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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 前言 

 

 
 

如何把幾十年來個人所積聚的藏書處理好，這是個重要的課題。若將藏書都全

送出去，又擔心會在某天興之所至時出現「書到用時方恨少」。苦思下想到了一

個方法，將書一頁頁的素描，製成 PDF 版本放上《越華書庫》的網誌，然後才

把書籍送出去。 

 

看起來，這是個很好的旨意。於是先將幾本較舊的書如《中國後宮秘史》、《中

國歷代宦官之禍》……等等，編製成 PDF 版；其後才發現每本書的檔案奇大，

要是把所有書以這樣的方法製作，《網誌》必然要有很多空間才容納得下，而費

用也會變得昂貴。 

 

朋友提議我用「OCR 文字識別」工具來製作。OCR 是個很好的開創工具，它能

將素描的文字或圖片上的文字識別，複製出文字檔案，於是下載軟件作試用。

原來 OCR 對橫書的華文書籍識別得很好，達 99%正確，可是它對直書的華文就

難以識別，結果出來的全是錯碼。 

 

但我的華文書籍大部份都是直書的，如何是好？只好上網求教先知網友。得知

原來 Google 的雲端有個文字識別功能，能將直書華文複製出來。如獲至寶，立

即展開工作。首先整理史學家傅樂成博士的著作《中國通史》── 認識中國歷

史的大門！ 

 

不過，要認識的何止中國歷史，世界上還有很多歷史和知識都須要認識。畢竟

「知識改變命運」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侯萬雲 (侯思傑) May, 2022 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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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 第一章 

 

 

從史前時代到信史時代 
 

 

 

位於戈佐島的石器時代詹蒂亞神廟 

 

 

一.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 
「中國舊日的史家，一向把黃帝時代作為中國歷史的起點。從黃帝到現在，還

不到五千年。近幾十年來， 由於國內考古學的盛行，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遺

物在國內大量發現，中國史前時期人類的活動，乃有部分的顯露。國人所大體

相信的中國古史上所謂「三皇」「五帝」一類的傳說，現在已漸被石器時代的觀

念所替代，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進步。因此說到中國歷史的開始，自然要提到史

前人類的生活情形和文化狀態。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被發現的，除了早在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出土的

「北京人」和二十二年出土 的「山頂洞人」，近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上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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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原始人類的遺骸和遺物出現。諸如民國五十四年發現的「元謀人」，五十

三年發現的「藍田人」，以及四十三年和六十五年先後發現的「丁村人」。此外

尚有綏遠伊克昭盟發現的「河套人」，湖北長陽縣發現的「長陽人」，廣東曲江

縣發現的「馬壩人」等。 

 

元謀人的遺骸化石出土於雲南元謀縣，據說他們距今已有一百七十萬年，且已

知道用火。至於他們的年代和用火這一生活動態是怎樣測定的，則不得而知。

藍田人的頭骨出土於陝西藍田縣，據說他們約生於六十萬年以前，較北京人尚

早十萬年。他們以狩獵為生，但已知用果穀為副食，並以石頭、骨角製造獵具

和兵器。他們也已知道用火，並以語言作為傳達意見的工具，同時更能作集體

行動。丁村人的牙齒、頭骨碎片和大量石器出土於山西「襄汾縣」(在臨汾縣

南)的丁村，他們約生於十萬年前。 

 

石器的類型有砍伐器、刮削器 、尖狀器和球狀器，主要用捧砸法和碰砸法製

成。有一種三棱尖狀器，是舊石器的一種獨特而進步的形式， 被稱為「丁村

式」尖狀器，也是「丁村文化」的代表。至於河套人、長陽人和馬壩人，他們

的時代都較丁村人略晚，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的特徵，這可以證明舊石器時代的

中晚期，中國南北三大河流的流域，都已有人 居住。 

 

以上大陸新近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其遺骸及遺物既未公諸於世，即

有關此類史前人類的考古報告，也零散不全，例如有關元謀人和六十五年發現

的丁村人的資料便僅見於新聞記載。因此僅憑「獨家之秘」的紙上考古報告，

其研究結果的正確性，自然可疑，無法盡信。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其遺骸遺物

早經公開，且曾經國內及國際不少學者長期研究而其研究成果比較可信的，則

為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 

 

一、北京人 

舊石器時代又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人類，可以「北京人」為代表；中

晚期則各以「河套人」和 「山頂洞人」為代表。現在先說北京人。 

 

北京人的遺骸，是在北平城西南約三十七英里的周口店出土的。早在民國七年

(西元一九一八年) 便有人在那裏採集化石，此後續有發現。但大規模的發掘工

作，則是從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一九二七至三九年) 由地質調查所主持

的。這工作包括很複雜的國際組織與合作，工作團體內除中國人外，外國工作

人員的國籍，達六七國之多。總計前後發現頭骨十四件，牙齒一四七枚以及大

腿骨、上膀骨、腕骨等十餘件，這是世界學術界所公認的中國最早的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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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的結果，北京人是生活在五十萬年左右以前，那時華北的地面為紅土

所掩蓋，現在厚達數十公尺至百餘公尺的黄土層，那時還沒有生成；色至黄土

層紅土層之間的療石層，他們也沒有見過。他們的身體，甚為矮小；男性的平

均體高約一五六公分，女性則只有一四四公分。他們的四肢已與今人無異，但

頭部則大不相同。他們的前額傾斜，眉稜突出。鼻子遠較現代人為寬闊，而且

上下的寬度，沒有多大的區別。顴骨也很寬大，在臉盤上的位置，向前面的部

分，遠較向側面的部分為多。嘴部前突，下顎長着巨齒，頸部肌肉極其發達。

他們的頭骨，幾乎比現代人厚一倍。腦的容量很小，平均比近代人要少三百立

方公分，由此可以 推知他們的智力必然較低。但他們確屬於人類，則是無可置

疑的。同時若干專家認為北京人的臉型與蒙古種人的臉形，頗相近似。 

 

