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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林師進忠先生提出「小篆」就是「秦簡文字」的學說理論為基礎，

將古文字依其特性分類整理並製作成資料庫。字例收錄春秋晚期〈侯馬盟書〉起，

至東漢晚期〈東牌樓漢簡〉等墨跡文字，四十餘種簡牘字跡，總數超過七千字以

上。筆者以造形研究結合文獻數位化處理的方式，考察古文字在七百多年（B.C552

～A.D.220）內的傳承變化，所完成的字形表是古文字演化的縮影，真實的反映

七百多年來文字的變化過程，是應用現代科技軟硬體的一種整合研究。 

 

文中針對「篆」、「古隸」、「書寫」等相關名詞進行考察與解析，又從「家具

史」、「書寫載體」、「書寫姿勢」等層面進行分析研究，辯證學界對於「篆書」形

相的錯誤理解。 

 

從戰國時代至秦漢間所整理的出土簡牘文字資料中，舉出關鍵字的字形進行

比對，證明筆寫的「簡牘墨跡文字才有字形的歷史傳承」之論點，「墨跡文字」

才是古文字傳承的根本。 

 

【關鍵詞】 字體、書體、篆書、小篆、古隸、隸書、墨跡文字、簡帛、鳥蟲篆、

秦簡、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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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般學界所稱的「古文字」
1
，是指漢代以前的文字而言。我們為了便於研

究，又把「古文字」的定義放寬，下探至東漢晚期。戰國時代各國所使用的文字

稱為「戰國文字」，而戰國時代至漢代這段期間的文字變化情形，正是古文字演

變的重要研究課題。礙於目前出土資料的限制，戰國時代除了「秦」、「楚」以外

的國家，並沒有足夠的相關墨跡文字出土材料可供研究，所以，我們僅以秦統一

前與秦漢之際的文字變化，作為本研究的重心所在。 

 

何琳儀先生說：「戰國文字的使用時間，一般說來應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相

對應。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決不能如歷史年表那樣整齊劃一，其形體也決

不會因改朝換代而發生突變。文字的變異總是按照自身的演進規律而發展變化。」

確實，「文字字形的演變」並不會依照朝代的更替而有明顯的不同。
2
又，人們書

寫文字的習慣是在長時間的實踐中形成的，秦王朝要改變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書寫

習慣，當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3
 

 

學界將「篆、隸」之間文字的變化稱為「隸變」。意指「漢字從篆書演化為

隸書而產生的變化」。趙平安先生說：「《辭源》和《中華大字典》都把隸變解釋

1
 2 頁，李學勤先生說：「一般地說，我們以秦代統一文字作為下限，也就是說古文字學研究的

是秦統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即先秦文字。不過，在最近一些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好多秦代到

漢初的文字材料，發現其文字在一立程度上還保留著先秦文字的一些特點，適合用古文字學幸

虧方法去整理研究。這樣看來，也許我們可以把古文字學的範圍放寬，把漢武帝以前的文字包

括在內。」又說：「秦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上的一次大轉折，這次轉折不可能在秦代短

促的十幾年中完成，而是是通過漢武帝以前的幾十年期前逐步走向定型的。經過這一轉折，漢

代的文字和先秦文字差異相當大，以致那時的學者已難通諳先秦的文字。這時就出現一些人對

古文字作專門的研究，如孔安國、張敞、揚雄，許慎等。漢晉以下，不少學者對當時發現的青

銅器、竹簡等有所研究，他的成果是古文字學的濫觴。」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

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2
 1 頁，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 

3
 66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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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隸書變改篆法」。這可以說是近現代比較權威的解釋了。但是，這個解釋模

糊得很，「篆法」究竟是什麼東西，是很難說清楚的。由此可見，在什麼是隸變

的問題上，歷史上並不曾有過統一的、明晰的看法。」4。 

 

如前所述，文字的變化狀態不會只限秦漢之際的時間範圍內，詳細的情形到

底如何，則需要以本研究中「甲類」的「單字」作為基礎，配合時代的前後（無

縫無斷續）將字例排列演示，才能夠看清楚「古文字」真正演變的狀況。學界對

於這類文字演變的研究，亦多只是將「文字編」圖版，挑選幾個字例作為比對，

或者用簡牘文字與其他材質（鑄銘石刻等）的文字概略解說，最重要的「分類」

步驟和「時代」這項因素並沒有放入列表研究中，如此型態的文字比對，不僅很

容易有研究者個人主觀的看法，而且還可能會因此錯估文字演變的情況。 

 

古文字學者們認為，古文字文字編是反應學術研究的一項最新的成果，亦兼

具工具書的實用效果
5
。所以我們以資料庫的內容編成了「秦漢墨跡文字字形表」。

本表係根據江村治樹編「戰國‧秦漢簡牘文字字形表」
6
概念延伸製作，以筆者

所建立資料庫收錄的十餘種關鍵字，七千多筆的墨跡文字資料作為基礎。單一表

格之文字字形為自由放置，上下之間並無時代前後之含意。所完成的字形表是古

文字演化的縮影，真實的反映七百多年來文字的變化過程。 

 

另外，為了證實戰國時代的秦簡和楚簡文字都是「篆書」，我們製作了「秦

4
 3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5
 參：前言 13 頁，李守奎 ，《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前言 7

頁，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

家出版社，2007 年 12 月。6 頁，蕭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 

6
 628 頁，江村治樹，《春秋戰國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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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墨跡文字（甲類）比較表」。本表中楚簡文字引用材料來源分別是：戰國早期

取〈曾侯乙墓竹簡〉；戰國中期取〈郭店楚簡〉、〈包山楚簡〉、〈長沙楚帛書〉等；

戰國晚期取〈仰天湖楚簡〉、〈九店 56 號楚簡〉。 

 

「比較表」為求版面清晰簡潔，將「秦簡」與「楚簡」字例對照排列，突顯

秦、楚兩國文字相同之處，字例簡帛出處皆省略，學界所指的「秦簡」為「古隸」，

是一種將「隸書」過渡向上延伸的解讀，其實秦簡與戰國早、中、晚期的楚簡相

同，無論從字體結構等任何部分來分辨亦無差別，秦簡文字和西漢中期以後，成

熟發展形成的「隸書」相較後，明顯可辨的秦簡文字就是「篆書」，和「楚簡」

都是屬於同一種「字體」，即是「篆書」，系出同源皆是傳承自西周時期的墨跡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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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墨跡文字字形表   ※因版面問題，簡名簡號省略 

 
 

209 
 



 

210 
 



秦楚墨跡文字（甲類）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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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名詞的解釋與考察 

本研究由林師進忠〈傳李斯刻石文字

非秦篆書法實相—戰國秦漢篆隸書法演

變的考察—〉
7
獲得啟發，試將「小篆」就

是簡牘文字的論點再延伸論述。 

 

《史記．秦始皇本紀》：「……祭大禹，

望于南海，而立石刻。」唐‧張守節 8註：

「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

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

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說到「其字四寸」，若依漢制則單一字接近 9.2

公分，這般文字尺寸在當時以簡帛載體為主，又無相應書寫工具之下，直接書寫

有其難度。何況地點為海濱或高山摩厓，書寫更是不易。何況歌功頌德內容多則

百餘字，僅憑記憶而直接雕鑿製作實不可能，為其慎重，工匠在製作前必定有其

草稿（文稿）參照，其文字載體應為簡牘或相近材質，若說其文稿由李斯所撰或

有其可能，但直接「書寫」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部分學者認為在此石刻文字之

外，有其對應相同大小字形的「篆書」存在，更是不合常理。（即使是等比例縮

小亦是毫無道理） 

 

1993 年江蘇省連雲港市尹灣村出土，西漢晚期〈尹灣漢墓〉簡牘字數達四萬

餘，其中 M6 號墓〈東海郡吏員簿〉編號 YM62D2，木牘長度約在 22.5 至 23 公

7
 林師進忠，〈傳李斯刻石文字非秦篆書法實相—戰國秦漢篆隸書法演變的考察—〉，刊《藝術

學》研究年報第四期，藝術家出版社，7－88 頁，1990 年 3 月。 

8
 張守節，唐代歷史學家，生卒不詳。玄宗開元時宮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其學長於地

理。著有《史記正義》三十卷。 

 

YM62D2 反 局部（近原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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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間
9
， 正反兩面一共書寫 3400 字左右，反面的 25 行的內容中，每一字的寬

度僅在 0.2 公分。可知要古人寫這般小字並非不能，而是有無必要，有寫小字的

能力，卻不代表就能在同樣的範圍內寫出筆筆中鋒的「篆書」。 

 

（一）重要研究名詞的解釋 

關於文字造形的分析與研究，我們必須瞭解相關專有名詞的定義，可是古代

某些名詞常有交雜混用，界線不分的情形。其中「書體」與「字體」兩個名詞就

是相當明顯的例子。「書體」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字體」。 

 

《晉書‧衛恒傳》：「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清‧金農《過北碕

精舍得宋高僧手寫〈涅槃經〉殘本即題其後》詩：「法王力大書體肥，

肯落人間寒與饑。」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五篇：「六國之時，文字

異形，斯乃立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畫一書體。」 

 

而「字體」一詞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1.文字的不同體式。2.由有代

表性的著名書法家所形成的風格獨特的書體。3.字的形體結構。
10
 這樣同時有三

種不同的解釋，界線模糊籠統，「書體」與「字體」之間難以釐清劃分，不止讓

9
 174 頁，簡牘尺寸索引，（YM62D2 木牘出土時長寬厚各為 23、7、0.3，脫水後各為 22.2、5.9、

0.15 公分。），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

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9 月。 

10
 196 頁，參《漢語大詞典》第四卷：1.文字的不同體式。如漢字有篆書、隸書、楷書、草書、

行書等。漢‧蔡邕《篆勢》：「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南史‧江淹傳》：「時

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

書。」唐‧韓愈《石鼓歌》：「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2.由有代表性的著名書

法家所形成的風格獨特的書體。《南史‧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

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宋‧梅堯臣《與二弟過溪至廣教蘭若》詩：「長廊顏頵碑，

字體家法傳。」3.字的形體結構。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三：「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

字體。」周立波《山鄉巨變》上一：「但兩邊墻上卻還留一副毛筆書寫的、字體端麗的楷書

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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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者容易混淆，甚至恐怕連研究者本身也會搞糊塗。而林師進忠先生確立了「字

體」與「書體」的範圍，並提出了「字相」等名詞的解釋，他說： 

 

『字體』指篆、隸、楷、行、草等；『書體』則意指相同字體的不同書

法風格，如楷書中習稱的顏體、歐體、褚體等。文字常會有方正、細長、

矮扁等不同，文字的外形相貌我們稱為『字相』，而『字形』則更包含

文字的結構而言。同一個字常會因文字造形理念差異而有不同的字

相。11 

 

林師又說： 

 

字相。文字資料中個別文字的外貌長相。如人的相貌，有圓的、長的、方的、

扁的。它和文字的構造無關，不同的文字若外貌長相與取勢手法如一，則可

說是『字相』相同。12 

 

界定專有名詞清晰的範圍，也解決了過去以來「字體」與「書體」混用的窘境，

清楚的個別名詞解釋，若能理解「字相」含意，即可對傳世的各類文字做出接近

史實的客觀賞評，筆者認為這樣的區別與解釋是相當切合文字研究分析的。 

11
 18 頁，林師進忠，〈青川木牘的秦篆形體析論〉，刊《藝術學報》第 61 期，國立臺灣藝術學

院（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頁 17-39，1997 年 12 月。 

12
 參-3 頁，林師進忠，〈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篆的真實形相〉，刊《出土文物

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書道學會，參 1-58，199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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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筆者將林師進忠，〈青川木牘的秦篆形體析論〉18 頁文字內容與「附表一」整合而成。 

 

值得一提，日本古文字學界，對於「書體」與「字體」的解釋與兩岸學界並

不相同，1976 年松丸道雄所提出「字形（じけい）」、「書体（しょたい）」、「字体

215 
 



（じたい）三種名詞的定義，則另有其獨特的解釋。
13
 

 

例如：「字形」意指同一個字中，構造上的

差異與特徵，如「陳」字〈陳侯鬲〉與〈九年衛

鼎〉是「字形」的差異。「書体」的含意是說：

一樣的「字形」中，因書寫者個人的喜好（癖）

所形成的文字樣貌的差異，如〈陳猷釜〉與〈子

禾子釜〉。而「字体」是包含「字形」與「書体」

兩者的概念，是較為模糊的一種文字型態的用法。

在日本學界中，已普遍使用於甲骨文與金文等古文字的評論賞析中。 

 

此外，將學界亦將文字劃分為「官書」與「民書」，強調簡帛文字僅用於民

間，完全忽視簡帛文書（秦、漢詔書）等出土文物的例證，亦是學界的盲點之一。

如黃文杰云： 

 

簡帛文字與秦篆不同，它使用於民間，由篆文的圓轉線條變為平直的筆

畫……。14 

 

李零說： 

 

