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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商、周三代由夏至周代初期之間的知識承傳關係一直是隱含未顯的，在

過去的中國哲學史或中國知識史上，都未能有一明確之體系性建構。事實上，若

我們從文字符號與器物的關係上乃可得到一個知識內涵的重塑可能，這個可能當

然和「象形文字」與「指事性文字」的兩大類符號有著息息相關之牽連。本文立

意即透過哲學反省，建立此一知識哲學的可能性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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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of the Inherite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The Hsia, Shang, and Chou Dynasty from Symbols 

 
Ou –Chung Ch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ed knowledge from Hsia Dynasty to Early period of 

Chou Dynasty is always underlying in the Three dynasties.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find a 

clearly systema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Knowledge in the past. 

In fact, if we trace the relationship of symbol of words and objects, we could find 

a reconstructing possibility with intellectual connotation; the possibility surely has the 

great connection with the two greatly expressive symbols “pictorical” and “pic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is Article tries to build a possible discourse of this intellectual 

philosophy through the academic reflection. 

 

Keyword：The Three Dynasties of Hsia, Shang, and Chou , Intellectual History , Words, 

fortune-telling, 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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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字符號反省夏、商、周之知識承傳結構 

 
歐 崇 敬 

 

壹、商中葉到周代初期的文字與知識構造討論 

     

商中葉之甲骨文字
1史到周代商而起直到周初制度建構完成規模其期乃歷經了

“知識結構＂上的轉型關鍵： 

(1).首先是文字已有系統和句法特性2地在甲骨中呈現出來，並且具有確定性的事項

是由文字卜加以操作，同時知識結構與文字之間已存在著確定性的關係。 

(2).商代自武丁到帝辛之間雖僅兩百多年，但其間存在著許多不同的派系，也就是

存在著“不同認知取向＂上的系統分立著，或許說是有著不同的知識結構和判斷

方式，並且形成有組織、有權力關係、有爭執意見的互動、言說及行動或者是運

用其特殊能力地交戰、而且相互興替著。 

(3).商代中期的知識構造之多重組織與多重關係意味著：判斷方式與鍛鍊內在體能

方式上已有確定性的差異系統於商王室中，也就是對於大自然和城邦社會結構的

運作理解與操作方式已明確地表現出由文字性顯示的不同。 

(4).商王室中豐富於一年四季中幾乎不停止且連續舉行之各種信仰上的祭祀活動

顯然是構造知識系統上差異的背景。 

(5).表現於商中葉到商末期的幾個知識系統應沒有其形成背景，若就其文字的數

量，以及判斷句型的確定化及多樣化而言，則應在商代夏起之前即有其多重知識

系統上的組成內涵，只是其來源是否僅為商王室系統則未可知。 

(6).知識系統表現在甲骨之上，乃是以甲骨為卜3之中介的時代性開端，並且形成文

字卜與甲骨之間一種“上古科學性方法上的共識使用＂，但並不表示除此文字 

卜之外即無其他的卜法，或其他的傳達媒介。 

                                                 
1 商代文字可辨識者僅一千餘種，但亦以提供於我們知識上的反省。請參照《中國青銅時代》，張

光直著，台北聯經，1987，前言。 
2 請參照唐蘭之文字學及郭沫若之古文字學研究。 
3 龜卜之傳統，實更早於商代，而可追溯至距今六七千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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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傳播的需要性在城邦時代乃必需有一定的符號理解人口才需要將之以公眾化

和公約化，商中葉起的公眾化和公約化的使用表示著知識階層上的人口數已相當

龐大。 

(8).商中葉到商末的文字卜流傳乃可看出，由商王室所繼承
4的知識系統在“判斷方

式＂與“原理掌握＂上已經成熟，其時代的工作，文字所扮演的位置已成為句法

上的發展，這一點在周代形成充分性地發展。也就是周代不是在判斷方式上有所

特殊成就，而是由於文字和書寫工具在器物的必然發展中作一種順勢性地推演而

已。判斷方式之成熟應早於商代中葉之前即已完成。判斷方式的出現和形成乃是

在其整個思考與生活的背景中完成的，亦即為整個由甲骨文所呈現的書寫事項是

已成熟的知識內涵，這些知識系統的出現乃是在其“內在能力＂上和“承傳根

由＂中出現的，其理解過程存在著一種“相授和傳遞＂的系統，這樣的系統在商

中葉以後形成了派系。 

(9).所謂確定性的知識系統是指具體地“討論事項＂和“必需思考與必需觀察原

則＂。包括著：祭祀、信仰、軍事、政治、民族關係、天文、地理、曆法、數字

組成、醫藥、制度等。 

(10).定的字體書寫方式表明著：字體公約化的置定之中仍存在著一定的私有使用

獨特性。這些獨特性的文字使用表現著文字作用的多重性。包括圖、形、意、卜、

數、氣、質上的種種關係，也表現著人肉眼可見以外的時空存在事物和各個時空

之間的關係。 

(11).分類詞，範疇系統詞、時序詞、動詞、動狀詞皆已在此代全面地出現和成熟， 

如此表明著：意識發展的成熟在商代中期早已完成，其後是由成熟轉向“偏重＂

和“爭辯＂的圖形意識和判斷意識，以致使系統開始呈現多重性。這個階段所發 

展完成的字形與意識之關係乃構成一個基礎性的連續性圖形意識世界關係網。通 

過商中葉的這個基礎性圖形意識文字表述網中的各種組成可能，亦指出了世界自

身存在的原理和關係、狀態特性。 

(12).詞之指謂發展完成是表示圖形和語意之間的關係完成一套系統，在長期的圖

形表意過程裡，完成意識上捕捉一切可聆、可觀察於世間諸時空之中的動作謂 

                                                 
4 請參照張光直與林衡立，關於商王廟號考在中研院史語所期刊之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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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詞，和運動分類詞與分類原理詞。也就是在生活型態合然地由定居生活的過程