至於北京人的生活狀況，可歸納成三點：第一、他們已會製造各種石器如尖狀

器、刮削器等。這些石器雖然粗陋不堪，但可說明他們確實已具有最低限度的

文化生活。第二、他們已會打獵，以發掘出來的獸骨為證，他們的獵獲物以鹿

為最多，其次為豹、穴熊、劍齒虎、土狼、象、犀、駱駝、水牛、野豬、馬

等。他們 可能已會使用投擲的武器，不然恐怕無法獲得這樣豐碩的成果。第

三、他們已會用火。從他們遺留下來的大量木炭、火爐、燒過的獸骨以及用過

的器物看來，證明他們已能烤肉來吃。而他們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傳

授。 

 

由於打獵生活的危險性過大，因此北京人大都短命。據統計，三十九個北京人

中，死於十四歲的佔百分之三九點五，三十歲以下的佔百分之七，四十至五十

歲之間的佔百分之七點九，五十至六十的佔百分之二點六、死亡年齡不明的佔

百分之四一點九。(註一) 

 

二、河套人 

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的代表是「河套人」，他們分佈於山西、陝西、綏遠、寧

夏、甘肅等省交界處的「河套」地區，亦即內蒙古的伊克昭盟一帶。最初被發

現的，只是他們所使用的石器和骨器。這類器物，形成 了考古學上所謂的「河

套文化」；而創造這種文化的主人翁的遺骸，近年纔在大陸發現。 

 

河套人的器具埋藏在紅土層上面的礫石層，以及再上面的黄土層和帶沙的黄土

層中，這種情形正好說明河套人的生存時間是一段漫長的歲月。礫石層和黄土 

 

層是怎樣形成的呢？我們已經知道紅土層是北京人埋骨之地，從北京人時代到

河套人時代，其間可能經過長期而大量的雨水，因此若干地區，發生洪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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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石塊被洪水冲下，隨水流動而被磨成礫石，淤積於紅土的平地上，造成礫

石層。其後西北吹來的黄色細沙，落在礫石層上，又造成了華北的黄土層。 

 

至於出土遺物的形制，則因層別而略有不同。礫石層中的石器，大都是圓餅形

或扁圓形的刮削器，質地 為圓形石子狀的石英岩，其製法是沿着石子的邊緣打

製而成。黄土層中的石器，製法略有進步，例如刮刀的製法，便是先將石子打

成兩半，然後沿着邊緣加以修製。帶砂的黄土層中所出的石器更為進步，有三

角形和 多邊形的刮器及離器，此外還有若干骨器。這類石器在考古學上被稱為

細石器，它們的時代已接近新石器時代。 

 

三、山頂洞人 

 
 

 

「山頂」是在周口店範圍內的一塊高地，它高出當地地面約六十公尺。地質調

查所於民國十九年 (一九三零年) 發現了山頂洞，直至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正

式發掘。所得的標本，計有人類化石頭骨、體骨數十件，人類遺物數百件，以

及許多動物如鬣狗、獵豹、香貓、駝鳥等的骨骼化石。根據這類遺骸遺物的研 

究結果，山頂洞文化，當較河套文化為晚，山頂洞人大概生活在兩萬五千年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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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洞人和北京人的頭骨有顯著不同之處，前者頭蓋骨很薄，牙齒很短，後者

則反是。就體型來說，山頂洞人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原始中國人」。至於文化方

面，山頂洞人已遠較北京人和河套人為高。他們營漁獵生活，愛好藝術，有裝

飾身體的興趣，並且似乎已有埋葬死去親屬的習慣。從發現的骨針推測，他們

可能已會縫綴鹿皮為衣服。他們用以作裝飾品的獸牙，計有鹿牙、狐牙、灌牙

等，並將其中若干染成紅色。此外 還有穿孔的小礫石、小石珠、骨墜等，這種

鑽孔的技術，是北京人所沒有的。 

 

山頂洞人的石器，其中一部是製造器物的工具，例如刮削骨角所用的石器，便

是以火成岩製成的；鑽石 珠和小礫石等，則用極粗糙的石鑽；這可看出山頂洞

人工藝技術的進步。在他們的多種遺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種由鹿角製成

的短棒，表面被刮磨得非常平滑，並刻有紋飾。這種短棒頗像歐洲考古學家所

稱的「 指揮棒」，是家族或種族的一種信物。如果這短棒真是「指揮棒」，則山

頂洞人已可能有家族或社會組織。 總之，山頂洞人的文化，較河套人又進一

步，他們的時代已大致可與新石器時代相互銜接。 

 

既然北京人是中國史前最早的人類，那麼他與河套人和山頂洞人是否即是中國

民族的遠祖？這個問題的 答案是懸疑的。因為我們無法肯定，他們與文字寫成

的中國歷史，有無必然的連帶關係。不但從北京人到河套人和山頂洞人的人類

演進過程，毫無所悉；就連山頂洞人到黄帝這兩個相隔兩萬年的時代，也沒有

足够的資料來貫穿。如果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說他們是我們的祖先，倒也未嘗

不可。但若說現代的中國民族是他們一脈相傳的後裔，從而認定中國民族在五

十萬年前就佔有中國的土地，這種說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假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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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新石器時代狩獵用具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過度階段，叫「中石器時代」。這個時代的遺物出

土的並不多。只有東北黑土地帶「資諾爾原人」的文化，可為這個時代的代 

 