中國的文字，是為政府服務，『僧』、『俗』的差別倒並不突出，突出的

不同是，官方的字比較規矩，民間的字比較隨便，有『正』、『俗』之別。15 

13
 267 頁，崎川 隆，〈甲骨文字の筆跡学的分析―甲骨文字における「書体」分類の意義と方

法をめぐって―〉，刊：《国際書学研究/2000》，書学書道史学会編，萱原書房，267~268 頁，

2009 年 9 月。 

14
 123 頁。黃文杰，《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2 月。 

15
 43 頁，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 4 月。 

 

〈陳侯鬲〉 

 

〈九年衛鼎〉 

字形相異 

 

〈陳猷釜〉 

 

〈子禾子釜〉 

書体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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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筆寫的簡牘文字並沒有「正」、「俗」與「官」、「民」的分別，而礙

於篇幅，本文不再論述，詳見林師進忠〈傳李斯刻石文字非秦篆書法實相—戰國

秦漢篆隸書法演變的考察—〉（12 頁）、〈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

篆的真實形相〉（參-29 頁）等文章，皆有精闢的解說。 

 

（二）相關名詞與相關歷史的考察 

1.「篆」的考察 

「篆」通「瑑」。鍾口處或車轂
16
約上所刻畫的條形圖案花紋。《周禮‧春官‧

巾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考工記‧鳧氏》：「鍾帶謂之篆」。

裘錫圭先生說：「大篆」和「秦篆」、「小篆」等名稱應該是從漢代才開始使用的。

秦代大概只有「篆」這種字體名稱。17這其實也就代表著漢人對於「篆」的理解

是如此。《說文‧竹部》：「篆，引書也。」段玉裁注：「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

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書，而謂史籀所作曰大篆，既又謂篆書曰小篆。」 

 

啟功先生於《古代字體論稿》中說：「篆，至少有兩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是

形狀是圓的，二是用途是莊嚴鄭重的。再看秦代頌功刻石的篆字，不但筆劃的軌

跡沒有硬方折的，其筆劃線條也極勻淨。」並認為「最鄭重的是頌功刻石的字，

自是標準篆書。」、「秦代篆是規矩的、標準的『正體』，隸是徒隸用的、不標準

的『俗體』 。」18這樣的說法，形成學界認定「篆書」字體形相的主流觀點。 

 

「最鄭重的是頌功刻石的字，自是標準篆書。」這樣的說法是有很大的問題，

沒有墨拓技術與紙張的時代，簡牘的抄寫練習即是為學童識字學習的主要來源，

16
 「穀」：車輪中心的圓木部件，外周中部鑿出一圈榫眼以裝車輻。 

17
 65-66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18
 7、11、28 頁，啟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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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簡牘上的文字不是「標準」，卻要依照數量極少，立於偏遠地區人煙罕至的

刻石作為文字的「標準」，實在很難令人信服。從歷年出土數萬枚的秦代簡牘中，

根本找不到和頌功刻石這類文字的外形一樣，線條勻淨、粗細一致，又寫於簡牘

上的文字。 

 

我們作個比喻，最初李斯的「標準本」經過四個人的抄寫後，《倉頡篇》就

會有四種版本，經過一輪的抄寫，又會與原始的文字樣貌有著更大的差異，這是

政治勢力與人力無法控制與規範限制的，且自然存在的必然現象。因此，所謂的

「標準」，只能建立在字體的結構上，文字的外形是「無法被限制與控制的」。 

 

秦代有標準「篆書」，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同一個時代裡，「它」若存在於

高山刻石，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說他不可能存在於簡牘之中。趙平安說：「我們

今天所使用的漢字，有印刷體，也有手寫體，但只要結構相同，形態相同，就可

以看作同一種字體。」19所以，同樣的文字結構下，就應該稱作同一種字體。但

學界在秦代甚至以前所鑿刻鑄造的器物上的文字，多稱為「篆書」，但簡牘上的

文字卻說是「古隸」並不合宜。戰國晚期到漢初之間，「篆書」與「古隸」兩種

文字並行的說法仍是學界主流。我們認為，應該就目前出土的文字材料，重新認

定「篆」的真實含意，或者重新賦予其新的意涵。山元宣宏則認為，字體名稱的

考察的同時，不能只有考慮到篆或隸書，必須將全部相關的字體都包含在內。20 

19
 34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20
 17 頁，山元宣宏，〈篆書の「篆」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刊《漢字文化研究年報》（第一輯），

京都大学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東アジア世界の人文情報学研究教育拠点，3-18 頁，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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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小篆識字書傳抄示意圖 

 

2.「古隸」的考察
21
 

當代學界將「篆、隸」字體之間過渡的文字稱為「古隸」。該名詞最早見於：

晉‧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

不得急，令墨不入紙。」傳 東晉‧衛鑠《筆陣圖》云：「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

備如篆法，飄揚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

頭，郁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又，唐‧蔡希綜《法書論》：「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又下筆意如放箭，箭

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

21
 筆者考察「古隸」二字係根據《中國書論詞典》（14 處）、《中國書畫文獻索引》（41 處）、

《中國古代書論類編》（22 處）等文獻逐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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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於箋毫。」 

 

晉人認為的「古隸」位置 

 

 

當代裘錫圭等學者認為的「古隸」位置 

 

事實上，漢魏以後，隸楷的名實關係複雜，常常錯綜糾纏。
22
而「古隸」的

界定也同樣有這樣的情形，從以上諸多論述可知，古人所稱的「古隸」和當代學

界所稱的「古隸」，在範疇上並不相同。筆者以為一個專有名詞沒有清楚的定義

與範疇，論述中若無註解闡述，很容易使人混淆，專有名詞範圍含糊不清，缺乏

絕對性的判斷，也往往也是科學研究精進的一項阻力。 

 

不僅是漢之後的晉、唐、宋，甚至到明、清，古人都是把「古隸」認定在秦

漢之間的一種字體
23
。宋‧鄭寅

24
《包蒙》云：「……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

22
 10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23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

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

元‧鄭杓《衍極‧書要篇》：「隸書之別十三，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曰今隸，亦曰正書。

出于古隸，鍾繇衛瓘習之，頗有異體，鍾繇謂之銘石，羲獻復變新奇，故則為今隸書謂之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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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

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此段論述在元‧鄭杓《衍極‧書

要篇》、劉惟志《字學新書摘鈔‧六書》、陶宗儀《書史會要》、明‧王世貞《古

今法書苑》、陸深《書輯》等引述中都曾出現過。 

 

 
趙平安先生認為古隸與小篆的位置 

 

    趙平安說：「古隸是介於小篆和分隸之間的字體，具有較長的時間跨度，其

上限可推到戰國中期，下限大約在西漢中期。在綜合性通用文字中，它的規模最

大。古隸形態非常豐富，一個字有各種不同的寫法，反映了漢字在由小篆到分隸

演進過程中的串串足跡。早期古隸和小篆非常接近，涉及到某個具體的字，究竟

應把它叫作「古隸」還是「小篆」，有時很難分別。」25 又：「我們的基本看法

是：小篆是從大篆演變出來的。在大篆的內部，小篆的形體已經在孕育和發展，

並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大篆從戰國中期開始演變為一種繁簡夾雜的綜合文字，其

實質是大篆中的繁體演變為小篆，大篆中的簡體（小篆）演變為古隸。在很長時

期內，小篆是作為大篆中的簡體和戰國中期以後通用文字中的繁體而存在的。秦

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李斯等人在《史籀篇》的基礎上省改照搬，在戰國中期以來

法而魏楷分矣。」明‧陸深《書輯》云：「自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賈舫《三倉》﹑蔡邕《石

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24
 鄭寅（？-1237）宋‧興化軍莆田人，字子敬，一作承敬。鄭僑子。以父任補官。累知吉州。

召對言濟王冤狀，忤權臣，被黜。理宗端平初，入為左司郎中，兼權樞密副都承旨。著有《包

蒙》、《中興論言集》。 

25
 34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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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字的基礎上進行整理，才使小篆真正成為一種通用文字。」26  

 

趙氏又說：「從發生來看，隸書和小篆都是在大篆演進的過程中產生的。在

相當長的時期內，小篆和隸書都只是通用文字的組成部分，本身並不是通用文字。

後來由於行政手段的作用，小篆一度成為通用文字，但沒有形成很大規模。古隸

則在綜合文字的自然演進中於西漢中期成為通用文字。」27 

 

「小篆」與「古隸」很難分別，我們完全同意，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際，在當

時就是同一種字體，不論學界習慣稱「它」為什麼，「它」就是應該只需要一種

名稱。說到「大篆」演變成「小篆」也沒有異議，但是「小篆是作為大篆中的簡

體和戰國中期以後通用文字中的繁體而存在的」這樣的說法或許欠妥。 

 

若依趙氏所說，經過李斯的整理之後，小篆一度成為一種「通用文字」，而

與「小篆」同為兄弟的「古隸」卻自然當起文字傳承（演變成八分）的重責大任。

李斯所整理的「小篆」卻在幾年後隨著國家滅亡而消失？實在不符史實，也無道

理。會形成這樣的理論，關鍵是受「名詞」所囿。若學界仍然把「小篆」形象定

義在高山石刻與虎符那般的文字之上，那麼「通行」一詞便不適合套用在「小篆」

上面，因為累積出土的數萬枚秦代簡牘中，從來不見這樣的字體。 

 

若在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中，「大篆」與「小篆」不作分別，以「篆書」統

稱。我們考察所知，文字的字形與結構絕不會因為朝代的更替而「立即」有所改

變，要配合許慎所說，在秦代插入「小篆」做為文字演變的一環，有時就會形成

許多矛盾的論點。筆者以為，依據現有出土的墨跡文字等史料作為基礎，亦有敢

於質疑前人說法的心態，小心以求證，便可以不必遷就與限制於古人所「製造」

26
 108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27
 110 頁，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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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多字體名詞。 

 

文字的演變的探討與研究必須以「墨跡文字」為基準，而「非墨跡文字」並

沒有文字傳承的必要與絕對條件，這類的文字不會也不需要受到當時通用文字字

體的規範，所以，可能會出現前一代甚至前前一代的字體，它僅是一種個別的文

字表現。 

 

 

本研究主張的墨跡文字與非墨跡文字的演變示意圖 

 

篆書與隸書之間演變的文字，學界稱為「古隸」，就是圖示中兩色之間的漸

層，因為文字的承襲是緩慢且有規律，它並無法有明確清晰切面，就會形成如同

下圖的樣貌，每個字的演變起迄會有不同，必有所差異。 

 

墨跡文字的演變示意圖（五段則表示五個不同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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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中，將文字依各朝代早中晚三期細分歸類，從「字形表」的字例，

任選三期內的文字來觀察，可以發現其實文字的結構差異性並不會太大，而任何

三個時期的時間加起來往往都超過二百年以上，亦即符合文字演變是「漸進」且

「緩和」的論點。雖然目前所見最早的秦國墨跡文字是戰國中期的〈青川木牘〉。

若用此「公式」向前推演，「戰國早期」的文字字形想必也是與〈青川木牘〉相

距不遠。學界把〈青川木牘〉稱為「古隸」，把秦代的墨跡文字都稱為「秦隸」，

筆者都認為都是有違歷史事實。但也瞭解，若一直在字體名詞上爭辯，其實無益

於書法文字研究。而我們藉此所要主張強調的是：「文字的傳承演變是以墨跡文

字為主，且必定是緩慢漸進有脈絡可循。」 

 

3.「中鋒」的考察 

「篆書」為何一定要「中鋒」？這樣用筆的觀念是從何時開始？數百年來影響

著世人對於「篆書」書寫與樣貌的認知，筆者期待藉由史料與出土實物的交互辨

析，釐清並說明歷史上所使用的「篆書」到底是什麼樣子？ 

 

姜玉梅云：「小篆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經過撤底規範的字體，它改變了古文大

篆『隨體詰屈』的象形性和不統一性，筆畫勻圓齊整,可以說它是象形文字發展

的最終形式和最後階段，是篆書階段的規範典統一。因小篆是在秦統一後整理出

來並使用的一種書體，故又將其稱為『秦篆』由於該種字體是由李斯負青整理和

規範的，故又可將其稱為『斯篆』可以說秦石刻文字代表了秦文字的正體，是規

整的篆書。」28正如所說，筆畫圓轉勻整，以「秦石刻文字」代表秦文字的主體，

都是文字與書法學界對普遍「篆書」形象的體認。但是，事實上是如此嗎？ 

 

與文字與書法研究中相關用詞中，「中鋒」初見於：宋‧沈括《夢溪筆談‧

28
 14 頁，姜玉梅，《秦簡文字形體研究》，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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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書畫》：「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

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

法也。」 

 

    《清史稿．列傳．徐用錫》：「…書須懸臂中鋒，而用力以和平為主。作

畫之提頓逆折，參差映帶，其理一爾。」清‧孫星衍《五松園文稿‧跋鮮于

樞書佛遺教墨跡》：「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

潤，得晉代風格。」清‧梁同書《頻羅庵論書》：「芑堂問曰：『中鋒之說云

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為我一縷筆

尖所使，雖不中亦中。』」 

 

