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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九七五年發現的《睡虎地秦簡》是秦簡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簡牘墨跡，至

今出土發表已四十餘年，在法律、歷史等文獻研究方面累積豐富的成果。隨著出

土簡牘與偽造簡牘的大量出現，從簡牘書法來考察簡牘的復原與辨偽，是一個新

的研究領域與課題。筆法分析研究也被作為辨別真偽的指標之一，擇選秦簡文字

中表現容易展現出「提按」與「頓挫」筆法字例作為考察解說。分析構形筆法、

筆勢變化，倡議以「文字書法學」作為研究的專有名詞。 

 

文字學探討的是文字構成，是文字的最後結果，加入書法研究分析後，依據

筆順與相近相關字形、字例才能夠回溯文字產生的過程並加以探討，更精確的還

原文字演變的過程，也是我們持續追求期盼的。 

	

	

	

	

	

【關鍵詞】秦簡、簡牘、墨跡、數位摹本、規整化、構形、文字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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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代台灣的書家當中，對出土的古文字資料有興趣且熱衷學習，王壯為先生

可說是開了先河。王大智云： 

 

董作賓寫甲骨，是他研究甲骨的延續。父親寫侯馬盟書，卻是冀望獲得書意，

融入自己既有的書風裡。又說：父親的晚年，就在這種體會、轉換古文字書

意的境況下渡過。」1 

 

可知，王壯為先生的書法篆刻藝術能夠達到高峰，確實是在古文字方面下過

一番功夫，是書法家利用古文字豐富書法藝術的極佳典範。因此現代書法研究、

創作者能夠對古文字資料有所掌握加以發揮顯得格外重要。 

 

一九七五年發現的《睡虎地秦簡》是秦簡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簡牘墨跡，至

今出土已四十餘年，在法律、歷史等文獻研究方面累積豐富的成果。學者認為秦

漢文字亦是檢視辯證《說文解字》小篆構形的重要材料2，秦簡在各層面的影響不

容小覷。 

 

但是在書法方面的研究與創作應用，仍有許多亟待開發的空間，隨著出土簡

牘與偽造簡牘的大量出現，從簡牘書法來考察簡牘的復原與辨偽，是一個新的研

究領域與課題3，筆法分析研究也被作為辨別真偽的指標之一。因此，本文分析秦

																																																								
1 王大智：〈王壯為的書意淵源〉，刊：《中華書道》104期，第 26-33頁，中華書道學會，

2019年 10月。第 31-32頁。 

2 劉釗先生曾以局、脊、竊（ ）、𠁁、冤、敻、侖、朋、焉、馬、烏等字解說，認為秦漢間的

篆隸古文字資料，是研究古文字形體演變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以往在這一方面注意力不夠，

是需要加以彌補的。從形體結構上看，秦漢時期的一些篆隸形體常常比小篆更接近于西周金文和

戰國文字，其中一些字保存了較早的構形形態，對我們上溯文字的早期構造和糾正《說文》的一

些錯誤說解，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11年 5月。第 212頁。 

3 邢文：〈秦簡牘書法的筆法——秦簡牘書寫技術真實性復原〉，刊：《簡帛》第八輯，第

439-45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0月。第 4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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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筆法、筆勢變化，倡議以「文字書法學」作為研究的專有名詞。探討筆順書寫

方向等關係，筆尖與簡帛載體交接瞬間下產生的不同風貌姿態，個別解析後的結

果，在秦簡書法的教學與研究應有所助益。 

 

二、文字書法學 

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古人論書，以勢為先。中郎曰‘九勢’，衛恆曰

‘書勢’，羲之曰‘筆勢’。蓋書，形學也有形則有勢。」提出文字的形、勢的論點，

是傳統書論對書法特質的一種認識。近代學者在文字學研究的基礎上，對文字形

體上提出「漢字形體學」的學門，但受時空背景所限制，戰國、秦漢簡牘等資料

還沒有被發掘應用，因此缺乏這方面的論述著墨。4李楯先生認為： 

 

從筆意到筆勢是字形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規律，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並不

是說古文就沒有筆勢。筆勢相對筆意存在，不只篆文中有，古文中有，金文、

甲骨文中也有。筆意和筆勢這對矛盾，是自文字產生之始就存在著的。因而

它是研究漢字形體的一個很重要的規律。5 

 

二十多年前，學者提出「書法學」，強調書法知識「系統」化，並分成：①

《書法學概論》、②《書法創作風格史》、③《書法理論批評史》、④《書法美學》、

⑤《書法賞評》、⑥《書法技法與創作》、⑦《書法教育學》、⑧《書法與其他藝

術之比較》等八種結構6。在書法學的內容與結構分類有：書法發展史學（包括書

法家）的研究；書法批評史學（包括理論發展史）的研究；書法美學研究；書法

批評與欣賞的研究；書法創作研究；書法教育學研究。7顯然「書法學」在文字學

方面的比重比較低，比較著重在藝術賞析、美學、教育等方面。 

 

																																																								
4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年 9 月。 

5 李楯：《我聽陸宗達講《說文》》，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 6月。第 77頁。 

6 陳振濂：《書法學》（上下冊），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9年 1月。前言第 7-8

頁。 

7 陳振濂：《書法學》（上下冊），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9年 1月。第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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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所謂的「書法文字學」，學者認為：書法文字學是書法界人士對

