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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篝火前，聚落的巫師正在高高的土台上旋轉、跳動。他手持

一根雕刻有神秘符號的木杖，頭戴鮮艷的鳥類羽毛製成的冠冕，念誦

着模糊不清的咒語與他們心中的神靈溝通。人們相信這樣就可以借助

神靈的力量醫治病人的創傷、指示狩獵和遷徙的方向、決定對敵戰爭

的勝負。遭遇乾旱、洪澇、瘟疫等災禍時，巫師更是要全力祈福消

災，常常殺死牛、馬、羊等動物甚至活人，用鮮血祭祀和取悅神靈。

部落民眾為甚麼相信這些巫師﹖也許是他們習慣把巫師的祈求和

之後隨機發生的「好事」聯繫起來，當作「因果關係」對待，也許因

為巫師是那個時代掌握了最多知識的人，會從一系列現象進行某種或

然率的推測，從而大大提高預測的準確性；當然，他們肯定也善於利

用心理暗示、儀式場景、華美飾物來影響人們的心智活動，讓民眾信

賴乃至崇拜自己。

這些巫師是上古各種知識的發明者、總結者、傳承者，他們也是

最早的「原始收藏家」，致力製作、收集、整理和傳承各種可用於巫

術儀式的羽毛、權杖和器物。

一、收藏作為一種認知行為

「收藏」意味着有目的地收集、保存、分類、整理和傳承，這實

際上是一種「認知行為」：人接收外來信息並給予分析、形成決策、

付諸實施的運作過程。這種認知能力的形成，要從現代人類的祖先智

人演化出更為複雜的「認知行為」的那一刻說起。

數萬年前的先民分散為一個個小聚落，多不過數百人，少則數十

人、十數人，只會簡單的語言，製作簡陋的石器，依靠狩獵和採集勉

強維生，每天忙忙碌碌所得僅能維持溫飽而已。逐漸地，人們在互動

和生產中形成了更抽象的思維能力，用圖形、更複雜的口頭語言和文

化象徵物等「表徵符號」進行交流，從而形成越來越強的計算、規劃

意識和概念體系。使用「表徵符號」對事物命名、分類、排列組合，

是人們抽象思考和表達能力的躍升，更因為群體間的協同演化，使整

個社群和人類的抽象認知和社會組織能力不斷複雜化和體系化，人們

彼此之間及和自然環境的關係都有了巨大的改變。

1993 年，考古學家在南非開普敦以東三百公里的布隆伯斯洞穴

（Blombos Cave）發現了兩塊約七萬五千年以前的赭石，長約六厘米

的石塊上有縱橫交錯的「X」形刻痕，可以看作一種規則的幾何圖

案，可謂最早的岩刻，這是人們開始進行符號認知的有力證據。 1 這

裏還出土了四十多顆細小的織紋螺殼，每個貝殼中央都有小小的鏤

洞，用樹皮纖維、繩子之類串起來就可以作為項鏈、手鏈佩戴。  2這

些貝殼上面殘留着赭石顏料的痕跡。

這個洞穴中還出土了貝殼容器、赭石顏料混合物等工具和材料，

考古學家推測這裏的人將收集來的赭石在岩石上摩擦粉碎後放入鮑魚

殼，與研碎的木炭、動物骨頭及某種液體等混合，用骨頭棒攪拌就可

以得到一種混合顏料。以色列斯虎爾遺址出土的約八至十萬年前的

兩個織紋螺貝殼上也有人工破開的小孔，這可能是當時的人佩戴的 

飾物。

這些都是古人進行抽象思考和符號表達的證據，他們開始有了吃

喝拉撒這些生物性本能之外的社會行為和表達，有意識地收集、製

1 Christopher S. Henshilwood et al.,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Middle Stone Age 
Engravings from South Africa, Science, 295 (5558), 2002.

