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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傳統田獵行為是一種外向性質很強的文明活動，淵源自遠古人類為了謀

食而狩捕獵物，然二者性質無法等同而觀，成熟的田獵活動具有較深層

的文化意涵，且因應時代性而展現出多重的面貌。遠自殷商時期，田獵

行為在黃土大地上早已廣泛地進行了，我們可以從出土甲骨刻辭中得到

確切的訊息證明，這是除了傳世文獻以外，最早也最可靠的第一手資

料。對於學者們欲推考上古，探究殷商乃至三代田獵文化的整體脈絡，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本文著眼於此，乃欲透過對刻辭本身的分

析，以及綜合前人心血的工作，還原殷商時期田獵活動的概貌。全文依

主題之不同，分為七大章。第一章奠本立基，首先藉由研究目的與方法



的充分掌握，確立本文立論的大方向；第二章是我國古代田獵行為綜

述，整合傳世文獻與現代資料，試圖對人類蒙昧時期的狩獵行為以及三

代以降之傳統田獵活動，作一個通盤的討論。 第三章則以甲骨刻辭本體

為主，依所涉性質的差異，對各式田獵刻辭進行個別面向之分析，冀能

透過對文本的掌握，獲得更多田獵刻辭本身所呈現的重要訊息。第四章

探討田獵方法，也就是針對刻辭中所見商代各式田獵方法，一一加以探

討申論。第五章則是分別討論商代田獵所見的各式動物、當代氣候環

境，以及經過整理所得之田獵地名總表，試以資料的彙整推擬，能呈現

出較為貼近殷商現實情貌的整體架構。 第六章是結論，最後是附圖與各

式田獵活動相關圖表，謹供參考。  

摘要

(英) 

The behavior of traditional royal hunting game is an activity of civilization with 

an intense extroversion. It originated in the age of our ancient ancestors who went 

hunting just for the purpose of feeding themselves. These two kinds of hunting 

should not be defined equally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mature activity of 

hunting game consists of not only the deeper implication but the multi-faceted 

perform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ding of time. Early in the time of Yin Shang 

Dynasty, the activity of hunting game in the loess land had been widely 

proceeding for a long time. It is stirring that we could learn the assured message 

from the inscription of the unearthed oracle bones. In spite of the generation-to-

generation documents, this monograph is the latest and the most credible material 

at first hand. To scholars, who are studying the antiquities and Sha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Three Dynasty, this material shows the entire sequent culture of 

hunting game and accordingly reveals the tremendous important and 

unreplaceable value. Based on this point, this monograph , by analyzing the 

inscription itself and combining the strenuous effort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rs, 

would restore the general aspects of the activities during the age of Sh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mes, the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s a foundation, set up a general direction of assertion 

by way of plotting properly the objective and method of the research. The second 

chapter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hunting game in ancient China. 

It is an overall discussion on both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on-to-generation 

documents with the modern materials and the attempt at explaining the hunting 

activity in the vague time of human being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hunting 

game activities since the Three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of oracle bones as a main 

structure, the third chapter presents an analysis for each aspect to every kind of 

hunting game inscription. At the mercy of controlling the context, it is feasible to 

get more important message showing on the hunting game inscriptions 

themselves. The fourth chapter has a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 of hunting game. 

Every kind of the methods shown on the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is come up 

for discussion one by one. The fifth chapter is an investigation into every kind of 

the animals and the climate environment of Shang Dynasty. And with the orderly 

lists of local names of place, I try to postulate , by the help of the categorical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s,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observe more closely to grasp 

the whole structure of reality of Shang Dynasty. The sixth chapter is conclusion. 



The attached graphs and relative charts of activity of hunting game are the 

reference and supplement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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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十七年六月。 十九畫 羅振玉：《增定殷墟書契考釋》，藝文印書

館出版，民國七十年三月。 二十畫 嚴一萍：《甲骨學》（上、下），

藝文印書館出版，民國六十七年二月。 二十一畫 饒宗頤：《甲骨文通

檢第五冊?田獵》，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國外專書 日本?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進光社出版，昭和十九年四月。 日本?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日本汲古書院，一九六七年，台灣大通書

局，一九七０年翻印。 日本?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北

京中華書局，二００二年十月。 日本?松丸道雄：《殷墟卜辭中之田獵

地∣殷代國家構造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八年三

月。 日本?白川靜著，蔡哲茂等譯：《甲骨文的世界》，巨流圖書公



司，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戰國時代之雄

∣中山王國文物展》，日本經濟新聞社，一九八一年。 英國?梅芙?肯尼

迪（Maev Kennedy）：《考古的歷史》（History Of Archaeology），大陸

希望出版社，二００三年十二月。 英國?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上海人

民出版社，二００二年十月。 英國?保羅?巴恩（Paul G. Bahn）主編：

《劍橋插圖考古史》（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山東畫報出版社，二０００年六月。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吉林

大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二００一年十月。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

輯》，安徽大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二００二年六月。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四輯》，中山大學、北京中華書局，二００二年七月。 （二）單

