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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商代玉器研究與新石器時代玉器研
究，最大的不同在於商代玉器已進入青銅時
代。青銅挾其甫入青銅時代的新興材質對新
石器時代以來，以玉與陶作為主要質材的隨
葬禮制產生了衝擊，而形成玉、陶、銅為主
要發展的質材。商代玉器藝術的形象與角色
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而產生了位移與調整，對
商代藝術特質的形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本計劃的從這個角度討論商代玉器。青銅兵
器出現以後的商代，商代玉器對新石器時代
已形成的「兵器的禮制化」功能及「人體裝
飾」功能二方面作了調整。在安陽這種人體
裝飾功能的強化，比其它區域都明顯，也發
展出新的紋飾、形物技巧，對玉器在禮制系
統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詮釋，充實了商代玉器
藝術發展的主要內容。而與三星堆祭祀坑以
及金沙遺址保留了大量的玉兵不同；而江西
新淦選擇「非玉」質材，如葉臘石、磷鋁石
等充當複雜的玉造型及玉紋飾，似乎說明了
玉礦源的不足，或其它硬度較軟的美麗質材
價值的發現或取代。

關鍵詞：青銅時代、新時器時代、殷墟時代

The role of Shang jade in the burial goods 
has been changed since the bronze age.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the jade antifacts were 
mainly for ritual weapon and ornamentations. 
However, when bronze was used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he jade antifacts changed their 
roles and probably influenced their artistic 
charachteristic in the Chinese jade art history.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bronze weapons 
were manufactured, the An-yang jade artifacts 
were much manufactured for ornamentation than 
before. The new technique for design and forms 
evolved in the An-yang during the Late Shang 
period.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an-hsing-tui and 
Chin-sa where the jade weapons are mainly for 
the jade antifact. In contract, in Hsingan of 
Chingshi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 some 
particular materials were used for the 
complicated design and form of jade-like 
artifacts. It seems to reflect that the lack of the 
jade sources or that the new value for the 
material evolved. 

Keyword ： Bronze age, Neolithic age, 
Shang jade

二、 計劃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商代玉器�從 玉 器 與 銅器 的 交
會論起》試圖探討進入青銅時代後玉器藝術
在商代的風格發展。從此角度研究其目的在

1. 透視玉器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在隨葬
  系統中的有機結構的角色變化

2. 可以透視玉器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在
  藝術風格上的變化



2

3. 可以透視玉器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
  在區域分佈上的改變及意義

三、 結果與討論

1. 龐大考古材料的整理及掌握：

(1) 考古報告期刊的影印，分域與分期

(2) 考古書目的時空分類及建檔

(3) 相關研究議題的分類及建檔

(4) 考古出土墓葬青銅器組合情況，墓葬規
模等的時空分類及建檔

    目前，對商代玉器中商前期及商後期的
時空現象，以及出土最多的安陽(包括
其殷墟Ⅰ 期 �Ⅳ 期)及安陽以外週邊地
區 ， 包 括 江 西 新 �、 廣漢三 星堆等的考
古材料已有一定的掌握。

2. 中國商代考古玉器的目驗結果及討論：

(1) 代 表 長 江 流 域 下 游 的江 西 新�玉 器， 如
戈(XDM: 666)、琮(XDM: 677)、柄形器
(XDM: 652)、【玉神人獸面形器】(XDM: 
633)、玦(XDM: 6784)等在埋葬前皆被打
斷。而玉管(XDM14403)斷成三塊，玉腰
帶(XDM14391)至少斷成六大塊，琮或環
(XDM14347)斷成五塊。這種現象雖然考
古報告已說明，但目睹實物才震驚於其
接 補 痕 �的 明 顯 ， 其 可能因 為單件分成
數塊而分散各處，埋藏環境有所不同，
所顯示的色澤不同，其真實感實非以前
看圖版及文字描述所能傳達的。而另一
件【玉獸面形飾】其器面殘留硃砂多，
飾 有 單 線 陰 刻 及 雙 �的獸面 ，為單面
刻，但其臉下的弦紋則刻於背後，疑此
器的上方部分及背後下的三分之一部
分，疑有紋飾的部分即為使用時可見部
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此件對應於獸臉
背部質地呈現亮澤，白黃中帶綠，其餘

部分則呈現白化現象，有紋飾的一面白
化現象亦明顯。唯獸面冠飾的部分則呈
現白中透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色澤上
的白化現象亦見於玉戈(663)凸緣內壁緣
帶 黃 者 �其 餘 則 呈 白 化現象 。江西新�
玉器的白化現象是否是火燒過?而緣中
帶黃者是沒燒過的玉的本色呢?值得進
一步關注。