2 Marian Vanhaeren, Francesco d'Err ico, Chris Stringer, Sarah L. James, Jonathan A. Todd, Henk 
K. Mienis, Middle Paleolithic Shell Beads in Palestine and Algeria, Science, 312 (578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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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應用各種顏料和物品來裝飾自己的身體、居住環境或表達所見所

聞所想。

收集消耗性的果實、獵物這些實用之物僅僅是「生存本能」，而

製作、收集和保存鏤空的貝殼、岩刻石塊是人類文化的獨有特徵，可

以說是「收藏行為」產生的源頭。人們為甚麼要佩戴海螺殼這樣的裝

飾品﹖或許可以借用達爾文研究動物進化的理論來類比，他認為動物

的鳴叫、跳舞、色彩、羽毛都有吸引異性的功能，這些能力和特徵越

突出，與異性交配的機會就越多，能繁衍的子女也就越多，而其雄性

後代又繼承父親的行為特徵，於是「性選擇」導致了雄孔雀有修長、

絢麗的尾巴。 3有餘力收集、製作、佩戴這些貝殼珠飾的人，或許也是

以此炫耀他的強壯、智慧或美麗，吸引異性的關注或者標誌自身在部

落中是巫師或長老。佩戴、使用各種飾品或許是巫師等部落首領與神

靈溝通、塑造權威形象的「手段」，並在之後演變出一系列等級制的

禮儀規範和制度。

上述語言、圖形、文化象徵物等「表徵符號」體系的發展，使人

類的社會組織能力和認知行為日益複雜，人類的社會組織不再像之前

完全基於動物性的生存和繁殖需求，更多是在認知指導下進行有目的

的活動，眾多小聚落因為獲取食物、巫術祭祀、戰爭等因素聯合、吞

併，出現了大群體聚居的生活方式，合作製造更多更複雜的工具和住

所，社會組織內部等級制和分工也進一步發展，為了裝飾、巫術祭祀、

經濟生產等目的進行的收集、保存行為也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大約一萬年到五千年前，東亞大陸的許多聚落陸續進入定居農

業或半定居農業階段，人們在農業生產中強化了儲藏糧食和種子的

意識，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古人從農業生產中總

3 〔美〕海倫娜．克羅寧：《螞蟻與孔雀，耀眼羽毛背後的性選擇之爭》，楊玉齡譯，上海：上海
科技出版社，2000年，頁 155－156。

結出來的知識。農耕所得的穀物可以長期儲存、保管和有規劃地使

用，保證了部落的穩定發展和財富的持續積累，使人口逐漸增多，種

植、戰爭、祭祀的規模也不斷擴大：一方面小聚落變成大聚落，部落

內部組織運行所需的「管理」和「協作」越來越重要，社會成員有了

更多分層和分工，等級制出現，掌管巫術儀式的「巫」和掌管武裝的

首領，兩者地位越來越重要乃至成為統治者；另一方面各個聚落之間

競爭和交往增多，部落、部落聯盟互相之間頻繁發生戰爭、貿易、結

盟、進貢等關係，涉及各種實用物資和文化象徵物的交換和處理，比

如傳說大禹劃分各個部落的居處邊界也就是「九州」之後，要求各地

部落繳納「貢」和「賦」給部落聯盟首領，「貢」指本地的土特產，

「賦」則是貨貝等通行的財物。 4

二、巫師和酋長的「身外之物」

約三萬年至五千年前，東亞大陸散佈着許多部落，部落的核心人

物往往是可以「通神」的巫師和強壯的戰士首領，社會的運轉、內部

矛盾的調節、對外的戰爭和平等常靠巫師在巫術儀式上獲得的「神的

旨意」來解決。巫師為了與神靈溝通而裝扮自己，常常收集、保存各

種羽毛、貝殼、石頭及人造的儀式用品，他們是最早研究、分類乃至

製作這些「身外之物」的人，可以說是那個時候的知識權力的掌握者。

製作用於祭祀和裝飾的器物逐漸變得發達起來，約三萬年前北京

山頂洞人已製作穿孔的獸牙、海蚶殼、小石珠、小石墜、魚骨、刻溝

的骨管、磨刻的鹿角等，山西朔縣出土了峙峪人二萬八千年前刻畫的

獸骨片和鑽孔的磨製扁圓石墨片，河南許昌出土了約一萬三千年前的

人用鹿角雕刻的微型鳥雕，內蒙古雅布賴山和甘肅嘉峪關發現了約一

萬年前的紅色手形岩畫，河南賈湖遺址出土了約八千年前的骨笛，內

4 顧頡剛、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 5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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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興隆窪文化遺址出土了約八千年前的石雕女神像，遼寧牛河梁遺

