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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的主要工作有下列諸端： 一、整理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銅器的流

傳、著錄與件數：   以《故宮銅器圖錄》與其相關著錄書，及在臺新

收的銅器登錄為基本  材料，進行比對查考研究。 二、考訂臺北故宮

現存有銘銅器數量與殷周金文的時代系屬（兼及銘文、  器身的真偽

考辨）：   透過《故宮銅器圖錄》與《殷周金文集成》所著錄臺北故

宮金文的逐  件器形、紋飾與銘文的查核、比對，完成臺北故宮現藏

有銘銅器的數  量統計及分期斷代判定，並訂正許多《殷周金文集

成》著錄的疏失。 三、從銘文製作的特殊性出發，提出「同銘異範」在

銘文研究中的學術價  值：   藉由故宮所藏同銘器，聯繫相關同銘



資料，確立同銘必異範之金文獨  特現象，可以提供古文字界從字

形、書風進行銘文辨偽的重要參考。 四、對銘文鑄刻方式與其施用時代

的探討：。   鑄銘方面歸納並檢討了各家的鑄銘說法，對上海博物館

的科技塊範鑄  造研究成果，提出商榷意見；在刻銘方面，查考在範

鑄銘文裡，間存  的刻銘個例，從隕鐵鑄器與碾玉法琢銅兩種工藝現

象，將刻銘的出現  時代，提前至商晚期。 五、針對故宮院藏有銘銅

器的辨偽與證真工作：   檢討臺北故宮現藏銅器中種種的偽作現象，

由實物觀察，詳辨其偽   ?。又對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曾經疑

偽的臺北故宮現藏銅器，細  審其器身與銘文，提出證真的不同看

法。 六、澄清外界質疑的臺北故宮新收銅器──「晉侯鬲」：   從

鑄造、紋飾、器形、銘文款式與字口?況各角度，證實其為真器，  

並聯結晉侯墓群考古同出的器物組合，以及相關銅器紋樣特徵，指出  

臺北故宮新購「晉侯鬲」二件與「晉侯對鋪」均應出土於晉侯對墓   

（一號墓），滌清了疑偽之說，也改訂了學者對「晉侯鬲、鋪」出土  

地點的擬測。 七、對臺北故宮現藏幾件西周銅器與銘文的考釋札記：   

臺北故宮所藏許多長銘重器，歷來眾說紛紜，即近十年來古文字研究  

有長足躍進，亦難於其中獨出新意，談論者多而創見者少，因此本文  

未對這些長銘作所謂「總結舊說」的歸納處理，而是針對前人較罕提  

及的幾件傳世銅器，進行考釋研究，並提出與部分學者不同的見解，  

以作為古文字研究的學習心得。   另外，從器型時代、紋飾特徵、考

古類型參比，以及銘文內容考釋各  方面，進行四件新見銅器的探

究。其中「伯毛鼎」的圓腹四足特殊形  制與「?子父甗」的西周晚

期新見甗式，是器物類型學的極珍貴資   料；「滕侯?鼎」的出

現，糾正了上海博物館藏「滕侯??蓋」於   《商周青銅器銘文

選》、《殷周金文集成》的錯誤斷代；「應侯?」  則可與近年河南

平頂山應國墓地考古發掘相印證，為西周晚期應國銅  器增加一個形

制類型。而四件銅器的銘文，也足供古文字界再深入考  索，其價值

不言可喻。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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