特別是在目驗安陽殷墟婦好墓玉器
後，其大多數未經有意折斷，形成極為
鮮明的對比。這種埋葬前對玉器的處理
的不同，其所透露的文化訊息及其所反
映的不同區域的隨葬觀念，不經目驗，
其重要性的感受便不貼切，不日將為文
闡 述 。 此 外 ， 江 西 新 �的「 玉器」 ，其 「 玉」
質呈現多樣性，值得注意。如【側身羽
人佩飾】立雕(XDM: 628)，不只質材上
臘質感，其色澤帶紅，也與其它玉質不
類，而其細陰刻的裝飾線條多短線相
接，每段兩端尖銳，多邊而未磨圓，眼
部且留有朱砂，若如報告者所稱的葉臘
石，則罕見於其它文化中，豈是就地取
材的特意選擇?值得關注。

(2) 代表長江流域中游的湖南：如寧湘出土
的商代玉器，在湖南博物館目驗後，才
知該館已收藏有三組玉器皆放在青銅卣
中。其玉玦極薄，遠非出版圖版所可識
得，而這類作風亦非安陽一地所見。其
動物式的立雕，以形像雕琢為主，殊少
如安陽婦好墓雕琢線刻紋飾，而五官的
表出亦簡略。其片狀如四分之一弧形者
亦與安陽的充分應用雕琢線刻紋飾不
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玉器置於銅器中
的方式，其發現多見於山川、水邊。與
安 陽 及 江 西 新 �大 不 相同， 新石器時代
的石家河玉器在徐州博物館中目驗時印
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不少例證出現在瓮棺
葬中，與陶器、人骨共現。這種玉器置
於容器中的現象是否成為商後期青銅時
代湖南以玉器置於銅器中的可能習俗淵
源呢?有待進一步資料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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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中原的殷墟第二期安陽殷墟玉器，
此次目驗之，顯示玉質皆相當接近，與
江 西 新 �玉 質 間 差 別 甚大者 不同。其雖
然 有 半 完 成 品 等 ， 雙�線的 紋飾裝飾手
法，幾乎成為完成品的主要風格特徵，
它出現在片狀玉器上，也出現在立雕
上。顯然此紋飾手法已孕育成熟，特別
對於帶有動物題材的玉器，除了以造型
雕琢出外，值得注意的是動物片雕，以
圓為全型作等分切割的技藝特點，更顯
示安陽玉工除了單一工人面對單件而作
之外，從件與件之間的切割關係，顯係
背後有照顧整體的設計者存在，其作品
所呈現的可能的工序，顯示其玉作可能
已有相當嚴密的分工工作坊，並運作出
屬於該地的甚為一致的成形及紋飾現
象。

四、計劃成果自評

1.研究方向

本研究不只關心時序演進，更加入區域
風格的角度，同一地同時間的身分現象，以
及同時間不同區域的質材使用概念，玉與銅
等不同質材間的關係。唯每一課題皆因時因
地因其材料的性質或可探討，或無可置喙。
如 江 西 新 �湖 南等地 的材料 ，便仍不允許探
索身分分化現象，而代表中原的河南安陽、
鄭州及長江流域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則可而
區域現象一在二里頭、二里岡時期仍不明
顯，在從二里岡時期轉入殷墟時期時，則鮮
明呈現，其所代表的具體內涵涉及的概念層
面，以及影響，皆須有實證的基礎，更成為
本研究的重要方向，而玉器如何在與銅器互
有重疊，而漸漸區隔明顯的演變過程中，形
成商代玉器的特質，本研究以為銅玉質材的
一齊觀照，比就玉器論玉器可以突出某些發
展 史 的 重 要 現 象 ， �勒甫入 青銅 時代玉器藝
術由新石器時代以來所轉變的歷程。

2.研究方法

    整理大量紙上考古資料，並目驗中國實

物資料，不只可超越考古報告及目錄的侷
限，看到一些目錄所沒有表達或說明的風格
特徵，特別是區域之間的互動頻繁，對區域
風格的釐訂，尤須謹慎。目驗資料的廣度，
對研究者結論皆有極大的影響。唯限於財力
與時間，以及中國博物館或考古研究所等的
規定，目驗的範圍也有相當侷限性，但至少
對材料性質的掌握已落實了許多，對再重新
看考古報告或目錄，皆有新的了解，深深感
謝國科會支持這種田野研究，對學者形成其
研究論點的獨特性，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從玉器與青銅有有機關係討論進入青
時代，商代玉器的風格現象及特質，對不同
區域使用質材資源概念的理解有所幫助，本
研究將撰寫專文以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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