址女神廟出土了五千年前的壁畫殘片，陶寺遺址出土了距今約四千年

的銅鈴。

東亞上古時代的許多部落尤其重視對顏色、紋理、形狀獨特的玉

石及玉石器的收集、保存和製作，如黑龍江省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了

九千年前的玉玦和玉環，是迄今所知中國境內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玉

器，目前全球範圍內最早的玉器是俄羅斯西伯利亞中部阿佛托瓦格

拉遺址（Afontova Gora）出土的一萬七千年前的玉石器，對上古部落

來說，玉器可能是溝通鬼神、取悅祖先的重要中介工具。玉器相關的

祭祀儀式和文化觀念可能是從歐亞草原腹地向東傳播到東北亞，然後

向南傳播到黃河、長江流域。中國東北的紅山文化、海岱的大汶口文

化、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都特別重視各種祭祀使用

的玉石禮器的製作和保存。

在距今五千五百年至四千五百年前，東亞「文明化進程發展到了

一個關鍵時期」， 5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出現了控制眾多聚落、按等

級制分配資源的酋邦，掌握祭祀權的巫師和掌握武裝力量的軍事頭目

日益佔據各種資源分配鏈條的頂端，他們開始掌握遠遠超出自己個人

和家庭實際生存必需的物資，擁有眾多玉器、陶器、飾物等，即有了

所謂的「家族財富」。

如浙江良渚文化遺址有面積達二百九十萬平方米的城址及近郊的

大面積農田、水利設施等，可以容納約二萬五千人生活，其中貴族墓

地、瑤山祭壇中出土了上萬件玉石器，其中多座「大墓」出土的隨葬

玉器都多達上百件，而附近的小型墓葬中幾乎沒有玉器，只有少量陶

器甚至沒有隨葬品，顯然是部落中下層民眾的歸宿。良渚「大墓」的

5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
物》，2009年第 3期，頁 47。

主人應該都是掌握通神權力的巫師乃至兼有神權和武士首領身份的

「巫王」，陪葬品大部分都是宗教祭祀相關的玉璧、玉琮等禮器。參

考記錄周代禮儀制度的《周禮．大宗伯》「以青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的說法，可見這些玉器是巫師祭祀、下葬時候禮拜、通神的工具。這

些「大墓」的主人能夠以如此多的玉器陪葬，說明這些玉器已經為他

們的家族所有或控制，他們生前和死後都可以佔有這些玉器。

約六千年至四千年前，可能受到東北方重視玉器和宗教祭祀作用

的部落的影響，加上部落及部落聯盟規模擴大，進而對祭祀和結盟禮

儀更為重視，並產生權力和財富的分化，河南陝縣的廟底溝遺址、

山西襄汾縣的陶寺文化遺址的重要人物墓葬或祭祀場所中出土了較多

用於禮儀的環、鉞、刀、璋等玉石器物。其中距今約四千年前的陶寺

文化遺址的城址中有專門的石器加工場，距今約三千七百五十年至

三千五百年前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大型宮城南側有圍牆環繞的青

銅和綠松石製作作坊，說明傳說中堯舜禹時代的部落聯盟首領開始直

接控制這類高級祭祀、裝飾用品的製作。

之後的商周王室都擁有數量眾多的玉石器，有專門的玉石器工坊

為他們製作各類器物，王室為了優質的玉石原料不惜發動戰爭，以控

制玉石之路上的關鍵節點。從那時起對玉的重視和收集、收藏就成了

中國收藏文化的重要特點，一直到清代，玉器都受到皇室和權貴階層

的重視，並在明清時普及到一般地主、商人、文士階層中，成為一種

常見的配飾和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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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第一個中原王權「夏」的開創者大禹曾命工匠用「九州」——

各地的部落方國——上貢的銅煉鑄出「九鼎」，象徵着天下共主的權

威，以後被夏、商、周三代王室遞傳珍藏，奉為國寶，在王室重大典

禮上才會用於祭祀和展示。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爭霸，新的勢力自然覬覦「九鼎」這一王權的

