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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中國歷史的研究中，除文獻資料外，考古發現在近幾年也逐漸成為學

者們相當重視的一項關鍵證據。經由考古挖掘所出土的文物與墓葬等，一來

可使今人得以窺見古文明之特色與審美意識，二來則可與文獻史料相互印

證，填補現今歷史研究中的許多空白。藉以深刻了解並解讀古人的政治、社

會與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概況，以及中國在時代中脈動的情形，從而研究與

還原中國古代社會所呈現的諸多風貌。 

    中國目前考古研究主要分為城市考古與墓葬發掘兩部份，城市考古固然

對於解讀古代政治與經濟發展有其重要性，但本文著重的卻是墓葬資料的收

集與引用。存在於地底上千年的古墓葬，數量繁多且充滿變化，在不同時空

背景下，受不同族群思想的影響，表現出不同的喪葬觀念與形式，但所有的

墓葬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墓葬乃是各時代人們對於生死觀念的再現，而這也

是自古以來人們最關心的議題之一。蒲慕州認為中國之喪葬習俗反映出「事

死如事生」的概念，1使得隨葬器物、墓葬形制除因時代及身分地位而有差異

外，也因需要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因此研究墓葬有其必要性。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湖北地區的考古工作（包括城市遺址與墓葬考古發掘）在1960年代左右

才逐漸展開，遠遠晚於其他地區的考古工作，江陵一帶更是如此。早期對於

湖北墓葬的發掘，主要是為了解先秦時期楚文化的物質文明，其後逐漸擴展

                                                      
1 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省思》（台北：聯經出版社，1993年），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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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楚國的社會、宗教等層面，以求全盤了解楚文化之特色。2 

    江陵，為戰國時期楚故都郢都的所在，3自楚文王定都於郢，4郢都便成

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重地，具有濃厚且典型的楚文化風格，加

上楚發展至戰國時代勢力增強、不斷向外擴張，且對於周圍文化多採取接納

態度，因而產生極富浪漫氣息且高度多元的楚文明。江陵位於楚國文化的中

心、思想的重鎮，不論是其本身或周圍地區，不單經濟發展隨國勢日增而更

加富裕，文化也更顯蓬勃，在塑造華美綺麗的楚文化的同時，更深刻影響著

周圍其他地區對於文化的學習與發展，無形中造就了南北、東西文化的廣泛

交流及融合。然而此一燦爛輝煌的楚文化卻在西元前278年秦將白起拔郢後

為之斷絕。 

    楚與秦在戰國時期分據南北，相互對峙，皆有一統天下的優勢。秦位處

邊陲，長期與戎狄之屬接觸，漸染其風；加上商鞅變法後，強化了秦國的經

濟與軍事力量，使得秦國勢日強。楚雖位居南方，且開發較中原各地晚，但

                                                      
2 廣義的楚文化指以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為重心，由當地原住民和西周前後移居者在物質和精神

兩方面所創造的多元文化；也就是指我國古代歷史上位於江漢平原、荊楚地區的楚人所創造的

一種具有自身特徵的物質文化。見俞偉超，《先秦兩漢考古學論集》（北京：文物，1985年），

頁262。蕭兵，《楚文化與美學》（台北：文津，2000年），頁3。王勁，＜從楚式鬲等器的淵源

看楚文化與土著文化的關係＞，《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學會論文集‧1989》（北京：文物出版

社，1992年），頁140。 
3 據《荊州記》：「（江陵）縣北十餘里有紀南城，楚王所都。」《輿地記勝》卷六十五：「（紀

南城）故郢城。」以及《說文解字》所記：「郢，故楚都，在南郡江陵北十里。」楚之郢都應

就是江陵境內的紀南城。據考古調查發現，紀南城東西長4450公尺，南北寬3588公尺，面積約

16平方公里，是先秦時期繼燕國燕下都、齊國臨淄的第三大都城。共有七座城門，其中一座為

水門。僅存的城垣高出地面約4-8公尺，護城河寬約40-80公尺，已發掘的84個城市夯土台基中有

64個分布在東南方，應屬宮殿區；東北部與西南部發現一些製陶和鑄造的遺跡，故判斷其為手

工業區，是一個居住密集、經濟繁榮的大都城。詳見湖北省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

掘＞，《考古學報》，1982：3，頁325-350；1982：4，頁477-507。陳振裕，＜東周楚城的類型

分析＞，《江漢考古》，1992：4，頁61-70。 
4 按《史記》云：「（武王）子文王熊貲立，始都郢。」由此可知，郢在文王時期才成為楚國的

政治中心。安金槐更進一步的在《中國考古》一書中認為楚都郢，郢即今湖北江陵，因此在江

陵一帶發現的楚文化最為豐富，詳見安金槐主編，《中國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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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刻意吸收中原及不斷的向外擴張，使楚國成為南方勢力最強、範圍最廣

的大國，並造就了璀璨的楚文化。隨著時間愈近戰國晚期，秦楚之間勢力的

消長愈加明顯，最後在秦將白起的攻擊下，楚國棄郢遷都，郢都正式納入秦

的南郡。然而秦朝國祚不長，僅短短十五年就因陳勝、吳廣的起義而走入歷

史，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更為強大的集權王朝—西漢，諸多史料記載著西漢

初期的政治傾向於「漢承秦制」，因此秦與西漢的文化有著不少的共同點或

相似性。 

隨著近年來考古資料與文物的大量發掘，湖北江陵的重要性逐漸展現。該

地出土許多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墓葬，如江陵天星觀楚墓、望山沙塚楚墓、九店

東周墓、雨台山楚墓、馬山楚墓等戰國楚墓，5其隨葬物品之豐富、製作之精

美，皆屬難得一見。江陵出土的楚墓葬數量眾多，據不完全統計約有 6000 座

之多，6墓葬形制具有共通性，且墓葬形制明顯有等級之分，包括各階層貴族、

平民及奴隸，都有代表性墓葬出土。另外還有楊家山秦墓、王家台秦墓、岳山

秦漢墓、鳳凰山西漢墓、高台西漢墓、張家山漢墓等，7相較於江陵楚墓，這

                                                      
5 依序參考荊州市博物館，＜湖北省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9，頁4-21；

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1，頁71-115；湖北省

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3年）。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陵望山沙塚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1996年）。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江陵縣