中，完成了屬於定居生活世界中之草木、土壤、溫度、濕度、氣候內在一切環境

裡面中的可能出現之運動項或表現項。換言之，是在一種形成的確定化時空構造

裡，完成應有的運動原理項與運動態度的圖形、聲音意識掌握，並且完成分類上

的規模。 

(13).文字性的編制形成乃屬於全然成熟後的最終階段，圖形性
5的成熟完成於生活

型式的類型性整然匯集之階段。是以文字編制乃在知識階層與城邦社會中的群體

或系統互動間因需要而加以由圖形溯源而後編列之，再行公約化或遭受到淘汰。

公約化與社會組織的擴大及播散和記憶之間形成密不可分的關係。一個完全城邦

化的民族和知識階層之組織所經歷的過程顯然應以文字性編制之規模完成作為一

種文明的總結性階段表示，代表圖形意識的成熟。 

(14).一種已完成的圖形意識出現在甲骨文編制中，以及一種已具有充足器物條件

的城邦社會物質運轉結構自商代中葉起皆已完成；這乃使得，商中葉之後的知識

階層加速龐大，並且有充足條件在圖形意識所完成的文字性基礎上產生“辯＂論

與分裂性的行動，以致使整個結構的運動呈現一種“豐富＂而並不平衡、正常的

狀態，終至傾覆。 

(15).顯然，形成整體編制基礎的知識階層若未能將人性中的問題與城邦發展完成  

一種結合則仍會使原已完成的文字編制反制為武器，甲骨文時代的文字即已如此，

何況是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字莫不如此。 

(16).文字編制初建，亦即是圖形與文字尚不遠離的時代，圖形與人和萬物之相通

的各種空間性可能依然存在，商代所存在器具上的獸形即可為證，這些圖形並不

是一種象徵，而是在其使用者與所在空間內具備了實質力量的存在。這些存在的

力量由肉眼可見的空間通向不可見的空間而成為了使用者強有力的護衛者，也就

是在整個空間中與使用者合而為一，成為諸空間中的合一性力量。 

(17).文字規模初建的時代裡亦如同於其他在器物中的圖形一般在時空中與書寫者

之間具有合一性的力量。也就是書寫者或使用者透過文字所代表的圖形意識或狀

態意識乃出現了一種同於圖形的存在性空間而使得使用者和書寫者產生溝通或存

在於諸時空中的同時且合一性力量。 

                                                 
5 請參照史作檉《哲學人類學序說》，台北仰哲出版社，1988，P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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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圖形與文字未曾遠離亦表明著幾何圖形的文字性中未曾失去，由於幾形圖形

穿透了存在於世界諸時空而表達出其間的關係，是以乃能出現對於天體在整個天

文與萬物之中的各種關連詞謂，是以，此各種關連詞和分類詞為諸時空中的各幾

何圖形完成了一種確定性保留。這種確定性保留是知識階層在傳遞訊息和交換意

見以便於瞭解而出現的。 

(19).各時空中的幾何性圖形關係既被保留在文字
6中，則文字亦保留了各時空中的

存在性運動狀態詞，是以時空中的運動狀態原理字詞是不僅限於可見之時空表達

字詞之規模的，當然也因此由文字編制的規模中可以溯源出一個可見與不可見的

全體性世界運動狀態系統。文字也就形成流動於諸時空系統中的符號性表達。文

字的編制建立亦形成作為完成一存在領域的確定性交流中介體的建構了。 

(20).諸時空的匯集運動狀態原理在文字編制中出現一完整形式有賴於圖形意識的

形象轉變未被聲音中斷而造成意識上的斷層；圖形編制在民族集團互動且匯集完 

成之後已形成了書寫和使用群體的線條性與規範性意識作用後的編列，並且朝一

定的線性流變系統中演化，是則圖形的原有編制可以在文字規模中作有效性的還

原。通過還原的過程，意識自然地隨著線條流變性的規律回溯至其所在之系統。

完整的空間原理通過文字中的圖形意識進入到族與世界交匯的最高度體系中。 

(21).圖形編制的原理乃在族與族生活形式和圖形意識的完整匯集中的完成。文字

性的回溯不但回溯到此完整的編制時代，也回溯到任何單一原理的源發性時代之

中，亦即為源發到與萬物合一的世界之中，而成為圖形氣磁萬物相通之狀。 

(22).商王室由文字中所表現的知識構造正在於圖形意識的世界性原理總合性表

達，其分裂的因素亦在於圖形編制系統中的運動原理組合關係與商族之意識間未

能有系統性的定位，而造成意識切入系統中產生了符號使用上的任意性或者情緒

性的因素，而失去原理的序列關係。 

(23).亦即商民族的圖形意識編列在文字性城邦社會裡開始混亂並失去其系統關

係，或者說符號性的書寫已在甲骨文字中開始出現了許多非原理性和狀態性的作

用和分析，而開始出現屬於情緒性的判斷介入其中，乃致使整個文字性的判斷開

始失去秩序，換言之，商中葉起的文字性文明並不僅是成熟而已，更是已超出原

理性表達的編制，使得單純的時空性連續狀態分析加入了所謂的私性構造而混於 

                                                 
6 同註 5，見 PP.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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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這使得圖形意識和文字系統產生了真正的隔離。 

