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年中國生肖幣發行12週年紀念壹公斤銀幣
            版別及發行量探討

莊滿禎  2013.3.22.

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正面為北京北海景觀。背面為太極八卦圖案，四周並環繞12枚8克
生肖金幣圖案。以實物分析得知，正面有兩個工作印花模，分別為六波紋及八波紋兩個工作印花
模。背面也有兩個工作印花模，其浮雕部份分別有霧狀及亮面兩個不同工作印花模。經相互交錯
搭配的結果，形成四種不同的版別，一 至四版其太極圖上下各有一個圓點。相同於第三版別，正
面八波紋，背面浮雕部份為亮面，但其太極圖上下中心各有一個梅花點，形成最珍罕的第五版
別，至今未見實物，僅影像出現在下列三本目錄中。

A.   中國金銀幣年鑑 – 1993年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第173頁，梅花點，發行量300枚。
B.   瀋陽造幣廠圖誌 – 1996年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第226頁, 梅花點，發行量185枚。
C.   中國現代金銀紀念幣大全 – 200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第141頁，梅花點，發行量  
     300枚。

再者，中國當代金銀幣 – 1997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第56頁，圓點，發行量185枚。

註1. 同一「中國金融出版社」於1993年及1996年所刊載發行量分別為300枚及185枚。落差極大。
註2. 官方所出的証書為300枚。
註3. 壹公斤生肖紀念銀幣，其採用的生肖圖案和壹公斤金幣相同，均為1981~1992生肖8克金幣
     圖案。
註4. 第二及第四版壹公斤生肖紀念銀幣特別珍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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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紋與八波紋兩版別細部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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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特  寫  圖

六波紋 八波紋

          

"元"字第三筆尾端: 圓潤 "元"字第三筆尾端: 平整

"元"字第四筆尾端: 較粗 "元"字第四筆尾端: 較細

  

"1"字筆頭: 尖細  "1"字筆頭: 粗頭

"9"字筆頭: 中間圓圈大 "9"字筆頭: 中間圓圈小

"9"字筆尾: 大圓點，與本字相連 "9"字筆尾: 尖細，與本字不相連

"2"字筆頭: 大圓點 "2"字筆頭: 尖細

"1992"四字寬距: 短距 "1992"四字寬距: 長距 

  

"2"字與波紋距離: 短距 "2"字與波紋距離: 長距

"中華人民共和國" 字型特寫圖

六波紋 八波紋

   

"中"字橫筆: 較細。  "中"字橫筆   : 較粗。  



   

"華"字箭頭指向: 筆畫分開。 "華"字箭頭指向: 筆劃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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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字箭頭指向: 筆劃連接。 "囯"字箭頭指向: 筆劃不相連。  

"中國生肖幣發行十二週年紀念" 字型特寫圖

六波紋 八波紋

 

    

 

   

筆劃: 較細，起筆與收筆較重 
中間兩口: 大口 

筆劃: 較粗，起筆與收筆較輕 
中間兩口: 小口

筆劃: 起筆與收筆較重
字型: 纖細瘦長

筆劃: 起筆與收筆較輕
字型: 較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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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紋 八波紋

筆劃: 起筆與收筆較重
字型: 較寬

筆劃: 起筆與收筆較輕
字型: 較窄

筆劃: 橫筆與豎筆均衡交叉，左右上下對分
筆劃粗細: 粗細均等

筆劃: 橫筆與豎筆交叉不均衡，
      橫筆左長右短，豎筆則上短下長
筆劃粗細: 豎筆較細

對稱性: 第二橫筆偏左
筆劃粗細: 第二橫筆較粗

對稱性: 第一橫筆與第二橫筆置中對齊
筆劃粗細; 第二橫筆較細

第一撇: 較短
橫筆: 均較細

第一撇: 較長
橫筆: 均較粗

字型: 較方正
糸字下面一撇: 與上筆不相連

字型: 較細長
糸字下面一撇: 與上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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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紋 八波紋

   

  

  

  

第二筆捺尾: 楷書寫法
"心"旁筆劃: 較細
"心"旁點筆: 各自分開

第二筆捺尾: 隸書寫法
"心"旁筆劃: 較粗
"心"旁點筆: 相連

風 景 區 特 寫 圖

六波紋 八波紋

長波紋 短波紋

左上船身: 細長 左上船身: 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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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紋 八波紋

右下船: 伐槳人右側無物
        木槳圓柱狀

右下船: 伐槳人右側有一小圓點
        木槳扁粗

樹形: 雕刻細膩，枝條可見 樹形: 雕刻模糊，只見樹廓

十二生肖及太極八卦圖細部比較圖



第11頁

圓 點 梅 花 點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150元"字體:
1. "5": 第一版&第四版字體黏連;第二版&第三版則為分開。
2. "0" : 第一版&第四版字形較方正,中間圓洞較小;第二版&第三版字形較圓，中間洞孔較大。
3. "元" : 第一版&第四版字體黏連;第二版&第三版則為分開。  

