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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陵墓葬概述 

現今湖北江陵在戰國時代曾是楚國首都郢都的所在地，1被譽為「南國之壁」。

據史籍記載自楚文王定都於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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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楚國發展至戰國時代勢力增強、

不斷向外擴張，使得位於楚國政治中心的江陵及其周圍地區經濟更加富裕，

文化也更顯蓬勃，不僅成為當時楚國文化中心之所在，更深刻影響著周圍其

他地區對於楚文化的學習，然而此一燦爛輝煌的楚文化卻在秦將白起拔郢

（楚頃襄王二十一年，即西元前278年）後為之斷絕。 

    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逐步推廣，楚文化日漸受到重視，連帶引起學者對

於楚文化中心—湖北江陵秦漢墓的重視。自白起拔郢，江陵一帶的楚文化被

大規模破壞，秦文化依恃著秦王朝強大的政治與軍事力量進入江陵，造成當

地文化大幅度的改變，歷經文化的消融與強化，秦與西漢的江陵墓葬呈現出

一種有別於戰國楚文化、秦文化與同時期中原文化的地方性文化風格，此種

風格充分而明顯的反映在當地的墓葬中。直到東漢全國性喪葬習俗的確立，

才使得此種風格逐步消失。 

    近年來由於考古大量發掘，湖北一地出土許多珍貴且規模龐大的戰國楚

墓，其中尤以江陵地區出土楚墓數量最多，且隨葬物品之豐富、製作之精美，

皆屬難得一見。 

    本章即思藉著對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地區墓葬的整理與分析，了

解各時期的江陵墓葬呈現出何種特色，並依此相互進行對照，作為之後釐清

江陵一帶墓葬在不同時期展現出哪些相同點，或相異點的參考指標。 

    

                                                      
1 曲英杰，《長江古城址》（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3年），頁108-132。 



江陵墓葬概述 ．21． 

第一節  戰國時期江陵楚墓葬制概述 

    直至今日，由於考古工作的持續進行，江陵一帶已發掘出土為數眾多的

墓葬，其中楚墓分布主要以紀南城為中心，向外擴張30-40里左右，境內楚墓

密佈。每一墓地中的墓葬密集度極高，例如雨台山墓地，一次挖掘就可挖出

500多座楚墓，數量相當驚人。2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墓葬在出土前曾受到嚴

重的盜擾，3致使墓葬內隨葬器物龐大損失，也造成葬具、墓坑的破壞，加上

楚墓數量過多，所以並非每一座出土墓葬皆有發掘簡報以茲記載。因此下列

將已發表發掘簡報之墓，依照其出土墓地區域，分別加以簡介，之後再以此

介紹內容加以分析江陵楚墓所展現之特點。 

一、太暉觀楚墓群4 

    太暉觀位於江陵縣城（荊州城）西門外約一公里處，北距楚郢都紀南城

約五公里。自1961年發現楚墓群起，5目前已先後清理了其中的十座墓，6推

測應為春秋戰國之際到戰國早期的墓葬。這十座墓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由於墓口受到水渠修築的影響而被破壞，致使現在殘留墓口僅有三座墓口長

3公尺、寬2公尺以上，其他的墓則約長2公尺、寬1公尺左右，其深度從2.5

公尺至6公尺餘不等。之後又在1973年發掘出一座戰國中期早段的楚墓，編

號為M50。 

（一）葬制 

    十一座墓的墓坑形制略有不同，M11、M15兩墓穴中有壁龕，壁龕高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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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陵楚墓少見防盜設施，加上當地墓葬密集，因此常有盜墓之事。詳見楊愛國，＜先秦兩漢時

期陵墓防盜設施略論＞，《考古》，1995：5，頁436-444。 
4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江陵太暉觀楚墓清理簡報＞，《考古》1973：6，頁336-344。湖北省博物

館、華中師範學院歷史系，＜湖北江陵太暉觀50號楚墓＞，《考古》，1977：6，頁56-61。 
5 共發現100多座墓，僅發掘其中數座。 
6 編號為M2、M3、M4、M6、M11、M12、M15、M17、M18、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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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公分、寬44－64公分、高20餘公分，距離墓底分別是44和90公分；M6、

M50是十一座墓中少數有墓道的墓，墓道寬0.98公尺、斜坡20°、距墓底1.85

公尺。墓坑一般都很規整，墓壁光滑，其中六座墓棺槨俱備，另五座墓則只

有棺不具槨，部分槨室內未分室而只有放置棺木的棺室，棺木形制為弧形懸

底棺，棺槨外填有白膏泥以及黃褐紅色土。至於M50槨室內由仿房屋板門建

築，由橫枋、墊板、門楣、立柱、立頰、兩扇對開式板門構成，以一根橫樑

和板門分隔出頭箱與棺室，頭箱在東、棺室在西，整座墓葬的方向為東向，

槨頂上鋪有人字紋蘆蓆；木棺放置於槨室中，亦為懸底弧棺，棺蓋上縱向放

著八根竹片，竹片間以三組細篾編織成竹簾，7槨頂及周圍填滿白膏泥，其上

再填滿五花土，均經夯打。 

（二）葬式 

    墓葬方向（即頭向），8以南北向為主，只有二座向東。9棺中遺骸保留情

況不佳，只有四座墓保存較完整，可看得出葬式，其中三座為仰身直肢葬

（M2、M11、M21），M50墓內人骨架為女性，側身屈肢葬。不論是葬式或

槨內的仿房屋結構都有別於此地區或鄰省戰國時期的江陵楚墓，是否因受到

其他文化的影響則有待學者日後的研究。 

（三）隨葬器物 

    除M50外，其餘十座墓出土隨葬物品種類包括陶器、金屬器、石器、漆

                                                      
7 湖北省博物館、華中師範學院歷史系，＜湖北江陵太暉觀50號楚墓＞，《考古》，1977：6，頁

57。 
8 指人骨架頭部的方向，當人骨架頭向不清或無存時，則以頭箱、頭龕、墓道方向為準，因它們

皆與死者頭部方向一致，見宋公文的＜楚墓的頭向與葬式＞一文，載於《考古》，1994：9，頁

837。目前學者大多認為頭向表示當時死者靈魂反祖的主要方式，亦即墓向和頭向與民族的來向

相同而與流向相反，詳見龍京沙，＜從葬制看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楚文化研究論集》

第四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年），頁421。張勝琳、張正明，＜上古墓葬頭向與民族

關係＞，《湖北省考古學會論文選集（一）》（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出版，1987年），

頁188。羅開玉，《中國喪葬與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年），頁155。 
9 向南180°－203°M2、3、4、6、21共五座，向北15°－22°M11、12、17、18共四座。向東者M15，

方向96°；M50，方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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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共出土42件，包括鼎七件、敦三件、簠四件、缽五件、

豆四件、壺十三件、鐎壺二件、罐二件、盤一件，以及陶製的鳥一隻，大多

為明器，10屬於泥質灰胎，外層塗有黑色染劑，但形制由於出土墓不同而略

有差異。金屬器以武器為主，包含銅劍六件分別出自六座墓，即一座墓出一

件銅劍，其型態各異，長短粗細有別；銅戈五件，四件出自M6、一件出自

M18，形制相似，皆援平而薄，中有細棱，刃部厚起，援胡兩穿，內一穿，

唯器身長短不一。銅矛兩件，形體很小，平脊、斷面呈六棱形。銅鏃十八件，

與銅矛皆出於M6中。另有銅砝碼四件，重量大小皆不相同；鐵錐一件、鉛餅

七件。石器則有石環一件，由象滑石磨成，呈灰白色。 

    漆木竹器，共出土漆耳杯四件、木鎮墓獸二件、11木俑二件、木盒一件、

木梳三件、木篦一件以及竹蓆，出土數量雖不多，卻可見明顯的楚文化因素

蘊含其中。其中鎮墓獸出土時，下方底座為四方形，上方則有一長頸獸頭，

兩眼圓突出，頦下長舌外露，頭上的角則無存。木俑皆為立俑，底平且腿足

不分，相貌不清楚，只見兩件木俑一件雙手下垂，另一件則兩手在胸前相合，

胸前原漆有朱彩，但因年代久遠已剝落。木盒根據出土時樣式判斷，盒蓋與

器身均由整木雕成，因出土時盒中匕首，故應是裝匕首之用。至於竹蓆，僅

有M21出土一床竹蓆保存完整，主要用於裹屍。 

                                                      
10 明器就是專為隨葬而製之物，並不具實用功能，多以禮器為主。 
11 關於鎮墓獸究竟為何物及其作用為何，一直有許多不同的看法，例如商承祚認為鎮墓獸與三怪

鳥有關，王瑞明則認為所謂的鎮墓獸實為「山神」，彭德則將之視為「兵主蚩尤的變體」，也

有學者認為它是護佑死者於幽都的「土伯」，但多數學者仍認為此物作用在於保護死者屍體、

亡魂，辟除惡害與鬼魅，並且指引墓主靈魂升天，故將之稱為鎮墓獸。各類說法請依序參閱商

承祚，＜中國長沙古物指南＞，《說文月刊》，第4卷第1期，1944年，頁29。王瑞明，＜鎮墓

獸考＞，《文物》，1979：6，頁86。彭德，＜楚墓「兵主」考＞，《楚文藝論集》（湖北：

湖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頁197-202。張正明，＜巫、道、騷與藝術＞，《楚文藝論集》（湖

北：湖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頁6。湯炳正，《屈賦新探‧曾侯乙墓的棺畫與＜招魂＞中的

「土伯」》（鄭州：齊魯書社，1984年），頁279。彭浩，＜「鎮墓獸」新解＞，《江漢考古》，

1988：2，頁66-68；同文載於《楚藝術研究》（湖北：湖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頁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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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  太暉觀M21出土漆耳杯 

    M50出土之隨葬物品，涵蓋了鼎、簠、敦、壺、罍、鐎壺、盤、匜、豆

等陶器，和彩繪木梳、木篦、雙身雙首鎮墓獸等漆木器，以及竹笥、絲麻織

物之類的物品，其出土器物與其他太暉觀楚墓的隨葬器物特點相同。 

    整體而言，太暉觀楚墓出土器物，與中原或其他地區相較皆有不同，包

括鐎壺、長頸壺等在同時期江陵以外地區極其少見，具有楚文化的風格。下

列即為太暉觀楚墓葬制簡表。12 

表2-1                 江陵太暉觀楚墓葬制表            （單位：公尺） 

墓口 墓底 槨 棺 墓

號 

方

向 長 寬 長 寬 長 寬 高 長 寬 高 
隨葬品 

M2 190   2.56 1.28 2.56 1.00 0.52 1.90 0.56 0.40 
陶 缽 、

壺、銅劍 

M3 190   2.4 1.3    1.90 0.60  陶豆、壺 

M4 180     2.44
0.78
0.92  1.80 0.44  

陶 缽 、

壺 、 銅

劍、砝碼 

                                                      
12 參考湖北省博物館編，＜湖北江陵太暉觀楚墓清理簡報＞，頁33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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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 190 3.95 1.90 3.17 1.45 2.75 1.29  1.98 0.8 0.75 

陶 鼎 、
簠、壺、
鐎 壺 、
罐、鳥、
木梳、木
俑、鎮墓
獸 、 鉛
餅 、 銅
戈、矛、
劍 、 砝
碼、鏃 

M11 15 2.64 1.12 2.6 
1.08 
0.88    1.88 0.46 0.34 

陶 缽 、

壺、銅劍 

M12 18 2.4 1.4 2.35 0.88    1.90 0.43 0.28 

陶壺、銅

劍、殘漆

器 

M15 96 
3.4
（？） 1.68 2.36 0.3    1.75 0.36 0.30 陶壺 

M17 22 2.5 1.05 2.45 1.08    1.83 0.58 0.40 
陶 鼎 、

敦、壺 

M18 18 3.85 2.08 3.3 1.85 2.76 1.28 1.20 2.10 0.72 0.80 

陶 鼎 、
簠、壺、
鐎 壺 、
罐、盤、
銅戈、木
鎮墓獸、
梳、盒、
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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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 203.5 3.36 1.5 3.03 1.22 2.9 1.12  2.20 0.78 0.70 

陶 鼎 、
敦、壺、
豆 、 木
梳 、 木
篦、漆耳
杯 、 竹
席 、 石
環、棺上
有繩、竹
片、木楔
( 應 是 用
以捆縛棺
木) 

M50 66 4.1 3.05     1.23 2.30 0.98  

陶 鼎 、
簠、敦、
壺、罍、
鐎 壺 、
盤、匜、
豆 ， 木
梳、篦、
鎮墓獸，
竹笥、絲
麻織物 

註1.從1至21號間未列入之墓號，或為後世墓葬，或者尚未清理。 
2.由於腐壞程度不一，故而數據無法齊全。 

二、溪峨山楚墓群13 

    溪峨山楚墓位於湖北省江陵縣溪峨山崗地的西南端，東與荊州城相距約

0.5公里，僅隔一護城河相望，為一高出地面約4公尺的土崗，太暉河從北面

坡腳穿過，將崗地一分為二。 

    自1980年起總計共發掘六座楚墓，這六座楚墓編號為M1、M2、M3、

M5、M6、M7，之後又在1986年清理出10座楚墓，編號為M8-M17，除M9、

M15為春秋墓，其他皆是戰國楚墓。 

                                                      
13 湖北省博物館江陵工作站，＜江陵溪峨山楚墓＞，《考古》1984：6，頁515-527。江陵縣博物

館，＜江陵溪峨山楚墓＞，《江漢考古》，1992：4，頁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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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葬制 

    墓穴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口殘餘大小不一，長從2.7-7公尺、寬從

0.96-6公尺，墓底長2.5-4.1、寬0.76-3公尺，從墓口到墓底深約1.1-6公尺不等，

墓口明顯大於墓底。 

    M1、M2、M7、M10四座墓的墓坑內設有一至二級的台階，例如M1台

階高0.5公尺，M7第二級台階高2.5公尺，各台階高度差別甚大。M2、M3、

M7、M10、M11、M13、M14在各自墓坑南面正中建有一斜坡墓道，坑壁經

人工修整，平整光滑，墓口至葬具頂部的墓壁向外傾斜，葬具頂部至墓底的

墓壁則近乎垂直。 

    十四座戰國楚墓的葬具均為一棺一槨。槨室呈長方盒形，除M2將槨室

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式三部份外，其餘皆只有頭箱及棺室。M10、M16、M17

三墓槨室內分隔頭箱與棺室的隔板被製成門、窗樣式，其中以M16的窗上浮

雕幾何花紋，並透雕八個長方形孔最為精美，另兩者則製作較為簡單。有些

槨蓋板上覆蓋篾蓆，有些在蓋板下加設頂板。槨室內放置懸底弧棺，一般長

2.2公尺、寬0.8-0.9公尺、高0.8-1公尺，槨室外鋪有人字紋竹蓆，再外填有粘

性強、密度大的青灰土以及五花土，部份經過夯打，墓底則挖有放置槨底墊

木的二道橫向凹槽。 

（二）葬式 

    由於早年墓室積水、棺蓋厚重，造成棺木翻倒，因此葬式為何無從得知，

只有屬於春秋墓的M9可推斷應為仰身直肢葬。墓葬方向則以南向為主

（190°-216°）。 

（三）隨葬器物 

    出土隨葬器物包括陶器、銅器、漆木竹器、雜器等。14陶器種類多樣，

包括鼎、簠、敦、壺、缶、鈁、高把壺形器、豆、罍、盉、盤、匜、勺、斗、

                                                      
14 其中僅M12無出土隨葬器物，目前無法確知是因M12本身自始即無隨葬物品，亦或是因盜堀之

故導致隨葬物品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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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盂、罐、等，其中鼎、簠、敦、壺等屬於仿銅陶禮器，多為泥質灰陶，

器身多為輪製，足、耳、紐等附件為模製或手製，器身多裝飾有弦紋或彩繪

菱形紋，此外，即使是同一種類器物，形制也多有不同。銅器有銅劍、匕首、

銅戈、銅矛、銅鏃、銅戟等兵器，少量車馬器、銅鏡、帶鈎、銅錛、砝碼、

車轡、馬銜等。漆木竹器則有木俑、鎮墓獸、虎座立鳥、方座立鳥15、漆耳

杯、漆豆、梳、篦、鼓、漆瑟、劍盒、弓、盾、竹笥、竹簍，其中鼓除了木

鼓外，還出土一件鹿架鼓。鹿架鼓中的鹿，其身和頭各用一整木雕成，屈腿

側臥，伸頸側視，體態安詳，鹿頭上的鹿角已腐爛，鹿身後側鑿有微向上斜

的長方形榫眼，利用榫眼安裝實心小鼓，鹿、鼓皆以黑漆為底，後以紅漆繪

上紋飾。這種鹿架鼓為楚墓的獨特隨葬器物，在其他文化中則不見此類器

物。虎座立鳥為鼓架，分別以木雕成鳥頸、身、足，鳥昂首、長頸、短翅、

雙足，虎則呈臥伏狀，整件器物塗以黑漆。另外還包括瑪瑙杯、玉璧、蟻鼻

錢、琉璃杯、錫餅和鉛餅等物。 

 

    此墓群所出隨葬器物呈現出一定的發展趨勢，以陶器為例，陶鼎的蹄足

由粗矮呈弧形外撇變成瘦高而直，由外側圓、內側三角形空槽變成五棱半圓

                                                      
15 座與鳥頸、身、翅、足分別雕成，鳥曲頸昂首，雙翅微張，單足，鳥身先用黑漆塗底，再以紅、

黃兩色彩繪羽毛。此器為以往江陵地區楚墓中不見，參考江陵縣博物館，＜江陵溪峨山楚墓＞，

頁21。 

圖2-2  溪峨山楚墓出 
      土器物 

1.木鎮墓獸 2.骨蟻鼻錢 3.
漆耳杯  4.木鎮墓獸  5.漆
瑟 6.木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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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陶壺則由矮胖形變為瘦長形，壺底由內凹轉變為平底；敦則由橢圓變為

扁圓；陶簠口沿外壁由近弧逐漸變直等。 

三、九店楚墓群16 

    九店楚墓群位於楚郢都紀南城東北1.2-1.5公里的施家洼、范家坡的丘陵

地帶，發掘區域約海拔50.9-43公尺。該墓地周圍歷來開採墓地極多，自1981

年至1989年止共發掘出墓葬597座，其中僅一座為西周晚期墓，其餘除少數

為東周春秋墓外，絕大多數均為東周戰國墓，然根據考古學者的相關研究發

現，這批墓葬大致可按葬制與隨葬品的差異區分為兩種不同的文化，一種屬

於姬周文化系統，另一種則為楚文化系統。由於本文主要探究領域為東周戰

國時期江陵楚墓與江陵秦、西漢墓的差異，因此略過姬周文化系統的十九座

墓（包含西周墓），僅介紹隸屬於楚文化系統的九店東周墓葬。 

（一）葬制 

    九店東周墓中可判斷屬於楚文化系統墓葬者，其墓葬形制可分為長方形

豎穴土坑墓及洞室墓兩種。17  

    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的墓坑寬窄不一，有木槨的墓坑一般大於單棺與無棺

墓的墓坑，這應與葬具的多寡有關。一般而言，有木槨的墓坑底約長280-350

公分、寬110-190公分，墓坑呈上寬下窄的斗形，下方墓壁較陡直；其他無木

槨的單棺木或無棺墓則長約220-250公分、寬約60-100公分，墓坑短壁部份陡

直，長壁部份略斜。18 

    根據＜九店東周墓發掘紀要＞的統計，573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中具備

墓道者42座，設壁龕墓76座，M104規模較大，除墓上有封土、坑內有墓道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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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573座，洞室墓則只5座。 
18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江陵縣九店東周墓發掘紀要＞，頁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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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外還設有陪葬的車馬坑；M316、M618設有墓道及二到四級的台階；M4規