文字的研究，跟經學界人士的研究大不一樣。目的不同了，注意力也各異。它不

孜孜不倦地去追究每個字的本義及其引申，不去查考它的古韻部和古紐…。8對

書法界人士在文字學方面的不足做了批判。又說：「書法文字學的內容，是要闡

述書法怎樣美化了文字的面貌，它對於文字的筆畫與結體兩個層次都起了重大的

影響。」9可知「書法文字學」是在「書法學」的基礎上，添加了一些「文字學」

的比重，而且也是強調了美學的部份。 

 

筆者認為在文字學的基礎中，強調書法學門的特性，特別研究書法層面對文

字的影響10，無論是「書法學」或者「書法文字學」都無法精確涵蓋，不一定得

特別強調美學這方面。兩種學門在各半的比重下，或許可稱作「文字書法學」。 

 

三、何謂「數位摹本」 

 

除了簡牘圖版，本研究也搭配電腦軟體製作的摹本圖版，筆者稱為「數位摹

																																																								
8 齊沖天：《書法文字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 2月。第 36頁。 

9 齊沖天：《書法文字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 2月。第 38頁。 

10 筆者曾以步、高等字作為考察，分析秦簡文字書寫時筆順、筆勢等重大影響。 

  
數位摹本字例：發（睡．秦律 2） 數位摹本字例：殺（睡．日乙 104）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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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作為字形結構的參考輔助12。雖然，我們也可以放個透明描圖紙直接在書籍

上簡冊圖版描摹，精準度或許就沒有那麼高，唯一好處是字跡能保有筆順書寫的

實際效果，不過，這項好處並不是我們教學研究所需要的。從電腦上描摹的字跡

圖版有多種用途，例如縮小 50％成近原寸的大小，或者再放大到六至九公分寬，

作為毛筆書寫用的範本。 

 

簡牘窄小，墨跡線條容易混沌不清，即使有放大倍數的紅外線圖版，有時

構形也不易辨識。這時候同時搭配「數位摹本」就是很好的輔助，描繪後的構

形，也可說是研究者依據經驗與判斷所作出的研究展現。因此，我們相信「數

位摹本」在往後古文字研究以及簡牘書法的教學與研究的輔助價值與重要性會

越來越高。 

 

 
圖 3-2 數位摹本圖例（里耶秦簡 9．4） 

																																																								
11 「數位摹本」應用在書法教學教材方面，有筆者編製出版的《西漢竹書．蒼頡篇》字形書寫

練習本與《楚竹書-周易》字形書寫練習本等。 

12 將解析度 600dpi圖檔放大 300%，螢幕上的視覺比例，就像把原先一公分寬的簡牘放大到將

近十三公分的尺寸，所以精確度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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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規整化」 

古文字的研究中，有所謂的「構形學」，這是劉釗先生在 1990年首先提出的
13。「構形」即「形體構成」的簡稱。「規整化」，是指文字被刻意的安排，調整成

較規矩、整齊的一種現象或狀態，常見於隸書以前的古文字。何琳儀先生說： 

 

戰國文字形體的方向往往正反無別，例如：石（ / ）、羌（ / ）、千（ /

）、長（ / ）。14 

 

因此，能夠區分構形之外額外的「規整」是相當重要的。有了這樣的識別能

力，才能夠還原或解析文字本來面貌。 

 

明白了「規整化」，問題是應如何界定呢？例如：「及」西周〈保卣〉作 ，

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説文》作 。「初」西周早期〈御正衛簋〉作 ，秦

簡作 （睡虎地秦簡），《説文》作 。「斤」西周早期〈征人鼎〉作 ，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説文》作 。我們認為，文字的構形中，若發現有構形外不

必要的彎曲，與商周文字及前後時代文字變遷過程考察對照分析後，來判斷是否

有「規整化」的現象，比如說「戈」作 右上方不必要的曲折，或是「刀」作 ，

「斤」作 上半部的彎曲等，在文字識別上都是非必要的構形。 

 

1.《說文》小篆「行」、「非」旁 

《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的構形問題是近年筆者研究的題目之一，

曾舉出了《說文》「行」旁有多種構形的問題，字例有：珩（ ）、荇（ ）、𤜂

（ ）、行（ ）、術（ ）、街（ ）、衢（ ）、衝（ ）、衕（ ）、𧗸（ ）、

衙（ ）、衎（ ）、衒（ ）、𧗳（ ）、𧗿（ ）、衛（ ）、躛（ ）、餰（ ）、

胻（ ）、衡（ ）、𧲝（ ）、愆（ ）、㦣（ ）、衍（ ）、洐（ ）、銜（ ）、

																																																								
13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5月。第 2頁。 

14 何琳儀：〈秦文字辨析舉例〉，刊：《人文雜誌》，1987年第四期，第 82-85頁，吉林大

學古籍研究所。第 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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䡓（ ）等二十七字，涵蓋玉、艸、牛、行、足、䰜、肉、角、豚、心、水等十

一種部首。15 

 
表 4-1 《說文》「行」旁分類表 

     

     
a b c d e 

 

    如表 4-1所示，依據構形可分成 a（ ）、b（ ）、c（ ）、d（ ）、e（ ）

五類。d（ ）和 e（ ）兩者構形相近，或許也能合併在同一類。最多字例的是

d，包含行部中有行（ ）、術（ ）等十二字，加上足部躗（ ）、䰜部餰（ ）、

肉部胻（ ）一共有十五字。 

 

a（ ）類有四例：珩（ ）、衍（ ）、銜（ ）、䡓（ ）。 

b（ ）類有二例：荇（ ）、衍（ ）。 

c（ ）類有三例：𤜂（ ）、衡（ ）、㦣（ ）。 

d（ ）類有十五例：行（ ）、街（ ）、衢（ ）、衝（ ）、衕（ ）、

𧗸（ ）、衙（ ）、衎（ ）、衒（ ）、𧗳（ ）、𧗿（ ）、衛（ ）、躛（ ）、

餰（ ）、胻（ ）。 

e（ ）類有三例：術（ ）、𧲝（ ）、愆（ ）。 

c類的字例有𤜂（ ）、衡（ ）、㦣（ ）等，是符合篆隸傳承演進的的構

形，很清楚地其他的類別則是有規整化的現象，再次印證在《說文》小篆構形的

探討中，分辨有無「規整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認為理解《說文》小篆有無規

整化，並透過構形分類的辨別與分析，這樣的分類就有意義且必要。 

 

