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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研究內容為花東卜辭所見人物，以生人為主，包含個別人物與集合名稱之人物，以卜

辭的釋讀為基礎，整理相關內容以探討人物的活動與人物間的互動關係，研究領域屬於甲骨學

與殷商史。全文分為八章。

第一章內容有三：第一，介紹花東卜辭的研究概況，第二，對人物研究的方法及非王卜辭

人物的研究史作初步整理與評述，第三，對目前所見花東卜辭時代的相關論述作整理與評述。

第二章討論武丁、婦好、子三人，對關鍵字、詞以及卜辭的斷句與理解提出看法，並討論三人

之互動關係。第三章討論花東卜辭所見「子某」與「某子」相關內容。第四、五章兩章討論其

他與「子」有關的人物，包括個別人物與集合名稱之人物，不包括平民以下的人物。第四章討

論受到子「呼」、「令」、「使」的人物、和子有「貢納關係」的人物與其他職官及邑人之類人物。

另外，花東卜辭中有特殊的「某友」、「某友某」人名格式，或以為「友」即「僚屬」之義，專

立一節討論。第五章討論「貞卜人物」、「記事刻辭」所見人物。第六章討論花東卜辭所見「奴

隸」與「人牲」，卜辭的斷句與理解為討論重點。除了上述人物之外，有些不臣屬於「子」者，

還有一些無法確定身分與地位者，或無法確定是否為人物者，一併於第七章討論。第八章為

總結。以子與武丁、婦好的關係及子與花東卜辭所見其他人物的關係為主軸，彙整前六章提到

的重要人物、事類，總結本文對「花東卜辭之人物關係」、「子家族內、外部結構」、「子與子家

族在商王朝中的角色」、「花東卜辭的時代」四個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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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秋，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開設了「古文字學專題討

論」這門課。古育安先生曾經到臺大聽我的這門課，由於他每次上課來得很早，

聽課很認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課間休息的時候，他告訴我，他現在

跟隨導師蔡哲茂教授攻讀碩士學位，他的碩士學位論文準備做殷墟花園莊東地

甲骨刻辭的研究。 

斗轉星移，歲月流逝。現在，古育安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殷墟花東 H3

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全三冊）即將出版，他的導師蔡哲茂教授給我來信，

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寫一篇序，以勵後進。我很高興就答應下來了。 

古育安先生在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很快就掌握甲骨學的理論基礎和專門知

識，具備閱讀甲骨拓本的能力。在此基礎上，他將散見於花東甲骨刻辭中的人

名資料，搜集在一起，結合事類，綜合起來進行整理與研究。從論文可以看出，

作者博採眾說，去取矜慎，擇善而從，不但介紹了各家的學術觀點，還有不少

自己的新見解。這對認識商代社會結構、商代的家族形態很有幫助，對甲骨斷

代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的出版為學者研究花東 H3 甲骨刻辭所見人物提供完整

的資料，極有意義。 

我想乘此機會，談談花東子卜辭中的「丁」。陳劍先生在《故宮博物院院

刊》2004 年 4 期上發表了〈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一文，首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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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丁」就是指稱活著的商王武丁，證據確鑿，已得到學界的認同。但這

樣一來，則武丁生前就可稱「丁」，跟一般認為商人的所謂日名是死後才確定

的看法相矛盾。其實，在殷墟甲骨文裏，我們可以看到天干既可以作為日名，

也可以作人名。以下試舉數例，以見一斑： 

庚入二。  花 190 

庚入五。  花 362 

庚入十。  合 6016 反 

庚申卜，古貞：王令丙。  合 2478 

乙酉卜，亘貞：作禦， （祈）庚不殟（殞）。  合 17086 

［□〕酉卜，古貞： （祈）庚不［殞〕。  合 17087 

《合》17086 和 17087 中的「庚」是以天干作人名的。「 」，讀為祈求之

「祈」。「作禦，祈庚不殞」是說商王武丁舉行禦除災殃的祭祀，祈求「庚」（人

名）不死。到了戰國文字中例子更多，陳斯鵬先生舉過這樣的例子，文字不長，

爰錄於後。他說： 

例如「桯甲」（包山 124）、「陳乙」（包山 228）、「蔡 （丙）」（包山 31）、

「 丙」（包山 183）、「競丁」（包山 81）、「武丁」（郭店·窮達 4）、「宋庚」（包

山 7）、「周庚」（包山 114）、「青辛」（包山 31）、「黃辛」（包山 109）、「周壬」

（包山 29）、「文壬」（包山 42）、「義癸」（包山 92）等等；其實「戊」「己」也

不例外，如「卲戊」（包山 124）、「盤己」（包山 150）、「蔡己」（包山 183）等。

古代以天干字命名之風甚盛，上舉諸例顯然都應屬於以天干為名。（陳斯鵬：《戰

國楚系簡帛中字形與詞相互關係之研究》，第 7 頁，復旦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

告（指導教師：裘錫圭），2008 年 4 月） 

由此可見，商周時代天干既可以作為日名，也可以作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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