模雖小於上列三座墓，但仍設有一級台階。另外，M289和M726兩座墓坑底

有熟土二層台，M227則有生土二層台等，顯見各墓規模形制皆或多或少有所

不同。 

    至於洞室墓雖僅有五座，但集中分布於九店墓區的西南方，主要由洞室

和豎井式墓道組合而成，洞室雖不規整，但其平面大小皆與墓道平面大小相

近，坑壁內墓主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洞室墓口則以木板封埋。唯一與長方

形豎穴土坑墓相同的是，兩種墓葬皆填有原坑土，部分規模較大的墓還在原

坑土下填有青灰土（青膏泥）以保存棺木的完好。 

    葬具方面，一槨重棺墓3座，一槨一棺墓302座，其木槨內部有些僅有單

室、也有分為二室或三室，或在隔樑下設門窗的。19另，單棺墓有221座、無

棺墓有25座，葬具不清的則有22座。在葬具清楚的墓中，可見到三種不同的

棺木式樣，分別是懸底方棺、懸底弧棺、平底方棺，20其中懸底方棺墓中有

16座墓設置「笭床」21，懸底弧棺墓則有5座、平底方棺墓有4座設置笭床。 

（二）葬式 

    埋葬方式呈現明顯的楚墓風格，均為仰身直肢葬，屍體多以紡織品包

裹，再以竹蓆包裹後放入棺中；而墓葬方向以向南最多、向北最少，向東、

向西數量則次於向南者。 

（三）隨葬器物 

    楚文化系統的九店東周墓出土隨葬器物眾多，種類包括陶器、銅器、鐵

器、玉器、石器、料器、漆木竹器、骨角器、絲織品、皮毛製品、竹簡等，

數量總計約有4954件之多。其中陶器就佔了2499件，主要器形有鼎、簠、敦、

                                                      
19 單室有151座，分為二室者有148座，分成三室的則有6座，而在隔樑下設門窗者只有4座。 
20 共計有64座懸底方棺、85座懸底弧棺、和8座平底方棺。 
21 ﹝漢﹞劉熙，《釋名》：「笭，橫在車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舟中床以薦物者曰笭，

言但有簀如笭床也，南方人謂之笭突。」推知笭床大多以竹木為材料，設在船上用以「薦物」，

設在居室可供坐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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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缶、鈁、盒、小口鼎、盉、盤、匜、勺、斗、匕、盂、鬲、豆、蓋豆、

高頸繩紋罐、長頸罐、高領小罐、雙耳罐、壺形罐等，可分為仿銅陶禮器及

日用陶器兩大類，另還有一些少量的裝飾及喪葬用品。由於器物眾多且又出

自不同墓，因此儘管屬於同一種類器物，其形制大小也有所不同，甚至可以

看出演變規律。以陶鼎為例，九店墓地中出土陶鼎大致分為兩型，其演變規

律是器形由小漸大，蓋鈕由大變小，蓋穿由大到小至漸漸消失，足從外撇或

內曲漸至直立、從粗壯漸成細瘦樣，紋飾由素面到塗彩再到彩繪等。再以陶

簠為例，簠的器身由扁狹到高寬，口壁從矮到高，腹壁由高至矮又到無，足、

鈕漸外侈，紋飾由塗白演變為彩繪等。陶壺的特色則是壺頸由粗到細，最大

腹徑位置從中間上移到上腹部、又下移到腹中部，圈足由矮到高、從直立漸

外撇等。22 

    銅器數量亦眾，合計有1152件。按用途區分可分為禮器、兵器、車馬器、

衡器、工具、雜器類，禮器有鼎、敦、壺、盒、盉、杯、盤、匜、勺等；兵

器有劍、匕首、戈、戟、鏃、弩機等；車馬器指車轡、車壁插、傘柄箍、蓋

弓帽、馬銜等；衡器包括砝碼與天平；工具則是削刀、鑿、夾刻刀、魚鈎等；

雜器有鈴、印、環之類。 

    鐵器多屬兵器，包括劍、錛、刀等。 

    漆木器有虎架鳥座鼓、鹿鼓、瑟等樂器，有圓盒、樽、豆、卮、耳杯、

几、拐杖、梳、篦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俑、鎮墓獸、虎座飛鳥、鹿等喪葬用

品，有劍、弓、戈、盾、甲冑等兵器，有六博23、繞線棒、環等雜器。 

    竹器計有笥、席、筐、簍、枕、扇、圓盒、算籌。 

    玉、石、料器有璧、環、佩飾、瑪瑙杯、水晶串飾、料珠等。 

    絲織品有絹、錦、紗及綉品，麻織品則有麻鞋和俑衣。24 

                                                      
22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江陵縣九店東周墓發掘紀要＞，頁598-599。 
23 古時一種賭博遊藝之物。 
24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十年來的發展＞，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

考古工作十年 1979~1989‧ 》（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年），頁197。 



．32．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皮、毛、骨、角器有皮套、皮帶、骨角形器、角管等類。 

    從以上所述的葬具、葬制等資料可看出，九店東周墓所反映的主要是下

層貴族與庶民階層的喪葬習俗及其文化特色。 

四、李家台楚墓群25 

    李家台楚墓距離荊州城大北門約二公里，在修除水利工程時被發現，但

其中無器物且狹小的一、二號墓已在施工中被挖除，目前僅存三、四號墓尚

稱完整。 

（一）葬制 

    三號墓的墓坑在工程中被破壞，無法得知原本的封土與墓坑情形，只有

葬具仍保留下來，葬具為一棺（懸底方棺）一槨，槨底板下墊有兩根已腐爛

的枕木，棺內底部則有笭床。 

    四號墓與三號墓相同，挖掘時並無封土，僅剩的墓坑遺存長約3.98公尺、

寬約2.22公尺、深約2.08-2.6公尺，坑口至槨上端呈斜坡狀，槨上端到坑底一

段墓壁垂直，形似漏斗。葬具為一棺一槨，槨外填滿青灰土，再外則填有五

花土；槨內利用木板隔成頭箱、邊箱與棺室，除木板頂部有隔樑外，各室之

間各置一扇木門，門的中央還有一對對稱的鋪首銜環，底板下放置兩根橫墊

木。棺為懸底弧棺，棺內墊有篾蓆，底部放有笭床一件，該笭床兩端透雕著

幾何形紋組成的方塊圖案，且髹朱漆。 

（二）葬式 

    三號墓葬式為仰身直肢葬，方向正北。四號墓的墓主葬式亦為仰身直肢

葬，頭向正南。 

（三）隨葬器物 

    三號墓出土隨葬器物有陶器、金屬器、木器等類，陶器總共八件，分為

                                                      
25 荊州博物館，＜江陵李家台楚墓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85：3，頁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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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簠、壺、缶、鐎壺等，其中鼎、簠、壺為該墓仿銅陶禮器的組合形式，

各出土兩件；金屬器包含銅製劍、戈、矛等在內共五件及一件錫餅；木器有

兩件木俑和一件木豆。 

    四號墓的隨葬器物較三號墓多，主要有漆木器、銅器以及雜器類。漆木

器形態多樣，有盾、虎座飛鳥、豆、耳杯、木魚、梳、篦、叉、盾柄等。其

中盾為彩繪漆木盾，正面有以紅、黃、綠、藍等色繪製的曲尺紋、齒形等各

式紋樣做為裝飾；反面下方繪有樹木、樹梢上小鳥歇息其上，還有以孔雀為

主的鳥群、著肉紅色衣裳的人物，並有六組單、雙虬龍紋裝飾其間。虎座飛

鳥上方的鳥張口昂首、兩翅揚起作振翅欲飛狀、背插兩支鹿角，上面還繪有

雲紋；下方的虎作翹尾昂首伸舌，四腳臥伏在地上，表面塗繪虎皮紋。由於

這座虎座飛鳥放置的位置與其他墓葬放置鎮墓獸的位置相同，故而挖掘簡報

中推測這件物品的作用應等同於鎮墓獸。26銅器數量稍多，計有鼎、敦、壺、

勺、劍、戈、鏃、矛、鐏、砝碼、印、削刀、鋪首（即門環）等，銅鼎底平、

鐵足飾有勾雲紋；雜器部份包含葫蘆罐一件、瑟的指彈一件、皮甲片和泥餅

金數件。此墓顯示了戰國中期偏晚時期的楚文化裝飾風格，也證明了戰國時

楚國冶鐵等工藝技術相當精湛。 

五、雨台山楚墓群27 

    雨台山南距荊州城約10公里，西鄰楚郢都紀南城東城垣，東面與南面為

長湖所環繞，北面是一片平原，雨台山高於周圍地面，地勢由西北向東南傾

斜。現今發掘出土的墓地大多位於崗地上。自1975年起清理出約558座楚墓

                                                      
26 荊州博物館，＜江陵李家台楚墓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85：3，頁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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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博物館，

＜江陵雨台山楚墓發掘簡報＞，《考古》，1980：5，頁391-402。湖北省博物館，＜湖北江陵

雨台山21號戰國楚墓＞，《文物》，1988：5，頁3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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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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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湖北省博物館又在1986年後再度於雨台山發掘楚墓73座。此處即以兩個

不同階段的發掘為斷限，分別簡要敘述雨台山楚墓的出土物品及葬制概況。 

    1970年代在雨台山發掘出558座墓葬，這些墓葬中有275座確定為戰國時

楚墓，136座形制不清只能確定為東周楚墓，春秋戰國的時代則難以劃分，

其餘皆為春秋墓。1987年後雨台山陸續又發掘出73座東周楚墓，其中有66座

為戰國墓葬。28 

（一）葬制 

    1970年代出土的這二百多座戰國楚墓的墓坑均為長方型豎穴土坑，四面

墓壁光滑，僅有少數凹凸不平。墓口一般大於墓底，自墓口至墓室頂部呈斜

坡狀，墓室至墓底則近乎垂直。少數規模較大者，如一槨二棺墓或一槨一棺

墓具有墓道，少數單棺墓設有壁龕，其葬具有一槨二棺、一槨一棺、單棺、

無槨無棺的差別。墓坑填土可分為黃褐色五花土和青灰泥兩種，部分墓葬在

棺槨的四周填上青灰泥，其上再填塞五花土；另外其他墓葬則僅在墓坑與墓

室中填有五花土，此類墓的數量較填青灰泥再填五花土之墓略少。木槨型態

不盡相同，有將槨室分為頭箱、邊箱、棺室三部分者，也有將槨室分為頭箱

與棺室者，或是不分室直接套入棺木的。棺木有三種形式，包括懸底弧棺、

懸底方棺、平底方棺，其中以懸底弧棺數量最多。 

    1987年後出土的墓葬，墓坑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其中16座墓有墓道，

均為規格較高的一槨一棺墓。墓口一般大於墓底，墓坑內大多在上部填塞五

花土，下方及棺槨四周則填滿青膏泥，僅3座墓在墓坑內設有台階，另有極

少數的墓為隨葬器物而設有壁龕，其形狀有長方形、半圓形和不規則形，葬

具有單棺與一棺一槨兩種，槨室分成具有頭箱、邊箱、棺室，頭箱與棺室，

以及單棺室三種結構，木棺也有懸底弧棺、懸底方棺、平底方棺三種形式。 

（二） 葬式 

    墓坑方向以南北向為主，其中以南向最多，東向次之，其他方向也有但

                                                      
28 江漢考古編委會，＜湖北省重要考古發現大事記＞，《江漢考古》，1995：2，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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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更少。葬式可辨者均為仰身直肢葬，且大多在骨架外裹上人字紋竹蓆。 

（三） 隨葬器物 

    隨葬物品各墓出土種類數量多少不同，整體而言，可分為陶器、銅器、

鐵器、漆木竹器、玉石器等類型。陶器有兩種用途，一為實用陶器、一為仿

銅陶禮器，形制有鼎、簠、敦、盒、壺、鈁、鬲、鉢、長頸壺、罐等，基本

組合為鼎、敦、壺或鼎、簠、壺。29銅器其用途包含容器、兵器、車馬器、

衡器、工具、樂器、雜器等，計有鼎、盒、鉢、盤、匜、匕、斗、器蓋、劍、

戈、援、戟、矛、箭鏃、戈鐏、矛鐏、車轡、馬銜、蓋弓帽、帶鈎、銅鏡、

砝碼、銅鐮、削刀、熏杯、蛇形串飾、鈴形器等。鐵器出土不多，主要是農

業用具。漆木器有二十多種類別，例如耳杯、盒、卮、豆、虎座鳳鳥懸鼓、

虎座飛鳥、漆樽、蛋形杯、俎30、梳、篦、六博、笙、瑟、几、杖、鎮墓獸、

木俑、木鹿、繞線棒等。玉石器有玉璧、玉環、玉璜、玉珠、玉串飾、角器、

骨簪等。另有竹笥、竹盒、竹蓆等竹器，以及少量的絲織物。 

    此次出土的江陵雨台山楚墓群時代段限延續頗長，戰國早期的雨台山楚

墓陶器組合為鼎、鉢、長頸壺，鼎、簠、壺，或是鼎、敦、壺，仿銅陶禮器

與日用陶器有時同出一墓；戰國中晚期時楚墓禮器組合為陶鼎、簠、壺，編

號480號墓還出有銅鼎、盒、壺。雨台山墓群具有其獨特風格，陶器組合包

括鬲、鉢、罐，鬲、鉢、長頸壺，鼎、簠、壺，鼎、敦、壺，與鼎、敦、盒、

壺、鈁等形式，其中的柱狀高足鬲、高獸足鼎、長頸壺等都具備了江陵楚墓

的特點，至於虎座飛鳥、虎座鳳鳥懸鼓等更是楚墓獨有之物。另外，該地區

出土銅禮器少於仿銅陶禮器，唯銅兵器較多，尤其是銅劍；漆木器出土數量

眾多且種類繁複，近半數的墓葬皆出土有漆木器，規格較高的墓更隨葬了鎮

墓獸。31 

                                                      
29 魏航空，＜楚文化消失過程的考古學分析＞，湖北省考古學會主編，《湖北省考古學會論文選

集（三）》（湖北：《江漢考古》編輯部出版，1998年），頁151。 
30 聶菲，＜楚式俎研究＞，《文物》，1998：5，頁35-40。 
31 此處指隨葬成組的仿銅陶禮器或銅禮器，且具有槨室之墓。詳情見荊州博物館，＜江陵雨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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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年代後發掘之雨台山戰國墓出土隨葬物品囊括銅器、陶器、漆木

器、金石玉器、竹律管等，陶器有鬲、盂、長頸壺、豆、罐等實用器，也有

鼎、簠、敦、壺、罍、鐎壺等仿銅陶禮器，其中以實用器較多。銅器計有鼎、

敦、壺、銅盤、盒、缶、勺、匜等容器類，劍、戈、匕首、箭鏃、戟、矛等

兵器類，車轡、馬銜、車傘等車馬器類，和帶鈎、銅方鏡、砝碼、熏杯等物

品。漆木竹器則有木弓、竹弓、耳杯、豆、漆木盒、劍盒、鎮墓獸、鹿鼓、

木俑、扇把、瑟、竹蓆、竹笥、梳、奩、盤、六博等，玉石料器有玉璧、玉

環、玉璜、玉珠、料珠、料管等，其他還有皮鎧甲、麻繩等隨葬物品。其中

最特別的是編號21號墓出土了四支有音律名稱的竹律管，這些竹律管因槨室

進水、木棺傾斜而破損，僅存有文字的殘管兩支和殘片若干，這是目前中國

考古中發現最早的律管。32 

   

                                                                                                                                       
楚墓發掘簡報＞，頁402。 

32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江陵雨台山21號戰國楚墓＞，《文物》，1988：5，頁35。 

圖2-3 雨台山楚墓出土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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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張家山楚墓群33 

    張家山距離荊州城西北約1.5公里，位於今江陵縣磚瓦廠內，發掘了多座

楚墓。 

（一）葬制 

    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壁龕的約10多座，有斜坡墓道的將近10座。

1976年發掘出M201這座戰國晚期的大夫階級楚墓。34該墓墓坑為長方形豎穴

土坑，在東邊還設有墓道，棺槨周圍填有青灰泥，青灰泥上至墓坑頂則填上

黃褐相間的花斑泥土。葬具形制為一槨重棺，槨分為頭箱（東室）、邊箱（南

室）、主室（北室）。 

（二）葬式 

    方向以東西向為主。惟因發掘簡報中未刊載葬式，故無法確知是否為仰

身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隨葬品中的青銅禮器與青銅製生活用具放在邊箱中，青銅兵器與一般日

常生活用品則放置在頭箱與主室中，出土器物雖有些許殘破，但可按用途將

器物大致分為青銅禮器、青銅生活用器、兵器、車馬器、玉石器等類型，總

計有鼎、盒、壺、35盤、匜、勺、鏡、器蓋、削刀、劍、戈、矛、鏃、車轡、

車傘、馬飾、馬銜、竹笥、漆盾等物，其中的鼎、盒、壺為此墓的主要禮器

組合。 

                                                      
33 陳賢一，＜江陵張家山遺址的試掘與探索＞，《江漢考古》，1980：2，頁77-86、113。荊州地

區博物館，＜江陵張家山201號楚墓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84：2，頁13-16。楚文化研

究會編，《楚文化考古大事記》（北京：文物出版社，1984年），頁47。 
34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張家山201號楚墓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84：2，頁16。 
35 最大徑在上腹部，高圈，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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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望山沙塚楚墓群36 

    望山與沙塚墓地是楚郢都紀南城外重要的楚國墓地之一，位於江陵縣裁

縫鄉境內，距離荊州城約18公里，距離紀南城僅7公里，距離紀山上的紀山

寺約9公里，位居八岭山東北方一片平坦的崗地上。共發現有封土堆的大中

型墓葬25座、無封土堆的小型墓30多座，目前僅挖掘出土望山1-4號墓及沙塚

1-4號墓，合計八座楚墓，考古發現這八座墓全是戰國中期偏晚的楚墓，37自

北而南依序為望山號墓、望山一號墓、望山四號墓、望山三號墓、沙塚一號

墓、沙塚二號和三號墓、沙塚四號墓，其中以望山一號、二號墓和沙塚一號

墓規模較大，下列分別敘述之，另外五座墓規模較小，出土物品較少，故合

併敘述。 

（一）望山一號墓 

    是一座有封土的下大夫階級中型墓。 

1.葬制 

    墓坑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其東邊正中有一斜坡墓道，墓道內填塞了經過

夯築的五花土。墓坑壁自墓口至木槨頂部有五級生土台階，由台階向下，四

壁均斜直並向內收縮，至槨室則較緩直，除槨室周圍填滿白膏泥外，其餘墓

室空間都填有紅、黃、褐色的五花土。 

 圖2-4  墓坑縱剖圖 

                                                      
36 湖北省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北江陵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5，頁

33-54。陳振裕，＜望山一號墓的年代與墓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年會論文集》（北京：

文物出版社，1980年），頁229-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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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望山沙塚楚墓》，頁2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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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室正中放置一槨二棺的葬具，木槨以隔板分隔出頭箱、邊箱、棺室三

