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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墨跡文字的演進考察 

—以「步」、「徙」等字為例 
 

陳信良 

台北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兼任講師 

 

摘要 
本文是文字在非政治力的影響，演進亦是緩慢有其規律的理論下，以簡牘墨跡文

字作為研究討論的主軸。從關於文字的演進、步（ ）字的考察、「徙」字的考察、

迹（跡）字的考察、「高（髙）、京（亰）、景、亭」字的考察、小結等六個段落分析

秦漢文字演進的考察研究。 
提出墨跡文字書寫時，起筆的瞬間筆順的差異，可能就會造成文字形體的改變。

並且由「高」等字解釋這類下壓後迴轉上挑的 U 形書寫路徑，是有利於快速書寫。像

這類因筆順筆勢所造成的文字改變的狀態，在非墨跡文字中是不容易體會出來的。 
文字改變的原因有很多種，比如「訛變」或「政治力」的影響等。其中「訛變」

是屬於經年累積的些微差異（漸變），短時間也無法查覺的改變。此外，還有少數比

例的文字是偏向於文字美感的設計表現，或受限於材質製作或短時間的改變（驟變）。

筆者以為，如果要精確的探究文字改變的主要原因，應該是鎖定在「訛變」的範圍內。 
「金石」這類的非墨跡文字，不一定能完全符合演進的基本規律，原因就在於不

是「即時書寫」性質的文字。因為，文字演進的基本核心因素，是文字被快速的書寫

下，長期累積所產生的變化。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即使文字產生的時期接近，但金石

與墨跡文字兩者的外形會顯得格格不入的原因。筆者認為以最狹義的定義下，只要不

是在「即時書寫」下產生的文字，都不應該歸類在「文字演進（演變）」當中。只是，

那些文字在短時間內因製造者或載體器具的影響下改變，長期也累積了一定數量，這

樣的歷史發展過程應該被稱作什麼？可能得另外深入討論。 
 

關鍵詞：秦漢、墨跡文字、筆順、書寫、簡牘、考察、引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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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文字的演進 
王寧說：「漢字之間的構形關係可以分兩大類：一類是共時的，也就是在同一歷史

時期同時使用的漢字的形體關係；另一類是歷時的，也就是在不同的歷史時期，構形的

傳承和演變關係。」1過去以來，古文字研究者常以「字形很像」就一定是「有關係」，

由字形的相似程度加上前後時代的關係，如此說法做為論述。雖然我們並不能完全反對

這樣的推測，但真正的問題是，當文字產生的時間相距過長，已超過數百年甚至千年，

而且兩者也都不是「墨跡文字」的條件下，筆者就不能認同這樣的推測結果，原因是什

麼？本文將持續的探討說明。 
雖然，我們在這樣的研究環境下學習而來，許多研究先進亦是以這樣的模式完成許

多研究。若是在數十年前沒有大量的戰國秦漢墨跡文字出土之前，的確是只能這麼做。

只是，現在文字的材料更多，相較於過去，有了更多可以分析比對的材料，研究者就應

該要有更精準的判斷與分析。要理解文字的「演進過程」不能省略將文字依照產生的時

間排列，而且必須盡量以「墨跡文字」作為依據，所以文字的「分期」也是研究前必要

的動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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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時期的《倉頡篇》應該「長的怎麼樣」？筆者曾經

以「門」、「閉」、「開」、「戶」、「房」、「橋」、「黃」、「當」、「實」等九字作為字例參照2。

關於《說文解字》，我們可能需要有個多版本的概念，例如：許慎原始的《說文解字》

的版本；宋代《說文解字》的版本；目前學界使用的又是一個版本。以目前出土的秦漢

                                                       
1 王寧：《漢字構形學講座》，台北：三民書局，2013 年 4 月，136 頁。 
2 見拙文：〈秦漢墨跡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刊《書畫藝術學刊》第十二期，205-278 頁，臺北：國立臺

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2 年 6 月，2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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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材料作為依據，研究者應該要站在許慎當時的時空背景，來推測可能看到、收集到

的文字的樣貌為何，才能理解接近最初的《說文解字》版本。我們必須盡可能的收集目

前出土的秦漢墨跡文字，以資料庫的檢索形式，進行精確的考察分析。 
 

 
 

筆者以白到黑共 10 段灰階圖示來表示篆、隸、楷書的演進過程，可以知道的是隸

書介於篆與楷之間，至於落在 5 或 6 或 1 與 10 之間任何一個數字都沒關係，而篆書是 1
為代表，楷書則以 10 表示。在數字下再加上時間，即「朝代」的元素。這個圖表的主

要用意是，文字的演進順序就會像圖中的數字一樣，過了就不可能回頭一定是 1、2、3、
4、5、6、7、8、9、10 的順序，數字是絕對不會亂跳的。 

臧克和云：「篆隸楷之間的歸屬問題。『隸書』的外延在相當長的歷史時期曾經存

在不同的理解，這表明『隸變』本質上是一個過程，並非只存在一種書體結果。狹義的

「隸書」就是相對區別於草行楷書的『八分』體，廣義的『隸書』曾經包容篆意消解之

後的各體。」3因此，我們也認為文字的演進研究最好不要分類，不必先將文字以「篆

書」、「古隸」、「隸書」等字體區分。 
裘錫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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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說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不住的，需要用秦漢金石等