與「中鋒」同義的，又稱「正鋒」。宋‧姜夔《續書譜》：「挑剔者，字之步

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

飄逸之氣。」董其昌題蘇軾書《赤壁賦》：「乃全用正鋒。」又，清‧李斗《揚州

畫舫錄‧新城北錄中》：「寫正鋒字，吟中唐詩，窮年矻矻，一卷是披。」 

 

強調書寫篆書時，手需懸腕又「中鋒」的用筆，清人著錄甚多，不再一一列

舉。事實上，漢代之後，篆書脫離人們日常使用的文字之際，古人所認識的篆書

也只存在碑刻鑄銘這類「複製書跡」的文字當中，殊不知這樣的「字跡」已非篆

書之「本來面貌」。這類「複製書跡」的文字線條確是粗細一致，圓潤規整。後

人對其臨摹書寫，就「書法創作」而言，並沒有對與錯，因為使不使用「中鋒」

來書寫篆字是文字藝術表現層面的問題，但就「篆書」真實樣貌的考察而言，「篆

書」從來不一定要用「中鋒」寫成的，兩者千萬不能混為一談。在漢以前的「篆

書」字體的使用，是否需不需要用「中鋒」，關鍵在於文字的「書寫」，我們將於

下文闡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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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書寫」的考察 

研究書寫文字的傳承演變，不得不談到「筆法」。陶明君《中國書論詞典》

云：「中國書法用筆方法。是蘊藏在中國書法點畫中的客觀存在，是形成各種筆

畫的規律性的方法。主要以線條表示，其主要工具是柔軟而富於彈性的毛筆。要

點畫線條富有變化而又具備有力之美，使手腕合於生理動作，便要講究執筆、運

腕利用筆，這是千百年來人們無數次實踐總結出來的基本規律。」29 

 

嚴格來說，文字演變的研究討論只能在真正「用筆書寫」的文字的限制中，

即範圍應限制在「墨跡文字」上。若在墨跡文字以外的金石等材質上製作的文字

談「筆法」，就像匾額、招牌，某些文字雖然仍保有書寫文字的「外形」，但因為

已經「再製」，已經屬於林師進忠先生所說的「複製書跡」。套用現代的說法，用

相機翻拍書法作品，即使和「原件書跡」尺寸大小都一模一樣，也不再是原件。

書家寫於 A4 紙上的手寫稿，或可稱為硬筆書法，但經過機器掃瞄，又列印出來

的「成品」，雖然和原件也一模一樣，也不能稱作是「硬筆書法」了。 

 

我們所強調的，不僅是只是「名稱」上的差異，而是「書寫」是文字傳承與

演變的根本，超出「書寫」以外的文字製作方式，在研究與討論時都要相當的謹

慎，絕不能忽視文字製作時所產生的各種變數。 

 

據考察，《墨子》30中有多處談到古人對於金石器上的文字，並不是以「書」

作為動詞的形容，而是依其材質，有其特定的專有名詞。如：《墨子‧兼愛下》：

29
 110 頁，陶明君，《中國書論詞典》，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30
《墨子‧天志中》：「…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墨子‧明鬼下》：

「…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

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

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墨子‧貴義》：「…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

帛，鏤之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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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只要不是

在當時使用作為的書寫的載體（簡帛），就不會稱為「書」或「書寫」。漢‧許慎

《說文解字‧敘》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

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又如《爾雅‧釋器》

云：「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

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很清楚的，「書寫」就純粹指簡帛墨跡文字，其餘的材質使用「鏤」、「鑿」、

「刻」、「琢」、「鑄」等製作手段所產生的文字，和「書寫」已經不能劃上等號，

而「以刀代筆」「使刀如筆」等說法，有些也都是後人對於「書寫」過渡延伸的

理解，與實際上還是有差距的。例如：手執毛筆於竹帛表面接觸的柔軟度，旋轉

的自由度，與使用尖刃利器鑿劃石頭表面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別，這樣或許也會

影響到字形的結構
31
。 

 

裘錫圭先生說：「秦代的正規字體是作為古文字殿軍的小篆，但是在日常使

用的文字裏，形成於戰國晚期的隸書已經成為主流了。隸書本是由秦國篆書的簡

率寫法演變而成的一種輔助字體。到了漢代，隸書被視為正規字體，小篆逐漸變

成祇在一些特殊場合使用的古字體。秦代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保留筆畫的成份比較

多，今人多稱為古隸。西漢中期，隸書逐漸成熟，並形成了魏晉以後稱為八分的

那種書體。比八分的形成稍晚些，還在隸書草體的基礎上形成了草書。這是兩漢

時代的重要輔助字體。……研究古代字體最重要的資料，是當時人還留來的書蹟。

31
 如〈中山王 鼎〉，是工匠以尖銳物直接在在青銅器物上刻畫書寫，但是，即使技術再純熟，

物理性的限制與影響，多少還是會與書寫在簡牘上有差別。當然，亦可探討作者是否有主觀

性的美化字體的概念，這部分又是另一層面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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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代人的書蹟，主要見於簡帛、石刻、銅器、印章、陶瓦等物。」32 

 

這一段意思是說：在秦代「小篆」是主要字體，「隸書」則是由「篆書」演

變的一種輔助字體，而到了漢代，小篆變成只有在特殊場合才使用的字體。「隸

書」的領域不斷的向「篆書」侵蝕，如果「隸書」（古隸）在戰國晚期已經成為

主流，秦代當然也就不會有「篆書」的存在了，但是學界為了因應秦代數十萬字

出土的簡牘文字，只好說秦代是以「隸書」統一文字。 

 

這一類在秦漢時代「篆書」、「隸書」並行使用的說法是學界的主流。我們則

認為，在秦漢之際文字的演變只有一條上下的傳承關係，即使學界在篆書與隸書

之間多了一個「古隸」這樣的字體。從本研究中的字表亦可獲得證實，直到西漢

中期之後，簡牘文字之中，才有章草等字體的形成。若暫時拋開秦漢之際的墨跡

文字要被稱為「篆書」或「古隸」字體的論辨，要分析古文字的傳承演變，單純

以「墨跡文字」來對照分析才是正確又清楚的。 

 

此外，裘錫圭先生說「書跡」是研究古代文字最重要的資料，這點我們相當

同意。但是強調「書跡」，便不能包含：石刻、銅器、印章、陶瓦等非「筆寫墨

跡」的文字。因為這些材質的文字，已經不能算是「書跡」了。「書跡」亦作「書

蹟」。即：筆跡；墨跡。《晉書‧劉超傳》：「書跡與帝手筆相類。」北齊‧顏之推

《顏氏家訓‧雜藝》：「真草書跡微須留意。」唐‧白居易《祭弟文》：「嗚呼！詞

意書跡，無不宛然。」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十：「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 

 

「書跡」就是「書跡」定義要清楚明瞭，不可自行擴大解讀。在探討古文字

的演變過程中，對於文字材料的分析，我們也千萬不能過渡延伸「書寫」的定義。

32
 34 頁，裘錫圭，〈秦漢時代的字體〉，刊《中國書法全集 7》秦漢編‧秦漢刻石卷一，北京：

榮寶齋出版社，34-50 頁，199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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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若用傳世的金石碑版文字來看「篆書」的字形，而認為古代的「篆書」就

是那麼寫是有問題的。（強調歷史真相考察，無關書法篆書創作技巧與技法） 

 

歷史上著名的刻碑石經書，係東漢晚期漢靈帝熹平四年由蔡邕等學者上書建

議，為改善儒家典籍傳抄謬誤的問題而刻製。有《魯詩》、《尚書》、《周易》、《儀

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種經文。〈熹平石經〉歷經九年完成，共

刻四十六石碑，字體為隸書。〈熹平石經〉與歌功頌德的秦代刻石相比較而言，

相異點是：前者立於太學講堂前的東側，有教學傳布的實用性，後者立於高山海

濱人煙稀少之處，沒有識字者的教學下，無任何教學傳布效果，且內容並非重要

典籍。一樣的是：在沒有紙張墨拓技術的時代，都必須親臨現場，目視抄寫紀錄

內容。 

 

此外，東漢‧蔡邕《篆勢》說：「字畫之始，因於鳥跡，倉頡循聖作則，制

斯文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龜文針裂，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

西晉‧衛恆《四體書勢》、唐‧張懷瓘《書斷》等早期書論，多為作者對於篆書

  

望都漢墓壁畫‧主簿 〈熹平石經‧周易〉殘石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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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勢形容與美學的理解。和我們想要探求「篆書」實際的原貌，並沒有直接的

關係。《晉書‧衛恒傳》：「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

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這段話

影響世人對於「篆書」的理解，形成篆書必定是「複雜」、「難寫」的代表。「篆

書」真的如此「難寫」嗎？我們就從當時書寫的工具與家具來討論。 

 

崔詠雪說：「魏晉南北朝時，外來的椅子、折凳、垂腳椅等坐具逐漸傳入中

原，此為坐椅的萌芽期（不過，魏晉這段時間，牀榻依舊為先民室內的主要坐具）。

經過隋唐兩代之後，這些外來坐具漸為中上階層人士所使用，然尚未普及至民間

或下層社會。」33又，「椅子」名稱最早見於唐代，《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

碑陰「繩床十，注：內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於名稱一百多年，而見於南北

朝。在兩晉以前，我們的先人一直處於席地而坐時代，沒有高型坐具。隨著佛教

的東漸，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的湧入，佛國的高型坐具也進入了漢地。34 

 

 

西晉‧青瓷對坐俑（左右視圖） 

從東漢的壁畫可知，當時人們書寫的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左手持木牘右手

33
 前言，崔詠雪，《中國家具史—坐具篇》，台北：明文書局，1994 年 11 月。 

34
 19 頁，胡文彥‧于淑岩，《中國家具文化》，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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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
35
，沒有依託倚靠相關坐具，甚至到了晉代也是一樣。1958 年湖南長沙市金

盆嶺 9 號墓出土一座〈青釉對坐陶俑〉。兩俑相對，中間置書案，案上放有筆、

硯與簡冊。一人手捧版狀物，另一人持版書寫，若有所語。
36
這更是先人執筆書

寫的真實寫照。可以想見沒有任何依靠輔助下，書寫 1 公分以下的蠅頭小字，又

必須筆筆「中鋒」，確實有其難度。換做是紙張普及的時代，又有桌椅等家具的

輔助，書寫文字的尺寸寬度就可說是相當自由。因此，現代人能夠以這樣的紙張

這樣的載體書寫篆字的情況，絕對不能上溯至先秦時代，不切實際地認為當時人

們也應該這麼寫篆字。 

 

印刷術發明和普及以前，簡牘文字的傳抄一直是傳布的唯一方式，即使到了

東晉，紙張已經普及並取代了簡牘的使用，但是還得依靠筆寫來複製文書或公文

書信。張秀民說：「唐朝在 9 世紀，刻書已很普遍，刻書的地方有成都、洛陽、

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所刻的書有宣傳佛教的，有為民間日用的曆書、字典、

課本，有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有迷信的書。」37先民以印刷技術取代筆寫傳抄，

從東晉到唐代又是數百年後的事了。 

 

古今以來，書畫文物考察研究，最重視「真跡」，研究上是屬於「第一手資

料」，如果說這些流傳在山壁摩崖上的「篆書」並不是「真跡」，那麼，最初古人

的「篆書」是寫在哪裡？秦以後的「篆書」刻石不談，就秦以前出土的毛筆以及

簡牘墨跡，我們可以知道書寫的字體與與載體範圍，對於「篆書」的種種的誤解，

都是沒有考慮到「文字實際尺寸」、「書寫材料」與「書寫操作情況」等因素。北

35
 圖版十七主簿。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北京歷史博物館，《望都漢墓壁畫》，上海：中國古

典藝術出版社，1955 年 9 月。 

36
 晉惠帝永寧二年（公元 302 年）〈青釉對坐陶俑〉，高 17.2 板長 15.5 寬 7.8 厘米，圖錄見：湖

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2 月。湖南省博物館，《湖南

省文物圖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 年 2 月。 

37
 4 頁，張秀民，《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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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米芾《海岳名言》：「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己非己書也，故必須真

跡觀之，乃得趣。」如此看法，至今來看亦是相當卓越的見解。林師進忠說： 

 

『小篆』是一種字體，亦即秦代社會日常文書使用的通行文字，並不是

指某人或某件作品的書風。傳世成說認為書寫小篆必須遵守『線條粗細

起止如一、行筆中鋒婉曲、結體對稱平行、文字大小長短均同』等書法

的用筆規範，寫小篆成為一種特技，以致歷代很多學書者臨秦刻石勤練

一生都寫不出來，若說秦時官民在不到一公分的簡牘上人人皆能那般書

寫，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38 

 

唐‧李陽冰《論篆》：「吾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

其未有點畫，但偏旁摹刻而已。」唐‧張懷瓘《書斷》：「……案小篆者，秦始皇

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畫如鐵

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乃作符印，至今用焉。」 

 

北宋‧朱長文《續書斷》：「陽冰生於開元，始學李斯《峰山碑》，後見仲尼

《吳季札墓誌》，精探小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跡，以謂未有點畫，但偏旁

模刻而已。」由此可知，後人所推崇的唐人書家李陽冰，其學習篆書的來源並非

簡牘墨跡，而是石刻文字，唐人無法窺見篆書真跡，也是歷史背景使然。 

 

