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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已得到解決。然而，仍有青銅器苦尋無可比對的資料，究竟這些器物是獨一無二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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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器形：鬲還是鬲鼎？
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圖 1）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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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形制。
除了器物形制之外，可據以判斷年代的

的《西清古鑑》（1751）卷三十一，書中題

特徵，為器頸上兩對相向的長尾鳥紋，此鳥

名曰「周四足鬲」。（圖 2）觀察此器形制特

身軀短小，冠羽下垂，喙下鈎略變形，向後

徵，為侈口，平折沿，直立耳、束頸，器身

拖長的尾羽為其主要特色，前端向下捲曲，後

為四袋腹，下接柱足。頸部飾長尾鳥紋，地

部向上捲曲迴旋，尾羽整體呈橫向的 S 形，與

填雲雷紋，足部飾雲紋及三角紋。全器通高

鳥身不連接，為學者所稱的分尾鳥型式。 此

24.2 公分，口徑 15.6 公分。就鳥紋圖飾和柱

類型的長尾鳥紋約流行西周早中期，如陝西

足形態判斷，此器年代應屬西周時期。

扶風齊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銅簋（M19：

袋足的特徵，或可被歸為「鬲」。但是鬲一

西周

腹、柱足可與之相類，卻未曾見有橢方體的

宮舊藏傳世器，此器曾著錄於乾隆皇帝敕編

若細究此器的器形類別，其束頸、分襠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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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此簋口沿下的長尾鳥紋（圖 6）與此
器極為相似。

般為三足，且腹足不分，分襠的器腹通常和

綜而觀之，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

足部連貫（圖 3），不若此器為四柱足，足部

無法找到完全相對應的歸屬器類。此器形制

和器腹未相通。（圖 4）此器的腹足形態較接

特殊，既非鼎、非鬲、亦非鬲鼎，未見於考

近鼎的特徵，因此若勉強給予定名，或可將

古出土及其他傳世器，長尾鳥紋的圖式又明

之稱為「鬲鼎」、「分襠鼎」。若再與鬲鼎（圖

確屬於西周中期的特徵，獨一無二的器形著

5）一類的形制比較，雖然此器的雙立耳和袋

實令人費解。

文物會變身？ 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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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 作旅旅簋 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 線描圖取自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冊8，成都：巴蜀書
社，2005，頁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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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X 光檢測下的補鑄遺痕