實物資料上的小篆來加以校正。」4以新材料來辯證《說文》，學界並無異議，問題就在

於秦簡上的墨跡文字到底是不是「小篆」？筆者認為，這名詞上的爭議，其實並不是研

究的核心，反而是無關緊要的部分。5拋開字體的癥結之後，依照時期把文字排列比對，

那個問題也就根本不是問題了。 

杜忠誥說：「在秦代的一般日常使用字體，應是像〈睡虎地秦簡〉的古隸，至於權

量上的篆書體刻銘文字，儘管字體或有工整與草率之別，但在當時而言，應都屬於古典

字體了。過去的學者多半認為秦代通行字體是小篆，從各種實物及文字資料看來，恐與

                                                       
3 見凡例，臧克和：《漢魏六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方日報出版社，2011 年 3 月，1 頁。 
4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北京：商務印書館，2013 年 7 月，68 頁。 
5 關於「小篆」的相關問題，詳參拙文〈秦漢墨跡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217 頁，於此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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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事實不相符合。」6筆者以為，不只是秦代，包含秦以前之後，墨跡文字一直都是

日常使用的字體。而這樣的字體應該被叫做什麼，其實是後人在不同的角度上的定義7，

作為文字演進的研究過程，不必刻意以字體區分。我們只要清楚的知道，簡牘上的墨跡

文字是本體，就是漢字字演進的主角。 
文字的「演變」、「演進」、「演化」都是敘述文字改變的過程，唐蘭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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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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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會引起一種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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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容易破人忽略。」8為了瞭解文字的「演化」或說「演

進」，就必須把墨跡文字依照時間排列清楚。 
文字「演進研究」為何非得一定要以「墨跡文字」，為主？一般所謂銘文石刻等「非

墨跡文字」為何不能使用？確實需要說明清楚。唐蘭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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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紙張尚未發現或應用普及之際，竹木簡

牘是承載文字的主要材料，其累積的數量與代表性應無庸置疑。不論從數量與實際的用

途等角度來看，「墨跡文字」都具備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當代的書寫代表性」。也

就是說所寫的字形一定是當時識字者能夠閱讀理解的文字。背後也隱含著書寫者可能參

考前者的字跡形象，書寫後的內容是可以被閱讀與再流傳的。文字前後間格較短時間的

傳承只有在墨跡文字才有足夠的展現。 
此外，筆者也以「年」10、「重」、「無」11等多字印證墨跡文字符合演進的條件。而

「非墨跡文字」並不一定符合文字演進是緩慢，變化甚少的要件。而且，這類文字產生

時，符合被傳布與完整識讀的程度是很薄弱的。有為而作的「金石盤盂」，雖然也曾經

在歷史的某個時間點出現。卻比較像是煙火的曇花一現，文字當下產生的前後傳承的影

響相當少。劉釗說：「我們說一個古文字相當於後世的什麼字，不是靠對某一個古文字

字形的『圖像』或『圖像』所蘊涵的『意義』的推測，來與後世的某個己識字的字義相

比附得出的結論，而是靠字形的分析比較，找出未識字與己識字在字形上的發展演變軌

跡，證明從未識字發展到己識字在形體上的延續過程後得出的。」 
又說：「研究者偏偏總在這一點上犯錯誤。遇到一個古文字，不是試圖從字形上，

從每一筆的演變上尋找與後世己識字的聯繫，而總是試圖從古文字的圖像上看出像什麼

來，並以此為線索在後世的己識字中尋找與其相適應的文字字義，這是極其錯誤的方

法。古文字不是看圖像看出來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較出來的。」12所以，若以時間相距

甚遠的金石文字作為文字演進的討論分析，其實論證的客觀性是很不足的。況且「非墨

                                                       
6 杜忠誥：《說文篆文訛形釋例》，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2 年 7 月，205 頁。 
7 例如，「古隸」這個名詞，在晉人與現代古文字學者的定義範圍不同，詳參拙文：〈秦漢墨跡文字演變

的考察研究〉219 頁。篆、隸、草書等字體也是在東漢才出現的名詞。因此，被稱為哪種字體，無關於

文字演進的結果。但過度的字體區分，有時反而會造成錯誤的判斷。 
8 唐蘭：《中國文字學》，台北：台灣開明書店，1978 年 1 月，116 頁。 
9 同註 8，151 頁。 
10 「年」字墨跡與非墨跡文字的演進字例詳見文後附錄。 
11 「無」字的演進，詳參網址：http://blog.yam.com/ebag/article/74772831 
12 參劉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年 5 月，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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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文字」也不一定具備「墨跡文字」一樣的時代代表性。 
圖例的順序大致以時代前後排列，由上而下、由左至右。考察內容與方式主要以我

們建立的「引得市13」資料庫，涵蓋各類文字編、字典與古文字研究文獻超過一百餘種，

詳細請參考「INDEX 引得市資料來源一覽表」14。以「墨跡文字」為本，取「步」、「徙」、

「迹」、「高」、「京」、「景」、「亭」等字作為考察分析的字例說明。 

二、步（ ）字的考察 

     

甲骨文 商‧子且辛步尊 商‧步觚 商‧步爵 商‧步爵 

 

     

西周晚期‧晉侯 鐘 商‧徙卣 商‧徙觚 商‧徙簋 西周早期‧僕父己禾盉

 

《說文》：「 ，行也。从止 相背。凡步之屬皆从步。」《古文字譜系疏證》：「步，

从二止（趾之初文），會步行之意。戰國文字或上从之，故亦可隸定歨。《字彙補》：『歨，

同步。』或二止中間加日旁為飾（參三體石經《君奭》陟从 ），日旁或繁化為田旁，

二止或左右結構作 形。」圖示中〈徙觚〉、〈徙卣〉等銘文，董蓮池認為是步字加彳繁

化，與〈步觚〉之步同，均是步族之步用字。15本文主要是依據近年出土的簡牘墨跡文

字，分析其演進的過程。目前所見殷周時期墨跡文字材料不足的情況下，我們就從戰國

晚期之後的墨跡字例開始談起。 
 

    
青川木牘 睡虎地秦簡 嶽麓書院藏秦簡 關沮秦簡 

  
張家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 

 
從表格中〈青川木牘〉與〈睡虎地秦簡〉的字例來看，相隔較短的百餘年內，字形

能保有相互承襲的意味，這是墨跡文字才有的特點。反之，在非墨跡文字中，雖然字形

                                                       
13 INDEX 引得市網址：www.mebag.com/index。或見拙文〈文獻的索引數位化製作與應用研究-以「引得

市」為例〉，刊《書畫藝術學刊》第十三期，185-212 頁，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2
年 12 月。 