部份，在槨蓋板上還鋪有竹蓆，保存良好，皆為人字形紋編織。外棺為長方

盒狀，棺外塗黑漆、棺內則塗紅漆；內棺為弧型懸底棺，棺內近底板處有一

雕花板，板上亦鋪有竹蓆，棺外則以麻繩綑縛。 

2.葬式 

    由於棺內骨架保存完好，因此知其葬式為仰身直肢葬，頭向向東。 

3.隨葬器物 

    此墓出土隨葬器物豐富，分別置於頭箱、邊箱和內棺三處，按材質可分

為陶器、銅器、漆木竹器、金屬器（包括鐵、鉛、錫）、玉石器、骨皮器、

絲織物與動、植物。其中以銅器和漆木器的數量最多，陶器次之。 

    首先陶器部分，可分為實用器與仿銅陶禮器兩大類，38其紋飾多樣，除8

件素面外，其他皆有紋飾，以彩繪紋飾如菱形紋、卷雲紋、勾連雲紋、蟠螭

紋、S型紋、雷紋、點紋、點圈紋最多，弦紋次之，另外還有粗繩紋、蟠虺

紋、獸面紋、獸面鋪首、動物裝飾、植物裝飾、雲紋、幾何紋等。 

    銅器種類繁多，包括鼎、敦、缶、壺、盉、盥缶、勺、盤、匜、爐、箕、

器蓋、劍、戈、矛、榗殳、鏃、車轡、車傘、馬銜、游環、轡飾、帶鈎、鏡、

鏤孔杯、鉚釘、銅錛、銅削、夾刻刀等，其器物裝飾以素面居多，雖偶有彩

繪紋飾或獸面紋等，但數量與精美度不如同墓出土的陶器。漆木器出土物中

較重要者有耳杯、豆、樽、酒具盒、盤、酒壺、勺、案、俎、盾、劍盒、弓、

虎座鳥架懸鼓、瑟、枕、梳、羽扇、小座屏、鎮墓獸、角形器、文書工具盒

等，其用途包含飲食用器、樂器、其他用器與明器四種。這些漆器的色彩主

要有紅、黑、黃、褐、藍、銀灰六種，39漆器上的彩繪花紋多以黑漆為底，

少數用紅漆或褐漆，花紋多為動物紋樣、自然景象與幾何紋樣三類，講求對

稱，並常以點紋、雲紋穿插其間；無彩繪的漆器，大多髹紅漆或黑漆或紅、

                                                      
38 實用器例如盆、罐等。仿銅陶禮器則有鼎、鬲、敦、簠、簋、高把豆、蓋豆、缶、壺、長頸壺、

方壺、高把壺、盉、盥缶、漏勺、勺、匕、鑒、匜、爐、珠等22種。 
39 紅、黑最多，藍次之，銀灰最少，詳見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望山沙塚楚墓》，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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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相間兩色漆，惟獨容器較為特別，多在器內髹紅漆、器外髹黑漆，少數則

內外皆塗黑漆。 

    竹器有竹笥、竹蓆、薦蓆、相40、杆五種，其中竹笥、竹蓆、薦蓆皆以

人字紋或矩紋編織製成，另外此墓還出土一些竹質兵器，例如竹弓、矢箙等，

以及殘斷的竹簡，出土總數共計207枚，內容以卜筮祭禱之辭為主，41但因槨

室內積水浮動以及漆木器等物的壓疊，致使竹簡出土時已殘斷，至今難以修

復。簡中多次出現“劭固”之名，因而推測此墓墓主為楚悼王曾孫劭固。玉、

骨器，計有玉環、玉瑗、骨珠、骨杆等物；絲織品因保存不佳、大多腐朽，

只留有部分的花卉絹綉、石字菱紋錦綉、對獸彩縧錦、絲帛、絲帶、絲繩等；

另外還有出土時表面貼有銀箔的鉛錫珠，以及鉛錫餅、鉛錫攀釘、錯金銀帶

鈎、帶形皮件、弧形皮件、植物果品、動物遺骸等隨葬物品。 

（二）望山二號墓 

1.葬制 

    望山二號墓的墓葬形制與一號墓差異不大，二號墓墓坑為長方形豎穴土

坑，坑室自上至下設有三級逐漸內縮的生土台階，東邊正中有一斜坡墓道，

墓坑及墓道內填塞經過夯打的五花土，靠近棺槨頂部及四周才填有白膏泥。

此墓出土葬具為一槨三棺，雖曾經過盜擾，但大體保存良好。木槨區分為三

部份，分別是頭箱、邊箱、棺室，槨蓋板上覆滿人字紋竹蓆。棺室中放置了

由外棺、中棺、內棺組成的三重套棺，外棺內髹朱漆、外髹黑漆，在其東擋

板、南側板、底板三處的外表面皆有烙印文字。中棺為弧形懸底棺，在棺的

南北兩個弧形側板頂部與外棺側板間各自平放了一塊木板，木板的反面均烙

印文字，42形似印章、近正方形。內棺形制近似外棺，亦為長方盒狀，外髹

黑漆、內髹朱漆，但棺蓋上多了為吊放棺木而設的銅鋪首銜環，棺底板上放

                                                      
40 《荀子．成相篇》唐人楊僦注：「相乃樂器，所謂舂讀」，又《禮記．曲禮》記載：「鄰有喪，

舂不相，里有殯，不巷歌」，推測「相」應為樂器。 
41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北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北京市：中華書局，1995年）。 
42 在南邊木板上有15個烙印，北邊木板上有6個烙印，詳見《江陵望山沙塚楚墓》，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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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透雕著幾何花紋的雕花板（即笭床）。 

                     
             圖2-5  外棺木料烙印                圖2-6  中棺木板烙印 

2.葬式 

    棺中人骨架保存尚佳，可清楚看出其葬式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92°），

此墓墓主人骨經鑑定確認是女性，其社會地位相當於男性下大夫一級。43 

3.隨葬器物 

    此墓雖曾被盜，但仍出土隨葬器物617件，尚稱豐富，總計包括陶器、

銅器、漆木器、玉石器、竹簡、及其他等類別。陶器多出於頭箱，受盜墓影

響較大，目前經修補而復原完整的皆為仿銅陶禮器。陶器器型包括鼎、簠、

敦、壺、缶、鑒、盂、盉、高把壺、盤、匜、箕等及小件飾品如璧、璜、珠、

管飾、鳥形飾。紋樣有弦紋、圓圈紋與彩繪等。銅器出土種類較多，大致包

含容器、兵器、車馬器、雜器四大用途的器物，其中容器計有鼎、敦、缶、

壺、尊、燈、盤、匜、勺等形制，兵器有劍、矛鐓、鏃等，車馬器有車傘、

車轡等車上構件和馬銜、馬轡等配件，雜器則有鏡、鈴形器、鳥頭形飾、璜、

環、鋪首銜環與鉚釘。 

    漆木器較多實用器，明器較少，主要有耳杯、豆、瓢、勺、案、俎、小

座屏、虎座鳥架懸鼓、鎮墓獸、瑟、几、木俑、羽翣、44拍形器、45船形器等，

                                                      
43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望山沙塚楚墓》，頁215。 
44 即《說文》：「翣，棺羽飾也」；《禮記．明堂位》：「周之壁翣」，注云：「扇也，楚人謂

之翣也」。 
45 形似今之球拍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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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和紋樣以黑或紅褐色漆為底色，器內一般塗紅漆、器外則塗黑漆，並以

藍、黃、白、銀灰、銀等色彩繪於黑漆上，至於紋樣則以菱形紋、勾連紋、

卷雲紋、渦紋、三角紋、獸形紋、幾何紋為主。玉石器有璧、環、佩飾、帶

鈎、水晶珠、石璜等，尤以玉璧、玉環、玉珮等紋飾較多，例如谷紋、渦紋、

卷雲紋。其他還有鐵鈎、鉛片、竹笥、彩漆竹蓆、竹筒、竹竿、骨貝、弧形

皮件、植物果品、動物花卉紋絹綉、絹綉、麻織品、衣衾等。46其中竹簡出

土時多已殘斷，僅有五枚完整，拼接後得簡66枚，簡長平均在4-10公分左右。

每枚竹簡的右側都有上下兩個契口，契口上尙殘存有絲線。47每簡字數多寡

不一，最多可達73字，總計所有竹簡上文字900餘字，內容主要記載隨葬物

品的數量與名稱，即《儀禮．既夕禮》：「書遣於策」之「遣策」。但因此墓

曾經被盜，以致出土物品與竹簡記載略有出入。 

（三）沙塚一號墓 

1.葬制 

    沙塚一號墓為一座中型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除有封土堆外，墓坑內還

在東邊正中處設有斜坡墓道，以及愈向下愈向內收的三級台階，墓坑內填土

主要為五花土與白膏泥，白膏泥填塞在棺槨的周圍，其餘皆填五花土。此墓

葬具為一槨二棺，木槨內部分為頭箱、邊箱、棺室三部份，並在槨頂上鋪有

竹蓆；外棺為懸底弧棺，底板下橫放兩根墊木；內棺為長方盒狀，既無髹漆，

也無橫墊木置於棺下，外以絹帶綑綁固定。 

2.葬式 

    葬式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98°），此墓墓主身分雖無法證實，但經由

葬制及隨葬品的分析可知其身份應相當於下大夫階級。 

3.隨葬器物 

    由於盜擾嚴重，使得此墓的青銅器幾乎被盜空，僅存一件銅鏡、鏃和少

                                                      
46 黃鳳春，＜楚國喪歸制度研究＞，《江漢考古》，1999：2，頁67。 
47 胡平生、李天虹，《長江流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4年），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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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車馬器，包括傘柱箍、傘蓋弓帽、馬銜、環。陶器與漆木器等則大多留存。

陶器均為仿銅陶禮器，種類有鼎、簠、缶、盥缶、壺、方壺、鑒、勺、盉等；

漆木器種類包括豆、耳杯、盒、枕、鎮墓獸五種。漆器全數為木胎，色彩有

紅、黑、黃三種，其中黃色較少、紅黑色較多。一般以黑漆為底，再於其上

繪以紅漆花紋或紅、黃漆彩繪，若無彩繪時，則漆器大多呈現通體漆黑，偶

爾通體紅漆的裝飾風格。紋飾部份大致包含人形紋、動物紋、自然景象和幾

何紋四種，繪製時講究對稱；各式花紋或者配合器物形狀而繪，例如在矢箙

面板上雕刻繪製鳥、鳳、豹等動物形象，或者多種紋樣相互搭配出現，對稱

中有變化，使其更顯多采多姿。 

    除上述隨葬品類外，沙塚一號墓還出土彩漆竹蓆、竹薦蓆、玉璧、絲織

品及植物殘骸等不同質料的器物，總計出土物品達142件。 

（四） 望山沙塚五座小型墓 

1.葬制 

    望山三、四號墓與沙塚二、三、四號墓皆屬小型墓，墓葬形制略有不同。

望山四號墓為長方形寬坑墓，墓中僅有單棺，但在其墓坑東邊有一斜坡墓

道；沙塚二、四號墓為長方形窄坑墓，同樣只有單棺，沒有頭箱與邊箱，沙

冢四號墓在墓坑北壁上鑿有一個壁龕，二號墓則無。這三座墓內皆填有五花

土與白膏泥，但器物與棺槨、人骨的保存卻遠遜於上述的望山一、二號墓及

沙塚一號墓。沙塚三號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內有葬具一棺一槨，填土情

況類似單棺墓，唯白膏泥層略厚。望山三號墓為五座小型墓中較大者，為長

方形寬坑豎穴墓，墓坑東邊設置斜坡墓道，葬具為一槨二棺，填土情形與沙

塚三號墓同。木槨外部上方覆蓋人字紋蘆蓆，內分為頭箱與棺室兩部份；外

棺呈長方盒狀，底板上鋪有兩層細篾竹蓆；內棺的結構及雕花板上的花紋都

與望山二號墓大致相同，獨缺棺蓋上的銅鋪首。 

    以上五墓除望山三號墓、沙塚三號墓有木槨葬具，屬於士階層，48其他

                                                      
48 廣義的「士」，指的是能替天子、諸侯做事的人，詳見郭德維，＜楚國的“士”墓辨析＞，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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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墓應為庶民或沒落的士之墓。 

2.葬式 

    望山四號墓保存一部分棺板和部分人骨架，因此可判斷葬式為仰身直肢

葬，但沙塚二、四號墓卻只留棺痕、骨架腐朽。沙塚三號墓，葬具與人骨架

出土時皆已朽壞，故葬式不明。望山三號墓的人骨架保存較好，為仰身直肢

葬，頭向東。 

3.隨葬器物 

    這五座墓的隨葬器物因被盜掘之故，目前僅存159件，計有陶器、銅器、

漆木器、玉器和其他五種類型。陶器包括鼎、簠、長頸壺、直頸小壺、彩繪

壺、盂、罐、盤、盉、珠十種，銅器則有鼎、勺、鏡、帶鈎、夾刻刀、削刀、

車轡、車傘柱箍、傘蓋弓帽、馬銜、劍、戈、矛、殳、鏃、小環等，可按用

途分成容器、兵器、車馬器、雜器四類。漆木器主要有蓋豆、耳杯、几、梳、

篦、枕架、珠、扇把、木棍等，玉器器形包含璧、珮、環（瑪瑙環）等，此

外還有鐵削刀、琉璃珠及骨飾件、鹿角、杏核等也在出土隨葬物品之列。 

八、天星觀楚墓群49 

    天星觀楚墓為一有五座封土大墓的墓葬群，這五座墓的大土塚相當高，

遠望似山，因此當地稱之為「五山」。經發掘後出土兩座重要楚墓，分別稱

為天星觀一號墓與天星觀二號墓。 

（一）天星觀一號墓50 

                                                                                                                                       
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論集》第一集（湖北：荊楚書社，1987年），頁2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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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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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3年）。 
50 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天星觀一號楚墓＞，頁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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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墓位於江陵縣觀音璫公社五山大隊境內，東邊緊鄰長湖，西方距離

楚郢都紀南城約30公里，清代曾在此墓的封土堆上建了名為「天星觀」的道

觀，因而將此墓命名為天星觀一號楚墓。 

1.葬制 

    此墓的封土堆呈平頂圓錐狀，因靠近長湖導致封土堆的填土一部分已崩

塌，封土未經夯築，仍可清楚的看到期間的大小石塊。墓坑形制為長方形豎

穴土坑，內部四壁設有十五級生土台階，台階由上至下逐漸內收。此外還在

墓室南方設有斜坡墓道，上面覆蓋了厚約0.4公尺的擾亂層。墓坑自墓口以至

墓道等處填有五花土，接近棺槨的周圍則填有厚約0.6公尺且經過夯打的青灰

泥。 

    該墓出土葬具為一槨三棺，均以楠木製成，棺槨保存尚稱良好。槨為長

方形盒狀，內分七室，分別為南室、東室、北室、西室、南西室、南東室以

及中室（即棺室）。槨室以套榫方式結合，內部繪有各式各樣的裝飾花紋，

如南西室內繪製了四幅長方形壁畫，壁畫上方還以菱形紋作為裝飾；東室與

南東室內各飾長方形壁畫一幅；西室東壁繪製一幅長方形壁畫，畫的上端和

兩側彩繪捲雲紋，下端以紅彩圖繪，中間則以田格紋作裝飾，在田格的四邊

還繪上三角形雲紋等，可見該墓木槨裝飾之繁複。 

    外棺呈長方形，下方橫置兩根墊木，內部緊密套放著中棺，中棺為長方

盒形，內棺則為懸底弧形棺。 

2.葬式 

    由於該墓曾經被盜，致使墓主骨架無存，無法推斷其葬式為何，但從墓

道位於墓室南方可知此墓方向為南向。 

3.隨葬器物 

    該墓七室有六室被盜，僅剩北室保存還算完好，出土遺物2440件，包含

了陶器、銅器、兵器、車馬器、樂器、漆器、竹簡等。銅器指青銅器，計有

鼎、壺、盥缶、盉、盤、匜等物，其中鼎雖殘卻仍可從鼎足稍加判斷，知其

至少有鑊鼎、羞鼎、升鼎三類鼎。這些銅器的裝飾風格強烈，少有素面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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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其花紋有凸弦紋、捲雲紋、勾連雲紋、獸面紋、斜三角紋、星點地紋、

龍鳳紋、變形鳳鳥紋、S型雲紋、幾何形雲紋、點紋、動物紋、蟠螭紋等，

紋飾種類繁多，令人目不暇給。 

    兵器類隨葬物品種類有劍、戈、矛、戟、弓、盾、甲等，銅劍出土時放

置於一個木製的劍盒中，此劍盒蓋為弧形蓋，上飾有瓦狀紋，中間有一弧形

鈕，鈕上還殘存著綑縛用的絲帶，盒上飾有浮雕雲紋，通體漆黑。車馬器內

含車傘、龍首車轅、車輿欄杆、車轡、馬飾、馬銜、馬鑣、馬轡飾、壁插、

錫片飾、皮片飾、銅環等類別。樂器則有鐘、瑟、笙、磬、虎座鳳鳥懸鼓、

小鼓等，合計114件。漆木器多數置於南西室，少數放置在北室，出土耳杯、

豆、勺、鈁、卮、梳、篦、座屏、繞線棒、几、案等的生活用器，以及虎座

飛鳥、鎮墓獸、羽扇、蚌形器、角形器、器蓋、璧形器、木鹿、斗形器、圓

柱形件、圓筒形件等其他類別的漆木器。其中虎座飛鳥的虎昂首瞪目、尾下

捲、呈蹲踞狀，背上立著一隻鳳鳥，仰首展翅，鳥背上還插著一雙對稱的鹿

角，整件作品皆塗黑漆，紋飾則以紅黃金色家以描繪。鎮墓獸下方座為方形，

座上立著身與首背向彼此的雙頭獸，頭上各插有一雙鹿角，獸首兩側和方座

四邊各裝飾一個銜環鋪首，與虎座飛鳥一樣塗滿黑漆，再以黃紅金色加以彩

繪獸面紋，和頸部的夔紋、勾連雲紋，方座上的菱形紋、雲紋、獸面紋。這

兩件漆木器作品，充分體現楚文化風格及當時代藝術成就的高超美麗。 

    陶器隨葬物品僅出土陶甕五件，玉石器則有玉璧、玉俑、石圭、骨管，

此外還有角質器、竹笥、竹簡等物品。竹簡出土70餘枚，內容包括卜筮記錄

和遣策，目前殘存約4500多字，從竹簡記錄可知墓主應為邸陽君番乘力。51 

    此墓規模為目前出土楚墓中最大的一座，其下葬年代約當楚宣王至威王

時期。 

 

 

                                                      
51 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天星觀一號楚墓＞，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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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天星觀M1出土器物 

1.漆木盾 2.漆木龍首車轅 3.銅編鐘 4.漆木虎

座飛鳥 5.漆案 6.鳳鳥懸鼓及鼓槌 7.鎮墓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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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星觀二號墓52 

