年，

陝西省郿
唯王十又二月，辰在甲申，王初執駒于 。 縣 李 家 村
王呼師豦詔盠。王親詣盠，駒賜兩。拜稽首 窖藏
曰：「王弗忘厥舊宗小子，柮皇盠身。」盠
曰：「王倗下，丕其則，萬年保我萬宗。」
盠曰：「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余用作朕文
考大仲寶尊彝。」盠曰：「其萬年世，子子
孫孫永寶之。」
9401

師轉盉

師轉作寶鎣。

流傳器，
河南省濬
縣

NA0633

虎簋盖

88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格于大 陝 西 省 丹

87 有同銘盨蓋 1 件，器號 4468。另有器號 NA1907 的盨 1 件銘文中「匍有四方則」下奪 1「 」
字。
88 NA1874 虎簋蓋與此器銘文幾同，唯「更氒且考」處闕一「氒」字，又闕一「乍」字。此器
「子孫」二字下無重文符號，NA1874 二字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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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密叔入右虎，即位。王呼內史曰：「冊 鳳 縣 鳳 冠
命虎。」曰：「在乃祖考，事先王，司虎臣。 區 西 河 鄉
今命汝。」曰：「更厥祖考，胥師戲，司走 山溝村
馬馭人眔五邑走馬馭人。汝毋敢不善于乃
政。賜汝緇巿、幽衡、玄衣 純、鑾旂五日，
用事。」虎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丕魯休。
虎曰：「丕顯朕烈祖考粦明，克事先王。肆
天子弗忘厥孫子，付厥尚官。天子其萬年申
茲命。」虎用作文考日庚尊簋。子孫其永寶
用，夙夕享于宗。
NA0636

史密簋

唯十又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曰：「東征㪉 陝 西 省 安
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雚不墜，廣 康 市 漢 濱
伐東國。齊𠂤族徒遂人，乃執鄙寬亞。」師 區 老 君 鄉
俗率齊𠂤遂人左□伐長必。史密父率族人釐 付廟村
伯僰 周伐長必，獲百人。對揚天子休。用
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NA0660

師湯父鼎

師湯父作旅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745

師趛鬲89

唯九月初吉庚寅，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
姬尊彝。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2557

師

鼎

〕

師

其作寶𪔉鼎，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

〕

2727

師器父鼎

師器父作尊鼎，用享孝于宗室，用祈眉壽，
黃耇吉康。師器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2747

師秦宮鼎

唯五月既望，王□〈格〉于師秦宮。王格于
享廟。王□賜□
〼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尊鼎。□其萬年永
寶用〼。

2780

師湯父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宮，在射
廬。王呼宰應，賜盛弓、象弭矢、臸彤干。
師湯父拜稽首。作朕文考毛叔䵼彝。其萬年
孫孫子子永寶用。

2812

師望鼎

大師小子師望曰：「丕顯皇考，宄公穆穆，
克明厥心、慎厥德，用辟于先王，得純無愍。

89 器號 2713 的師趛鼎銘文中無末尾的族徽，其餘銘文一致。
25

陝西省扶
風縣周原
齊家東壕

望肇帥型皇考，虔夙夜，出入王命，不敢不
㒸不 。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賜休。」
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宄公尊
鼎。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3682

師望簋90

大師小子師望作䵼彝。

4195

㒼簋

唯六月既生霸辛子（巳），王命㒼眔叔㣈父
歸（饋）吳姬飴器。𠂤黃賓㒼璋一、馬兩。
吳姬賓帛束。㒼對揚天子休。用作尊簋季
姜。

4196

師毛父簋

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毛
父即位，邢伯右，內史冊命，賜赤巿。對揚
王休。用作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其永寶用。

4243

救簋蓋

唯二月初吉，王在師司馬宮大室，即位，邢
伯入佑救，位中廷，北嚮，內史尹冊賜救玄
衣黹純、旂四日，用大備于五邑守堰。拜稽
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寶簋。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4288

師酉簋91

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吳，格吳大廟。公族䲨
釐入佑師酉，位中廷。王呼史墻冊命師酉：
「司乃祖啻（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
夷、秦夷、京夷、𢍉身夷。新賜汝赤巿、朱
衡、中絅、鋚勒，敬夙夜，勿廢朕命。」師
酉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考
乙伯、宄姬尊簋。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

4316

師虎簋

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㕇，格于大
室。邢伯入右師虎，即位中廷，北嚮。王呼
內史吳曰：「冊命虎。」王若曰：「虎，在
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嫡）官，司左右戲
繁荊。今余唯帥型先王命，命汝更乃祖考啻
（嫡）官，司左右戲繁荊，敬夙夜，勿廢朕
命。賜汝赤舄，用事。」虎敢拜稽首，對揚
天子丕丕魯休。用作朕烈考日庚尊簋。子子
孫孫其永寶用。

4429

師趛盨

唯王正月既望，師趛作楷姬旅盨。子子孫其
萬年永寶用。

90 有同銘盨 1 件，器號 4354。
91 有同銘簋 3 件，器號 4289-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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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𥠫卣

𥠫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蔑曆，賜貝卅鋝。𥠫
拜稽首，對揚師雍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寶尊
彝。其子子孫永福。〔戉〕

6008

臤尊92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從師雍父戍于古
𠂤之年，臤蔑曆仲競父，賜赤金。臤拜稽首，
對揚競父休。用作父乙寶旅彝。其子子孫孫
永用。

9661

師望壺

大師小子師望作寶壺，其萬年子孫孫永寶
用。

9897

師遽方彝

唯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寢，饗醴。師
遽蔑曆，侑王。王呼宰利賜師遽 圭一、環
璋四。師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
作文祖它公寶尊彝。用匄萬年無疆，百世孫
子永寶。

NA1600

師酉鼎

唯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大室，使師
俗召師酉。王寴袤 師酉，賜豹裘，曰：「貈
夙夜，辟事我一人。」酉敢拜稽首，對揚皇
天子丕顯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宄姬寶尊鼎。
酉其用追孝，用祈眉壽，𩠙（福）祿純魯。
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于宗。

WU11810

聞尊

唯十月初吉，辰在庚寅，師多父命聞于周，
曰：「余效事，汝毋不善，胥朕采達田，設
臣僕，汝毋有一否。」聞蔑曆，賜馬乘、盠
冪二。聞拜稽首，揚對朕皇尹休。用作朕文
考寶宗彝。孫孫子子其萬年永寶。

WX0447

師大簋

唯正月既生霸，王格般[宮]。丼伯入右師
大，位中廷，北嚮。內史命師大曰：「賜汝
赤巿、朱環、玄衣黻純。」師大拜手稽首，
敢對揚天子休命。作寶簋。大其萬年子孫永
寶享。

三、 西周晚期
器號

器名

銘文

141

師臾鐘

師臾肇作朕烈祖虢季、宄公、幽叔、朕皇考 陝 西 省 扶
德叔大林鐘。用喜侃前文人，用祈純魯永 風 縣 強 家

92 有同銘尊 1 件，器號 WU11808，藏於北京博物館。
27

備註

命，用匄眉壽無疆。師臾其萬年永寶用享。 村窖藏
2779

師同鼎

𢍉其刑，師同從。折首執訊，俘車馬五 陝 西 省 扶
乘、大車廿、羊百，挈用造王羞于黽。俘戎 風 縣 下 務
金冑卅、戎鼎廿、鋪五十、劍廿。用鑄茲尊 子村窖藏
鼎。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2836

克鼎

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襄厥心，宇 陝 西 省 扶
靜于猷，淑慎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諫 風 縣 法 門
乂王家，惠于萬民，柔遠能邇，肆克知于皇 寺任家村
天，頊于上下，得純無愍，賜釐無疆，永念
于厥孫，辟天子。天子明哲，景孝于神，經
念厥聖保祖師華父，擢克王服，出入王命，
多賜寶休丕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乂
周邦，畯尹四方。」王在宗周，旦，王格穆
廟，即位，申季右膳夫克入門，位中廷，北
嚮。王呼尹氏冊命膳夫克。王若曰：「克，
昔余既命汝出入朕命，今余唯申就乃命，賜
汝素巿、參絅、中悤，賜汝田于野，賜汝田
于渒，賜汝丼、㝢、 田于峻，以厥臣妾，
賜汝田于㝩，賜汝田于匽，賜汝田于 原，
賜汝田于寒山，賜汝史、小臣、靈籥、鼓鐘，
賜汝丼、𩬂、 人， 賜汝丼人，奔于量。
敬夙夜，用事，勿廢朕命。」克拜稽首，敢
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文祖師華父寶䵼
彝。克其萬年無疆子子孫永寶用。

4216

五年師
簋93

唯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師 ， 陝 西 省 長
命汝羞追于齊。齎汝毌五鍚、簦盾生皇畫 安 縣 灃 西
枘、戈琱胾厚柲彤綏，敬毋敗績。」 敢揚 張 家 坡 窖
王休。用作寶簋。子子孫孫永寶用。
藏
夷王標準
器

4279

元年師
簋94

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淢㕇。甲寅，王 陝 西 省 長
格廟，即位。遟公入佑師 ，即位中廷。王 安 縣 灃 西
呼作冊尹冊命師 曰：「備于大左，官司豐 張 家 坡 窖
還（苑）左右師氏。賜汝赤巿冋衡、麗鞶， 藏
敬夙夕，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 夷 王 標 準
顯魯休命。用作朕文祖益仲尊簋。其萬年子 器

93 有同銘簋 2 件，器號 4217、4218。
94 有同銘簋 3 件，器號 4280-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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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孫永寶用。
4286

輔師𠭰簋

唯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康宮，格大 陝 西 省 長
室，即位。榮伯入佑輔師𠭰。王呼作冊尹冊 安 縣 兆 元
命𠭰曰：更乃祖考司輔載，賜汝緇巿、素衡、 坡
鑾旂。今余增乃命，賜汝玄衣黹純、赤巿、
朱衡、戈彤緌琱胾、旂五日，用事。𠭰拜稽
首，敢對揚王休命。用作寶尊簋。𠭰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事。

4321

詢簋

王若曰：「詢，丕顯文武受命，則乃祖奠周 陝 西 省 藍
邦。今余命汝啻（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 田 縣 寺 坡
庸，西門夷、秦夷、京夷、 夷、師笭、側 村
新□、華夷、𢍉身夷、□人、成周走亞、戍
秦人、降人、服夷，賜汝玄衣黹純，緇巿冋
衡，戈琱胾、厚柲、彤緌、鑾旂、鋚勒，用
事。」詢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文祖乙
伯、同姬尊簋。詢萬年子子孫永寶用。唯王
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宮。旦，王格。益公入
佑詢。

4348

師奐父盨95

師奐父作旅盨。

4462

𤼈盨96

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師彔宮，格 陝 西 省 扶
大室，即位。司馬共右𤼈。王呼史年冊：「賜
鞶靳、虢巿、鋚勒。」敢對揚天子休。用作
文考寶簋。𤼈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木
羊冊〕

4285

諫簋

流傳器，
陝西省扶
風縣
風縣法門
寺莊白村
窖藏
厲王標準
器

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彔宮。旦， 流 傳 器 ，
王格大室，即位。司馬共佑諫入門，位中廷。 陝 西 省 扶
王呼內史年冊命諫曰：「先王既命汝 司王 風縣
宥，汝某不有聞，毋敢不善。今余唯或司命 厲 王 標 準
汝，賜汝鋚勒。」諫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 器
顯休。用作朕文考叀伯尊簋。諫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5995

師俞尊97

王如上侯，師俞從。王掖功，賜師俞金。俞 流 傳 器 ，

95 有同銘盨 1 件，器號 4349。
96 有同銘盨 1 器號 4463。
97 有尊銘相近，器號 2723。
29

則對揚厥德，用作厥文考寶彝。孫孫子子 河 南 省 開
寶。

封市
陝西省扶
風縣法門
寺莊白村
窖藏
厲王標準
器

9726

𤼈壺98

唯三年九月丁子（巳），王在鄭，饗醴。呼
虢叔召𤼈，賜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饗逆
酒。呼師壽召𤼈，賜彘俎。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休。用作皇祖文考尊壺。𤼈其萬年永
寶。

10322

師永盂

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 陝 西 省 藍
公廼出厥命，賜畀師永厥田陰陽洛疆眔師俗 田 縣 湖 濱
父田。厥眔公出厥命邢伯、榮伯、尹氏、師 鎮
俗父、遣仲。公廼命鄭司徒函父、周人司空、
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
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對揚天
子休命。永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盂。永其萬年
孫孫子子永其率寶用。

NA0657

師

鐘

陝西省扶
師 自作朕皇祖大公、庸公、封公、
魯仲、憲伯、孝公、朕烈考□□寶龢鐘，用 風 縣 召 公
鄉巨良海
喜侃前文人□綰綽永命義孫子〼。
家村窖藏

NA0706

師

父鼎

師

父作䵼彝。

陝西省長
安縣張家
坡

NA1394

師道簋

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康宮，格于大室。益 內 蒙 古 寧
公入右師道，即位中廷。王呼尹冊命師道： 城 縣 小 黑
「賜汝𠦪朱衡，玄衣黹純，戈琱胾、厚柲、 石溝
彤緌，旂五日，轡。」道拜稽首，對揚天子
丕顯休命，用作朕文考寶尊簋。余其萬年
寶，用享于朕文考辛公，用匄得純和，恒命
靈終。

533

師□鬲

師□作寶鬲。

2353

師寏父鼎

師寏父作季姞尊鼎。

2817

師䢅鼎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師彔宮。旦， 厲 王 標 準
王格大室即位。司馬共右師䢅入門，位中 器
廷。王呼作冊尹冊命師䢅：「胥師俗，司邑
人唯小臣、膳夫、守<友>官、犬眔甸人、

98 有同銘壺 1 件，器號 9727。
30

膳夫官守友，賜赤舄。」䢅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祖辛公尊鼎。䢅其
〼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3705

師寏父簋

3892

師旲父簋

99

100

師寏父作季姞寶尊簋。
師旲父作寶簋。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享。

4004

叔多父簋

師䟒父子孫叔多父作孟姜尊簋。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4116

師害簋101

麇生曶父師害及仲曶以紹，其辟休厥成事。
師害作文考尊簋。子子孫孫永寶用。

4277

師俞簋蓋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在周師彔宮。旦，王
格大室，即位。司馬共佑師俞入門，位中廷。
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俞：「 司保氏，賜赤
巿、朱衡、旂。」俞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
壽黃耇，畯在位。俞其蔑曆日賜魯休。俞敢
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寶。其萬年永保，臣
天子。

4311

師

簋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
，乃祖考有爵于我家，汝有雖小子，余命
汝尸我家， 司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
牧、臣、妾，董裁內外，毋敢不善。賜汝戈
琱胾厚柲彤緌、毌五、鍚鐘一肆、五金，敬
乃夙夜，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
用作朕文考乙仲䵼簋。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享。