九店東周墓發掘紀要＞，《考古》1995：7，頁589-605；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陵九

店東周墓》（北京：科學出版社，1995年）。荊州博物館，＜江陵雨台山楚墓發掘簡報＞，《考

古》，1980：5，頁391-402；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雨台山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

古》，1990：3，頁1-7；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編，《江陵雨台山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

1984年）。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馬山一號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年）；荊州地區

博物館，＜湖北江陵馬山磚廠一號墓出土大批戰國時期絲織品＞，《文物》，1982：10，頁1-7；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馬山磚廠二號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7：3，頁29-34。 
6
 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武漢市：湖北教育出版社，1995年）。 

7
 依序見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楊家山135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8，頁

1-11。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1，頁37-43。湖北省江陵

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岳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4，頁537-563。長江

流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練班，＜湖北江陵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

6，頁41-61；鳳凰山一六七號漢墓發掘整理小組，＜江陵鳳凰山一六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

物》，1976：10，頁31-37；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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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秦至西漢墓葬彼此間有著更多的共同點，顯示出文化與喪葬習俗的承襲，和

當時代的思想變遷。 

然而，在墓葬發掘的過程中不難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江陵出土楚墓遠較

秦墓與西漢墓葬多。且發掘出土的楚墓與秦墓、西漢墓的葬制、葬具、隨葬器

物風格皆有所差異，其他故楚文化區域出土的戰國至西漢時期墓葬差異性卻不

大，顯然戰國時期的楚文化在江陵地區雖為典型文化，其延續情況卻不及其他

故楚文化地區。湖北江陵為戰國時代楚國首都的所在、文化的中心，何以當地

出土的秦代以後墓葬受楚風影響甚微，反而呈現較多的秦國墓葬特色與風格？ 

    當然，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作個推測，認為是秦將白起拔郢後，秦為

防止楚國力量再度興起，或楚之輝煌文化及強烈民族意識阻礙秦對楚地的管

理和控制，因此對楚故都紀南城所在的江陵一帶進行徹底的破壞，再將秦朝

文化強制引入楚地，致使江陵一帶墓葬呈現出楚因素少而秦因素多的情況。

8但這又產生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除江陵，甚至是整個湖北之外，其他包括安

徽、湖南等地在內的墓葬在秦滅六國、成為秦朝疆土的一部分後仍舊保有較

濃厚的楚文化風貌，其影響甚至延續至西漢，直到東漢時期才因時代的推移

及人民生活風尚的改變而消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漢馬王堆漢墓，共

出土三座墓葬，墓葬中的隨葬器物從帛畫、簡牘、漆木器、銅鏡乃至彩繪漆

棺等無一不顯示出深受楚文化風格的影響。9但位居楚國政、經中心的湖北，

                                                                                                                                       
報》，1993：4，頁455-514；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發掘整理組，＜湖北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

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9，頁1-8。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高台18號墓發掘

簡報＞，《文物》，1993：8，頁12-20。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

＞，《文物》，1985：1，頁1-8；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山家山兩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

物》，1992：9，頁1。 
8 見郭德維，＜試論江漢地區楚墓、秦墓、西漢前期墓的發展與演變＞，《考古與文物》，1983：

2，頁81-87。 
9 陳松長，《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年）。湖南省博物館等，《長

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北京：文物出版社，1972年）。侯皓之，＜馬王堆一號墓飛衣

與楚文化＞，《藝術論衡》，第4期，頁118-139。傅舉有，＜傳遞千古的光輝——馬王堆漢墓出

土的刺繡＞，《故宮文物月刊》，15卷1期，頁9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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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江陵地區，卻無法延續楚文化傳統，這一點頗令筆者感到疑惑。 

    時至今日，楚與秦、西漢時期的文化研究成果豐碩，雖有學者對於楚墓、

秦墓、西漢墓的特色進行分析，10卻鮮少全面性探討這三個時期墓葬究竟有

何不同特色？其所顯示的時代背景為何？是什麼樣的動盪造就了喪葬文化

的改變？又是什麼樣的因素，使得秦與西漢的墓葬習俗有所承續？這些正是

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回顧 

    近年來，由於對於湖北考古的日漸重視與不斷的了解，關於江陵墓葬以

及楚、秦、西漢等朝文化的著作相當豐富，且取材面向也日益廣博。 

    目前對於楚、秦、西漢墓葬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屬郭德維的《楚

系墓葬研究》，該書不單研究楚墓，而且將所有受到楚文化影響與涵蓋的墓

葬統稱為「楚系墓葬」，並加以分析比較，時間斷限以先秦為主，其中僅一

小節論及秦漢墓葬與楚系墓葬的異同。書中對於楚系墓葬的發掘與面臨的問

題做了梗概的介紹，也將楚墓所以能比其他墓葬保存較好的原因進行分析，

更將楚墓的基本特徵、時代序列、等級類別11、地域差別，以及典型楚器等

作了詳細的介紹。由於此書參照許多考古資料和報告而成，使得文中的諸多

數據如棺椁規制、隨葬器物大小數量等較為精確，頗具參考價值。唯一美中

不足之處，就是該書著作年代較早，因此採用之考古報告及相關資料的年代

僅止於1990年12月底。其餘不足的部分有賴於考古報告與相關研究的補充12。 

                                                      
10 例如陳振裕在《楚文化與漆器研究》一書中對於湖北地區戰國至西漢時期墓葬的特色，並對這

三個時代墓葬特色的差異進行了深刻的分析與探討。 
11 包括上、中、下層貴族墓，平民墓，奴隸墓。郭德維先生認為湖北江陵出土之楚墓內含當時社

會中的各個階層，上至貴族，下至奴隸，皆可明顯看出墓葬形制與隨葬器物等級的不同，且不

同等級墓葬有時呈現相對集中的現象，即貴族墓少與平民墓出於同一墓地，而往往集中於同一

崗地之上。 
12 1990年12月後發表的考古報告有＜江陵棗林鋪楚墓發掘簡報＞，＜江陵溪峨山楚墓＞，＜湖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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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振裕的《楚文化與漆器研究》，內容集結先秦楚墓的特色，湖北、湖