表。札資諾爾是興安省中國長春鐵路西段的一個車站。這種原人的遺骸及器

物，是從民國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至四三年) 由日本人陸續發掘

的。他們頭骨的形態為標準的圓頭型，與現代蒙古人相同，其時代距今可能在

一萬年至兩萬年左右。他們的用具以石器為多，從工藝技術上看，雖較舊石器

時代進步，但它們仍是新石器時代以前的產品。因為新石器時代文化最顯著的

特徵是陶器和磨光石器的出現，而札質諾爾原人的遺物中，却沒有這兩種器

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8%E5%AE%89%E7%9C%81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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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的人口較前繁多，因此遺跡的分佈也比較稠密，在許多不同的地區

中，分佈着不同系統的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類，雖然已發明製陶技術，

但仍大量的使用石器，而且一部分石器還是打製而成的 。直到新石器時代晚

期，人類纔普遍應用陶器。 

 

一、細石器文化 

這裏所說的細石器，是和陶器混在同一地層的；它們屬於新石器時代，而與舊

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細石器不同。這種文化的分佈，多在長城以北；創造這種文

化的人，已漸由漁獵生活發展為農業生活。根據分佈地區及其時代先後，這種

細石器文化可分為龍江、林西、赤峰三期，現在分述如下： 

 

龍江期的標準遺址為昂昂溪，昂昂溪遺址在嫩江省昂昂溪車站附近。這一帶的

土質是黑沙層，出土的遺物以陶片為多，質地粗糙，紋飾簡單。此外尚有骨器

和石器，石器中有石鑽、石刀、石斧、石錶等，均由細小 的石片打製而成，是

最標準的細石器，這類石器，有些經過磨製，但技術不精，看來祇是磨光技術

的開始。 根據這些器物，可以推知它們的主人翁過的是漁獵生活，而漁的成分

尤大。這是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林西期因林西的遺址而得名，林西是熱河省的一縣，在它境內的黑沙層中，發

現了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 物。這類器物，可分陶石兩大類，陶器具有多種不同

的顏色，石器主要為農業用具，如石和石磨等。這一 時期的石器，與龍江期的

石器有顯著的不同，它們的材料以巨大的礫石為多，技術多係磨製，細石器則

較少。 

 

赤峰期文化的遺跡，發現於熱河省赤拳縣英金河的南北兩岸。此期的遺物，有

彩色的陶器和屬於細石器 的各種石器，其中有一種是肩石鋤；這可證明此期的

人類，也在過着農業生活。 

 

二、彩陶與黑陶文化 

彩陶與黑陶，同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產生於黃河流域的文化，但兩者不屬同一文

化系統，產生的地區也不同。 

 

彩陶文化最早的發現者是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他於民國十年(一九二

一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掘獲大批彩陶及石骨等器。這類陶器，大致為淡棕

色，上繪紅黑及白色的紋飾。這種彩繪技術，是此種文化的特徵之一，因此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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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為「彩陶文化」。此後在遼寧、甘肅、河南、河北、山西、察哈爾、臺灣、 

新疆等省，續有發現，可見這種文化分佈之廣。至於這些地區的彩陶文化，是

否同出一源，還是一個待決的問題。近年大陸上以陝西、河南等省為中心，陸

續發掘了不少彩陶文化遺址，像陝西西安市的半坡村，寶雞縣的北首嶺，那縣

的下孟村，河南三門峽廟底溝，洛陽王灣等，其考古報告自然都是「一家之

言」。據近人的估定，彩陶文化的年代約當西元前六千年至前三千五百年。這種

文化的形成，在中原一帶會有一段長時期 的孕育。但它與初期的中原歷史文

化，並非直接銜接，其間尚隔著一大串史前文化。繼彩陶文化而發展傳播 的是

黑陶文化。 

 

「黑陶文化最初在山東省歷城縣龍子崖發現，所以又叫「龍山文化」。它是沿着

海岸來分佈的，分佈區北 達遼東半島，南至杭州，而以山東半島為重心。黑陶

的特色為黑、光、薄、稜、多耳，但也有醬色的。黑陶 文化所代表的時代，約

當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前一千八百年，其時應在殷商以前；但它的遺址却又不

在相傳夏代根據地的山西、河南兩省。和陶器同時出土的，還有石器和骨器。

骨器中有一種經過鑽孔的牛骨，是占卜用的，但上面還沒有文字，也許和殷商

文化有些關連。(註二) 

 

由於中國的幅員過廣，近代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顯然是零散的，所獲的材料

也不完全。總之，就目前研究所得的成果，尚不足構成完整的中國史前史，而

且也不能與中國的有史時代有明確的銜接。但大體可以相信，新石器時代早

期，人類雖仍以漁獵為主要生業，但已開始學習農耕，豢養家畜，並從磨光石

器進而學 習製造陶器。因人口繁衍而聚族以居，漸漸形成大小村落，遍佈各

地。到晚期，人類已普遍使用陶器，務農也成為本業。而由村落演進成的城

邑，也大致在此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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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史的傳說時代 

 
 

任何一個民族的初期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而且其中必然無法脫離傳說和帶

有神話色彩的部分。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最少要包括從黃帝至夏桀的一段時

間，將近千年之久。這段時間歷史的真實性，古人是大體相信的。今人則因為

缺乏證據，而以傳說視之。但一種傳說，決不會憑空而起，同時我國古代史家

對歷史的編訂，態度是很嚴謹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類傳說之中，可

能隱藏着許多的真實事蹟。 

 

一、黃帝 

第一位把黄帝作為中國歷史起點的史家，是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在他的史記

的五帝本紀裏，把黄帝列為古代的第一位君主。不過這篇傳記，含有濃厚的神

話色彩，而司馬遷本人對黃帝的事蹟，也頗抱懷疑態度。 

 

