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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殷墟甲骨卜辭發現至今已逾百年，其斷代之工作於前輩學者的不斷深入探

討中漸趨細密而完善，目前研究甲骨斷代最理想的方法，當是從李學勤、

黃天樹等學者所提出之先分類再斷代的方法，如此才能完成全面性的甲骨



卜辭斷代工作。本文以研究殷墟卜辭斷代中之字形標準為主題，希望在對

於《甲骨文合集》中四一九五六片甲骨拓片進行分組分類後，探討各組各

類卜辭中特徵字之字形結構，欲藉此掌握甲骨文字形結構之變化與規律，

期望對甲骨分類上字體的研究有全面性的了解，並將實際分組分類中之字

形標準加以分析研究，以說明「字形」標準雖僅屬卜辭斷代標準中之一

項，然亦是重要而基本的一項斷代標準，以進一步於卜辭之斷代工作上有

更深入之探討。以下分別就本文各章之內容作一簡要概述： 第一章為全

文「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略

述卜辭分類斷代之簡史，並對全文結構加以介紹。   第二章為「殷墟

卜辭斷代之『字形』標準研究舉要」：本章內容主要為分析討論卜辭中特

徵字之字形結構變化，共舉「王」、「吉」、「歲」、「商」、「為」、

「貞」、「用」、「自」、「羽（翌）」、「羌」、「?」、「受」、

「災」、「雨」、「不」、「以」、「戊」、「庚」、「子」、「寅」、

「辰」、「子（巳）」、「午」、「未」、「申」、「酉」、「戌」、

「亥」等二十八例說明之。雖然文字之演變有其漸變性，每一時期新舊字

形都有交替使用的階段，也就是字形結構的變化並沒有其絕對性，但本文

仍希望由此特徵字的字形探討，歸納出卜辭分類中字形之部分規律。其中

除根據各特徵字之「字形表」對每一字於各組各類之字形變化逐一討論

外，並探究各特徵字形於實際分組分類時所具之特徵性質，以說明「字

形」標準於卜辭斷代之重要性。   第三章為「結論｜研究價值與未來

展望」：將卜辭斷代研究之「字形」標準作一總結性之探討，並說明其研

究價值與未來之展望。   附錄為「甲骨文分組分類總表」：本表於前

人分組分類之理論基礎下，依卜辭中之貞人與字形結構、書體風格、用字

習慣等特徵，對《甲骨文合集》中四一九五六片甲骨拓片進行全面性之分

組分類，為本論文進行卜辭斷代中「字形」標準研究之一成果，以作為今

後甲骨斷代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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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九九九年，一二至二二頁。 黃劻華、張樹森、李銳泉〈試評〈從

子卜辭試論商代家族形態〉｜兼論卜辭的時代〉《中國文字》新三期，民

國七○年。 黃錫全〈甲骨文ㄓ字試探〉《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

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黃錫全〈古文字考釋數則〉《古文字研究》第

十七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六月。 黃錫全〈告、吉辨｜甲骨文中一

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告的比較研究〉《古文字論叢》，

藝文印書館，二○○○年二月初版，十三頁至三一頁。 楊寶成〈試論殷

墟文化的年代分期〉《先秦.秦漢史》，二○○○年四期。 葉玉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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