																																																								
15 筆者：《秦漢簡牘文字の字形変遷の考察》，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20年 3月。

第 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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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誥先生對《說文》構形有深入的研究，並舉出許多例證，認為值得注意

的是，在二徐本《說文》書中，有關「非」字的篆文形體，除了「非」部的五個

字被改寫外，其他散在各部，以「非」構形的三十三個字裡頭，則有改之未盡的

現象…。16如前所述，筆者有「行」構形考察的經驗，因此想就「非」字作進一

步的探索。 

 

卷十三下土部「䤏」，《說文》：北師大作 、陳昌治本作 、汲古閣本作 、

小徐本作 、段注本作 。可知「非」構形四種說文都正確，只有段注本構形

有誤。同時我們考察了其他五種的《說文》小篆構形，其中有五字的小徐本構形

式是正確的，分別是卷八上人部「俳」作 、卷八上衣部「裵（裴）（裶）」作

、卷八上毳部「䩁」作 、卷十二上手部「排」作 、卷十二下女部「婓

（婔）」作 。經再考察，《說文》字頭含「非」旁的總數是六十一字（詳見文後

《說文解字》「非」旁字例表）。 

 

2.《說文》小篆「襄」、「隻」旁 

〈蒼頡篇〉是東漢許慎編輯《說文解字》的參考資料之一，未見原始版本《說

文》的限制下，從中也能獲得一些可靠且重要的資訊。例如《說文》「襄」旁字

例有：禳、䖆、蘘、讓、䑋、䉴、饟、𨟚、曩、穰、襄、驤、瀼、攘、孃、纕、

蠰、壤、鑲、釀等二十字，全部都作 形，而〈蒼頡篇〉17襄」旁有：簡 13「孃」

作 、簡 27「讓」作 、簡 46「襄」作 、簡 47「𨟚」作 、

簡 62「鑲」作 等五例，文字構形可精確隸定成「 」、「 」、「 」、「 」、

「 」，五字之中襄構形較古是孃（ ）、讓（ ）二字，襄字除了上下的「衣」

旁，還能解構成 、 、 、 四個部份，「卯」、「 」、「㕛」構形清晰可

																																																								
16 杜忠誥先生在《說文》各版本中「非」字構形的差異上有其獨到的見解，值得參考。經考察

筆者再補充其他字例。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釋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84頁。 

17 本文使用的〈蒼頡篇〉圖例以《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為主。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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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襄」西周晚期〈𩵦甫人盤〉作 ，秦簡作 （睡．秦種 35），秦印作

、 、 、 ，秦封泥作 、 。「讓」秦簡作 （睡．為 11）。「壤」

秦簡作 、（睡．封 77）、 、（睡．封 78）。證明北大〈蒼頡篇〉中孃、讓

等字比《說文》小篆更古，保有「襄」原始古形是沒有問題的。 

 

《說文》「隻」旁字例有：護、韄、矆、隻、蒦（彠）、籆、雘、檴、穫、獲、

愯、濩、鱯、擭、蠖、鑊等十六字，全部都作 形，而〈蒼頡篇〉「隻」旁有：

簡 1「獲」作 。「獲」西周早期〈柞伯簋〉作 ，秦簡作 （睡．日乙 20a）、

（睡．日甲 75背）、 （嶽（壹）．質 0733）、 （嶽（參）．癸 1220）、 （里．

8．1558正），秦印作 、 ，西漢早期漢簡作 （馬．養 50）、 （馬．九 395）。

字例中「獲」字右半邊艸與隹之間有無「吅」或者上半有無「艸」，並不是我們

探討的重點，重點在於下半部的「又」是比較古的「 」或者「 」。戰國晚期

至西漢早期「獲」字犬旁有「 、 、 」這三種隸定形詳見圖 4-1所示： 

 

 
圖 4-1 

 

我們再次證明，現實中漢字在演進時，同一構形在不同的字例中演進中有快

有慢，假設橫切一刀，取下來的字形必定是不會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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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秦簡「句」、「茍」、「殳」、「弓」、「乃」、「夃」旁的構

形考察與書法分析 

「提按」是書法重要的用筆方法，即提與按。提有兩種，一是毛筆離開載體，

另一是上揚但筆鋒仍在載體，再作按頓之勢。按亦有分別，如按之後作上下移動

稱為「挫」，如「挫鋒」或「挫筆」是運筆中突然停止，以改變方向的動作，常

在轉角或趯處。而直接按下則稱為「頓」。齊沖天先生認為： 

 

秦漢古隸中，開始見到有提。這在當時，當然是非常新穎的筆畫。如《睡虎

地秦簡．法律答問》第 90、92兩簡的兩個「投」字（ 、 ）第 103、104

簡的兩個「擅」字（ 、 ）、第 138、139簡的兩個「捕」字（ 、 ），

它們的挑手旁第三筆均作提。18 

 