黄帝本已是位神化的古人，但據其他記載，黃帝以前尚有盤古和三皇。有關他

們的說法，更為怪誕，例如盤古氏曾開闢天地，是一位年高一萬八千歲，身體

日長一丈的巨人。又如三皇中的伏羲、女媧，都是蛇身 人首。這類神話，自然

不能算作史料；同時它們產生或流行的時代，更在五帝的傳說以後。「五帝」一

詞， 在春秋時代似已流行，孔子的弟子宰我，便曾有向孔子請教「五帝之德」

的事，雖然不知道宰我所謂的「 五帝」是指誰。(註三) 到西漢，「五帝」的內

容確定，是指黄帝、顓頊、帝嚳、堯和舜；而且正式為史家有限度的承認。「三

皇」的說法在秦始皇時已有，當時是指天皇、地皇、人皇 (即泰皇)，這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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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 漢朝人因「三皇」毫無事蹟可憑，就把戰國時人的書中所說的遠古人

名如伏羲、神農、女媧、有巢、燧人等 隨便取三個，稱為「三皇」，結果產生

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不論真假，他們多少還有些事蹟，例如伏羲畫八卦，神農

教民稼穡，燧人氏鑽木取火等；但他們的時代，則渺茫得無法究詰。至於盤古

的神話，在三國時纔出現。據近人考證，這神話本源起於南方民族中，大概因

吳國的開發南方而傳入中國。(註四) 為了這些原因，無論盤古或三皇，都不能

取黄帝的歷史地位而代之。 

 

據相傳的說法，黄帝大約是西元前二千七百年到二千六百年之間的人，他繼業

已衰微的神農氏的後裔而興起。除去若干神話，可述的事，是他修德治兵，在

阪泉和涿鹿 (均在今察哈爾涿鹿縣附近)，先後擊敗了他的兩大敵人，炎帝與蚩

尤，而被諸侯尊奉為天子。他過着軍旅的生活，遷徙往來，未嘗定居。他的行

踪，曾東至海和岱宗(即泰山)，西至空桐 (山名，在今甘肅省)，南至於江(即長

江)。並曾會諸侯於釜山( 今察哈爾懷來縣北)，而定都於「涿鹿之阿」。這類地

名的考釋，也會引起世人的爭論，但在黄帝本人的無尚未得到考古上的證據

時，這種辯論是無謂的。 

 

古人又把黃帝時代作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戰國末年的學者，把一切古代的發明

製作，都歸功於他。例如文字、算學、曆法、陣法、音樂、軍制、田制、政治

區劃、宮室、衣裳、貨幣、舟車等，這些文化上的重要貢獻，莫不直接或間接

的由黄帝發明或創立。但這種說法，到西漢已不為史家所接受。此外他又幾乎

是所有古代帝王的始祖，像顓頊、帝嚳、堯、舜、禹以及商的始祖奖，周的始

祖棄等，都是他的苗裔，自然還包 括這些帝王的後代。 

 

關於黃帝的傳說，雖然沒有考古的根據，但就五帝本紀中所描述的他的生活情

形，却代表着一個階段的 文化。他本人遷徙無常，好像生活在一種狩獵或游牧

的經濟階段。但本紀又附帶說出他的另外兩項事業，就 是「時播百穀草木」和

「淳化鳥獸蟲蛾」，似乎又在說黃帝時代正是中國先民由遊牧進入初期農業的一

個過渡時代。 

 

二、堯和舜 

堯和舜是傳說中的兩位中國古代賢君，他們同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理想君

主，也是歷代帝王的楷模。 

 

關於他們的事蹟，雖然沒有當時的史料來證實，但至遲生活在西元前五百年左

右的人，對他們的存在，即已深信不疑了。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堯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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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玄孫，舜則是黃帝的八世孫，但他們却大致生活在同一時代中。他們的時

代，據相傳的說法，是西元前二三五七年至前二八四年，也就是夏朝以前的一

百七十餘年間。 

 

堯是一位仁慈寬大的君主，似乎對一切都抱着寬容的態度。他在位的期間，人

民各自過着自由安樂的生活，受不到政府的干預；因此他們體會不到這位君主

的才能，更無法描述他的德量。他畢生最偉大的也最為後世所稱頌的事蹟，莫

過於他的以天下為公，而把帝位推讓給舜的事了。舜本是歷山(在今山東省)的

農夫， 他有一個極其難處的家庭，父母弟弟對他的仇視加害，使他遭遇多次生

命的危險。但他憑著無比的謙讓，終能以孝悌聞。他曾先後作過漁夫、陶匠和

商販，顯示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的才德，感動了許多人；因此他每到一個地

方，人們莫不踴躍的追隨他，依附在他的四週，漸至變成一個都市。這一切都

在說明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帝堯把他召到朝廷中任職，並把自己的兩個女兒

嫁給他，以試驗他的持家治事的能力。結果事實證明他確是不凡，因此堯進一

步把國政交付給他，後來終於繼堯為天子。 

 

舜的政治作風，似乎比堯嚴厲得多。當他佐理堯政時，便曾貶誅若干不才和瀆

職的人；並引用許多才德之士，像禹、棄、契、皋陶、盆等，都是當時的名

臣。堯的末年，洪水氾濫於全國。堯命穌治水，無採用防煙塞的辦法，九年而

無功效，舜請堯把無處死。到舜即位，又命鯀的兒子禹繼承治水的任務。禹改

探疏導的辦法，和洪水苦關了十三年(一說八年)，終於成功。在治水的期間，

他公而忘私，曾三過家門而不入；因此受到舜的賞識，命他攝理國政。舜死，

他循例繼為天子。 

 

堯舜的「禪讓」，是傳誦千古的美談。但這故事常為後人用作他們自己政治理想

的實例，因之故事的本身無疑也跟着變得有點理想化。有人認為這也許是古代

部落間的一種君位推選制，唐、虞、夏也許是三個比鄰的强大部落 (都在今山

西省南部)，由它們之間互推一個會長，作為所有部落的共主。這種君位繼承辦

法，在後來的許多民族中都曾出現過。 (註五) 

 