篇論文 二畫 丁驌〈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中國文字》第二十一、

二十二集，台大中文系編印，民國五十五年。 三畫 于雪棠：〈《周

易》《詩經》及漢賦狩獵主題作品之比較〉，《中州學刊》，二０００

年第一期。 四畫 王宇信：〈甲骨文「馬」、「射」的再考察∣兼駁

馬、射與戰車相配置〉《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

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 王禹浪、王晶：〈東北地區

原始文化的生活方式〉，《黑龍江民族叢刊》，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王

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動物與生態環境〉，《中國社會科學》第三

期，二００二年。 毛樹堅：〈甲骨文中有關野生動物的記述〉，《杭州

大學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一年九月。 七畫 李學勤：〈關於

象胛骨卜辭〉《中原文物》，二００一年第四期。 李學勤：〈花園莊東

地卜辭的「子」〉，《河南博物館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館建館七十週年紀

念論文集》，中洲圖書，一九九八年。 李麗芳：〈連車列騎，田獵出入

∣從古代狩獵出行圖看皇室狩獵〉，《歷史文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

刊三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何樹環：〈說「迍」〉，《訓詁論

叢》第四輯，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何德亮：〈山東史前

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何

平立：〈先秦巡狩史跡與制度稽論〉，《軍事歷史研究》二００三年第

一期。 沈培：〈說殷墟甲骨卜辭的「夙」〉，《原學》第三輯，中國廣

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 谷文雙、馬國利：〈達斡爾族狩獵業考

述〉，《黑龍江民族叢刊》，一九九七年第四期。 邢莉：〈蒙古族的狩

獵〉，《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八畫 竺可楨：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

第一期。 林澐：〈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第

九期，大陸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周萌：〈古文字札記二則〉《漢字

文化》，一九九０年第三期。 周聰俊：〈殷商古文字中之告禮〉，《第

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興大學中文系，民國八十

四年九月。 九畫 胡松梅：〈陝西關中地區化石人類生活的自然環

境〉，《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侯錦郎、畢梅雪：〈皇家

森林的秋季大獵∣關於木蘭狩獵圖的背景研究〉，《雄獅美術》七十

期，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 十畫 唐健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二十八冊，台灣大學中文系，民國五十七年

六月。 唐蘭：〈獲白兕考〉，《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四期，一九三二



年六月。 孫雍長：〈漢字文化具像∣從甲骨、金文看古代的田獵〉，

《五邑大學學報?社科版》，第九卷第一期，一九九五年。 徐中舒：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民國

十九年。 十一畫 曹錦炎：〈甲骨文地名字構形試析〉，《殷都學刊》

第三期，一九九０年七月。 曹錦炎：〈甲骨文合文研究〉，《古文字研

究》第十九輯，大陸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八月。 張連航：〈從犧牲、

禽獸二詞的來源和演變看上古漢語詞彙發展的模式〉，《古文字與漢語

史論集》，大陸中山大學出版社，二００二年七月。 陳煒湛：〈甲骨文

各期田獵刻辭的特點與辭例的比較〉《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 陳雙新：〈也論商王田獵的意義〉

《殷都學刊》，二００二年第三期。 陳朝雲：〈用養結合：先秦時期人

類需求與生態資源的平衡統一〉，《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二

００二年六月。 張國豔：〈甲骨文「禽」的名詞用法〉《殷都學刊》，

二００一年。 張政烺：〈卜辭?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一

九七三年第一期。 張之傑：〈獵豹記∣古畫中找獵豹〉《科學月刊》第

二十八卷第一期，一九九七年。 張之傑：〈甲骨文牛字解〉，《科學史

通訊》第十八期，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

會出版，一九九八年。 張宏彥：〈渭水流域舊石器時代的古環境與古文

化〉《西北大學學報》第二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張光直：〈古代世界

的商文明〉《中原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連劭名：〈商代的馬〉

《人文雜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十二畫 黃琳斌：〈周代狩獵文化

述略〉《文史雜誌》，二０００年第二期。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

聲字」的構造〉，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日，中研院史語所專題演講。 

黃然偉：〈殷王田獵考〉《殷周史料論集》，香港三聯書局，一九九五

年十月。 彭明瀚：〈關於商王田獵諏日問題〉《殷都學刊》，一九九六

年第二期。 程峰：〈商王田獵區地名確認的重要座標｜焦作府城早期商

城的發現〉 十三畫 董作賓：〈東畫與澅〉《禹貢半月刊》，台灣大通

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董作賓：〈獲白麟解〉《安陽殷墟發掘報

告》第二期，一九三０年。 董琦：〈自然環境的變遷在社會型態發展中

的作用〉《東南文化》，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

的「卒」與「?」〉，《中原文物》，一九九０年第三期。 詹鄞鑫：

〈甲骨文『禡』字〉，《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二

００二年十月。 雷煥章：〈兕試釋〉，《中國文字》新八期，一九八三

年十月。 舒懷：〈從龜假獸骨看田獵在商代的經濟地位〉，湖北大學學

報（哲社版）第二十七卷第六期，二０００年十一月。 楊鍾健、劉東

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冊，一九

四九年十二月。 十五畫 劉啟益：〈試說甲骨文中的 字〉，《中原文

物》，一九九０年第三期。 劉興林：〈殷商以田獵治軍事說質疑〉，

《殷都學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劉興林：〈甲骨文田獵、畜牧及與

動物相關字的異體專用〉，《華夏考古》，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劉興

林：〈殷商田獵性質考辨〉，《殷都學刊》，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劉

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北京中

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劉一曼、曹定雲：〈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選

釋與初步研究〉，《考古學報》第三期，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一九九九



年七月。 蔡師哲茂：〈商代稱王問題的檢討∣甲骨文某王與王某身份的

分析〉，《歷史博物館館刊》三?三，一九九０年。 蔡師哲茂：〈卜辭

生字再探〉，《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六十四份，民國八十二年十二

月。 十八畫 韓建武：〈擒狡兔於平原，截鵠鸞於河渚∣從考古發現談

唐代狩獵活動〉，《故宮文物》，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其他 浙江省

博物館自然組：〈河姆渡遺址動植物遺存的鑑定研究〉，《考古學

報》，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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