14 網址：http://blog.yam.com/ebag/article/72595875 
15 董蓮池《新金文編》中已將原〈徙簋〉等「徙」字改釋為「步」。見《新金文編》（上中下），北京：作

家出版社，2011 年 10 月，151 頁。 



20 藝術研究學報 

上偶爾也有向上承襲的態勢，但相隔的時間則可能不在短，而會是相當長，例如：戰國

璽印 0906 步字作「 」，呈現上下止形，與西周時期的金文相近。筆者認為從「非墨跡

文字」的角度來談，這是一種恰巧字形上的相近，如果要說是兩者之間有著必然關係或

者演進之間的影響，僅有這樣的材料證據，顯然還是不足。如果換成是「墨跡文字」，

兩者時期接近，字形也接近，那麼判斷兩者具備演進的傳承關係，則會有說服力。 
無論是秦簡或者漢初的〈張家山漢簡〉，「步」字的字形就有著多變豐富的面貌。特

別看到〈銀雀山漢簡〉的「 」字例的上半「 」，和之後要談的「徙」字右上的止形

相當接近。秦漢初之後，西漢中晚期的〈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步字的下半段「 」

（少形）似乎成為主流。東漢晚期之後的碑刻步字又呈現「山+少（ ）」之形，也就是

說，上半段的「止」形變成近似「山」形。 
「 」的寫法一直延續到唐代，甚至更晚都還是如此，普及形成目前所熟知楷書的

「步」字字形，可能也是宋代之後了。圖示中〈東漢‧楊著碑〉、〈北齊‧張景林造像〉

等字例，其碑刻文字都有問題16，不足作為參考。筆者也認為，唐代之後若要從「山」

形的書寫筆順再演進成「止」形，也是相當不容易的，勢必有著「書寫之外」的變數造

成了最後的結果。 
 

   

居延漢簡 武威漢簡 
東漢‧ 

衡方碑 

東漢‧ 

池陽令張君殘碑

 

     

三國吳簡 
南北朝‧ 

爨龍顏墓碑

南北朝‧ 

石婉墓誌 

南北朝‧ 

崔敬邕墓誌 

隋‧ 

真草千字文

 

      
隋‧ 

龍藏寺碑 

唐‧ 

皇甫誕碑 

唐‧ 

道安禪師碑

唐‧ 

麻姑仙壇記 

北齊‧ 

張景林造像 

東漢‧ 

楊著碑 

 
以上，大致解說了「步」字的演進過程，關於「步」字秦漢時期字形的分析，筆者

以秦代《嶽麓書院藏秦簡（貳）》17的「步」字，依其形，分成 A、B、C 三種，編號 A
有 5 字、B 有 54 字、C 有 79 字、字殘缺不清的字跡有 74 字。總共的字例數量是 212
                                                       
16 〈東漢‧楊著碑〉，其碑在河南陝州，久佚，傳無原石拓本，為後人翻刻。又「幹」字形明顯錯誤，南

北朝時期以前應該還是寫成「榦」形，「年」字的「 」形體太早出現。另，〈北齊‧張景林造像〉年」

字的「 」形體太早出現，「步」為「止+ 」形（三例），非「山+ 」（ ），不合常理。〈唐‧麻姑

仙壇記〉原石在江西南城，久佚，恐非唐時期字例，字形自不可盡信。 
17 賀曉朦：《《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文字編》，湖南大學碩士論文，2013 年 5 月，53-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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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雖然，這樣的調查並沒有更多有用的數據或可延伸的推論，但是，這樣的比例結果

也可表示，這批秦簡中的書寫者幾乎不寫編號 A 的字例。 
 

  