  唐、宋之後，人們已經認為「篆書」應該是像秦刻石這般樣子來書寫。「關

鍵」的因素之一是書寫的主要材料「簡牘帛書」的保存不易 39。漢代之後所能見

38
 25-26 頁，林師進忠，〈漢簡識字書在文字與書法史上的重要意義-秦簡文字為秦篆說〉，刊《第

三屆金石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43 頁，1997 年 5 月。 

39
 156 頁，錢氏云：「中國古代用以書寫和記錄的材料種類很多，包括動物、礦物和植物。有的

是自然產品，有的是人工製品，有些是堅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軟易損的。刻在甲骨、金屬、玉

石等堅硬物質上面的文字，通常稱為銘文；而文字記載於骨、木、帛、紙等易損的材料，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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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篆書」形相，大多是傳世的石刻或青銅器銘文字。到底當時的古人是如何

看待簡牘上的文字的呢？ 

 

《晉書‧束皙傳》： 

 

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

殘缺……」《晉書‧衞瓘傳》：「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

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

斗書。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 

 

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

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

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 

 

 

《南史‧列傳第四十九》： 

 

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

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

則周宣王之前也。 

 

常稱為書籍。竹木雖然質地堅硬，但不及金石能永久保存。」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

的文字記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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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李建中傳》： 

 

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

摹習，爭取以為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

詔嘉奬。 

 

史料說明，「竹簡」這樣的文字載體，其字體與當時人們使用的文字已不相

同，不易識別，對盜墓者而言，其他隨葬品的價值更甚於此，「簡牘」也只是作

為盜墓者用以照明的火把。雖然晉代也曾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由束皙、荀勖、

傅瓚、和嶠、秘書丞衛恆、東萊太守王庭堅等人，釋讀出六、七百年前的戰國文

字，其整理、釋讀和研究等皆是後世簡帛研究之先河。
40
可惜其研究成果與實際

的內容也已無從察見。 

 

呂靜‧鄭卉云：「由於當時人們對簡牘的價值尚未充分地認識，也沒有合理、

科學的方法保存，二十世紀以前出士的簡帛實物均已亡佚，甚至連最初的原始記

錄也都隨之消失無影， 唯一得以保存至今的原始記錄只有一例，即東漢的「永

初二年討羌檄文」。……這一切固然由於這些實物距今年代久遠，竹木縑帛文字

材料保存困難，但除此客觀原因之外，整個社會對其在文化上重要性和價值意義

的無意識，更是造成對僅有的出土實物保護不力，任其流失、毀壞後果的主要原

因。」41 

40
 77-78 頁，呂靜‧鄭卉，〈一九○○年以前中國境內簡帛出土之考察—以傳世文獻收集整理為

中心〉，刊《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13 號，中國出土資料學會，62-82 頁，2009 年 3 月。 

41
 75-76 頁，呂靜‧鄭卉，〈一九○○年以前中國境內簡帛出土之考察—以傳世文獻收集整理為

中心〉，刊《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13 號，中國出土資料學會，62-82 頁，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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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說文木部殘卷〉 

 

此外，文字與書法學界認定「篆書」的形相，影響甚大的就屬《說文解字》

一書，作者許慎 42活動在東漢中期，距離秦已有三百多年，其雖致力蒐集整理文

字相關的史料，但畢竟年代相隔甚遠，能親眼見到的先秦文字（單指墨跡文字）

還是有限，所見也只是漢人傳抄後的文字形貌。而目前傳世的《說文解字》，也

42
 許慎（約 A.D 58～147）  東漢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字叔重。文字學家。曾任太尉南

閣祭酒、洨長等職。師事賈逵。少博學經籍，為馬融所推崇，時人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

評。為古文經學大師。以二十二年時間著成《說文解字》十四篇，編為十四卷，另敘目一卷，

共十五卷。收小篆、古文、籀文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加以解說，集西周以來文字學與古文

經學訓詁之大成。另撰《五經異義》十卷，已佚。今有清陳壽祺輯本《五經異義疏証）》。 

 

許慎之師「賈逵」（A.D 30-101），為東漢扶風平陵人，字景伯。少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

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明帝時獻言《左傳》

與讖緯相合，可立博士。章帝時又與今文經學家李育辯論，提高古文經地位。曾為郎、衛士

令。和帝時任左中郎將、侍中。逵通天文，章帝元和二年至和帝永元四年間，與編訢、李梵、

李崇等討論《四分歷》修訂事，肯定月亮運動有快慢變化現象，提出量度日月運動應用黃道

度數，較為準確。著有《春秋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已佚，今存清人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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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經過多次傳抄甚至翻刻的印刷文字，裘錫圭先生說： 

 

《說文》成書於東漢中期，當時人所寫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訛誤。

此外，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結構免不了有些錯誤的

理解，這種錯誤的理解有時也導致了對篆形的篡改。《說文》成書後，

屢經傳抄刊刻，書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錯誤。43 

 

的確，《說文》原書是許慎以筆書寫於簡帛等載體的墨跡文字（甲類），但經

傳抄與翻刻，文字形相必定失真，如此字形要用來對照先秦的各類文字，確實有

失嚴謹。目前能夠見到最古，最接近漢代的《說文解字》的版本，就屬「唐・說

文木部殘卷」，從字跡中可知，其篆書線條也並非全是「中鋒」，仍保有書寫時起

收筆尖的自然現象。林師進忠說： 

 

任何一種字體，尋其源起時或可追溯久源，例如八分隸書的橫式波碟在

戰國末年的〈睡虎地秦簡〉、中即有少數例證，但不足以稱該秦簡文字

的字體是八分隸書。「偶見」、「混用」呈現的是新舊字體過渡發展的現

象，「通篇一律」的新舊字體分別獨自使用，才是新字體發展成熟的表

徵。混用與分用之間尚有仍待約定俗成的漫長演變期。又：許慎與班固

二人在談論有關大篆、小篆、隸書等各種字體時，所依據的不是金文或

刻石文字的拓本，事實上也是不可能，而是依據寫在「簡牘」上的識字

書論字體。……尤其最重要的是，班、許二賢都說識字書《倉頡篇》的

字體即「秦篆」、「小篆」，它是用毛筆寫在簡牘上的，並不是秦頌功刻

石等刻鑄的金石文字拓本。44 

43
 62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44
 13-14 頁，林師進忠，〈漢簡識字書在文字與書法史上的重要意義-秦簡文字為秦篆說〉，刊《第

三屆金石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43 頁，199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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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壯為先生說： 

 

站在書法研究的立場，古代書法作品，直接用筆寫工具蘸硃墨書寫在甲

骨玉石缣帛上的，和寫在甲骨玉石銅器上再加鐫刻或範鑄的，以及用紙

墨捶拓下來的，其中的差別很大。尤其自宋代以來，研究書法的人，除

了較晚的作品都是直接觀看墨跡外，六朝以前的法書都只好取之於金石

拓本。45 

 

林師進忠先生補充說： 

 

況且依質材而論，拓本文字其鑄刻摹拓的技術在精良，仍是下真蹟一等，嚴

格的說研究書法時拓本僅能列為參考字形的文字資料，無法和墨跡的書法作

品畫上等號。再以現代的藝術分類觀點來說，即使同出一人之手的書法和篆

刻作品，雖源自相同的文字學養，而二者絕對卓然有別，一方印章仍稱為「篆

刻」 而非「書法」。（又註云：篆刻家亦均善篆書，寫刻稿時亦書篆字，但

其作品係再經刀刻復蓋出，已是篆刻，和其所書篆字稿有別。）46 

 

    篆書與隸書一脈相傳，文字形體學上的結構變這是逐漸形成差異的主因；在

書法上，文字有大小長短不同、書寫線條有粗細變化、橫線常有斜度、起筆時落

筆的方向與輕重因人與筆毫而各有不同，這些，在篆書與隸書都是相同的，甚至

於其後的楷、行、草書也是相通的，但與傳統對篆隸書法的成說不同，甚至正好

相反。篆書行筆多圓轉，八分隸書卻是方轉居多，二者過渡期的古隸則是方、圓

45
 18 頁，王壯為，〈篆書舉要—東周的墨蹟〉，刊《暢流》半月刊 39 卷期 10，1969 年 7 月。 

46
 9 頁，林師進忠，〈傳李斯刻石文字非秦篆書法實相—戰國秦漢篆隸書法演變的考察—〉，刊

《藝術學》研究年報第四期，藝術家出版社，7-88 頁，199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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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見，圓轉速寫簡化則是章草形成的基因。篆法結字多縱勢、隸法則多橫勢，但

都只是成份之多寡而已，並無絕對性定則。隸書的典型特色是八分隸法的「波磔」，

周初已見下引的肥筆，戰國晚期波磔已可偶見，西漢早期漸增，至武帝時期八分

隸法已趨成熟，較東漢碑刻八分隸書約早二百年。
47
 

 

漢代以後，古人已不識先秦的簡牘文字，是年代久遠之故，僅從「金石碑刻」

等文字的外觀形質，直接的判斷篆書應該是要以「中鋒」來書寫。但是，近年戰

國墨跡文字相繼出土，文字的參考材料豐富，使得研究者能用更宏觀的角度來評

斷。若知道其源由後，也就不應再「人云亦云」，而應該自有一套辨析史實的思

考模式。 

 

 

 

47
 2-3 頁，林師進忠，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新出土商周秦漢墨跡文字的篆隸

筆法研究》，（計畫編號：NSC 89-2411-H-144-004 執行期間：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01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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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分類示意表 48 

類別 
甲類 

（墨跡文字） 

乙類（非墨跡文字） 

備註 
乙 1 類 

（鳥蟲文字） 

乙 2（非鳥蟲文字） 

乙 2-1 類 

（鑿刻劃文字） 

乙 2-2 類 

（非鑿刻劃文字） 

圖例 

 

曾侯乙墓竹簡 124 

 

曾侯乙墓竹簡 151 

 

11544_1 

越王大子矛 

大（太） 

 

曾侯乙墓- 

爬虎 

 

 

曾侯乙磬 

 

09700 

陳喜壺 

戰國早期 

說明 

非二、三次再加工的

文字，而是直接書寫

的墨跡文字，如日文

中所說的「肉筆」。 

刻意伸展等造形

變化，亦有非文

字本身的「裝飾

化」造形。 

與「甲類」文字字

形接近，但因文字

製作材質的差異，

其文字線質各有差

異。 

多數的文字「字相」

相同，或在一定的

範圍內佈字且佈局

工整。 

 

特色 

文字的「字相」不

同，其結構，有自然

大小變化。 

不受文字結構設

限，造形變化豐

富，多為鑄銘與

錯金。 

多數文字的「字相」

不同，文字有大小

變化。 

文字製作方式多為

鑄造翻模。文字大

小變化趨於統一。 

 

主要 

材質 

木、簡、帛、玉、骨、

陶等各類材質。 

青銅為主。 青銅、石等各類材

質。 

青銅、石等各類材

質。 

 

48
 雖然本文所研究的古文字的傳承問題是以「秦文字」為主，但示意表的字例卻未使用秦文字的

原因是：就漢以前的古文字來說，楚文字所涵蓋（甲類與乙類）較秦文字完整，也根據出土材

料與鳥蟲篆的相關考察研究，迄今亦未見秦有「乙 1 類」（鳥蟲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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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

對應

分類 

（一）毛筆書法 （四）文字造形

藝術表現 

（二）硬筆書法 （三）複製書跡 ※註 

※註 詳參林師進忠，〈古代文字書法製作背景的綜合研究例〉 

 

 三、古文字的分類方法與必要性 

    何琳儀先生云： 

 

戰國文字是漢語古文字的晚期書寫形式。從字體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筆畫

圓轉的篆書，也包括筆畫方折的古隸；從書寫材料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金

屬、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絲織品。僅就外在形式觀察，戰國文

字就是一相當複雜的概念。因此，在介紹這種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須搞清它的

範疇。49 

 

李學勤先生說： 

 

戰國文字材料異常零散，學者以終生時間從事，也未必搜羅齊備。這種

情況，妨礙了學科的發展。現在迫切需要的，是編纂比較完全的戰國文

字的字匯，將金文、陶文、璽印、貨幣、簡帛、石刻等的文字合錄為統

一的字表。50 

 

筆者以為，倘若未來還是以「材質」作為文字分類的基礎，即使字表資料完

整豐富，恐怕還是無法解決研究中經常遇到字形辨識與賞析的問題。我們則比較

49
 1 頁，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 

50
 86 頁，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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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何琳儀先生的說法。他認為： 

 

古文字通常按其書寫物質材料或器物用途分類，其實這種分類並不很科

學，甚至有嚴重的弊病。 

 

又說： 

 

戰國文字最理想的分類法應該是，首先橫向分國，其次縱向斷代，打破

舊分類法的各種界限（當然也要適當考慮不同品類文字的特點），使文

字本身既能反映出其流動變化的趨勢，也能反映出由地域造成的差異，

從而提高其科學價值。51  

 