4312

師

簋

唯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宮。旦，
王格大室。司空液伯入佑師 ，位中廷，北
嚮。王呼內史遦冊命師 。王若曰：「師 ，
在先王既命汝作司徒，官司汸誾。今余唯肇
申乃命，賜汝赤巿、朱衡、鑾旂、鋚勒，用
事。」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
朕文考尹伯尊簋。師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

4313

師㝨簋102

王若曰：「師㝨， 淮夷，舊我帛畮臣，今
敢博厥眾，叚反厥工吏，弗跡我東國。今余

99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3706。
100 有同銘簋 2 件，器號 4005、4006。
101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117。
102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314。
31

肇命汝率帀（𠂤）㠱、萊、僰、 、左右虎
臣征淮夷，即𧵲厥邦酋，曰冄，曰褮，曰鈴，
曰達。」師㝨虔不彖（弛）夙夜，卹厥將事
休。既有功，折首執訊，無諆徒馭敺，俘士
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叚沮。余用作朕後
男巤尊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4324

師𠭰簋103

師龢父𢼎𠭰素巿，恐告于王。唯十又一年九
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
琱生入右師𠭰，王呼尹氏冊命師𠭰。王若
曰：「師𠭰，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使。既
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輔，今余唯申就乃命，命
汝司乃祖舊官小輔眔鼓鐘。賜汝素巿、金
衡、赤舄、鋚勒、用事，敬夙夜，勿廢朕命。」
師𠭰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皇考
輔伯尊簋。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342

師詢簋

王若曰：「師詢，丕顯文武膺受天命，亦則
於汝。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肱股，用
夾召厥辟，奠大命，盩龢𩁹政，肆皇帝亡斁，
臨保我厥周，𩁹四方民亡不康靜。」王曰：
「師詢，哀哉！今日，天疾畏（威）降喪，
首德不克 古亡丞于先王。嚮汝彶純卹周
邦，綏立余小子，惇乃事，唯王身厚 。
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叀雝我邦小大猷邦，
佑潢辥，敬明乃心，率以乃友干吾王身，谷
（欲）汝弗以乃辟陷于囏。賜汝秬鬯一卣、
圭瓚、尸允三百人。」詢稽首，敢對揚天子
休。用作朕烈祖乙伯、同益姬寶簋。詢其萬
斯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作州宮寶。唯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榮內右詢。

4466

𩰬比盨

唯王廿又五年七月既<望>〼，<王>在永師
田宮，命小臣成友逆〼內史無 、大史
曰：「」賞厥 夫吒𩰬比田，其邑 、𠫬、
，复友𩰬比其田，其邑复歃、言二邑。
俾𩰬比复厥小宮吒𩰬比田，其邑彶眔句商兒
眔讎𢦏。復限余𩰬比田。其邑競、槌、甲三
邑，州、瀘二邑，凡復友復友𩰬比田十又三

103 器蓋銘文與器底銘文稍異而略少，此處錄器底銘文。有同銘簋 1 件，銘文分佈亦與此器相同，
器號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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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厥右𩰬比膳夫克。𩰬比作朕皇祖丁公、
文考叀公盨。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襄〕
4274

元年師兌簋 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廟，即
104
位。同仲佑師兌入門，位中廷。王呼內史尹
冊命師兌：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
馬，賜汝乃祖巿五衡、赤舄。兌拜稽首，敢
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皇祖城公䵼簋。師
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318

三年師兌簋 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廟，即
105

位。 伯佑師兌入門，位中廷。王呼內史
尹冊命師兌：「余既命汝胥師龢父司左右走
馬，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 司走馬。賜汝
秬鬯一卣，金車𠦪䡈、朱鞹、鞃靳、虎冪、
纁裏、右軛、畫𩌏、畫𨌲，金甬，馬四匹，
鋚勒。」師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用作朕皇考釐公䵼簋。師兌其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

10111
WU2439

師寏父盤
鼎

師寏父作季姬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曰：「丕顯天尹，匍保王身，諫乂四方，
在朕皇高祖師婁、亞祖師夆、亞祖師 、亞
祖師僕、王父師彪與朕皇考師孝，□作尹氏
□妾甸人，得純無愍□尹氏家。」

WU5302

夙

七年師兌簋 唯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昭宮，格康
蓋
廟，即位。畢叔右師兌入門，位中廷。王呼
內史尹冊：「賜汝師兌鈎膺，用事。」師兌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余用自作寶
䵼簋。師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四、 西周（無法分期）
器號

器名

銘文

備註

2281

師閔鼎

師閔作免伯寶鼎。

以上表格中所見師某類稱呼有：師中、師 、師楷、師隻、師衛、師旂、師
、師眉、微師耳、師高、師𩛥、師遽、師察、師耤、師戲、師𤸫、師克、師豦、
104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275。
105 有同銘簋 1 件，器號 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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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轉、師俗、師趛、師 、師望、師黃、師司馬、師酉、師虎、師大、師臾、師
同、師 、輔師𠭰、師俞、師壽、師永、師

、師道、師□、師䢅、師害、師

、

師 、師㝨、師詢、師田、師兌、師婁、師夆、師 、師僕、師彪、師孝、師閔、
師秦，共計 54 處。
所見師某父類稱呼有：師

父、師田父、師湯父、師雍父、師賸父、師𡘇父、

師汓父、師器父、師毛父、師多父、師華父、師奐父、師

父、師寏父、師旲

父、師䟒父、師龢父，共計 17 處。
另有以人名做宮殿名的情況，包括：師量宮、師司馬宮、師彔宮、師秦宮、
師汓父宮、師田宮以及師戲大室等幾處。

第三節 关于「師某」做稱謂的幾點說明
一、 師氏與「師」的關係
以往普遍認為，師氏是統率師旅的官稱，許倬云與楊寬皆持這種觀點106，這
種看法是十分正確的。還有一種看法認為，
「師」就是師氏的簡稱，凡稱「師某」
者，全稱應該是「師氏某」。107本文不認同後一種觀點，同時希望對前一種觀點
做出更進一步的討論。
在考察師氏的時候，首先要確定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稱呼。師𤸫簋蓋銘文曰：
「命汝官司邑人師氏」，元年師

簋銘文曰：「備于大左，官司豐苑左右師氏」。

可見許、楊的說法是及其正確的，師氏確實是官職名。師𤸫、師

都被冊命為師

氏，或者統領師氏的人。此兩器未對師氏的性質進行說明，但從其他銘文中可以
看出，這種官職的性質很明確，就是武職。在

簋銘文中，周王向

下令道：

「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師氏的軍事性質顯露無疑。師氏的地位至少不低
106 「師氏」並非以「師」為氏的家族，這一點許倬云已有簡略的討論，他稱：「師氏則是統率
師旅的官稱，不當視為表示組別的徽號。」見許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12）
，頁 228。本文認同「師氏」並非族氏，但對其是「統率師旅的官稱」這一看法仍有
保留，詳後。楊寬說見前。
107 楊善群：〈西周銘文中的「師」與「師氏」
〉，
《考古與文物》1990 年第 2 期，頁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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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虎臣，毛公鼎銘文稱「師氏、虎臣」
，把師氏放在了虎臣之前。
「司師氏」與「司
虎臣」的用例相同，又並舉，且同樣進行軍事活動，至少在

鼎和毛公鼎中，

師氏是用來指一個群體。
在另外一些銘文中，師氏明顯地是用來指具體的某個人：
公乃命鄭司徒溫父、周人司空殿、

1.

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

付永厥田。（師永盂）
鮮、且、微、武父、西宮

2.

、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小門人

繇、原人虞艿、淮司工空虎、孝龠、豐父、𨾊人有司刑丂，凡十又五夫。
（散氏盤 JC10176）
例 12 中，師氏前後與其並稱者皆具名，例 13 更將自「鮮」至「𨾊人有司刑
丂」共十五個稱呼叫做「十五夫」。顯然，在這兩個例子中，師氏應該是其中一
「夫」，是對具體某個人的稱呼。同樣的一個詞，有時用來指群體，有時用來指
個體。這種矛盾的出现與「師氏」這個詞使用的環境有關。請看下面一組銘文：
以師氏眔有司後國

3.

伐貘。（

鼎 JC2740）

率有司、師氏奔追襲戎于

4.

林。(

鼎)

5.

命汝司公族，與參有司、小子、師氏、虎臣。（毛公鼎）

6.

有司眔師氏、小子會射。（令鼎 JC2803）

這些銘文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在這些銘文中，「師氏」每常與「有司」
「三有司」並舉。所謂三有司者，三年裘衛鼎銘文曰：「三有司：司徒、司馬、
司空。」

鼎與

鼎俱稱器主率領有司去打仗，顯然不是司徒、司馬、司空憑

一己之力進行戰鬥，只不過是以這些官職代指其所統領的軍隊。同樣，在這兩例
以及

簋銘文中的師氏也都是用師氏這個官職來指代師氏所率領的軍隊。而在

另外一種用法中，師氏則僅僅指代官職為師氏的那一個人。另外，雖然師𤸫簋蓋
與元年師 簋的器主都稱「師」
，司職亦皆與師氏相關，但率領師氏打仗的

與

卻都未曾稱「師」
。而且在師永盂中，師氏與畢人師同前後並舉，師氏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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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師同又是一人，則足以證明「師」是「師氏」的簡稱的說法是錯誤的。從現
有的材料來看，稱「師某」的人與師氏恐怕沒有特別密切的聯繫。本文重在討論
「師某（父）」這種名稱，既然它不是師氏的省稱，本文就不再對師氏這一概念
特加關注。
二、 「師某」做宮殿名的情況
金文中中有一組格式為「王在周師某宮」的銘文，如師𤸫簋蓋銘文：「王在
周師司馬宮」。該器為出土器，最初的整理者對這一段文字給出了兩種解釋：
師司馬，即管司馬的，或即大司馬……如與上一「周」字連讀為「周師
司馬宮」亦通，師即解作軍隊，意思便成為王在京師軍隊的司馬宮室。108
白川靜根據守宮盤中的人名「周師」認為師𤸫簋蓋中的「周師」亦是人名，司馬
宮是宮名。109李峰指出，養簋銘文明確提及：「王在師司馬宮」，期間並無「周」
字，說明「周」字當屬上讀，並且這一格式（王在 X 師 Y 宮）的脈絡里，「師」
字一定要屬下讀，與後面的私名綴合組成宮室的名字。110李峰的說法是正確的。
由於本文要討論的對象是「師某」這種稱謂，因此有必要對「周師」和「師某」
的問題加以梳理，在這裡還是要對以「師某」命名的宮室贅加鋪排：師量宮、師
司馬宮、師彔宮、師秦宮、師汓父宮、師田宮以及師戲大室。其中，牧簋銘文表
述得尤為清晰：「王在周，在師汓父宮」，不僅說明了在這類結構中「師」要屬
下讀，而且說明了「周」要屬上讀。
「周」是地名，也可以為其他的地名所置換，
如𩰬比盨：「<王>在永師田宮。」這裡的師田又見於小臣傳簋：「師田父命小臣
傳緋㻌」。此外，豆閉簋曰：「王格于師戲大室。」其結構性質和前說無二。師
戲又見於虎簋蓋，是一位重要的大臣。李峰認為，諸如這些以「師某（父）宮」

108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永壽縣、武功縣出土西周銅器〉
，《文物》1964 年第 7 期，
頁 20-27。執筆者為何漢南。
109 [日]白川靜：《金文通釋（第 21 輯）
》
（大阪：白鶴美術館，1967）
，頁 511-513。
110 李峰著、許景昭譯：
〈青銅銘文中所見的「官署」及西周政府的行政制度〉
，收錄與伊沛霞、
姚平主編：
《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古史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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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建築正是該人的辦公場所。111
三、 師尚父與金文中的「師某（父）」
作為有周一朝的開國功臣，師尚父這樣的稱呼顯然不能與後來的師曠、師涓
等樂官的稱呼同日而語，不能將師尚父視作「師尚+父」的結構。實際上，文獻
中確實有將師尚父簡稱做尚父的，說明這個稱謂應該是「師+尚父」的結構，其
中尚是私名。金文中也存在很多「師某（父）」結構的稱謂。以出現頻率較高的
師俗為例，史密簋稱其為師俗，師永盂中稱作師俗父，季庚鼎稱伯俗父，亦稱俗
父。由此可見，師俗父的稱謂實際上是「師+俗+父」的結構，與師尚父略有不
同。需要考慮到的是，師尚父在經典文獻中形象是被經典化了的，所以「師尚」
這個稱謂有可能已被文本系統淘汰或避用。我們雖然可以提出師尚父與金文中的
「師某父」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材料的缺失使得我們很難對師尚父這個稱謂加以
進一步的解析，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之間很難架起橋樑。因此師尚父這一條材料我
們也只能提出，而難以討論。

111 同上，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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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師」與軍事
周代的稱謂系統十分複雜，與被稱呼者相關的許多因素都可以包含在內，其
目的就是通過人物特殊的身份標籤，將該人與其他人區分開來。金文中有一種以
「師」字冠於名氏之前的稱謂方式。從目前所見的銘文內容來看，「師」顯然不
是國家、氏族或封地之名，排行（伯/孟、仲、叔、季）中也沒有「師」的位置。
目前所見「師某」所做或與「師某」有關的銘文中，長篇銘文為數不少。這些銘
文依照其是否為冊命金文可以分為兩大類：長篇的非冊命金文往往會記載一次具
體的事件，而冊命金文也有一部分會透露出做器者所被冊命的職位。前者對活動
的記載比較詳細，但往往並不能提供官職方面的信息，而後者雖然有具體的官職
名稱或者司職範圍，但卻不能告訴我們這些職位所掌管的具體內容。只有將這兩
方面的內容結合起來，我們才可以窺探「師」的性質。在「師」的各種社會屬性
中，軍事性質尤為凸顯，其他方面如作為樂官或保氏的性質較為薄弱。學者多認
為「師」所指代的是某種官職，這種說法仍可商榷。本文將重點關注「師」在軍
事方面的表現，以期對「師」的社會地位進行評估。

第一節 「師」的軍事活動
「師」與軍事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許多相關銘文都涉及西周的軍事。一些銘
文直接體現出西周時期周王室針對外族的軍事活動，一些銘文則告訴我們西周時
期的軍事防禦體系的內容，這些都是當時軍事活動的實例。以下是銘文中直接記
載軍事活動的例子。
史密簋（NA0636）記載史密與師俗直接受王命，以齊國軍隊為主力，率領
釐國、偪陽軍隊，跟隨周朝的正規軍征伐淮夷。112史密記載自己麾下的軍隊「伐
長必，獲百人」，他本人應該是軍隊的高級將領，而銘文中與史密同列的師俗應

112 李學勤認為參加這次征伐的還有夷國，而未提及周人是否派遣了正規軍隊。參李學勤：〈史
密簋所記西周重要史實考〉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1991 年第 2 期，頁 5-9。劉釗：
〈談
史密簋中的「 」字〉，
《考古》1995 年第 5 期，頁 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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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也是一位高級將領。師俗又稱師俗父、伯俗父，在庚季鼎（2781113）中，王冊
命庚季「左右俗父司寇」，說明俗父曾做到過司寇的位置。同樣記載這次對淮夷
戰爭的還有師