編號 A 步字的筆順（5 例） 編號 B 步字的筆順（54 例） 編號 C 步字的筆順（79 例）

 
除了 A、B、C 的筆順分類之外，為了能清楚的分析說明，筆者再將在「步」字以

上下段作成甲、乙、丙三種形體分類。分類與演進推測並不是表示一定是單線發展演進

路線。因為，其中只要一個筆順改變，就有可能產生另一種結果。分類只是一種方便說

明的方法而已。上半段的「止」形有：「甲、甲 1、甲 2、乙、乙 1、乙 2」六種，下半

段有「丙 ab、丙 1、丙 2ab」三種。配對之下，最多可能就有十八種組合。依照這個分

類，就可以知道 A 是由「甲 2+丙」所組成，B 是「乙+丙 1」所組成，C 則是「甲 2+丙」

所組成。 
鄭日昌說：「筆跡是種可視的圖形，因此有關論述筆跡的文章總把筆跡說成是在視

覺控制下完成的。這種觀點是從識字和學習字的結構來看的。字作為一個學習的對象，

它有著標準的結構，這就需要學習者用眼睛去看，去記憶，並把它摹寫下來，這就離不

開視覺的參與。18」雖然這樣的論述的對象是以現代人所研究的結果。不過就「書寫過

程」來說，古人今人應該都是一樣的，即使是截然不同字體，應該是都適用的。 
必須說明，書寫文字時並不會存在有一種所謂的「標準筆順」。即使是同一位書寫

者，從初學習字到成為熟練的書寫者，同一字在每次書寫的過程中在筆順上也可能會有

所調整或改變。何況從一人延伸至多數人，成因變數增加，就更不可能存在只有一種書

寫筆順。圖中所列的順序只是筆者方便解釋演進的方式之一，筆順的次序判斷，係由上

而下、先左後右等一般的書寫習慣，也包含多年來筆者實際以秦簡文字書寫的經驗。有

時候，不是關鍵筆畫以外的，前後次序對調對字形也不一定有影響。 
我們所見的古人的筆跡，大多是書寫者熟練後所寫的文字。尤其秦漢之際書寫載體

窄小，能於筆尖彈跳間快速完成內容，書寫者憑著熟練的技術，不必持續看著內容也是

很有可能的。鄭日昌說：「最能體現書寫者個性心理的是筆跡中線條（即筆畫）的力度

相連度，而不是字的結構。…書寫時線條的力度和速度沒有什麼規則可言，不需要視覺

的參與與控制，是憑書寫時的手感——手的主動觸覺的把握。因此，我們在寫字時就必

然會根據自己的適應性，在筆跡線條的書寫上按照己固定的模式進行，以節約腦力和體

力的能量消耗，提高寫字的效率。19」因此，目前看到的字例中可知，文字因為快速的

書寫，點、線接點差異造成了文字形體的改變。 
 
 

                                                       
18 見鄭日昌：《筆跡心理學》，瀋陽：遼海出版社，2000 年 8 月，22 頁。 
19 同註 18，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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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字上半段「止形」演進推測示意 步字下半段「止形」演進推測示意 

 
甲類的解析：甲 1 與甲的差異在於 1、2 畫的接點位置（1 與 2 畫順序亦可對調），

甲 1 的第 2 畫能夠連接到第 3 畫。甲 2 與甲的差異在於第 3 畫的長度，或說是在起筆時

是否有近直角的彎折。若 1、2 畫的「V」形平均，加上「L」形第 3 畫左邊的折角小，

就會形成像「 」形，而「前」字上段就是這樣由「止」形所演進而成的。依照這樣的

分類，一般都會認為還要有「甲 3」這一個分類，1、2 畫的接點位置沒有連接到第 3 畫，

而第 3 畫的起筆沒有折角。沒有成立的理由是，筆者考察結果是，當 1、2 畫的連接點

在沒有在第 3 畫時，第 3 畫的起筆幾乎都有折角的，所以不需要有「甲 3」這一個分類。

就演進時間的前後關係是，甲屬於比較早期的寫法，依序是「甲、甲 1、甲 2」。 
乙類的解析：乙類之所以獨立於甲類成為一種分類，在於第 3 畫的「斜度」的變化。

乙 1 與乙的差異在於乙 1 的第 1、2 畫接點是在第 3 畫上。乙 2 與乙的差異在於第 1 畫

的「斜度」，乙和乙 1 的第 1 畫幾乎是「垂直」的。乙和乙 2 可能是同一時期的寫法，

依序是「乙、乙 2、乙 1」。 
丙類的解析：依照比較早期的字形來看，本來「止」形應該是 3 畫就書寫完成，而

步字的下半段的止形卻多了第 4 筆，筆者推斷是這為了方便書寫下一字的原因，一種順

勢而下的書寫筆畫。丙 a 與丙 b 的字形基本上完全相同，只是在第 1、2 畫次序的差異。

丙 b 筆順的結果，可能形成之後的丙 1。丙 1 與丙 b 的差異在於丙 1 省略了丙 b 的第 3
畫，這種的省略並不是刻意的，而是在快速書寫時一種不經意的忽略之下，而且是多數

人都可能會「很容易」被忽略的情形下形成的結果。開始的第 1 畫如果寫的長些，就容

易形成丙 b 之形，反之就會形成丙 1 之形。關鍵是第 1、2 畫的長度，這個長度是書寫

瞬間決定的。 
丙 2a 與丙 1 的差異在於第 2 畫的起筆折勢，當有起筆有折勢，就容易平行橫移形

成丙 2b 的字形。從筆畫上的差異研判，丙 a 也有可能形成丙 2b 的字形，當第 1 畫書寫

時有折勢橫移，相對第 2 畫就會較短，順勢第 3 畫寫下形成丙 2b。丙 ab 之形應該是比

較早的寫法，依序是「丙 a、丙 b、丙 1、丙 2a、丙 2b」。 

二個或三個筆畫所接點的差異，有時候，就是演進過程中將字形改變的原因之一，

而且「筆順」的改變是動態的，可能是書寫者不能自我察覺的，也必須有足夠的字例數

量與連續的前後分期，這樣演進的過程才能被理解。筆者也清楚，即使透過這樣細緻的

分類，也一定還有所疏漏。例如，組合出的十八種結果還是沒有涵蓋到「 」（嶽麓書

院藏秦簡）、「 」（關沮秦簡）、「 」（張家山漢簡）等字例字形。 

三、「徙」字的考察 

《說文》：「 ，迻也。从辵止聲。 ，徙或从彳。 古文徙。」《古文字譜系

疏證》：「商代金文徙，从彳，从二止，會二足在道路遷移之意。戰國文字徙所从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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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之形，一作止形，與步或混。秦文字从少聲（或說沙省聲）。」戰國晚期楚系文字

「徙」字作「 」或「 」，見〈包山楚簡〉、〈九店楚簡〉、〈新蔡葛陵楚簡〉、〈楚帛書〉

等字例，璽印文字亦有〈傳 之鉩〉，「傳 」即「傳徙」。 

 

    

 

包山楚簡 九店楚簡 新蔡葛陵楚簡 楚帛書 古璽彙編 0203 

 

  

睡虎地秦簡 里耶秦簡 銀雀山漢簡 

   

張家山漢簡 肩水金關漢簡 孔家坡漢簡

 
根據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的墨跡字例，「徙」字的右上角的「止」形為「 」（小一）