的是一圓狀凹痕，推測此處應該經過修整。

有鑑於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形

第三，此器的雙耳與器身之間存在溢銅，後

制疑點，特將該器送至本院文物科學研究檢

鑄痕跡相當明顯。（圖 10）從 X 光影像（圖

測實驗室，利用 X 光電腦斷層掃描系統，獲

11）亦可以清楚看出此接合處鑄接材料情形。

取該器的 X 光影像。X 光影像主要是利用物

另外，X 光影像中立耳外緣所顯示出的不均

質對 X 光的吸收─穿透效應之明暗對比來成

質穿透特性，可以判斷立耳本身的鑄造品質

像。材料組成與厚度，皆會影響 X 光的穿透

與器身不同。據上述跡象所循，院藏西周〈鳳

率。利用 X 光透視的影像，則可用於理解青

鳥紋四足鬲〉原器腹壁上的圓形補鑄遺痕，

銅器的內部結構，特別是鏽層掩蓋下的情形，

推測為流嘴斷失後形成的孔洞，並經過填補。

如墊片分佈、孔洞破補情形、銘文內容等等，

另一側的器頸和腹壁則有打磨痕跡，則可能

而這些資訊對於工藝鑄造和修復的辨識均有

為分鑄的「

相當大的實質效益。

現在立於口沿上的兩個立耳應為後加。

」（把手）脫落之處。最後，

此次運用本院組建的 XCT 系統進行檢視，

進一步仔細觀察鑄造遺痕，可見全器共

拍攝電壓為 200kV，拍攝電流為 300μA，曝

有八道垂直範線，除了器身四袋腹的界隔為

光時間為 500ms。首先，據 X 光檢測圖像（圖

分範處，每一袋腹的正中鼓凸處亦可見範線，

7），可見此器的一側器耳下方，器腹上有一

因此器頸的鳳鳥紋尾部圖飾為範線打破。若

明顯的圓形孔洞補鑄痕跡，直徑約 2.6 公分左

以前述三個線索重新想像本來西周〈鳳鳥紋

右。尋此線索，於相應位置的內壁，肉眼檢

四足鬲〉的面貌，於腹壁重建流嘴和把手，

視則可見有不規則的橢圓狀龜裂痕。（圖 8）

再除去雙耳後，這樣的器物形制已經非常清

第二，此器另一側立耳下的頸部鳳鳥紋，未

楚，那就是青銅容器「盉」。

見原有的襯飾雲雷地紋（圖 9），取而代之

文物會變身？ 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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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探究：青銅盉的發展與演變

3

接。 青銅盉的使用與流行期長，從商代至戰

盉的形制特徵為碩腹，器腹一側有斜出

國時期皆可見其蹤影，因跨越的時間長久，

的長管狀流，另一側為 ，通常是三足或四

於型態方面有顯著的變化，並且展現區域性

足，並配有器蓋，蓋和器身之間多以鏈索連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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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西周晚期
盉 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 寶鷄青銅器博
物院藏 取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吉金鑄華
章─寶鷄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出
版社，2008，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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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盉的器形源自於二里頭時期的陶盉、
圖 15-a

陶 ，較早的型態為流在頂上的封口盉，其

西周晚期 季良父盉 「盉」字銘文拓片 取自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4，編號09443。

圖 15-b

西周中期 乞盉 「盉」字銘文拓片 取自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
掘〉，《考古學報》，2018年2期，頁236。

後的形制演變主要表現在器腹差異，商代晚
期至西周早中期常見鬲形盉（圖 12）紋飾通

盉類器的稱名未見於先秦傳世典籍，主

是手持麥桿以吸酒，為此字的初義，後則兼

常施於頸部。此類盉有三足與四足之分，袋

要根據部分青銅盉的「自名」而訂，例如出

具諧聲功能。 現今學者認為是手持桿狀物攪

足或作獸面造型（圖 13），或以樸素的弦紋

土於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一件西周早期

拌器皿中的液體，象桿狀物的「禾」形同時

為飾。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出現圓扁壺形盉，

青銅盉銘文為「晉仲韋父作旅盉，其萬年永

也標示字音，屬聲化的情形。

器蓋、 和流嘴作具象的鳥獸形，生動奇麗。

寶。」 因而此類同型器稱為「盉」。郭沫若

關於盉類器的功能和用途，有著酒器之

以西周晚期〈季良父盉〉（《集成》09443） 的

說和水器之說的認識進展，主張用途為酒器

自名為例（圖 15），指出盉的金文字形就像

者，是在《說文解字・卷五・皿部》釋「盉」

（圖 14）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時則流行鐎盉，
除了帶有提梁，流口也由長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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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西周中期 裘衛盉 陝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 岐山縣
博物館藏 取自蔡玫芬、蔡慶良主編，《赫赫宗周—西
周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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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應作為酒器，約在西周中期之後轉
化為水器，並與青銅盤配套使用。
假設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無雙耳，並
且重新安裝上流嘴以及把手，成為「盉」的
樣子之後，應屬於四足的鬲形盉。同類型的
器物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中期〈伯定
盉〉（圖 17），兩件器物的束頸、袋腹、四
柱足形制相同，頸部的長尾鳥紋也非常接近，
後者器高 24.9 公分，尺寸相差無幾。透過比
西周中期

夷曰匜

對，也可推知西周〈鳳鳥紋四足鬲〉原本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物脈絡

圖 16

配有器蓋，並且器物時代約為西周中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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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土器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的〈克

王國維以清末官員端方所藏柉禁酒器組上有

盉〉 （圖 18）以及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出土

盉同列，而提出「盉者，蓋和水於酒之器，
8

13

14

的〈芮伯盉〉 （圖 19）與其形制、紋飾相當，

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 否定了盉字作為動

而不論作器者燕侯或者是芮伯，皆屬於西周

詞的字義，導向器形與功能連結的指示，並

時期的高級貴族，可以想見西周〈鳳鳥紋四

將盉視作酒器。在酒器說的前提下，容庚認

足鬲〉原器主的貴族身份。

圖 18

西周早期 克盉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 北京
市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青銅器全集》，冊6，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頁21。

