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商「帝」論 

劉文強*、陳逸文** 

摘要 

自有生民以來，上帝佔據最崇高的地位，此中西所同然。惟古籍文獻中，已出

現商王被稱為帝的記載，筆者於此曾為文論述，而未及甲文材料。今以甲文為主，

重新申論人王稱帝的現象，以為自武丁被其後嗣尊稱為帝，其後之殷王承例，甲文、

典籍咸有記錄。至周人滅商，但稱王而已；或曰天子，惟不敢稱帝。此周人繼商，

而有所異同之處也。 

關鍵詞 

商王  帝  帝乙  天子 

（一）前言 

帝王位尊，典章制度行焉，故帝王之號，載於禮篇，為禮學之大端。筆者曾為

文論「帝、五帝、禪讓」，對於傳世文獻中的帝進行了初步討論。1 尤其是《周易》、

《尚書》等經典文獻中，都出現殷商之王被稱為帝的記載。時間倉促，學養有限，

對於出土材料中有關帝的記載，尚未及徵引。今得陳逸文君之助，使用甲骨卜辭此

一重要出土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對於討論殷商之帝有甚多助益，故合力為文，補該

篇之不足，讀者幸垂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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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文強：〈秦始皇經學初探──帝、五帝、禪讓〉，《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文哲所，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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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卜辭中之帝 

甲骨文中「帝」作「 」、「 」等形，其造字之由，歷來說法甚多，目前尚無法

得一定論。2 卜辭「帝」之所指非一，陳夢家（1911-1966）曾歸納出三種用法： 

一為上帝或帝，是名詞；二為禘祭之禘，是動詞；三為廟號的區別字，

如帝甲、文武帝，名詞。3 

其中意指「禘」祭之「帝」，與本文所討論之內容關係不大，茲不贅言。「帝」原專

指上帝，商代中晚期後，人王亦稱「帝」，其中必有可說者，本文主要即探討其中的

原因及流變。 
卜辭中用作「上帝」之「帝」多見於一期卜辭，此類「帝」數量在卜辭中也較

其餘兩類為多。殷商與神靈有關之「帝」，一般多認為指「上帝」，但葉林生以為殷

商並無「天」及「上帝」之概念，卜辭中之「帝」是指「神」而非「眾神之神」的

「上帝」： 

卜辭中，天是自然物，因此，高居天界的主神──天帝以及與天帝同義

的上帝還沒有出現。卜辭中也沒有發現天帝這個詞。殷代的宗教還是相當原

始的，殷人所尊崇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神，沒有產生眾神之神的天帝。這樣，

卜辭中的「帝」以及反映殷商時代情況的古文獻中的「帝」字，便（原文誤

植作「使」──引者）不當釋為「上帝」、「天」或「天帝」。4 

葉林生的說法有待商榷，卜辭確實不見神性「天」之概念，但卜辭中「帝」之執掌

相當大，並有「五臣」、「小工」等使者，卜辭有「帝史風」、「帝云」等記載，「風」、

「云」為帝之使者，掌管「風」、「雨」、「雷」等自然現象之事，「帝」又能降災、賜

福，其地位明顯高於卜辭中之神靈，其威能與周代之「天」、「天帝」並無差異，連

指稱之「帝」字都無不同，應是同時期一致之信仰，若將兩者分開，並不合理。 
甲骨文中表「上帝」之「帝」有許多威權，能令雨、降災、賜福等等。賓組卜

辭中與之相關的卜問非常多5，試舉數例說明： 
                                                
2  請參于省吾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第 2 冊，頁 1082-1086。 
3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562。 
4  葉林生：〈釋「帝」〉，《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第 14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315。 
5  董作賓將殷虛卜辭分為五期，定武丁時期卜辭為一期，基本是可信的，現今則多以甲骨字體之組

類稱之，賓組卜辭時代約與武丁同時，但其部分下限有至武丁之子祖庚、祖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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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風、令雨 