二號墓位在荊州市沙市區觀音璫天星觀村，53緊鄰天星觀一號墓，西距

古紀南城和古荊州城大約24公里，南距觀音璫鎮約8.9公里，東方距離4公里

處是習口，北方則是長湖，是一座戰國中期的楚墓。 

1.葬制 

    此墓墓坑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坑內填有五花土和青灰泥，但封土及墓坑

上部的土壤因受湖水沖擊而被破壞，未見夯築痕跡。在青灰泥之下放置有二

棺二槨的葬具。外槨呈長方形，內部分為東室、東南室、南室、西室、主室

五室，東、東南、南、西四室分別放有不同的隨葬物品，主室則放有一槨二

棺；內槨無分室，呈長方盒形，但除了放置二重棺外，還零散著一件玉璧、

一件石圭、一件石磬。外棺為長方盒形，南北向放置；內棺則為懸底弧棺，

放置於外棺內的西北部。 

2.葬式 

    此墓由於多次被盜，未發現棺內的人骨架，但在內棺南端盜洞口發現少

量人骨，經鑑定應為女性。墓葬方向南向（192°）。 

3.隨葬器物 

    棺槨內出土隨葬器物共計1430件，遺物不僅眾多，且製作精美、造型奇

特。包括銅器、漆木器、竹器、骨角器、玉石陶料器、銀器、絲麻織品、皮

革等，其中以骨角器數量最多，銅器次之，銀器只有兩件。銅器大多裝飾有

花紋，計有鼎、簋、鬲、豆、敦、盤、匜、鐎壺、罍、勺、匕、爐、炭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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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原屬荊州地區江陵縣觀音璫鎮，1995年荊洲地區與沙市市合併後改稱今名。在《湖北年鑑 1995‧ 》

中提到「根據國務院批覆，省政府於10月22日發出通知：撤銷荊州地區、沙市市和江陵縣，設

立荊沙市，…。荊沙市設沙市區、荊州區和江陵區。…原縣屬的荊州、彌市、李埠、馬山、川

店五鎮和紀南、八岭山二鄉劃歸新設置的荊州區，…。」可知過去的江陵與今之江陵有所不同，

改隸屬於荊州區。其餘相關資料可參考湖北省江陵縣縣志編輯委員會編的《江陵縣志》（湖北：

湖北人民出版社，1990年）；沙市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沙市市志》（北京：中國經濟出

版社，199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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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漏鏟等禮器，鼎又可分為鑊鼎、升鼎、有蓋圓腹鼎、小口鼎四種。還有

樂器編鐘一套，其中可再分為紐鐘兩組與鎛鐘一組；另有鏤空杯、器蓋、鏡、

鎮等生活用品；兵器全數為戈無劍，工具則包括削刀、刻刀等，車馬器出土

車轡、馬銜、鳳鳥首飾、泡、環、鈴、車蓬構件、蓋弓帽等共283件。漆木

竹器分為虎座鳥架鼓、瑟、小鼓、笙、鼓槌、編鐘架、編磬架等樂器，豆、

耳杯、樽、座屏、酒具盒、六博、案、俎、竹套、竹笥、竹管、勺、枕、漆

盒、扇把、梳、篦、彩繪器座等的生活用品，傘、車輿、馬首飾等車馬器，

以及喪葬用器，如鎮墓獸、木俑、羽人54、蟾蜍狀異獸座、虎座飛鳥、神樹、

木劍、木魚等物。骨角器計有馬鑣、骨珠、梳、篦、骨指套、骨棋子等769

件。玉石陶雜器有谷紋玉璧、玉璜、龍形玉珮、瑪瑙杯、石圭、石磬、扭絲

玉杯等；銀器共有兩件，皆為帶鈎；絲麻織品包含編織品及編織繩兩類。 

    此墓曾兩次被盜，致使器物組合不完整，但仍出土為數眾多的隨葬物

品，且其中部分物品或為其他墓葬所未見，或較其他墓葬同種器物更加精

美，可以想見這座墓初入葬時必然是相當奢華的。可惜該墓欠缺文字資料，

因此僅能就現在殘存的出土物去推測該墓的禮制。根據出土隨葬品知其銅禮

器基本組合為鼎、簋、敦、鬲、豆、鐎壺、罍、盤、匜等，55都可見其地位

之高與財富之厚。 

    天星觀一號墓與二號墓的墓道方向一致，皆南向，墓坑相距近，且都在

槨內東室放置有編鐘和編磬，顯然兩墓關係密切，墓主很有可能是夫妻關

係。但一號墓出土兵器遠多於二號墓，因此學者們判斷二號墓墓主應是一號

墓墓主邸陽君番乘力的妻子。56 

                                                      
54 由羽人、鳳鳥組成，上為羽人，兩眼鼓突、尖圓鼻，頭髮雕刻成披散狀，鈎形耳、鷹鈎狀嘴、

短頸、胸部鼓突、腹部圓鼓，兩手平伸，後插一鳳狀尾，下身呈鳥狀。鳳鳥為鷹鈎狀嘴、尖喙，

圓眼略鼓，曲頸，兩翅伸展作飛翔狀，尾部下垂，兩爪彎曲踏在木棍上。器身以黑漆為底，並

以紅、藍色彩繪出羽紋。 
55 荊州市博物館，＜湖北省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頁20。 
56 荊州市博物館，＜湖北省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頁21。湖北省荊州博物館，《荊州

天星觀二號楚墓》，頁2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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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圖2-8  天星觀M2出土器物 

1.銅敦（M2：X45）與銅罍（M2：D20）2.銅炭簍（M2：D23）3.彩繪透雕鳳蛇紋漆座屏（M2：DN14） 

九、義地楚墓群57 

    義地楚墓是一個高出周圍地面約1-4公尺的崗地，東西長400公尺、南北

寬150公尺。往南距離楚紀南城北垣約60公尺，東南距離雨台山約2公里，西

鄰朱河，從1978年開始共清理出13座楚墓，編號M1-M4、M6、M8-M15，除

M1為春秋墓、M2只能確定為東周墓外，餘為戰國楚墓。58 

（一）葬制 

    這些楚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大致呈斗形，四壁呈斜坡狀。葬

具均為一棺一槨，槨外周圍填滿青灰泥或白膏泥，再外至墓坑頂則填有五花

土，大多經夯築。少數槨蓋上鋪有蘆席，或在槨蓋板下另設子蓋（M6、M10）；

槨內結構略有不同，M4槨室分為頭箱、邊箱、棺室，M10有頭箱與棺室、無

邊箱，其他木槨僅有棺室。槨內放置的棺木皆為懸棺，其中10座是弧形棺、

                                                      
57 江陵縣文物局，＜湖北江陵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3，頁35-50、62。 
58 M9、M15屬戰國早期墓，M3、M4、M8、M12-M14屬戰國中期墓，M6、M10、M11屬戰國晚

期墓，M2則因出土器物類型不全只能確定為東周墓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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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座是方形棺，多數棺蓋上鋪有竹蓆。 

（二）葬式 

    墓葬方向東西向的有M2、M12這兩座墓，南北向的有M1（春秋墓）、

M3、M4、M6、M8-M11、M13-M15。棺內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各墓隨葬物品多寡不一，一般都隨葬約10-20件物品，其中M15隨葬96

件最多、M14隨葬3件最少。種類有陶器、銅器、漆木器、玉石器等，陶器包

括鼎、簠、敦、壺、罍、奠缶、盉、罍、鬲、盂、豆、罐、長頸壺、鈁、匜、

盤、勺、鼓等，同一器物的形制彼此間略有差異。銅器以兵器為主，囊括劍、

戈、匕首、矛柲、弓等類別；漆木器出土彩繪木俑、漆盒、鹿、鎮墓獸、劍

櫝、耳杯、樽、豆、梳等。其他還有料珠、水晶珠、骨管、瑪瑙管、瑪瑙杯、

石環、角璜、竹笥、竹簍、麻鞋、麻繩、絲織品等物。 

    11座戰國墓中有10座墓葬內的器物組合齊全，仿銅陶禮器有鼎、簠、壺，

鼎、敦、壺，鼎、簠、缶三種組合，形制也因時代先後早晚而有所不同。 

表2-2                   義地楚墓葬制表              （單位：公尺） 

墓底 槨 棺 墓

號 
方

向 長 寬 長 寬 高 長 寬 高
隨葬器物 

M1 335 2.96 1.94 2.21 1.09 0.78 1.74 0.72 0.52 鬲、盂、豆、罐 

M2 281 2.8 1.5 2.2 0.82 0.76 1.71 0.36 0.48
鼓、銅戈、木鎮墓獸、石

璧、瑪瑙杯、琉璃珠 

M3 340 3 1.8 2.67 0.90 1.01 1.93 0.62 0.72
鼎、壺、敦、豆、銅戈、

銅匕首、劍櫝 

M4 345 3.52 1.8 3.3 1.52 1.25 2.1 0.70 0.82
鼎、壺、敦、木豆、銅劍、

木劍櫝、木鎮墓獸 

M6 12 3.3 1.68 2.6 1.05 1 1.90 0.56 0.59

鼎、簠、壺、敦、鈁、罍、

盂、盉、勺、銅劍、戈、

矛、木劍櫝、木鎮墓獸、

漆盒、木豆、木俑、麻繩、

竹片、竹弓、獸骨、骨器 

M8 16 3.07 1.72 2.45 0.96 0.84 1.96 0.46 0.66
鼎、簠、壺、盤、木豆、

銅戈、木鎮墓獸、竹弓、

竹笥、竹席 



．52．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M9 349 3.38 1.88 2.7 1 1.22 2 0.54 0.52

鼎、簠、奠缶、盉、罍、

盤、匜、銅戈、銅劍、銅

匕首、木鎮墓獸、木豆、

竹笥、竹簍、竹弓、骨角

飾 

M1
0 

330 3.25 1.64 2.6 1.1 0.82 1.72 0.5 0.56

鼎、敦、壺、盉、盤、匜、

木鎮墓獸、木豆、木梳、

木篦、漆耳杯、彩繪木鹿、

草鞋、竹笥 

M1
1 

20 3 1.74 2.48 0.96 1.14 2.06 0.6 0.54
鼎、簠、壺、盤、勺、漆

鐏、銅戈、銅匕首、竹笥、

竹弓、魚骨、絲織物 
M1
2 

280 3.16 1.78 2.5 1.05 0.82 1.31 0.4 0.56
鼎、奠缶、簠、盉、豆、

木豆、匜、鎮墓獸 

M1
3 

5 3.2 1.7 2.3 0.92 0.86 1.62 0.44 0.66
鼎、奠缶、簠、盉、豆、

罍、木豆、木鎮墓獸、痲

鞋、骨器、銅戈 
M1
4 

350 2.7 1.22 2.24 0.74 0.70 1.84 0.4 0.53 長頸壺、銅劍、木劍櫝 

M1
5 

30 2.9 1.6 2.44 1.03 1 1.9 0.5 0.64
鼎、簠、奠缶、盉、敦、

木豆、木梳、竹笥、漆皮、

料珠、骨管、水晶珠 

1. 方向單位為度（°）。 
2. 出處：江陵縣文物局，＜湖北江陵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3，頁38 

十、車璫1號楚墓59 

    江陵車璫楚墓至今見於記載與公佈者僅有一號墓。一號墓位於荊沙市荊

州區紀南鄉棗林村，該墓南距紀南城北垣一公里，西南距武昌義地楚墓群800

公尺，北距紀北渠1.5公里，地勢高低不平。 

（一）葬制 

    一號墓為戰國中期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口因開挖水渠導致墓口殘

損，殘餘的墓口長3.7公尺、寬1.8公尺，距離墓底約1.94公尺，墓底長3.5公

                                                      
59 荊沙市文物處，＜江陵車璫戰國墓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96：1，頁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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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寬1.5公尺，墓口明顯大於墓底。內部葬具為一棺一槨，槨室以隔樑、隔

板分成棺室與頭箱兩部份，底板下墊有兩根橫墊木，蓋板上則鋪有人字紋篾

蓆；棺為懸底方棺，棺蓋上亦有竹席覆蓋，棺底板上架有透雕幾何花紋的笭

床。 

（二）葬式 

    棺內墓主葬式為仰身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此墓出土26件隨葬品，器物種類包括鼎、敦、壺、洗、匜、勺、劍、戈、

箭鏃、帶鈎、鏡等銅器，以及耳杯、木俑、鳥、梳、篦、方、盾柄、劍盒等

漆木器。該墓雖不見陶器或仿銅陶禮器，但有一組完整的銅禮器組合專用於

隨葬，即鼎、敦、壺。出土器物除銅鏡為素面外，其餘銅器大多裝飾有獸形

紐、菱形紐、獸面紋或凸弦紋等；漆木器大致保存完好，卻不如陶器的裝飾

性強，多為素面，例如耳杯、梳、篦等。藉由這些隨葬物品判斷這應是一座

家境尚稱富裕的武士階級墓。60 

十一、棗林鋪楚墓群61 

    江陵棗林鋪墓地位於棗林鋪鎮北方，為古墓葬密集地帶。南距楚都紀南

城北垣約0.5公里，東與雨台山相望，地勢較為平坦。目前在該地發掘出二座

戰國中期楚墓，編號M1、M2。 

（一）葬制 

M1、M2兩座墓形制相同，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穴南面正中各有

一斜坡墓道。墓坑上部及墓道內填滿黃褐色的五花土，墓坑下部及棺槨四周

                                                      
60 同上註，頁25。 
61 江陵縣博物館，＜江陵棗林鋪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5：1，頁19-24。湖北省荊

州地區博物館，《棗林崗與堆金台—荊江大堤荊州馬山段考古發掘報告》（北京：科學出版社，

199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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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填有經夯築的青灰泥。墓坑內葬具皆一棺一槨，槨蓋板上覆蓋篾蓆，底板

下則置有橫墊木兩根，中間分隔為棺室與頭箱兩大空間。頭箱內放有隨葬物

品，棺室內則置有懸底弧棺一具，M1甚至在棺底板上方設置透雕幾何紋樣的

笭床，棺外還用麻繩捆縛固定。62 

（二）葬式 

    二座墓頭向皆向南；M1方向190°，M2方向200°。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二墓出土器物數量不多，僅有23件，且除一把銅劍出自M2外，餘皆出

土於M1，但類別仍有陶器、銅器、漆木器等重要器種。 

    陶器為泥質灰陶，器物表面施以灰黑色陶衣，包括了鼎、簠、壺、匜、

罍等，其中鼎、簠、壺為M1出土仿銅陶禮器的組合類型，上飾有菱形紋、凹

弦紋等紋樣。銅器只出土兩件，皆為銅劍，M1、M2各出一柄。漆木器出土

數量最多，且大多保存良好，計有几、豆、梳、篦、手鼓、劍、虎座鳥架鼓、

木俑、鎮墓獸等。其中虎座鳥架鼓由雙虎、雙鳥、一鼓組成，鼓懸掛在雙鳥

之間，是典型的楚文化隨葬器物，為其他文化所未見。木俑是雕刻俑形後，

以墨與紅彩塗畫俑的頭髮、面頰、衣服及服裝上的花紋裝飾；鎮墓獸型態為

雙頭雙身，並在頭上各有兩支鹿角，再飾以菱形紋、勾連紋、幾何雲紋，立

於黑漆方座之上，用以鎮守墓穴、避除凶惡。63 

                                                      
62 江陵縣博物館，＜江陵棗林鋪楚墓發掘簡報＞，頁19。 
63 蔣衛東認為「鎮墓獸」在戰國楚地喪禮中扮演著坐鎮墓門避免墓主化為鬼魂騷擾人世，供奉鎮

墓獸的目的在於隔絕靈魂世界與人世，其理論載於《江漢考古》1991年第二期，＜“鎮墓獸”意

義辨＞一文中。但此一說法受到許多質疑。目前普遍對於「鎮墓獸」的了解，認為在墓中安置

「鎮墓獸」真正的用意在於保衛墓主靈魂，使其不受外在邪靈的侵擾傷害，是出自一種關心、

愛護親人的心態，而非如蔣衛東所述是出自活著的人的恐懼。詳細敘述可見於潘佳紅著，＜小

議“鎮墓獸”—與《“鎮墓獸”意義辨》一文商榷＞，《江漢考古》，1992：2，頁82-84。以及邱

東聯著，＜“鎮墓獸”辨考＞，《江漢考古》，1994：2，頁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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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朱家台楚墓群64 

    朱家台位於江陵楚都紀南城北垣的水門外，二者相距僅140公尺。該地

發掘過不少新石器時代遺址及明朝墓葬，後在1990年時挖掘出兩座戰國時期

的楚墓，分別編號為M6、M7。 

（一）葬制 

    六號墓為窄長形豎穴土坑墓，墓內葬具僅有一棺，棺外周圍至墓坑頂填

塞當地經過夯打的擾亂土，棺木雖腐朽，仍可見棺內除放置墓主人骨架空間

外，尚有「頭室」空間。七號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被六號墓打破，

兩墓呈接近十字形的方式交疊。坑內填滿該地經夯打的擾亂土，並夾雜著大

量的紅燒土與大溪文化陶片和少數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陶片。葬具有一棺一

槨，槨室內分棺室、頭箱、邊箱三部份。 

（二）葬式 

    六號墓方向南向（202°），七號墓方向則為東向（96°）；簡報中未記載葬

式。 

（三）隨葬器物 

    六號墓出土隨葬器物皆為陶器，共有鼎、盂、壺、盤、豆七件物品，其

中鼎與壺為仿銅陶禮器。七號墓的隨葬器物亦以陶器為主，從頭箱內發掘出

鼎、敦、小罐、缶、盤、匜、勺、斗等陶器。 

十三、官坪楚墓群65 

    官坪楚墓墓地在江陵縣雨台鄉官坪村，位處紀南城北垣外，距離紀南城

東北城垣大約1.5公里，距離雨台山的西北部約2公里，原被壓在農田和居民

                                                      
64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朱家台兩座戰國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2：3，頁

22-25。 
65 江陵縣文物局，＜江陵官坪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9：3，頁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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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之下，1986年開始才因鐵路修築而清理出12座楚墓，編號自北而南依次

是M1-M12。據推測均屬戰國時期的墓葬。 

（一）葬制 

    官坪楚墓群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壁光滑傾斜，只葬具頂部到墓坑

底部呈垂直。墓葬封土殘留情況不一，一般而言，墓口殘長2.3-4.1公尺、殘

寬0.9-3.1公尺，墓底殘長2.1-3.15、殘寬0.6-1.45公尺，墓坑深2.4-5.42公尺不

等。 

    M10在墓坑南面正中設有一斜坡墓道，M5南端墓壁上鑿有一半月形壁

龕。M1、M3、M7、M8、M9、M10、M11七座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其中M1、

M3槨已殘爛；M2、M5、M6、M12為單棺墓，但除M12木棺形制清楚外，其

他三棺皆殘破；M4則葬式不清，無法判斷葬具。槨的結構有兩種，一種是將

槨分為頭箱及棺室，一種則只有棺室不另分室；棺的形制也有兩種，一種為

懸底弧棺，66一種為長方盒形的平底方棺，其中M9棺內雖未設笭床，卻有兩

層底板，一層上放屍體，一層用來加固棺底。 

（二）葬式 

    在這批墓葬中葬式清楚僅有兩座，都屬於仰身直肢葬。方向南北向的有

九座，包括M1-M5、M8-M10、M12等墓；東西向的有三座，即M6、M7、

M11三座墓。 

（三）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方面，官坪楚墓共出土器物71件，包括陶器、銅器、漆木器等