圖 19

西周中期 芮伯盉 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出土 取自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2158發
掘簡報〉，《考古》，2019年1期，頁55。

圖 20-a

西周中期 匍盉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取
自河南博物院編著，《群雄逐鹿─兩周中原列國文物瑰寶》，鄭
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62。

圖 20-a

西周中期 匍盉
藏 吳雅婷攝

前述為一般常見的四足鬲形盉，然而，

為盉的三足或四足設計，可用於加熱，具有
9

91

溫酒的功能。 陳夢家在盤與盉為成組用器的

也不排除西周〈鳳鳥紋四足鬲〉原本具有特

基礎之上，推測盉類器是用來煮香草的器具，

殊造型的可能性。如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曾

使用香草熬煮而成的「鬱」，既可作為和酒
10

的香料，也可用於沐浴盥洗。 盉作為水器用
途的證據則表現在墓葬出土的器物組合，張
臨生以盤、盉連稱，並且配套出土的情況說
明兩者關係密切；另一方面，盉與匜也存在
名稱互相使用的例子，說明盉和匜分別可和
盤組成水器，在西周中期「沃盥之禮」形成
11

的情境下，盉當是作為注水的禮器。 因青銅
盉使用的時間跨度長，形制、紋飾乃至於功
能都隨著時代演變，張懋鎔即是由器物功能
轉化的角度，認為院藏〈夷曰匜〉（圖 16）
恰恰證明了觥形器轉化為匜形器的樣貌，而

出土一件造型獨特的西周中期〈匍盉〉（圖

12

20）其流嘴作雁首形，器腹成為雁身，雁尾

匜形器又承接了盉形器的盥洗器功能。 由過
去學者們的研究進展，可知盉在商代晚期至

圖 17

西周中期

伯定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接龍首形 ，器蓋與器身由一銅人作為鏈

局部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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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調味也。從皿、禾聲」的脈絡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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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調味也。從皿、禾聲」的脈絡下理解。

環銜接，人形髮髻高束，上身赤裸，下身著

際車馬器中安裝於輪軸上的「車

褶裙，足穿短統靴。銘文內容描述器主匍獲

的

贈牝鹿皮飾、蔽膝兩副以及純銅三十斤，並

銜環鋪首和爬獸填補，再加上三半環作為器

15

用以鑄作此件銅器。

」，原來

頂變成器底，舊有的轄孔以東周的獸首

足，整體被改製成類似於「尊」的用具。根

雖然現今已無法完全正確的重建院藏西

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這件〈獸環尊〉

周〈鳳鳥紋四足鬲〉原貌，但是透過 X 光檢

最後的陳設位置是在養心殿後殿的多寶格中。

測、考古資料的比對以及學術研究的啟發，

可見重獲新生後，從原本的小小車馬器零件，

除了基礎性理解器物原貌，亦增添對於此器

搖身一變成為令人喜愛的古玩。又如院藏〈夔

的認識。

紋奩〉（圖 23），原本應是一獸面紋尊，器

重獲新生：改製器的經歷
92

那麼，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為何會由

器身中段，改製時顛倒上下，再加上三小足，

青銅水器盉變成雙耳四足鬲的現貌呢？在明

成為類似盒狀的「奩」，而原本在內底的銘

代的書籍中已可見到關於拼接改製銅器的記

文則變成在器外底。（圖 24）這件改製而成

載，稱之為「屑湊銅器」。如明代書畫家張

圖 21

鐘式瓶（改製器）

圖 2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獸環尊（改製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應文（約 1524-1585）於《清秘藏》中提及：