古文字研究學者李零先生依照「書寫材料和書寫工具」，對中國古代文字做

了分類，他說：「中國文字的書寫材料有硬材料和軟材料之分，書寫工具也有用

刀用筆之別。據此，我們可以把它分為『銘刻』和『書籍』兩大類。」52 

 

一、銘刻（這裡也包括用毛筆在硬材料上書寫的文字） 

（一）石器上的題銘（包括玉器上的題銘和長篇的石刻題銘） 

（二）陶器上的題銘（包括刻款、印款和用毛筆書寫的陶文） 

（三）銅器上的題銘（包括璽印、貨幣、鏡鑑上的題銘） 

51
 25-26 頁，何氏云：「銅璽、銀璽和玉璽若按書寫物質材料可歸入金屬器和石器，但是按器物

用途分類只能歸入璽印文字。眾所周知，璽印材料除金屬器（銅璽、銀璽）居多外，尚包括石

器（石璽、玉璽、琉璃璽）、骨器（骨璽）、土器（封泥）、木器（木烙印）等。至於打制在

陶範上，然後燒制的文字，屬於璽印文字？抑或屬於陶器文字？其界限本來就不宜區分，所以，

上述傳統的分類從來都是相對而言的。」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

版社，2003 年 1 月。 

52
 54-63 頁，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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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骨上的題銘 

 

二、書籍 

（一）竹簡、木簡或木牘、竹牘上的文字。 

（二）縑帛上的文字。 

（三）紙卷或紙冊上的文字。 

 

其中「銘刻」的項目「（三）銅器上的題銘」包含了：「刻劃」與「書寫」甚

至「鑄銘」三種製作文字的方式，這樣的分類方式，並沒有很明確的將文字特性

切割出來，「軟材料」及「硬材料」的分類方式似乎不夠嚴謹，仍可待商榷。 

 

林師進忠說：「『書寫』的『過程』和『結果』，則是書法作品成立的條件。

基於上述的認知基點，考察書法歷史發展所遺存的史料實物，我們認為通常「中

國書法史」中所引用的作品可區分為下列數種：（一）毛筆書法、（二）.硬筆書

法、（三）複製書跡、（四）文字造形藝術表現。」53又說： 

 

上述四種分類的說法，並不是要評比其優劣價值，主要是在提示一點，

即不同材質、形式、表現理念等制作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字與書法作品

本質有異，我們在學習與研究時不應忽視其異而等閒視之，而不同背景

53
 肆 2 頁，（一）毛筆書法：以毛筆或類近的軟質筆，書寫文字於竹、木、帛、紙等等而成的作

品。（二）硬筆書法：以非軟質的工具，不加修飾地書寫或刻寫文字所完成的作品。（三）複

製書跡：這類作品是書法金石學與文字書法傳承、教育、鑑賞等的文化產物，在基本精神上是

追求書跡原形的再現保存，其最主要的特徵是它並非以筆，書寫而成的原作；但它最重要的功

能價值是留存了書跡的外形面貌。（四）文字造形藝術表現：這是視覺傳達設計藝術中的文字

應用表現，它可以包括前述三者，但範圍更大，加進了俗稱的「美術字」，即美術工藝設計文

字，也包括部分刻意規整化的應用文字。詳參：林師進忠，〈古代文字書法製作背景的綜合研

究例〉，刊《1993 年書法論文選集肆》，台北：中國書法教育學會印刊、惠風堂發行，肆 1-51，

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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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的作品若強做比較與推論時，其獲致的結果也是具危險性的。雖

然，並非每一件作品均可清楚地歸類劃分界線，但是注意作品制作背景

的差異確是極為重要的。54 

 

雖然筆者採取不同於林師的分類方式，但基本上形成的結果還能與林師所制

訂的四種文字表現形式做呼應。最後，我們將古文字作了個「三個層面，四個類

型」的分類處理。 

 

（一）古文字分類的方法 

第一層先將文字以「墨跡」與「非墨跡」一分為二。這裡說的「墨跡」，包

含甲骨、陶、玉片等材質上以「筆」書寫的朱書或墨跡文字，這類文字保有文字

最原始書寫的樣貌，即與日文所稱的「肉筆」（にくひつ）相同，其意義也與林

師制訂的四大種類的「（一）毛筆書法」意義相通。 

 

雖然筆寫的墨跡文字能夠包含任何材質，但我們還是會排除日常書寫文字之

外的部份，這類的文字在文字演變中只能說是特例，若要納入演變字例表中則必

須特別註明，例如：〈張掖都尉棨信〉，此紅色織物是 1973 年甘肅居延考古隊於

居延肩關遺址所發現，為烽燧守衛長官所使用的軍事通行證幟，寬 16高 21公分，

根據簡報此物應為西漢晚期之物。 

 

西漢中期以後八分隸書盛行，此件織物雖為筆寫文字，但已非實用文字，每

字約寬 5 高 9 公分，屬於應用篆字。曾有學者認為是「蟲書」
55
，但筆者認為此

物上的文字應非「蟲書」，疑為使用的筆小且絹布本不易書寫又字體甚大，因而

54
 肆 3 頁，林師進忠，〈古代文字書法製作背景的綜合研究例〉，刊《1993 年書法論文選集肆》，

台北：中國書法教育學會印刊、惠風堂發行，肆 1-51，1993 年 12 月。 

55
 43 頁，李學勤，〈談「張掖都尉棨信 」〉，刊《文物》，42-43 頁，197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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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顫抖筆勢的線條。陳昭容先生則認為筆

畫彎曲與出土狀況有關
56
。雖然書寫的面積

近約紙張 A5 大小，與當時普遍使用的書寫載

體簡牘相較，已屬於「大面積」，或許對漢代

人來說已經相當醒目，頗有有現代招牌的意

味。 

 

在「非墨跡」文字的部分，第二層則又

可分為「鳥蟲文字」與「非鳥蟲文字」，「第

一層」與「第三層」皆是以明顯的特性作為

區分標準，分辨上並不困難，但在第二層則

是研究者也必須有明確的主觀判斷，並以學界上出版的鳥蟲文字相關文獻作為標

準依據。關於這類的鳥蟲文字，林素清先生認為：「這類型字體可說是由純粹記

錄語言的功能，逐漸演變為兼具文飾作用的藝術品了。」57 

  

東周，是重要的轉變期，郭沬若在多年以前即察覺其中之變，他在〈古代文

字之辯證的發展〉中說：「本來中國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藝術的風味。……但

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是春秋時代的未

期開始的。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

與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們各自的規律。」58 

 

林師進忠說：「這段文字經常被引用，但其所論並不正確。東周銘文中有意

56
 126 頁，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2003 年 7 月。 

57
 29 頁，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

29-75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年 3 月。 

58
 7 頁，郭沬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刊《考古》1972 年 3 期。 

 

〈張掖都尉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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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地把文字藝術化和裝飾化的，鳥蟲篆文與規整飾化篆文的成就是『文字藝術』，

並不是毛筆寫的『書法』。中國書法傳統思想中，對於藝術化或規整裝飾化的文

字，常是視為『巧涉丹青、工虧翰墨』、『同於圖畫，非文字之常』的。即使在今

天，書法界也不會認同廣告美術字是『書法作品』。但書法史的研究者總喜愛往

書法上『貼金』，以雙重標準去對待古與今，將文字與書法混為一談。東周以降

的青銅器、印章、陶文、瓦當、磚銘、鏡銘、畫像題記等，其中有很大部分是規

整化飾用文字，介紹中國文字藝術時是理所當然的貴重史料 59，但論述其時的毛

筆書法時也引為例證，便極為混淆。因此，把秦代刻石文字視為秦代篆書的『標

準』，將很多書家窮其一生仍練不起來的小篆『書技』，認為是秦代人人日常文書

都能的寫法，成為一種固定式而不易有書風差異的『字體』，便不足為奇了。」
60
 

 

「鳥蟲篆」稱「鳥書」亦稱「鳥蟲書」，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

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鳥書為文字上帶有鳥形紋

飾，蟲書則筆道盤曲如蟲，它們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當

人們不滿足只是將一般的文字書寫、雕鑿、鑄造在器物上時，自然的就衍生出經

過精心設計的文字。這或可解釋說，為何在器物上形近日常書寫的文字較少，而

設計過的文字器物較多的原因。在設計上亦需兼具釋讀的要求，否則就不成「文

字」，而是圖案或純粹的「紋飾」了。而鳥蟲文字便是兼負有「裝飾」與「釋讀」

作用的美術字。
61
這一分類可與林師「（四）文字造形藝術表現

62
」作為對應。 

59
 林師進忠，〈巧涉丹青古字藝〉，刊《一九九五藝術與生活研討會論文集》，東方工商專美術

工藝科印行，1-21 頁，1995 年 3 月。 

60
 林師進忠，〈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篆的真實形相〉，刊《出土文物與書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書道學會，參 1-58，1998 年 10 月。 

61
 27 頁，關於「鳥蟲篆」，詳見拙文，〈東周戈劍兵器銘文造形研究〉，刊《藝術論文集刊》

第三期，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25-47 頁，2004 年 12 月。 

62
 根據林師考察，東周時代這類的鳥蟲文字的製作，都是出自跨國專業刻工，也需要高度的鑄造

技術才能勝任。詳參肆-13 頁，林師進忠，〈古代文字書法製作背景的綜合研究例〉，刊《1993

年書法論文選集肆》，台北：中國書法教育學會印刊、惠風堂發行，肆 1-51，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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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非鳥蟲文字」再分成「鑿刻劃文字」與「非鑿刻劃文字」兩個部分。前

者是製作者以堅硬物在器物上以「鑿、刻、劃」手段完成的文字，如：殷商「甲

骨文」、「陶文」等文字多屬此類。接近林師所說的「（二）硬筆書法」。 

 

而「非鑿刻劃文字」包含了「鑄造」、「翻模」等其他文字的製作方法，因金

屬材質不易因人力、自然等外在因素導致腐蝕損壞的關係，又，部分製作範圍在

容器內部，故文字通常保存的會比較完整，亦成為後人誤以為是文字傳承的本體，

這類的文字又接近林師所說的「（三）複製書跡」。 

 

過去學界與筆者所論述的楚國鳥蟲篆文字，皆以「秦小篆」（摩崖石刻或北

師大說文小篆字型）作為對比列示，其實應該改為本文中所歸類的墨跡文字（甲

類），因為秦楚兩國文字「字形」有相當明顯的差異，而且楚國鳥蟲篆本是由楚

國墨跡文字所再「設計」出來的，戰國時代各國文字字形紛亂，先區分國別，文

字的造形賞析上更能透析其中差異，此點日後應當改進修正。 

 

此外，我們也利用灰階顏色代號作為區分：「墨跡文字」以「黑色」100％，

接著是「鑿刻劃文字」，是「75％灰」，而「非鑿刻劃文字」是「50％灰」，最後，

鳥蟲文字則以「25％灰」作為示意顏色。文字的關係越遠，顏色越淡，是其設計

的依據與考量。再配合先前設計，制訂各朝代的顏色，瀏覽者就可以很快速的分

辨文字的屬性。 

 

（二）古文字分類 63的必要性 

「甲類」文字（墨跡文字）是書寫者對於文字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墨跡」

63
 「墨跡文字」代號為「甲」，在文後都稱為「甲類文字」。「鳥蟲文字」代號為「乙 1」，在

文後都稱為「乙 1 類文字」。「鑿刻劃文字」代號為「乙 2-1」，在文後都稱為「乙 2-1 類文

字」。「非鑿刻劃文字」代號為「乙 2-2」，在文後都稱為「乙 2-2 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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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意亦同「筆跡」《辭海》說： 

 

筆跡是文字符號的書寫形態。是運用書寫工具，通過書寫動作所形成的

特殊的痕跡。其特點反映書寫人的書寫習慣，如字體形狀大小、字位傾

斜，排列的橫豎、筆畫的搭配以及錯別字、標點使用等。筆跡因人而異，

具有特定性和相對穩定性，即使書寫人力圖偽裝。也難以完全改變。 

 

不論是否有美感造形等意識存在，這種純粹與單純性，透過字表的整理，就

能瞭解文字在人力書寫的自然演變中必有其道理與規則。根據筆者考察，學界過

去的文字表整理中，並沒有類似本表先將文字分類。而僅是把文字依照早晚時間

配置於表中，這樣沒有先篩選所編列的字表，其對照效果就會有所限制，尤其在

戰國早期，各類文字造形五花八門，未經梳理，很難從中看出正確的文字演變。 

 

在沒有將古文字分類之前，僅依字形而將「甲類」（墨跡文字）和「乙 1 類」

（鳥蟲文字）作分析比對，討論出來的內容是相當不客觀的，與其說是文字的「訛

變」，不如說是書寫者個人「設計美感」的問題，「設計」出這樣的文字，可能「有

理」，即有其軌跡道理可循，但也可能「無理」，只是文字製作者個人的造形經驗，

很重要的一項差異，「甲類」以外的文字類型，幾乎沒有讓人容易識讀的必要，

如刀劍兵器上的鳥蟲篆，若不是專業的的工匠，一般人絕對難以識讀文字內容。

這樣的文字類型，要硬說和「文字演變的傳承」有絕對的關係，是有問題的。文

字學者陳夢家先生曾談到「字體變異的原因」： 

 