類別。陶器有灰陶與紅陶之分，出土41件，數量較多，但都屬明器，計有鼎、

敦、壺、盒、盤、匜、豆、盂、匕等，仿銅陶禮器組合為鼎、敦、壺，鼎、

盂、壺，鼎、豆、壺，和鼎、盒、壺四種。銅器包含禮器，如鼎、壺等；兵

器，如劍、箭鏃等；還有日常生活用器，如勺、帶鈎、鏡、菱形器等。 

                                                      
66 懸底弧棺即弧形懸底棺，其特色為棺蓋、牆板呈弧形、底板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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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藤店1號楚墓67 

    藤店一號墓距離楚都紀南城9公里，距江陵縣城（荊州城）23公里。 

（一）葬制 

    此墓是一座長方形土坑木槨墓，墓坑上寬下窄，兩壁愈向下愈內收。坑

內東邊有一斜坡墓道，自墓口以下設有五層台階。坑內填土上為經過夯實的

黃褐色五花土，五花土下直到棺槨周圍均填塞白膏泥，白膏泥間置有一槨二

棺形制的葬具，槨蓋板上還鋪有竹蓆，可惜竹蓆早已腐爛只留下竹蓆紋。槨

內除有放置外棺空間，尚分有頭箱（東方）與邊箱（南方），外棺內塗朱漆，

為方形盒棺；內棺外塗黑漆、內塗朱漆，為弧形棺。 

（二）葬式 

    棺內人骨架以竹蓆包裹，置於底板上，呈仰身直肢的葬式，方向朝東

（90°）。 

（三）隨葬器物 

    隨葬物品包括銅器、陶器、竹木器、玉石器、骨器、皮器等，這些材質

的器物內含竹簡、兵器、車馬器、生活用具、樂器等等，種類繁多。竹簡出

土24片、47字；兵器出土銅劍，其中一銅劍上鑲嵌綠松石，另有銅戈、銅矛、

銅戟、銅鉞、銅箭鏃等銅製武器，也有積竹柄、竹弓、木弓、漆盾、箭箙、

皮甲等漆木竹器類的武器。此外，車馬器包括車傘、車轡、馬銜、馬飾等，

生活用具則有皮手套之類的物品。除上述物品外，銅器還有鼎、豆、壺、盤、

匜、勺、帶鈎、鏡，陶器也有鼎、豆、敦、簠、壺、罍、罐、勺、盤、匜，

漆木器為豆、案、耳杯，樂器有瑟、彈套、大鼓、帶柄小鼓、鼓槌，另外還

有皮杯形器、玉管、玉環、玉飾、木鹿、鎮墓獸、銅削、竹笥、竹蓆、竹筒、

木舟形器、卵石和石塊，合計共三百多件物品。 

    此墓出土的一柄越王州勾劍，推測可能是楚威王滅越之役時的戰利品，

                                                      
67 荊州地區博物館，＜湖北江陵藤店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9，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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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再者，該墓出土眾多兵器，顯示出戰國時期戰爭之激烈，都可作為研究戰

國時期楚國政、經、軍的重要參考。 

十五、太湖港楚墓群69 

    太湖港發掘出三座戰國時期古墓葬，其中編號M1、M2位在嵠峨山東方

約40公尺處的太湖港北岸旁，應是士大夫階級者的墓，M3則在小北門外太湖

港西方1000公尺處的南邊，為一庶民墓。 

（一） 葬制 

    因太湖港改道工程所需河床較深，致使墓坑被挖掉，無從得知其墓坑原

有形制。M1、M2葬具為一棺一槨，M3則是單棺墓，其中只有M1棺槨形制

較為完整，其餘皆殘壞。M1木槨呈長方盒狀，以隔板將內部分成頭箱和棺室

兩大部分；木棺為懸底弧棺，由蓋板、牆板、擋板、底板和墊木組成。 

（二） 葬式 

    葬式不清。 

（三） 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共40件，分為陶器與銅器兩種。陶器以泥質黑衣灰褐陶為主，

器物形式包括鼎、簠、壺、罐、鬲、盂、長頸壺、豆等，其裝飾花紋以弦紋

最多；銅器有鼎、敦、壺等禮器，其中壺肩上還裝飾有兩對稱獸面鋪首環紐。

另外尚有劍、矛、戈、戟、等兵器，和卮足、銅環、鳥等雜件。禮器組合為

鼎、簠、壺與鼎、敦、壺。 

十六、馬山楚墓群 

    馬山楚墓群並非僅指一座或一地的楚墓，事實上所謂的馬山楚墓包括江

                                                      
68 荊州地區博物館，＜湖北江陵藤店一號墓發掘簡報＞，頁12。 
69 江陵文物局，＜江陵太湖港古遺址與墓葬調查清理簡報＞，《江漢考古》，1988：2，頁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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陵馬磚楚墓與江陵馬聯楚墓，二者相距甚近，且皆在馬山地區，故合稱為馬

山楚墓群來作敘述。但由於各墓多少有些差異，因此針對不同墓葬進行分別

敘述。 

（一）馬山磚廠一號墓70 

    馬磚一號墓位於湖北省江陵縣馬山公社磚廠的取土場中，地處江陵縣城

西北方，距離楚郢都紀南城約8公里。 

1.葬制 

    雖然一號墓上方的封土已被破壞，但仍清楚可見墓坑的東邊有一斜坡墓

道，葬具為一棺一槨，槨蓋上鋪有粗竹蓆，槨內區分為頭箱、邊箱、棺室三

部份，而在棺室中置有一長方盒形棺（即平底方棺），棺外以麻繩綑綁並覆

套著絲質棺罩，棺內底板上則設有透雕笭床。 

    由於墓坑中填有五花土，五花土之下近棺槨周圍則填上青灰泥，加上此

墓深入白膏泥地層中，致使此墓保存完好，出土大量的絲織品，此墓因此有

「絲綢寶庫」之稱。 

2.隨葬器物 

    據一號墓出土簡報資料顯示，棺內出土衣衾計有十九件之多，包括綿

衾、夾衾、綿袍、禪衣、夾衣、禪裙、綿褲等，多數保存良好。 

    除絲織品外，一號墓中也保存著其他包括陶器、銅器、漆木竹器等類型

的隨葬物品。陶器有鼎、敦、壺、鐎壺、盤、匜、勺、斗等，其中仿銅陶禮

器組合為鼎、敦、壺；銅器計有鼎、提梁壺、耳杯、銅鏡等；漆木竹器則有

漆製盤、盒、奩、耳杯，竹製短柄竹扇、竹笥和木俑等。 

（二）馬山磚廠二號墓71 

                                                      
70 陳躍鈞、張緒球，＜江陵馬磚一號墓出土的戰國絲織品＞，《文物》，1982：10，頁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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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陵馬山一號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年）。 



．60．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江陵馬山磚廠楚墓位在荊州城西北約十五公里處，南靠八岭山，北鄰沙

塚坡，1982年開始挖掘馬山磚廠墓，先後於1982年及1983年發掘出土M1、

M2兩座墓。 

1.葬制 

    馬山磚廠二號墓為一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墓坑口長4.8公尺、寬3.2

公尺，墓底長4.32公尺、寬3.06公尺。在墓坑的東邊有一斜坡墓道，封土雖

被擾亂，但仍可見墓坑內填土上為五花土、下為青灰泥，葬具為一槨重棺，

槨長3.79公尺、寬2.3公尺、高1.93公尺；外棺長2.4公尺、寬1.05公尺；內棺

長2.05公尺、寬0.66公尺。槨內以牆、擋板分出頭箱、邊箱與棺室，其上皆

有頂板，在槨蓋板上鋪有篾蓆，大部份殘破，篾蓆呈黃色，四周沿槨蓋板邊

緣下折。槨室內置內外重棺，均為木棺，外棺為長方形棺，棺外髹黑漆、棺

內髹紅漆；內棺套放在外棺之內，長方形，與外棺同樣外髹黑漆、內髹紅漆，

蓋上以麻織品做為棺束，並留有不少殘破的絲織品，內棺底部則留有一件朱

紅漆雕花笭床。 

2.葬式 

    頭向為東（100°），未記載葬式。 

3.隨葬器物 

    由於該墓早年被盜，因此發掘出土的隨葬物品僅存56件，且只有陶器與

漆木器，未見銅器。陶器均為泥質黑灰陶，外飾有黑漆、素面，器型主要為

仿銅陶禮器，包括鼎、敦、簠、壺、盒、鈁、豆、熏、小壺、盤、匜等。除

鼎之外，其餘各物都只出一到二件，而出土的四件鼎形制亦各不相同，主要

可歸類為三種樣式，根據此墓的發掘簡報敘述可知，第一種樣式為無蓋、厚

圓唇、附方耳，腹深、腹上有凸弦紋一道，圜底、三足呈獸面蹄狀。第二種

樣式是蓋隆起，上有兩圈凸弦紋，並裝飾有四個臥狀獸紐，子母口承蓋，口

微斂，深圓腹，腹上有凸弦紋一道，附方耳，微曲，三獸面蹄足，有修削痕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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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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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第三種樣式則蓋殘，為子母口，方耳，口斂，深腹圜底，三獸面蹄足。 

漆木器包括鎮墓獸、木俑、案、几、座屏、酒具盒、瑟、撞鐘棒等，其

中鎮墓獸與木俑屬於隨葬用明器，案、几、座屏、酒具盒等物則屬於生活中

的實用器物，而以木俑數量最多，計有26件。26件木俑皆為站立狀，眼與嘴

部繪上墨彩，鼻耳雕刻而成，頭髮以塗墨表示，俑身上裹有絲綢。鎮墓獸只

有一件，由長方形座、獸身和鹿角三部份組合而成，獸身為直頸直身，長舌

垂下，頭已殘缺但鹿角保留完整。另有短木柄鐵錛及長木柄鐵鑊各一件。72 

    該墓出土隨葬器物與江陵地區楚墓特徵一致，具有明顯的楚文化因素。 

（三）馬山十座楚墓73 

    馬山當地在1982、1983年先後發掘出土了馬山磚廠一、二號墓，後又在

1984-1985年時發掘了馬磚M10-M17八座墓，又在磚瓦廠西邊約一公里處的

聯山林場渠道邊挖掘出馬聯M1、M2兩座墓。均為戰國早期到晚期的墓葬。 

1.葬制 

    這十座墓皆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除馬磚M13的墓口與墓底大小相同

外，其餘均是墓口大於墓底。每一墓葬的墓坑大小不同，只有馬聯M1在棺槨

外填有青灰泥和五花土，其他都只填塞未經夯築的紅褐、黃褐色花土。馬磚

M17與馬聯M1兩墓墓坑內設置墓道，馬磚M13墓坑內鑿有壁龕。墓坑內葬具

除馬磚M13為單棺墓外，餘九座為一棺一槨墓，槨室呈單室結構者包括馬磚

M11、M16、M17、馬聯M1、M2；分隔頭箱與棺室者包括馬磚M11、M16、

M17三墓；區分出頭箱、邊箱、棺室者僅馬磚M12。 

2.葬式 

    頭向方面，馬磚M10、M12、M14、M16、M17五座墓方向向東

（101°-120°），馬磚M11、M13和馬聯M1、M2四座墓方向向南（191°-20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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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73 湖北省博物館江陵工作站，＜江陵馬山十座楚墓＞，《江漢考古》，1988：3，頁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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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磚M15頭向向西（285°）。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 

3.隨葬器物 

    隨葬品方面，總計出土了陶器、銅器、玉石器、漆木竹器等類型器物。

陶器部分主要以仿銅陶禮器居多，器形有鼎、敦、簠、壺、盒、罍、盉、盤、

匜、鈁、勺、豆、碗等，器物多為素面，壺、敦等普遍裝飾弦紋，僅兩件鈁

上有白色帶紋，簠上以墨繪有菱形紋，鼎的足部以獸面為裝飾，罍腹附著爬

獸。銅器包含容器：鼎、敦、壺、盤、匜、勺等，多為素面，只是在足、紐

上裝飾上獸面紋與雲紋等紋樣；兵器：劍、戈、箭鏃等，這十座墓所出土之

劍皆為素面，無花紋裝飾；還有銅製的帶鈎、磬、鈴、環等雜器；玉石器：

玉璧、瑪瑙杯、玉珠、石珠、石磬等；骨料器：骨珠、骨管、料珠、料管，

其中骨珠、骨管等應為串飾；漆木竹器：鎮墓獸、漆耳杯、竹笥等。 

    總而言之，這十座墓出土隨葬物品從戰國早期到戰國晚期，其形制變化

有一定的規律，如鼎由深腹、直壁變成淺弧腹，鼎足由外撇漸成直立；敦從

球體、紐和足較矮斜，轉變為橢圓形、紐和足較瘦高、直立的式樣；壺由一

般到瘦高、從圈足凹底變為假圈足、平底，後又變為圈足圜底，最後至高圈

足平底。74處處可見隨時間而演變的楚文化特色。 

    禮器器物組合為鼎、簠、壺及鼎、敦、壺，這樣的組合又因時代先後的

不同而有差異。戰國早期編號M15楚慕的器物組合是鼎、簠、壺；戰國中期

偏早墓包括馬磚M12、M16、馬聯M2的器物組合是鼎、敦、壺與鼎、盒、壺

兩種；戰國中期偏晚之墓馬磚M10、M13、M17、馬聯M1的器物組合是鼎、

敦、壺；戰國晚期的馬磚M11墓，其器物組合形式與戰國中期偏晚相似，亦

是鼎、敦、壺的形式。 

                                                      
74 湖北省博物館江陵工作站，＜江陵馬山十座楚墓＞，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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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拍馬山楚墓群75 

    拍馬山位於荊州城西北約4公里處，北距楚紀南城約3.5公里，為一高出

地面的土崗。該地楚墓分布密集，至少有70餘座，實際發掘者僅27座，其時

代從春秋至戰國都有，其中以四號墓最具代表性，推測應為戰國早、中期之

墓。76由於春秋時代非本文所欲探討的對象，因此略過，只介紹戰國時期的

拍馬山楚墓。 

（一）葬制 

    戰國時期拍馬山楚墓的墓坑全為長方形豎穴土坑，一般墓口大於墓底，

近墓底處的墓壁近乎垂直。墓坑內填土主要為黃白花斑土，靠近棺槨之處則

部份填有青灰色的白膏泥。其出土葬具包括一棺一槨、單棺無槨、無棺無槨

三種，其中以一棺一槨墓數量最多，無棺槨之墓數量最少。槨內有不分室與

分為頭箱、棺室兩部份之別，77內部放置的棺木以懸底弧棺為主。木槨下放

置兩根橫墊木，木棺底部則鋪有竹蓆。 

（二）葬式 

    墓葬方向以南北向居多，東西向較少。 

（三）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各墓數量不一，其中以四號墓出土的隨葬器物類別數量較其他

墓稍多，總計有陶鼎兩件、陶簠兩件、陶壺兩件、豆兩件、鐎壺兩件、陶鳥

一隻、瑟一件、鎮墓獸一件、木梳一件、小木輪兩件，以及一件保存較好的

虎座鳥架鼓。但有些墓完全未出土隨葬物品，因此難以界定其時代。其他墓

葬隨葬物品的種類有陶器，大多為明器，均為泥質，表面呈現黑色，紋飾有

                                                      
75 湖北省博物館、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縣文物工作組發掘小組，＜湖北江陵拍馬山楚墓發掘簡

報＞，《考古》，1973：3，頁151-161。 
76 湖北省文物管理委員會，＜湖北省江陵出土虎座鳥架鼓兩座楚墓的清理簡報＞，《文物》，1964：

9，頁30-32。 
77 例如M4，出處同上，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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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弦紋、凹弦紋、劃紋、暗紋等，或是以紅、黑、白漆彩繪各種幾何圖案，

器型計有鼎、敦、簠、壺、豆、罐、鐎壺等。銅器則以兵器居多，例如劍、

匕首、矛、戈、戟、鐏、鐓、鏃、刀、劍鈎，和鼎、壺、勺、帶鈎、鈴、璜

等其他類型的銅器。玉石料器有瑪瑙杯、玉璜、料珠等物件，漆木竹器則出

土了彩繪鹿鼓、漆鹿、彩繪木鼓、瑟、漆盒、漆杯、酒具盒、木梳、木篦、

鎮墓獸、雕花板、竹卮、竹弓、竹蓆、木案等遺物。 

    整體觀之，此墓群不出鬲而出鼎，部分墓葬隨葬器物以漆木器為主，不

一定隨葬銅器，至於仿銅陶禮器的發現量較銅禮器為多。 

      
          圖2-9   彩繪鹿鼓（M11）             圖2-10  彩繪木梳（M11、M22） 

十八、葛陂寺34號楚墓 

    江陵葛陂寺，位於江陵城西北約5公里，東北距離楚郢都紀南城約1.5公

里，西到八嶺山約4公里。自1962年底開始，共發現楚墓五十多座，其中僅

清理了24座，78其中隨葬物品保存最完整者為葛陂寺34號墓（以下簡稱為

M34），且只有此墓資料公佈，所以此處亦只介紹M34。79 

（一）葬制 

                                                      
78 楚文化研究會所編之《楚文化考古大事記》一書記載的發掘墓數與葛陂寺34號墓清理簡報內記

載不同，推測應是因時間遷移，日後再度發掘的結果。 
79 湖北省文物管理委員會，＜湖北省江陵出土虎座鳥架鼓兩座楚墓的清理簡報＞，頁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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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4是一座帶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時代約當於戰國早、中期。墓

壁光滑，內有葬具一棺一槨，槨頂鋪有人字紋竹蓆，底部則有橫墊木兩根；

棺前端以隔板隔出器物箱，棺上仍留有麻繩及篾條。 

（二）葬式 

    棺內墓主人骨架無存，無法得知葬式。 

（三）隨葬器物 

    隨葬物品包括虎座鳥架鼓、鎮墓獸、木俑、木梳、木篦、漆耳杯、陶鼎、

陶敦、陶壺、鐎壺、陶罐、陶盤、陶匜、玉佩、瑪瑙杯、石環等物品，尤以

虎座鳥架鼓最受到學者重視。虎座鳥架鼓由伏虎、鷺鷥、鼓三者組成。伏虎

一對，兩尾不相連，仰首向上，背圓、尾椎部份內收，背上有三個榫眼、呈

品字形；鷺鷥一對，嘴長而尖且上下唇分開，鳥冠向上刻成鈎狀，頸長而粗，

斷面近似圓形，末端有榫頭，可插入軀體榫眼。鷺鷥軀體較為胖碩，翅膀比

軀體略高，背呈龜狀、尾微翹、兩尾相連，腿共四件，平扁而直，腿上端微

微彎曲。鼓原本應是以整木刻成，但出土時已斷裂，接合後成圓形，兩邊薄、

中間厚，鼓腔兩邊有釘皮革的竹釘，皮革已大部腐朽，只剩極少數仍附著於

鼓腔上。 

    此墓隨葬物品全放置於器物箱中，出土時雖因疊壓等因素部分毀損，卻

仍可從殘存之器物中看出濃厚楚文化風格。 

十九、秦家嘴楚墓群80 

    秦家嘴楚墓是江陵雨台山楚墓的一部份，為雨台山南端的餘脈。81自北

而南可分成四個主要的墓區，分別是龍會河南岸墓地，該地是一處地勢較高

的山崗，共清理出楚墓13座，墓葬普遍規模較大且保存較好。劉家灣墓地，

                                                      
80 荊沙鐵路考古隊，＜江陵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2，頁36-42。 
81 石泉，《楚國歷史文化辭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年），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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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低平，發掘楚墓數為該地墓群中最少者，僅11座墓。官田墓地，地勢較