這三字的確有些微提的筆跡，但筆者認為還不夠明顯，〈睡虎地秦簡〉盈字

上半段的「乃」旁 （睡．效 3）、 （睡．效 4）相對比較明顯，筆法中像這種

筆畫的收筆與起筆之間有連帶關係，或有直接連接或線斷但意連，書法中稱為「帶

筆」。這樣的變化僅是指尖些微的動作，放大投射到運動中，就很像籃球的「急

停、轉身、跳投」，這是瞬間一氣呵成的高難度動作。 

 

書寫秦簡文字的執筆方式，筆者判斷握筆位置是接近筆鋒的（較低），筆桿

右上角斜出。就現代人書法學習方面來說，簡牘書法能夠採用「硬筆」作為練習

的主要原因是，在那個階段古人用筆提按並不顯著，墨跡線條只是很快速的行進，

沒有很大的粗細變化。因此拿硬筆來練習筆順與結構是很必要的。速度的掌握決

定在於「熟練度」，熟練度是自然的書寫能力反應。筆者以長年書寫的秦簡經驗，

擇選秦簡文字中表現容易展現出「提按」與「頓挫」筆法的字例，如「句」、「茍」、

「殳」、「弓」、「乃」、「夃」旁構形作為考察解說。 

																																																								
18  齊沖天：《書法文字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 2月。第 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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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手持竹簡書寫秦簡文字 

 

1.「句」旁考察 

「句」〈合 9378〉作 ，西周中期〈師器父鼎〉作 ，西周中期〈三年𤼈壺〉

作 ，西周中期〈永盂〉作 ，春秋早期〈鄭𢦨句父鼎〉作 ，戰國晚期〈鑄客

為大句脰官鼎〉作 。古幣文作 、 、 。《說文》：「句（ ），曲也。从口。

丩聲。」秦簡作 、 。西周至戰國期間，部份字例「丩」形交叉

二筆或成一筆成「 」。此構形可作為秦簡書法中「提」、「按」的例證。同時也

印證前面所說的「規整化」現象的論點，依理《說文》小篆應作 ，即黑色線條

部份，灰色線條部份是規整化現象。 

 

「句」偏旁「𠃚（丩）」〈合 8594 反〉作 ，象兩繩糾結之狀，為之糾之初

文。西周早期〈夌作父癸觶〉作 ，春秋〈湯鼎〉作 。古幣文作 。《說文》：

「𠃚（ ），相糾繚也。」「赳」春秋晚期〈侯馬盟書〉作 。「收」戰國中期〈包

山楚簡〉作 、 ，秦簡作 ，可知秦系文字在戰國時期已作「丩」。如前述

「句」的說明，《說文》「𠃚（丩）」小篆應作 ，黑色線條部份才是本體。接著，

我們從其他「句」旁的字形繼續探查。 

 

「拘」西周中期〈盠駒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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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斪」戰國晚期〈卅二年坪安君鼎〉作 。 

 

「狗」商〈狗宁簋〉作 ，西周早期〈長子狗鼎〉作 。春秋晚期〈侯馬

盟書〉作 、 ，秦簡作 、 。 

 

「痀」戰國晚期〈七年相邦鈹〉作 。 

 

「耇」西周中期〈師𡘇父鼎〉作 ，西周中期〈史牆盤〉作 ，西周晚期〈黃

君簋蓋〉作 ，西周晚期〈曾仲大父 簋〉作 ，春秋〈曾子伯 盤〉作 。 

 

「駒」西周早期〈駒簋〉作 ，西周中期〈師𡘇父鼎〉作 ，西周中期〈九

年衛鼎〉作 ，西周晚期〈弔駒父盨〉作 。秦簡作 。 

 

「枸」春秋晚期〈曾侯䑂鐘〉作 、 ，秦簡作 。 

 

「局」秦簡作 ，漢簡作 （馬．繆 058）。《戰典》：「局，从尸，句聲。

局為句之準聲首。」《說文》：「局（ ），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說文》

「局」旁的字例「挶」作 。顯然《說文》「句」已失古形，而秦簡與西漢早期

的簡牘文字仍保有「𡱈」（尸與句）的原始構形。 

 

「 （笱）」秦簡作 、 。此外，「句」旁的戰國璽印還有「訽」作 ，

「邭」作 ，「 （䝭）」作 。 

 

考察後「句」構形大致可編成 a、b 二類，各以英文數字編號，依序為：a1

（ ）、b1（ ）、b2（ ）、b3（ ）。以下依編類列舉字例。 

 

a1（ ）：狗作 （侯馬 16：34）， （侯馬 200：40）。 （䝭）作 （璽

彙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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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句作 （睡．為 51）、 （睡．日甲 129）。局作 （睡．為

1）。 （笱）作 （睡．日甲 157背）。枸作 （睡．秦種 135）。 

 

b2（ ）：狗作 （睡．日乙 164）、 （睡．日乙 176）。駒作 （睡．日

乙 42）。 

b3（ ）：狗作 （嶽（參）．識 0046）。笱作 （嶽（壹）．為 2176）。 

 

    
圖 5-2 「句」旁字例筆順 

 

以上「句」構形分類中，秦簡並沒有 a1類，只有 b1至 b3，b2與 b3類的差

異只有在下方的些微上勾的筆畫。b3類多見於〈嶽麓書院藏秦簡〉，與書手的書

寫習慣有極大關係，從同一篇的狗字各作 、 即可證明。除西周中期〈師器

父鼎〉句作 ，比較特殊，「丩」旁作「 」。其餘金文等字例多作「 」。判斷

這兩種構形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同時存在，直至春秋晚期〈侯馬盟書〉還能見到「 」