(24).文字性意識的任意性使用使得圖形在時空中的位置雖有其位，並且也破壞了

表達功能上的秩序；原先文字與圖形在意識上的關係被使用者的混淆意識切斷

了。任意性的使用使得判斷本身無法隨著系統上的意識而且至回應有之狀態中，

而變成只是使用著藉此發展為自身表達語意的判斷功能。文字的功能在此開始文

學化和想像化，而失去圖形的幾何關係，亦失去萬物的相關性連接關係。 

(25).圖形意識在文字性編制中的混亂，意味著文字符號系統的衍出規則失去源發 

性的動機。商中葉的文字性表達正是連接於兩個主要時代之關鍵所在。倘若，文 

字性的表達已足夠構成豐富性的修辭性文章，則所在城邦社會中的交談將更為複

雜，商代文字規模正足以說明其族的圖形意識與其前的各族所發展的圖形意識史

有一脈相連之處，然而商民族以前運轉於城邦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有所改變，乃

使得整個圖形意識在商代的文字發展中出現了轉換性的構造，這個構造一方面演

生為周代所串接的文字推理系統，一方面則成為回溯於前代的基礎構造所在。 

(26).商代圖形意識所繼承於前代者概在於已具有規模的文字編制和器物圖形所連

接的空間性之中，其複雜的祭祀活動與官僚體制、社會分工系統正足以說明其表

意功能的分化狀態，前代的圖形意識結構在商代已成為一種多層性的使用。商代

所繼承的是其基礎，而所歧出的則是當其代夏而起之後的符號性發展，是在既有

的結構之上加以完成其諸空間性的多重功能使用，而不是在圖形意識發展過程，

作一步步地重新基礎性思考，否則，商代文字性操作不致形成知識結構上的“分

辯＂作用，而最終乃造成構造性的混亂，導成其城邦整體協調性的失效。 

(27).圖形意識的基礎性不整全意味著：商民族文化是一種繼承性的發展，或者說

是一種新結構的連接，此連接當是指連接於夏民族的城邦文明而言的。既是一種

新結構的運轉方式，顯然即對於舊有的圖形意識加入新的操作程序，這顯然是城

邦社會發展狀態中所不同免除的。 

(28).新程序的加入，意味著舊有的方式由於人為和族性或領導的知識結構和認知

意識上與城邦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程度上的困境或者不協調，方有所謂新程序的

加入。然而新程序的加入則經常僅是使運轉和發展方便，而未必是具備著完整的

意識發展上的層級認識並加以推證；於此，商民族的代夏而起，是文明社會的一

個階段性表現罷了，在圖形意識上只因為有甲骨文和青銅器、玉器以及遺址的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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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而成為 20 世紀的討論重點。事實上，商文化的圖形意識不應該是具有最高度和

最廣度的內涵基點，若是將其看作是一種知識結構的成熟性和城邦文化社會性表

現才是恰當的。在甲骨文的句法和表述中要尋找圖形意識的基礎構造顯然會如同

於古文字學者所努力的結果一般成為眾說紛云的狀態，然而這正是甲骨文內在從 

所本具備的特性。許多圖形意識的發展早已隨著商民族城邦社會的複雜化而多有 

更變，這是古文字者和考古學家由其等之方法學上所不能突破的研究困境。 

(29).甲骨文所代表的商代知識階層大多集中於商中葉以後的社會發展之中，在其

前的發展裡是否存在著更完整的圖形意識構造呢？顯然，商前葉的轉接必定會為

其城邦發展秩序中作出一調整，此整調或可謂消融彼此，而完成一新的時代表現；

對於完整性的基礎圖形構造並不容易受到整個知識階層的關心，其中只可說對於

圖形意識的考察是較為方便的，但就整體而言，知識階層的入切性文化意識乃是

以使商代的符號使用十分積極地進入其社會秩序和生活系統之中，所謂基礎性的

構造在此代僅為─應用性的表現，而未可出現反省性地思考和再編列。文字與圖

形的應用性結構在商代完成最高度的發展，這是自周代以後無一時代可與之並論

的，是以其代的圖形意識的確存在著整體性結構的隱含才能有如此高度的成就，

但可惜的是這樣的高度成就並不能回溯其原理在圖形中的過程而成就一個更具有

人的圖形意識和諸世界中的時空及城邦社會運轉發展協調性的構造，而只能是一

個有力量有規模的吸引和旋轉。換言之，關係人性的自我理解，在城邦社會中終

不能夠順利地發生一個與圖形意識相關性的知識結構。 

(30).由於商民族在結構運轉上的轉接終必在某一時期的發展狀態中呈現明確地分

裂狀態而使城邦社會的持續面對困局，是乃在其後終必由另一民族，重新以一個

不同向度而可在一定程度上藉商代文化連接圖形意識之結構的發展，雖然如此的

重新連接未能具備如商文化的豐富性，然而在去除“爭辯＂與“矛盾＂於城邦社

會，並使之重新進入一個明確穩固的系統中，作一種“導回＂的工作和“清澈化＂

的工作是必要的，也就是使知識結構不致於在人性惡化的狀態下失去運轉的功

能，周民族代之而起的原初僅在於此，然而對於整個圖形意識的發揮確已無能為

力，而只不過能作一種清晰化結構的運作。 

(31).周民族代商的意涵，一方面使知識結構停止在人性的辯執中腐蝕文明，一方

面卻也使文化重新回到一定的野蠻或樸質狀態；周民族所能連接的圖形意識僅可 



 25

文字符號反省夏、商、周之知識承傳結構                 9 
                                                                       

 