的形體，右上角的原本的「 」形如何演進至「 」形，我們針對徒字的上「止」與下

「� 」兩段，嘗試作了一段演進的過程。甲與甲 1 類筆畫落點的差異形成字形的不同，

在前面「步」字的研究中已經有所解釋，於此省略。假設甲類是最開端的造形，丁 2 類

就是結果，而丁與丁 1 類則是過程。從圖示中可知丁類相近似於西漢初期的〈孔家坡漢

簡〉「止」字，可見依照筆順次序，回推原始的形體是可以嘗試的作法。 
 

徙字右上「止形」演進推測示意 徙字右下「� 形」演進推測示意 

 
丁類的解析：丁類的起源有可能來自甲或甲 1，也就是說只要在書寫第 2 畫時，呈

現比較垂直的豎劃時，就可能形成丁類。丁 1 與丁類的差異在於原本第 3 畫的 L 形彎折，

變成上下的豎劃寫成後有向左移再右的筆勢。但這樣的筆順可能很快就被圖示中的次序

取代，即中心的豎劃先寫、再左右、橫畫。而在丁 1 的形體下，三個小點豎劃是平行，

長度又很接近時，書寫者從左至右寫成「丨丨丨」再一橫畫，這樣的筆順也是有可能的。

丁 2 與丁 1 的差異在於第 1 筆會比較長，而且左右兩筆已經呈現向左右兩旁，如：「/ \」
形的斜點。丁 2 的筆順先寫中間再寫左右，或者先寫左右再寫「丄」形也都是有可能的。

丁 1 和丁 2 可能並行一段時間，但丁 1 類的形體應該還是會逐漸被丁 2 取代的，依序是

「丁、丁 1、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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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類的解析：戊類的起源可能來自乙 2，由原本的第 2、3 畫左下彎順勢成為單獨一

筆。戊類與其他戊 1 與戊 2 的差異在於起筆時的角度，若較垂直形成戊 1，水平橫移則

形成戊 2，三者可能同時期並行，也可能有前後時期的關係，依序是「戊≧戊 1＝戊 2」。 
再回到「徙」的演進考察，依照前面的甲至戊的分類方式，戰國晚期的〈睡虎地秦

簡〉的字例中大致上有「丁 2+甲 1」與「丁 2+乙 2」兩種組合。秦代的〈里耶秦簡〉則

是「丁 2+乙 2」的組合為主，西漢早期的〈銀雀山漢簡〉與〈張家山漢簡〉則是以「丁

2+戊 2」的組合為多。西漢中晚期之後，徙字的右上「止」形由「 」成為「 」形，

右下的「止」形轉變成為波磔明顯的「 」（之）形，這個階段的字形樣貌，無論是東

漢晚期的石刻或者三國吳簡的墨跡文字，都沒有太大的差異。「 」形持續到唐代。直

到宋代才有比較多的「 」形字例。 
如同「步」字一樣，筆者以為，徙字的「 」形要轉變為「 」，也不是「長期的

書寫演進」可以達成的。應該有著「書寫之外」的變數才是。圖示中北魏有三個碑刻因

為不符合「止」形形成的時間，因此不納入參考。 
 

   

居延漢簡 
東漢‧ 

永壽元年墓記

東漢‧ 

石門頌 

東漢‧ 

石門闕銘 

東漢‧ 

趙寬碑 

 

      

三國吳簡 
北魏‧ 

元診墓誌 

北魏‧ 

王紹墓誌 

北齊‧ 

司馬遵業墓誌

隋‧ 

潘善利墓誌 

唐‧ 

薛迅墓誌 

  

      

唐‧ 

李元靖碑 

唐‧ 

淳于氏墓誌 

宋‧ 

兔井橋詩帖

北齊‧ 

暴誕墓誌 

北齊‧ 

宇文誠墓誌

北齊‧ 

趙奉伯妻傅華墓誌

四、迹（跡）字的考察 

《說文》：「 ，步處也。从辵，亦聲。 ，或从足， （責）。 ，籒文迹从

朿。」《古文字譜系疏證》：「迹，从辵（或从止），朿聲，迹之初文。《說文》迹所從亦，

當是朿之譌變。」「 」（迹）比較古的字形有西周晚期的〈五年師 簋〉與〈師 簋〉，

後有〈詛楚文〉與〈泰山刻石〉（宋拓本）的字例，但字形的可靠性就沒有前者的金文。 

「 」字右側「朿」形根據書寫筆順，若將第 3 畫的豎劃「 」寫得短些，如「 」，

加上 5 到 7 畫的筆順改變，「 」寫成「 」形，整體就會可能接近「 」，筆順的改

變是重要的關鍵，這些條件同時具備，推論才能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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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晚期的〈睡虎地秦簡〉「迹」寫成辵+「 」形。秦代〈嶽麓書院秦簡〉亦形上

端有「 」至「 」演進的跡象，也包括西漢早期〈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

的字例。當上端形成形成「 」時，「 」形的第三畫就不會穿過上端，也會稍微分離，

形成「 」形。考察可知，西漢中晚期之後，字形的變化相當大，約略可歸類成這「 」

與「 」兩種字形。 
 

    

西周晚期‧五年師 簋 西周晚期‧師 簋 詛楚文 泰山刻石 

 

  

睡虎地秦簡 嶽麓書院秦簡 龍崗秦簡 

 

迹「 （朿）」形筆順推測示意 迹「 （亦）」形筆順推測示意 

 

迹「 （亦）」西漢早期至晚期字形演進示意 1 迹「 （亦）」西漢早期至晚期字形演進示意 2

 
筆者試著分析西漢早期至中晚期，迹字「亦」形演進的過程（見圖示）。「 」

這一種，大約可分成八個階段，最初是「 」形 1、2 畫寫成一筆橫畫，書寫「 」

形時橫畫可能有些微凸出。第五個階段時筆順改變，上方「土」形先寫十字再寫一橫畫，

第六階段時「 」與上方「土」形分離，之後兩點筆畫分離，最後形成的四個點更短且

左右開張。另外「 」這一種，約分成六個階段，原始的 1、2 畫橫移明顯「 」，第

三階段分離出「 」形，接著兩點分離，然後左右寫的開些，最的後的階段即是筆畫短

促四點。演進結果與這個時期的書寫載體較寬，且文字大多已經趨向扁形，也有很大的

關係。 
東漢晚期的〈營陵置社碑〉最早見到「跡」字字例。可能就在這時期開始，「迹」、

「跡」兩字形並行使用。之後北魏、隋、唐亦有字例。自此，「迹」字的演進過程也已

清晰明瞭。 
 



26 藝術研究學報 

   