據說禹在生前也曾選定益作繼承者，但禹死後，百姓不擁戴益而擁戴禹的兒子

啟，於是啟踐登帝位。另 一說法是禹死後益與啟爭位，為啟所殺。總之，啟既

繼位，「禪讓」的舊例，便不再出現了。 

 

三、夏朝的大事 

據舊史的記載，禹的踪跡是無所不在的，他不特是夏朝的創始者，並且是北方

外族匈奴和南方外族百越的祖先。他的治水的傳說，更流傳於許多不同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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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區之間，令人懷疑到他好像不是單純的屬於夏族系統的。夏朝的真正奠立

者，似乎應該是啟。因為春秋時代以前的書，對禹的稱呼，祇稱「禹」而不稱

「夏禹」；從啟開始，纔稱作「夏后」。其所以稱「夏后」的緣故，大概夏境內

尚有許多較小部落，而以夏為盟主，尊之為后。夏初的强盛，似乎沒有問題，

這可從「夏」、「華夏」、「諸夏」漸變成民族名稱一事看出來，正如後來的

「漢」也變成民族名稱一樣。 

 

夏的年代，據後人推算，是從西元前二二八三年至一七五二年，共四三三年。

至於夏朝的版圖，主要包括現在山西省的南半即汾水流域，和河南省的西部中

部；西有今陝西省渭水下流的一部；東則大致在平漢鐵路沿線一帶，最盛時曾

到今商邱一帶；南到什麼地方，則不得而知。夏人大致在上述的地區中活動，

他們遷都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隅；至啟始渡黄河而南，定居於今河南省中部的新

鄉、密縣一 帶。此後除了啟的兒子太康因失國而遠鼠外，夏主的遷徙，大抵不

出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南，汝賴二水以北。 

 

夏初的大事，為啟與有扈氏的戰爭。在此以前，又有舜禹討伐「三苗」的事，

但戰爭的詳情不明。根據若干古籍的記載，祇知道「三苗」盤據在江淮湖湘一

帶，舜征討他們，死於荒野。今日散居於川湘雲貴深山僻壤間的苗族，也許就

是他們的遺裔？啟伐有扈氏的事，也同樣模糊，有的古籍說是啟即位後，有扈

氏不服，啟與之大戰於甘，終於滅掉它；有的則說禹也曾討伐過有扈。至於甘

是現在什麼地方，也是說法不一，有 的說在今陝西省鄂縣；也有說在河南省和

山西省的。 

 

夏朝中葉的最大事件，是與外族有窮氏的圖爭。有窮氏是屬於東方的夷人系統

的，當時在今山東省全境 ·河南省東部，江蘇省北部，以及安徽省東北角，甚

至遠到河北省渤海沿岸和遼東朝鮮一帶的地域中，有許多不同的部族存在，它

們被統稱作「夷」，與中原的夏東西對峙着。這種形勢，一直維持到殷商和西

周，夏便曾與這些夷人，作過生死的爵爭。 (註六) 

 

有窮氏的領袖羿，是一位好戰的雄主，以善射著稱於古史；他為東方夷人的共

主，也是夏人的强敵。他以鉏 (今河南滑縣東)為根據地，乘夏主太康 (啟子)在

洛水沿岸畋獵忘返的機會，攻佔夏都掛郡 (今河南 鞏縣西南)。太康逃居於

外，羿以次立太康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為傀儡，而自身作夏的實際主宰。不久

后相為羿所逐，而羿亦為其臣塞泥所滅。寒浞殺后相，繼續掌握夏政，並命其

二子繞和貊分據要地。後來后相的遺腹子少康，興起於有虞 (今河南虞城縣)，

收聚夏的殘餘勢力，滅有窮氏而光復故土。從太康被逐到少康復國，有窮氏統

治夏境，前後達六七十年(一說四十餘年)，戰爭蔓延於黃河南北，是中國古史

上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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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夏的事蹟反少留傳，直至夏末，纔又有較多的記錄。夏的末代君主

桀，雖然暴虐無道，但當時夏的政治勢力，仍可到達今魯西豫東一帶。當時有

一個原屬於夏的小國東緡 (今山東金鄉縣)叛變，禁舉兵討之，雖把有潛氏征

服，却招來亡國的命運。因為在夏境的東南，尚有一個強大的部族存在，名叫

「商」。商的領袖成湯，乘桀用兵疲罷之餘，起兵推翻了夏朝。商也可以說是屬

於夷人系統的，至少夏人的看法是如 此。根據舊史的記載，商的王室並非夷

人，但曾撫有夷方，並憑着夷人的文化和人力滅夏。所以湯的伐桀， 是夏人與

夷人的最後一次鬥爭 

 

 

被視為夏朝的文物，卻赋予許多神秘色彩而為人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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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信史時代的開始 (殷商時代) 

 
 

從黄帝到夏朝末年九百多年的歷史，因沒有證物，只能稱為「傳說」而不能算

作「信史」。所謂信史， 必須「信而有徵」，也就是說必須有當時的遺物可資與

文字寫成的歷史相互驗證。至於商朝的歷史，則因有 近代殷墟(今河南安陽縣

小屯村)出土的遺物以為佐證，已大體可以列入信史的範圍。這類遺物包括銅

器、 龜甲、獸骨等，甲骨上並刻有大量文字，經近人的研究，知道這種文字是

商朝後期君主們占卜休咎，祈求福 祚的記錄，故又稱作「卜辭」。卜辭上有時

載着若干商王的名字，拿這些名字與西漢人所寫的商王系統來對 照，其間的差

異甚少。至於商朝的前半期，因為沒有遺物的存留，嚴格說來仍不能算作信

史，但亦有若干地 方已為卜辭所證實。下面所說的有關商代歷史，絕大部分是

根據甲骨文的研究結果。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興衰 

商人的發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灣沿海一帶。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