貞：翌癸卯帝其令風。                      合 672 正 

丙寅卜，爭貞：今十一月帝令雨。            合 5658 正 

降災 

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 。一月。          合 10171 正 

貞：帝不隹降 。                          合 14171 

貞：卯 帝弗其降 。十月。                合 14176 

授佑 

貞：王叀沚 比伐巴方，帝受我 。          合 6473 

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 。一月。  合 6664 正 

關於此類「帝」之記載，賓組卜辭屢見，基本上就是展現上帝的威權。武丁之後，

卜辭少見此類「帝」威權之記載，所卜數量與事類遠不及武丁時期之卜辭。惟更可

注意者，此時之「帝」，除「上帝」之外，又多了一種意涵，即指殷商之先王： 

甲戌卜，王曰貞： 告于帝丁，不 。         合 24982 

乙卯卜，其 歲于帝丁一牢。                合 27372 

貞：其自帝甲 逆。                        合 27437 

乙丑卜，貞：王其又 于文武帝升，其以 ，其五人正，     
王受 。  合 35356 

丙戌卜，貞：翌日丁亥王其又 于文武帝正，王受 。      合 36168 

以上所引，皆武丁之後卜辭，其中的「帝」也就是武丁或其後之商王。就目前所見，

甲骨文中並無武丁稱其父祖為「帝」之記錄。6 自武丁被其繼承者稱為「帝丁」之

                                                
6  《合》2204：「貞：父乙帝 。」裘錫圭以為是武丁稱其父為帝之記錄，但此片剛好從「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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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下來便出現「帝甲」、「文武帝」等等，都是在位商王對其過世父王之稱謂。

職此之故，裘錫圭認為卜辭中的「帝某」，其實就是「嫡某」，僅有與自己為直系血

脈的先王才能使用，與甲骨文中的「介父」分別表示嫡庶之義。裘先生並舉卜辭中

無指稱「祖庚」為「帝庚」，僅有稱「祖甲」為「帝甲」的例子。7 裘先生的意見甚

可重視，因為那些辭例的確顯示嫡系繼承的現象。但我們認為還有另一情況也該注

意，即甲骨文中提到先王，多半還是以其稱謂或父祖名，稱「帝」的情況不多。若

卜辭中有大量的「帝甲」而完全無「帝庚」的記載，則裘先生的說法將更具說服力。

惟目前「帝甲」在卜辭中也僅數見而已。再者，稱殷商先王為「帝」的情況並非殷

人獨有，《尚書》、《周易》均有「帝乙」之記載，如《周易．泰卦》「六五，帝乙歸

妹，以祉元吉」8、《周易．歸妹》「六五，帝乙歸妹」9、《尚書．多士》「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10等等，這些都是周人對殷商先王稱「帝」的記錄。周人

絕非「帝乙」之嫡系子孫，斷無以「嫡庶」之意稱呼「帝乙」之理。所以「帝」不

僅是商王對直系父祖的稱謂，而是當時其他方國對此商王的敬稱，因此周人才會直

接以「帝乙」為記錄。從這一點來考慮當時的情況，我們認為，裘先生的確已舉出

其中一端，但未盡括全相。 
另有學者提出「帝」為「廟主」之義，如陳夢家引《禮記．曲禮下》：「措之廟

立之祖曰帝」，認為「帝」即廟主。11 常玉芝從之，並據卜辭中稱父某為帝某，謂

「帝」乃廟號之區別字，並以為「帝」與上甲、報乙、示壬等人所從之「□」、「匚」、

「示」所表示的意義相同。12 惟本文以為陳夢家及常玉芝的想法可再商榷，因為若

                                                                                                                                 
開始殘斷，我們無法得知其下的卜辭內容，而且「父乙帝」與其他「帝丁」、「帝甲」、「文武帝」

之形式均不合。《合》22088：「癸未卜，帝下乙。」乃是用禘祭祭祀下乙，《合》2204 可能也是用

禘祭祭祀父乙，卜辭中的祭祀動詞，是可以擺在所祭祖先之後的，如《合》23217：「丙申卜，行

貞：父丁歲勿牛，才五月。」等等。 
7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298-301。 
8  《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5 月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

刊勘記》），頁 43。 
9  同上，頁 119。 
10  《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5 月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

刊勘記》），頁 237 
11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5 月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

刊勘記》），頁 78。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頁 440。 
12  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謂黃帝〉，《文史哲》2008 年第 6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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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廟主之形，卜辭已有「□」、「匚」、「示」等三種寫法，「□」、「匚（ ）」象藏

廟主之櫃，「示（ ）」則象廟主，為何要再使用「帝」字，「帝」字在早期卜辭中本

有所專指，更何況「帝（ 、 ）」字之形象與此三字形體皆不類，將其直接講成廟

主，恐缺乏確證。 
自先民以來，「帝」本至高無上，世人概所尊崇。何以自武丁開始，已故商王會

被其子稱為「帝」？這個問題似乎較少為學者注意，本文以為這正是「帝」由「天

帝」轉為「人帝」的關鍵變化所在。發生這個現象的原因，我們推測可能與武丁的

事功鼎盛有關。武丁為殷商之賢王，在位甚久，功業甚盛，古籍中屢加稱頌推崇，

如《尚書．無逸》：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13 

與《尚書．無逸》內容略同的還有《今本竹書紀年》：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14 

二書均謂武丁在位時間長達五十九年，且功業鼎盛，甚至受到周人之讚譽。另外《史

記．殷本紀》亦云：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15 

戰國中期的《孟子》也有如下一段： 

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16 

時代性較有爭議的《晏子春秋》也曾記載： 

                                                
13  《尚書注疏》，頁 240。 
14  王國維輯：《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見《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沈陽：江寧教育