張家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肩水金關漢簡 

 

     

東漢‧孔彪碑 東漢‧池陽令張君碑 東漢‧西狹頌 東漢‧校官潘乾碑 東漢‧趙寬碑 

 

     

東漢‧營陵置社碑 三國魏‧張君殘碑 北魏‧孫秋生等造像記 北魏‧元悌墓誌 北魏‧元斌墓誌

 

      

北魏‧ 

鄭文公下碑 

隋‧ 

王榮及妻墓誌 

隋‧ 

宋景造像碑 

唐‧ 

端州石室記 

唐‧ 

史思禮墓碑 

唐‧ 

伊闕佛龕碑

五、「高（髙）、京（亰）、景、亭」字的考察 

《說文》：「 ，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凡高之屬皆从

高。」《古文字譜系疏證》：「高（髙），初文作 ，象樓觀高聳之形，字或追加口旁孳乳

作高，戰國文字或將字形上部寫作 、 、 、 狀，亦或作 形，與吝字混同。」

圖例中，〈秦公簋〉為秦景公即位初作，西元前 576 年之後不久（春秋中期），〈高奴禾

石銅權〉為秦昭襄王三年（前 304），〈二四年上郡守戟〉秦昭襄王二十四年（前 281）（戰

國中期）。 

〈青川木牘〉是目前所見最早的秦國墨跡文字，於秦武王二年（前 309）屬於戰國

中期，在之後的〈睡虎地秦簡〉（戰國晚期）「高」字並沒有很明顯的變化。比較明顯的

是，原本起筆向左右兩側下方的書寫，改變在中心向下壓下時，先左橫移然後右移，形

成原來的「 」形變成接近「亠」形。此外，如圖所示，秦系以外的戰國文字如包山、

郭店楚簡或璽印文字都與秦系的高字相異，是「 」形與「 」形的差別，這是「高」

字戰國晚期以前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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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西漢早期，高字起筆的「 」、「亠」形的字例都有。參見〈張家山漢簡〉、〈銀

雀山漢簡〉等字例。而在西漢中晚期的〈居延新簡〉、〈武威漢簡〉等字例中，「高」字

的上半段，已經完全是「亠」形。而中段的「 」形演進為「 」形的時間點，則是

在東漢晚期的〈蒼山元嘉題記〉、〈封龍山頌〉、〈西狹頌〉、〈石門頌〉、〈從事馮君碑〉、

等漢碑中可見。 

 

      
秦公簋 高奴禾石銅權 二四年上郡守戟 青川木牘 睡虎地秦簡 郭店楚簡 包山楚簡 璽彙 1128

 

     
張家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 居延新簡 居延新簡 武威醫簡 三國吳簡 

 

   闰   
蒼山元嘉題記 封龍山頌 西狹頌 石門頌 從事馮君碑 說文小篆 會稽刻石（復刻） 繹山刻石（復刻）

 
筆者研判，高字的中段，原本 「U 形」，起筆向下圓弧滑上接著二橫的書寫，變

成近似「H 形」的書寫，先上下的豎劃，接著二橫再豎劃。所以，比較早期形成的「口」

形還有突起的狀態，如 形，而更晚期的「口」形，因為書寫筆順已變為「丨」「乛」

「一」（不是 U 形），所以上端已經沒有筆畫突出的狀態了，這樣的筆順差異是「高」字

「亠」、「冋」形之間，由「目」形變為「口」形的可能原因之一。但是「高」與「髙」

的字形到了唐代還是都有字例，並沒有完全取代的跡象。 

文字演進的分析研究，不能只是時間前後與字形相異的排列分析而已，還要針對其

文字書寫時的「筆順差異」，造成其字形改變的原因作探討，而書寫筆順的探討的材料

也必須是「墨跡文字」。但是，目前在東漢期間能分析的墨跡文字實在不多，因此，這

期間的字例只能暫時藉由「石刻文字」作為探討的材料，這也是目前的研究材料的限制。 

因為現在已經有不少出土秦漢之際的墨跡文字，以及各個時代的各種碑刻文字資料

可供參考。所以，我們一定會比明清、唐宋時代的古人有著更清楚的文字演進的脈絡，

使用大量的墨跡文字作為考察的依據，才能分析出「高」字「 形」與「 形」在時

間前後的差異。 

 
→ → →  → → →  

高字「 」形至「亠」形演進示意 高字「目」形至「口」形演進示意 

 

類似 形（「 」「 」）的演進，也與「京」字相同。《說文》：「 ，人所爲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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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也。从高省，丨象高形。凡京之屬皆从京。」《古文字譜系疏證》：「京，象高臺上有

建築物之形。楚系文字形變為 ，與三體石經京作 形基本吻合。」「京」字從商至春

秋早期的金文字例來看，數百年間字形並沒有很明顯的改變，璽印文字如圖示，戰國晚

期的墨跡文字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三德》：「…上帝弗京（諒），以祀

不享。京讀為『諒』20」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雖然未見「京」字的墨跡字例，但若以〈睡虎地秦簡〉、〈馬王