構形，而秦簡方面都是「 」構形存在。 

 

2.「茍」旁考察 

「茍」〈合 21954〉作 ，西周早期〈大盂鼎〉作 ，西周中期〈師虎簋〉作

，西周中期〈班簋〉作 。多用為「敬」字、人名等義。 

 

「敬」西周早期〈弔䟒父卣〉作 ，西周晚期〈元年師 簋〉作 。春秋

早期〈石鼓文〉作 ，春秋早期〈秦公鐘〉作 ，春秋中晚期〈秦公簋〉作 。

戰國晚期秦簡作 、 、 、 。從「茍」、「敬」兩字的字例來

看，西周至秦代「茍」大致有這六個階段的演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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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中期時添加口形，春秋時期多了一橫筆，此形傳承至戰國晚期的秦

簡，也形成上「卝」、下「句」的兩段構形。 

 

秦簡「茍」的構形大致可編成 a、b 二類，各以英文數字編號，依序為：a1

（ ）、a2（ ）、b1（ ）、b2（ ）。a1與 a2的差別在「口」形接近「勹」形

與否，b1與 b2則是「勹」形下方勾起的差別。以下依編類列舉字例。 

 

a1（ ）：敬作 （睡．為 15）。 

a2（ ）：敬作 （睡．為 49）。 

b1（ ）：敬作 （睡．為 46）。驚作 （睡．11號）。 

b2（ ）：敬作 （嶽麓（壹）．為 1555）。 

 

    
圖 5-3「茍」旁字例筆順 

 

「敬」秦簡作 、 、 、 。這四字包含在 ab二種當中，

「茍」若是中間豎畫拉直，與「口」筆畫交疊，即會減省成「匚」。「驚」秦簡作

，亦是同樣狀況。像這種交疊筆畫，之後省略使文字形體改變，也在「畝」

字發生，戰國中期〈青川木牘〉作 ，秦簡作 （田與又形交疊如 ）。 

 

3.「弓」旁考察 

「弓」商〈弓父庚卣〉作 ，西周早期〈弓父癸〉作 ，西周中期〈同卣〉

作 ，西周晚期〈四十二年逑鼎丙〉作 ，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作 。戰國

早期〈曾侯乙簡〉作 。〈曾侯乙簡〉與秦系文字雖非同系，但此字構形基本相

同。可知從商至西周甚至春秋時期，弓的演變大致是「 → 」，如同灰階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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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般差異。 

 

「弓」秦簡作「 、 」，與西周文字有近九十度轉換，但基本

構形相差不大。以「弓」形為偏旁的字例尚有：張、發、弩、弟、引、弦、弱、

強、雋（隽）等，其中「發」亦可同時觀察「癶」、「殳」之構形。 

 

「張」秦簡作 、 。「發」秦簡作 、 、 、 。 

「弩」秦簡作 、 、 。「弟」秦簡作 。「引」秦簡作 。

「弦」秦簡作 、 。「弱」秦簡作 、 、 。「強」，秦簡

作 、 。 

 

「雋（隽）」秦簡作 。《說文》：「雋（ ），肥肉也。从弓所以射隹。」

由秦簡文字比較容易理解，楷字下方的「 」形，原本就是「弓」形。北大西漢

竹書〈蒼頡篇〉作 、 ，對原始構形也可作為佐證。 

 

考察後「弓」構形大致可編成 a至 e五類，各十一種構形，各以英文數字編

號，有其中 a、d、e 類各有三種，其餘 b、c、e 都各一。依序為：a1（ ）、a2

（ ）、a3（ ）、b1（ ）、c1（ ）、d1（ ）、d2（ ）、d3（ ）、e1（ ）、

e2（ ）、e3（ ）。以下依編類列舉字例。 

 

a1（ ）：弩作 （嶽（貳）．衰 0765）。 

a2（ ）：弓作 （里．8．2200），弩作 （睡．秦律 2）。 

a3（ ）字：弓作 （睡．日甲 27 背），弩作 （嶽（壹）．為

1539）、 （嶽（參）．暨 1206）。「雋（隽）」作 （嶽（壹）．質 0308）。 

b1（ ）：張作 （睡．日甲 104背）。 

c1（ ）：弱作 （睡．秦種 136）。強作 （睡．秦種 31）。 

d1（ ）：強作 （睡．語 12）。弱作 （嶽（壹）．夢 J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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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發作 （睡．為 13）。弱作 （睡．為 30）。 

d3（ ）：引作 （睡．秦律 8）。張作 （睡．日乙 93）。弦作

（睡．日甲 27）、 （里．8．458）。發作 （嶽（壹）．為 1538）。 

e1（ ）：發作 （里．8．778）。 

e2（ ）：發作 （里．8．1）。 

e3（ ）：發作 （睡．效 37）、 （睡．效 49）。 

 

    

    

    

    
圖 5-4 「弓」旁字例筆順 

 

弓在角度不同約有兩種構形，如弓（ ）與弩（ ），以及張（ ）、強（ ）

等字，b至 e類作為偏旁則構形變化也比較多。對書寫者來說，知道文字構形是

一回事（識字學習經驗），在瞬間書寫出文字又是一回事（實際書寫經驗），落筆



                     秦簡「句」、「茍」、「殳」、「弓」、「乃」、「夃」旁的構形考察與書法研究 

 

 129 

的瞬間，在很短的時間內必須決定方向。 

 