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 69-70。 
15  司馬遷：《史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年六版，上海涵芳樓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頁 36。 
16  《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5 月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

刊勘記》），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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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17 

除了傳世文獻如此稱道武丁之外，甲骨文中武丁時期卜辭數量遠遠超過其他時期之

卜辭，而其戰事卜問屢見不鮮18，征討方國數量逾八十19，皆可證明其發揚國威之一

端。古籍對其讚揚必有所本，連殷商敵人的周公都大加稱道，可知武丁必有極大之

功業。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武丁被其繼承者尊稱為「帝」，必與其功業有關。惟如此

一來，上帝之「帝」與人王之「帝」的關係將如何調整？我們推測：武丁被尊稱為

帝的同時，也就是神權被迫與王權靠攏的開始，因此才會出現商朝先王被其繼承者

尊稱為「帝」的現象。武丁死後，被稱為「帝」，其子孫率由舊章，遂將死去之王父

稱為「帝」。自此之後，「上帝」不再獨居一尊，須與商王共享「帝」之權威矣，說

詳第四節。 

（三）典籍中之帝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殷商中晚期之王會將其先王尊稱為「帝」；流風所及，周人

為了求媚商王，也會順著商王朝的習慣，稱前代商王為「帝」。其後周人代商，卻未

沿用商人慣例稱己之先王為「帝」，等於是將「帝」的名號還給「上帝」，周人仍以

傳統習慣的「王」自稱，最多加上「天子」之稱，也就是只敢認定自己是上天之子，

對於「帝」的稱號，未敢僭越。 
但是在先秦文獻之中，對於一些早於西周的朝代，卻出現大量「帝」的記載，

似乎「帝」的稱號早為人王所用，與本文的論述頗不相符。這個問題，本人在論先

秦帝號的文章中雖曾略有討論，惟該篇主要的重點並不在此，故本文針對此部分，

再加補充。今日所見先秦典籍之中，上引《尚書》、《周易》中曾記載於殷、周之際，

小邦周因為諂媚天邑商，故亦配合商人的習慣稱商先王為「帝」。這些典籍保留了當

日的實情，應是可信的記載。至於其它典籍，屢屢出現「帝某」、「某帝」的記載，

這其實是據後世習慣之語，卻常常誤導學者，以為該書早有「帝某」之稱，實則非

                                                
17  吳則虞編撰：《晏子春秋集釋》（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3 月），頁 80。 
18  武丁時期戰爭卜辭極多，到殷商晚期戰事之卜問比例卻大幅減少，門藝說過：「從整個殷墟卜辭來

看，祭祀與戰爭是卜辭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單就黃組來看，常規性的占卜祭祀和卜旬占黃組卜

辭的絕大多數，其次是田獵，直接對戰爭事宜進行的占卜卻不多見。」見門藝：《殷墟黃組甲骨刻

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5 月），頁 147。 
19  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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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例如同為《尚書》，〈堯典〉之中便有「帝堯」的記載，但學界都接受〈堯典〉