結論 :
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為中國公斤銀幣之首發，係採用12枚8克生肖金幣圖案，而非採用12枚

15克生肖銀幣圖案，顯有牛頭馬嘴之嫌，即便發行量僅300枚，(有些書目登載為185枚) 因當時缺
乏壓鑄磅數之參數，模具快速損壞，為達成發行量任務，另外新鑴刻印花模，形成正背面各有兩個
印花模，經交錯使用，遂造成四種版別。致於四種版別的打造先後順序，筆者認為六波紋在先，八
波紋殿後，因為六波紋的文字與圖案雕刻較為細膩，八波紋則較模糊，許是八波紋為後續版式，時
間匆促，無法達到精緻要求。實際情形，仍以瀋陽造幣廠當時的工作日誌為準。

另1992年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之'中國金銀幣目錄'第173頁，刊載之影像，太極圖中心為梅花
點，應為第五版別，屬於試鑄幣之林。

縱觀壹公斤紀念銀幣系列發行量：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300枚。1992年"中國古代科技發明發
現"壹公斤銀幣250套，(有些書目登載為50套)。1995年"臺灣光復50週年"壹公斤銀幣100枚。1997
年"中泰友誼"壹公斤銀幣680枚，1997年"齊白石"壹公斤銀幣188枚，共計五種主題，為高端收藏家
的最愛。除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因缺乏壓鑄磅數之參數，致有五種版別之外，"中泰友誼"壹公斤
銀幣，雖然發行量達到680枚，仍未見有版別之分。所以中國當代壹公斤紀念銀幣系列中最珍罕的
首推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中的第二及第四版別。

"齊白石"壹公斤試打銀幣係以壹公斤銀質胚餅，套用壹公斤金幣工作模打就，與金幣圖案完全
相同，係屬試打幣範疇。故純以銀幣工作模觀之，正背面共一組，也僅一種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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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國54年(1965)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壹仟圓、貳仟圓銀質試鑄幣:共2枚，正面
均為孫中山像。

壹仟圓試鑄幣正面圖案係採用伍元銅鎳質紀念幣，背面圖案與壹仟圓紀念金幣同。
貳仟圓試鑄幣正面圖案係採用伍拾元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與貳仟圓紀念金幣同。

壹仟圓試鑄幣之直徑:25.09mm，厚度:2.09mm，重量:8.73公克；貳仟圓試鑄幣之直徑：
33.01mm，厚度:2.4mm，重量:17.53公克。鏡面。[註：此試鑄幣與紀念幣和試打幣圖案均不相同，
目前所知存世僅2套，極其珍罕。為新發現之規格]。另有同主題的銀質幣試打幣(金幣圖案)，此與
"齊白石"壹公斤銀質試打幣有異曲同工之妙。

1965年臺灣發行-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幣

    

伍圓銅鎳紀念幣  伍拾圓銀質紀念幣

    

壹仟圓紀念金幣 貳仟圓紀念金幣

    

壹仟圓銀質試鑄幣 貳仟圓銀質試鑄幣

    

壹仟圓銀質試打幣 貳仟圓銀質試打幣

類似案例(一)



特別感謝蘇治華先生熱心提供1992年壹公斤生肖銀幣第二版別珍貴影像。

類似案例(二)

1999年天下珍藏拍賣第一期第0160項: 中國1982年熊貓一盎司白金樣幣，圖案與金幣完全相同，
唯主圖下方打有"様幣"兩字。熊貓金幣雖無面值，仍以金幣視之，實乃拜此枚白金樣幣物證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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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國54年(1965)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壹仟圓、貳仟圓銀質試打幣:共2枚，正背
面圖案均與金幣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僅在所採用材質之差異。造成此套錢幣竟有紀念幣‧試鑄幣、
試打幣等三種版別，堪稱一絕。

筆者在2006年天下珍藏拍賣11期下冊第0225項拍品，誤植試鑄銀幣正面圖案與紀念銀幣相同，
特在此致歉並予更正。

[註] 試鑄幣:凡為官方壓鑄而未被採用之錢幣，其圖案與正常幣不同者。

[註] 試打幣:凡錢幣於官方選定圖案未決定材質之前，先嘗試壓鑄於多種不同之幣材上。而未
為採用之幣材者，統稱為試打幣。

[註] 樣幣: 凡為官方於正常錢幣正面或反面另外打有『樣幣』或『樣品』等字樣者。

1982年熊貓白金樣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