長，他的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縣附近)為根據地。契子昭明

遷於砥石 (今河北活水流域)，後遷於商 (今河南 商邱縣)即「大邑商」，也是商

朝得名的由來。昭明子相土，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啟疆宇，其拓土的最 遠

處可能到今朝鮮境內，他並在泰山下建立東都。相土以後的兩三百年，商人的

事蹟無考；到成湯時代，纔又有商人活動的記錄。 

 

成湯時，商人的力量已足以與夏抗衡，他以亳 (今安徽毫縣附近) 為根據地，

(註七) 先消滅北方若干鄰 族如葛(今河南寧陵縣)、韋 (今河南滑縣)、顧 (今山



21 
 

東范縣)。昆吾 (今河北濮陽縣) 等，然後西征夏桀，敗之於鳴條 (今山西安邑

縣)，傑被放逐於南巢 (今安徽巢縣)而死。湯乃代之為天子，並遷都於商，建立

了商朝。 

 

商朝自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四十年間 (西元前一七五一至前二年)，國運曾經五

度的盛衰，並曾五次遷都。第一度的由盛而衰，在第四代王太甲 (湯孫) 的時

候。通常的說法是太甲無道，顛覆乃祖的典型， 被開國功臣伊尹放逐於桐 (今

河南省偃師縣西南)；三年後太甲悔過修德，伊尹又把他迎回復位。其後商朝 

的盛衰，總繫於君主的英武或昏間，盛時則諸侯歸服，衰時則王室內亂或諸侯

叛離。至於商朝的遷都，從湯 所居的毫開始，其後又遷徙五次，皆不出今山東

省的南牛和河南省的東牛。最後一次的遷都，是第十九代王 盤庚於西元前一三

八四年自奄 (今山東曲阜縣) 遷殷 (今河南安陽縣)。其後直到商朝滅亡，二百

七十餘年間，商都始終在殷，因此商朝又名殷朝。 

 

盤庚是一中興之主，他死後，弟小辛、小乙相繼嗣位，商政復赛。直到小乙的

兒子武丁，商朝出現了最 後的一次鼎盛時期。他在位五十九年，以傅說為相，

國家大治。其間最可稱述的大事，便是對外族鬼方的討 伐，在談這件事以前，

應先說明商朝的領域。 

 

商王所統治的整個地盤，其範圍至今仍不太清楚，僅能就卜辭所記的地名加以

約略的推測。據近人研究，商朝的領土，以今中原地區為中心，東邊可到沿

海，西邊可到今陝西省，北邊可能到河北、山西兩省，南方 可能到長江。但在

這個領域中，還有許多的諸侯國和文化遠較商人落後的外族，其中以鬼方最為

強大。鬼方最初可能服屬於商，但在商的後期，變成了商的敵人。「方」是國的

意思，除鬼方外，尚有人方、土方、羌方、孟方、井方等。鬼方的根據地大致

在今山西省北部以及陝西省的北部和西部。武丁曾對鬼方用兵達三年之久，戰

爭的情形，現已不知其詳。但經過這次討伐後，終商之世，鬼方似未再成大

患。 

 

武丁以後的八位君主，皆生長於安逸，不求振作，一味以畋遊飲宴為事，因此

政治已趨腐敗。到商朝末 年，商人的社會也充滿放縱頹廢的景象，從君主貴族

到庶民，莫不以酗酒為樂，終至使國家走上滅亡之途。 

 

二、商代的政治和社會 

商代的政治社會組織，以封建制度為主幹，國境內有許多諸侯，商王便是四方

諸侯的共主。一切庶政， 也就是所謂「王事」，皆由王來直接處理。至於王位

的繼承，則與夏朝以子繼父的辦法不同，而以「兄終弟及」為原則。雖然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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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這是商朝的定制，但商朝曾有多次王位傳弟的記載，則是事實。 (註八) 最

初，用傳子的辦法，但他的長子太丁先卒，因此傳位於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

又傳弟中王，自此開始了傳弟的辦法。王子無嫡庶之分，皆有繼位的資格，至

無弟可傳，然後傳子。但傳末弟之子或是長兄之子，似乎沒有定制，就商王的

系譜看來，多數是傳末弟之子。不過也有不少例外，因此每有堂兄弟爭成王室

的大亂。但到商朝後期，這種繼位辦法似已有所改革，雖然仍用「兄終弟及」

的辦法，但繼位祇限嫡 長子。因嫡長子只有一人，無法兄弟相傳，於是以立后

為補救辦法。 

 

一個王可以立幾個后，她們所生的長子 都是嫡長子，都具有繼位的資格。例如

武丁便會三立嫡后，而先後以三后所生的祖己、祖庚、祖甲為太子；祖己早

死，祖庚、祖甲便依例相繼為王。最後四代的商王，都是以子繼父，而嫡庶之

分更嚴。例如末代商王 帝辛 (即村)，本有同母兄二人，即微子啟和仲衍，但

因其母於生二人時尚為妾，故微子啟不得立為太子而帝辛得立。 

 

從卜辭和商代銘刻中可以看到若干官名，如御史、卿事、宰、太史寮、亞、

旅、士、畯、廩人、史、射、 宅正、獸正、牛正、小臣、有司等。這些官名，

多與周代典籍和金文中所載的官制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商朝的中央政府，組織

已相當健全。至於軍力，平時王有侍衛軍，戰時則自各地徵調兵員服役，被徵

調者多是諸侯國各氏族的丁壯，平時以務農為業的。徵兵有時多至三萬人，出

征有時遠行至三四十日，殺敵有時多至兩三千人。軍隊的組織，則僅知分步

兵、馬兵兩種，每種又分左右中三隊。武器則商人已有鋒利的青銅兵器如 刀、

箭、戈、矛、和鋼盔等。此外並有兵車，與後來周朝的兵車，形制上沒有多大

差別，一乘用四馬，輿作半圓形，從後面升降。  

 

 