堆漢簡〉及〈張家山漢簡〉等的「就」字21與數十年後的秦代〈嶽麓書院藏秦簡（參）〉

與〈里耶秦簡〉或是秦印「景」（日+京）形和西漢早期的〈銀雀山漢簡〉。諸多「京」

形相近的字例對照之下，應該也可推測戰國晚期的「京」字字形應該與之後相差無多。 

西漢中晚期的〈甘谷漢簡〉、〈居延漢簡〉京字中段仍是「 」形，到了東漢晚期的

字例中，兩側突出已經不見，已呈現「日」形。北魏〈鄭黑墓誌〉22是比較「特殊」的

字例，呈現的是「口」形，但此碑在趙超，《漢魏南北朝墓誌彙編》附於偽誌（包括疑

偽）23中，而且同時代多數的字例還是以日形為主，所以筆者認為應該是到唐代，原本

「日」形才演進為「口」。 

 

     

商‧邐簋 
西周早期‧ 

方鼎 

春秋早期‧

內公鬲 
璽彙 0279 上博楚竹書 里耶秦簡 嶽麓秦簡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漢簡 張家山漢簡 張家山漢簡 甘谷漢簡 居延漢簡 

 

        
東漢‧ 

華山廟碑 

東漢‧ 

禮器碑 

東漢‧ 

白石神君碑 

北齊‧ 

竇泰墓誌

北魏‧ 

鄭黑墓誌

隋‧ 

姬威墓誌

唐‧ 

楊孝恭碑 

唐‧ 

石經九經

 

《說文》：「 ，光也。从日京聲。」根據考察，景字的「京」形西漢早期以前（見

〈銀雀山漢簡〉），都還是「 」形。而在西漢中晚期的〈定縣漢簡〉與〈居延漢簡〉

                                                       
20 見劉信芳：《楚簡帛通假彙釋》，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年 2 月，429 頁。 
21 「就」字的「京」形中「日」至「口」形亦是在唐代碑刻中初見字例。而戰國晚期〈睡虎地秦簡〉字

例中原本右側的「犬」或「寸」形，在東漢的〈西狹頌〉已經有較明顯的「尤」形了。 
22 此碑《北京圖書館藏中國歷代石刻拓本匯編》第五冊 156 頁收錄，但文中註明誌中所記天干地支與年

月日不相吻合。 
23 見趙超：《漢魏南北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年 6 月，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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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亠日小」的型態，「 」形已經成為「日」形，這樣的演進結果，在二百多

年後的東漢晚期碑刻中所見到的「景」字的「京形」也都是「亠日小」。直到隋代的墓

誌銘，「京」形才有「亠口小」的字例。由此可知，在秦漢之際的「景」字的京形，不

可能已經是「亠口小」的組合。如果許慎擇選是秦漢之際的「小篆」，那就表示，目前

通行版本的《說文》中的「景」字，字形也是有問題的。 

有時候字形多一點或少一點，有時候可能是書寫者的不經意或是疏忽，不能代表文

字已經真正的改變了，所以我們在字例的分析中也會特別注意。這裡的「景」字，日與

口雖然只是相差一橫，但在數量眾多的字例中分析下，不可能只是疏忽這一個因素而已。 

 

    
秦印 銀雀山 定縣漢簡 居延漢簡 

 

     
東漢‧圉令趙君碑 東漢‧造土牛碑 三國‧王基斷碑 北齊‧法懃塔銘 隋‧郭王墓誌 唐‧李神符碑

 

此外，關於「 」形的演進可以再談一下「亭」字。《說文》：「 ，民所安定也。

亭有樓，从高省，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縣道大率十里一亭。亭有長。十亭

一鄉。鄉有三老。有秩嗇夫。」《說文》字例與秦漢的墨跡文字除了「日」「口」形的差

異外，從戰國晚期至西漢「亭」字下方的「丁」形並沒有如《說文》中呈現「 」這

樣的寫法。又從圖例中可知，〈睡虎地秦簡〉與諸多秦印的字例相較下，兩者根本就沒

有差別，學界習慣將前者稱為「古隸」後者說是「秦篆」。這樣的分類實在也沒有必要，

明明是相同的字體說成是兩種不同的字體，也是沒有道理的。 

 

亭字在西漢早期的〈張家山漢簡〉上端仍然保有「 」形（書寫由下轉上的 U 形）。

特別再次說明，雖然秦漢的簡牘文字字跡通常都在 1 公分以下，筆畫多有交疊，但筆者

從大量的字例考察，加上長期實際以原寸書寫的經驗判斷，分辨是否重疊或者其筆順的

次序應該是不會有太大的問題。這類下壓後迴轉上挑的 U 形書寫路徑，是有利於快速書

寫，因筆順筆勢所造成的文字型態，在非墨跡文字中是不容易體會出來的。西漢中晚期

的〈居延漢簡〉不僅上端幾乎都成為「 」甚至「 」形，「 」形也成為「 」

形，可見在書寫的筆順上又有所不同。東漢晚期之後的碑刻文字中，又由「 」形成

為「 」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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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簡 秦印 張家山漢簡 

 

   
居延漢簡 東漢‧華山廟碑 東漢‧蒼山元嘉題記

 

      
東漢‧蒼山元嘉題記 東漢‧曹全碑 三國吳簡 晉‧臨辟雍碑 唐‧劉粲墓誌 唐‧李彥墓誌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高」、「京」、「景」、「就」、「亭」等字的演進過程大致上分成

兩個部分：一是「 」至「 」（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晚期，前後大約二百多年）。二