的〈夔紋奩〉，後來被乾隆皇帝與其他銅器
聚集成套，收貯於名為「吉金耀采」的銅器

「屑湊銅器，屑湊，謂搜索古冢舊器不完者，

售之。余玩再三，識其因古水銀方鏡破碎，

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 ，或取其腹，

截為方片，四面冷銲，屑湊古爐耳腳製成，

匣中，並配有畫冊與之對照。（圖 25）
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改製後，因

17

或取古壺蓋，作圓鼎腹。或取舊鏡面，作方

工巧可謂精絕。」 敘述親眼所見的實際案

原本的流嘴孔洞經補鑄完整，肉眼無法視明，

片，湊方鼎身。亦用鉛冷釬湊合成器，法蠟

例，並詳細說明兩件銅器如何拼接而成。至

故須透過檢測透視原狀。至於盉類器的長流

16

於改製的依據，也並非憑空創造，而是可能

和

說明屑湊之意是將墓葬出土器中的破損銅器，

來自於對宋代吉金圖錄《宣和博古圖》的理

隆皇帝的御製詩〈詠周素盉〉：「祖辛貽質

取其殘存部件，重新組裝成一件完整的器物，

解，因此，這些器物也呈現著當時改製者的

製（西清古鑑中，以商祖辛盍為最古），伯矩作嘉

例如以銅壺的蓋子當成圓鼎器腹，或將銅鏡

銅器知識和賞玩喜好，並且這種改裝風氣特

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

改為方形，用作方形鼎的器身。

別盛行於明代晚期。

圖 23

夔紋奩（改製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8

的容易斷失，也有蛛絲馬跡可循，如乾

（周伯矩盉，亦西清古鑑物）。流

都完好，方

圓總樸淳（器圓而四足方）。當年調五味，式古
20

另也可見明代收藏家高濂（1573-1620）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宮傳世銅器

緬先民。麟趾關雎意，於斯可問津。」 可見

在《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所說：「又等

中，可以找到不少改製器的例子。如原藏於

當時他所見的銅盉有不少是缺 斷流的，因此

屑湊舊器破敗者，件件皆古，惟做手乃新，

熱河行宮的一件獸耳瓶（圖 21）原本應該是

對於此件銅盉的完整性特別讚賞。而西周〈鳳

謂之『改鍬』。余在京師，見有二物，一子

青銅鐘，經倒置後，在原來的鐘口接上器頸，

鳥紋四足鬲〉曾經收錄《西清古鑑》中，故

父鼎，小而可用，花紋製度，人莫不愛。其

朝下的鐘頂安裝圈足，在可能有破孔的鼓部

此器的改製年代不晚於此成書的乾隆十六年。

偽法，以古壺蓋作肚，屑湊古墓碎器飛龍腳

裝上兩個獸首銜環，再於兩側置上獸首耳。

19

銲上，以舊鼎耳作耳，造成一爐，非真正物

改製完成後，由傳遞古音的樂器變成了插花

也。一方亞虎父鼎，內外水銀，無一痕紋片，

的古銅瓶。再如同樣曾經收錄於《西清古鑑》

初議價值百金，製在五寸，適而可玩，人爭

的院藏〈獸環尊〉（圖 22）原器應為兩周之

小結
西周〈鳳鳥紋四足鬲〉原為西周中期器
圖 24

夔紋奩（改製器）

器外底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歷經原器主的鑄造使用後，或經隨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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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而被雙雙截斷，保留帶有珍貴銘文的

文物脈絡

內底有「史」字銘文，推測器口或足部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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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而被雙雙截斷，保留帶有珍貴銘文的

文物脈絡

內底有「史」字銘文，推測器口或足部破損

土，傳世遞藏，期間經補鑄改製，添加雙耳，
轉盉為鬲，後載於乾隆帝的青銅器圖錄，現
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據今約近三千年的
時光歲月，經 X 光檢測，得以清楚明瞭。一
件原本殘破的古物，幸運地在改製銅器的文
化背景之中，得到全新的生命，並且成為銅
器收藏、鑑賞文化及研究史的重要例證。
本文受惠於 106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重估『西清四
鑑』：乾隆時期的古銅認知研究」（MOST106-2410-H136-005-MY2），期間受益於本院器物處吳曉筠科長的寶
貴意見，以及登錄保存處黃千奇女士協助檢測，在此倂申
謝忱。
張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陳東和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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