商代的諸侯，名目甚多，有方、伯、侯、子、男、田等，它們多半為前世所封

建，也有本來獨立的部族 而為商王所征服或自願歸服的，它們的數目，遠較現

今所知道的為多。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商王的臣下或親 戚而受分封的。諸侯通

常對商王應負的義務，為征戰、守邊、納貢、服役等。但有些諸侯叛服無 此間

有時也相互攻伐。其中的「方」，可能全是異族，它們常為商王征伐的將象，平

時對商朝恐怕最多祇是 名義上的服從。又如商朝末年居於涇渭流域的周人，雖

也曾臣屬於商，但雙方疏遠如異國，最後竟以兵戎相 見。 

 

商代社會的經濟形態，究竟到達什麼階段，是近人所爭論的一個問題。較早的

說法，認為商代翰為畜牧 社會，農業方始萌芽，但這說法至今已不能成立。事

實上商代已步入農業社會，商人的主要經濟生活是務農，主要的食品是農產

品。畜牧業祇佔次要地位，同時商人的蒙養畜類，並不全為食用，主要是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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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祀典作犧牲的。 

隨着農業的發展，商人建立了他們的家族制度。傳子制度以及分別大宗小宗的

宗法制度，都始於商朝末葉，而到西周時代成了定型。商代的社會，以族為單

位，每族有它自己的名號，即所謂「氏」。商王徵兵， 也是以族為單位的。商

人家族制度的根本精神是重男輕女，例如卜辭中占卜王后生育的文字，週到生

男便記「嘉」字，生女則記「不嘉」。又如一夫多妻制，也在商代確立，王的配

偶，正室的后在原則上雖只限一人，但妃嬪可以有數十人。 

 

另外一個引起爭辯的問題，是商代是否為奴隸社會。就近人的論斷，商代是有

奴隸的，見於文字者奚、嬖、執等字，都是奴隸的稱謂。他們或是罪犯，或是

俘虜，數目並不多，同時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供貴族祭祀犧牲或用以殉葬的。他

們也許會被支配作其他小規模的勞動，但決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階層。 

 

三、商人的生活 

這裏所說的商人生活，分物質精神兩方面，包括他們的衣食住行和宗教信仰。

先說物質生活。 

 

商人的食品，主要是黍、稻、禾 (小米)、麥。他們又用黍造酒，商王的任何祀

典，都離不開酒，商人的善飲，是著名於史册的。畜牧也是他們的食品來源之

一，供食的家畜，有牛、羊、雞、豬、狗等。王室祭祀的用牲，有時一次用牛

羊達三四百頭，這可看出當時畜牧業之盛。 

 

商人的衣服，甲骨文中有衣、巾、裘、帛、鹽、絲等字，可知他們已有很好質

料的服裝；但絲裘之類， 也許祇有貴族總能穿着。從玉和石的人像雕刻品及其

他遺物，更可看出當時一部分男子的服裝為交領、右衽、短衣、短裙、束帶，

並穿着翘尖的鞋。女人則臉上塗朱，頭戴高冠。她們的頭飾，甚為複雜，兩赞 

和冠上， 綴有松綠石組成的圓形飾物；髮中夾一圓形骨器，插入許多玉或骨製

的笄，有多至幾十枝的；髮上更戴有雕鏤精美的象牙梳子。這些頭飾的體積和

印量，可以想見。此外男女都有佩玉的習慣，他們有各式樣的玉佩 ，經常佩在

裙帶間。這都是商人雅愛修飾的明證。 

 

至於居住，一般民眾是半穴居。穴是圓形的，直徑約四五公尺、深約三四公

尺，平底直壁，有階級可以上下。想像中當時的穴上必有圍墙，墙上架木為

頂，覆以茅草。只有王室的宗廟宮室，繞能建築在地面上。 其築法是先在地上

用泥土作一堅實的低平臺，然後用石或銅作的礎，佈列其上，用以豎柱。當時

沒有磚瓦， 墙壁階級，均用黄土築成，屋頂想必也是草頂。這類建築，現在只

存基址，共發現五十多處，其中有的相當廣闊，有長達三十公尺寬至九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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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想見其規模的宏偉。宗廟的形制，與宮室一樣，建築時並有奠基儀式，

殉以大批的車馬人物。(註九) 此外，商人席地而坐，這也是從雕刻品中看出來

的。 

 

交通方面，當時已有舟車等工具，此外商人並可能乘馬。從殷墟出土的遺物，

也可間接說明商代的交通 情形。遺物中銅器玉器的原料銅和玉，銅器中所含的

錫，以及商人用為貨幣的貝，占卜用的龜甲等，都不產 於商的本土的中原地

區，這些物品一定由遠方輾轉販運而來。由此可見商代對外交通的發達，也可

想像到這 個國家的興盛與繁榮。 

 

再說商人的精神生活。他們的思想，幾乎完全為宗教所籠蓋，自然的各種現象

都被神化，有無數神祇充滿於天地間。人與神之間，並沒有嚴明的界限，人死

後，靈魂依然存在，需要子孫更虔誠的敬奉膜拜。總之，天神地祇人鬼，都是

商人崇拜的對象，而人鬼更是商人的信仰中心。在他們的心目中，神鬼的世界

和生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關係，神鬼操縱着整個人類的命運。所以商人在日常

生活中每遇難決的事或無法解答的疑問，便照例出之於占卜以求神鬼的指示。  

 