經考察〈里耶秦簡〉中，「發」約有三百多處，上端「癶」多作「 」，如：

（8．0001）、 （8．0065背）、 （8．0347）、 （8．0778）、 （8．0878）

等。依字例可推測右側殳形上半的「𠘧」形變化演變如：「 → → 」，殳至攴

的改變讓原本的「發」成為「𤼲」。發字的偏旁構形的變化相當豐富，值得再仔

細研究。 

 

4.「殳」（几）旁考察 

西周早期〈相侯鼎〉殳字作 ，西周中期〈十五年趞曹鼎〉作 ，西周晚期

〈柞伯鼎〉作 。 ，西周早期〈 方尊〉作 。毅，西周晚期〈伯吉父簋〉作

。 ，西周中期〈二式㺇簋器〉作 。槃（盤），西周中期〈殷㝅盤〉作 。

段，西周中期〈段簋〉作 。可知西周時期殳多作「 」。 

 

聚焦在「殳」的「几」形，「殳」秦簡作 、 ，前後兩字基本上看

來構形是接近的，但從字跡圖版放大後，可以發現前者的「几」形最後一筆上拉

之後有再向下拉回的動作。類似字例也不少，如：巳（ ）、出（ 、 ）

等，除了書寫者的習慣之外，也是為了能夠快速的往下書寫其他文字。 

 

「殹」秦簡作 、 、 等。「廄」作 、 、

等。「醫」作 。「鑿」作 。「穀」作 。「投」作 、 、

等。「毄」作 、 、 等。「沒（没）」作 、

等。「聲」作 。「疫」作 。「穀」作 、 、 等。以下將

依字例作構形分類及演進傳承關係探討說明。 

 

經整理考察後，西周至秦代，殳字「几」構形大致可分成十七種，各以英文

數字編號，依序為：a1（ ）、b1（ ）、b2（ ）、b3（ ）、b4（ ）、c1（ ）、

c2（ ）、c3（ ）、d1（ ）、d2（ ）、d3（ ）、d4（ ）、e1（ ）、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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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f1（ ）、g1（ ）等。經分析研判，繪製成殳「几」構形演進脈絡。 

 

 
圖 5-5 殳「几」構形演進脈絡 

 

以 a1（ ）為構形初始源頭，字例如：西周中期〈十五年趞曹鼎〉殳字作

，西周晚期〈柞伯鼎〉作 。a1（ ）派生成：b1（ ）、b2（ ）、b3（ ）、

b4（ ）四種。 

 

b1（ ）：鑿作 （侯馬 156：23）。𣫞（鑿）作 （侯馬 156：19）。 

b2（ ）：殺作 （侯馬 3：23）。 

b3（ ）：殺作 （侯馬 156：20）。鑿作 （侯馬 156：25）。 

b4（ ）：殺作 （侯馬 179：14）。 

這一層級中，b1至 b4也有相互影響的可能，如：「 → → → 」。 

 

據筆順與構形研判 b1（ ）派生成：c1（ ）、c2（ ）。b2（ ）派生成：

c1（ ）、c2（ ）、c3（ ）。b3（ ）派生成：c3（ ）。 

c1（ ）：投作 （睡．法 90）。 

c2（ ）：投作 （睡．日乙 106）。殹作 （睡．法 121）。聲作 （睡．

法 52）。 

c3（ ）：毄（𣪠）作 （睡．日甲 33）。殺作 （睡．法 66）。投作

（睡．日甲 57背）。殹作 （睡．效 18）、 （睡．效 24）。𢋁（廏）（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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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睡．日甲 70背）， （睡．秦律 29）， （睡．秦種 17）等。 

這一層級中，c1至 c3也有相互影響的可能，如：「 → → 」。 

 

據筆順與構形研判 c1（ ）派生成：d1（ ）、d2（ ）。c2（ ）派生成：

d1（ ）、d2（ ）。c3（ ）派生成：d3（ ）、d4（ ）。 

d1（ ）：發作 （睡．日乙 45）， （睡．為 13）」， （嶽麓（參）．癸

1466-1）， （里．8．347）。疫作 （睡．日甲 40背）等。 

d2（ ）：發作 （睡．日甲 104背）。 

d3（ ）：毄（𣪠）作 （睡．日乙 62）、 （睡．日乙 18）。穀作 （睡．

日乙 65）、 （睡．日乙 246）。投作 （睡．日乙 146）。鑿作 （睡．日乙 17）。 

d4（ ）：殹作 （里．8．2088）。殺作 （睡．日乙 104）。 

這一層級中，d1 與 d2，d3 與 d4 各有相互影響的可能，如：「 → 」和「

→ 」。 

 

據筆順與構形研判 d1（ ）派生成：e1（ ）、e2（ ）、e3（ ）。d2（ ）

派生成：e1（ ）、e2（ ）、e3（ ）。 

e1（ ）：發作 （睡．秦律 2）， （嶽（壹）．為 1538）等。 

e2（ ）：沒（没）作 （睡．法 48）。 

e3（ ）：沒（没）作 （睡．秦種 103）。 

這一層級中，e1至 e3有相互影響的可能，如：「 → → 」。 

 

據筆順與構形研判 e1（ ）派生成：f1（ ）。e2（ ）派生成：f1（ ）。 

f1（ ）：發作 （里．8．1）。另有一例作 （里．8．1395），構形呈現

匚形，應屬特例故未編號，暫且歸類於此。 

 

據筆順與構形研判 f1（ ）派生成：g1（ ）。 

g1（ ）。：發作 （里．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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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殳」旁字例筆順 

 