由一種單一系統性的判斷方法使整個知識構造保持長期性的運作，而防止文字在 

城邦社會中的隨意播散使用，這樣的結構在周初代商之際顯然在少數的先哲中內 

涵中足以表達出一種圖形上的單純性回溯認知，亦即是使圖形在某方面的思維構

造中導回 其發展歷程的系統中，但卻不足代表整個圖形的意識歷程了；周代初期

很重要的工作顯然是連接商文化中的基礎隱含，以補固文化認知取向上的不足。

然而顯然周代的清晰作用完成後，並不足以連掠商文化中的圖形意識全部基礎，

因為商民族的整個城邦社會之經驗所可以取代的，文字圖形的多重空間性功能在

此自然慢慢地退去了，周民族雖然使判斷單一化，和表達集中化，但文字正式地

“推理化＂和“語音句法性之推演＂趨勢顯然不可能改變了。城邦社會的穩定基

礎終究還是要全盤受到破壞的。 

 

貳、商文字資料出現前的幾種可能源頭和背景 

  

  商文字資料出現前所存在器物性遺址中所可溯源之知識系統，即為提供商文

化內在認知基礎的背景所在。所謂的認知基礎在遺址中的可觀察乃“卜物＂與

“圖形＂及“器物類別＂三個源頭： 

(1).所謂卜物之認知背景即由卜的原理與人物之間作一比對，使卜物在原理與實物

運物關係上的中介性呈現，如此再回溯於思維系統中的進行
7，乃可觀察其類別所

在。 

(2).因而卜物的進行乃可觀察出：(i)推理判斷類型的原理使用，但商文化並非此類，

而周文化則是；(ii)萬有靈論與萬有磁場性的原理使用，商之骨卜、粟卜等皆屬之；

(iii)數與圖的抽象萬有原理卜法的運用，這種思考在商的文字卜和青銅器、玉器可

見其背景；(iv)由自然呈現之空間形式、音聲與質性的相互關係之研究判斷而產生

的規則性思考，此種思考方式乃為可能性之一，而無法確知。 

(3).商文化遺址中關於卜物的多樣性已在考古學界有所認定，其諸形式的遺留顯

示，卜的原理與思維所進行的關係並非單純一者，而是已呈現多系統性的運作，

那麼可以說商文化在“卜＂之思考已為多認知根源的匯集成果展現了。這也就說

明了商代語言在交換上乃已經發展得十分完全，其思維推論方式上也已經在人類 

                                                 
7 同註 5，請參照 PP.67-76 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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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的類型上作全面性的發展，而表現出豐富的知識系統和器物技術之中。 

(4).商代城邦社會的複雜度既為一個具有：(i)豐富性、完整性語彙表達的論談區域；

和(ii)思維判斷類型基礎全面系統性地發展完成於其貴族群體中；及(iii)多種器物與

科學技術集中化的城市；那麼，其所繼承的背景就是各個已在原系統思路發展完

全的認知型態，或者是商文化由其族系本已發展完成之認知系統並與其代夏而起

之後進一步地連接了夏族之認知系統，更進而和南方民族的系統相連，而表現出

商代六百多年文化史中的豐富與多重性。 

(5).商代的器物使用顯然並非一個單線性的繼承和發展關係而已，而是在商代文化

史中曾經有“多次器物運用轉化＂的現象；所謂的器物運用的轉化具備著兩種可

能性：(i)原理的新發現；(ii)原理在器物中的開發性應用表現。而全然不同的器物

用途則顯然為此，對此商文化遺址顯然不難找出例証。那麼，商的文化實況應該

說是一個結合性的文化發展史，在其自身與夏及南方民族三個大背景的基礎上，

商貴族的培育教育制度裡顯然可以發展出三大系統中所可能存在的交互性認知類

型，這種交互性項亦可獨立出其認知方法和思維語言特性而在商貴族中具有發展

地位。商文化發展史，應該說是思維特長和原理體能關係上的多重性出現之時代。 

 (6).亦即為，商文化為純粹性認知系統提昇和多元性辯証類型思維
8提供出新型態

的城邦社會背景，商民族的運轉結構正適於夏商之際各城邦社會發展出來的物質

性與精神性體系的複雜度之綜合協調運轉。商民族在商代文化歷程裡成為將思維

構造全面開放的區域，而原有認知系統的精純性開發，和各背景、根源性認知系

統的持續性精純發展反而不成為其特長所在。所謂的思維構造全面性開放乃是使

各系統間的關係可能性，在器物操作的過程，以及知識性思維的過程裡呈現“尋

找＂和“溯源＂的各種不同地融合性新型態判斷推理方式，以及不同的體質結構

的出現。換句話說，商文化提供一個已在語言發展完備之城邦社會運作裡能夠產

生許多“純人文性方法＂的認知型態，這些方式對於自然和萬有之間已成為一種

轉接式的思考，而非直接性地連接，或者說是圖形意識上經過推理組合後的再發

展，而不是體質結構中的首度性呈現；人在此已出現“人文的人＂和“自然的人＂

之差別。商文化在思維構造上的開放，亦即體質結構上的差異出現或融合地出現； 

思維與體質的差異性是隨著各系統的本領性已全然表現出來之後，才有可能發 

                                                 
8 同註 5，史教授提出「意識之三元性」思考，請參照 PP.129-158 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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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者應該說是人身體質與思維和知識系統三者在生活領域裡已產生運作上的