簋（JC4313）。師

指揮的軍事力量除齊國、釐國與偪陽之外，

還多了一個㠱（杞）國，這很有可能是與史密「伐長必」相關的一次軍事活動。
根據銘文記載，師

在這次戰爭中可謂戰功卓著，不但剿滅諸邦首領，還俘獲了

大量的男女、牲畜和吉金。可以推斷，師

也是一名高級將領，而且他的地位應

該與史密、師俗相當。另一位與前述兩人地位相當的人是師旂。師旂鼎（JC2809）
銘文既不是一次冊命，也不是器主自勒戰功，而是記載了一次軍事裁決以及相應
的處罰。師旂因其眾僕沒有跟隨周王參與一次軍事行動，而讓一個名叫「引」的
人將此事上報給伯懋父，伯懋父因此下命：
「宜播，𠭯！厥不從厥右征。」114「播」
即流刑，伯懋父最初的主張是將這些沒有參戰的人流放。師旂的「眾僕」可以擅
自「不從王」
，然而伯懋父給出的責罰緣由並不是「不從王征」
，而是「不從厥右」
征，「厥右」指的是師旂，可見師旂本人參加了這場戰爭。據此我們可以做出這
種推測：這些「眾僕」是師旂本人所掌握的軍事力量，必須由師旂本人來指揮，
即使師旂在軍事活動中處於從屬地位，他的上級也無法獲得他的軍隊的指揮權。
這種關係有些像是歐洲中世紀騎士與領主之間的附庸關係，即所謂「我主人的主
人不是我的主人」
。師旂手下既有專門傳遞信息的官員「引」
，又有可以自主調動
的軍隊，我們并不知道師旂在戰爭中是否像師俗那樣率領了諸侯的軍隊，但他的
身份也應該不會太低。師

也是一位參加過具體軍事活動的將領，他曾受命參與

周王室與齊國之間的戰爭，記載這次受命的五年師

簋有可能作于周夷王三年

「烹齊哀侯于鼎」之後的周夷王五年。儘管我們所能看到的這次軍事活動可能沒
113 從此章起，文中首次出現的青銅器，將在其後的括號中標明其編號，以便檢索。以 JC 開頭
的使用的是《殷周金文集成》的編號，以 NA 開頭的使用的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
的編號，後者使用的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屬網站「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的
編號方式。
114 原文為「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唐蘭以「征于方雷」為讀，言
下之意認為是師旂本人派遣「引」把這件事情報告上去。馬承源則以「征于方」為讀，則認為另
有一個名叫「雷」的人派遣了「引」
。此處採用唐蘭的說法。參唐蘭：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
刻上篇──昭王時代青銅器銘五十三篇的考釋〉
，
《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頁 18-92。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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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預期的目的115，但是從師
以及師 所獲豐厚的賞賜來看，師

直接受王命而非從他人受王命（如師同鼎）
，
的應該也是一位高級將領。

相較而言，師同鼎（JC2779）的銘文並不前述銘文那樣完整，不過在所能參
考的部分，我們仍然可以從行文的格式和敘述的重點看出，師同在某次戰爭中俘
獲了大量的車馬、牲畜、彝器和兵甲。
「折首執訊」的句子同樣出現在師
不過，師同鼎並未告訴我們師同是否像師俗或師

簋中。

那樣統率諸國軍隊，在沒有更

多信息的情況下，僅憑藉「師同從」三個字，我們不能判斷師同是否是一名高級
軍官或者僅僅是一名副官。師同在戰爭中繳獲的物品包括車馬 5 乘、大車 20 輛、
羊 100 頭、甲胄 30 副、彝器共計 70 件以及劍 20 把，戰利品數量如此龐大，顯
然不是由師同一個人來完成的，他應該也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考慮到西周時期
的戰爭規模，把師同也確定為一名高級的軍事將領亦無不妥。師同的身份還可以
從其他銘文中窺見。師永盂記載了一次西周時期授田的實例，其中，賞賜者是周
天子，受賜者是師永，王命的直接傳達者也是銘文中除周王以外身份最高的人是
益公，益公再向當事人以及邢伯、榮伯等人傳達王命，授田的具體執行者則是以
鄭司徒溫父為首的六個人。這六人中有一位畢人師同，一般認為，這裡的畢人師
同就是師同鼎的器主師同。王命自上而下一層層地傳遞下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
師同在整個行政體系中所處的大致位置。益公是王朝的執政大臣，相當於春秋時
期的「王卿士」116；師同等人則是具體執行政務的人，在這些人中，師同又低於
鄭司徒、周司空、史（作冊）、師氏等人，至多與他們地位持平。師同雖然排在
最末，但能與諸侯司徒、周司空並列，也說明師同應該擁有一定的地位，這個身
份與師同鼎所顯示出的師同的地位是相符的。師同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師」的地位：「師」是軍事活動或行政事務的具體執行者，他們並不屬於最高

115 五年師 簋（JC4216）屬於窖藏器，其銘文只提到周王命師 去追擊齊國的軍隊，但是並
未記載戰況，同一窖藏中的其他器物上也未發現這次有關這次戰爭的記載，因此師 「羞追于
齊」的戰役有可能並不成功。
116 語出《左傳·隱公三年》
：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見[清]阮元輯：
《十三經註疏·左傳》
，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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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層。
進攻和防禦是軍隊的兩項職責，金文里也有負責防衛工作的「師」。西周早
期，周王朝的各項制度雖然還未完善，但已經建立起框架較為完整的軍事防禦體
系。西周成建制的軍隊被稱作「𠂤」，它們駐扎在不同地區，在金文中往往以其
駐地命名為「某𠂤」
。據統計，可見西周銘文中提及的「𠂤」共有 16 個，僅西周
早期的銘文就已經有駐扎在政治中心的成𠂤，北方的闌𠂤、朽𠂤，東方的盩𠂤和
南方的（曾）鄂𠂤等等。117這些地區基本涵蓋了西周初年周人在東方主要的勢力
範圍，即以成周為中心，向北方的殷商故地、東方的東夷集團以及南方的南淮夷
和楚集團輻射的軍事防禦帶。把諸𠂤的領導者確認為高級軍事將領，應該沒有問
題。西周金文中明確提到的直接管理和指揮𠂤的軍事活動的人，除了前面已經介
紹過的師俗，還有伯懋父、伯屖父以及師雍父，其中后兩者的主要活動就是「戍」。
師雍父是一個需要重點分析的人物，因為他個人的事跡雖然單一，但是在分
析他的地位時，需要串聯起相當一批人物，只有從這種串聯中我們才能夠對師雍
父的地位做出相對準確的判斷。西周金文中與戍守、防禦相關的內容並不多，除
了伯屖父與師雍父，還有一位伯買父也曾執行過戍衛的任務。屬於安州六器的中
甗（JC949）銘文稱：「伯買父乃以厥人戍漢中州」。不過，伯買父的戍衛可能屬
於戰前的軍事調動，未必能納入西周的軍事防禦體系，這裡暫不討論。西周早期
的競卣（JC5425）有「伯屖父以成𠂤即東，命戍南夷」，彔尊（JC5419）有「淮
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
，此二器所述「戍」都是防止外族入侵。
因此可以推想，師雍父「戍于古𠂤」應該也帶有同樣的目的。師雍父的名字凡四
見於西周中期的𨕘甗（JC948）
、 鼎（JC2721）
、𥠫卣（JC5411）
、臤尊（JC6008），
目前尚未發現師雍父本人所做之器。這四篇銘文中，有三篇都提及器主是跟隨師
雍父「戍于（在）古𠂤」。另一篇

鼎的銘文雖然沒有提及「戍」的事件和「古

𠂤」的地點，但這件銅器與𨕘甗同為 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山東省龍口市蘭

117 商艷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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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鎮歸城曹家村出土，綜合來看，基本可以判斷𨕘甗的器主𨕘就是

鼎的器主 。

由此可見，師雍父至少先後有過三個具名的從人，即𨕘、𥠫、臤。與𨕘甗、 鼎
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萊伯鼎（JC2044）。有論者認為，該地附近的歸城有可能就
是古萊國的國都。118若此論成立的話，則𨕘很有可能是萊國的一位重要貴族。那
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𨕘的上級，師雍父應該是來自周的中央政權的一位高級
軍事將領。
順便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這種防禦體系值得注意的其他地方。這裡要分析的是
臤尊的一段銘文：
「臤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之年」
。金文「某某之年」的「某某」往
往是頗具影響力，或者頗為隆重的時間，因此具有紀年的性質。透過這段銘文，
對其紀年性質，我們可以有兩種解讀。其一，師雍父戍于古𠂤在當時是一件大事；
其二，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至少對於臤本人來說是一件大事。這段話本身又可以延
伸出多種解讀。首先是臤「從師雍父」的「從」的性質。如果「從」是指並行，
那麼所記述的這一年是臤與師雍父一同到達古𠂤的那一年；如果「從」是指從屬，
那麼師雍父到達古𠂤的時間可能會更早。其次還要考慮戍守的時長。如果「戍于
古𠂤」是一種常性的職務安排，那麼二人有可能長期駐扎在古𠂤；否則銘文只是
在用這種紀年表示「戍」發生的那一年，而非開始的那一年。林澐認為，商及西
周時期的軍事制度屬於征集制，他在考察古代兵制時指出，
「所謂『師』
，或『軍』
都只有一種組織框架的性質，每個軍或每個師的統帥是相對固定的，或者還有其
他軍務官也是相對固定的，而每軍或每師的員額並不固定，根據實際需要和兵源
情況可以伸縮」。119商艷濤也認為「『六𠂤』『八𠂤』中都設有農官，可見士兵平
時要進行生產活動，戰時被征集，因而並不存在大量的常備軍。」120根據這些看
法，師雍父及其手下的高級軍官應該都是常駐在古𠂤。至於臤是不是與師雍父同
年到達任地，或者說師雍父赴任的時候是否會帶上自己的「團隊」
，則不得而知。

118 李步青、林仙庭：
〈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考古》1991 年第 10 期，頁 910-918。
119 林澐：
〈商代兵制管窺〉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 年第 1 期，頁 11-17。
120 商艷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頁 34-35。
42

不過，𨕘器的出土地山東龍口與師雍父有可能的屬地（宗周附近121）相差太遠，
師雍父與其在古𠂤的軍事高層很可能都是由周王廷指派，而非自行組建。也就是
說，𨕘、𥠫、臤三人未必都與師雍父同年到達古𠂤。
人物之間的橫向的對比同樣支持師雍父是高級軍事將領的觀點。進攻和防禦
是軍隊職責的一體之兩面，當具體的進攻事件或防禦事件發生時，一般情況下不
會更換軍事將領，這也就意味著在不同的銘文中，負責進攻的高級軍事將領與負
責防禦的高級軍事將領之間，地位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假如西周中期有類似
現代的軍銜或者行政級別之類的制度，那麼師雍父與伯懋父、伯屖父的地位應該
至少相去未遠。伯懋父是西周早期的重要人物，他領導了一次針對北方勢力的戰
鬥，並獲得勝利，這件事情被簡單地記錄在呂行壺（JC9689）銘文中。師旂鼎銘
文中所記載的征伐事件很可能也與這次北征有關。小臣

鼎（JC4238）銘文顯示，

伯懋父還曾率領「殷八𠂤」征討東夷部落，銘文對整個戰爭過程的介紹簡潔明快，
路線清晰，顯得大氣磅礴，可以推斷這是一場取得了最終勝利的大規模戰爭。122
毫無疑問，在軍事方面，伯懋父一定是一名高級的軍事將領。123同樣，伯屖父也
有過率領成𠂤「戍南夷」的經歷，這件事被記載於競卣。雖然有關師雍父的幾篇
銘文都沒有提及他是否統率軍隊，但從平行的對比來看，伯屖所進行的的臨時性
的、軍事調動性質的戍守已經可以率領周王的軍隊（成𠂤），作為常駐古𠂤的最
高軍事將領，師雍父的地位距離伯懋父、伯屖父應該未遠。
除了軍事地位上的相似，還有一個因素可以將懋父、屖父等冠以「伯」的身
份的人與雍父這個冠以「師」的身份的人聯繫起來。「伯」和「師」這兩種稱呼
之間存在著轉化的現象，即在一篇銘文中稱作「伯某（父）」的人，在另一篇銘
文中稱作「師某（父）」
。我們尚不能完全確定這種轉化的根本原因，但僅就現象

121 這一部分的論述詳見第四章有關「師」的屬地的部分。
122小臣 鼎戰爭過程的銘文：
「遣自
𠂤，述東
，伐海眉，𩁹厥復歸在牧𠂤。」銘文只介
紹了出發地、征伐地和歸還地，對於戰爭過程一字不提，毫不拖泥帶水，後文又述器主受到賞賜，
顯示出戰勝者的姿態。
123 另有一件御正衛簋（4044）
，如果其銘文中的懋父就是伯懋父，那麼伯懋父還曾在禮儀過程
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代替周王賞賜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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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很可能與身份的升遷有關。一個例子是一位名叫䢅的人，在師䢅鼎中，他
自稱為師䢅，官職之称未明，具體職責只不過是「胥師俗」處理多種事物，也就
是充當師俗的副手。而在伯䢅鼎（JC2816）中，他的自稱已經轉化為「伯䢅」，
身份也已經變作

侯——這個身份顯然要高於他自稱師䢅時的身份。另一個例

子就是師雍父本人。在與一個名叫彔的人相關的銘文中（下稱彔組銘文），有幾
個關鍵詞可以將伯雍父和師雍父聯繫起來。彔簋（JC4122）中提及伯雍父「來自
胡」
， 鼎記載師雍父曾「省道至于胡」
，𨕘甗則稱師雍父曾派遣𨕘出使胡國，這
幾件器都表現出師雍父與胡國的密切聯繫。更重要的是，銘文所顯示的彔的職責
正是「戍于古𠂤」，與師雍父的職責完全相同，彔很可能是接替了師雍父戍守古
𠂤的職責。與伯雍父相關的彔組銘文無一例外地提到伯雍父對彔進行了賞賜，這
說明伯雍父的地位要高於彔。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伯雍父此時的地位應該是高於
他還被稱作師雍父時的地位的。銘文中還有一個伯俗父，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是師俗，稱伯俗時身份為司寇，說明師俗的身份也經歷了轉化。從這些例子中，
我們似乎發現了一條由「師」到「伯」的轉化路徑。但是由於述銅器並未能提供
精確的年代學資料，因此我們不能決定這種轉化到底是上升、下降還是平行遷移。
師雍父的例子似乎暗示著這是一條上升路徑。雖然這條路徑的可靠性還有待未來
更多出土材料的檢驗，但從目前來看，至少這種轉化還是存在的。遺憾的是，這
條路徑的發現不僅沒能如預期那樣在「伯」與「師」之間構建起平行或相近的聯
繫，反而在兩者之間拉開了距離。不過，通過觀察處在這條上升路徑上端的人物
的地位，在不考慮類似後代「連升三級」的特殊擢拔的情況下，路徑下端的人物
地位也能得到相應的顯現——既然這些「伯」都具有相當高的身份，那麼上升為
「伯」的這些「師」們身份必然不會太低。這種聯繫實際上更有助於我們推測和
理解「師」的社會地位。