商人認為天神中的最高主宰者是「帝」，他的地位好比人間的王。他具有多種的

權記，如命令下雨，降福祐吉祥或飢饉災禍等。地祇則有「河」、「岳」的祭

祀，有人認為是指泰山和黄河，有的則認為是指普通的山川。此外還崇拜大地

之神 (即「社」)，四方之神，以及風神、月神、星神等。對於祖先，則不論祖

她， 每年都排定日程，虔誠祭祀，祀典用性之多，令人驚異。但商人祭祖的主

要目的，是在祈求祖先的降福以及 防止其為祟。現存的十萬片甲骨文字，便大

部分是祭祖時占卜用的。在卜辭裏，可以看到他們向祖先求豐年， 求雨，求治

疾病，求生子的種種記載；也可看到因不雨或疾病而認為是祖先為崇的語句。

奇怪的是他們求豐 年和降雨，不直接向「帝」請求，而要託祖先轉達。這類卜

事，武丁時為最盛，到祖甲時便取消了。但崇拜 祖先的宗法觀念，却從商代一

直延續到現在，形成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 

 

四、文字藝術和科學知識 

現有的商代的甲骨文字，總數約有三千至三千五百字，但不同的單字不會超過

兩千，可識的字也不過一 千三四百。但這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因為卜辭所

應用的文字範圍是有限度的。這些文字雖然在形體上與 今字大有不同，但其意

義和用法則大體上與今字無別，如以「六書」來分類，可以說六類的字都有。

其中象 形字佔大部分，有時一個字具有若干不同的寫法，好像那時還在造字的

初期。但從另一方面看，若干象形文 字已從原始的繪畫演變成一種符號，例如

有許多獸類象形字，應該平着畫的，此時已直立起來。此外又有大 量的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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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轉注、形聲等類的字，似乎在商代以前，又有一段悠遠的演進時期。除

了契刻的甲骨文字， 殷墟遺物中也曾發現上面寫字的白陶，可以推知商人已使

用毛筆。此外商人又有寫在簡册上的文書，尚書中 的「盤庚」三篇，便是比較

可信的商人手筆。 

 

商代的工藝，水準也相當高。商人已能鑄造銅錫合金的青銅器，包括禮器、用 

器、兵器、裝飾品等。技術的精巧，種類的繁多，都可證明當時正是銅器工藝

的極盛時代。其鑄銅技術最高的表现，則界王宮和宗廟 異的各種容器，上面都

有稱麗的花紋。這類花紋，大致以獸的正面形狀為主，外加種種的裝飾紋樣；

最精美 的容器，全身鑲有二十種不同的動物圖案。此外商人並有牙、骨、玉、

石等類的雕刻工藝。石器的製作，以 白色大理石造的虎形、鴞形立體雕刻，最

為精美。玉器則有碧綠、青、黄、白、灰、黑各色，大的有立體的 碧玉象，小

的有各種佩玉、頭笄，作儀仗用的戈、斧以及其他小裝飾品等。 

 

繪畫的遺留甚少，在商人陵墓中曾發現盾旗一類的東西，上有龍虎的圖畫真

跡。在甲骨上面， 臣作些寫生畫，已發現的有猿、象、鹿以及熟等動物的圖

象。 

 

音樂在文字中表現的，有「樂」、「甯」等字。樂字從絲從木，代表絃樂；俞字

則代表管衛。可知琴、 瑟、笙、蕭一類的樂器，在當時或已存在。此外發掘所

得，還有磐、錢、塌、鼓等。磐為石製，饒為銅製： 境則有石製、骨製、陶製

三種，大小不同而形制孔位無異；鼓的本身已化為泥土，但腔上的紋繪，以及

面上 的疆皮紋理，還可辨識。 (註十) 

 

從殷墟遺址和遺物，可以看出商人的建築和礦治知識，已很豐富。除此以外，

商人還有兩項值得稱許的 科學知識，便是天文學和曆法。他們曾在卜辭中記錄

若干星名，如「火」、「鳥星」等；並可推測月蝕。曆 法也很完備，這大概與農

業的發達有關。 

 

商人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為一年，他們稱年為「祀」，是因為他們每年有

一次大祀的緣故。一年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他們

已知道用閏，十九年中要有七個閏月。武丁時把閏月 放在當閏之年的最後，稱

十三月。祖甲時改聞法，置開於當閏之月，其名與當閏之月相同，不再稱十三

月。 同時他們習慣把四時與月相連，例如八月稱秋八月。記日則用干支，自甲

子到癸亥凡六十日為一週，週而復始。這辦法上承遠古，從商到現在，經三千

二百餘年而毫無錯誤，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武丁時，把白畫分為七段，

即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整個時間約從上午六時至下午六

時，每段約為兩小時。白畫稱「日」，黑夜稱「夕」；一天一夜合用一干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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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日」、「甲子夕」，黑夜則不分段。 到祖甲時又分白畫為十段，即妹 

(味)、兮(曦)、明、朝、大食、中日、昃、小食、暮、昏。祖甲在位時是商的衰

世，但在曆法上却有革命性的改進。(註十一) 

 

 

■ 

註解 

註一：參看李濟：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之經過 (載大陸雜誌五卷七期)，北京人

之體質與生活 (載大陸雜誌五卷七期)；克拉克 (W. E. Le Cross Clark)作楊

希校譯：北京猿人(載大陸雜誌一卷一期)。  

 

註二：參看石璋如：史前篇 (載中國歷史地理一)；李濟：史前文化的鳥瞰 (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頁四五五至四八二)。  

 

註三：見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註四： 參看徐亮之：中國史前史話頁十一至十三。  

 

註五：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上册頁七至八。  

 

註六：參看傅孟真：夷夏東西說 (載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註七：參看董作賓：卜辭中的亳與商 (載大陸雜誌五卷一期)。  

 

註八：參看施之勉：古史樗摭疑「殷人兄弟相及質疑」。  

 

註九：參看董作賓：殷代的宮室及陵墓 (載大陸雜誌一卷九期)，殷代建築宗廟

的隆重儀式(載大陸雜誌一卷十期)  

 

註十：參看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載大陸雜誌三卷十二期)；陳丁合

著：卜辭綜述第二章「文字」(大通書局)。  

 

註十一：參看董作賓：殷代的紀日法(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五期)。 

第二章封建帝國的興衰(西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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