南等地楚墓特色，皆有系統性的整理與分析。此書的基本論點在於肯定楚墓

有其獨特的文化特性與發展。在融合其他地區，如中原、巴、蜀、越等地文

化的同時，也配合自身的民族特性，發展出楚文化，並充分反映在楚國墓葬

中。13 

    藺新建、孫海主編的《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湖北省、湖南省》，14總

結近一個世紀以來湖北省與湖南省的考古發現，戰國中期以前的楚文化中心

位於湖北，戰國晚期則逐漸移至湖南一帶，這兩地戰國至漢代的考古發掘，

包括城市遺址與墓葬出土皆可見楚文化風格的遺存。 

    另外，王建輝的《荊楚文化》15、北京大學歷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所

編的《商周考古》16，田野的《重放異彩：楚文化考古重大發現》，17高應勤

《楚文化考古論文集》，18張長壽、殷瑋璋主編《中國考古學‧兩周卷》，19許

道勝、李玲著《流光溢彩：楚國的漆器竹簡玉器絲綢》，20陳振裕主編《楚秦

漢漆器藝術‧湖北》，21舒之梅、張緒球主編的《楚文化：奇譎浪漫的南方大

國》，22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考古大事記》，23楊寶成主編《湖北考古發現

                                                                                                                                       
省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江陵車璫戰國墓清理簡報＞，《江陵望山沙塚楚墓》，

＜江陵朱家台兩座戰國楚墓發掘簡報＞，＜湖北江陵縣九店東周墓發掘紀要＞，《江陵九店東

周墓》，＜湖北荊州市施家地楚墓發掘簡報＞，＜湖北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發掘簡報＞，《荊

州天星觀二號楚墓》。 
13

 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北京：科學出版社，2003年）。 
14 藺新建、孫海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湖北省、湖南省》（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年）。 
15 王建輝，《荊楚文化》（瀋陽：遼寧出版社，1995年）。或王建輝、劉森淼著，《荊楚文化》

（瀋陽市：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年）。 
16

 北京大學歷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北京：文物出版社，1979年）。 
17 田野，《重放異彩：楚文化考古重大發現》（武漢：湖北教育，2001年）。 
18

 高應勤，《楚文化考古論文集》（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年）。 
19 張長壽、殷瑋璋主編，《中國考古學‧兩周卷》（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年）。 
20 許道勝、李玲著，《流光溢彩：楚國的漆器竹簡玉器絲綢》（武漢：河北教育出版社，2001年）。 
21 陳振裕主編，《楚秦漢漆器藝術‧湖北》（武漢：湖北美術出版社，1996年）。 
22 舒之梅、張緒球主編，《楚文化：奇譎浪漫的南方大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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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24萬全文的《文明之光：楚國的青銅器》，25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

帛書》，26林業強、游學華編的《湖北出土戰國秦漢漆器》，2728彭浩《楚人的

紡織與服飾》29皆參照考古資料，分析楚墓與同時期墓葬所表現的藝術風格、

工藝成就與社會文化。 

    楊權喜《楚文化》對楚國墓葬的分區方式與其他學者略有不同，且其對

楚文化遺物，包括青銅器、鐵器、漆木竹器、絲麻織物、竹簡、陶器、玉石

器、琉璃器等做了細膩的劃分與描述，實為難得。30結語中套用俞偉超先生

所說的：「要比較準確、全面的理解我國古代文明的發展，自然應深入探討

楚文化的發生與發展過程」31來強調楚文化與黃河流域的中原文化皆屬中國

文明的搖籃，這樣的觀點雖不免有些浮誇，卻也離事實不遠，楚文化確實值

得更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除了楚墓外，秦代墓葬的相關研究成果也頗多，與秦墓考古相關的著作

除考古報告外，32還有趙化成、高崇文等合著的《秦漢考古》，33主要目的在

將秦、漢兩代出土的墓葬進行系統性的整理，其中雖沒有突出、特異的見解，

卻有考古資料系統運用後產生的綜合性結論。 

                                                                                                                                       
23 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考古大事記》（北京：文物出版社，1984年）。 
24 楊寶成主編，《湖北考古發現與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年）。 
25 萬全文，《文明之光：楚國的青銅器》（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1年）。 
26 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年）。 
27 林業強、游學華編，《湖北出土戰國秦漢漆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4年）。 
28 周谷誠主編，《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年）。 
29 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漢口：湖北教育出版社，1996年）。 
30 楊權喜，《楚文化》（北京：文物出版社，2000年）。 
31 轉載自楊權喜，《楚文化》，頁228，按該書註解，原文應出自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考古

大事記》（北京：文物出版社，1984年）。 
32 江陵一帶出土秦墓較少，目前所見正式發表之考古報告只有：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王家台

15號秦墓＞，《文物》，1995：1，頁37-43。湖北省江陵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

岳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4，頁537-563。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楊家山

135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8，頁1-11。 
33 趙化成、高崇文等著，《秦漢考古》（北京：文物出版社，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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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劍鳴、吳永琪編的《秦漢文化史大辭典》，34以簡要敘述解釋秦漢時期