特別一提，春秋晚期〈侯馬盟書〉有一字以「囘又頁」或「囘攴頁」構成，

即：𩓔（𩑦）（没）（沒），《說文》：「內頭水中也。从頁、𠬸，𠬸亦聲」。作

（侯馬 156．2）、 （侯馬 3．24）、 （侯馬 3．20）、 （侯馬 156．

19）。其 構形是否由傳承自「a1（ ）」，目前尚無其他字例可對照，故未列入

b階段的編號構形中。 

 

「殳」是此次考察中，構形的變化最明顯的字例，數量比例方面，秦簡中含

有「殳」形最常見構形的是：d1（ ）或 e1（ ），尤其是「發」字多見，其次

為 d3（ ）、d4（ ）、c2（ ）、c3（ ）、c1（ ）等，其他如：d2（ ）、

e2（ ）、e3（ ）、f1（ ）、g1（ ）等都不常見。 

 

5.「乃」、「夃」旁考察 

「乃」商〈乃孫罍〉作 ，西周早期〈大盂鼎〉作 ，西周中期〈豆閉簋〉

作 ，西周晚期〈不𡢁簋蓋〉作 ，西周晚期〈多友鼎〉作 ，春秋晚期〈吳王

光鑑〉作 ，戰國晚期〈新郪虎符〉作 ，秦陶量作 ，秦印作 。秦簡作 、

、 、 、 、 。「弓」西周中期〈同卣〉作 。秦簡作 ，秦簡弓、

乃構形接近，只有稍微角度差異，如：秀作 。更早的西周時期金文弓、乃

兩字形體也相當接近，只有弓在中段部份多了一處彎折。接著，再看「乃」旁的

其他字例。 

 

「艿」西周中期〈伯艿簋〉作 ，西周中期〈師旂鼎〉作 ，西周中晚期

〈姬艿母鬲〉作 ，西周晚期〈散氏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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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𦰆」西周中期〈靜簋〉作 。 

「夃」《說文》：「夃（ ），秦以市買多得為夃。从𠄎从夂，益至也。」楚簡

作 （安大．104）。 

「 」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蓋〉作 ，可知夃古形作 。 

「盈」春秋早期〈石鼓文〉作 ，經去除雜點可作 ，秦簡作 ，前

後字例時間相隔二百多年，但構形並無不同。 

 

「秀」《戰典》：「从禾，从引省，會禾苗引出之意。」春秋早期〈石鼓文〉

作 。戰國中期〈包山楚簡〉作 、 。秦簡作 、 、 。「誘」

秦簡作 ，下方「 」與楚文字構形相同。 

 

「乃」秦簡作 （睡．日乙 238）、 （睡．日甲 58背）、 （睡．封 70）、

（睡．法 30）、 （睡．秦律 41）、 （睡．效 39）。是一撇再近似阿拉伯數

字「3」的筆順所構成。各字例基本構形相同，較無分類的必要。「乃」旁構形大

致可編成 a至 g六類，各九種構形，各以英文數字編號，有其中 a與 e類各有二

種，其餘 b、c、e都各一。依序為：a1（ ）、a2（ ）、b1（ ）、c1（ ）、d1

（ ）、e1（ ）、e2（ ）、f1（ ）、g1（ ）。以下依編類列舉字例。 

 

a1（ ）：盈作 （睡．效 3）。 

a2（ ）：盈作 （睡．法 10）。 

b1（ ）：盈作 （睡．效 47）。 

c1（ ）：盈作 （嶽（貳）．衰 1715）。 

d1（ ）：盈作 （睡．日甲 16）。 

e1（ ）：秀作 （睡．日乙 25）。此構形與弓字相當接近，如：弓作

（睡．日甲 27背）。 

e2（ ）：秀作 （睡．日甲 32）。 

f1（ ）：秀作 （睡．日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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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誘作 （睡．秦種 1）。 

    

    

 

   

圖 5-7 「乃」旁字例筆順 

 

秦簡盈字上端夃「乃（𠄎）」形約可分成 a、b、c、d四類，當中在筆畫中的

些微差異或可再細分成 a1、a2。a1第一二筆有連續書寫，a2一二筆之間可能中

斷，重新起筆的狀態。有時些微的角度的差異也會讓整個字形產生很大的變化。

自西周時期「弓、乃、夃」三種構形就很接近。「夃」形如： → → 、 、

、 這般推演發展。 

 

除了 d1（ ），之外，a1（ ）、a2（ ）、b1（ ）、c1（ ）這四種之間

的差異其實並不如眼前看起來那樣大。原因是這四種構形的筆勢、筆順還算接近，

就在當中某個筆畫區段有變化轉折才形成最後構形的差異。文字外表構形分析之

外，同時帶入筆法、筆順等書法元素的探討，就會發現字例之間可能會有緊密的

聯繫，需要好好的探索。 

 

六、結語 

古文字研究時，將字例先劃分為某種字體，容易犯了「劃地自限」的錯誤，

優先判斷是否有「規整化」、哪個構形較古？才是分析古文字時重要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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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作為現代的研究者，採用〈蒼頡篇〉等其他秦漢文字資料來佐證才算完備，

持續在《說文》小篆的基礎上補充可能遺漏的構形，才能彰顯《說文》的歷史價

值。 

 

秦漢以前的古人，對文字構形差異的容忍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很多。形成

這樣的認知或習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在更早的春秋晚期〈侯馬盟書〉中，就

有一個嘉字高達百多種寫法19。而張道升先生編輯的《侯馬盟書文字編》收錄有

226個字形，實際構形數量會有多少？值得深入探究。 

 

