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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992 年 10 月 27 至 1993 年 11 月 30 日，大陸湖北省荊州市關沮鄉發掘的「周家臺
30 號墓」出土了一批秦代簡牘，稱為《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
，內容包括曆譜、日書、
宿占、病方等，是繼《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龍崗秦簡》後，秦文獻又一重
大發現。
本計畫係以《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之資料蒐整、編撰字形表、文字分析及內容
分析為主的基礎研究，預計以一年的時間進行。其過程將以 2001 年湖北省荊州市周梁
玉橋遺址博物館公布之圖版為研究範圍，以電腦科技為輔助工具，從事資料整理、比
對分析，並參考台、港、大陸及其他地區學者的相關論述，編寫成完整的研究報告。
本計畫之研究價值有三：
一、筆者以往之相關研究，包括碩士論文《睡虎地秦簡》
、博士論文《秦金文研究》
，
以及〈秦曾孫駰玉版〉、《龍崗秦簡》等相關之單篇論述，正足以延續「秦文字」的研
究工作。
二、由於《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自 2001 年公布後，至今只見數篇相關之單篇
論文，尚未有全面探討書體的著述。
三、許叔重云《說文解字》成書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說文‧序》)，而從
許多古文字類的書體演進研究裡，可以發現許氏編訂《說文》
，事實上是以秦系文字為
主軸，時或參酌其他六國古文而成。因此，取整理後之《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書體
與《說文》小篆書體的比較，可探索許氏《說文》小篆書體的根源，以及漢字體系歷
史發展之部分軌跡，使後人在文字溯源上，有了重要的憑據。

英文摘要
Between 27th of October of 1992 and November 30 , 1993, mainland Hubei Jing Zhou
city imprison dejected ' Chuo Chia Tai No. 30 tomb ' unearthed some bamboo documents of
Qin Dynasty, call“The Bamboo of Qin Dynasty in Zhou Jia Tai No.30 Tomb",

its content is

included Calendar , divination and some prescriptions ,etc. It is after " The Bamboo of Shui
Hu Di ",“The Bamboo of Fang Ma Tan”, “The Bamboo of Long Gan” another great
discovery of Qin's document.
This plan will be based on collecting documents , compiling shape form , analysing

characters and text content with materials of “The Bamboo of Qin Dynasty in Zhou Jia Tai
No.30 Tomb" . The research is estimated that goes on with one year. Its research range

will

be as the Chou Lian Yu Museums of Hubei announced in 2001. The research will regar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handling tool, engaged in the materials and put in
order, than to analyse and consult the relevant argumentation among Taiwan , Hong Kong ,
Mainland and other areas' scholars.

報告內容
一、前言
1992 年 10 月 27 日至 1993 年 11 月 30 日，大陸湖北省荊州市關沮鄉發掘「周家臺
30 號墓」
，墓葬年代約為出土了一批秦簡牘(以下簡稱「周家臺簡牘」)，內容包括曆譜、
日書、宿占、病方等，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龍崗秦簡」後，又
一重要之秦文獻發現。學者依墓葬形制、簡牘內容等推測，此墓下葬年代的可能時間
為：晚於雲夢睡虎地 11 秦墓（約戰國中晚期），下限可能至西漢初年1。
2001 年，相關單位公布此批簡牘，其中竹簡經相關人員整理後，共計 381 枚，木
牘一片（正反面書寫）2。本計劃乃取簡牘文字與《說文》字體比較，以論二者於書寫
形態及形構異同之處3。

二、研究目的
自清朝德宗光緒二十五年(AD1899)古樓蘭遺址出土 120 餘枚木牘始，簡牘研究在
古文字學領域中，一直是一項受人矚目的研究；時至今日，由於出土數量的累積，又
逐漸形成秦、楚、漢三個不同時代或地域的研究範圍。除了相關學術論文數量增加，
研究者也廣泛地分布在台灣、香港、日本、美國等地。以往研究的層面，多數注重在
字形、字義的探討，近年來則已延伸至文字背後所呈現的歷史事實及文化內涵。然而，
文化解讀仍須仰賴精確的字形及字義分析，因此，書體研究是出土文獻研究中，不可
或缺的基礎工夫。
就漢字演變歷程而言，秦簡牘文字研究亦有其研究價值。自春秋以降，周天子雖
名為天下共主，但仍無法遏止各諸侯國日益高升的地區意識，文化也隨之呈現多元的
發展，這種現象表現在文字上最為明顯，例如原本以篆體為主的金文，因而產生新的
書體(如鳥蟲書)。當然，器類及刻鑄方法的不同也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如兵器銘文
因產量需求及製作者的身分，使其部分文字已趨筆畫態勢，明顯有了「隸意」
，致使漢
字演進法則「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隸書」的傳統觀念，面臨新的考驗。這些錯綜
複雜的現象，即使是變化較緩、較保守的秦文字，也無法倖免。秦始皇採李斯之議行
1