是「 」至「 」形（大致於東漢晚期開始改變）。這些和「京」形相關的字例中，許

慎《說文》會以「口」形作為字例，採取的並非秦漢之際而是比較晚期的字例，這樣的

字例的時間大約在東漢晚期（西元 168～220），但那時候已經是《說文》成書之後的時

間了。除非我們又新發現在西漢中期以前，這些字中有「 」形大量的字例，否則就

不能排除此「字例」是東漢之後的人所作的推論。                              

六、小結 

依照文字演進是緩慢漸進的法則下，當我們比對兩字，發現其結構差異很大，我們

會認為可能是：1. 年代差距過大，可能超過二百年以上。2. 文字的材質不同，例如是

「墨跡文字」與「非墨跡文字」的差異。用詳細且連續時期的演進考察，一來可以理解，

該字在東漢的許慎所看到的文字應該長得如何？而現在我們看到的版本，又是如何。 
                             

撇除人為書寫的因素，文字的改變也有可能是官方政治權力的介入，只是，這種因

素並不在本研究的範圍內。從以上的討論中可知，「高」、「京」、「景」、「就」、「亭」等

字在《說文》的字形中都有明顯的問題。 
何琳儀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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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多

數的研究者也認為如此，幾千年文字演進已有其結果，而我們必須詳加分析，「文字演

進」的成因與本質到底是什麼？成因經過我們的研究認為就是古人在非刻意的書寫中形

成的字跡，於時間連續的傳承下的改變。「本質」是書寫，而且是「即時書寫」25，那些

                                                       
24 參何琳儀：《戰國文字通論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年 1 月，1 頁。 
25 筆者所謂「即時的書寫」的定義在於書寫者依其對字體的熟練度，或許亦有快慢，但在書寫時並沒有

其他想法，僅僅是單純的把字書寫完成這樣的過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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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在瞬間書寫完成的文字，和演進其實已經沒有「直接」的關係。 
唐蘭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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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們由「高」、「京」、「景」、「亭」等字的考

察，就清楚的看出《說文》作為字書，有著一字只能取一字的限制，無法真實呈現歷史

上文字演進的現象。也如前面提到《說文解字》多種的「版本」中，目前的《說文》中，

這些字就應該是屬於宋代的版本。原因是什麼？因為在許慎的時代，這些字中間的口形

應該是呈現「 」（還有「福」字的「畐」形也是）如果我們用少年、中年、老年來比

喻一個文字從先秦到現代階段，「 」形就是還在年輕的階段，「 」形已經是接近中

年或者更晚。文字透過像這樣詳盡的考察，才能夠釐清《說文》字形到底是許慎當時取

字的問題，或者是後人增補的結果。 
我們的考察結果認為，所謂的「文字演進過程」應該是指文字在一種沒有被刻意的

更改且「即時書寫」的情況下，長時間的累積形成的文字改變。有些文字字形還必須相

隔數百年，甚至千年的時間才能分辨其中的差異。也就是說，當下書寫者往往不會察覺

其中有何改變。有時「文字的改變」也在於書寫開頭筆順的不同，結果造成字形的改變。

若有某人有刻意的改變，或有書寫者熟練度與習慣造成的差異。這樣的改變，都會在更

多人的書寫、傳抄等變數之下，顯得微不足道，不會是文字改變的主要因素。這樣的看

法在本文考察分析之下，應該已經有了清楚的解釋與證明。 

 

 

 

 

 

 

 

 

 

                                                       
26 見唐蘭：《中國文字學》，台北：台灣開明書店，1978 年 1 月，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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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金石文字與墨跡文字的比較 

朝代／分期 西元起迄 
非墨跡文字（金文） 墨跡文字 備註 

年 年  

周 

西周 B.C～770 

 

 

 

東 

周 

春秋早期 B.C 770～651 

 

 

約 120 年

春秋中期 B.C 651～552 

 

 

約 100 年

春秋晚期 B.C 552～475 
   

約 78 年 

戰國早期 B.C 475～375 
 

 
約 101 年 

戰國中期 B.C 375～286 

 

 
約 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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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晚期 B.C 286～221 

 

 

約 66 年 

秦 B.C 221～206 

   

約 16 年 

漢 

西漢早期 B.C 206～140 

 

 

 

 

 

約 67 年 

西漢中期 B.C 140～48 

 

 

 
約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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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晚期 B.C48～A.D25 

 

 

約 73 年 

東漢早期 A.D 25～89 

 

 
約 6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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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中期 A.D 89～168 

 

 

 

約 80 年 

東漢晚期 A.D 168～220 
 

約 5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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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metamorphos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ritten form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Citing 

Bu, Xi, etc. as examples 
 

Chen Shin Liang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bas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the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evolved gradually with a certain principles with no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ower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calligraphy written 
with Chinese brushes with ink on flat bamboo slips or paper. The research studies the 
evolutions of the written forms of the characters including "步"，"徙"，"迹（跡）"，"高
（髙）"，"京（亰）"，"景"，and "亭"，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n writing with a Chinese brush and ink, the starting stroke and the different 
sequences of the following strokes tend to lead the changed forms of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writing of the character "高",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writing sequence of the character 
that requires pressing down the writing brush and turning the brush with the U-shaped path, 
a style which makes the writing faster. The changed character form resulted from the 
changed order of writing strokes is not easily comprehensible in non-Chinese characters 
whose form do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nk. 

There are many causes that may lead to the changing of the forms of th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iscrepant change"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may lead to the change of the 
character forms. "Discrepant change" was caused by gradual minuscule changes which 
were not discernibl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character form 
change was due to aesthetic consideration, limitation of writing materials, or "sudden 
chang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recise study of character form change should be 
focused on "discrepant change". 

Basic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principles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the "metal and 
stone characters" -- those Chinese characters carved on stone or formed on metal materials 
partly because those characters were not written impromptu. One of the core facto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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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evolution is the changed forms caused by fast handwriting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at is why the forms of characters written with ink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metal and 
stone characters" even they were rend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characters which were not written impromptu should not be dealt with in the study of 
"character evolution". Those characters whose forms were changed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ir producers or carriers achieved a substantial quanti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 
should this process be characterized deserves further study.   

 
Keywords: Qin Dynasty, Han Dynasty, characters written with ink, writing 

sequence of strokes, write/writing, documents written on flat 
bamboo slips, stud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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