第二節 冊命所見「師」的軍職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了解到「師」所參與的軍事活動和他們大致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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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還不知道所謂的「高級軍事將領」的具體內涵。因此，我們需要結合冊命
金文，對「師」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在與「師」相關的西周金文當中，冊命金文的數量頗具規模。經過西周早期
的發展，西周中期以降的冊命金文篇幅逐漸擴大，同時也顯示出強烈的程式化特
徵。程式化也就意味著模式的固化，但同時也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從西周中期開
始的政治尤其是官制層面逐漸制度化的過程。正是因為冊命金文呈現出的某種規
律，我們才可以對其中複雜的人物關係和繁瑣的禮儀過程進行深究。如果說戰時
的人物關係只能體現出「師」在軍事上的地位的話，非戰時的冊命、賞賜則更能
體現人物在社會上的具體位置。與前面那種帶有推測性質的對比不同，冊命金文
中的人物關係更加明確，因此也更有助於我們準確地去衡量「師」的社會地位。
冊命金文的完整內容一般包括禮儀過程、任命、賞賜和頌辭，有時還會記錄下周
王與受命者的言辭。在冊命禮儀中，首先會記述周王在某日到達某宮，會有一位
官員「右」受命者到達該宮殿的中庭站立，然後由史官宣佈冊命的具體內容，包
括司職與賞賜物，最後由受命者表示感激，並在銅器的銘文末尾向所要祭祀的祖
先進行禱告。然而並非所有銘文都完整地擁有上述內容，許多冊命金文並未記錄
官職名稱或司職內容，很可能是因為這些冊命的目的只是為了賞賜，而不涉及官
職的授予。現在要考察的是「師」所作的冊命金文中，授予了官職，且是武官的
這一類，去進一步觀察「師」在國家軍事中的作用。
金文「師」的冊命金文所見官職有邑人、虎臣、庸、師氏、走馬、戲、繁荊。
其中，戲與繁荊見于師虎簋：
「官司左右戲、繁荊」
。由於材料匱乏，尚不能準確
地指出戲與繁荊具體是什麼職位。邑人、虎臣等職位，既在傳世文獻中有所發明，
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金文材料的印證，其所轄已大致清晰，但仍有可以辨證
之處。以下將通過分別討論與「師」相關的幾個詞，來釐清「師」的職掌範圍。
四、 虎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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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文獻中「虎臣」之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與《尚書》
。
《詩經．常武》
云：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124《詩經．泮水》云：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125
《尚書．顧命》云：「師氏、虎臣、百尹、御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於南門之外。」126「虎賁」之名又見於《牧誓》篇和《立政》篇。《史記．周本
紀》據《牧誓》云：
「（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
，
《集解》引孔安國曰：
「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127從
《顧命》篇來看，「虎臣」「虎賁」同出一篇之內，其所指似非一。《周禮．夏官
司馬》又有「虎士」，128張亞初、劉雨認為就是虎臣。
金文亦屢見虎臣，且虎臣與「師」有著密切的聯繫。詢簋（JC4321）銘文稱，
詢受到周王的冊命，繼承先輩的官職（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該器
的器主為詢，又稱師詢，見於師詢簋（JC4342）。師詢簋中稱師詢，而不像詢簋
中那樣稱詢，大概是因為詢已被冊命為職掌虎臣之人，因此而稱「師」。師酉簋
（JC4288）中的師酉是詢的父親，他的職責也是「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這
種子承父業的現象反映了軍事權力在家族內部的承遞，也與前文的一個推測，即
「師」掌握著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的說法相吻合。師克盨（JC4467）也同樣反映
出這種現象，其銘文曰「更乃祖考，

司左右虎臣」
。師克盨銘文雖然不像師詢

和師酉的銘文那樣，明確點出職位的繼承情況，但結合上下文來看，仍然顯示出
權力的內部承遞。銘文稱：
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䌛唯乃先祖考有爵于
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王曰：「克，余唯經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昔
余既命汝，今余隹申就乃命，命汝更乃祖考，

司左右虎臣。賜汝秬鬯一

卣，赤巿五衡，赤舄邪幅，駒車𠦪䡈、朱鞹、鞃靳、虎冪、纁裏、畫𩌏、畫

124
125
126
127
128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693。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769。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尚書》，頁 277。
[西漢]司馬遷：《史記》，頁 121。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頁 432、470、47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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𨌲，金甬，朱旂，馬四匹，鋚勒，素戉，敬夙夕，勿廢朕命。」克敢對揚天
子丕顯魯休，用作旅盨。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銘文追述了師克的父祖所立下的功勛，說他們「干害王身，作爪牙」，這與
師詢簋銘文中周王重申對師詢的冊命（即詢簋中命他「司邑人，先虎臣，后庸」），
並要求他「率以乃友干吾王身」的說辭如出一轍，這很可能說明克的父祖同樣也
處在「司（左右）虎臣」的位置。師克盨與大克鼎（JC2836）都是光緒年間出土
于陝西扶風的器物，根據大克鼎銘文可以知道，克的祖父為師華父，同樣是一位
貫著「師」的頭銜的人，並且有著「保乂周邦，畯尹四方」的功績，根據這些信
息，可以認為克與師克是同一人。大克鼎銘文的許多內容也可以與其他銘文進行
對讀，在職責、家族性等方面體現出一定的相似性。
周王對師詢、師酉的冊命都是「司虎臣」，而對師克的冊命則是「司左右虎
臣」
。
「左右虎臣」又見於師

簋銘文。黃盛璋認為，虎臣可以分為兩隻部隊，即

左虎臣和右虎臣。他還認為無叀鼎（JC2814）的正側虎臣就是左右虎臣。129張亞
初、劉雨在考察西周官制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接納了這一說法。130這是將「左右」
讀為方位詞。實際上，西周乃至春秋時期的銘文中，「左右」二字連用的時候往
往是一個專有詞彙，是不可拆分的。試看：
7.

今我唯令汝二人亢眔夨，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夨令尊 JC6016）

8.

王命同左右虞大父司場、林、虞、牧。（同簋 JC4271）

9.

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師詢簋）

10. 今余肇命汝率師：㠱、𠩺、僰、

，左右虎臣征淮夷。（師

簋）

11. 先王其嚴，在帝左右。（㪤狄鐘 JC49）
例 7-10 中的「左右」都是輔佐、輔助的意思，其中 7 是指亢、夨二人要與
僚友們通力協作；8 是指同要做虞大父的副手；9 是說師詢的父祖都是前王身邊
的輔政大臣（暫不去理會話語中的套語成分，這裡只關注詞彙的用法）
；10 則是

129 黃盛璋：〈關於詢簋的製作年代和虎臣的身份問題〉
，《考古》1961 年第 6 期，頁 330-333。
130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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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師

要配合虎臣征討淮夷。在例 5 中，
「左右」是「身旁」
「附近」的意思，並

不是嚴格地指在左邊或在右邊，也並不能將這個詞彙進行拆分。可見，銘文中的
「左右」是個專有詞彙，「左右虎臣」也並不是左虎臣與右虎臣的合稱。在師克
盨中，「左右虎臣」的用法應該和例 8 相同，即司副職，與「胥某甲司某職」的
意思是一樣的。本文不把例 10 的「左右虎臣」看做一個整體的詞彙，是因為虎
臣這支軍隊是周王的禁衛部隊，銘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虎臣的作用是「干吾王身」，
其重要性是其他軍隊無法比擬的。如果將例 10 中的「左右虎臣」看做是一個整
體，那就相當於把㠱、𠩺、僰、 四個小國家的軍隊置於周王室的禁衛軍之前，
這種排序是不合理的。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傾向於將「左右」釋作「輔弼」之意。
虎臣之名又見於
公鼎：
「命汝

鼎（JC2824）
：
「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禦淮戎」
，以及毛

司公族，與參有司、小子、師氏、虎臣。」毛公鼎（JC2841）銘

文的字數將近五百，其篇幅遠超一般的銅器銘文，其冊命的規模也顯得十分宏大。
周王賦予毛公管轄公族、三有司（司馬、司徒/司土、司空/司工）
、小子、師氏以
及虎臣的權力，他可以說是身居要位，但很難說他是否直接管理虎臣的所有事務。
有這樣一種可能，即毛公與虎臣的關係是上級領導下級，而非像「師」那樣直接
作為虎臣的長官進行管理。這種推測在將毛公的冊命規模與一般的「師」的冊命
規模進行對比之後，顯得更為可信。
五、 邑人的性質
邑人之稱，見於師䢅鼎（JC2817）、詢簋、師酉簋、師𤸫鼎（JC4283）、和
此鼎（JC2821）。楊寬認為西周時期存在著鄉遂制度，因此他認為邑人就是鄉邑
的長官。131但這種看法除了在《周禮》等傳世文獻中尋找支持以外，並不能被出
土材料自身所證明。然而問題恰恰在於，《周禮》本身的可靠性是需要存疑的。
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必須各自獨立形成系統，然後才能互相比對和發明，否則依

131 楊寬：
〈論西西周金文中「六𠂤」「八𠂤」和鄉遂制度的關係〉
，《考古》1964 年第 8 期，頁
414-419。又見楊寬：
《西周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頁 414-416。下不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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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兩種材料的片面信息搭建起來的系統將隨時有傾塌的危險。132楊寬的方法固然
穩妥，但我們最好還是先來回顧一下邑人在金文中的描述，以便分析出土材料中
的邑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
12. 胥師俗，司邑人唯小臣膳夫守<友>官犬眔甸人膳夫官守友。（師䢅鼎）
13. 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秦夷、京夷、 夷、師笭、側新〼華夷、
𢍉身夷、〼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詢簋）
14. 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 夷、秦夷、京夷、𢍉身夷。
（師酉簋）
15. 司邑人師氏。（師𤸫鼎）
16. 王呼史翏冊命此，曰：「旅邑人膳夫。」（此鼎）
楊寬認為例 7 中邑人與甸人（奠人）是職位相當的兩種官職，分別代表了國
與野的公民長官。然而從銘文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唯」字才是斷句的重點，它
將邑人與後面的內容分隔開來，「小臣膳夫守友官犬」與「甸人膳夫官守友」兩
個平行的結構通過「眔」字關聯起來，與甸人相當的應該是小臣而非邑人，小臣
與甸人等職位都是包含在邑人中的。例 13 和例 14 都提到西門夷等五種夷，例
13 又多出師笭、側新等不同身份的人。雖然本文不同意王祥的觀點，一刀切地
將例 13 中𢍉身夷以上的內容都劃歸虎臣，以下都劃歸庸。133但「先虎臣後庸」
的說法確實說明其下應該分為虎臣與庸兩個部分。這說明，邑人、虎臣、庸三者
並不是平行的關係，邑人應該包括虎臣和庸。這樣一來，例 12 和例 13、例 14
之間似乎產生了矛盾，即邑人所指的內容並不相同：在例 12 中，邑人統領了小
臣膳夫、甸人膳夫及其同僚，而例 13 例 14 中的邑人則是虎臣與庸等軍事單位的
集合。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先來看楊寬的另一個論點，因其為許多學人所採納，
因而有再辨析之必要。楊寬認為邑人就是鄉邑之長，按照這種說法，其地位應該
132 這個說法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的來國龍教授，筆者聞於 2016 年 1 月 26 日來國龍
教授在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第二屆選堂青年學者論壇上做的題為《出土文本與中國早期的
帝國與宗教》的演講。視頻資料見於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網站，網址：
http://hkbutube.lib.hkbu.edu.hk/st/display.php?bibno=b3809106/
133 王祥：
〈說虎臣與庸〉
，《考古》1960 年第 5 期，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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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於作為周王禁衛部隊的虎臣的。然而銘文中邑人總是排在虎臣之前，與楊說
有相牴牾之處。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楊寬提出：
「師氏」是師旅的長官，同時又是鄉邑的長官，因為當時師旅即抽調京
師近郊鄉邑公民編織而成。同樣的，「邑人」這個鄉邑的長官，同時又是師
旅的長官。所以「邑人」可以成為「師氏」所屬的主要官員，地位在「虎臣」
之上。
按照楊寬的說法，鄉邑之長要兼任師旅之長，所以邑人的地位高於虎臣。但
是這個「長」實際上是由「師」來擔任，邑人與虎臣如果同為「師」所統領，那
麼地位高於虎臣的應該是「師」而非邑人。例 12 的銘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邑
人之長（師俗）未必兼領虎臣之長的職務，因此認為邑人的地位高於虎臣是缺乏
依據的。
如何解決邑人與虎臣的關係、邑人與邑人的內含不同這些矛盾呢？本文認為，
邑人並非官職，它既包括小臣、甸人，也包括虎臣、庸，還包括例 15 所說的師
氏。邑人是一類人的統稱，他們居住在周畿的勢力範圍之內，屬於國人而非野人，
「邑人」的稱呼只能代表他們的地域而非社會地位。師永盂（JC10322）有「邑
人奎父、畢人師同」，邑人和畢人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的地域來源。三年裘衛鼎
（JC9456）有司徒微邑、司馬單

、司空邑人服，其中司徒、司馬、司空都是

官職，邑、 、服都是人名，微、單、邑人則分別指出了三者的來歷。衛鼎（JC2832）
的司徒邑人𧻷的邑人亦當如是解。例 16 的此鼎的「旅邑人膳夫」則是指此作為
旅國的邑人，被任命為旅國的膳夫。134此鼎銘文說明，在稱呼方國的邑人時，要
在「邑人」前加上國名。而稱呼周畿的邑人時，則直呼「邑人」
，不需再加國名。
六、 「師」的稱呼與官職名稱
從具體的某一篇或某幾篇銘文入手，我們可以總結出師的職掌範圍。但如果
反其道而行之，從這些所職掌的內容入手，觀察它們的分佈，我們則另有發現。
134 旅國（邑）見於膳夫旅伯鼎（JC2619）銘文：
「膳夫旅伯作毛仲姬尊鼎，其萬年子子孫永寶
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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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走馬，明確受到冊命司走馬相關職務的有師虎（虎簋蓋 NA0633）和師兌（元
年師兌簋 JC4274、三年師兌簋 JC4318），師虎的職務是繼承自他的父祖，師兌
則是師龢父的副官。我們所能見到的所有掌管或者曾經掌管走馬的人都是以「師」
為稱。同樣，除了職掌尚不能完全明確的無叀（正側虎臣）和比師的身份更高的
毛公，其他受冊命掌管虎臣的人也大都以「師」為稱，而沒有這個稱呼的彔也至
少在身份上與師雍父持平（西周晚期的銅器銘文中多次出現一個稱作「師彔宮」
的宮殿，未知與彔有涉否）。師虎簋中未詳其義的「戲」與「繁荊」二職，也是
僅見於「師」器。這說明在軍事上，這些官職是由稱為「師」的這群人來實際掌
握的。「師」的身份相當之高，他們不僅能夠指揮周王的禁衛軍虎臣，在戰鬥中
也有率領一個甚至多個諸侯國軍隊的權力。相比之下，多友鼎銘文雖然鴻篇巨製，
記述了詳細的戰鬥過程和輝煌的戰績，但銘文的長度並不是衡量社會地位的標準，
考慮到西周晚期銘文篇幅普遍的擴張，以及青銅器及其銘文鑄造中帶有的個人化
特質（並無證據顯示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鑄造及銘文的鑄刻有制度上的規定），僅
從銘文內容來看，多友本人也不過受武公指揮，所率領的也不過是一部分戰車罷
了，其地位遠不能與率領整支軍隊的「師」們相提並論。
在軍職方面，
「師」們確有其共性，但稱「師」之人的執掌範圍卻不盡相同。
具體內容如下：
師詢：司虎臣、庸
師酉：司虎臣
師克：司左右虎臣
師𤸫：司邑人師氏
師