成書晚於〈周誥〉諸篇。所以縱然〈堯典〉載有「帝堯」一詞，但不可因此即認定

堯當時便已自稱為「帝」，因為對照甲骨文的記錄，自武丁以下的商王才會稱其先王

為「帝」。武丁之前的商王尚且無「帝」號之稱，遑論更早。至於夏代，因無出土獻

可資印證，更難確定其已稱「帝」號否。除了〈堯典〉之外，還有許多先秦典籍，

成書晚於《尚書》、《周易》中之較早篇章，卻大量出現「人帝」「帝」號，其情況皆

與〈堯典〉相類。我們可以明確地認定，這些「人帝」皆非原始稱呼，實為後世書

寫習慣而已。例如作為中國第一部正史的《史記》，司馬遷以〈五帝本紀〉為全書之

卷首20，搜羅各家雅言撰之，提及〈夏本紀〉、〈殷本紀〉之諸王，均稱之以「帝」。

此皆司馬遷據西漢時的書寫習慣，稱彼為帝，並非夏、商諸王本身已自稱為「帝」。

其實先秦典籍提及「帝」者甚多，所指稱之對象主要有二，分屬天神之「上帝」及

人間之「人帝」。「上帝」為至高之神靈，而「人帝」則為人世之至尊。文獻中提到

時代最早之人帝應為「炎帝」、「黃帝」，典籍中論及此二帝，多以帝名而非其姓氏稱

之。〈五帝本紀〉其餘四「帝」，則言「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或直言

其名21，其性質與「炎帝」、「黃帝」不同。凡此之類，蓋皆出於戰國以來，非當時

稱謂也。關於此一部分，本人已有詳述，學者可以參看。 
此外，還有一個牽涉到研究方法的問題，也可一併討論。目前大多數情況下，

對於這類問題，多數會用二重證據法來解決。但是「帝」這個問題，出土文獻應較

傳世文獻更為可靠。蓋記載較早時代的主要文獻，如《尚書》，除〈周誥〉諸篇外，

其它篇章屢經傳鈔，往往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反而難以做為推斷的主要依據。《史

記．殷本紀》中，司馬遷所載殷商諸帝，甲骨文中只有武丁以下才會稱其先王為「帝」。

再以《史記．夏本紀》為例，夏代諸王之名號似無規律性，難以分析歸納，當然也

很難認定其中各「帝」號的可靠性。且據甲骨文所載，殷商諸王概以天干為號，其

前冠區別字，如「大乙」、「大戊」、「盤庚」、「武丁」等等，對比《史記》殷商諸王

多云「帝某某」，如「帝盤庚」、「帝武丁」等等，顯然甲骨文記載的可靠性高於〈殷

                                                
20  現今《史記》之版本，多以〈三皇本紀〉為首，然〈三皇本紀〉為司馬貞所補，實則太史公於〈五

帝本記〉已自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故著為〈本紀〉書首。」（司馬遷：《史記》，頁 17-18。） 
21  舜在《左傳．昭公八年》有被稱為「虞帝」之記錄，但目前僅此一見，且典籍多稱其名，與炎帝、

黃帝不同。此外，雖無直接指稱帝名，但以「帝」字代表五帝的情況是有的，如《孟子．萬章》：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孟子．萬章》，頁 160。）此「帝」乃指堯。雖堯有帝名，但其性質

仍與炎帝、黃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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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且〈殷本紀〉提及殷商最末兩王，僅稱其為「帝乙」、「帝辛」，不似其他商

王，其前有「文」、「武」等類似謚號的區別字，可見〈殷本紀〉本身就頗有自相矛

盾之處，其原因頗值得深究，惟目前文獻不足，難以確說耳。但此一現象，適足為

本篇之旁證，即商王稱帝本不若〈殷本紀〉所載之多也。考先秦典籍提及殷商先王，

基本上亦稱其名號，除「帝甲」、「帝乙」、「帝辛」有「帝」之名外，未見其他先王

稱「帝」；但「帝甲」或稱之曰「祖甲」，仍符合殷商習慣。此外尤可注意者，即上

述「帝乙」、「帝辛」與其他商王「帝」號不同，皆不見「文」、「武」之稱。更何況

自西周至春秋時期，人世最高統治者周天子只稱「王」，無自稱「帝」者，也未稱其

先王為「帝」。逮戰國初年，三家分晉時，尚且僅要求被立為「侯」，連「王」的稱

號也不敢使用。其後魏惠王僭越，也僅稱「王」；齊、魏相王，還是互稱為「王」，

而非稱「帝」，可見「帝」在此時還不是流行或通用的名詞。但是接下來沒多久，戰

國諸「王」並立，無法體現其尊貴性，這時才突然出現「東帝」、「西帝」等稱謂。22 
此時「帝」的位階，明顯高出於「王」，所以秦、齊二國才會以此自尊，以有別於其

他較弱的「王」國。惟儘管如此，「帝」之名乍現乍消，在戰國結束之前，為「王」

的人君終未能自立為「帝」。但是稱「帝」自此成為擋不住的洪流，所以戰國文獻中

大量出現「帝」的記載，顯然是理論先於實際；在知識份子的鼓吹之下，才會有這

麼多「帝」，才會為以往的王朝之君加上帝號。以此反思，若西周之前，夏、商等王

朝之王早已稱「帝」，「帝」號應早成習慣。逮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統一

天下，為何還要興議帝號，終於出現「皇帝」之稱？23 正因在始皇之前，沒有人君

自稱為帝者，堯、舜、夏、商更不必論矣。嗣後劉邦（前 247-前 195）稱帝，與始

皇同；接下來的中國王朝，莫不稱「帝」。上帝終不敵人帝，雖不起自上古，蓋亦源

遠流長矣。 
另外尚有可注意者，《左傳》云：「今之王，古之帝也。」24 此語甚為突兀，會

使人誤解，以為春秋時人早有古已稱「帝」的說法，然亦有可說。蓋當時之人，應

明白人間最高統治者，有「帝」與「王」兩種稱呼。自周滅殷後，就不再沿用「帝」

                                                
22  相關論述請參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 4 月），第 3 冊，頁 263。 
23  秦始皇稱皇帝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議帝號一段，至於詳細之討論，請參劉文強：〈秦始皇經學