諸多文化特色及相關名詞，實為了解秦漢文化的一部入門著作。 

    葉小燕在著作＜秦墓初探＞中，35提到秦人喪葬中流行頭向西方的葬

式，認為應是受到祖先來源的影響，換言之，文章中認為秦人始祖來自中國

西方。劉慶柱的＜試論秦之起源＞也主張秦文化淵源於西方，36且明白指出

其文化源流應是今甘青地區的辛店文化。與之相反的言論，即認為秦人文化

起於東方，之後才西遷者包括衛聚賢的＜中國民族的來源＞、37徐旭生的《中

國古史的傳說時代》等。38若將秦人始祖的來源與楚人始祖相互印照，則可

之二者來源差異甚大，其後一向西、一向南發展，終至呈現出不同風格的文

化及喪葬習慣。 

    秦人葬式多為屈肢葬，目前已有不少學者專文探討，包括韓偉撰寫的＜

試論戰國秦的屈肢葬儀淵源及其意義＞、39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窟

臥＂說＞、40戴春陽的＜秦墓屈肢葬管窺＞、41高去尋＜黃河下游屈肢葬問題

＞等，42對於了解秦人原本的埋葬習俗當有助益。 

    西漢時期喪葬著作，較秦更為豐富。黃曉芬著述之《漢墓的考古學研

究》，43以考古發掘的實物做為基礎展開討論與分析，除在內文中強調墓葬的

相關概念，並將眾多的墓葬資料進行系統整理，一方面分析漢代墓葬從槨室

墓向磚室墓轉變的過程，一方面則按不同區域進行漢墓的考察，以了解不同

                                                      
34 林劍鳴、吳永琪編，《秦漢文化史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2002年）。 
35 葉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1，頁65-73。 
36 劉慶柱，＜試論秦之起源＞，《人文雜志—先秦史論文集》，1982年增刊。 
37 衛聚賢，＜中國民族的來源＞，《古史研究第三集》（上海：上海商務，1934年），頁1-114。 
38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說時代》（北京：文物，1985年）。 
39 韓偉，＜試論戰國秦的屈肢葬儀淵源及其意義＞，《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年會論文集》（北京：

文物，1980年），頁207-210。 
40 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窟臥＂說＞，《考古》，1987：12，頁1105-1106。 
41

 戴春陽，＜秦墓屈肢葬管窺＞，《考古》，1991：8，頁751-756。 
42

 高去尋，＜黃河下游屈肢葬問題＞，《中國考古學報》第2冊（北京：中國科學院，1947年）。 
43

 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年）。 



緒論                                               ．9． 

區域中漢墓的特點。另外還以墓葬形式，隨葬器物的組合、種類等分析漢墓

的空間利用，進而探討漢人思想、信仰、意識形態等方面的變化和特徵，最

終評價出漢代墓葬的歷史與社會意義。 

    李如森的《漢代喪葬制度》，44將中國所出土的漢墓做了全面性的整理，

由漢墓遺存來探討漢代的葬俗，再透過葬俗的研究來了解漢代的社會與歷

史。內容包括葬俗、葬禮、棺槨制度、隨葬品、陵園墓域的分類與探討，是

一部相當有系統的著作。 

    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省思》一書，45雖是探討中國葬

制、葬俗為主軸，實際上因漢墓出土數量眾多，且墓葬類型完整，所以此書

是以漢朝作為主要討論對象，之後以漢墓呈現的葬俗來深入分析漢代人們的

生死觀念與厚葬習俗。 

    江陵楚墓出土墓葬數量眾多，葬制、葬具等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湖北

秦墓和漢墓則礙於出土數量較少，因此相關的研究著作也較少。46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巫瑞書《南方民俗與楚文化：楚文化掠影》，47周

谷誠《楚文化史》48等文，可以發現江陵地區戰國至西漢的墓葬在葬制、葬

具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卻也有相異之處。 

    在蔡靖泉的《楚文化流變史》中，除深入分析楚民族的來源及其文化發

展的特色、思想的流布外，最重要的在於他將楚文化放置於中國每一個朝代

的歷史中進行比對與分析，試圖從中了解楚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楚

文化在歷史洪流中的演變脈絡。作者從政權的建立、制度的實施，到思想的

形成與轉變、科技工藝的發達等進行系統的研究與討論，對不同時空背景下

的文化差異及延續作出解釋。唯本書過分強調楚文化，將楚文化視為影響中

                                                      
44 李如森，《漢代喪葬制度》（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95年）。 
45 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省思》（台北：聯經出版社，1993年）。 
46 相關著作可參考田靜編，《秦史研究論著目錄》（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年）。 
47 巫瑞書，《南方民俗與楚文化：楚文化掠影》（長沙：岳麓書社，1997年）。 
48 周谷誠主編，《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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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歷朝歷代文化的最重要因素，甚至認為中國每一朝代的文化與思想皆可算