文字在應用中不定發生形體上的變異。就其變異的成因而說，或是漸變，

或是驟變，漸變是自然而然的，驟變是人力強制的。研究文字學的，必

須留心于文字變異的跡象：由漸變可以推尋文字演化的源流，由驟變可

以考定時代的特徵。但是文字變異，自然的漸變總是多于強力的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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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把秦始皇的同一文字，當作強力的驟變。若取未并六國以前的秦

文與小篆來比，十九相同，以未并六國以前列國金文與小篆來比，相異

者究屬少數。文字是很難以人力更改，因為它是約定俗成的產物，所以

同一文字只是因勢利導而已。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說：『自其變者而觀

之，則文字不獨因時而異，即同時間地亦復不同，故有一篇之書而前後

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

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64 

 

同樣的，關於文字的演變，文字學者唐蘭說： 

 

一般人不明白文字有它們本身的歷史，給見聞囿住了，只看見某一段時

期內可以看到的文字（好像只看見某人一生中的三四年的容貌），自然

不覺得它們是會改變的字就容易發生這類錯誤的觀念了。這種文字史上

常見的很微的差別，和改易的過程，我們把它叫做「演化」。「演化」和

「分化」不同，「分化」是產生出新文字來的，「演化」的結果爭有時也

會變成分化」，但它的本身是無目的的，只是不停的改易而已。「演化」

是逐漸的，在不知不覺間，推陳出新，到了某種程度，或者由於環境的

關係，常常會引起→種突然的，劇烈的變化，這就是我們在下章所說的

「變革」。 「變革」是突然的，顯著的，誰都會注意到的，但最重要的

演化，卻容易被人忽略。漢字以形體為主，但是一個漢字，往往有兩三

個或更多的寫法，假使這種差別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同一種字體內，那總

是「演化」的原故，不懂得「演化」，就不能研究文字學，尤其是中國

文字學。」65林素清云：「文字使用，經常處於演變狀態，商周以來，

64
 122-123 頁，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7 月。 

65
 93 頁，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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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簡訛亂，變化不小，然而，基本上仍一脈相承，漸趨定型。66
  

 

如上述，學者們不約而同的闡述文字的演化或演變一定是緩慢有其條理，根

據筆者資料庫的整理與考察，「甲類」（墨跡文字）以外的「乙類」文字，是比較

屬於陳夢家先生所說的「驟變」和唐蘭先生提的「變革」這一類，製作者對於文

字的字形有絕對的主導，字形有時會單純的出自於個人的主觀美感意識，所以這

樣的文字不一定有直接上下傳承的「演化」關係。說來雖然「單純」，其實更是

「複雜」，因為個人主觀意識所製作的文字，其內容零散且無署名，我們不容易

利用傳世的文字材料來分析。 

 

學者們也多認為歷史中存在的某一「字體」並無法由一人獨立創作完成，而

是非人力所能控制自然形成。另外，陳氏亦提到四種文字變異的原因：「一因時

代不同而變異，二因地域不同而變異，三因書寫的方法材料和工具不同而變異，

四是因書寫者的身分不同而變異。67
」第三點「書寫的方法材料和工具不同而變

異」，則是本文中我們所要強調的。所以，先正確的「分類」再研究考察，在古

文字的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種研究方法。 

 

文字的發展演變是緩慢且漸進的，從上述學者的研究或者透過本文圖表就能

明瞭。我們若假想作為西漢或東漢當代的人，或許其一二百年間，文字的字形都

還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但是，時間一旦拉長，文字的辨識便不是那麼容易。若

要推演出正確的文字演變情況，就「甲類」文字的早中晚分期，單一分析就可，

若文字資料不足，則可另再對照其他兩類，至於「乙 1 類」（鳥蟲文字）在「文

字演化」方面的研究，則參考性有限。 

66
 29 頁，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

29-75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年 3 月。 

67
 123 頁，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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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據筆者於相關文獻考察，文字研究者常會只專注於文字「外形」的研

究，而忽略文字背後製作的對其外形影響的變數，其中「乙 2-1類（鑿刻劃文字），」

即牽涉到文字製作時，「反饋」的問題，材質會給施力者相對的抵拒力，當這個

抵拒力大過一般人自然本能所能應付的，可能就得改變製作的方式。 

 

「反饋」一詞，簡單的解釋說：「反饋就是被控制的過程對控制機構的反作

用，這種反作用影響這個系統的實際過程或結果。」68例如，在陶瓦燒製前，用

尖硬物所「刻劃」的文字，通常文字邊緣會因擠壓突起，我們稱為「濕刻」。若

是在燒製後再刻鑿的文字，其文字則會有「崩裂」的線質產生，如戰國中期的〈秦

封宗邑瓦書〉就是典型的「濕刻」。 

 

整體來說，「甲類」與「乙 2-1 類」字形頗為接近，但是文字的製作完成方

式已有重大改變，如後者已有「鑿」或「劃」、「刻」等方式。某些「乙 2-2 類」

與「乙 1 類」形體接近，但「乙 2-2 類」之中，某些文字仍保有原來的自然大小

（如：「之」字因為形體關係，寫起來應該就是「扁形」的），也有可能開始在一

定的方形範圍內，調整字體的比例，這樣的字形都算是此類。 

 

是否保有原來字體大小，應該對照同時代的「甲類」（墨跡文字），或者依照

該器物原拓片來觀察其「字相」，並非另外對照其他「標準」的銘文，我們認為

「甲類」以外的文字，並不會有所謂的「標準字」，所以設定一個「標準字」來

對照其他銘文，其實會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學界中多以後世模刻再製的「說文

小篆」字形當作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際篆書的「標準字」，確實是相當不客觀的。 

68
 「反饋」，《漢語大辭典》云：「現代科學技術的基本概念之一。產生於無線電工程技術，後

來成為研究生物、社會和生產技術等領域的自動調節現象的重要原理。反饋就是被控制的過程

對控制機構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影響這個系統的實際過程或結果。通過反饋概念可以深刻理

解各種複雜系統的功能和動態機制，進一步揭示不同物質運動形式間的共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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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類」古文字字表的整理 

本研究字例收錄春秋晚期〈侯馬盟書〉起，至東漢晚期〈東牌樓漢簡〉等墨

跡文字，縱括七百多年，期間四十餘種簡牘字跡，超過七千字以上的字例。筆者

以造形研究結合文獻數位化處理的方式，考察古文字在七百餘年（B.C552～

A.D.220）內的傳承變化。是應用現代科技軟硬體的一種整合研究。 

 

 

資料庫圖例 

 

此資料庫的優點是資料夾的命名有其排序，檢索只要利用作業系統本身的

「檔案總管」，無須額外的程式就能搜尋指定的關鍵字
69
，因為在檔案命名中已

有明確的規範，所以只要輸入「_為_」，就能確實的搜尋「為」字，而不會出現

其他不相干的內容。 

 

69
 資料庫「關鍵字」的訂定標準，請詳參「字表「關鍵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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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蒐錄文字的時間長達七百餘年，跨越數個朝代，以特定關鍵字在超過四

十多種墨跡文字之中，梳理出文字演變演化的過程真相。礙於內容篇幅，本文只

於文後列示「為」字的演進表。使用者若要「精確的」搜尋戰國晚期的「不」字，

則在搜尋框中輸入「08_z3*_不_」皆可
70
， 完全不用再學任何程式，以最直覺的

操作，加速便利研究的進行。 

 

 

「不」字搜尋結果 

 

    本表所收錄春秋晚期的文字為：〈侯馬盟書〉、〈溫縣盟書〉。戰國中期係〈青

川木牘〉
71
，戰國晚期為〈江陵岳山秦牘〉、〈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天水秦簡〉、

70
 「*」為萬用字元，可以代表任何一個字元。善用萬用字元可更靈活的使用資料庫。關於本資

料庫的朝代代號的編號與簡稱，請詳見文後圖表。 

71
 《青川木牘》數位摹本，詳參：筆者部落格「篆來撰去」：〈《青川木牘》數位摹本與實務製

作〉一文，網址：http://blog.yam.com/ebag/article/44474186。2011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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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簡〉、〈周家台秦簡〉、〈龍崗秦簡〉等。〈孔家坡前漢簡〉、〈虎溪山前漢

簡〉、〈長沙王后「漁陽」墓前漢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贖‧日書〉、〈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贖‧河隄簡〉、〈馬王堆簡帛文字〉、〈高台前漢簡〉、〈張家

山漢墓竹簡〉、〈銀雀山漢簡〉〈鳳凰山前漢簡〉等為西漢早期。 

 

    〈玉門花海前漢簡〉、〈走馬樓前漢簡〉、〈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肩水

金關前漢簡〉、〈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贖‧奴婢廩食粟出入簿〉、〈馬圈灣漢簡〉、

〈額濟納居延前漢簡〉、〈懸泉置前漢簡〉、〈懸泉置前漢帛書〉等為西漢中期。 

 

〈尹灣漢墓簡牘〉、〈武威王莽新簡〉、〈武威張伯升柩銘〉、〈肩水金關王莽新

簡〉、〈馬圈灣王莽新簡〉、〈馬圈灣前漢簡〉為西漢晚期。〈武威後漢簡〉、〈香港

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贖‧序寧簡〉、〈額濟納居延後漢簡〉為東漢早期。 

 

    東漢中期有：〈甘谷漢簡〉、〈居延漢簡‧永元器物簿〉、〈永壽二年陶瓶〉東

漢晚期則是：〈熹平元年陶瓶〉、〈和林格爾漢墓壁畫題記〉、〈東牌樓後漢簡〉等。

可以看到東漢中晚期的字例太少，亦期盼日後有新出土文物再行增補。 

 

字表凡例 

一. 收錄之古文字以筆者制訂之分類方式，以秦系文字「甲類」（墨跡文字）

為主，年代以東周春秋時代（B.C.770）起至東漢（A.D.220）止。 

二. 本表以「書」、「以」、「群」、「出」、「言」、「重」、「往」、「無」、「道」、「之」、

「大」、「有」、「為」、「行」、「不」、「可」、「命」，共 17 字為收錄基礎。 

三. 本字表擷取出版品中最為清晰的圖片字形，以電腦軟體編輯擷取字跡圖

版時，不另調整字跡角度，保持原本書寫之角度。 

四. 部分字例圖版下方列出完整的出處來源，各篇文字其代號簡稱另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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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使前後年代連結不斷，若無清晰字例圖版，則以摹本暫代。 

 

字表「關鍵字」說明 

    林師進忠說：「識字書」是古代編用的文字啟蒙教育課本，性質類似現代小

學的國語教科書，以相互抄寫的方式傳播流通，經由教學者的內容解說與示範書

寫，及學習者的頌讀與臨摹習字，進行古代的文字教育。是故，從文字本質意義

而言，在不會印刷、沒有金石文字拓本的時代，寫在簡牘上的識字書教本文字，

便具有時代性「標準」的性質，也是古代文字與書法變遷發展的中心母體。
72
 

 

    因此，「識字書」是先秦以來，古代學童識字的教科書，「實用」之考量，所

使用的文字必定是使用較頻繁的字例，若作為「關鍵字」，在秦漢之際的數十萬

字的簡牘之中，按照道理應該是比較容易找到的。從西漢早期的〈阜陽漢簡〉至

敦煌漢簡等出土簡牘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部分的殘簡，其中可識讀的約有百餘字，

筆者將〈侯馬盟書〉、〈青川木牘〉等簡牘相互對照之後，歸納出幾個關鍵字。 

 

    首先，列出「無」、「道」、「之」、「大」、「有」、「為」、「行」、「不」、「可」、「命」，

這 10 字中，除「無」字在「青川木牘」沒有字例之外，其餘 9 字皆有字例，另

再列出：「書」、「以」、「群」、「出」、「言」、「重」、「往」等字。「青川木牘」中有

「以」字的字例，但其餘雖無字例，但在「侯馬盟書」中則皆有字例。 

 

    以上 17 字於〈侯馬盟書〉、〈青川木牘〉中都各有字例，因此探求墨跡文字

的發展將可上溯至春秋晚期，下探東漢時代。成為本研究中的重要「關鍵字」。 

 

 

72
 5 頁，林師進忠，〈漢簡識字書在文字與書法史上的重要意義-秦簡文字為秦篆說〉，刊《第三

屆金石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43 頁，199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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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簡牘帛書」是古文字最主要的書寫載體 

    遲至在西周末期或春秋時期，竹簡已經被發明並大量使用於書籍的繕寫、官

私文書的紀錄及民間日書、曆日記注等的傳抄。與此同時，帛書也用於重要場合

即重要書籍的繕寫。……竹簡是紙張發明前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書寫載體之一，

其使用最為廣泛，影響也最為深遠。……在紙張發明之後，竹簡仍在很多場合使

用，直到東晉時期才最後退出歷史舞台。
73
 

 

本文以「墨跡文字」為基礎，探究先秦至東漢數百年來文字字形演變，從墨

跡文字字例的考察與文獻中認為文字的演變傳承必有其特色與道理。如啟功先生

所說： 

 