初探──帝、五帝、禪讓〉，《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4  《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5 月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

刊勘記》），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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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號，其後所指涉現實面的「帝」，似已變成了「上帝」的專有名稱，而不再指統

治者。至於前面提到殷商除「帝乙」、「帝辛」之外，皆不使用「帝」為其生稱，這

點可以從出土材料找到證據。上節討論卜辭中之「帝」，雖確實有意為先王之「帝」

的記載，但未曾發現商王有自稱為「帝」之情況。卜辭中「某帝」、「帝某」是商王

提及亡父時偶爾使用之名詞，並非所有先王都會被稱為「帝」。商紂時期之〈版方鼎〉：

「乙未，王賓文武帝乙彡（肜）日……」，〈四祀 其卣〉：「乙巳王曰：『文武帝乙

宜……』」，銘文稱商紂仍以「王」而非「帝」，但對於其父「帝乙」，則稱「文武帝

乙」，金文此等稱謂，也與甲骨文之記載相合。 
因此，雖然《左傳》云：「今之王，古之帝也。」但觀《史記》諸〈本紀〉，如

〈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等等，均記載「某帝崩，某帝立」，〈周本紀〉

則改稱為「王」。由上引甲骨卜辭可知，殷商中晚期自武丁以後，的確有稱其先祖為

「帝」之記載，但提及現任商王時，仍稱之曰「王」，而非稱之曰「帝」。至於周人

稱商王為「帝」，已見前說，茲不贅。 

（四）人帝與天帝 

我們再回頭看甲骨文中對先王稱「帝」之現象，以釋「人帝」與「天帝」的關

係。武丁時期並不稱自己的父祖為「帝」，武丁時期的「帝」，是指至高無上的上帝，

本身具有極大之威權，在第二節所引卜辭中，可見到各式各樣對「帝」之卜問，帝

能「呼風喚雨」、「降災賜福」，但一期卜辭以外，似乎「帝」之權能有所改變，不再

卜問「帝」是否能降災、行雨等，如武丁時期卜問戰事，會卜問「帝受（授）又」、

「帝受（授）我又」，武丁以後，卜辭僅云「受又」而不提「帝」。相對的，此時卻

開始出現稱呼先王為「帝」之記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惟《史記．

殷本紀》又載：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

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

武乙震死。25 

若此段記載真實可靠，則武乙對「上帝」之蔑視，恐怕已達目空一切的程度。《尚書．

                                                
25  司馬遷：《史記》，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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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戡黎》與《史記．殷本紀》都載有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26 