“保滿狀＂，是此乃可能產生分延性的狀態；也就是各種可發展的思維向度在其

環境中獲得充足性地延伸，原先由人與環境交互而來的認知系統在其語言範圍中

形成已充足的思路；那麼，透過語境與知識性和器物之間的推演顯然不可能離開

各認知系統的交互和爭辯了。換言之，商文化在認知系統的純粹發展上，可能在

某個時代裡產生斷層，或者由於權力關係產生干擾而紛亂，甚至是在其純粹系統

的展發上面對了困境，而其面臨時代難以突破以致形成停滯、斷層等，才在整體

意識上有所謂的轉化的“人文性認知性＂及“人文性體質＂出現。 

(7).商文化可能在某種發展過程裡，由於社會組織、生產結構、語言紛圍而造成了

認知系統發展上的停滯而轉向融合性系統的發展；對於其自身而言或可以稱為思

維構造上的開放，然而終究應該說：認知系統在商文化發展的某個世代中曾在“內

在方法性＂上出現運轉上的困境，或者說是物質條件豐富所造成人性上的偏移而

造成的事實。同時，由於商貴族的成員複雜，在成為權力的專有者之後，若未能

在“內在性＂上保持承接的確立則其知識系統很容形易成只是形成的推演而已。

那麼，知識的傳遞不再具有原創性，而創造性只成為組成性和應用性而已。 

(8).商貴族的龐大和知識系統的豐富在權力轉換過程裡，出現許多不同的論域＂與

“認知判斷標準＂是學者皆知的。這裡表示出各個在春秋戰國所見到的知識領

域，對於商代文化而言早已有具體的認知系統存在，只是由於社會性質和物質開

發序列的差別而有不同表現罷了。商代文化顯然是繼承著各類項專業知識原理皆

已呈現確定性的認知方式之時代。整個龍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

領文化皆已成為其背景性內涵。 

(9).制度性的成熟和祭禮上的成熟證明著，商民族在商代一開始即為具備完整規模

的社邦運作組成。其複雜度，就親屬關係的構造和社會組織而言都不是單純幾個

器物使用原理和運轉所可以支撐而成的，毫無疑問，商代文化所承繼的背景已經

提供了“完整的文化意識＂和“科學原理＂予商民族和商代社會。 

(10).各種原理的運用及其與社會組織的種種關係，在商代文明裡應該是已纍積了 

許久之經驗的成就
9。這些思考和判斷的基礎經過長久地鍛鍊在商代形成極為連續 

                                                 
9 請參照史作檉《社會人類學序說》第一冊，台北唐山，1993，PP.34-63 關於「文明的四因素及其

可能之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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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表現；所謂的連續性亦即在商貴族所遺留的文字資料和器物中可以看出商王 

室和商貴族的活動是十分頻繁、交往十分密接的生活，而不能等同於一般的原始

社會或原始民族。 

(11).原理意識與社會組織的連續性密切發展，意謂著某種思維系統的發展完全，

而由此事考察其背景也就可知，各項運用於商代文明中的原理和意識並非在商代

才出現其規模，而是商代之前的城邦社會裡即已存在一定的基礎，當然，商民族

自身在代夏而起之前也就有基本有的構造，那麼商代文明的原理意識真正的構成

應該說是商民族在其長久的發展歷程裡，已漸漸地由於物質的豐富性乃構成了吸

收各區域原理和技術使用的內涵，終在夏代末而具備代夏城邦社會而成為新型態

運轉的主要結構。 

(12).商民族的文化發展史是在商代之前所完成的構造，並且在此階段即已具備吸

收各種器物技術原理操作可能基礎，換句話說，商民族所生長的土地環境與其自 

身共同完成了最具有吸收各種形式與創造能力的理解和組織結構。 

(13).在整個商代之前的背景裡，商民族的原理意識鍛鍊才真正地歷經了各種階段

性地發展而終至完備，這裡的各個階段性在考古學上無以證明確切的發展路程，

不過都可以知道，商民族在代夏而起之前乃是經過了許多意識發展的階段，在這

些階段裡。思維結構和認知體系逐漸成熟。根本而論，商民族在商代夏之前已完

成了一個屬於商民族及其文化背景所特有的認知系統，這個認知系統的判斷方式

和自我鍛鍊方式在商代的社會背景中正是代產生極具有發展性的運轉，所謂發展

性的運轉即是一個具有將各種原理作一種“知識性＂和“社會性＂、“人文性＂

推演與應用、開發的方式。 

(14).或言之為：各種已成熟的知識系統與科學原理，在商民族的認知方式裡組成

一組社會意識而使其在“城邦社會之結構＂中“交互運動＂，進而產生更具有

“記憶＂、“符號＂功能的意識，人文性的符號意識可以說是在商代全面地城邦

化的，但不能說是商民族使符號意誠結構化，因為真正結構出符號意識的內涵，

很明顯不是商民族所完成的，商民族是在這些符號意識構造背景中鍛鍊出新的認

知系統，所謂新的認知系統，亦非與其背景之認知方式有太大的差別，而是一種

“面對方式＂和“自我訓練方式＂、“組成過程＂的不同。或者說是面對這些符

號意識和文化意識之呈現背景而產生的“自我結構與自我理解方式＂，這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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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結構與自我理解方式乃成是整個城邦社會圖形意識的一個發展可能項之一，在