象徵。《左傳》記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曾經「問鼎中原」：公元前

606年，他率領楚國軍隊北上討伐戎人，順勢將大軍駐紮到洛水南岸展

示實力，這裏距離各諸侯國名義上尊為共主的周王的都邑洛陽很近。

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前去慰勞楚國君臣，楚莊王客套一番後詢問周王

保存的「九鼎」的大小、輕重，誇耀說把楚國士兵所持兵戈上的鈎尖

收集起來也足夠鑄造「九鼎」。機智的王孫滿反駁他說，天子的權威

「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6「天

命」是否依舊眷顧周王值得懷疑，可當時晉、齊等諸侯的實力還非常

強大，楚莊王自覺無力取周而代之，躊躇一番後還是退兵回南方了。

過了三百多年，戰國後期強大起來的秦國不僅僅「問鼎」，而是

「定鼎中原」。公元前 256 年秦國攻伐趙國、韓國時，東方各國打着

周王的旗號聯合抗秦，秦昭王乘機進軍周王都邑，周赧王只好開城投

降。秦昭王命人把周王室所藏「九鼎」遷移到咸陽，傳說在運送過程

中「九鼎」掉落在黃河中，後來秦始皇多次派人打撈也沒有尋得蹤影。

「九鼎遷秦」常被看作國祚遷移的象徵，也可解讀為周王室收藏

的寶器、典籍被收歸秦王室，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大規模收藏

6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年，頁 209。

品轉移事件。

一、商代的王室收藏和巫史文化

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資源的人才有餘力聚攏、保管收藏品，所

以早期的大規模收藏都是掌握權力的王侯貴族所為。商周時期各地大

大小小的貴族無不擁有青銅器、玉器等禮器和實用器物藏品，尤其是

王室為了治理國家、彰顯權威、遊樂享受等不同目的，建立了對歷朝

器物、典籍文獻的保護、收藏及管理制度，之後一直傳承下來。

商王並非秦始皇那樣的大一統帝王，他直接控制的地區是自己和

商部族生活的王邑和近畿，即今天以安陽為中心的河南中北部和河北

南部地區，外圍分佈着許多有關但並沒有直接統屬關係的諸侯、方

國，他們與商可能是結盟、臣服、敵對等關係，在商強大時大多向商

王納貢乃至聽從商王命令進行征伐。

殷商王室的宗廟、府庫承擔了收藏重要典籍和器物的功能。殷商

文化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他們敬鬼神、重祭祀、愛占卜，王室為祖先

修建的宗廟作為祭祀之所，保存了各種青銅禮器、玉器等，同時也

是王室舉行占卜儀式、保存占卜文獻的地方。商王和方國諸侯凡祭

祀、戰爭、田獵、旅行、疾病、風雨都要占卜凶吉。因為龜甲材料稀

少，一般只用於重要活動的占卜。除了本地出產的龜甲，殷商王室

還致力於從南方、西方的部落中獲得貢物，《逸周書》中說伊尹為湯

制定四方貢獻王室的制度，其中規定正南方各國要給商王進獻「珠

璣」、「玳瑁」和象齒，正西方各國要進獻「龍角」和「神龜」，其中

「玳瑁」、「神龜」可能分別指海龜和陸龜的龜甲。

殷代後期占卜和解釋卜象分別由「巫」、「史」負責，「巫」負

責舉行祭祀儀式和燒灼特製的龜甲、獸骨，「史」負責根據裂紋的形

狀和以前的案例判斷、解釋吉凶，然後在上面刻畫文字記錄占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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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便日後驗證，這些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成體系文字，刻有文