此為甚為狂妄自大之語。從上述古籍與卜辭的記載來看殷商晚期，會發現「上帝」

的權威似乎已受到商王的強力挑戰，不但不再像往常事事卜問，甚至還稱自己的父

祖為「帝」，乃至自以為「有命在天」，完全無視「上帝」可以為福，亦可以為禍的

威權，侯外廬（1903-1987）曾說： 

殷末二王稱帝是很特别的，帝本來是天上的神，到這個時候，地下的王

也稱起帝來。27 

學者大概也都注意到卜辭中「帝」所指對象的變化，郭沫若（1892-1978）云： 

上下本是相對的文字，有「上帝」，一定已有「下帝」，殷末的二王稱「帝

乙」、「帝辛」，卜辭有「文武帝」的稱號，大約是帝乙對於其父文丁的追稱，

又有「帝甲」當是祖甲，可見帝的稱號在殷代末年已由天帝兼攝到了人王上

來了。28 

高明（1909-1992）亦云： 

自祖庚開始，把直系父輩先王稱為帝，如二期卜辭《殷契粹編》第三七

六片，「帝丁」與「父丁」同時共稱，顯然這是祖庚或祖甲對其亡父武丁的

稱謂。三期四片卜辭均稱「帝甲」，這又明顯說明它們都是廩辛和康丁對亡

父祖甲的稱謂。五期三片稱文武帝的卜辭，前文已經談到，都是帝乙對亡父

文丁的稱謂。商彝《四祀 其卣》銘云：「文武帝乙」，這是商紂對其亡父帝

乙的稱謂。這一套對直系先王稱帝的制度，在武丁時代的卜辭中絕對不見，

很明顯這是在當時意識形勢方面的一次較大的變化。29 

目前所見之甲骨文，一般將其上限定於武丁時期，尚無法斷定是否有其父小乙時期

之卜辭。惟神權與王權之間的消長並不非一蹴而及，由卜辭占辭形式之變化似可見

                                                
26  《尚書注疏》，頁 145。司馬遷：《史記》，頁 37。 
27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頁 274。 
28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青銅時代》，收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歷史篇第 1 卷，頁 321。 
29  高明：〈從甲骨文中所見王與帝的實質看商代社會〉，《古文字研究》第 16 輯，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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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軌跡。一段較完整的甲骨卜辭最少該包括四個部分，前辭、命辭、占辭、驗辭。

前辭應包括貞卜之時日及卜人，命辭為敘述卜問之內容，占辭乃觀看卜兆結果後的

解釋，而驗辭則是事後回記所占結果是否應驗。一般認為現今發現時代最早的甲骨

卜辭是 組卜辭，時代大約在武丁時期。在 組卜辭中，尚可見到由貞人決斷之占

辭，表示擔任占辭判斷者有時並非商王而是貞人，但此之後決斷占辭之權力似乎變

成商王之專利，不再有由貞人占辭的記錄，這可能顯示對卜辭的解釋權，由原先的

貞人轉移到商王，是王權、神權開始合一的現象。試舉其中幾條較完整之詞例： 

壬午卜，王貞： 曰︰方于甲午其征 。           合 20423 

丙寅卜， ：王告取兒□。 曰︰若，往。         合 20534 

己未卜，王貞： ，不隹喪羊。 ：若。           合 20676 

□□卜， 曰︰乙丑其雨，允其雨。               合 20898 

□亥卜， 貞，王曰︰ 孕， 。 曰︰ 。       合 21071 

在這幾條記載中可以看到，貞人不但是卜兆的判斷者，並能直接指示商王，如上引

《合》20534、《合》20676，都是由「 」判斷卜兆而指示商王可前往進行。《合》

21071 則是卜人「 」對卜辭作出最終解釋。上引「 」、「 」這幾位貞人為 組較

早期之貞人，自此之後，再也見不到由貞人占辭的記錄，卜辭之占辭完全取決於商

王，張世超以為： 

在武丁時代的早期卜辭中，他們有著解釋兆象、代宣神的意志的權力，

是可以理解的。在賓組、歷組卜辭裏，占辭已改為以「王 曰」為標誌，說

明武丁晚期將解釋兆象之權收歸於己，從此王權、神權集於殷王一身。30 

這樣的說法是很合理的，目前所見早期卜辭，確實可見由貞人作占辭的情形，此情

形不見於後期卜辭。或許也可推論，因商王即位時年紀尚幼，不能判斷卜兆，故由

經驗豐富的貞人來替王決斷，不過武丁之父為小乙，小乙曾有三位兄長即王位，按

常理推之，輪到小乙即位時，武丁年紀尚小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所以就目前卜辭

反映的情形來看，武丁時期應為神權與王權開始靠攏的時間點。 
                                                
30  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迹研究── 組卜辭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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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最常見卜旬卜辭，通常作「旬亡 」，乃是卜問關於該旬的大事。從相關

驗辭可知所卜問之事不單指商王自身之安危，還包括各種可能對殷商國家造成的災

禍，但到了帝乙、帝辛時期的第五期卜辭，卜旬卜辭變成「王旬亡 」，從形式上

來看，變成以王為主的卜問，似乎代表王權進一步強化。惟武丁時期神權雖已開始

結合王權，但「上帝」在武丁時期仍十分受重視，第二節所引「上帝」之權能都是

一期卜辭。到了二期卜辭之後，我們極少見到「上帝」在卜辭中活躍的情形，僅有

零星的記載，取而代之的則是出現商王稱自己已逝世的父親為「帝某」的情況。我

們不能肯定此時「上帝」與人帝之「帝」有何直接關係，但是「上帝」之權威和職

能有所消減是不爭之事實。二期卜辭以後對氣象之卜問多只是客觀卜問今日是否有

雨、及出行是否會遇風雨等等，「帝」也不像往昔動輒能降災殃，對於「帝」的敬畏

似乎大大不如以往。 
胡厚宣（1911-1995）曾經整理過尼科爾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 