：司豐苑左右師氏

師戲：司走馬、馭人
師虎：胥師戲司走馬馭人、五邑走馬馭人，司左右戲、繁荊
師龢父：司走馬、五邑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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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兌：司左右走馬、（左右）五邑走馬
師俗：司寇
在這些司職中，虎臣、師氏等已見前論，戲與繁荊不詳其職。走馬是負責馬
政的官員。馬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在大鼎（JC2807）中，周王賞賜給大三十二匹
馬時，還特意命走馬應令「取」馬，可見賜馬這一行為的莊重，亦可見走馬這一
官職的重要性。馭人應當是駕車馭馬之人。
作為一種官職，同一官職的人應該有明確且固定的執掌內容，相比之下，
「師」
並非類似虎臣、走馬這樣具有明確執掌範圍的官職之名，也沒有任何冊命金文中
有「命汝司師」之類的句子。此外，除了「師」的司職並不完全固定，在武職之
外，還有一些「師」負責文職或樂官。這些材料都不支持「師」獨立成為一種官
職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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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師」的其他活動
除了負責帶兵打仗和管理軍隊的師之外，有一些負責非軍事事務，或其活動
不與戰鬥直接相關的官員也被稱作師。與前者一樣，這些師的某幾人之間或有相
類之處，但總體而言沒有什麼共性。本文下面的幾個小節，也只是按照所見銘文
中師的活動進行粗略的分類，並不代表師的活動範圍局限於此。

第一節 「師」與射禮
在柞伯簋、師衛鼎、師湯父鼎等器的銘文中，「師」都在射禮的活動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柞伯簋记载了周王在宗周進行的一次大射禮，參與者甚眾。「唯八
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命南宮率王多士，師 父率小臣。」參加射禮的
百官分為多士與小臣兩組，南宮負責率領多士，師

父則率領小臣。柞伯簋出土

于平頂山應國墓地，整理者認為，銘文中的「小臣」指的是年輕的奴隸，但未對
師 父的身份做出說明。135李學勤則根據《周禮》中的相關記載判斷，銘文中的
南宮乃是大司馬，而「師

父當即為大僕或射人」。136李學勤的說法是有一定道

理的。《周禮》中小臣的職責包括「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而且小臣「掌
事如大僕之法」，「凡大事，佐大僕」 ，即小臣是大僕的助手，掌管禮儀中的
具體事務。137而大僕的職責則是為王遞授弓與矢，「王射，則贊弓矢」。138這些
內容正與銘文中師

父率小臣的說法相同。但僅藉「小臣」一詞就確定師

身份，或者說把師

父的身份確定為小臣，似乎在邏輯上仍有缺環。我們可以通

過平行的對比，來確定師
師

父的

父的身份。

父在柞伯簋大射禮中發揮的作用與師衛諸器中師衛的作用相當。師衛鼎

為吳鎮烽 2010 年 5 月見於西安某收藏家處，出土地據傳為山西，時代為西周早
135 王正龍、姜濤、袁俊傑：〈新發現的柞伯簋及其銘文考釋〉，《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53-58。
136 李學勤：〈柞伯簋銘考釋〉，《文物》1998 年第 11 期，頁 67-70。
137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頁 477。
1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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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該器信息錄於吳鎮烽《銘圖》中，其銘文依其行款隸定如下：
豐公使衛陟于厥啻
臨射于鬱

城召

公賚衛貝廿朋臣廿厥牛廿
禾卅車師衛用作厥祖寶彝
斷句為：
豐公使衛陟于厥啻，臨射于鬱

城。召公賚衛貝廿朋、臣廿、厥牛廿、

禾卅車。師衛用作厥祖寶彝。139
銘文前人無釋，今試釋如下：
甲、豐公陟于厥啻
豐公。傳世文獻中有豐國，亦作酆國。《左傳》昭公二十四年：「管、蔡、
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140
酆國排在倒數第二位，其始封之君為文王之子。《詩經．文王有聲》有「作邑于
豐」「灃水東注」，又有「鎬京辟庸」「宅是鎬京」等詩句，整首詩是歌頌文王
遷都於豐、鎬之地的豐功偉業。141據雷學淇考證，豐的地名得名於水（即今灃水），
水則得名於其源頭的豐谷，文王作邑后，豐則又添邑旁稱酆。142故而《左傳》之
酆即〈文王有聲〉之豐。《史記．封禪書》稱「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143
灃、滈亦即豐、鎬。陝西西安豐鎬遺址出土有兩件豐師當盧，144西安張家坡出土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吳鎮烽：《銘圖》第 5 冊，頁 163。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左傳》，頁 255。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584。
轉引自陳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頁 622。
[西漢]司馬遷：《史記》，頁 1375。
[西漢]司馬遷：《史記》，頁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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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豐人戈，145可見豐國是西周至少是西周初期相當重要的方國。此為姬姓之
豐，其地當在今陝西鄠縣。146青銅器中亦有豐為姬姓的證據。1972 年陝西省扶
風縣法門鎮劉家村豐姬墓出土了三件

季遽父所作的尊和卣，147銘文均作「

季

遽父作豐姬寶尊彝」
，是為明證。1980 年陝西省寶雞市衛濱區竹園溝村發現了伯
格墓，墓中出土有一件豐公鼎（2152），整理者認為是妊姓之豐。148妊姓之豐見
於王作豐妊單盉（9438）：「王作豐妊單寶盤盉」，豐妊當是時王之后或妃，妊是
其姓，單是其私名。該器為陝西省臨潼縣零口村窖藏器。流傳器有室叔簋
（NA1957），銘文中有一句：「室叔作豐姞寶尊簋。」是又有姞姓之豐。149河
南省洛陽市北窯村龐家溝西周墓地出土有豐伯戈、豐伯劍等器，150曹斌提出此是
為姬姓的豐君所作之器，未詳所據。151還有一件豐王斧，據羅振玉《夢郼草堂吉
金圖》，當出自山西易縣。152此豐王之豐恐非姬姓、妊姓之豐，不知與姞姓之豐
相關否。《史記．秦本紀》載：「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153此豐王
當是西戎之豐，應與豐王斧之豐王無關。諸豐情況之繁雜，殊難廓清。從血統來
看，豐有姬、妊、姞三姓。從地望來看，有陝西鄠縣、河南洛陽、河北易縣（有
可能還有寶雞以西的西戎地區）。師衛鼎中的豐公能參與到射禮活動中，且與召
公地位不相伯仲，應該是姬姓之豐。雖然王作豐妊單盉表明周王之后來自豐國，
豐公為妊姓王后的同宗似乎也不無可能。但考慮到該器為西周晚期器，而師衛鼎
為西周早期器，鼎銘中的豐公為姬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張家坡西周墓地》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
頁 173。
146 陳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
，頁 624。
147 羅西章：《扶風縣文物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頁 96-97。
148 盧連成、胡智生：《西周𢐗國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頁 421。
149 陳槃以輔伯
父鼎（2546）銘文有「輔伯
父作豐孟妘媵鼎」，認為又有妘姓之豐。此實
為妘姓長女嫁於豐者，陳槃誤。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
，頁 623。
150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洛陽北窯西周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頁 111-112,115-116,118。
器號 11014、11572、11573、NA0337。其中《總集》所收器號為 11572 與 11573 兩器，據考古隊
整理的《北窯》一書，當是一器，《總集》誤將其剖面圖作一器，其銘文拓片圖作另一器。
151 曹斌：〈 國小考〉，《東岳論叢》2015 年 3 月（第 36 卷/第 3 期），頁 165-169。
152 羅振玉：
《羅雪堂先生全集·夢郼草堂吉金圖》
（台北：文華出版公司，1989）
，頁 1181-1182。
153 [西漢]司馬遷：《史記》，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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啻，即禘，指禘祀，是周人最重要的祭祖禮儀。《禮記》云：「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154周人的禘祀繼承自商人。商代的禘祀由
時王主持，用以祭祀先王、先公和先臣。到了周代，金文材料顯示，禘祀的主體
漸漸不再僅限於周王，亦可由諸侯或方伯來擔任，並非像《禮記》所說的「不王
不禘」。繁卣（5430）銘文有「公啻酉彡辛公祀」，就是某位「公」為其父（文考
辛公）舉行禘祀的例子。島邦男最早指出：「『禘』在金文中寫作『啻』。」155
這是十分正確的。金文除師衛鼎以外，言及禘祀者凡四，皆是以「啻」為「禘」，
劉雨已詳之，此不一一。156劉雨還指出：「禘是對祖先的祭典，因此要在祖廟中
進行。」157宗廟的主體部分是高出地面的，進入宗廟或者說走向宗廟的過程，是
從平地沿階上行的過程。故「陟于厥啻」就是「登上舉行禘祀的地方」的意思，
「啻（禘）」在這裡指代舉行禘祀的地方。儘管師衛鼎中出現了豐公與召公，而
沒有出現王，但其所記載的禘祀的主體應該仍是周王。董蓮池認為，周代禘祀的
對象「一律只限於先祖先考」。158豐與召的始封之君都是文王之子，故而文王以
後，兩國是沒有相同的禘祀對象的。豐、召二國即便是聯合祭祀文王及文王以前
的先祖，也不太可能繞過周王，更何況這種假設中的聯合祭祀只涉及遠祖，而無
關於近祖及考，幾乎沒有現實操作的可能。師衛鼎中的禘祀應該是以周王為主體，
豐公與召公作為輔佐的祭祀儀式。商人將上天稱作帝、上帝，也把已故的王稱作
帝，周人則只稱其最高統治者為王，包括在世的與過世的。西周以後，帝作為天
子代稱的含義逐漸消失，帝常常用來專指天帝、上帝。如榮作周公簋（4241）：
「帝無終命于有周。」史墻盤（10175）：「上帝降懿德大屏。」㪤狄鐘（49）：
「先王其嚴，在帝左右。」等等。《詩經．文王》亦稱：「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154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616。
155 [日]島邦男著，趙誠譯，張政烺、陳應年校：〈禘祀〉，載於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
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396-412。
156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 年第 4 期，頁 495-521。
157 同上。
158 董蓮池：〈殷周禘祭探真〉，《人文雜誌》1994 年第 5 期，頁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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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可見在周代，王與帝的區別是十分鮮明的。王是人間的最高統治者，而帝則能

夠掌管天地萬物，也包括人間的王。能夠與上帝交流的，只有作為天子的王。以
師衛的身份去「陟于厥帝」，顯然是不現實的。
乙、臨射于鬱

城

臨射。《說文解字》臥部臨字條云：「臨，監也。」160監字條云：「監，臨
下也。」161監臨互訓，是說臨有查看之義，監有向下看之義。臨字本為俯視之義，
从臣从人从三口（亦有从二口者），臣字為豎目之形，三口本來象被看的物品，
後來合為品字，訛變為聲符。監字从臣从人从皿，象人低頭看水鑒之義，故監字
又指水鑒，是鑒的初文。監字的皿就是把臨字中代表一般物品的三口替換成了代
表水鑒的皿。臨既然是俯視之義，故又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居高臨下、監督、監視
等含義。大盂鼎（2837）銘文有「天翼臨子」，毛公鼎銘文有「臨保我有周」，
師詢鼎銘文有「臨保我厥周」，翼與保都有護佑之義，臨則代表了上天或先祖在
天之靈自上而下俯視查看的狀態。師衛鼎中的臨射，結合前文的「陟于厥啻」，
顯然是指師衛在廟堂之上向下觀察射禮。不過師衛應該不單單是觀看射禮過程那
麼簡單，臨字在這裡其實是用為監督之義。臨射相當於司射，這一詞見於靜簋
（4273）：「王命靜司射學宮。」關於司射，《儀禮》中的〈大射〉〈鄉射〉兩
篇均有討論。162司射在射禮中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引導。射禮的核心活動是射
箭，司射在射箭的過程中負責引導踐禮之人進行具體的活動，包括報告活動進度，
指導行射禮之人站位等等。二是監督。〈大射〉篇中屢屢提及「取扑」「搢扑」
「倚扑」，扑是一種刑具，司射之所以隨身攜帶著扑，目的就是要懲戒擾亂儀節
之人。
鬱

159
160
161
162

城，是這次射禮發生的地點，當在宗周附近，具体地点未详。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533。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頁 388。
同上。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儀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頁 117-1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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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召公賚衛貝廿朋、臣廿、厥牛廿、禾卅車
禾字甲骨文習見，金文則不多見。西周金文中，禾字多假做「年」字或「龢
（和）」字，直接用來指某種作物的則少之又少。曶鼎（2838）銘文有「償曶禾
十秭，遺十秭，為廿秭。」禾是以秭為單位的。在季姬尊（NA0364）中又有「禾
二廩」， 則是以廩為單位。師衛鼎中的禾又以車為單位。不同的單位只代表了
不同的計量方式，這與禾的貯存或運輸方式相關，彼此之間並不一定存在梯級的
包含關係。但秭、廩和車的量級都不在小，尤其是秭。《周頌．豐年》曰：「豐
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163《說文》秭字條云：「數億至萬曰秭。」
164

都表示秭是非常大的數目。這些西周金文中明確記載的農作物以賞賜或賠償的

形式發生的轉移，對我們了解西周農業發展的狀況應當有所助益。
師衛鼎銘文記載了一次禘祀之後進行的射禮。《禮記．射義》篇稱：「天子
將祭，必先習射於澤。」165既然有「習射」，就必然有正式的射禮。這也說明，
在重要的祭祀儀式尤其是周王室所舉行的祭祀儀式之後，射禮是必不可少的。根
據劉雨的說法，麥方尊（6015）與天亡簋（4261）都記載了祭禮之後在大澤之中
演習射禮的史實：
酉彡祀……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龏禽。（麥尊）
王又大豐，王凡（汎）三方。（天亡簋）
劉雨認為，豐字即是豊字，也即禮字。而「王汎三方」則是指「周王乘船汎游辟
庸大池的三方」。劉雨認為這兩例都是周王依照禮制「習射於澤」的例證。166但
金文所反映的射禮，絕大多數都與祭祀無關。有的是因為軍事威懾，如鄂侯馭方
鼎（2810），周王親自率軍南下，企圖以此震懾鄂侯，並在與鄂侯的宴會之後舉