其成熟的過程裡，與其他城邦社會結構方式同列而言，乃對其時代的文化發展和

社會組織的運轉有其最整合和最優秀的條件。商民族的認知系統乃為其背景的 

科學原理意識作新一度的發展和推演。 

(15).商民族的認知系統由其背景性的文化意識
10和圖形意識之鍛鍊而言，若以所謂

背景的源頭的可能性討論應該著重於商民族在商代夏而起之前的認知系統是由何

種背景、何種內涵鍛鍊而出才對。這裡首先呈現的是，商民族與其文化史中所呈

現的器物文明內涵而言，商民族未必是一個創造者，甚少並不是一個全面性的創

造者，在大多數的科學原理的使用上來說，商民族顯然是繼承者，而不是發明者，

或者說，商民族興起的時代並不是科學原裡創造的時代，而是一個發展的時代。 

(16).商民族如同其他民族一般亦有其成長歷程和背景，顯然其成長歷程裡是學習

著已發展在城邦社會中的各種科學原理之知識系統，那麼商民族很顯然在其環境

中有必要為其所面對的文化內涵作出一套自然地反應，這些自然反應則屬於其民

族的體質與環境、社會背景之中。是以商民族既在原有的知識與科學原理中形成

其判斷系統，則必定有所“特殊性地面對＂或“特殊性地取決＂而有其認知系

統，在其文化背景內，商民族如何有一自我精純和自我鍛鍊的方式。這種方式必

定是一類型之判斷系統，而不是一種組成式的不協調系統，若是則不足以產生商

文化發展史的大規模發展，亦不足以壯大了。 

(17).商民族在所處的文化背景中完成一個面對具體存在之原理的“理解結構＂，

以此理解結構對諸原理有所把握，並在語言交換和社會組織、自我鍛鍊過程中形

成其系列性的構造，是乃構成其認知系統。亦即為科學原理和器物基礎及原有之

社會組織的共同構成裡，商民族由其背景成長而逐漸地養成其思維構造裡面對此

文化紛圍的“生成方式＂和“生成所在源頭能量的取得方式＂。 

(18).商民族的認知系統在其族性中的運轉方式中呈出，是以科學原理在此乃是此

可能性的網路所在；商民族和商文化事實上並不能代表科學原理出現的整體認知

體系，而只能是連接結科學原理的一種系統性認知方式而已。 

 

                                                 
10 請參照史作檉《社會人類學序說》第二冊，台北唐山，1993，PP.437-468 關於「仰韶與龍山間

之瞭解性之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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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或者，知識系統對於商民族而言是一某城邦社會發展性的承傳地位而已，也

就是在圖形意識上複雜化而到達人類思維思密度的成熟階段，而繼續夏民族使知 

識系統有所承傳。在這裡，商民族的發展應該是一種語言句法上的組織發展，或

說“關係式＂之間的再發展，而已非語言關係式之首度性創發了。 

(20).商民族在圖形意識上是以既有的構造作出持續原構造發展的某種能量形式之

運作而已。對於圖形意識的創發來說乃早在商民族出現之前已形成其內涵。 

(21).商民族對於整個背景性的知識體系而言，應該是具備了轉接的地位；經由其

民族發展的歷程裡，商民族使得背景中已形成的圖形意識結構重新穿越了一個新

的歷史性歷程，也就是重新再於一民族中成為由基礎到完整的經歷對象。 

(22).商民族的經歷過程對於圖形意識而言更具備著將各個單一性的圖形意識承傳

之間完成多次性的結構化，所謂單一性的圖形意識結構本身即是單一性的科學原

理發現而由某一族、或一城邦社會繼續發展著的思考。而多次性的結構化則化表

著各原理間的相關性發生關連、互助、並且也真正地形成了更高度地原理綜合認

知。如此以互動顯然是多次性地，方能回復到背景中內涵所呈現的最高度所在。

如此商民族是一種人文性地原始經驗再出發，而不再是原始性再創造或發展；對

於圖形意識而言，連接講單一系統之外，尚仍需連繫諸已運轉之不同形式而同一

背景和承傳結構；此及連接圖形意識已延展的各向度，將各個單一或多元、整體

性結構性的運轉而延展的社會性文化構成作一連接也就是商民族發展歷程中，所

必需面對的，商民族顯然必需對於此等社會性文化構成的圖形意識作一個複雜而

全面地連接和互動，終於在整個過程裡，出現了屬於商文化的認知方式了。 

 

參、夏商二民族的知識承傳關係之討論 

夏民族的四百多年可追溯歷史與商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之間，就知識性結構而

言，是否存在著一定程度的關係，對於整個〈文字‧圖形‧符號〉問題及〈城邦

社會性質〉二者之間成為關鍵所在。〈文字‧圖形‧符號〉如何在〈城邦社會〉中

進展，單由商民族的發展歷程尚且不能為人文性的導原作出一明確地解說，是以

必關及於夏民族文明史與同時期的商民族文化之間的〈文字‧圖形‧符號〉問題

之思考和追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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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民族的知識構造雖未能由其遺址而為可知，然而，以商民族所傳的結構乃可