1889-1938）、恩格思（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等社會學學者的意見，認為

一個能支配許多自然現象，並調和各種自然力衝突的「上帝」，若不是在已經統一的

王國之下，是不可能會出現的，而殷商是有出現此種「上帝」的條件的。31 按照這

種說法來看，所謂擁有掌管一切禍福興衰的「上帝」，本來就是將人王的形象在上天

的投射，卜辭中能行使權威禍福的「帝臣」、「帝史」、「帝工」，與人間能行使權威禍

福的王類似。所以當王權提升而神權衰退的時代，將人王提升至與「上帝」相對應

也容易理解，畢竟一開始此類神權的概念可能就是由人世之王權轉化。32 武丁身為

殷商之賢王，功業昌盛，自武丁開始將神權逐步控制，也符合我們對神權、王權力

量消長情況的理解。 
神權與王權在殷商晚期有結合的現象，但是周代之後，王權與神權再度分離，

貞卜之事由史官、卜人掌握，周王不再像商王那樣能自己判斷卜辭。自西周以下，

大部分的君王似乎都喪失了自卜自占的能力與權力，這與殷商時期商王能自卜自占

                                                
31  胡厚宣：〈殷卜辭中的上帝與王帝（上）〉，《歷史研究》1959 年第 9 期，頁 23-24。 
32  在古埃及，法老不僅是政治上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最高的祭祀長，在古埃及神權與王權基本上

是合一的，法老被視為神之子。神權與王權在古埃及理論上是接近的，但實際上有時大祭司擁有

的權力可與法老抗衡，但在王權高漲之時，某些法老不僅是神的代理人，更是神的代表，身為神

之子已無法滿足這些強大的法老，如古王國時代第四王朝的胡夫，將自己的形象與太陽神拉合而

為一。新王國時期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也將自己提升到與神等同的地位。參見張曄、劉

洪采：〈法老時代埃及王權的演進〉，《史學研究》2003 年第 3 期，頁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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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截然不同。因此，我們必須注意，一般認為部分周制因襲殷制，實則周人亦

自有主張，王國維（1877-1927）在〈殷周制度論〉曾提及三處周不承繼殷制之情況33，

除此之外，將自己祖先稱為「帝」之行為，也同樣未被周人承繼，這或許是周人對

天有不同之應對方式。34 從大量卜辭中可見，殷人對神靈、祖先之祭祀複雜而且頻

繁，所用犧牲之數量也相當可觀，在殷人之想法中，通過對神靈、祖先的祭祀行為，

能取悅祂們以達到祈求福佑之目的，但周人對於「上帝」賜予人間禍福，則不再完

全仰賴祭祀，他們認為主要取決於己身是否有德行。金文中之「德」字自西周早期

銅器已大量記載，其義為後世所言之德行，另一方面，目前甲骨並沒有見到「德」

字或與之相同意涵之字，只見到以大量犧牲祭祀卜問的記錄。《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

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

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35 

晉將伐虢，借虞之道路而行，虞公認為虞國對鬼神之祭祀豐盛，必定能獲其保佑，

但宮之奇（生卒年不詳）指出：「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說明鬼神所憑據的，在德行而

不在祭祀。這一段內容，同樣也可以用作說明殷商與周朝對鬼神的兩種態度。 
                                                
33  參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287-303。 
34  周代提出「天」之概念，這在殷商是看不到的，殷商甲文中「天」字通「大」字，並沒有一個形

上的「天」存在，而只有「帝」。雖周人提出「天」之概念，但「上帝」與「帝」在西周金文及文

獻中仍不時出現，看似等同於西周所指「天」之地位。 
35  《左傳注疏》，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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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百事俱卜，並逐漸將神權往王權靠攏，最後更以「帝」名配其祖先，頗有

政教合一之意味。但周人並不將自己祖先冠上「帝」之名，而將神權再次分離出來，

透過提出一種道德的有無來與神權接軌，轉化了原本的概念。傳統觀念中，周為商

之屬國，以其身份來看，周之伐商乃是以下犯上，甚可非議，《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36 

不管是否君臣關係，德行成了上天施恩降災的最高準則，因此小邦周取代大邑商，

並不是違背上天之旨意，反而是依照上天之旨意，《尚書．多士》：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37 