是楚文化的變形或延伸，而忽略了不同文化系統的獨特性49，致使其部分解

釋顯得過於牽強。50 

    張正明所寫《楚文化史》將楚史分為來源、濫觴期、茁壯期、鼎盛期、

滯緩期和轉化期等五個階段，除闡述楚國發展歷史外，也強調楚文化在戰國

末期後雖遇阻礙卻仍有延續與轉化，從整個時代的特徵去分析楚與漢代文化

其實息息相關、有所延續，此一觀點與前文所提的蔡靖泉的主張頗為類似，

但張正明更注意的，是楚文化與其他文化的融合，因此導出“漢制可謂兼秦

楚制而有之＂的結論。51 

由上述研究可知墓葬是社會風俗與文化的反映，造成墓葬風格改變的原

因相當複雜，一部分原因自然與立都江陵的楚人傳統、習俗有關，例如江陵

地區居民的祖先來源，影響墓葬頭向的選擇，陳本立等編著之《湖北歷史文

化論集》中，52張正明與喻宗漢合著的＜熊繹所居丹陽考＞一文，求證了楚

國立國祖先熊繹所居丹陽應在荊山附近，與鬻熊所居之丹陽是不同地，53若

此推論為真，就可以發現楚人的移動是由北向南的。 

    隨著楚文化相關研究的日益深廣，除了目前大多數學者所認同的一般性

觀點，如楚文明由中原文化發展而來、楚故郢都為江陵紀南城等，也有學者

提出完全不一樣的論點，認為楚文化並非受中原文化影響而奠基，應是受南

                                                      
49 舉例來說，蔡靖泉於《楚文化流變史》一書中強調漢代文化承襲自楚，這一點顯然未必適用於

所有的區域，因為在郭德維所寫的＜從江陵古墓葬看楚制、秦制、漢制的關係＞一文中主張：

“秦佔領郢都後，江陵的習俗就基本上按秦的制度、風尚改變過來，楚所遺留的影響是微不足

道的。＂“江陵西漢前期墓從埋葬制度到隨葬品基本上沿襲秦制。＂二者顯然有所矛盾。實際

出土秦墓的形制與隨葬物偶爾可見楚文化的影響，也可見秦文化因素，因此楚文化的喪葬風尚

究竟可擴張到哪些時代、哪些區域仍是有所爭議的，若僅觀察表象，卻忽略區域差異似乎有欠

妥當。 
50 蔡靖泉，《楚文化流變史》（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2001年）。 
51 張正明，《楚文化史》（台北：南天書局，1990年）。 
52 陳本立等編著，《湖北歷史文化論集》（北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年）。 
53 鬻熊是楚始祖之一，早於熊繹。張正明等認為此丹陽指的是丹淅地區的丹水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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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蠻族影響而形成；楚郢都並非紀南城，應是更南方的荊州城等。持此類觀

點的著作有王光鎬的《楚文化源流新證》，54石泉的《古代荊楚地理新探》及

續集，55湖北省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編的《楚文化新探》56等書。 

    關於楚國歷史發展與文化特點的著作還有《楚暉》，57羅運環《縱橫捭闔：

楚國歷史概說》、58《楚國八百年》，59彭萬廷《巴楚文化源流》，60何光岳的《楚

源流史》，61何浩《楚滅國研究》，62吳曙光《楚民族論》，63李玉洁的《楚國史》，

64張正明、劉玉堂合著的《湖北通史. 先秦卷》，65張正明主編的《楚史論叢．

初集》、《楚史》、《楚文化志》66等書，黃德馨編著《楚國史話》67，鄭昌琳編

著的《楚國史編年輯注》，68顧鐵符《楚國民族述略》69，張正明、劉玉堂撰

《荊楚文化志》70，巫瑞書《荊湘民間文學與楚文化：楚文化探踪》，71張偉

然《湖北歷史文化地理研究》，72呂思勉《中國民族史》73等著作皆從著重論

                                                      
54 王光鎬，《楚文化源流新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年）。 
55 石泉，《古代荊楚地理新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年）；《古代荊楚地理新探．續

集》（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年）。 
56 湖北省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編，《楚文化新探》（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1年）。 
57 湖北人民出版社編，《楚暉》（武漢市：湖北人民出版社，1982年）。 
58 羅運環，《縱橫捭闔：楚國歷史概說》（武漢：湖北教育，2001年）。 
59 羅運環，《楚國八百年》（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年）。 
60 彭萬廷等編著，《巴楚文化源流》（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3年）。 
61 何光岳，《楚源流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年）。 
62 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年）。 
63 吳曙光，《楚民族論》（貴州：貴州民族出版社，1996年）。 
64

 李玉洁，《楚國史》（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年）。 
65 張正明、劉玉堂著，《湖北通史‧先秦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年）。 
66 張正明主編，《楚史論叢．初集》（武漢市：湖北人民出版社，1984年）；《楚史》（武漢：

湖北教育出版社，1995年）；《楚文化志》（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8年）。 
67 黃德馨編著，《楚國史話》（武昌：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3年）。 
68 鄭昌琳編著，《楚國史編年輯注》（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9年）。 
69 顧鐵符，《楚國民族述略》（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84年）。 
70 張正明、劉玉堂撰，《荊楚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年）。 
71 巫瑞書，《荊湘民間文學與楚文化：楚文化探踪》（長沙，嶽麓書社，1996年）。 
72 張偉然，《湖北歷史文化地理研究》（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0年）。 
73

 呂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東方出版社，1987年）。主要內容在探討中國境內民族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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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楚國的歷史沿革，清楚指出楚國的發展與其民族組成、文化習慣相關，從