字的龜甲則是中國最早的典籍。「史」在解釋卜象時往往需要參考過

去的占卜記錄，也就承擔了記錄、收集、保管、整理、研究、宣讀相

關文獻檔案的職能，是皇宮中最博學、最熟悉歷史情況的人，後來演

化為後世掌管文書、記錄時事、著述鏡鑒的「史官」一職。可以說，

「史」這個官職從商代開始就承擔了收集、管理官方文獻的職責，並

在後世分化出更多職能和分工。

「巫」和「史」在宗廟占卜完畢後將刻有卜辭的甲骨就近藏於宗

廟內的地下穴窖「龜室」之中，可謂商王的「王家檔案館」或「王家

圖書館」。1936 年在殷墟發現的 YH127 考古坑即是一處儲藏王室占

卜檔案的地穴，出土了多達一萬七千餘片甲骨。有學者推測除了占卜

的甲骨，商可能還有木製的簡牘一類文獻，《尚書．多士》中有「惟

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載，甲骨文中「冊」字的形狀是一捆用兩道

繩編連起來的木簡，「典」為上下結構，象徵着把「冊」擺放在「几」

上，可能是用來記錄和傳播〈湯誥〉、〈盤庚〉那類文誥的，只是簡

牘容易腐朽未能傳世而已。

就財富的佔有而言，之前新石器時代的良渚遺址單個大墓出土的

玉器最多兩三百件，而且多為中小件，而商代貴族對禮器、實用器具

的佔有進一步擴大，如著名的「婦好墓」共出土青銅器、玉器、寶石

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不同質地的文物多達一千九百二十八件

（組），其中包括青銅器四百六十八件，以禮器和武器為主，玉飾寶

石等裝飾品四百二十多件，用於佩戴和觀賞，可見當時伴隨着祭祀儀

式而發展出來的裝飾品，在數量和款式上都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並

漸漸成為女性佩戴裝飾的私人佔有物，可以說是最初形態的奢侈品消

費和收藏。

婦好是商朝晚期國王武丁的配偶，應該是與商人結盟的重要邦國

的貴族之女，生前曾主持祭祀、從事征戰，地位顯赫。1976 年進行

考古挖掘的婦好墓是殷墟科學發掘以來發現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

室成員墓葬，南北長五點六米，東西寬四米，深七點五米，出土的大

量隨葬品顯示出商人對於宗教祭祀的格外重視，以及當時手工業和貿

易的發達，其中出土的貝殼大多數是南海常見的貨貝，還有一件阿文

綬貝、兩件脈紅螺，反映商王朝與東海、南海海域有商貿或外交聯

繫，墓地出土的玉器似乎有部分是來自新疆的青玉（多為透閃石），

或許說明當時通過草原之路，中原的各個部落、古國與西域已經有多

年的貿易關係。 7

二、周代的王室、諸侯收藏

周代王室擁有四方進貢和戰爭所得的各地寶物，西周《尚書．顧

命》記載周康王即位時曾陳列虞、夏、商、周遺留的寶器：西側放置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東側放置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西房

安置胤之舞衣、大貝、鼖鼓，東房放置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等。 8據《周禮》記載，這類國家重器、典籍檔案由專設的官員「天府」

管理和保存，存放地點是王室宗廟。西周無叀鼎和善父山鼎記載當時

周王室宗廟中還設有「圖室」，可能保存着先王先公的圖像用於祭祀

和悼念，也可能用於保存地圖之類具有軍事戰略意義的檔案。西周初

年王室也繪製和保存用於戰爭的軍事地圖及用於土田劃定的方國疆域

地圖，如「武王、成王伐商圖」、「東國圖」等。  9將最重要的國家重

器、地圖典籍藏於宗廟，等於向祖神報備，祈求保佑，以示鄭重。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之《尚書正義》卷十八顧命，北京：中華書局，

2009年，頁 508。
9 王暉：〈從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廟「圖室」與早期軍事地圖及方國疆域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頁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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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宗廟重器的來源有五個：一是收集前朝府庫所來，可以說是