在這種情況下，周人不因襲殷人將自己祖先稱為帝也是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周

人雖然不以帝稱其祖先，但周王卻以「天子」自居。「天子」顧名思義乃上天之子，

周人之天乃神性天，即上帝之天，天子也就是「上帝」之子，如此觀點在卜辭中是

看不到的。非王卜辭在提到商王時，也僅稱其為「王」而非稱其為「天子」。實際上，

我們雖然無法肯定殷人是否以「上帝」為自己之先祖，但「帝」的形象概念有所轉

化則可以確知。卜辭出現的「帝」某為殷商時王之先父，則理論上現任商王應就是

「帝子」，不過在卜辭中未能找到確實之證據。不過由常理推之，時王即是「帝子」

這樣的想法可能會逐漸成熟。或許同因此理，周人提出以德行來求得天之保佑，欲

轉化原先殷人之制，卻同時將周王視為天之子。在理論上或有矛盾之處，在實際操

作上卻絕無扞格。 
雖然商代中晚期的商王已開始尊稱自己父祖為「帝」，但是目前所見卜辭中並無

王自稱「帝」的記錄，顯然在「帝」之使用上是有所區隔的。前引裘錫圭以為卜辭

中指稱先王之「帝」乃為區別「嫡庶」之義，只有自己直系祖先才得以使用，故卜

辭中只有「帝甲」而無「帝庚」之名，前章已說明因為卜辭中「帝甲」數量不多，

以之為證據似有不足，此外還有一種可能，對康丁來說，或許並非因「帝」代表「嫡

                                                
36  《孟子注疏》，頁 42。 
37  《尚書注疏》，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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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遂指稱其父「祖甲」為「帝甲」，而是因為「祖甲」為其親父，故才有資格稱

「帝甲」，因為從卜辭來看，都是子輩稱父輩為「帝某」，而無孫輩稱祖為「帝某」

之例，如康丁時期有「祖庚」、「祖甲」二位父輩，則不能皆稱帝之名，故僅稱其親

父「祖甲」為「帝甲」。從這個角度看，「帝某」固然必定指其嫡系先父，但「帝」

之指稱應具更高一層意義，代表神權與王權的結合，其後才過渡到「嫡庶」之概念，

其次序有層次的差異。38 

（五）結語 

由甲骨卜辭之相關記載，可知「帝」本指至高無上之上帝，受到自古至殷人的

畏懼與崇拜，掌握人世間的興衰禍福。雖然帝是人世間的主宰，但是在人類社會演

進的過程中，「帝」之概念實與統一王朝密不可分。在現實的情況下，商王在人世間

有如上帝之掌握世間權威；相對之下，上帝之與商王，又有若商王與其臣工。惟一

旦王權進一步擴張之後，便產生將神權納入己身的需求，如是勢將使神權之帝的位

階下降。如上節所論，殷王武丁功業鼎盛，史傳稱其為「高宗」，滅國數十而為殷之

中興賢王。同時也正是武丁由貞人手中得到卜兆之解讀權，代表王權開始強化，逐

漸侵蝕神權。其子「祖庚」、「祖甲」甚至冠武丁以帝名，再進一步結合王權與神權。

雖然至殷商滅亡，商王未曾自號為「帝」，但由卜辭中「上帝」權能之變化，可見殷

商晚期神權與王權消長之情形。 
周滅商後，並沒有承繼殷人「人帝」之名，將「帝」字還諸上帝，並透過提出

德性有無之概念，轉化殷人對上帝興災賜福的準則。這是周人政治智慧的結晶，也

是周初滅商之後不得已之舉；雖然，在《周易》、《尚書》等典籍，周人稱殷商人王

為「帝」之記載仍然保留下來，到了戰國，「帝」成為諸子學說的一大要點，墨家發

之於前，儒家繼之於後。戰國中期，人君稱帝更無所忌憚，遂有東、西帝之事。最

後，秦始皇稱「帝」，於是「帝」終於成為人世間與鬼神界最高統治者的尊號。 

                                                
38  古埃及為多神教，其信仰多變且複雜，在某些信仰中，法老為九柱神荷魯斯的化身，當他死後，

就變成另一位九柱神奧西里斯神，而下任繼位的法老，則成為新荷魯斯神，等他死後，又再度成

為奧西里斯神，就這樣不斷輪迴。參見李曉東：〈古埃及王銜與神〉，《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3 年第 5 期，頁 18。古埃及之情況與古中國當然不完全一樣，不過或許能作比對。商

代稱先王為「帝」，或許與古埃及的情況有些類似，商王死後即成為「帝」，下一任商王死後，則

再成為新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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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THE TITLE DI 帝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LIU WEN CHIANG & CHEN YI WEN * 

Abstract Shangdi 上帝 is the supreme god in Chinese legends, yet it is known 
from classical texts that kings of the Shang 商 dynasty (c. 1600–1046 BC) were 
also named di 帝.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usi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concludes that this entitlement began with King Wu Ding 武丁. 
Kings of the Zhou dynasty (c. 1046–256 BC), on the other hand, were only named 
tianzi 天子 (“son of heaven”). 

Keywords Shang dynasty, king, emperor, Shangdi, son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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