知，在商民族起源的發展過程中，夏民族已成為主導整個文明區運轉的時代中心，

在商民族興起和夏民族主導文明運轉的共時性階段裡，商民族所連接的圖形意識

乃已為成熟階段之內涵，是以可知夏民族興起為帶領文明之際，黃河中下游的文

明發展即已然完成了一整體結構性的知識構造，亦即已呈現了許多認知方式。此

即，由於整體結構性之知識構造的先前形成，而在符號性和語言，社會性傳播的

過程裡，乃成為同時代鄰近城邦的發展可能，對於整個知識結構而言，非創造者

的承傳於諸城邦中的各種發展性圖形意識都只是一種“理解途徑＂。而所謂的理

解途徑圖形意識當不等於原創之圖形意識，或可說在整個完整性上未能達於其原

創者的純然高度，而只是在某些類項上的認知內涵有相當或相近的思考。於是，

理解性的圖性意識體系的各項式發展都是Ｎ項中的一項，也就是一種“方法＂的

代表。每一種認知方法的運作皆從屬於原創性的認知系統，而就人體與自然的關

係而言，〈氣‧質‧磁‧形‧圖〉的關係式中乃使得這些認知方式可歸屬為幾種人

體和思維之間的發展類型，亦即第二卷的開首所論之四大類型，也就是由人體和

思維在自然與城邦間乃存在著四大類型的認知系統，此四大類型的認知系統分別

承繼著最完成的圖形意識，而其中對於原發性圖形意識具有直承關係者正是夏民

族所繼承的認知系統，這也就意味著夏民族與商民族所繼承的認知系統是一種相

關性而非等同的系統，夏民族是直承而發展的圖形結構，在整個原理的思維上是

原始性的結構出來，而完成於其社會性之中，形成文明的各種創造性結晶，在商

民族而言，則為人文性的連繫與再創造，是以乃成為二度性的結構，亦即有別於

原始性的結晶內涵，亦是由結晶的成果之中完成的項次發展，或可稱之為，“結

晶之間＂的“新結合反應圖＂。 

(2).即是如此，夏民族的直承性結構在商民族而言，顯然有其未能認知的部分，商

民族所憑藉的內在方法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顯然商民族在其認知系統尚未完全

形成之前，必然存在著一內在性方法，方是以產生認知與理解的推進或運轉的可

能，也就是說：商民族並不可能只是在偶然的發展歷程裡能形成龐大而且具有連

繫性於原發結構的商文明，商民族必在其發展之先，在其內在中先有以精純於自 

身體質的方法，此方法和整個原發圖形結構存在著一連繫關係乃是以在黃河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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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中完成另一型態的人文性繼承。那麼真正關鍵的顯然是此內在精純推進方法是

直接根源於“本況圖形意識＂之中的；或者說推進商民族以理解原發圖形意識構

造的動力仍然是其自身之中最基礎本況的可能項之一，只是在其理解意識上出發

和連結的過程因環境的限制只能成為一種人文性的發展。本況圖形意識發展之運

轉性內在能力顯然亦由是大自然中所可能出現的類型，是此，本況意識的內在推

進能力是存在於原創圖形意識中的一種可能，而不可能在於其外。這樣的內在精

純能力普遍性地存在於各城邦社會之中，亦存在於黃河、長江流域的各文化區之

中。能以族之發展而發展於整個文明結構性的運轉者則只有商民族，而周民族則

否，周民族僅有人文性的清晰作用，而無本況圖形意識的直接承接，是另一種型

態的承接。 

(3).商民族顯然在夏代之際為各城邦社會中，為一唯能與夏民族有相當高度的圖形

意識構造，換言之，商民族以同源的推動力完成不同社會性的結構力量運轉方式，

因而形成了不同的知識及構造，和不同的認知系統。在此，認知系統顯然是直接

相關於知識結構的，而不同於推進運轉的內在精純意識。也就是說，內在性與認

知方式是意識層面上的兩個層級，認知方式是一種社會性的內涵，而不是人類本

性與自然之間的最初關係，在此只有在於本況的圖形意識而不能由認知系統中討

論出圖形意識最深刻處於人類文明在原發過程的動力性因素。在這裡這種原發性

和動力性的本況圖形問題，應該是夏民族之初和夏民族之前的城邦社會展中之問

題。 

(4).那麼，在夏民族與商民族之間顯然應該是有其“內在性的相關性＂作為真正的

關係式，而存在不同的認知系統，這種關係式正如同其他同一文化區的諸城邦一

般皆同源於本況圖意識一樣，唯有周民族之純推理方式是一種圖形本況的純粹判

斷之最高形式意識發展是一例外。夏民族與商民族其他城邦社會的相關性圖形意 

識之不同認知系統對於周民族而言則為具有深層分歧之差異認知型態。 

(5).在夏民族和商民族兩者間的知識結構成為結構方式不同的組成，夏民族對於商

民族而言顯然在知識結構上具有相較性和互動性的關係，商民族一方面藉著其活

動的文化區內之器物與知識性內涵而形成其結構方式的重點，另一方面則以夏民

族既有的文明內涵成為其規模和社會性組織的參照，夏民族所完成的社會性交往 

顯然對商民族而言具有器物性或科學原理運動上的交互作用。在其時代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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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商民族社會的逐漸組成和擴大乃在已成熟的夏文明基礎中作另一種理解層面