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館《關沮秦漢墓簡牘》（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頁 156-157。

2

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館《關沮秦漢墓簡牘》，頁 154-155。

3

本文所謂「書寫形態」，係采王寧先生之說，指線條或筆畫，依其原有各異之形態姿勢而產生不同之
寫法。見王寧《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年），頁 15。

「書同文字」政策，是文化上重要的功績之一，但是以秦代文字仍存在著許多異體字
觀察，此一政策的成效其實是有限的，除國祚過短的政治因素之外，前朝文字嚴重紊
亂的歷史包袱，應該也造成了某種限制。因此，取秦簡牘文字與的《說文》小篆比較，
可資檢驗此項政策，而「周家臺簡牘」正是符合此項研究目的之重要出土材料。
由於「周家臺簡牘」自 2001 年公布後，至今只見數篇相關之單篇論文，尚未有全
面探討文字之著述。故本文係以「周家臺簡牘」之資料蒐整、字形整理、文字分析及
內容分析為主之整體研究。內容除以 2001 年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館公布之
圖版為研究範圍，並參考台、港、大陸及其他地區學者的相關論述，研究寫作而成。

三、文獻探討
相關之學者研究成果：除前文所引專著《關沮秦漢墓簡牘》中之釋文及相關論述，
另有多篇期刊論文，例如：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館〈關沮秦漢墓清理簡報〉
、
彭錦華〈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秦始皇三十四年曆譜＂釋文與考釋〉、程鵬萬〈周家
台三十號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六、三十七年曆譜簡重新編聯〉、陳文豪〈周家台 30 號
秦墓出土《秦始皇 34 年曆譜》的性質〉
、陳偉〈讀沙市周家台秦簡劄記〉
、黃一農〈周
家台 30 號秦墓曆譜新探〉
、劉國勝〈沙市周家台秦墓出土線圖初探〉
、韓劍南、郝晉陽
〈《周家台秦簡》虛詞研究〉、顏世鉉〈幾條周家臺秦簡「祝由方」的討論〉等。
上述學者之研究，尚未見有以簡牘文字為研究對象者，故本計畫內容，乃是取《說
文》字體與簡牘文字互較，一方面可藉以探索簡牘文字之字形特色，一方面則可藉以
釐析漢字演變之跡。

四、研究方法
本文乃訂定下列幾項進程，分階段撰寫：
(一)資料搜集：又分兩方面：
1.出土之簡牘圖版：現有《關沮秦漢墓簡牘》 一書，可資憑藉，內容包含發掘過
程、出土器物、簡牘圖版及釋文等。
2.相關之學者研究成果之搜集。
(二)整理資料：
1.圖版整理：
(1)利用電腦、掃描器及套裝軟體，將「周家臺簡牘」圖版掃描存檔，再將圖版
上之陰文反白成陽文，在不影響文字原貌的原則下，盡可能清除圖版文字旁
的雜點，以求字跡清顯。但由於受到原物殘闕、拓印、臨摹、製版印刷等天

然或人為因素的影響，所得之字形，未必即是全貌。
(2)隸定文字，並將各字詞歸類。
2.相關之學者研究成果資料整理：研讀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寫作劄記，分類整
理。
(三)分類字形：
1.將「周家臺簡牘」圖版經掃描、黑白反轉、調整清晰度、清除贅餘斑點等數道手
續的處理，其清楚而可辨識的文字，則從電腦上直接剪貼於字形表的檔案內。
2.根據（漢）許慎《說文解字》十四卷五百四十部首順序，編排字類，以資字形比
對。
(四)研究分析：
1.分析「周家臺簡牘」文字之「書寫形態」及「字體結構」。
2.考釋「周家臺簡牘」文字：參酌文獻典籍及古音、語義、辭彙等學科，針對秦金
文中，尚有爭議的文字，研索考證。
3.取「周家臺簡牘」與其他出土之秦簡牘文字比較，可為簡牘書寫年代之論證依據。
4.取「周家臺簡牘」文字與《說文》字體比較：就「書寫形態」及「字體結構」二
方面，分析二者字體之異同現象，以及《說文》未收錄之「周家臺簡牘」字體，
深入比較探討。
(五)綜合以上各項探討論，列述「周家臺簡牘」文字研究之成果及價值。