高，墓葬規模小但密集度較大，共掘出楚墓49座。秦家嘴墓地，南臨廟湖，

地勢較高，發掘了32座楚墓。這批墓葬時代延續頗長，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晚

期都有墓葬出土。 

（一）葬制 

    該區楚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沒有發現設置台階的墓，但有17座墓在

墓坑內設有斜坡墓道，墓道底一般高於槨室頂板。另有5座楚墓鑿設壁龕，

除一座在墓室北邊外，其餘皆在南方；壁龕形狀有長方形和半月形，大小則

依隨葬品數量而有不同。墓口一般都大於墓底，墓壁四周較為光滑平整，墓

坑空間呈斗狀，即墓口到葬具頂部呈斜坡狀，葬具至坑底則近乎垂直。墓坑

內填土主要是五花土及青灰泥兩種，除其中9座墓只充填五花土外，其他墓

葬內則二種填土兼具。 

    葬具方面，葬具清楚者僅82座，不清楚的有22座，缺乏葬具的只有一座

墓。葬具形制主要有一槨一棺墓82和單棺兩種，槨的結構或者分成頭箱、邊

箱、棺室，或者分為頭箱與棺室兩部份，或者僅有棺室而無其他分室，棺包

括懸底弧形棺、 懸底方形棺、長方盒型棺（即平底方棺）三種，與江陵其

他墓地同等級墓葬的情況相同。 

（二）隨葬器物 

    隨葬物品分別出自105座墓，共出土1500多件器物，主要分成陶器、銅

器、漆木竹器、玉石器、竹簡和其他雜器。戰國時期楚墓出土的陶器包括長

頸壺、豆、罐等實用陶器，以及鼎、敦、簠、壺、鈁、鐎壺、罍、盤、匜等

仿銅陶禮器。銅器有容器，如鼎、敦、壺、勺、盤等，還有劍、匕首、戈、

戟、矛、弓、箭鏃、弩等兵器，83車轡、馬銜、車傘等車馬器，帶鈎、鏡等

服飾器，以及衡器砝碼、工具、雜器等物。漆木竹器計有耳杯、漆盒、虎座

                                                      
82 有76座墓為一槨一棺，佔該區墓葬總數70％以上。 
83 陳躍鈞，＜江陵楚墓出土雙矢並射連發弩研究＞，《文物》，1990：5，頁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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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架鼓、鎮墓獸、彩繪木俑、梳、篦、竹笥、竹蓆、案、枕、豆等種類繁多。

玉石器包含玉璧、玉環、玉璜、料珠、玉管等，此外還出土了絲織品、麻鞋、

植物果核與41支竹簡。 

    該墓地出土楚墓數不少，涵蓋了大部分葬具與隨葬物品的形制，是一份

珍貴的資料。 

二十、施家地楚墓群84 

    施家地位於湖北省荊州市荊州區紀南鎮雨台村的北部，85西南距離楚都

紀南城約1.2公里，西北與紀山楚墓群相望。該地為一片連綿起伏的低矮崗

地，屬於雨台山的西部邊緣，其上分布著密集的小型土坑墓，以楚墓為主，

實際上應屬於雨台山古墓群的一部份。從1981-1989年共挖掘出墓葬283座，

但僅16座進行全面性的整理，其中除M814為春秋中期楚墓外，另15座墓皆為

戰國墓，時間從戰國早期至晚期皆有。 

（一）葬制 

    這批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的小型墓，其中M832、M949、M1058、

M1059共四座墓帶有斜坡墓道，僅有編號M949尚存一級台階，其餘未見台階

遺存。M832除有墓道外，坑內還有頭龕，此外帶頭龕的墓還有M889、M1181、

M1182。墓坑內填有五花土，或在五花土下加填青膏泥。葬具有一槨一棺，

也有單棺。有槨墓的木槨結構可分為頭箱、邊箱、棺室，頭箱、棺室，或者

僅棺室一空間。 

（二）葬式 

    頭向以東、南、西向為主，北向較少；人骨架大多腐爛無存，因此無法

得知葬式。 

                                                      
84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荊州市施家地楚墓發掘簡報＞，《考古》，2000：8，頁36-54。 
85 原屬江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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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隨葬器物 

    隨葬品共出土200多件，包括銅器、陶器、漆木竹器、玉石料器等類，

其中漆木竹器及玉石料器的保存情況不佳，難以窺其原貌，故而此處略過不

談。銅器計有容器、兵器、車馬器何其他用具，容器種類包含鼎、敦、壺、

盤、匜、勺等，兵器有劍、戈、矛、鏃、匕首等，車馬器則是車轡、馬銜等

物，其他還有削刀、鋪首銜環、帶鈎、提環等用具和構件。其中鼎與壺各出

五件，鼎上有蟠虺紋、獸面紋等裝飾，壺則全為素面；敦出兩件但皆出於同

一墓，耳部飾有捲雲紋。 

    陶器數量、種類皆眾，可大致分為仿銅陶禮器與日用陶器兩類。仿銅陶

禮器的器類有鼎、簠、缶、敦、壺、罍、小口鼎、盉、盤、匜、勺等，日用

陶器則包括鬲、盂、豆、長頸壺、高領罐、高領小罐、雙耳罐、矮罐、蓋豆、

高足杯、碗等。其中M949、M1059、M951三座墓出土的仿銅陶禮器較多，

陶器均為泥質灰陶，器型較大，且外表裝飾華美，多以紅、黑色描繪蟠螭紋、

菱形紋、渦紋等紋樣，再利用黑、白兩色顏料對器物表面進行粉飾。M807、

M889雖也有仿銅陶禮器出土，但相較前述三墓的仿銅陶禮器，則顯得較簡

單，多單以大紅色來描繪圖案。此外，戰國晚期的M1038出土陶器胎質細膩，

器表光滑，火侯較低，已具備了西漢前期的陶器特點。86另外，M973、M962

出土陶器多為日用陶器，少數為銅禮器或仿銅陶禮器；M1018、M1013、M1181

則全出土日用陶器。 

綜合言之，施家地楚墓的隨葬物品多放置在頭箱或死者身旁，除銅禮

器、仿銅陶禮器、日用陶器、銅兵器為常見之類型外，也有不少墓內隨葬鎮

墓獸、耳杯、豆、梳、篦等漆木器，可惜多已殘破。禮器組合多為鼎、簠、

缶或是鼎、敦、壺，再加上小口鼎、盉、罍、盤、匜、勺等物。該楚墓群出

土的隨葬器物表現出濃厚的東周楚墓特性。 

 

                                                      
86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荊州市施家地楚墓發掘簡報＞，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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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1  施家地楚墓出土陶器               圖2-12  出土銅鼎（M814：1） 

1.簋 2.罍 3.小口鼎 4.盉 5.罍 6.雙耳罐 7.矮罐 8.蓋豆 9.盉  

10.小口鼎 11.罍 12.高領罐 13.鬲 14.鬲 15.鬲 16.蓋豆 17.長頸壺 

二十一、紀城楚墓群87 

    紀城墓地位於楚郢都紀南城外東北部，西部緊鄰武昌義地墓地，目前隸

屬於荊州市荊州區紀南鎮紀南村，共清理出兩座戰國中期早段的楚墓，其中

一號墓位於棗林鋪墓地以西800公尺之地，往南距離450公尺處就是紀南城北

牆，二號墓則位在一號墓墓道的西南方。以下分別略述。 

                                                      
87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4，頁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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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紀城一號墓 

1.葬制 

    紀城一號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且在墓坑內南邊設有一斜坡墓

道，高出墓底約2.4公尺。墓口殘長8.3公尺、寬6.6公尺，墓底殘長4.4公尺、

寬2.7公尺、深6.9公尺，墓口明顯大於墓底，四壁呈斜坡狀。葬具為一棺一

槨，木槨呈長方盒形，內以隔板隔出頭箱、左邊箱、右邊箱和棺室四部份，

88在槨蓋板上鋪有人字紋竹蓆，槨底板下則墊有兩根橫木；木棺為懸底弧棺，

通體髹漆，內紅外黑，棺蓋板南端還有一個以紅漆塗繪而成的“Χ”型符號。 

2.葬式 

    墓向185°，方向南向。墓主骨架以竹蓆包裹，呈仰身直肢葬。棺槨外周

圍填塞白膏泥，白膏泥外再充填青灰土，最外邊的封土則是五花土，層層密

封使得墓主人骨架保存尚佳，可惜該墓曾被盜擾，致使部分隨葬器物不翼而

飛。 

3.隨葬器物 

    一號墓出土隨葬器物共99 件，總計有陶器、銅器、漆木器、竹器等器

類。陶器破損情況嚴重，目前僅有七件復原，均為泥質黑皮紅褐陶，包括鼎、

簠、敦、壺、缶、罍、豆，除鼎有4件、罍與豆各1件外，其餘器物皆為2件、

成對出土。銅器包含兵器，如戈、雙戈戟、鏃；還有車轡、馬銜等車馬器，

以及帶鈎等物件。漆木器數量較多，計有兵器類的箙、89弓、盾，車器類的

傘、纛90，食器類的酒具盒、耳杯、豆，樂器類的瑟、瑟柱，明器類的鎮墓

獸、木俑，雜器類的六博盤、繞線棒等共約36件之多。其中酒具盒製作精緻，

器身分成三大格，兩格上有扣盤，另一格則沒有；無扣盤格中再隔成兩格，

                                                      
88 頭箱主要放置陶禮器，右邊箱放有銅車馬器和兵器等物，左邊箱放置樂器，漆木器則散置於木

棺與木槨之間的空隙處。 
89 其口沿下和底座外緣各纏一周藤條，座底部浮雕綯紋，外表漆黑漆，內壁則塗紅漆。 
90 指「木纛座」，呈蚌形，挖制木胎而成，外表刨光、內壁粗糙，壁上滿是成排的小穿孔，但已

殘缺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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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其內放置酒壺與耳杯，盒蓋兩端浮雕獸面紋、頂部則以方格紋帶和捲雲

紋帶作裝飾，器身四角各浮雕一獸足，整器外壁塗黑漆，內則塗以紅漆。91 

 
 

    彩繪木俑出土2件，作拱手站立狀，足、身以榫卯接合，木俑面貌為隆

眉、高鼻、深目，雙耳穿孔，再以黑墨描繪短髮。服飾裝扮上，木俑領上繫

有黃色蝴蝶結，腋下則束著紅色寬帶，身穿右袵束袖長袍，腳穿矮幫圓頭鞋。

鎮墓獸底座為方座，上立有一鼓眼、捲鼻、口吐長舌、曲頸的獸首，獸首上

原應插有鹿角，但出土時已無存，整獸漆黑漆，再以紅漆繪出蟠螭紋、雲紋

等裝飾紋樣。 

                                                      
91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發掘簡報＞，頁10。  

圖2-13  紀城一號墓出

土器物 

1.2.銅鏃（M1L27-6、27-5）

3.銅鏃（M1：10-1）4.銅鏃

（M1：27-1）5.銅鏃（M1：

27-4）6.銅鏃（M1：10-2）

7.木纛座（M1：26）8.漆箙

（M1：8）9.木車傘（M1：

28）10.銅雙戈戟（M1：30）

11.木弓（M1：29）12.角鑣

（M1：32-1）13.銅銜（M1：

33-1）14.木盾把（M1：34-1）

15.木傘柄（M1：28）16.

木柲銅戈（M1：25） 



．72．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圖2-14  紀城一號墓彩繪木俑（M1：1）、漆木鎮墓獸（M1：8） 

    除上述物品外，另外也出土骨貝、葫蘆管、竹竿、竹笥、竹蓆、馬鑣等

器物33件。 

（二）紀城二號墓 

1.葬制 

    二號墓也是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與一號墓不同之處，在於二號墓無

墓道，墓坑內填土雖有青膏泥與五花土，卻沒有白膏泥。二號墓墓坑口殘長

4.1公尺、寬3.1公尺，墓底殘長3.2公尺、寬1.82公尺，規模略小於一號墓；

葬具亦為一槨一棺，木棺為懸底弧棺，木槨內分成頭箱、左右兩邊箱及棺室，

頭箱內放置陶禮器與漆木器，邊箱則放置兵器居多。 

2.葬式 

    此墓的墓向346°，頭向朝北。棺中人骨架尚存，清楚可見呈仰身直肢葬。 

3.隨葬器物 

    出土隨葬器物數量較少，包含陶器、銅器、漆木器和竹器在內，僅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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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陶器皆為泥質黑皮紅褐陶，有鼎、敦、缶等，各有2件成對出土；銅器

全為兵器，有劍一把、戈、鏃等，其中戈為明器而非實用器；漆木器有劍鞘、

劍盒、豆、鎮墓獸、木劍等；竹器則有竹蓆、竹竿等物，另外還出土了1件

料珠。其中鎮墓獸的形制與一號墓的鎮墓獸差異不大，底為方座，上立獸首

再插上一對鹿角，獸首上的嘴、鼻、眼、眉等皆以墨繪而成，除此之外整獸

並未塗漆。 

    總和來說，紀城一、二號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皆朝南北向，

使用白膏泥或青膏泥包裹棺槨，棺槨形制相同，槨分室也相同，墓主屍身皆

以竹蓆包裹，屬仰身直肢葬，都隨葬有單首鎮墓獸，出土仿銅陶禮器的基本

組合是鼎、敦、缶與鼎、簠、壺。至於二座墓的相異之處在於一號墓有墓道，

頭朝南，有4套仿銅陶禮器出土，另有車馬器、樂器之類器物，二號墓卻只

有2 套仿銅陶禮器出土，沒有車馬器與樂器，坑內沒有墓道，頭朝北。儘管

兩墓相距最近處僅1.1公尺，但仍可從上述介紹得知兩墓墓主的身分、地位並

不相同，一號墓應為上士之墓，二號墓應屬下士之墓；另因二號墓頭向朝向

一號墓，故學者推斷兩墓間可能存在著主從關係。92 

二十二、秦家山2號楚墓93 

    秦家山墓地向北距離荊門市的紀山墓地約6.5公里，往南距離紀南城約

3.5公里，往西約7公里就是沙冢墓地。秦家山是一片東北—西南走向的橢圓

形崗地，崗地西部排列著3座稍大墓葬，彼此間距離約為110公尺，崗地東部

則為小型墓地區。 

    上述三座較大墓除編號M1保存較完整以外，其餘封土早已被取走，目

前僅有二號墓已清理完成並有簡報公諸於世，故此段即以二號墓為介紹主

                                                      
92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湖北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發掘簡報＞，頁17。 
93 湖北省荊州博物館，＜湖北荊州秦家山二號墓清理簡報＞，《文物》，1999：4，頁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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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一）葬制 

    二號墓為戰國中期偏晚的楚墓，由於盜擾嚴重，因此封土被取走，無法

得見是否有夯築痕跡，但仍可由殘存封土清楚看出土壤的不同，由上到下分

別為黃褐色耕土、灰白土、褐紅色五花土、灰白土。該墓為方形豎穴土坑墓，

坑內四壁光滑，並設有五級生土台階，墓坑東部正中設有一斜坡墓道，坑底

呈長方形，與墓口平面的正方形有所不同。墓坑內填土以五花土為主，唯有

在靠近棺槨四周才填塞青灰土（青灰泥）。 

    此墓葬具為一槨三棺，槨內以隔板區隔出東室、南室、北室三室，木棺

放置於北室，外棺為平底方棺，損壞較嚴重；中棺為懸底方棺，內外皆塗上

黑漆，外側尚存朱砂彩繪的痕跡；內棺為平底方棺，棺內置有一雕花笭床，

棺內髹紅漆、棺外髹黑漆。 

（二）葬式 

    墓主骨架完好，經鑑定確認應為28-32歲之間的女性，頭向朝東，屬仰身

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由於盜擾嚴重，因此隨葬物品原本放置位置已無可考，部分器物也因盜

擾而被破壞或無存，目前殘存的隨葬器物只有44件，包括陶器類的鼎、簠、

壺、敦、鈁、鬲、罐、盤、豆等，玉器類的覆面、璜、佩等，漆木器類的案、

豆、几、虎座飛鳥、鎮墓獸（僅存鹿角），其他有銅環、刮刀、骨帶鈎、琉

璃珠等。隨葬仿銅陶禮器的組合為鼎、敦、壺或鼎、簠、壺、鈁，日用陶器

以罐為主。 

    秦家山墓葬在崗地上整齊而規律的分布著，鄰近的李家山墓地中的小型

墓也是如此，墓道一律在東，因此推測秦家山墓地很可能是一處楚國貴族的

家族墓地，而二號墓規模不算小，屬中型墓葬，顯然此墓墓主在其家族中的

地位不低，在社會上的地位應也是如此，約相當於元士階級，但墓主為女性，

據《禮記‧雜記》所言「凡夫人，從其夫之爵位」，墓葬所反映的階級應當



江陵墓葬概述 ．75． 

是其丈夫的階級地位，換言之二號墓主人丈夫階級應為元士，或元士以上。

94但若按照周禮，元士階級葬具只能用一槨二棺，但秦家山二號墓卻使用了

一槨三棺，反映出當時社會中僭禮的現象。 

 

 
第二節  江陵秦墓發掘概述 

    秦朝是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也是第一個集封建與專制於一身

的中央集權國家。湖北省，特別是江陵一帶是戰國時期楚文化的中心，其文

化獨創性及水準之高在上一章中已有所敘述，此處不再重複。要注意的是，

這樣一種高度發達的文化在秦昭王二十九年，秦將白起拔郢、設置南郡後，

該地的文化開始產生了轉變，而這些轉變也同樣反映在當地出土的墓葬中。

以下仍以江陵一帶為範圍，藉著已發表報告的秦代墓葬資料來認識江陵秦墓

的特點。 

一、 楊家山 135 號秦墓95 

楊家山墓地位於湖北省江陵縣荊州鎮黃山村的一座南北向山崗上，距離

荊州城（江陵縣城）約4公里，往西距離漢代古郢城約1.5公里，西北方距離

紀南城約5公里。1990年時發掘出為數眾多的墓葬，其中單是秦漢墓就有127

座之多，但是因編號135號秦墓規模最大，是目前江陵地區發掘秦墓中規模

最大的一座，因此相關單位將此墓加以整理並出版發掘簡報，其餘墓葬則因

缺乏發掘報告，因此難以得知全貌。 

（一）葬制 

                                                      
94 ＜湖北荊州秦家山二號墓清理簡報＞中認為二號墓墓主人丈夫的地位可能可歸入大夫之列。詳

見此文第26-2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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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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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山135號墓位於山崗北端地勢最高處，墓地上有封土，無夯築痕跡