的結構，是以夏民族的知識結構成為一種商族社會性構造裡的限定性吸收方式內

涵。整個夏民族的知識構造因是乃為黃河中下游的文明形式確定一基礎性之結構

方式，這種結構自始自終一直保持著動力於商民族、周民族和後世的王朝結構之

中。商民族的知識結構則為另一種結構方式，這與長江流域的城邦社會組成共同

形成三種承接於原始圖形意識的知識結構。對於商民族而言，夏民族的知識結構

乃是為其環境背景中的社會性運轉之基礎項，而其自身則為發展項。夏商二民族

之間的關係在討論其知識構造上的關係時即同時地討論及於其社會性的關係。 

(6).夏商二民族的社會性關係在器物和圖形的運用上，以一種移轉性的方式傳遞

著，商民族所形成之運轉結構裡，以如何連接和發展夏民族所成就之組織性關係

為主要，是以，器物與科學原理和圖形意識的傳遞在此時代而言，已非最直接的

關係，真正的關係乃是隨著組織結構的構成方式而有其相關之處。商民族的知識

系統即由其文化區中而組成，而在夏民族的社會組織性傳遞乃推進了其知識系統

的認知方式構成。於是乎，夏代的社會組織與〈圖形‧符號‧文字〉關係正關係

著商民族的形成階段之知識結構的構成問題。 

(7).商民族的知識構造顯然與夏代四百多年的知識結構與社會組織發展有著密切

關係，這不意味著商民族的社會組織及知識結構只是夏民族文化的再版性成果，

當然亦不能說商民族所成就在夏代四百多年中的認知歷程之認知系統與夏族之間

有高下之別，兩者之間的高度就城邦社會的內涵來看，顯然是然分高下的，這一 

點因遺址的呈出中即可看出一二。然而，在兩民族之間確有其先後性和互動關係

存在，夏民族的社會組織早於商民族而具有強大的組織規模，這是不可否認的事

實。而商民族由其文化區的內涵基礎裡完成了後來居上或者至少齊鼓相當的社會 

組織規模也同樣是具體的事實。 

就在這樣的關係裡，社會組織的發展，顯然並不比知識系統的構成之重要性地位

來得低。商民族與夏民族的圖形意識已先前地存在了複雜的關係，加上所承接的

文化背景之豐富性皆有一定的規模，而商民族在整體發展上又後來居上，這使得

思考兩者之關係不得不先區分為：商民族社會組織未達一確定性規模，和已達確

定性規模兩者來與夏民族之知識結構與社會組織作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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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者而言，商民族受夏之影響是必然的，商民族必須在已具備的文化條件中，

以其圖形意識來觀察和吸收夏文化對其傳播上的種種成果和再組成。亦即是說：

商民族在其興起階段裡即已存在著由文化性紛圍和其自身的本況圖形意識所提供

的理解背景來為其所接觸的夏文化作一吸收，這一階段的吸收是一個擴充其圖形

意識的吸收和原理性納入認知方式的吸收，亦即是理解能力上的衝擊和調整，直

到商民族完成這種調整之後，形成了文化區中的確定性運轉，而夏民族的運轉亦

遇到困境之際，商民族即由已形成其獨立性的運作，而夏文化在此時只成為一種

器物性的交流，在原理的認知上也只成為技術原理的吸收和轉接於其社會體系之

中，於是，商民族所發展的只剩下社會規模和器物的再度開發和製造了，在其文

化的內涵中則走向其獨具特色的社會性活動，以及各種活動的確定化規則。 

(8).可以說，商民族在夏代四百多年的歷程裡必定出現了幾位達到最高精純性內在

者，使得文化性的導原能有效地連接和運轉，商民族的幾位最高成就者顯然與夏

民族之間由於皆以本況圖形為內在性而精純至最高成就，是以兩民族就整個文明

史的文化地位而言，當是各有其代表性和時代使命的。商民族成就其文化內涵的

過程裡，完成了一種創造性的運轉方式，其運轉的動力和帶動方式未與夏民族有

根本上的差別，而是其文化結構方式的差別，商民族的文化結構方式真正地以其

獨特的大汶口文化環境中生長而完成夏代之中另一個高度的知識傳統構造，這一

度的構造成為一個融合性的民族與文化上的特長，並且為中原民族、中原文明的

發展完成的日後複雜且多元性吸收的基礎，這是商民族在商代之初真正形成不同

之認知系統於夏民族之處。就夏民族而言，乃是真實地完成了一知識結構的社會 

組織發展歷程的完整進行時代，夏民族和商民族自肩負著不同的文明史階段和位

置上的使命。對於夏民族而言，將一個確定性的知識構造以一個認知系統在族系

和城邦與諸城邦之間作一運轉，顯然其困難性對於城邦文明而言，是一種類似於

向某方向推進之文明史的建築，而商人文化的認知系統所在的位置是各城邦在民

族時代裡紛紛成立其規模與組織之後的狀況裡，其多元、複雜、廣闊、零散的文

化性和社會性如何進入一新秩序的運轉，而在一承接且創新的知識結構中完成發

展，而走入另一個時代，商民族顯然成功地完成了這個歷程，對於夏民族與商民

族兩者而言分別在城邦社會文明中代表了兩個具象徵性的民族與認知系統之地

位，而後世的更替正在此過程裡有所依尋。這樣艱難的過程，對於兩民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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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顯然若非具備著最精純的內在和最高度是無能成就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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