163
164
165
166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731。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頁 328。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禮記》，頁 1019。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6 年第 12 期，頁 11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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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射禮：「王南征……御方侑王，王休宴，乃射。」有的是因為社會政治，如
令鼎，「王大籍農于諆田，餳。王射，有司眔師氏小子會射。」周王在諆這個地
方籍田，隨後舉行了射禮。還有一些銘文則只記載了射禮本身，並沒有把射禮排
進一個前後相承的禮儀序列中，也未曾給出舉行射禮的緣由。可以說，師衛鼎銘
文是目前所見金文中，唯一將祭禮與射禮聯繫起來的銘文，它對於研究西周時期
的禮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了解師衛鼎銘文的含義之後，現在我們可以將師衛的職責與師
行對比。兩人都在射禮中擔任職務。師

父的職責進

父的職務是「率小臣」，而師衛的職務

是「臨射」，看上去二者的職務並不相關。實則不然，通過分析我們會發現，師
父實際上也扮演了禮儀監察的角色。射禮作為一種帶有競技性質的禮儀，監督
人員是必不可少的，這種角色發展到今天也就是裁判。但一般情況下，禮儀的主
體仍然是行禮者，就像體育比賽的主體是運動員而非裁判。這就為我們解讀柞伯
簋銘文提供了一個方向：柞伯簋銘文雖然主要是矜夸柞伯的射藝高超，記錄周王
的賞賜，但同時也提及了以南宮為首的多士和以師

父為首的小臣這兩批人──

他們在射禮中處於什麼位置？多士和小臣應該是進行射禮的人，而非監督者。如
果他們是監督者，則銘文只記載監督者而不記載其他的行禮者，將是十分奇怪的。
從功利的角度來講，記載其他「參賽者」的人數更有助於顯揚柞伯的射藝高超。
況且銘文中還有「王曰：小子、小臣，敬有賢獲，則取。」小子即指多士，這更
說明多士和小臣都是射禮的實際參與者。令鼎銘文曰：
「王射，有司眔小子會射。」
同樣，在靜簋中，「唯六月初吉，王在

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

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𩁹八月初吉庚寅，以吳

、呂

會豳

師、邦周

射于大池。」根據銘文記載，儘管在八月舉行射禮中沒有提及小子、小臣，但他
們要提前兩個月就學習或者演戲射禮，實際上也說明他們是要參與到射禮活動中
的。
南宮和師

父的「率」代表了兩人之間的一種平行關係，也就是說，南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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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之間的關係，和師

父與小臣之間的關係是相同的。或者他們都扮演了領隊

的角色，或者他們都扮演了監督者的角色。本文認為，這兩人都是監督者亦即司
射，因為多士和小臣之間不存在競技關係。《周禮．夏官司馬》曰：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167
可見，射禮的規格有其層級。周王、柞伯、多士與小臣執禮的規格各不相同，自
然無可相較。多士與多士之間，小臣與小臣之間才存在競技關係，他們各自並不
能形成一個「隊」，南宮與師

父「領隊」的角色就更無從談起。毋寧說，南宮

與師 父分別是他們所率的群體的負責人，責任是保證射禮的正常進行，這實際
上也就與司射的職務相當。南宮與師

父之間未必如李學勤所說是太僕與小臣的

關係。南宮氏是西周望族，其先祖為南宮括，無論是《逸周書》所稱「周有八士」
抑或後世所稱的「文王四友」，南宮括都佔據一席。柞伯簋中南宮的地位應該高
於師 父，那麼由南宮來「率」地位高於小臣的多士，也就合情合理了。柞伯簋
是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這一時期，西周的禮制尚未完善，射禮的方方面面可能並
不像《周禮》所記載的那麼詳細而嚴密，但基本的形式和根本的精神內涵應該是
一致的。依前所述，本文認為師

父和師衛一樣，在射禮中扮演了司射的角色。

師衛鼎有幾件同人作器。其中，師衛簋（WU5143）銘文與鼎相同。另一件
師衛尊（WU11786）168銘文如下：
唯九月既生霸，宮公省僕、器于北麥。宮公賞師衛貝五朋，用作祖寶彝。

167 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
，頁 462。
168 吳鎮烽：《銘圖》第 21 冊，頁 257。斷句參考吳鎮烽釋文，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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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衛鼎和師衛尊的銘文中，師衛先後受命及受賜於豐公、召公和宄公。這
一方面說明師衛的身份低於諸公，另一方面也說明，師衛應該不是某一家的私臣，
而應該是王臣。師衛和他們之間產生關係，是受到了周王的指派。
另一件與射禮相關的師器是師湯父鼎。其銘文曰：「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
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呼宰應賜盛弓、象弭、矢臸、彤干。」劉雨根據出土的
戰國錯金銅壺上的紋飾已經指出，射盧即舉行射禮的地方。169根據本文之前的介
紹，周王舉行射禮的地點和時機並沒有遵循一定的準則，不知道在這種射禮中會
否搭建臨時性的建築物以保證射禮的進行。但師湯父鼎中的射盧應該是常設的專
用建築。十五年趞曹鼎（2784）中也提到了射盧：「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恭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趞曹賜弓、矢、虎櫓、厹、冑、毌、殳。」趞曹
受賞的地點與師湯父受賞的地點同樣是周新宮的射盧，而且這裡明確指出「王射
于射盧」，即這裡舉行過射禮的活動。再看受賞之物，師湯父受賜盛弓、象弭、
矢 、彤干。馬承源說，象弭是「兩端飾以象牙的弓」，矢臸是 「帶翼骨簇」，
彤干則是「彤色的盾」。170而趞曹受賞弓、矢、虎櫓、厹、冑、毌、殳，同樣是
以弓和箭為首，輔以其他兵甲。可以認為，師湯父受賞的原因也同樣是因為射禮，
但更具體的原因不得而知。

第二節 師、小臣與省道
省道，即巡查道路。《國語．周語》引「周制」曰：「雨畢而除道」「列樹
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171「周制」是西周已經制定完成的制度。當時不僅要在
道路的兩旁栽上樹木，以突出道路，還要在路上設立飲食供給，並對道路進行及
時的維護。據《周禮》，當時已經設立了專門管理道路的官員，稱作野廬氏：「掌

169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6 年第 12 期，頁 1112-1120。
170 馬承源主編：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頁 147-148。
171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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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172又設有「司險」
一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173《詩經．大
東》描述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74可見，當時已經建立起了由周畿通往
全國各地的道路系統。周王或其代言人出行之時，會有專人提前檢查道路是否通
暢，以保證出行順利，這種行為就是省道。
省道一詞出自

鼎銘文：「師雍父省道至于胡。」師雍父要巡查從周畿到胡

的整條道路或是其中一部分，以保證交通順暢。巡查道路的行為又叫做「貫行」，
即貫通道路。中甗（949）銘文稱：「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設居在曾。」中
鼎（2751）：「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設王居。」
虎方在周的南方，南宮受命南征，中要負責提前檢查道路，以保證南宮的軍隊通
行無阻，並到南國為周王設居（行宮），說明周王也是要親臨前線的。至於史墻
盤（10175）稱：「宏魯昭王，廣笞荊楚，唯貫南行。」就是稱讚昭王南征，迫
使荊楚的政權向中原政權低頭，從而打通了去往南方的道路，用的是「貫行」的
引申義。貫行的過程很可能就包括了「除道」「立鄙食」等行為。這裡的中亦即
靜鼎（NA1795）銘文的師中：「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師中眔靜省南國相，
設居。」師中與靜兩人是在宗周接受周王的命令，說明他們的省道的範圍確實是
從宗周一直到南國的相地。
小臣夌鼎（2775）也提到了巡視之事。「正月，王在成周，王步于楚麓。令
小臣夌先省楚居。」唐蘭認為，楚麓就是楚邱，在今山東省成武縣境，距成周洛
陽約三百多公里，還認為小臣夌省楚居是周昭王伐東夷時事。175小臣夌在成周受
命，到東國省居，一路上省察道路以保證「貫行」也是自然而然的。
金文中有關省道的討論凡此四例。有趣的是，執行這些任務的人的身份都是
172 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
，頁 547。
173 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
，頁 459。
174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438。
175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篇──昭王時代青銅器銘五十三篇的考釋〉，《古文
字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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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小臣。有小臣靜卣（NA1960），陳夢家、馬承源等皆認為此小臣靜與靜簋、
靜卣之靜為同一人。176今從之。關於師中的稱呼，張懋镕說：
中方鼎的中在靜方鼎中被稱為「師中」
。一種可能是在中方鼎與中甗中，
中的地位尚不高，未被冠以「師」之官職，而到靜方鼎時，已有升遷。這種
情況類似於師虎和虎簋。另一種可能是沒有寫明。177
本文認為後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原因有二。其一，時間上，中鼎的鑄造時間不晚
於靜鼎。我們可以將兩器對時間的描述進行對比。很顯然，靜鼎、中鼎與中甗中
所說的「省南國」是同一件事。靜鼎稱師中與靜受命的時間是十月甲子。其後，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十月受命，來年八月復命，此時昭王南征的戰爭
已經結束。中鼎則稱：「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說明中鼎也是鑄造於戰爭
之後。中組器的中甗、中觶、中鼎（另一個）等多次提及中受到周王賞賜的事情，
但無一提及中被任命為「師」的官職。中與靜應該是同時受賜，因此，中鼎與靜
鼎對中的稱呼不同，是由中身份的變化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其二，中之所以被靜稱作師中，是因為中的身份高於靜。金文用「眔」字來
表示「同、與」之意，在並稱兩個人名的時候，器主總是在眔字之前，而另一人
在眔字之後。如：
溓公令

眔史

鼎（2740）

王馭溓仲僕令眔奮先馬走

令鼎（2803）

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士上卣（5421）

王命㒼眔叔㣈父饋吳姬飴器

㒼簋（4195）

此外，儘管金文在男性與女性並稱之時，男性總是在前，但縣妀簋（4269）銘文
176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頁 90。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
文選·三》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頁 112。
177 張懋镕：〈靜方鼎小考〉，《文物》1998 年第 5 期，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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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縣妀仍然把自己放在了縣伯之前：「我不能不眔縣伯萬年保」。這說明，在
具有宗教意味的青銅銘文當中，器主的地位是十分凸顯的。然而靜鼎銘文卻把師
中放在了靜的前面，且師中在整篇銘文中只出現了一次，更沒有起到功能性的作
用。這只能說明師中的身份要高於靜，儘管中本人並沒有著意自稱為「師」中，
但靜還是要在稱謂方面表現出尊敬的態度。故此，師中之自稱為中，只是當時未
寫明其師的身份而已。
不僅師中的身份高於小臣靜，整體而言，師的身份也是要高於小臣的。小臣
傳簋中，「師田父命小臣傳緋㻌」。師䢅鼎中，周王冊命師䢅「司邑人，唯小臣、
膳夫……」克鼎中，周王賞賜克（師克），「賜汝史、小臣……」不過，不能認
為師與小臣之間有直屬的關係。在另外一些銘文當中，被稱作公、伯和叔的人也
有賞賜小臣的權利或資格。

第三節 「師」的其他職務
師的活動不僅限於軍事行動、射禮和省道，從冊命金文中可以看到師所任的
其他官職。師

應該是目前所見的師中官職最高的一個，在師

簋中，他被冊命

為司徒：
「王若曰：
『師 ，在先王既命女作司徒，官司汸誾。今余唯肇申乃命。』」。
黃德寬認為，：「『汸誾』疑讀為『方垠』，……指王畿四方的邊界。」178這個
看法是十分中肯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司徒絕大多數寫作「司土」，直接寫作
司徒的只是極個別的現象。這說明司徒起初應該是掌管土地的官員，與後世所說
的「司空主土，司徒主人」179並不一致。師

簋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次冊命

的右者是司空液伯。在金文中司空與司徒、司馬並稱為叄有司，且三者的排序無
一例外地是司徒在先，司馬次之，司空最末。三者並舉凡三例：
五祀裘衛鼎（2832）：司徒邑人𧻷、司馬𩑦人邦，司工

178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頁 3819。
179 屈守元箋疏：
《韓詩外傳》（成都：巴蜀書社，1996）
，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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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盠簋（6013）：叄有司：司徒、司馬、司空。
裘衛盉（9456）：參有司：司徒微邑、司馬單

、司工邑人服

這個排位如果只是一種習慣性的排列，不能代表三者地位的高低的話，至少也證
明了司徒的地位不會低於司空。李學勤指出，儐者與受命者職務之間有一定的統
屬關係，前者為後者的上級長官。180如果這個說法成例的話，那麼說明司徒、司
空等已經是周王朝最高級別的官員了，因此冊命——即便只是申命——司徒的時
候，只能由同級的司空（或者司馬）來做為他的儐者。
出入王命是師所擔任的另一項重要職務。《詩經．烝民》有詩句云：「王命
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181出納即出入。出入
王命就是「賦政於外」，將周王的意旨向外傳達，也就是頒布政令的意思。詩歌
將這一職務比喻為「王之喉舌」，是十分精妙的，也說明了出入王命之人的重要
性。毛公鼎銘文曰「出入事于外，敷命敷政」，即是此意。不過，儘管毛公鼎銘
文有「出入敷命于外」的句子，但他受冊命的職位則是「司公族與叁有司、小子、
師氏、虎臣」，地位是相當之高的，出入王命只是他諸多職責中的一項。西周銘
文所見專事出入王命的，則都稱師。師望鼎銘文中，師望追述父輩功業時說道：
「望肇帥型皇考，虔夙夜，出入王命。」這一句話透露出幾個信息，首先，師望
的父親的職責就是出入王命；第二，師望表示他將以父親為榜樣，勤懇工作，說
明師望現在的職責也是出入王命；第三，出入王命這項職責是由師望的父親傳到
師望身上的，這與當時的世官制是相符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師克祖孫身上。
師克又稱克、膳夫克，其相關諸器皆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任家村窖藏。其中有一
篇銘文長達 280 餘字的鼎又被稱作大克鼎，銘文追述了克的祖父師華父的功績，
包括「諫乂王家」和「擢克王服，出入王命」。所謂「諫」指的就是進諫（諫乂
又引申為治理），也就是出入王命的「入」。這說明出入王命的意涵不只是向外