而影響墓葬風格的呈現與變化。 

    除楚人歷史淵源對江陵造成影響，秦佔領郢都進行管理，也勢必將自身

文化傳入江陵，王學理、梁云合著的《秦文化》除謹慎的將古籍中對於秦國

與秦朝的紀錄進行整理，並仔細的將民國後秦文化考古的成果與相關研究加

以羅列，針對秦文化中民族淵源、都城發掘、喪葬制度等予以詳盡分析。74 

    另外還有《湖北先秦文化論集》，75《秦漢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論集》，76

韓國河的《秦漢魏晉喪葬制度研究》，77張金光的《秦制研究》，78《秦文化論

叢》，79熊鐵基《秦漢文化志》，80韓養民《秦漢文化史》，81吳永琪主編之《秦

文化論叢選輯》，82王子今的《秦漢區域文化研究》，83王學理主編的《秦物質

文化史》，84王紹東《秦朝興亡的文化探討》，85王籧常《秦史》，86彭友生《秦

史》，87田繼周《秦漢民族史》，88林劍鳴《秦史稿》89、《秦國發展史》、90《秦

漢社會文明》，91丁毅華《湖北通史‧秦漢卷》92等，皆提出秦的歷史發展與

                                                                                                                                       
史發展，亦涉及戰國楚國的民族組成。 

74
 王學理、梁云，《秦文化》（北京：文物，2003年）。 

75 鴻禧文物編輯委員會編輯，《湖北先秦文化論集》（台北：鴻禧藝術文教基金會，1997年）。 
76 大陸雜誌社編，《秦漢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論集》（台北：大陸雜誌社，1970年）。 
77 韓國河，《秦漢魏晉喪葬制度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年）。 
78 張金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年）。 
79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論叢》（西安：西北大學出版社，1993年）。 
80 熊鐵基，《秦漢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1998年）。 
81 韓養民，《秦漢文化史》（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年）。 
82 吳永琪主編，《秦文化論叢選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年）。 
83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年）。 
84 王學理主編，《秦物質文化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年）。 
85

 王紹東，《秦朝興亡的文化探討》（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05年）。 
86 王籧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年）。 
87 彭友生，《秦史》（台北：帕米爾書店，1965年）。 
88 田繼周，《秦漢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年）。 
89

 林劍鳴，《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年）。 
90

 林劍鳴，《秦國發展史》（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年）。 
91 林劍鳴等著，《秦漢社會文明》（西安：西北大學，19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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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淵源對秦國社會文化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反映在喪葬中，變成為具有秦

文化特點的秦喪葬禮俗，當秦勢力在戰國晚期擴充至長江流域後，自然而然

也衝擊了當地原有的楚墓葬風格。 

    由此可知，江陵墓葬的變遷深受民族發展與文化淵源的影響，但也與當

地政治勢力的擴張與更迭有關，這一點在部份研究著作中可得到更進一步的

証實。例如在高至喜的《楚文化的南漸》中提到從原始時代楚人建立勢力開

始，至西周、春秋、戰國時期楚人的南遷皆對江南墓葬風格造成影響，其中

對於各層級的江南楚墓所反映的楚國禮制與風俗，以及楚人開發江南的成就

等著墨甚多。93 

    隨著戰國後期秦國力量的增強，楚郢都也被秦所攻滅，江陵墓葬開始受

到秦政治和文化力量的干涉。李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綜述春秋戰國時期

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專著，除論述春秋戰國時代秦國與周邊民族、國家的

往來交流，及相互的文化影響外，並針對考古出土的秦墓隨葬器物，分門別

類加以分析。94 

    滕銘予《秦文化：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一書，95以考古學為本，

藉由考古資料進行文化的探討，以釐清秦從東周時期發展至秦王朝，期間的

政治變遷與文化傳承。徐衛民的《秦漢歷史地理研究》、96王子今《秦漢交通

史稿》，97亦以此研究脈絡探討秦至漢代隨著政治勢力擴張而逐步增加的區域

範圍，及其內部政治經濟發展概況。 

    由甘肅省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輯之《秦漢簡牘論文集》，內容針對秦墓中

出土之簡牘進行討論，從簡牘中了解秦與漢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

實際情況，並以古文獻作為依據，考察文獻與簡牘記載的差異與相符之處。

                                                                                                                                       
92 丁毅華，《湖北通史‧秦漢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年）。 
93 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6年）。 
94

 李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板橋：駱駝出版社，1983年）。 
95 滕銘予，《秦文化：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北京：學苑出版社，2003年）。 
96 徐衛民，《秦漢歷史地理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年）。 
97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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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雖是以黃河流域一代出土的簡牘為主，但仍可從中得知秦王朝時的政治、

社會發展現象，有助於了解當時人們諸多習俗發展的背景因素。 

    西漢代秦而興，其立國初期的諸多政策乃延續自秦，因此在文化上也約

略受到秦的部份影響，這方面的相關著作包括廖伯源《歷史與制度：漢代政

治制度試釋》、99勞榦的《漢代政治論文集》、100李玉福《秦漢制度史論》101等。 

    再者，經濟發展也與江陵墓葬的發展密不可分。顧久幸《楚制典章：楚

國的政治經濟制度》，102劉玉堂《楚市商賈：楚國的商業與貨幣》、103《楚國

經濟史》，104趙德馨《楚國的貨幣》105等著作，以楚國商業與貨幣的發展為主

軸，論述楚國經濟發達之原由與影響，證明楚國在戰國時代實為一強大國

家，人民也因財富的累積而有餘力要求隨葬器物的精緻美觀，並實行厚葬。 

    至西漢時期，藉著黃老治術與武帝重農抑商政策的頒行，經濟逐漸恢復

繁榮，對於喪葬的重視日益提升，對於厚葬的要求也漸行普遍。余英時的《漢

代貿易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結構研究》、106李劍農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稿》

第一卷、107黃今言主編的《秦漢江南經濟述略》、108張弘《漢代商人與商業資

本》109等書，均為探討漢代商業經濟活動與結構的代表性著作，從而可看出

經濟表現實為喪葬奢華與否的重要基礎。 

                                                      
98 甘肅省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論文集》（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年）。 
99

 廖伯源，《歷史與制度：漢代政治制度試釋》（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年）。 
100

 勞榦，《漢代政治論文集》（台北：藝文出版社，1976年）。 
101 李玉福，《秦漢制度史論》（濟南：山東大學，2002年）。 
102 顧久幸，《楚制典章：楚國的政治經濟制度》（武漢：湖北教育，2001年）。 
103 劉玉堂，《楚市商賈：楚國的商業與貨幣》（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1年）。 
104 劉玉堂，《楚國經濟史》（漢口：湖北教育出版社，1996年）。 
105 趙德馨，《楚國的貨幣》（漢口市：湖北教育出版社，1996年）。 
106