五、結果與討論
(一)「周家臺簡牘」與《說文》文字於書寫形態之比較
字例

令

乃

而

約

說文
小篆

令

乃

而

約

337

327

337

229

簡牘
字形
1.曲筆與直筆之別：
《說文》小篆多由弧度線條組成，呈現勻圓勾轉之勢。
「周家臺
簡牘」已初見隸書方筆之勢，例如「令」字所从之「卪」。
2.圓轉與方折之別：《說文》小篆乃屬彙集整理之篆文，線條勻圓、粗細一致，多
呈圓轉回旋之勢。
「周家臺簡牘」則多采方直之筆畫，多呈平正直線之勢，例如
「乃」字。

3.連筆與斷筆之別：
《說文》小篆連筆之線條，
「周家臺簡牘」於有采斷筆者，例如
「而」字，
《說文》釋其義為「須也。象形」4，
「

」以線條一筆構形，
「周家臺

簡牘」則斷為兩筆之勢作「 」。
4.《說文》小篆許多短畫之筆勢，於「周家臺簡牘」有呈現點狀者。例如「約」字，
《說文》小篆所从「勺」中之橫畫「一」，「周家臺簡牘」作「、」。
「周家臺簡牘」書寫形態已初顯波磔之勢，近於漢隸「蠶頭燕尾」之筆畫。筆畫
之失，在於減少線條依物象形之功能，然簡捷之特性卻使其成為戰國中、晚期以後漢
字發展主流，普遍為朝野各階層所使用，而取簡文與《說文》小篆之字體比較，即可
知其端倪。
(二)「周家臺簡牘」與《說文》文字於形構之比較
1.「周家臺簡牘」與《說文》小篆形構互異者
(1)簡省：部分「周家臺簡牘」字體形構，較之《說文》小篆明顯簡省，例如「害」
字，
「周家臺簡牘」作「

」(207)，
《說文》
「害，傷也。从宀口，言从家起也；

丰聲」5，聲符「丰」「周家臺簡牘」作「」。
(2)別異：部分相同之字，
「周家臺簡牘」與《說文》小篆使用之偏旁不同，例如
「窮」字，
「周家臺簡牘」作「

」(134)，
《說文》
「窮，極也。从穴躳聲」6，

聲符「躳」之部件「呂」，「周家臺簡牘」作「阝」。
(3)方位不同：
「周家臺簡牘」字體形構，部分與《說文》小篆偏旁之組成方位互
異，例如「和」字，
《說文》釋其義為「和，相應也。从口禾聲」7，左為形符，
右為聲符，方位正與「周家臺簡牘」相反，形符在左，聲符在口。戰國金文「
壺」作「

」、「陳 簋」則作「

」，二類均有之。

字體之形成，必歷經長期之創改及使用，終而由群眾約定俗成。
「周家臺簡牘」文
字對漢隸而言，是字體改變之初始；對篆文而言，則是面臨遞嬗之關鍵，因而成為篆、
隸過渡，
「隸變」過程之重要角色，取之與《說文》字體形構比較探討，即可知其嬗變
過程。
2.「周家臺簡牘」未見《說文》收錄者：例如：
(1)鯖：「周家臺簡牘」作「 」(341)《說文》無。（遼）釋行均《龍龕手鑑》釋

4

見（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458。

5

見（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343。

6

見（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350。

7

見（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7。

云「魚名」8。
(2)搕：「周家臺簡牘」(336)有「搕」字，从手从盍，
《說文》無。《玉篇．手部》
釋云「打也」9。
有關《說文》失收字之現象，為歷來學者研究《說文》時，重要議題之一，其間
牽涉多種因素，取「周家臺簡牘」與之參校，或可略窺一二，增補其闕，或明其得失。
此外，「周家臺簡牘」時代早於《說文》，許多未見《說文》載錄之簡文字形，卻見於
後世字書收錄者，可知其字應早於《說文》即已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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