但保存良好，被當地稱為「賀家塚」。其墓坑為豎穴土坑，墓坑口大底小、

四壁傾斜平滑，墓口長6.3、寬4.5公尺，墓底長5.14、寬3.5、深6.48公尺。頭

向西向（290°），坑內填土上為五花土，下部接近棺槨處則填滿青膏泥，土壤

皆經夯築。 

葬具為一槨重棺。木槨為長方盒狀，長4.5、寬2.56、高1.83公尺，槨底

板下橫置兩根橫墊木，主要以榫卯扣接方式製成，並在槨蓋板四周用木框加

固。槨室內部以隔樑、隔板、立柱、門板區劃出頭箱、邊箱、棺室三部份，

頭箱與棺室間的上端設有橫樑，橫樑下設置了一道雙扇門，門上靠近棺室一

端有一鋪首銜環，門兩側則有門框；頭箱的中部橫鋪著一塊木板，將頭箱分

隔成上下兩層，藉此方便放置隨葬器物，此種型態的頭箱在戰國時期江陵一

帶的楚墓中實為少見。邊箱與頭箱間上端也設有橫樑，且彼此間設有門道相

通；與棺室間上端架設縱樑，下設兩道雙扇門，門與門間以木板區隔，門上

也設有銅門環。棺室內放置重棺，外棺長2.74、寬0.92、高0.93公尺，棺蓋上

鋪滿麻布，麻布上再鋪網格狀竹簾，為長方盒狀棺，棺內髹紅漆、棺外黑漆。

內棺亦為長方盒狀棺，結構、髹漆與外棺相同，唯大小有異，內棺長2.24、

寬0.74、高0.62公尺。 

（二）葬式 

因以生漆封住內棺之棺板接合處，密封甚嚴，使得棺內人骨架保存較

佳，葬式呈仰身直肢葬，依照棺槨形制與隨葬器物判斷，墓主當是中小貴族

階層。 

（三）隨葬器物 

該墓隨葬器物共90多件，依材質可分為銅器、陶器、漆木器、竹器等，

若按用途則可分為禮器、酒器、生活用品、96梳妝用品等類，97其中禮器與酒

                                                      
96 多為漆木器，除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外，還包括儲藏用器物。 
97 梳妝用品包括銅鏡、漆奩、漆梳、漆篦等物件。 



江陵墓葬概述 ．77． 

器主要出土於頭箱中，其餘則大多發掘於邊箱內。 

銅器器型計有鼎、鈁、盂、釜、甑、蒜頭壺、洗、勺、鏡、戈等，大多

為素面裝飾，但質料好、器壁薄、製作精細，故仍屬上乘之作。較具特色者

如銅鈁，邊緣雖有四個對稱鳳鳥形紐、肩部有兩對稱鋪首銜環，仍為素面；

蒜頭壺口周圍作六個對稱蒜瓣形、平底下面中間有一半環紐，亦為素面。只

有銅鏡較為不同，棺內出土銅鏡為羽狀地紋四山鏡，鏡背在羽狀地紋上面還

裝飾了四個對稱的「山」字紋，「山」字紋間以花葉紋相間隔，此種銅鏡形

制是戰國中晚期江陵以外楚地的流行的樣式。98 

    

陶器出土量不多，器種只有甕、盂、壺、罐、燈五種，但普遍均有簡單

紋樣，例如陶甕在腹部裝飾豎繩紋，陶盂在上腹部裝飾兩道凸弦紋，陶壺蓋

頂有一圓柱紐、頸部和腹部各裝飾兩道凸弦紋、肩部則裝飾兩道中間排列「Z」

形暗紋的凹弦紋，陶罐頸部有凸棱、肩部有凹弦紋與Z形暗紋、上腹有凸弦

紋。雖非銅器的素面風格，但與當地之前的楚墓或中原戰國秦墓相比，其裝

                                                      
98 參考張正明，《楚文化史》（台北：南天書局，民79年），頁149。熊建華，＜楚鏡三論＞，《江

漢考古》，1998：4，頁56-61。雷從云，＜楚式鏡的類型與分期＞，《江漢考古》，1982：2，

頁20-36。 

圖2-15  楊家山135號墓出土銅器（左圖） 

1.鼎（M135：1）2.鈁（M135：74）3.盂（M135：
79）4.釜甑（M135：51、45） 5.蒜頭壺（M135：
73）6.洗（M135：72）7.戈（M135：10） 

圖2-16  楊家山135號墓出土銅鏡（M135：88）
與銅鏡拓片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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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風格顯得較樸素。 

漆木器出土數量最多，有80多件，包括漆耳杯、盤、圓盒、橢圓盒、盂、

奩、匕、木俑、梳、篦、車等種類，均為木胎，以挖製、旋製、削製三種技

術分別製成。大多數的漆木器在器內髹紅漆、器外黑漆，並在黑漆底上以紅、

褐、黃等色彩漆繪製鳳鳥紋、龍紋、梅花點紋、雲氣紋、變形鳳鳥紋、菱形

幾何紋等紋樣，並在器底上烙印文字或印記，儘管是同類器物其裝飾風格也

不盡相同。先以漆耳杯為例，從出土物觀察即可將之大概分為外黑內紅彩繪

紋樣、外黑內紅無紋樣、全黑無紋樣三種，其中編號M135：13的漆耳杯即為

全黑無紋的典型，器底還有「造葆」的針刻文字及「合」的烙印文字；編號

M135：12漆耳杯除外黑內容有菱形幾何紋和梅花紋的彩繪外，器底還有針刻

文字「李」、「田十」的字樣；編號M135：6的漆耳杯與M135：12形制類似，

器底同樣有針刻文字「□里□」、烙印文字「亭上」和「包」，以及印記。再

以漆盤為例，編號M135：81的漆盤通體漆黑，盤底中心以紅、褐兩色繪製一

條龍紋，龍紋周圍以褐色漆彩繪一圈「五」字及線紋，再用紅、褐色漆繪三

隻站立的鳳，鳳之間則填上雲氣紋與飛鳥；內、外腹壁上都有紅色「B」字

紋，沿面還繪有菱形幾何紋、梅花點紋，口沿外側則繪有「五」字紋和梅花

紋，花紋絢爛多彩，美不勝收。其他漆器的裝飾大多也呈現多彩變化之風、

絢麗斑斕之感，與前所述的陶器與銅器相比，漆木器明顯的華麗許多。99 

除上述之隨葬物品外，135號秦墓還從邊箱靠頭箱一端出土了一綑竹

簡，共計75枚，一般約長22.9、寬0.6、厚0.1公分，每支簡上的字數並不相等，

多則十幾字，少則兩字。雖顏色已呈黃褐色，但大致仍保存完好，簡上的秦

隸墨書字體仍清晰可辨，考證結果簡文內容多為遣策，詳細的記錄了墓中隨

葬的器物種類、名稱、用途與數量。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到一些小結論：該墓出土的銅禮器，包括鼎、鈁、

蒜頭壺、洗、盂等同樣常見於其他地區的秦墓中，顯然這樣的器物組合乃是

                                                      
99 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楊家山135號秦墓發掘簡報＞，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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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墓的特色之一。陶器均為生活用品，缺乏戰國時期流行的仿銅陶禮器。此

墓出土器物形制與其他地區秦墓相近或相同，又有典型的秦文化器物—蒜頭

壺出土，明顯受到秦文化的影響。漆器上諸多烙印文字或針刻文字，為秦朝

代表特色之一，在秦入郢之前的江陵未曾發現此種風格，可作為區分戰國與

秦漢的重要依據。但身處在故楚文化重鎮的楊家山135號墓，仍不可免俗的

也受到了楚文化的影響。包括豎穴土坑木槨墓為江陵楚墓普遍的墓葬形式；

在棺槨周圍填塞青膏泥未見出現於楚地以外的墓葬中；葬式為仰身直肢葬，

與戰國秦墓所流行的屈肢葬不同；部分隨葬器物為楚器，或由楚器演變而

來，如前記述的羽狀地紋四山鏡，就是典型的楚器，雖目前尚未在江陵楚墓

中見到，但在湖南等地的楚墓中卻是相當普遍的一種銅鏡樣式。100總而言之，

位在故楚文化勢力範圍，同時受到秦代文化的強勢影響下，勢必造成墓葬形

式的過渡與融合特色，楊家山135號秦墓即充分展現了這一點。 

二、 王家台 15 號秦墓101 

王家台墓地位於湖北省江陵縣荊州鎮郢北村，距離漢代郢城北方城垣約

1公里，往西北距離楚故都紀南城約5公里，向西南距離荊州城約5公里，該

地是一片東西向的小土崗，共發掘秦漢墓16座，其中只有編號15的秦墓發表

了發掘簡報。 

（一）葬制 

王家台15號墓在發掘前是一片稻田，未見封土痕跡，故無法肯定原本墓

葬究竟高出地面多少。墓坑為豎穴土坑，墓口大於墓底，四壁光滑斜直，墓

口長2.9、寬1.8公尺，墓底長2.3、寬1.12、深1.3公尺，坑內填土上為五花土、

下有青膏泥，接經夯築。葬具只有單棺，為長方形懸底木棺，長1.86、寬0.8、

                                                      
100 尤以湖南長沙地區楚墓所出之銅鏡最重要，不僅數量眾多且紋飾繁美精緻。 
101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1，頁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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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0.8公尺，整棺以榫卯接合而成，102底板下墊有兩根橫墊木。 

（二）葬式 

頭向北向（8°），但由於葬具僅有單棺，因此棺內人骨架保存不如其他一

棺一槨以上的墓葬理想，人骨架腐朽只存頭蓋骨，故葬式不清。 

（三）隨葬器物 

隨葬品包含陶器、木器、簡牘、占卜用具等，大部分置於棺外墓坑中，

只有竹簡、竹牘、木盒、木骰子、算籌、戈柲等器物放在棺木裡。103 

      
                  圖2-17  王家台15號墓木骰子（M15：8） 

陶器清一色為泥質灰陶，總計有釜、盂、小壺三件。陶釜器表有一層黑

色陶衣，整器以繩紋為主要裝飾紋樣；陶盂同樣裝飾細繩紋；小壺則在黑色

陶衣外，繪製了凹弦紋。木器有盒兩件，一為方盒、一為長方盒；另外還有

一木質式盤，一面外表以墨書寫二十八宿名、內部則寫著「金」、「木」、「水」、

「火」、「土」以及月份，另一面則刻著「－」和「∟」符號。占卜用具出土

有算籌和骰子。104除上述器物外，此墓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出土了為數眾多

                                                      
102 蓋板以木榫接合，牆板以暗榫連結，牆板下有卯眼，卯眼內置橫墊木，擋板以套榫結合，也以

套榫連接牆板。 
103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王家台15號秦墓＞，頁38。 
104 算籌出土60支，一端骨製、一端竹製，竹製一端還以絲線纏繞、塗上紅漆。骰子出土23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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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牘，對於了解秦代的律令、算數、易學等都很有幫助。 

竹簡出土時放置於棺內南端，也就是足端，但因棺內經長時間的積水淤

泥，致使竹簡保存情況不佳，經初步整理後，數量約有800多支，可分為兩

種規格，一種長45公分，另一種則只有23公分。皆呈黃褐色，篾黃上以墨書

寫秦隸字體，內容主要包括效律、日書、易占等類別。 

第一種：效律，據學者研究指出，王家台15號秦墓所出之效律與雲夢睡

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效律相同，獨書寫次序不同而已。105 

第二種：日書，包括「建除」、「夢占」、「病」、「日忌」、「門」等內容。

「建除」類似雲夢睡虎地秦簡的「秦除」；「夢占」的內容最完整；「病」主

要在論述人在不同時間患病的吉與凶；「日忌」在記敘一至三十日的吉凶，

以及馬、牛、羊、雞、豕的良日與忌日；「門」則在說明四方各門的位置、

名稱等。106 

第三種：易占，出土簡牘體例都是以易卦作為開端，其後書寫卦名與解

說之辭。卦面以「一」表示陽爻，「六」、「八」表示陰爻，據研究簡牘上可

見的卦名與現今的《易經》卦名除少數不同外，大致相同。107但占卜內容的

解說多採用古史中的占筮之例，且涉及許多古代著名人物，如黃帝、炎帝等，

與今日我們所見的《易經》解釋不同。 

第四種是較為特殊的竹簡，墓前的考古工作中尚未發現同樣的竹簡類

型，每一支簡都以「邦有……」作為開頭，內容主要涉及自然界的異常現象，

以及某異常現象所顯示的國家災難。 

若從整體觀之，王家台15號秦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既無槨室，也無

墓道，與本章第一節所介紹的戰國時期楚國小型墓葬有許多相近之處，也與

                                                                                                                                       
為正方體，外髹黑漆，大、小骰子的六個面皆分別陰刻一到六的六個數字，只有兩件小骰子兩

端空，另外四面刻了一至四的數字。 
105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編，《雲夢睡虎地秦墓》（北京：文物出版社，1981年）。 
106 可參考饒宗頤、曾憲通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北京：中華書局，1993年）。 
107 例如竹簡中的「麗」卦為今本《易經》的「離」卦，「臣」卦為今本《易經》的「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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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陵一帶的秦墓有共通點。而該墓的隨葬器物，如陶釜等，不論形制或器種

皆未曾出現在江陵楚墓中，反而較類似於雲夢龍崗秦墓出土的陶釜，顯示出

該墓具有秦文化風格。另外，陶盂、小壺等器物的樣式與江陵雨台山楚墓中

出土的盂、壺等的樣式頗為類似，正可反映出該墓因距離秦滅楚的時間不

遠，所以也包含著楚文化的因素。這一點與前述之江陵楊家山135號墓有異

曲同工之妙。 

三、 岳山秦墓群108 

岳山位於湖北江陵荊州城的東北方約2.5公里處，向北距離漢代郢城舊址

約500公尺，是一處南北向的崗地，但現已成為一般居民的居住地，因修築

進廠公路使人發現這是一片古墓地。岳山墓地於1986年開始挖掘，共發掘古

墓46座，其中10座判定為秦墓，編號為M15、M19、M23、M27、M30、M35、

M36、M38、M39、M41。這批秦墓集中分布於公路南端的崗地上，上層雖

因公路修築、以及上層漢墓打破部分秦墓，109造成秦墓上部封土被破壞，但

由於秦墓墓坑較深，且彼此間並無疊壓關係，使得墓坑的下半部與葬具等大

多保存完好。 

（一）葬制 

岳山秦墓墓坑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且全無墓道、腳窩和壁龕，墓口大

於墓底，墓坑四壁斜直光滑，接近棺槨頂部的墓壁則近乎垂直、微微內收。

10座秦墓規模大小不一，坑內填土也略有不同，但仍可大致分為上下兩層。

上層填土為經夯打的黃、褐相間五花土；下層靠近棺槨處則為青灰泥，厚薄

不一，墓坑規模較大者多經夯打，而規模較小者所填之青灰泥則未經夯打，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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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包括編號M12、M13、M14漢墓打破M15秦墓，M20、M21、M22漢墓打破M23秦墓，M29漢墓

打破M27秦墓，M34漢墓打破M30秦墓，M42漢墓打破M41秦墓，M32、M33漢墓打破M35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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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秦墓墓主身分的不同，會影響墓葬的施工方式。 

（二）葬式 

秦墓頭向並無一致，頭向北向者有2座、頭向西向者有7座、只有1座墓

頭向為東向，110這種頭向不一致的情況在秦墓中常見，與戰國時期的江陵楚

墓頭向大多有一定規律的情況不同。111 

葬具全為一棺一槨，大多保存完整，棺槨用材多為楠木、少用梓木，部

分槨室與蓋板之間設有頂板，槨底板下墊有兩根橫墊木，整個槨室呈現「Ⅱ」

形的形制；槨室的內部以隔板分離出棺室與前室（即頭箱），有些前室再橫

置一塊較薄的隔板將前室分為上下兩層，以方便各種隨葬器物的放置。棺室

內放置長方形棺，以子母口及扣榫方式接合，多數木棺內底鋪墊著稻草、蘆

葦、竹蓆等物，分別作為吸水及包裹屍體之用。 

（二）葬式 

棺內人骨架皆已朽壞，葬式不清，但依照竹蓆的擺放方式推測葬式應是

仰身直肢葬。 

（三）隨葬器物 

隨葬品大多放置在槨室內的前室，少數放置於木棺一側，出土物件包括

陶器、漆器、銅器、鐵器、玉器等類。其中以陶器出土數量最多，器型包括

鼎、盒、壺、盂、甑、釜、罐、鍪、勺、匕、杯、豆等，以泥質黑陶為主、

褐陶較少，製作方式多為輪製、較少用手製，裝飾紋樣除素面陶器外，多以

弦紋及繩紋為主要裝飾紋樣。這些陶器相當具有秦代特點，因此被考古學者

引用為判定墓葬時代的依據。 

漆木器保存尚稱完整，器型計有盒、扁壺、奩、梳、篦、耳杯、盤、卮、

雙耳長盒等類，全為木胎製成，有些內髹紅漆、外髹黑漆，再於黑漆底上以

                                                      
110 頭向北向的有M38（10°）、M19（13°）。頭向西向者包括M23（280°）、M27（275°）、M30

（277°）、M35（275°）、M36（290°）、M39（270°）、M15（270°）7座墓。頭向東向則是秦

墓M41，頭向80°。 
111 參見張正明，＜楚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9：12，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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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漆彩繪紋樣；有些內外皆髹褐漆，但無花紋呈素面形式，或在漆器上點綴

一些紅色紋飾。漆器色彩炫爛、紋飾美觀，裝飾紋樣包括太陽紋、獸頭紋、

變形鳥紋、捲雲紋、勾連紋、圓圈紋、點紋、弦紋、Z形紋、幾何形紋樣等，

種類繁多。例如M15出土一件漆盒，器內髹紅漆、器外黑漆，盒蓋的黑漆底

上以太陽、捲雲、獸頭、鳥的圖案裝飾，腹部則以圓圈、勾連雲紋裝飾。M16

出土的漆奩，蓋頂裝飾有三道弦紋，以及鳥首紋、點紋與圓圈紋；腹部以四

道弦紋作為主要裝飾，再點綴有點紋、圓紋和「ㄑ」形紋。M36出土的雙耳

方盒在器蓋兩端各有一弧形耳，上下各有四個不相連的「L」形足，器內同

樣為紅漆、器外黑漆，再以點紋、線紋、勾連式鳥紋添加裝飾。凡此種種，

不一而足。另外，漆器中出土數量最多的是耳杯，約佔漆木器的一半以上，

其髹漆方式可大體分為三種，一為內髹紅漆、外壁及內壁上沿用黑漆為底，

或內外皆髹褐漆，再用紅漆彩繪圖案；二為內髹紅漆、外髹黑漆，但無任何

裝飾紋樣；三為漆器內外皆髹褐漆，其上以紅漆繪製圖案。最具代表性的耳

杯有M15編號11的耳杯，器內以褐漆為底色，繪製了雙龍戲珠圖；耳杯的上

沿以菱紋為裝飾，菱紋內還夾雜有圓圈紋及三角形紋；器外壁及底部亦以褐

漆為底色，在耳部及外壁上沿裝飾圓圈紋和幾何紋。漆耳杯與其他漆器之不

同，在於漆耳杯上除有漆彩與裝飾外，部分漆器底部還出現針刻文，例如M36

出土一件耳杯，其耳部就有「李父」字樣。以上器物皆可看出岳山秦墓出土

漆器器型美觀、裝飾紋樣多變且繁多，顯示秦代漆器工藝技術的高超。 

玉石料器，只發現於規模較大的墓葬中，出土數量極少，器型包含玉璧、

玉璜、玉玦、玉餅、玉佩、水晶石、料珠、玉帶鈎等，製作粗糙，不少器物

以素面為主，有裝飾紋樣者以谷紋較多。銅器與鐵器在出土遺物中所佔比例

較小，器型有鐵釜、鐵削刀、銅鍪、銅帶鈎、銅鈴、銅鏡、半兩錢等，主要

是工具與裝飾類物件，缺乏禮器與兵器，出土器物雖質地不佳，製作也粗糙，

且裝飾紋樣與陶、漆器相比顯得稀少和單調，但仍有其特色。舉例來說，銅

鈴以該墓群中少見的植物紋作為裝飾；M41出土的一件銅帶鈎，鈎呈鳥首狀，

腹部裝飾襄銀捲雲紋；另一件M15出土的銅帶鈎則是通體錯金，飾捲雲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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菱形紋。 