戰利品，如周王室收藏展示的虞、夏、商的寶器中，有些就是在戰爭

中奪得的；二是各地方國諸侯進獻的貢賦，王室設有官員「大府」、

「內府」掌管進貢之物；三是周部族的自製物品，如上述各種祖先圖

像、地圖檔案等；四是王室掌握的青銅器、玉器生產作坊製作的有重

要價值、意義的器物，周代重視禮法，王室所用玉器的生產、使用

規模巨大，王室專設有主管收藏管理金玉、兵器、禮樂之器的「玉

府」，主管收藏玉器和安排使用場合的「典瑞」等多個部門，分別掌

管玉器的生產、製作、保存、使用等各個環節；五是和其他部族貿易

交換所得。

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陝西岐山縣周原早周宗廟遺址中發掘出約

一萬七千餘片卜甲和卜骨，除了周人自己的占卜龜甲，還包括部分殷

商王室的晚期卜辭。對商王室龜甲為何千里迢迢落戶陝西的周人宗

廟，學術界有兩種猜測：或者如《呂氏春秋．先識》記載，是紂王昏

亂時期管理商朝典籍檔案的官員「內史」向摯帶着商王室檔案典籍投

奔新主時帶來的；或者是武王伐紂後把大量甲骨、青銅器等作為戰利

品，帶回宗廟告慰周人祖先和歸入王家「龜室」。這可以說是中國歷

史上出現的第一次王室收藏轉移事件。

各地封國的公侯也模擬王室集藏宗廟禮器、王室典籍、日用器物

等。陝西寶雞、河南三門峽、湖北隨州等地出土的西周公侯大墓證明

當時的王、公、侯積藏有數量巨大的青銅器、玉器、實用器物等。

如 1990 年河南省三門峽市會興村發掘的虢仲大墓，出土的文物多達

三千六百多件（套），其中僅玉器就有七百二十四件，青銅禮樂器就

達一百二十多件，是中國目前出土級別最高、保留最完整的西周時期

的諸侯大墓。這座墓的主人虢仲是位於今天三門峽的虢國的第一代國

君，曾入京擔任周厲王的執政卿士，輔佐周厲王征伐淮夷。他死後以

諸侯規格最高的九鼎八簋形式安葬，其中包括一套八件甬鐘、一套八

件紐鐘，是目前中國考古發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兩套編鐘，把八件編

鐘和編磬成對使用，顯示他是僅次於周王的諸侯。

春秋戰國時代王室衰弱，實力強大的諸侯的積藏更為豐盛。湖北

隨州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陝西鳳翔縣秦公一號大墓、河北平山縣戰

國中山國君墓群的考古發掘，顯示當時王侯墓室往往會有數千件文物

出土。1978 年挖掘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隨葬品更多達一萬五千餘件。

其中一套六十五件的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青銅編鐘。

諸侯收藏典籍檔案之處為「盟府」或「故府」，各國諸侯的典藏

和檔案畢竟沒有周王室那樣悠久和完備，不免有鬧笑話的時候，比如

《左傳》記載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 527 年）晉侯派太史籍談出使周

朝，周景王問他為何沒有帶貢物來，籍談竟然回答說晉國從未接受過

周王賞賜，也沒有貢物可獻。周景王指出晉國從其始祖唐叔開始就屢

受王室賞賜。籍談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來源，周景王說這是因為他

的九世祖負責管理晉國的典籍，才以「籍」為姓氏，周王因此感嘆其

「數典而忘其祖」。 10

三、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變化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權威大為衰落，禮崩樂壞，各國的武力爭

雄、爾虞我詐成為時代特色。這一時期與收藏有關的文化現象也具有

新的時代特色。

首先是民間藏書逐漸發展。商代、西周的甲骨文、青銅器、簡牘

典籍等都屬王公貴族所有，可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敗落貴族、民間「諸

子百家」的學者和奔走求職的「游士」需要利用簡牘學習、教學、

10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昭二第二十三杜氏盡十七年，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年，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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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現了民間藏書行為，如《莊子．天下》提到戰國學者惠施有

「簡書五車」，在當時算是驚人的收藏。《韓非子．喻老》有「智者不

藏書」的說法，反而可以說明當時文士已有藏書的風氣。

其次是財富轉移和賄賂成為常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攻城略地、

貴族之間你爭我奪，出現了較為頻繁的財富轉移現象，戰爭中獲勝一

方奪取對方的城池、府邸後，也會把對方的金錢財寶、典籍器物據為

己有。按照周禮，王、侯、大夫等不同階層有不同的禮節和進貢、

饋贈形式，可是春秋戰國時期凸顯實力政治，為了國家、家族、個人

利益，春秋時出現了中小國家向大國王室貴族行賄、中小國家向大國

的執政卿大夫行賄、個人和家族向王侯權貴行賄的現象；到戰國時更

是普遍出現用賄賂作為政治軍事戰略手段的現象，如秦始皇攻打齊國

之前曾向齊國宰相后勝饋贈大量黃金和玉器，後者積極製造親秦輿

論，導致齊國戰備不修。各國諸侯、貴族、權臣擁有的眾多財富珍寶

隨着國內外政治、軍事鬥爭的勝敗流轉，為勝利者佔有或瓜分，這也

成為後世中國收藏文化中的常見現象。

第三是出現了以繪畫為職業的「畫客」。西周時期周王的宮室牆

壁、儀式服裝、禮儀用具和實用器具上都有各種圖繪，《周禮．冬官

考工記》提到服務王室的工匠種類及人數，包括「攻木之工七，攻金

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 11五位「設色之工」分別是在玉

石牆面器物上刻畫形象的畫工、給絹帛織物施彩的繢、染羽毛的鐘工

等，可見當時有對工匠的分類和管理，這些工匠很可能是世代相繼為

王室效勞的僕從或平民。戰國時代有了新變化，在終生服務王侯的工

匠之外，還出現了遊走各地的「畫客」，《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

1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冬官考工記第六（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頁 1959。