180 轉引自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
，頁 110。
181 [清]阮元輯：《十三經註疏·詩經》，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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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政令，擔任這項職責的官員也要向周王提供諫議，反映民情。克的追述結束
以後，周王對克進行了正式的冊命：「昔余既命汝出入朕命，今余唯申就乃命。」
克的情況和師望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克的同人器克鼎（2796）中還提到，「王命
膳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舍命即敷命，這篇銘文是師克出入王命的一
個具體例證。
在師俞簋蓋銘文中，師俞受冊命為保氏，這是周王身邊又一個重要的職位。
《周禮》對保氏有如下描述：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
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
王闈。182
保氏是負責教育的官員，其教授的內容包括統稱為六藝的禮、樂、射、御、書、
數，以及在各種正式場合下的儀容舉止。並且保氏要跟隨周王出席所有的正式場
合，「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也就是所謂的五禮：吉凶軍賓嘉。
此外，保氏還要負責「諫王惡」，同時擔任了諫官的職責。保氏一職不可謂不重
要。金文中除了師俞受冊命為保氏外，並沒有太多其他信息來證明保氏一職在當
時的實際作用。師俞尊與師俞鼎銘文所稱的「王如上侯，師俞從」，或許也只能
作為「王舉則從」的一個註腳。
師

的情況比較特殊，在冊命中，伯龢父命他「尸我家，

司我西偏、東

偏、僕、馭、百工、牧、臣、妾」，並稱「乃祖考有爵于我家」，說明師

的家

族至少三代都作為掌管奴僕的官吏，為伯龢父的家族服務。銘文全文如下：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
182 阮元輯：《十三經註疏·周禮》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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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祖考有爵于我家，汝

有雖小子，余命汝尸我家， 司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董裁內外，毋敢不善。賜汝戈琱胾厚柲彤緌、毌五、鍚鐘一肆、五金，敬乃
夙夜，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䵼簋。 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僅從銘文來看，師

是伯龢父的家臣，而非王臣。冊命是周王的專權，但這篇銘

文中並沒有出現周王，伯龢父也不是出入王命者，這次冊命正是由伯龢父發出的。
對此，楊樹達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解釋：伯龢父就是文獻中「共和執政」的共伯和，
他初攝行天子之位，故銘文稱「王元年」
，他所提擢的官員也是用冊命的形式。183
其賞賜的規格也與王賜相類。這樣一來，師

的身份實際上仍可算作「王臣」，

他的職位也就理所當然地是王官。彼時厲王由於國人暴動的緣故外逃於彘，但他
作為王的合法性仍在，師龢父在名義上也可以算作是王官。

183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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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師」的家族及相關問題
第一節 「師」器的出土
在所有器主為「師」的青銅器中，有約 30 個人的器具有來源信息。這裡的
來源信息主要是指：1、明確的考古發掘信息，一般是來自正規考古隊的考古信
息；2、具有明確地域指向或者暗示的流傳信息，一般是被記錄下來的前代偶然
的出土信息，也包括一些坊間流傳的可信度較高的信息。這些信息揭示了器主生
前主要的活動範圍，從中也可以窺見一些人物關係。這些來源信息具體如下：
（一）考古信息
師𩛥：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窖藏
師臾：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窖藏
師湯父：陝西省扶風縣周原齊家東壕
師同：陝西省扶風縣下務子村窖藏
師

：陝西省扶風縣召公鄉巨良海家村窖藏

師隻：陝西省岐山縣京當鄉雙庵村墓葬
師中：陝西省長安縣灃西馬王村窖藏
師

：陝西省長安縣灃西張家坡窖藏

師

父：陝西省長安縣張家坡窖藏

師詢：陝西省藍田縣安村鄉寺坡村
師察：陝西省藍田縣安村鄉寺坡村
師耤：陝西省藍田縣輞川鎮新村
師永：陝西省藍田縣湖濱鎮
師虎：陝西省丹鳳縣鳳冠區西河鄉山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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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賸父：陝西省勉縣老道寺鎮
師𤸫：陝西省武功縣南仁鄉北坡村
師

：河南省洛陽市馬坡東北攔駕溝

師隻：河南省洛陽市北窯龐家村
師道：內蒙古寧城縣小黑石溝
（二）流傳信息
師𡘇父：流傳器，陝西省關中地區（愙齋集古錄）
師𠭰：陝西省長安縣兆元坡
師望：新疆
師克：1890 年（清光緒 16 年） ，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家村
師奐父：陝西省扶風縣
師遽：陝西省岐山縣
師俞：河南省開封市。得於京兆
師轉：河南省濬縣
師中：孝感
師衛：傳為山西出土
從地域上來看，這些青銅器的來源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出自渭河流域宗周
故地的，另一種是出自宗周以外的地方。後者共有八位器主，包括出自成周的師
、師隻，衛國（濬縣）的師轉，宋國附近（開封）的師俞，北燕附近（內蒙古
寧城縣小黑石溝，地今屬內蒙古赤峰，近北京）的師道，南國荊楚附近（孝感）
的師中和晉國（山西）的師衛。184 其餘二十幾例在渭河流域的分佈並非隨機的
散點分佈，而是分別集中在灃鎬遺址和周原遺址附近。這為本文推斷師的身份提
184 括號內為該器的出土地或可能的出土地，一方面由於出土信息的模糊，另一方面由於古時方
國範圍尚不能完全確定，因此將出土地在當下的行政區劃以及在當時可能的所屬分別列出，不代
表括號內外的兩者有嚴格對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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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個方向，他們應該與西周的中央政權有著極其緊密的聯繫。這種分佈與他
們所負責的軍務和政務的層級是相符合的，在本文之前提到過的例子當中，絕大
多數師的活動，包括軍事行動、行政命令、職位冊命，都由直接體現了周王的意
志。乃至田界的劃分與交割，都可以看到周王的介入。師永盂（即永盂）記錄了
一次土地分配的詳細過程：
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廼出厥命，賜畀師永厥
田陰陽洛疆眔師俗父田。厥眔公出厥命邢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
公廼命鄭司徒溫父、周人司空 、 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
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永用。作朕文考乙伯
尊盂。永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其率寶用。
這篇銘文涉及了大量的人物，從宣令、傳令、監督到具體操作都有專人負責，
具有相當強的程序性。前人對這篇銘文的文字及其所涉及的制度多有闡述，基本
解決了銘文的釋讀問題。185這裡想要關注的是兩個地點之間的關係，即銘文所記
載的「陰陽洛疆」以及這件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陝西省藍田縣湖濱鎮之間的關係。
在敔簋銘文（4323）中，「陰陽洛」是南淮夷內伐所及之地。唐蘭認為：這個地
方是指「陝西的洛河南北，屬於邊疆。」186據《水經注》洛水條，「洛水出京兆
上洛縣讙舉」187，此後河道大抵向東北延伸，一直穿過洛陽，最終在鞏義市北匯
入黃河。上洛即今商洛，在藍田之西，洛水之源在商洛市轄下的洛南縣。師永盂
出自藍田，其銘文顯示師永有封田在「陰陽洛」，大約就是洛南區域。從藍田到
洛南，儘管多是山地，但這個範圍也實在不算是小了。

第二節 藍田弭氏家族

185 參唐蘭：〈永盂銘文解釋〉，《文物》1972 年第 1 期，頁 58-62。唐蘭：〈《永盂銘文解釋》
的一些補充──併答讀者來信〉，《文物》1972 年第 11 期，頁 53-56。陳邦懷：〈永盂考略〉，
《文物》1972 年第 11 期，頁 57-59。戚桂宴：〈永盂銘殘字考釋〉，《考古》1981 年第 5 期，
頁 448。李學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光明日報》1983 年 11 月 30 日。
186 唐蘭：〈永盂銘文解釋〉，《文物》1972 年第 1 期，頁 58-62。
187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
《水經注校證》
（北京：中華書局，2007）
，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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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氏家族不見於史傳，這個家族要從可以與師永聯繫起來的，同出自藍田的
另一件青銅器詢簋說起。詢簋銘文中，詢受冊命「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
門夷、秦夷、京夷、

夷、師笭、側新、□華夷、

身夷、□人、成周走亞、

戍秦人、降人、服夷」，在銘文的末尾又提到了「文祖乙伯同姬」。自郭沫若以
來的學者基本都認為詢與師詢簋的師詢是同一人，而其父是師酉。188主要原因是
師酉簋中師酉的任職「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 夷、秦夷、京夷、
身夷」無論是種類還是順序，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同時師酉簋銘文的最
後則提到了「文考乙伯宄姬」，師酉當是師詢的父親。師永與師酉、師詢父子的
聯繫是，師永極有可能與師酉為兄弟關係。首先，年代相當。在師永盂所提及的
大量人名當中，益公出現在詢簋中，榮（榮伯）出現在師詢簋中，師俗出現在師
酉鼎中，這說明師永與師酉父子所處的年代是大致相當的。第二，父稱相同。師
永盂稱「文考乙伯」，與師酉鼎的稱呼可以對應得上。第三，地域相近。師永盂
的出土地點與詢簋的出土地點相毗鄰，這一點只能作為前兩點的佐證，畢竟出土
地點並不在同一地，更不用說師酉諸器。不過，與詢簋同出的師察簋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師察簋與詢簋為同時同地發現，郭沫若將二人歸為同族，是正確的。189但由
於郭文開頭對師察簋銘文的斷句有錯誤之處，他在文末的這一論斷似並未引起太
多重視。實際上，這一人物關係可以串起一個多達五至六人的家族。師酉與師詢
的父子關係是毋庸置疑的。師察與師詢為同族，這批銅器最初的整理者認為，師
察的年代當略早於師詢。190師察在銘文中自稱弭叔，同出的器中又有弭叔諸器，
師察即弭叔。同時，師察簋銘文中，周王的冊命是「用胥弭伯」。弭伯即師耤，

188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釋〉，《文物》1960 年第 2 期，頁 5-8。朱鳳瀚：〈師酉鼎與師
詢簋〉，《中國歷史文物》2004 年第 1 期，頁 4-10。
189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釋〉，《文物》1960 年第 2 期，頁 5-8。朱鳳瀚認為，詢簋、師
詢簋與師酉簋中的同姬、同益姬、宮（宄）姬是同一人的不同稱呼，同可能是師詢、師酉的族氏，
益為該女子的父氏，宄則是美稱或謚號。參朱鳳瀚：〈師酉鼎與師酉簋〉，《中國歷史文物》2004
年第 4 期，頁 4-10。如此，則師詢並非弭氏，與郭說相左。本文採郭說，認為師詢與弭叔同族。
190 段紹嘉：〈陝西藍田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文物》1960 年第 2 期，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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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銅器晚於師察簋四年出土于南部僅約八公里處。191師耤簋銘文提到榮伯與尹
氏，這又可與師永盂對讀。可見，師耤、師察兄弟的時代與師酉、師詢父子的時
代乃至師永的時代互有重合，他們的銅器的出土地又彼此毗鄰。因此本文認為，
將這六個人劃歸為同一家族──弭氏，是合理的。又有弭仲，見於薛尚功所著《歷
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今稱弭仲簠（4627），其器據云出自驪山，192在今陝西
臨潼境內，距藍田亦不遠，當與弭伯、弭叔同族。弭仲簠為西周晚期器，其人或
與弭伯、弭叔同時。弭伯、弭叔同族而異地，正與師永、師酉同族而異地相同。
先秦典籍未見弭氏。師酉鼎：「文考乙伯宄姬。」詢簋：「文祖乙伯同姬。」
從銘文中的母稱來看，在不考慮通行通婚的特殊情況的前提下，弭氏並非姬姓。
弭氏是西周的畿內的重要氏族，甚至有可能是封國。以目前的材料，尚不能判斷
弭氏是否真的被封為諸侯國，但弭氏至少是擁有采邑的。師的官職都是王官，故
而弭伯、弭叔並非諸侯的封臣，他們要麼是擁有各自采邑的普通貴族，要麼就是
裂土封侯的高級貴族。從弭氏伯、仲、叔三人所作銅器的出土地點來看，或者弭
氏的宗族分為伯、仲、叔三支，要麼這三人的勢力範圍實際上連成了一片。這樣
一片區域的大小並不遜於西周的其他畿內方國，因此弭之為諸侯國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西周異姓的畿內方國有姜姓的申、夨，嬴姓的梁，祁姓的杜，以及與姬姓
的丼國有婚姻關係的弓魚等。從這一角度來說，與周異姓的弭也並非沒有成為諸侯
的資格。況且藍田地區並未發現有其他西周時期的方國或地方勢力，這也為弭氏
是西周的畿內方國這一假設提供了側面的支持。此外，師詢的兩篇銘文還暗示了
其家族有著淵遠的來歷：
詢簋：
王若曰：「訇，丕顯文武受命則乃祖奠周邦。」
師詢簋：
王若曰：
「師訇，丕顯文武膺受天命，亦則於汝。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
191 參應新、子敬：〈記陝西藍田縣出土的西周銅簋〉，《文物》1966 年第 1 期，頁 4-6。
192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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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厥肱股，用夾召厥辟，奠大命，盩龢𩁹政，肆皇帝亡斁，臨保我厥周𩁹四
方，民亡不康靜。」王曰：「師訇，哀哉！今日天疾威降喪，首德不克，古
亡承于先王，嚮汝彶純卹周邦，綏立余小子。」
師詢的先祖曾輔弼文王武王「奠周邦」，如果這裡提及文王是出於史實而非客套
的話，那麼弭氏家族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建立之前。做於夷王元年的師詢
簋，其冊命的性質屬於申命，對師詢先祖的功業做了更為詳盡的追述，包括「左
右先王」「做肱股」「臨保我厥周𩁹四方」，這些詞句都是金文中不多見的。其中
「臨保」的說法又見於毛公鼎，用在此處似非套詞。可以看出，弭氏家族此前在
西周的地位未可小覷。而師詢本人的身份就更為煊赫，他在夷王繼位時有擁立之
功，即所謂「綏立余小子」，而且在前王之時就已經是股肱之臣，所以才有擁立
的資格。193在冊命中，夷王更是命師詢掌管「我邦小大猷」
。弭氏雖然於史無傳，
但出土的青銅器卻顯示這個家族在西周地位比較高。在可以相互系聯起來的六人
中，除弭仲尚不知有無其他稱呼外，師察、師耤、師酉、師永、師詢五人皆以「師」
為稱，說明弭氏家族十分受到周王廷的器重。
師俗父與弭氏的關係值得注意。他曾以召者（右者）的身份出現在師酉的冊
命中，又曾將自己在陰陽洛疆的田地割讓給師永。然而作為土地轉讓當事的另一
方，師永盂銘文並沒有特別強調師俗的身份，既沒有單獨介紹師俗的言辭或活動，
也沒有把他放在受命者的末尾作為某種政治哲學的暗示或者乾脆不記錄他的名
字。在這種情景下，師俗父的身份與態度都顯得很微妙。師俗父是西周中晚期銘
文中一個十分活躍的人，但目前還沒有發現他所作的器，因此對於師俗父的社會
身份和家族身份等，也僅能止於猜測。