從商代文字看起，甲骨、玉片、陶片上凡用朱或墨寫的字，都有一種情

狀，即是筆劃具有彈性，起處止處較尖，中間偏前的部分略粗，表現了

毛筆書寫的特色。在兩周銅器上也出現過這樣的字，例如智君子鑑、嗣

子壺等。還有楚帛書、長沙仰天湖楚簡、信陽楚簡等。74
 

 

而郭沫若說：「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還有簡書和帛書，《周書．多士》云：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也有冊字和典字，正是匯集簡書的象形文字。

但這些竹木簡所編纂成的典冊，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見了。」75

唐蘭云：「遠在商周時，側垂的筆畫，已經有頓筆加肥，折鋒旁出的筆勢了，隸

書的波碟，楷書的捺，都是這樣的。這是文字由繪畫改變為書寫後的一種新發展，

這種技術，只是用柔毫的筆才會產生的，中國人能把書法發展為一種藝術，就因

73
 14 頁，湖北省歷史博物館，《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9 月。 

74
 19 頁，啟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年 7 月。 

75
 5 頁，郭沬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刊《考古》1972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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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筆的緣故。」
76
又說：「金石盤盂都是有為而作的，真正的古代文化，應該靠竹

帛來記載的。可惜竹帛容易腐朽，在歷史上除了漢時的孔壁、晉初的汲冢，兩次

都有大批的竹簡發現外，此外都是很零星的，到了唐以後，簡直就絕跡了。」
77 

 

裘錫圭先生說：「我國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長期以簡和帛為主要書寫材

料。簡至遲在商初就已使用，帛用為書寫材料也許要稍遲一些。由於簡和帛都很

容易損壞、腐爛，早期的簡用文字很難保存下來，已發現的簡帛文字以戰國時代

的為最早。」
78
所以，戰國時代以後能見到的墨跡文字，多數還是書寫在木簡牘

帛這樣的材質為主。商代已有簡冊的說法，李學勤先生亦是認同，
79
亦云：「所有

簡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筆書寫的，蘸的是黑色的墨。完全沒有用漆寫的，更沒有

用刀刻的。寫字的筆毫大多較硬，因而能寫很細小的字。在相當窄的一支簡上，

有時可以雙行書寫。」
80
又說：「古人有「漆書」之說，前人己指出「漆」是指墨

色黑而有光，並不是用漆寫字。」81錢存訓說：「古時用作思想交流的載體，顯

然有兩大類，易損的材料價格比較便宜，大量用作公文、史冊、文章、信件及其

他各種日常用途；堅硬耐久的材料，則用作有紀念性或可流傳後世的銘文。」82 

76
 96 頁，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 

77
 121 頁，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 

78
 53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79
 53-54 頁，李氏云：「在甲骨文和金文的時代確實有真正的書存在。《尚書‧多士》載周公告

誡殷遺民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可見商代己經有記錄史事的典冊。

商周兩代的史官的職務，在於書寫掌管典冊，所以其官名也稱做「作冊」。作冊」這個詞在武

丁卜辭裡就有了。我們看甲骨文的「冊」字，象以竹木簡編組成冊之形，相參差的豎筆是一支

支的簡，聯貫各簡的橫筆是編冊後的繩。這確切證明，商代己有簡冊，這才是當時的書籍。相

信將來會在考古發掘中，看到商代簡冊的實物遺存。」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

華書局，1985 年 5 月。 

80
 3 頁，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 9 月。 

81
 55 頁，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82
 157 頁，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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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學者的見解，春秋以前並

不單單只有青銅器上的銘文（金文），

一定也有簡牘文字，而「竹木簡牘」等

能夠書寫的材料本就是「篆書」的一種

表現載體之一，除非學界認為甲骨上的

朱書文字與殷墟陶片上書寫的「祀」字

都是「隸書」，否則這樣的字例也是「篆

書」存在墨跡文字的例證之一。 

 

「祀」字陶片 

 

    竹木多產而價廉，隨地取材，是古代最通俗的書寫材料。縑帛輕柔而面廣，

有簡牘無法代替的許多優點，但價格昂貴，而且它的主要用途是衣著，因此只有

高貴的經典、神聖的文書或簡牘不能勝任的場合，才必須採用縑帛。正如史書所

說，「縑帛而簡重」，都不是最理想的文字載體。直到紙張發明以後，才找到一種

雅俗共賞而更合乎經濟條件的書寫材料。
83
 

 

因此，商以至東周以前，目前所見的文字除了存在於青銅器物上的「金文」

之外，同時理應有筆寫的簡牘墨跡文字的存在（更待出土實物再度佐證），這點

必須確立。否則只把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金文」（林師稱為：「複製書跡」，本

文歸類為「乙 2-2 非鑿刻劃文字」）當成唯一的一種文字，又再加入古文字的演

變傳承的一部份，這樣的研究論述是絕對有問題的。 

 

 

 

 

83
 106 頁，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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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篆」是秦簡上的筆寫文字 

許慎《說文‧敘》：「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

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除了有學者對於「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有些意見
84
，基本上並不否認這一段話。也就是說，學界是承認李斯所整

理的《倉頡篇》就是用「小篆」所書寫的，要做為識字教學用的課本，當然書寫

的材質就是當時容易取得的「簡牘」材料。 

 

關於秦代的字書，郭沫若也說：「這些文字課本在初期應該是用篆書寫成的，

即是用秦代的小篆。」85裘錫圭先生說：「《說文》和三體石經殘石上的古文，是

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資料。古文經書原來都是寫在簡冊上的。所以這種古文其實

就是簡帛文字，不過由於屢經傳寫，免不了有一些錯誤。」
86
但是，目前學界多

數仍不願意承認，「小篆」存在於簡帛上的事實。似乎刻意忽視這一段真實存在

的歷史。不願意承認，等於就是否定了許慎「斯作《倉頡篇》……所謂小篆者也。」

這一段話。可是我們卻又未見這類論述的文章。 

 

僅十餘年的秦國國祚，單〈里耶秦簡〉
87
就有近四萬枚簡牘的出土，是完全

84
 82 頁，裘錫圭先生認為：「從有闋的文字資料來看，籀文並不是秦國在統一全中國前夕所用

的文字，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不是直接由籀文「省改」而成的。

《說文‧敘》的說法是不妥當的。」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85
 10 頁，郭沬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刊《考古》，2-13 頁，1972 年 3 期。 

86
 72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 

87
 34 頁，里耶戰國—秦代古城 J1 出土的簡牘屬秦時縣一級政府的部分檔案，內容包括政令、各

級政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含罰沒財產）登記和轉運、里程書。……

綜合考古發掘中其他資料的時代特徵，以及簡文中的紀年，紀年有廿五年至卅七年和二世元年、

二年。因此，這批簡牘當是秦王政（始皇）及二世時的遺物。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

簡報〉，刊《文物》，2003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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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小篆」存在於「簡牘」的事實。仍有許多研究者仍在不斷的在找尋「小篆」

的蹤跡，如連蔚勤《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云： 

 

限定時代容易，尋找小篆困難。小篆存在於何處，則必須做全面性之查

尋，唯有盡量收集大量篆形，始有足夠對象進行分析，對於達到前文之

三項目的才有可能。88又言：「古人及前輩學者言及小篆，皆與秦刻石

做立即之聯想，一方面因刻石內容為秦始皇公告天下之重要思想，另一

方面則因刻石上之小篆十分工整，正可作為「書同文字」之楷模，但經

由前數章節之說明，確知秦小篆不僅存於刻石上，舉凡銅器、貨幣、璽

印、陶器上皆有之，故僅以刻石代表秦篆並不周延，縱使秦刻石之篆形

最為工整，然秦代貨幣半兩錢上之篆形，亦有十分近似刻石者，故談及

秦篆，實應包含其它書寫材質上之小篆，並將其風格做整體觀察。89 

 

其實不用再尋找，如果一直不願承認「小篆」是存在於簡牘上的事實，那麼，

將會永遠找不到「小篆」。李均明先生云： 

 

篆書是簡牘常見字體。篆書本為秦系文字正體，分大篆與小篆。有代表

性的大篆見於石鼓文，小篆則見於秦統一後的刻石、詔版、虎符等。《說

文》一書是最豐富的篆書資料集，但它成書於東漢中期，有的字形已與

秦篆不盡一致。今天能見到的簡牘文字，未見全篇與石鼓文、秦刻石、

《說文》完全相同者，大多只是間架結構相同，而用筆已趨向平直，基

本為一種篆隸過渡體。從秦簡及不同年代的漢簡看，篆書向隸書的過渡

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些字變得快些，有的則慢些。西漢中晚期以後，

88
 3 頁，連蔚勤，《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 7 月。 

89
 237 頁，連蔚勤，《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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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篆書在簡牘中已不多見，但在印章、旌幡上仍被普遍使用，不過

這時的篆書己多少受隸書或草書結構的影響，不再是秦篆的原貌，人們

更多的是把它當成藝術字體。90
 

 

其說「篆書是簡牘常見字體」，但卻又不願承認目前出土的秦簡其實就是「篆

書」，只願承認是一種篆隸之間的「過渡體」，仍是將文字設想有「俗」與「正」、

「官」與「民」這樣的觀念存在所致。 

 

目前為止，所發現最早的識字課本是〈阜陽漢簡〉，係 1977 年在發掘阜陽縣

雙古堆一號漢墓時發現的，有避秦始皇名諱的「飭端修法」的句子，當是未經漢

人修訂過的本子。
91
李學勤先生云： 

 

一九七七年出土的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墓竹簡。此墓推斷為汝陰侯夏侯

灶墓，他卒於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年）。簡包括十幾種書，最

重要的是《詩經》和《倉頡篇》，後者的書體是篆書。92 

 

李學勤先生又說： 

 

隸書的流行，尤其值得注意。隸書的萌芽，包括其形體筆勢的種種特點，

固然可以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中找到，然而隸書因其省易，在繁重的政

90
 144-145 頁，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4 月。 

91
 21 頁，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刊《文

物》，21-23 頁，1983 年第 2 期。關於「阜陽漢簡」可另參：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

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陽侯墓發掘簡報〉，刊《文物》，12-31 頁，1978

年第 8 期。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

簡介〉，刊《文物》，24-34 頁，1983 年第 2 期。胡平生‧韓自強，〈《蒼頡篇》的初步研究〉，

刊《文物》，34-40 頁，1983 年第 2 期。 

92
 58 頁，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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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事務間普遍使用，成為官方承認的一種字體，確係始於秦代。也正因

為如此，秦至漢初的書籍亦以隸書抄寫，取代了已被廢止的古文和書寫

困難的篆書。93 

 

如果「篆書」如此難寫，為何要先發明然後再來摒棄，再進行改良以「隸書」

替代？實在與理不通。既然漢代早期的《阜陽漢簡・倉頡篇》是「篆書」，那麼，

比它更早的簡牘文字也應該是篆書。但是，〈里耶秦簡〉、〈雲夢龍崗秦簡〉、〈睡

虎地秦簡〉，甚至戰國中期〈青川木牘〉的等秦文字，卻皆被稱為「古隸」。若秦

至漢初已廢止學者所說難寫的「篆書」，為何在相距秦代僅四十餘年的時候，又

以「篆書」為識字課本，作為教科書來使用？ 

 

 

 

93
 3 頁，李學勤 序。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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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木牘為戰國早期 

 

 

 

從戰國時代至秦漢間所整理的出土簡牘文字資料中，舉出關鍵字的字形進行

比對，證明筆寫的「簡牘墨跡文字才有字形的歷史傳承」之論點。不僅如此，我

們更以《阜陽漢簡・倉頡篇》內容中，挑選「門」、「閉」、「開」、「戶」、「房」、

「橋」、「黃」、「當」、「實」等九字作為字例參照。上下為秦代前後時期，來源簡

編號省略，以二至三字簡稱紀錄
94
。這樣的字例表的整理列示，《秦小篆・倉頡

94
 各簡簡稱如下：「放志簡」即「天水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睡日乙簡」即「睡虎地秦

簡《日書》乙種」、「睡日甲簡」即「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放日甲簡」即「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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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應該「長的怎麼樣」？不言可喻。林師進忠說： 

 

筆書文字是當時文字的母體本相，當金石文字的骨架字相同於筆書文字

時是其時文字之『用』；而當金石文字的骨架字相不同於筆書文字時，

其規整化或裝飾化字相是因特定目的與文字造形藝術理念而在金石工

藝製作中展現，是其時文字之『變』。筆墨書寫與金石刻鑄的二種文字

的本質，本末有別，頗值深思。……光談『文字』時，所有的文字資料

均可混為一談；單獨談『書法』時，簡牘帛紙的毛筆書法與金石單刀刻

寫的硬筆書法均應涵蓋；但是，在筆書文字是文字與書法演變的唯一中

心母體之事實下，談『毛筆書法』，談『字體變遷』時，離開筆寫文字

實證所論述的結果常是不足置信的。95 

 

墨跡文字（甲類） 非墨跡文字（乙類） 

‧具備文字「演變傳承」特性 

‧真實地呈現當代文字字形或字相 

‧約定俗成、自然而生的字體 

‧以筆書寫的文字 

‧不一定具備文字「演變傳承」特性 

‧無法真實地呈現當代文字字形或字相 

‧無一定規則與造形的的字體 

‧鑿、刻劃、鑄造等方法形成的文字 

 