 余英時著、何俊編、鄔文玲等譯，《漢代貿易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結構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5年）。 
107 李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先秦兩漢部分》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年）。 
108 黃今言主編，《秦漢江南經濟述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年）。 
109 張弘，《漢代商人與商業資本》（濟南：齊魯書社，20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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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錦章主編的《湖北歷史文化論集(二)》，110以湖北省為探討區域，其中

多篇論文內容涉及戰國至漢代當地的歷史與政治發展、經濟概況與文化風

俗。 

當然影響墓葬風格演變的因素除政治、經濟、歷史發展外，更重要的在

於當時代的思想觀念與對喪葬禮制的態度想像。不少學者認為喪葬禮俗充分

反映了當時代人民的宗教信仰。例如徐文武《楚國宗教概論》，111李淑珍《東

周喪葬禮制初探》，112李玉洁《先秦喪葬制度研究》，113徐吉軍《中國喪葬史》，

114徐吉軍、賀云翱《中國喪葬禮俗》115、方培元《楚俗研究》、116陸建松《魂

歸何處：中國古代喪葬文化》，117《湖北宗教研究》118等，這些研究均有助於

了解東周時期包括楚國在內的人們，其思想習俗與宗教信仰的特點，及受其

影響所產生的葬制與葬俗。 

    另外，龔鵬程《漢代思潮》、119林富士《漢代的巫者》、120侯外廬《漢代

社會與漢代思想》、121高敏《秦漢史探討》、122蔡葵《楚漢文化概觀》123等著

作則從學術、宗教、信仰等角度分析漢代社會所呈現的思考方式與思想型

態，突顯由生死觀念而產生的喪葬習俗會隨著時空變換與思想變遷而有延續

或消失。 

                                                      
110 李錦章主編，《湖北歷史文化論集(二)》（北京：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00年）。 
111 徐文武，《楚國宗教概論》（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年）。 
112 李淑珍，《東周喪葬禮制初探》（台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1986年）。 
113 李玉洁，《先秦喪葬制度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年）。 
114 徐吉軍，《中國喪葬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年）。 
115 徐吉軍、賀云翱著，《中國喪葬禮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年）。 
116 方培元，《楚俗研究》（武漢：湖北美術出版社，1995年）。 
117 陸建松，《魂歸何處：中國古代喪葬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年）。 
118 湖北省宗教研究會編，《湖北宗教研究》（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年）。 
119

 龔鵬程，《漢代思潮》（嘉義：南華大學，1999年）。 
120

 林富士，《漢代的巫者》（台北縣：稻鄉出版社，1999年）。 
121

 侯外廬，《漢代社會與漢代思想》（香港：嵩華出版社，1978年）。 
122 高敏，《秦漢史探討》（鄭州：中州古籍，1998年）。 
123 蔡葵主編，《楚漢文化概觀》（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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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聖姬《漢代人的死亡觀》，124以漢代墓葬為論述依據，探討漢代人的

厚葬思想，及其「事死如事生」的觀念，認為漢代人受到宗教信仰與經濟發

展的影響，而逐漸由薄葬發展出厚葬，雖漢代政府曾有相關政令提倡薄葬，

但成效不彰，顯見當時人們深信「死後有知」。與此抱持相同觀點的論著還

有丁筱媛的《漢代厚葬風氣之研究》、《漢代奢華風氣之研究》。125 

    其他包括蒲慕州《論中國古代墓葬形制》，126楊樹達的《漢代婚喪禮俗

考》，127蒲慕州《漢代薄葬論的歷史背景及其意義》、128吳小平《漢代青銅容

器的考古學研究》，129葉驍軍《中國墓葬發展史》，130趙繼高《中國喪葬禮俗》，

131蔡希勤《中國墓葬文化》，132霍巍《大禮安魂：中國古代墓葬制度》，133周

蘇平《中國古代喪葬習俗》，134張捷夫《喪葬史話》135等文，則是在宗教信仰

之外，從器物層次以及當時人民看待喪葬的方式，探討喪葬的特色與所呈現

的社會意義。 

綜觀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目前多數學者皆肯定楚文化是有別於中

原文化的另一股影響中國至深且遠的力量，這一股力量發展的時間很長、很

慢，但到了春秋、戰國時期卻急遽的擴張，卻又因秦的暴起而驟然消失，許

多的研究結果顯示儘管楚國被秦所滅，但其文化仍舊在長江流域一帶留存，

其影響甚至延續至西漢而不止。湖北為東周楚國勢力的中心，江陵更是首都

                                                      
124 具聖姬，《漢代人的死亡觀》（北京：民族出版社，2003年）。 
125 丁筱媛，《漢代厚葬風氣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年。《漢代奢華

風氣之研究》，國立師範大學歷史學系博士論文，2004年。 
126 蒲慕州，《論中國古代墓葬形制》（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1989年）。 
127 楊樹達著、王子今導讀，《漢代婚喪禮俗考》（上海：上海古籍，2000年）。 
128 蒲慕州，《漢代薄葬論的歷史背景及其意義》（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0年）。 
129 吳小平，《漢代青銅容器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5年）。 
130 葉驍軍，《中國墓葬發展史》（蘭州市：甘肅文化出版社，1994年）。 
131 趙繼高等著，《中國喪葬禮俗》（台北市：東方文化書局，1981年）。 
132 蔡希勤，《中國墓葬文化》（北京市：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年）。 
133 霍巍，《大禮安魂：中國古代墓葬制度》（成都市：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年）。 
134 周蘇平，《中國古代喪葬習俗》（西安市：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年）。 
135 張捷夫，《喪葬史話》（台北：國家出版社，20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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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曾為楚國的政治、文化、商業的重鎮，其所接受的楚文化必然相當典