「文字書法學」或「書法文字學」的稱呼，並不只是詞彙擺放前後的問題而

已，牽涉認知觀念、研究方法等複雜的因素，文字構形一定要再配合「書法」的

研究才是完整的。文字學探討的是文字構成，是文字的最後結果，加入書法研究

分析後，依據筆順與相近相關字形、字例才能夠回溯文字產生的過程並加以探討，

殳「几」構形演進脈絡就是很好證明。更精確的還原文字演變的過程，也是我們

持續追求期盼的。 

 

資料簡稱表 

簡稱 資料名稱 

《說文》 《說文解字》 

合 甲骨文合集 

戰典 戰國古文字典 

璽彙 古璽彙編 

陶彙 古陶彙編 

陶錄 古陶字錄 

侯馬 侯馬盟書 

包山 包山楚簡 

安大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貨系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 

睡．為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19 〈「侯馬盟書」字表序言〉，張頷．陶正剛．張守中．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

書》，太原：三晉出版社，2016年 11月。第 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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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資料名稱 

睡．法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睡．秦種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睡．效 睡虎地秦簡．效律 

睡．秦律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睡．日甲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睡．日乙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睡．11號 睡虎地秦簡．11號木牘 

嶽（壹）．為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為吏治官及黔首 

嶽（壹）．質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二十七年質日 

嶽（壹）．夢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占夢書 

嶽（貳）．衰 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數．衰分類算題 

嶽（參）．癸 嶽麓書院藏秦簡（參）．癸、瑣相移謀購案 

嶽（參）．暨 嶽麓書院藏秦簡（參）．暨過誤失坐官案 

嶽（參）．識 嶽麓書院藏秦簡（參）．識劫𡟰案 

里 里耶秦簡 

馬．養 馬王堆漢墓簡帛．養生方 

馬．九 馬王堆漢墓簡帛．九主 

馬．繆 馬王堆漢墓簡帛．繆和 

 
《說文》「非」旁字例表	

no 字號 卷 部首 圖 字頭 備註 

1 0212 卷一上 玉部 
 

琲  

2 0641 卷二上 牛部 
 

菲  

3 0761 卷二上 牛部 
 

㹃  

4 1402 卷二下 足部 
 

䠊  

5 1486 卷三上 言部 
 

讖  

6 1607 卷三上 言部 
 

誹  

7 2097 卷四上 目部 
 

𥇖  

8 2237 卷四上 羽部 
 

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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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字號 卷 部首 圖 字頭 備註 

9 2543 卷四下 歺部 
 

殲  

10 2630 卷四下 肉部 
 

腓  

11 2956 卷五上 竹部 
 

篚  

12 2969 卷五上 竹部 
 

籤  

13 3201 卷五下 食部 
 

餥  

14 3650 卷六上 木部 
 

櫼  

15 3816 卷六上 木部 
 

棐  

16 4039 卷六下 邑部 
 

𨛬  

17 4489 卷七上 米部 
 

䊳  

18 4519 卷七下 韭部 
 

韭  

19 4520 卷七下 韭部 
 

𩐌  

20 4521 卷七下 韭部 
 
䪢𠬘齏  

21 4522 卷七下 韭部 
 

䪥  

22 4523 卷七下 韭部 
 

韱  

23 4524 卷七下 韭部 
 

䪤  

24 4714 卷七下 疒部 
 

痱  

25 4800 卷七下 网部 
 

𦋛罪  

26 4871 卷七下 巾部 
 

㡨  

27 5116 卷八上 人部 
 

俳 小徐本構形正確 

28 5291 卷八上 衣部 
 

裵裴裶 小徐本構形正確 

29 5375 卷八上 毳部 
 

䩁 小徐本構形正確 

30 5392 卷八上 尸部 
 

屝  

31 5696 卷九上 文部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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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字號 卷 部首 圖 字頭 備註 

32 5971 卷九下 厂部 
 

厞  

33 6018 卷九下 石部 
 

䃺磨  

34 6158 卷十上 馬部 
 

騑  

35 6437 卷十上 火部 
 

㸏爢𤓒  

36 6869 卷十下 心部 
 

悲  

37 6934 卷十下 心部 
 

悱  

38 7187 卷十一上 水部 
 

瀸  

39 7416 卷十一上 水部 
 

瀣  

40 7534 卷十一下 雨部 
 

霏  

41 7656 卷十一下 非部 
 

非  

42 7657 卷十一下 非部 
 

䨽  

43 7658 卷十一下 非部 
 

靡  

44 7659 卷十一下 非部 
 

靠  

45 7660 卷十一下 非部 
 

𨻼  

46 7683 卷十二上 戶部 
 

扉  

47 7795 卷十二上 手部 
 

攕  

48 7810 卷十二上 手部 
 

排 小徐本構形正確 

49 8047 卷十二上 手部 
 

𪎮麾  

50 8168 卷十二下 女部 
 

孅  

51 8289 卷十二下 女部 
 

婓婔 小徐本構形正確 

52 8389 卷十二下 匚部 
 

匪  

53 8516 卷十三上 糸部 
 

纖  

54 8724 卷十三上 糸部 
 

緋 小徐本無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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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字號 卷 部首 圖 字頭 備註 

55 8930 卷十三下 蟲部 
 

𧕿蜚 二個圖版 

56 9065 卷十三下 土部 
 

圮䤏 

同字其他《說文》如： 北師

大、 汲古閣本、 小徐本、

段注本。可知「非」構形四種

說文都正確，只有段注本構形有

誤。 

57 9081 卷十三下 土部 
 

𡌦  

58 9169 卷十三下 力部 
 

𠣊  

59 9270 卷十四上 金部 
 

鑯  

60 9530 卷十四上 車部 
 

輩  

61 9808 卷十四下 酉部 
 

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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