到「客有為周君畫莢者」、「客有為齊王畫者」， 12說明與韓非子這樣

四處游說、為君主出謀劃策的「游士」、「門客」類似，當時已經有

了懷揣繪畫之技遊走四方求職求財的「畫客」，這可以說是職業畫家

的源頭。

第四，當時已經有出售各種珍寶器物的集市。西周初年周公曾經

把「盜器為奸」（偷盜禮儀器物）定為不可赦免的重罪，《禮記》等規

定金璧玉璋、宗廟之器、貴族服裝車架不得在集市出售，反面也說明

一般的玉佩、耳飾等珠寶玉器之類應該在集市上有買賣。如《左傳》

記載晉國掌權的六卿之一韓宣子出使到鄭國首都時，發現有商人出售

的一隻玉環可以和自己家的配成一對，表明鄭國首都有買賣玉環這類

貴重物品的集市和商人。

第五，因為王侯大夫死後往往以眾多玉器、青銅器等隨葬，戰國

末期出現了有組織盜掘「名丘大墓」的行為， 13所得錢物或許就是通

過上述集市銷售或成批賣給權貴富豪，這成了以後中國各朝代屢禁不

止的現象。

12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外儲課左上第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 270。
13 〔秦〕呂不韋編，許維遹集釋：《呂氏春秋集釋》卷十孟冬紀第十安死，北京：中華書局，

2009年，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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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玉琮，高 47.2cm，上端寬約 7.7cm，下端寬 6.8cm，孔徑約 4.2cm，良渚文化晚期（約公元
前 2500－公元前 2200年），台北故宮博物院。

②	鷹紋圭，30.5 x 7.2cm，山東龍山文化晚期（約公元前 2300－公元前 2000年），台北故宮博
物院。這件玉器顯示了中國古代收藏文化中最有趣的一面：許多收藏家頑強地想要在藏品
之上留下自己的印記，尤其是要強的乾隆皇帝，他不僅在書畫上留下眾多題跋和印章，還
讓工匠在這件數千年前的玉器上雕刻上自已的印章「古稀天子」和題詩，在詩歌中他猜測
這是商周時候的物品，還反思了自己「好古」的癖好，以先賢召公訓誡的「不矜鈿行，終
累大德」自省。這件距今四千多年的龍山文化玉器在周代被稱為「圭」，在祭祀或朝拜時貴
族將它的刃部朝上捧握，上面雕刻的鷹可能是這個部落信奉的神靈或圖騰，中段的兩面有
淺浮雕的紋路，在當時還加配了木座，擺放在乾隆居住、辦公、休閑的書房等地方。

③	三連璧，長 8.62cm，松黑地區出土，約公元前 5000至公元前 3500年，台北故宮博物院。
④	彩陶壺，34cm，馬家窯文化半山時期（約公元前 2650－公元前 2350年），C. Charlotte 和

John C. Weber捐贈，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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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卜骨，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②	亞鼎，青銅，高 20.5cm，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台北故宮博物院。

③	宗周鐘，青銅，高 65.6cm，西周晚期（公元前 9世紀中葉－公元前 771年），台北故宮博
物院。

④	青銅夔蟬紋青銅禁和酒器一套，青銅，西周，1901年陝西鳳翔寶雞縣鬥雞台出土，大都會
藝術博物館。

	 包括禁一、解四、卣二（一帶座）、盉一、觚一、斝一、尊一、爵一、角一、勺一，共十四
件青銅器。西周文獻記載放置酒器的器座有禁（有足）、棜（無足）兩種，分別是大夫和
士在正式場合使用的。1901年陝西寶雞縣鬥雞台出土了西周時期帶棜禁的酒器一套。其中
棜禁長寬高為 89.9cm、46.4cm、18.1cm，前後兩面、左右兩側都有長方孔，四周有夔紋裝
飾。端方得到這套青銅器後極為重視，曾經拍照並記錄在所著《匋齋吉金錄》（1908年）
中。1924年端方後人將這套酒器十三件和一件妣己觶、六件青銅杓一起託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賣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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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始皇兵馬俑及俑坑照片，中國國家博物館。

②	博山爐，高 26.8cm，漢代，台北故宮博物院。
③	博局紋鏡，青銅，直徑 14cm，西漢末東漢初，台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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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玉圖章，高 2.8cm，寬 2.3cm，漢代，台北故宮博物院。
⑤	綠釉陶狗，陶器，26.7 x 11.4 x 24.1 cm，東漢，Stanley Herzman 捐贈，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這些墓葬器物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實用」器物，並不當作收藏品，但是 20世紀初它們成了
歐美和中國收藏家、博物館追求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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