型，也正因此受到秦更為嚴厲的破壞。明顯的，戰國時代的楚文化有其獨特

性、有其共同思想與信仰這一點是不可否認的。而秦與西漢時代的江陵墓葬

文化的發展與演變異於其他地區，似乎也無非議之處。因此探討廣義的墓葬

文化以了解古代社會習俗雖然重要，但也不可忽略單一地區文化發展的獨特

趨勢，並應從人為與非人為的因素中去探求造成變異的原由。 

第三節  研究課題與方法 

一、研究課題 

    湖北江陵為先秦時期楚國故郢都紀南城之所在，也是秦與西漢二朝南郡

的一部分。早在夏、商、西周時期就已有楚蠻分布於此，其文化特色與發展

皆有別於中原各族。後因楚國先祖受周封地、勵精圖治，勢力漸強，於是南

下進佔長江流域及其周邊區域，直到楚文王正式定都於郢，前後統治南方長

達八百年之多。但由於楚國早期定都於丹陽，湖北乃至江陵一帶並非楚國的

統治中心，因此開發較晚。136春秋時期江陵一帶雖已有人居住，仍不算發達，

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可以得到証明。江陵春秋時期墓葬出土數量少，規模不

大，且分布不集中，很難說當時的楚墓有任何代表性。然而當地在進入戰國

時期後，情況改變，被定為楚國首都—郢都的江陵地區，除建立一座規模龐

大的都城—紀南城外，以紀南城為中心向外延展的數十里內，戰國楚墓分布

密集、階級劃分明顯、葬制獨具特色、隨葬品豐富多樣，均顯然江陵在成為

楚國政治與經濟中心後，人口迅速成長、財富大量累積，文化更是高度發展，

表現出典型的楚文化風格。 

    可惜戰國末期西北方秦國勢力強大，秦將白起南下攻郢，楚國不敵，只

                                                      
136 相關資料可參考張正明、劉玉堂著，《湖北通史. 先秦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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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放棄郢都向東遷移，郢都紀南城自此成為秦朝疆土的一部分，隸屬於南

郡。此時江陵一帶人口大幅減少，原有都城被破壞殆盡，由秦派往當地的秦

朝官吏，往往連帶引入秦文化因素，影響文化發展的趨勢。由於秦施政的諸

多不當，短短十五年，秦朝便由人民所組成的團體推翻，這對於多數故楚勢

力範圍而言，影響是很大的。正因秦的立國短促，所以秦文化的許多因素雖

傳入了故楚區域中，卻還未立穩腳步便已被推翻，使部分地區的楚文化得以

延續。 

    西漢建立後，立國者多為楚人，所以有學者認為西漢除承秦制，亦承楚

制。137西漢是繼秦大一統思想觀念而成的集權王朝，雖建國者有不少楚人，

但其政治制度與諸多政策，仍是「漢承秦制」，這一點應沒有爭議。西漢延

續楚、秦以來的傳統，加以政治、經濟、社會的日益穩定，使國內百姓在思

想與文化上漸趨一致。儘管西漢時期，故楚勢力範圍內仍保存著戰國以來楚

文化的風格與傳統，也夾雜著部份秦文化特點，但隨著大一統思想觀念的傳

布，至東漢時，已不見充滿地方特色的豎穴室墓葬，138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普

遍性的磚室墓與墓室壁畫。 

    本文即以此時空為背景，希望在探討江陵墓葬各時期特點與差異的同

時，也能釐清塑造這些差異的原因，以及這些差異所反映的時代特點為何。

若能對這一系列問題深入探討，對於了解當時的時空環境與歷史事實，應有

助益。圍繞這一中心課題，本文計畫以五大章來進行討論。 

第一章將陳述研究動機、回顧、課題與方法，提出問題，並在以下各章

節中逐一探討。第二章整理戰國至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的葬制、葬具與隨葬物

品，加以歸納與陳述，以了解江陵墓葬考古和出土器物的概況。第三章嘗試

分析江陵墓葬在戰國、秦、西漢時期的墓葬特點，歸納出戰國至西漢朝江陵

墓葬轉變發展的過程，並以此為基礎，具體呈現不同時代背景、族群與思想

                                                      
137 蔡靖泉，《楚文化流變史》（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2001年）。 
138 戰國至秦，墓葬規制以豎穴墓為主，只有極少數地區有洞室墓或磚室墓，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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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結與差異。第四章按墓葬形制的特點與變遷方式，從不同角度來分析各

個時期墓葬特色形成的原因，及其所展現的文化風格，進一步突顯歷史發展

的延續性與變遷性。第五章總結全文議題的要點，評價戰國到西漢墓葬變遷

的歷史意義。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一般的文獻分析法，亦即著重於考古實物與資料的分

析，並以之與文獻資料相互印證。本文以目前考古發掘並經簡報或正式發掘

報告形式公佈的資料為主軸，兼採相關文獻史料，以期能儘可能詳細而完整

的對戰國至西漢的江陵墓葬的異同進行分析和探討。但考古資料的出土實為

不易，許多墓葬出土前已遭盜墓或各種現代公共工程、建設的施工所破壞，

使得墓葬封土多有受損，墓葬內的棺槨、隨葬器物等或者亡佚，或者腐壞嚴

重，難以完整呈現墓葬的原始風貌。一旦發掘出土，仍需要經過系統的研究，

以判定墓葬的年代、墓主的身分地位、隨葬器物的重要性和棺槨墓室的規制

等，往往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將出土文物及墓葬資料公諸於世。本文為

求資料之嚴謹，且為避免考古報告在撰寫時可能的錯誤，如數據與實際出土

墓葬不符、墓葬年代判讀不清、以撰寫者的主觀想法詮釋墓葬或隨葬器物

等，都有可能影響史實的正確性和真實性，造成分析與研究上的偏差，因此

本研究將大量收集考古資料與相關研究，相互對照，以免對本文研究造成錯

誤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