第三節 周原虢季氏家族
虢季氏家族的發現是由於陝西扶風強家村窖藏中一批青銅器的出土，其中的

193 何景成：〈論師詢簋的史實和年代〉，《南方文物》2008 年第 4 期，頁 104-107。
73

師 鼎、即簋、師臾鐘的器主，以及傳世的師望鼎的器主，已由李學勤考證為同
一氏族。

194

根據相關銘文，其家族譜系可排列如下：

公上父─虢季易父─師𩛥─師望─即─師臾
所見前後共六世，其中三人稱師。李學勤認為，即的賞賜物與師𩛥相去未遠，因
此即也「肯定同樣是『師』」
。195這種推論是失之武斷的，且對比其他銘文即可知
曉。試看如下人物及其賞賜物：
師𩛥：玄袞𪓐純、赤巿、朱衡、鑾旂、大師金膺、鋚勒
即：赤巿、朱衡、玄衣黹純、鑾旂
此：玄衣黹純、赤巿、朱衡、鑾旂
膳夫山：玄衣黹純、赤巿、朱衡、鑾旂
頌：玄衣黹純、赤巿、朱衡、鑾旂、鋚勒
𧽙：玄衣黹純、赤巿、朱衡、鑾旂、鋚勒
走馬休：玄衣黹屯、赤巿、朱衡、戈琱胾彤沙厚柲、鑾旂
此、膳夫山的賞賜物與即相同，頌、𧽙、走馬休等人的賞賜物只多不少，亦未見
稱師。由此看來，既然即本人在銘文中並未自稱為師，在發現「師即」所作的器
之前，我們不必強為之解。
將這一組銅器系聯在一起的核心是師臾鐘，其銘文歷數虢季、宄公、幽叔、
德叔四世先祖。虢季即師𩛥鼎中的虢季易父，宄公對應於師望鼎中的宄公，幽叔
對應即簋中的幽叔。其中師望又有一個較長的稱謂，
「大師小子師望」
。楊樹達認
為，「師」是「大師」的屬官。196李學勤從之，但不認為大師是《周禮》中的樂
官大師，而是負責教育貴族子弟的師氏。197這些看法都是將銘文中作為官職的「伯

194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的綜合研究〉，《中
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頁 29-36。
195 同上。
196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66-67。
197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的綜合研究〉，《中
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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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
「大師」與作為人稱的「師𩛥」
「師望」聯繫在了一起。實際上，自稱或他
稱為師某，並不意味著這個人與大師、師氏等官職有什麼聯繫。「大師小子」在
金文中頗有幾例子，如大師小子伯萀父、鄭大師小子侯父、仲大師小子休、伯大
師小子伯公父、大師小子

等等，但這些人並沒有自稱為師萀父、師侯父之類。

伯萀父與師望都是大師的屬官，這從他們自稱大師小子就可以看出來，但是一方
面，大師的屬官未必稱以師為稱；而另一方面，稱師之人也不必是大師的屬官。
如師 的職位是司徒，他並非是大師的屬官；至於共伯和，身居攝政之位，仍然
被稱作師龢父，顯然更不可能是誰的屬官。總而言之，「大師小子師望」這一稱
呼只不過是稱呼為「師」的望恰好做了大師的屬官罷了。
縱觀虢季氏家族四代人的銅器銘文，也可以發現「師」這一稱謂並沒有發生
代際的轉移。即簋將師望稱作「幽叔」，說明師望已死，按照世官制的傳統，官
職已由父輩轉移到子輩。這種轉移確實發生了，誠如李學勤所說，即的賞賜物與
其祖師𩛥基本相同。但「師」的称呼并没有转移到即的身上，只能说明这种称呼
是不能世袭的。強家村窖藏的規模很小，其中所掩埋的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器。從
本文之前對師的分析來看，一個人稱師時是比只稱私名時地位要高的。即如果曾
稱師即，埋在窖藏里的就應該是更為重要的師即器，而非即簋。除非我們假設，
在師望的子輩中，即只是小宗，因此「師」的職位並沒有傳給他，而在他以後，
師臾又迅速獲得了這種職位。但依照「如非必要勿增實體」的原則，這種假設還
是不做為好。
強家村的虢季氏家族應該是虢季氏的支族，其宗族在寶雞一帶。窖藏器是犬
戎入侵、西周入滅之際，周人倉促東遷而臨時挖掘窖坑所掩埋的。強家村虢季氏
窖藏的掩埋地距寶雞虢國的距離較遠，僅地圖的直線距離就有六十多公里，而實
際上這一地區地貌複雜，塬、壑交錯，這就大大增加了從虢國的控制範圍出發，
將青銅器送到強家村進行掩埋的難度。因此我們只能認為，強家村的窖藏大致在
其輩分最小的器主未曾東遷之前的活動範圍之內。強家村窖藏出土的銅器只有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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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幾件，也證明這並不是是大宗留下的窖藏。

第四節

家族

世代稱師的現象確實是存在的，

鼎（WU2439）就是一例：

曰：
「丕顯天尹，匍保王身，諫乂四方。在朕皇高祖師婁、亞祖師夆、
亞祖師

、亞祖師僕、王父師彪，與朕皇考師孝。□作尹氏，□妾甸人，

得純無愍，□尹氏家。

夙……」

從文意來看，這篇銘文並不完整。吳鎮烽指出，整篇的銘文可能是分別鑄在兩個
或數個鼎中。198

向上追述了自己的六代先祖，從皇高祖師婁到皇考師孝，六代

人都是稱師的，這種情況在銘文中還是首見。遺憾的是，這件既無出土信息，又
缺乏完整性的銘文並不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

第五節 「師」的性質
前人在考察「師」的性質時存在兩種誤區。一個是囿於一篇銘文之內進行考
察，因此往往將「師」與器主在這篇銘文中的活動聯繫起來，因此認為它是某種
具體的官職，甚至出現有的學者在一篇銘文中將師解釋為武官，而在另一篇銘文
中將師解釋為樂官的現象。另一個是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認為師必然是官職，之
後雖然從整體去觀察「師」的性質，但也並不能得出一個很合理的結論。陳光田
在考察「小子」一詞的時候指出，「中國早期的官制在西周時期就基本確定，且
相對完備，但『小子』的所屬和執掌比較混亂，這同當時相對穩定的官制是不吻
合的。」因此他對「小子」是否為一種官職的職稱提出了質疑。199這種看法同樣
適用於「師」。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本文分別考察了西周時期師的活動，包括軍事活動、政
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對每一篇帶有相關信息的銘文幾乎都有探討。出乎意料的是，
198 吳鎮烽：〈 鼎銘文考釋〉，《文博》2007 年第 2 期，頁 16-19。
199 陳光田：〈上古文獻之「小子」考釋〉，《集美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 期，頁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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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不同的「師」之間並不存在共性，我們甚至不能用「家族相似性」的原則
將他們統括在一起。為了搞清楚「師」這個稱呼意味著什麼，這裡有必要列出「師」
的幾個關鍵點：
1. 從職掌來看，既有武職，也有文職，文職中又涵括教育官員、樂官等不
同的種類。目前所見的西周的師都是王官。所見銘文中，還沒有發現同
一位師既有軍事活動，又有文職活動的，那種認為師能夠兼領多職的看
法頗可商榷。
2. 從職位高低來看，師的地位呈現出巨大的差異。最高的如師龢父，已達
到攝王政的地位，其次有司徒、司寇等，再次就是一些掌管具體事務的
官員。
3. 從師與師的人物關係來看，師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師的上級或下級也
可以稱作師。如，師朕有權賞賜師遽，前者的地位顯然較高。在血緣上，
師耤是師察的弟弟，而在職位上，師耤是師察的副官。諸如此類。也就
是說，是否稱為師不是判斷他們身份地位的絕對標準。
4. 從師與其他人物的關係來看，地位最低的師仍要高於小臣、虎臣、走馬
等執行具體工作的人。換言之，師屬於管理者。
5. 從家族關係來看，確實存在少則兩代，多可達六代都稱師的情況。除了
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幾個家族，師克之祖為師華父，也是一例。師的稱呼
極有可能不是世襲的。強家村虢季氏家族中，即的祖父、父親、兒子三
代都稱師，而他本人沒有稱師。藍田弭氏家族的弭伯、弭叔都稱師，也
說明這個稱呼並非襲自先輩。
6. 從時間範圍來看，絕大多數的師的時代都在西周。進入春秋時期以後，
所見到的師作器只有師麻孝叔鼎（2552）和鄭師原父鬲（731）兩例。師
麻孝叔的稱呼與弭伯師察、弭叔師耤相類，其器已佚，文字風格接近西
周晚期的銘文，可能是春秋早期的器。鄭師原父鬲也是春秋早期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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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名為師原父，是鄭人。也就是說，師所作器的時代下限是春秋早期。
這個時間段與西周銜接緊密，一種文化現象的消失不是朝夕之事，應當
容有一段時間慣性。另有曾師季韋巿盤（10138），雖然稱謂里也有師，但
其稱名規則與本文所探討的師某、師某父有所區別，故不視為同一類人，
此處不做討論。
根據以上六點，我們可以得出兩個可靠的結論。首先，師不是一種官職。不
可能有任何官職可以覆蓋如此廣泛而又具體的事務。既然如此，師也就不會是大
師的副官，或者大師、師氏的簡稱。同時，在這些不同的官職之間似乎也很難勾
勒出一條合理的路徑，去證明師的稱呼最開始是源於某種職業，爾後泛化到其他
領域。起碼在西周時期，師是一個已經成型的稱謂，沒有發現轉變的痕跡。這說
明，師不是政治上的稱謂，而是一種社會文化上的稱謂。
第二，師與宗周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這裡所說的宗周，一方面可以從王廷
政權與方國政權的關係去理解：目前所見與師這種稱呼相關的銘文有八十多例，
作為器主的有五十例左右，其中二十九例有出土信息，超過三分之二的出土地點
在宗周，剩餘的零散分佈在其他各地。這個數據應該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那些
沒有出土信息的青銅器，其應有的出土地點應該也大致保持這個比例。另一方面，
也可以從時間的角度去理解：師只是與西周政權關係緊密，而與東周的政權沒有
什麼關係。從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來看，整個西周時期，銘文中都有師的身影。
而進入春秋以後，師這類人似乎就突然消失了（師麻、師原兩個春秋早期的例子，
從時間慣性的角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師隨著西周的滅亡而消失了，
而不是隨著平王東遷發生相應的轉移。這說明，師這種稱謂主要流行在宗周，是
具有地域性的。
但是，師的稱呼也並非完全不具正規性，有一些宮廟建築或辦公場所，稱作
「宮」
，是以某個具體的師命名的。師𤸫簋蓋：
「王在周師司馬宮。」這裡應該讀
作「王在周，（在）師司馬宮」，不能將「周師」連讀，救簋蓋「王在師司馬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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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其明證。𩰬比盨有「<王>在永師田宮」，「周」「永」都是周王當時所處
的地方。這樣的宮計有師量宮、師司馬宮、師彔宮、師秦宮、師汓父宮、師田宮
以及師戲大室等等。其中師司馬宮就是司馬邢伯䚄之宮。𩰬比盨中的師田宮未知
與小臣傳簋中的師田父有無關聯，兩器在時代上相去甚遠，相互聯繫恐怕是困難
的。將「師某」的名字用來命名建築，不能說明「師」就屬於一定的職官體系。
金文中的宮還有庚嬴宮、周公宮、司徒淲宮、屖宮等，這些顯然也是以稱呼命名
的。可見，這類命名主要是基於人，而非基於某周官制系統。
綜合以上信息，對於師的性質的結論是，師是西周時期宗周地區對某些具有
一定社會地位的有官職的貴族的稱呼。這種「一定社會地位」反映在職位上，
「師」
幾乎都是王官；反映在具體活動上，
「師」可以在禮儀如射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個人被稱作師所需具備的條件是寬鬆的，不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因此師的社
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有高有低，但總體而言，師的地位是較高的，這很可能源於其
背後的家族勢力。師的銘文以冊命文為主，有可能代表了這種稱呼的潛在影響因
素是功業或者名望。200至於是否存在一種規則去判斷一個人可否稱作或自稱為師，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尚不能做出回答。在宗周以外地區發現的師器，是從宗
周外派人員留駐當地後所作的。如師中，他奉王命省南國以後，因受賜而在當地
有了采邑，所以留駐當地，師的稱呼也隨之遷移。又如師隻，他的器同時發現於
陝西京當以及洛陽北窯，其銘文中「師」字的結構都是左右調換的，高度一致，
這說明師的稱呼隨著師隻的遷移發生了遷移。外派人員是帶有隨機性的，而宗周
地區則可以「產生」這樣一種稱呼，故而宗周地區的師較為密集，外派的師則數
量稀少且分佈零散。

200 這種稱呼與尊稱、敬稱有別，因為在許多銘文中，師是用作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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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列舉並探討了西周金文中稱呼為「師」的這一類人，對他們的職位、活
動、社會地位和地緣關係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最終給「師」這類人作了定性。在
分析中，文章還稍微涉及到西周時期的職官制度，對一些相關的概念進行了辨析。
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回溯了傳世文獻中對「師」的相關討論，這些討論基本都
是基於《周禮》一書中名稱中帶有「師」的官職名稱，故而帶有一種先入為主的
傾向。這一章的第二部分列舉了西周金文中所有包含稱名為「師」的人物的銘文，
並明確了文章所要討論的範圍，即稱作「師某」或「師某父」的這一群人，而不
涉及大師等其他人群。
根據人物在銘文中所表現出的活動，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探討了在軍事活動
及職位以及其他活動及職位中的師，對其社會地位進行判斷。在軍事類的銘文
中，師的身份是高級軍官，他們的主要表現是指揮和管理軍隊。他們治下的軍隊
規模較大，本人也往往可以兼率諸侯軍隊，或者負責重要邊區的邊防工作，有幾
人被冊命掌管周王的禁衛部隊虎臣。而在文職活動——對所有非軍事職位和活動
的簡略統稱——方面，地位高如師龢父也可以被稱作師，同時他所冊命的下屬師
亦稱作師。一些師在設立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些師負責為周王的出
行檢查道路和行宮。同時，銘文中也有負責出入王命、教育和樂曲演奏的師。綜
合二、三章之所見，一個人被稱為師的條件是十分寬泛的，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
相似性可言。
第四章試圖從師的地緣關係和血緣關係入手，發現師的日常活動範圍大抵在
渭河流域的宗周和岐周附近。在這兩個區域分別發現了一個由師構建起的家族，
說明了一部分師的家族具有著深厚的歷史傳承，是較為強大的地方勢力。這一章
的最後，綜合前文對師的分析，為師的性質進行了定性。師是西周時期宗周地區
對某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有官職的貴族的稱呼，他們擁有一定的功業或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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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同時也擁有強大的家族勢力。綜上所述，限於目前所能使用的材料，我們
尚未能對「師 X（父）」這種稱謂的性質作更為深入的探討，但至少我們應當修
正以前把師當做官職來解讀的看法，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去觀察這一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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