現存最早的隸書石刻是西漢宣帝五鳳二年的〈魯孝王刻石〉（B.C 56）及新

莽三年的〈萊子侯刻石〉（A.D 16）。大約是我們所分期中的「西漢中期」與「西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睡封簡」即「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睡為簡」即「睡

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青牘」即「青川木牘」、「岳簡」即「岳麓書院藏秦簡」、「關

簡」即「關沮周家臺秦簡」、「里簡」即「里耶秦簡」、「龍簡」即「雲夢龍崗秦簡」、「龍

牘」即「雲夢龍崗木牘」、「睡律簡」即「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睡答簡」即「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95
 肆 20-21 頁，林師進忠，〈古代文字書法製作背景的綜合研究例〉，刊《1993 年書法論文選集

肆》，台北：中國書法教育學會印刊、惠風堂發行，肆 1-51，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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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晚期」。這類的文字，在本文的分類中是屬於「乙 2-1 類」，即使把這類文字以

時代先後依次排列，也無法從中得到正確的文字演化過程，因為這類的文字發展

是「跳躍性」的，甚至是沒有一定規則的，不會像墨跡文字一樣有書寫的傳承因

素來限制其字形。製作者所使用的文字，可以自由發揮，不必一定就是當代人們

所使用的文字，例如在西漢的〈群臣上醻刻石〉（B.C 158），字體係篆書，碑刻

這一類文字和我們所認知的古文字傳承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只能算是文字藝

術的發展之一，若從這類的文字來討論分析「篆隸」的演變更是不可取。 

 

  

〈魯孝王刻石〉B.C 56 〈萊子侯刻石〉A.D 16 

 

〈群臣上醻刻石〉（B.C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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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察覺到，具有橫式波磔的八分隸書約是在西漢中期趨於成熟通用。

故於西漢晚期所書者均已是通篇穩定的典型八分隸書，與東漢碑刻隸書字體同一，

而二者有約二百年的差距。實物便是史實，八分漢隸不是任何人為所「造」，而

是長期演進約定俗成的，而文字與書法發展的實情存在於簡牘，並不是在金石碑

版中。
96
研究者會覺得居延、武威漢簡造形扁平，左右橫向取意，波折誇張是因

為所對照的「隸書」，其實是工匠在碑石上所設計的規整化文字的關係，不識文

字的本相，反將已經過變化的設計文字當成文字的「本」，即是現在文字和書法

界共同的錯誤認知。 

 

林師進忠說：「將筆寫墨跡的漢初簡帛，取與秦代刻石等規整化的金石刻鑄

文字比對，認為筆意不具傳承是必然的，但若以為與〈青川木牘〉（BC309 年）

筆跡有相似之處，而稱為『秦隸』，又覺得〈包山楚簡〉（約 BC323~BC292年）亦

有相似處，也認為有隸意，則稱殷商、西周的筆書墨跡都是隸書，亦不足為奇。

若是如此，將隸法無限上綱，則古代『毛筆書寫』的文字便形成沒有篆書，不禁

要問，篆書時代文字在書筆之外如何存在與傳達。」
97
錢存訓說： 

 

古簡上字體的不同，視乎其書寫的時代及其重要性而異。蔡邕在《獨斷》

中曾說，重要文件以篆書寫於竹簡，次要者以隸書寫於木牘。3 世紀末

楷書已經流行，但 6 世紀時的政府冊命仍用篆體書寫。這種以傳統字體

書寫重要文件的習慣，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大致相同，而且延續了很長

的時間。孔安國古文《尚書》序說，古文《尚書》乃系以隸書抄錄古文

於竹簡。如說漢代六經是以那時流行的隸書抄寫，大致不差。從已發現

96
 12-13 頁，林師進忠，〈漢簡識字書在文字與書法史上的重要意義-秦簡文字為秦篆說〉，刊《第

三屆金石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43 頁，1997 年 5 月。 

97
 149 頁，林師進忠，〈楚系簡帛墨跡文字的書法探析〉，刊《海峽兩岸楚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25-165 頁，200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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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簡書寫字體觀察，楚簡均為篆書，秦簡以隸字為主，漢簡雖兼篆、

隸，但以隸字為多，這可見古代書體演變過程之一斑。98 

 

蔡邕（132-192）是在許慎（58-147）之後，活動於東漢中晚期，在許慎生存

的時代，漢人早已不識篆字，尤其在文字的結構的理解上，所以許慎才會編著《說

文解字》以正視聽。在當時無法辨識「篆」與「隸」的社會背景下，蔡邕所論其

正確性仍必須有所存疑。我們從文字演變為單一線發展，秦漢簡牘文字來看，秦

與先秦以前書寫於簡牘上的文字即是篆字，秦國祚短促，而文字的傳承演變是緩

慢漸進的情況下，甚至在西漢中期的部分文字中仍可見篆字餘韻，也是正常合理

的現象。 

 

以「筆」書寫的文字，才能真正的實際反映當時所使用的文字情況，此外，

這類的筆跡簡帛的載體通常多有「書籍」的性質，具備識字教育、法律、政令頒

佈、思想傳遞等功能，另外以刻、鑿、鑄等方式製作的金石器物文字，其作用常

做為占卜、記事、歌功頌德等等。前後兩類文字是實用與應用的分別。 

 

秦代刻石文字以及秦詔的刻鑄文字，是參研篆法的基本文字資料，同時，漢

代的碑碣石刻數量不少，遺存相當豐美珍貴的文字資料，在碑文及碑額最主要的

是篆書及隸書，且文字結體及筆勢均在「隸化」發展中自成漢人面目，書法風韻

亦有別於先秦文字。 

 

兩漢之世日常應用文書已不使用篆書，但在碑額等仍普遍以篆文為飾，漢代

的應用性篆文已不受毛筆書寫用筆之拘限，轉而呈現多彩多樣的文字造形藝術表

現。漢代碑刻的篆隸文字，固然不若東周鳥蟲篆那般瑰麗花俏，但東周及秦代一

98
 85-86 頁，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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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常見的規整化金石篆文則是以整齊謹飭為擅，而漢碑文字在線質與體勢的趣韻

多方、風味奇殊，則是更能奪人眼目引發鑑賞研習的興趣。
99
 

 

我們則認為，秦簡墨跡文字就是秦筆書法的實相，戰國晚期的秦文字只有一

種字體，不同材質的文字間，在文字結構上並未構成兩種字體的差異，在書寫使

用上亦無兩種字體分別獨立、並行使用的現象。事實上，筆寫墨跡的秦文字就是

其時所用的唯一字體「泰篆」書寫的真實相貌，是形成漢初「古隸」的母體，而

秦代刻石文字是規整化具設計飾用的秦篆文字，如同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金文中的

一部分規整化飾用篆文一般，是古代文字藝術發展的一種美術字。
100

 

 

林師進忠先生於二十多年前率先提出：「小篆」是秦簡文字，就是「秦篆」

的學說，〈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篆的真實形相〉一文說：  

 

1.竹帛。小篆是筆寫簡帛文字。 

2.教育。小篆是秦代全國通用、習文者皆能的筆寫文字。 

3.標準。頒布推廣全國通用的標準小篆，是筆寫簡帛文字。 

4.官書。官書和民間文書一樣，都是筆寫簡帛文字。 

5.非金石。古代文字的本體不是刻鑄的金石文字。 

6.文字之常。古、今之人，古、今之字，均有互通常理。 

7.規整飾用美術字。界定在等大方格中是美術字特徵之一。 

8.小篆是長期演化形成的戰國晚期秦文字。 

9.秦代只有「小篆」一種字體，沒有「秦隸」存在。 

99
 160 頁，筆者拙文，《印外求印－近現代篆刻創作發展考察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碩士論

文，2005 年 6 月。 

100
 7 頁，林師進忠，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新出土商周秦漢墨跡文字的篆隸筆

法研究》，（計畫編號：NSC 89-2411-H-144-004 執行期間：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01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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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近年新出土的阜陽漢簡《倉頡篇》是貴重的史實佐證。 

11.班固與許慎二賢所稱的隸書是「八分」，並非「秦之隸書」。 

12.所謂「八體」、「六體」是以東漢所見遺物立論。 

 

又說，小篆，在古代的時空環境、漢儒所知所見等綜合辯證下，合秦代篆書

稱名的文字應有下列本質： 

 

1.筆寫於簡帛的。（習字、文書、傳播的材質條件） 

2.全民普用，文字內容萬象皆有。（識字啟蒙教育所用） 

3.書風多樣。（眾人皆能，任何字體都必有異趣書風） 

4.有端正工整也有簡訛草率。（人類的手寫的） 

5.有大小、長短、粗細。（文字本態與筆性） 

6.與周篆、漢隸均有相似之處。（文字傳承之必然）101 

 

林師以文獻史料為立基與個人的省思辯證，發表數十篇相關論文，不斷地闡

述其論點，可以想見當時出土材料並不如今日那般豐富，就能有此判斷與結論，

而學說論點迄今雖未能成為主流，亦絕對是值得令人敬佩與肯定的。筆者認為，

面對這些秦漢出土的簡牘墨跡文字，研究者是否應該再度思考「小篆」、「篆書」

真實的原貌到底是什麼？ 

 

 

 

 

101
 參 28-35，林師進忠，〈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篆的真實形相〉，刊《出土文

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書道學會，參 1-58，199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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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本研究以林師進忠先生提出「小篆」就是「秦簡文字」的學說理論為基礎，

將古文字依其特性分類整理並製作成資料庫。針對「篆」、「小篆」、「書寫」等相

關名詞進行考察與解析，又從「家具史」、「書寫載體」、「書寫姿勢」等層面進行

分析研究，辯證學界對於「篆書」形相的錯誤理解。 

 

必須說明的是，「乙類」文字在古文字的傳承演變的過程中，並非完全沒有

參考的價值，但只能在沒有「甲類」文字的情況下，作為輔助參考，不能當作文

字演變的主幹體系。因為，這類文字只是一種個別現象，不具備普遍共通的性質。

我們強調，只有筆寫的「墨跡文字」才是古文字傳承的根本。 

 

    學界把戰國中期的「青川木牘」認定是「隸書」（古隸），就會有「隸書」出

現的比「小篆」還早的窘境。雖然學界已經把原來「小篆」演變成「隸書」的說

法「調整」成「小篆」與「隸書」兩體並行的解釋。也有人認為「小篆不是漢字

形體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102
。如果「小篆」不是墨跡文字，當然就無法和隸

書傳承的關係連結起來。 

 

其實造成這樣的問題，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於「小篆」這個名詞，而是學界對

於「小篆」的形相認定的問題，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改正「小篆」單是指：秦

代石刻、權量、詔版、虎符等這類規整化文字。 

 

認清「小篆」也存在於簡帛的事實，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際的文字演變是單線

進行，即屬同一字體。近年出土的的秦代簡牘墨跡文字就是東漢許慎所說的「小

102
 63 頁，海萌輝，〈小篆不是漢字形體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刊《鄭洲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60-65 頁，198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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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有了以上的認知與體會，我們才能理解戰國秦漢之際，數量龐大的簡牘墨

跡文字在歷史上的意義。並且篆、隸字體在文字傳承演變的亦將獲得圓滿合理的

解釋。筆者才疏學淺，內容必有錯誤妄言之處，敬請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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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用朝代顏色代號表 

朝代名稱 漢語拼音 朝代起迄 編號 朝代代號 備註 

商 shang B.C     ～ 70 01 s   

周 

西周 xi-zhou B.C     ～770 02 xi   

東

周 

春秋早期 chun-qiu B.C  770～652 03 c1 約 119 年（以周平王 1 年為始） 

春秋中期 chun-qiu B.C  651～553 04 c2 約  99 年（以周襄王 1 年為始） 

春秋晚期 chun-qiu B.C  552～476 05 c3 約  77 年（以周靈王 20 年為始） 

戰國早期 zhan-quo B.C  475～376 06 z1 約 100 年（以周元王 1 年為始） 

戰國中期 zhan-quo B.C  375～287 07 z2 約  89 年（以周烈王 1 年為始） 

戰國晚期 zhan-quo B.C  286～222 08 z3 約  65 年（以周王赧 29 年為始） 

秦 qin B.C  221～207 09 q 約  15 年 

漢 

西漢早期 xi-han B.C  206～141 10 x1 約  66 年（以漢高祖 1 年為始） 

西漢中期 xi-han B.C  140～ 49 11 x2 約  92 年（以漢武帝建元 1 年為始） 

西漢晚期 xi-han B.C  48～A.D 24 12 x3 約  72 年（以漢元帝初元 1 年為始） 

東漢早期 dong-han A.D   25～ 88 13 d1 約  64 年（以漢光武帝建武 1 年為始） 

東漢中期 dong-han A.D   89～167 14 d2 約  79 年（以漢和帝永元 1 年為始） 

東漢晚期 dong-han A.D  168～220 15 d3 約  52 年（以漢靈帝建寧 1 年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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