除上述物品外，部份岳山秦墓還出土了算籌、木牘銅鈴，以該墓群中少

見的植物紋作為裝飾等物。其中木牘兩件，皆出自M36墓中，內容都為日書。 

從木牘內容不難看出，當時人們仍或多或少具有迷信思想，其對於時日

吉凶的界定，衍生出何時何事可行、何事不可行的概念，顯示傳統宗教信仰

仍存於當世，並影響人們生活的情況。 

岳山秦墓除M15出土少量銅器與鐵器外，其餘墓葬都以陶質生活用具為

主要隨葬器物，禮器少見；出土陶器器物組合類型主要有盂、甑、釜、甕、

鍪、罐，以及鼎、盒、壺兩種，其中鼎、盒、壺的組合形式與江陵楚墓相當

接近，但器型大小與楚器有所不同，顯示部分秦墓或受江陵原有楚文化影

響，但因時代不同而呈現出不同的樣式。至於盂、甑、釜、甕、鍪、罐的組

合及器型式樣皆類似於典型秦墓—雲夢睡虎地秦墓，雖未見到具有典型秦文

化風格的器物，如蒜頭壺、繭形壺的出土，但仍可顯示這一批岳山秦墓群深

受秦文化因素的洗禮。 

         
          圖2-18  岳山秦墓出土陶器               圖2-19  岳山秦墓出土銅鐵器 

1.鍪（M39：4）2.勺（M15：17）3.大口甕（M36：52）   1.鐵釜（M36：43）2、3.銅鏡（M15：45：3、 
4.高領罐（M36：44）5.大口甕（M38：2）6.釜（M38    M36：11：1）4.銅鍪（M35：8）5、6、8、 
：3）7.釜（M30：4）8.鍪（M27：7）9.罍（M38：7）    9鈴（M15：27：4、3、2、1）7.鐵削刀（M15 
10.杯（M15：15）11、12.小口甕（M39：3、M23：6）   ：38）10-13.銅帶鈎（M15：7、M36：17、 
13.匕（M36：28）                                  M15：33、M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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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這批墓葬的墓主應都屬於秦國的中下層官吏，理所當然受到秦文化

的薰陶；但由於任職或埋葬在江陵一帶，因地制宜的接受了當地殘存的楚文

化，使得岳山秦墓一方面顯示出濃厚的秦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卻又無法完全

脫離楚文化的影響。 

表2-3                    岳山秦墓葬制表             （單位：公尺） 

墓口 墓底 隨葬器物 墓

號 長 寬 長 寬 

墓

深

方

向

葬

具

葬

式 陶器 銅鐵器 漆木器等 

M15 6.2 4.5 5.2 3.6 3.95 270

鼎、盒、

壺、盂、

甑、釜、

杯、勺、

盒 

銅 帶

鈎 、 削

刀、鏡、

貨幣、銅

鈴 

盒、奩、

卮 、 耳

杯、梳、

篦 、 玉

璧、璜、

玉 佩 、

珠、玉帶

鈎、玉餅 

M19 3.2 1.2 3.1 1.1 0.9 13

盂、甑、

壺、罐、

盆 
  

M23 5.3 3.7 3.8 2.4 3.4 280

盂、甑、

罐、大口

甕、盆 
  

M27 4.8 
2.8

5 
4.6 2.1 1.25 275

盂、甑、

釜、鍪、

大口甕、

罐、盆 

 耳杯 

M30 4.5 3 3.6 2.4 3.1 277

一

棺

一

槨

仰

身

直

肢

盂、甑、

釜、大口

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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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5 4.5 2.8 3.1 2.4 2.2 275

盂、甑、

大口甕、

罐 、 小

罐、壺、

盆 

銅 鍪 、

鐵釜 
 

M36 4.8 3.3 4.05 1.95 3.2 290

盂、甑、

大口甕、

罐、盆 

銅 帶

鈎 、

鏡 、 鐵

釜 

盒 、 扁

壺、奩、

梳、篦、

雙 耳 長

盒 、 耳

杯 、 玉

玦 、 木

牘、算籌 

M38 3.9 2.7 3.2 2.1 1.2 10

盂、甑、

釜、鍪、

大口甕、

罐、罍 

  

M39 3.8 2.3 3.3 1.95 1.4 270

盂、釜、

鍪、罐、

盆、甑、

豆、甕 

  

M41 3.4 1.5 2.8 2.08 1.8 80

盂、甑、

釜、鍪、

罐、盆 
銅帶鈎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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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第三節 江陵西漢墓發掘概述 

    江陵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楚國都城的所在，是楚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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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代屬南郡，郡治即在今江陵境內。112  

一、 鳳凰山西漢墓群 

1973年考古人員在鳳凰山墓地實習時，發掘出九座西漢木槨墓。1974年

時， 湖北省考古研究所的人員對整個鳳凰山進行普遍探查，發現有自秦漢

以來的古墓葬180餘座。至1975年，又先後在鳳凰山發掘出秦漢木槨墓二十

餘座，但僅有其中少數墓葬發表了簡報，以下就針對已發表考古簡報或報告

者進行介紹。 

（一）鳳凰山九座西漢墓113 

    鳳凰山是一片位於紀南城內，緊臨南端城垣的小山丘，當地墓葬分布情

況相當密集。考古人員最早在1973年於該地發掘出九座西漢早期的豎穴土坑

木槨墓，這九座西漢墓葬的編號分別為M1、M2、M6、M7、M8、M9、M10、

M12、M13。在此之前所發掘墓葬多為東周時期楚墓，故本段即先以這九座

西漢墓葬為主，概略介紹其特色。 

1.葬制 

    全為豎穴土坑墓，墓口大於墓底。墓坑上層填塞經夯實的五花土，下層

至棺槨周圍則填滿青灰泥。其中的M8、M10兩座墓接近槨頂的土層中發現了

完整的陶壺與竹笥，竹笥裡還有雞、牛、兔、瓜子，也許是在填土時用於祭

祀之物。 

    葬具M7為單棺外，皆為一棺一槨，但以M8、M9、M10保存較好，其餘

或是受損、或是僅存痕跡。以八號墓為例，槨室頂板鋪墊蘆蓆四床，底板下

                                                      
112 參考徐揚杰，＜漢江陵及其古都地位＞，載於陳本立等編，《湖北歷史文化論集》（北京：中

國檔案出版社，1998年），頁23-3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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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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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有兩根橫墊木。槨室內由橫樑、豎樑、立柱與門窗將槨室分隔為主室（即

棺室）、頭箱和邊箱，各室上方分別放置蓋板，棺室通往頭箱間有一道雙扇

門，通往邊箱間則有兩道雙扇門，門上設窗。棺室內擺放一長方盒狀棺，內

髹紅漆、外髹黑漆，棺內底部鋪有一層草木和榖殼的灰燼，當是為除濕而鋪

設。棺木接合處以子母榫扣合後再以漆密封，並以九股繩索於棺外綑縛兩

道，覆蓋一床方格網竹簾，簾上有絲織品殘留，也許是棺罩腐敗後留下的痕

跡。其他墓棺槨與八號墓相比，某些墓雖缺少立柱、門窗，如九號墓缺少立

柱與窗；十號墓則沒有門窗，只有隔板。但形制仍很類似。 

2.葬式 

    頭向以南北向較多、東西向較少。114僅M8，M10仍可看出為仰身直肢葬，

其他墓因人骨架腐朽，皆葬式不明。 

3.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數量眾多，其中以八號墓出土400多件隨葬品所佔比例最大。

出土器物包括漆器、木竹器、陶器、銅器、簡牘，及其他等類。漆器出土數

量最多、裝飾最繁，大多為木胎，且外髹黑漆、內髹紅漆，只有少數漆器是

內外都塗黑漆，器型主要有盾、耳杯、扁壺、圓壺、圓奩、橢圓奩、圓盒、

卮、盂、盤、案、几、匕、勺。紋飾包含了雲氣紋、植物紋、幾何紋、水波

紋、動物紋、點紋等，色彩多為紅色，少數也有黃色與深黑色。 

    漆器代表器物有：漆盾，全為明器，以一件彩繪漆木龜盾最為精美，整

體呈龜腹甲形，正面上方中央繪製一人側身面左站立，其面貌及服飾裝扮均

彩繪細緻，雙手前曲托袖不露於外，兩腿前後伸開，兩腳尖加繪禽爪，狀似

奔走欲飛；下方有一怪獸，昂首曲身，頭上有觸角與兩鬚，三足一尾，後兩

足前後伸開，像在奔走，左右各繪一組變形雲紋。盾背面的把手兩端上繪有

三角形幾何紋，把手兩旁的盾牌上各繪有一側身而立的人，彼此面面相對，

                                                      
114 頭向北向者有M1、M8、M9、M10、M12、M13，頭向南向者為M7，頭向東向者有M2、M6，

未見西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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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裝打扮大致相同。有學者認為這件龜盾所描繪的是神話傳說人物，也就

是水神禹疆的形象以及治水的夏禹的神像。115耳杯，出土量多，代表品為出

土於八號墓的魚紋耳杯，內外都塗黑漆，以朱紅和金黃色漆彩繪紋飾，雙耳

及口沿內外以幾何形波浪紋為主，內底兩端各畫一條以金線勾勒、首尾均作

紅色的魚，魚口中銜草；中間塗繪象徵水草的四葉紋圖案，呈現出游魚搖頭

擺尾於水草間，生趣盎然的景象。另外有不少耳杯上有烙印、針刻或漆書文

字。116此外還有一件七豹大扁壺，壺上七隻豹姿態各異，形象生動，又以鳥

雲紋、鳥紋和圓圈紋等紋樣穿雜其間，線條勾勒交錯，華美異常。 

    木竹器包括木俑，117木雕的船、車、牛、馬、狗模型，以及竹笥、竹簍、

竹盒、竹筒、竹簾、梳、篦、尺、骰、棋盤、木印等物。木俑可分為立俑、

坐俑、木片俑三種，大小、形制均有別。車、船出土時皆已散亂；木馬分別

由頭、身、足三部分構成，昂首嘶鳴、作站立狀，馬上雕鞍，身上以朱漆彩

繪。木牛頭、身相連，足另外製作後再與頭、身接合，頭上插兩根細木棒以

代替牛角。竹笥與竹簍出土時，裡面皆裝盛物品，竹笥中擺放著木牘、竹簡、

木尺、木骰、石硯等文書用具，或者放著瓜子、果核、雞骨、兔骨等食物；

竹簍則內盛楊梅等植物。 

    木尺正面刻有「市陽戶人孫婄」，背面則烙印「□□θ○」記號。木骰

為圓球形，共有18面，每面皆各刻有一文字，包括一到十六的數字，和「驕」、

「妻黑」兩字。118木棋盤是伴隨著博具一同出土的。穿帶木印，立體正方形，

兩面陰刻篆體文字，一面刻「張偃」，一面刻「張伯」，其中「張偃」的印字

                                                      
115 陳振裕，＜江陵漢墓與漢代文明＞，《楚文化與漆器研究》（北京：科學出版社，2003年），

頁270-271。 
116 針刻文字多為某「里」，「里」是漢代行政管理中最小的單位，這些文字可能是使用者所刻。

漆書文字有「土」、「萬」等字，烙印文字大多為記數符號、數量較多。 
117 江陵西漢墓所出土的木俑，多為墓主人家中奴僕的象徵，據王彥輝研究，西漢時期奴婢的地位

低下，且可以被當作家庭的財產而加以轉讓或買賣。詳見王彥輝，＜從張家山漢簡看西漢私奴

婢的社會地位＞，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論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年），頁233-237。 

118 陳直＜出土文物叢考（續一）＞中認為此木骰實為酒令器，見《文物》，1973：2，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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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有紅顏色，當屬墓主生前使用之物，此印出土自10號墓中，標明該墓墓主

人名為張偃。 

    陶器多為泥質灰陶，外裹黑色陶衣，製作較為粗糙，多屬明器，器型有

倉119、灶、釜、甑、鉢、盤、豆、罐、壺等。陶倉出土時內藏稻穀，倉蓋為

圓攢尖頂，上有突出的瓦楞，蓋大於倉形成屋簷，倉身上開有一窗，與人世

間的穀倉相似。陶灶呈「『」形、雙火眼，此外設有煙道及火門，灶上放置

兩釜，釜上再放甑，灶前還有一堆柴薪，呈現一片炊食景象。陶壺主要可分

為繩紋圜底壺、划紋平底壺、素面平底壺，形制、花紋多樣。此外還有陶熏

的殘件以及陶鳥一隻。 

    其他隨葬物品尚有銅鏡，包括一件素面鏡、一件夾雜羽狀地紋和變形四

螭紋樣的銅鏡。銅帶鈎，有兩件，都作飛鳥狀，但一件有鎏金，另一件則無。

石硯，硯上尚有墨痕，並擱置一塊石杵，形制與長沙沙湖橋西漢墓所出土的

石硯很像。120博具，整套計有骨質的綦、竹製的筷、木製棋盤，雖出土物品

略少於遣策記載，但大致相符。另外還出土一些稻穀、小米、甜瓜子、果核、

禽獸骨骸，與絲織品殘件等。 

    簡牘主要出自M8、M9、M10三座墓，分為竹簡與木牘兩類。竹簡與木

牘上皆以墨書寫隸體文字，總字數達3200多字。10號墓的簡牘內容最多也包

含最廣，可大概將竹簡內容歸納為墓主對佃戶田畝或糧種租貸的簿冊、墓主

的收支簿、書寫人名的簡、鄉官記載市陽里收租的收支帳冊等，部分內容目

前尚無法了解。木牘內容則有文書契約、合夥買賣的合約、算賦出入簿、遣

策，及其他與收稅有關的內容。由於10號墓主人張偃身分應為中、下層官吏，

因此出土簡牘內容才會牽涉如此廣泛。至於9號墓木牘內容多為公文，其竹

                                                      
119 倉是儲存糧食的基本設備，關於漢代糧倉的研究可參考邵鴻，＜西漢倉制考＞，中國秦漢史研

究會編，《秦漢史論叢》第7輯（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年）。禚振西、杜葆仁，

＜論秦漢時期的倉＞，《考古與文物》，1982：6，頁84-93。杜葆仁，＜我國糧倉的起源和發

展＞，《農業考古》，1984：2，頁299-307。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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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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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內容則與8號墓同樣是遣策。 

    總而言之，這九座鳳凰山漢墓，其墓葬風格上承戰國楚文化與秦代文

化，加以轉化後成為極富江陵地區特色的西漢墓葬。 

表2-4                鳳凰山九座西漢墓葬制表          （單位：公尺） 

墓口 墓底 隨 葬 器 物 
墓

號 

方

向 長 寬 長 寬 

墓

深

葬

具 漆器
木竹

器 

陶

器 

銅

器 

簡

牘 

其

他 

1 0 3.12 2.14 2.43 1.36 2.05 圓奩      

2 105 3.4 2.3 2.98 1.6 2.9   壺    

6 97 3.78 1.89 3.27 1.51 2.1 

一

棺

一

槨
盤  

甑、

鉢、

盤、

罐、壺

鍪、

洗、

勺、殘

器蓋 

  

7 344 2.55 1.7 2.55 0.68 1.27
單

棺
  罐、壺

鏡，帶

鈎 
  

8 7 5.3 3.5 4.4 2.6 6.3 

一

棺

一

槨

盾、耳

杯、扁

壺、圓

壺、圓

奩、橢

圓

奩、圓

盒 、

卮 、

盂 、

盤 、

案 、

匕、勺

木俑、木

車、船、

馬、牛、

狗、梳、

篦、竹

笥、竹

簍、竹

盒、竹

筒、竹簾

倉、

灶、

釜、

甑、

鉢、

豆、

罐、壺

鏡 
竹

簡 

骨

綦、

竹

箸、

六博

盤、

絲寇

囊、

稻

穀、

瓜

子、

果

核、

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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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 5.38 3 4.92 2.62 3.35

耳

杯、圓

壺、圓

奩、橢

圓

奩、圓

盒 、

卮 、

盂 、

盤 、

案、匕

木俑、木

車、馬、

牛、狗、

梳、篦、

竹笥、竹

筒 

倉、

灶、

釜、

甑、

鉢、

盤、

罐、

壺、

熏、鳥

鏡 

竹

簡

、 
木

牘 

石

硯、

骨

簪、

稻

榖、

瓜

子、

果

核、

板

粟、

菜籽 

10 3 3.15 1.5 3 1.48 3.22

耳

杯、扁

壺、圓

奩、橢

圓

奩、圓

盒 、

盂 、

盤 、

案 、

匕、几

木俑、木

梳、篦、

尺、印、

骰、竹

笥、竹筒

倉、

灶、

釜、

甑、

鉢、

盤、

罐、壺

 

竹

簡

、 
木

牘 

絲

寇

囊 

12 0 3.21 1.42 3.2 1.42 1.66

耳

杯、圓

奩、盤

木 片

俑、木篦

釜、

甑、

鉢、壺

   

13 6 3.3 1.36 2.85 1.1 2   灶、壺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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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鳳凰山167號漢墓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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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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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山167號墓位於湖北江陵楚故都紀南城內，經判定應為西漢初期墓

葬。 

1.葬制 

    該墓為一座豎穴土坑木槨墓，無墓道，發掘時墓上尚存封土，墓壁接近

陡直，坑內填土分為兩層，上部為經過夯打的黃褐色五花土，墓坑下層則是

經過夯打的青灰泥，但槨室四周僅用未經夯打過的青灰泥填塞，較為特殊。

墓坑西端設有一小壁龕，龕內放置一個陶缽。 

    葬具為一棺一槨，槨室內以橫樑、門、窗等分隔出頭箱、邊箱、棺室三

部份，上皆以頂板覆蓋，頭箱與邊箱間沒有隔板。整槨長4.52、寬2.76、高

2.15公尺。槨蓋板上鋪蓋蘆蓆與竹蓆四床，其結構與前段所述的鳳凰山漢墓

頗為類似。槨內棺室中放置一長方盒狀棺，長2.2、寬0.8、高0.8公尺，內外

均髹黑漆，以子母榫接合棺木，再以漆塗滿空隙密封，棺外還以麻繩綑縛，

外層再罩以棺飾。此棺飾是以內外兩層細絹棺罩及一床編竹所組成的，緊貼

棺身的是繡花棺罩，122由幾塊方棋紋和梅花紋絳紅色繡絹縫製而成，可分為

罩頂與四面垂邊兩個部份；在繡花棺罩外是一床方孔竹蓆，據文獻記載，這

方竹蓆古稱為「池」，大小略大於棺蓋，四邊自然下垂遮住木棺；最外面是

一層黃絹棺罩，123由幾塊黃絹拼成，形狀與繡花棺罩相似，唯一不同點在於

黃絹棺罩的罩頂四角為弧形，四個垂邊與罩頂接合處有折襉，124這一整套完

整的棺飾，《禮記‧檀弓‧疏》中稱之為「柳」。 

                                                      
122 應為《禮記‧喪大記》記載：「棺飾，君龍帷……素錦褚，加帷荒」中的「褚」，用來象徵死

者生前的居所。見﹝唐﹞孔穎達等撰，《禮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北：藝文印書館印，1989
年據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787。 

123 據考古學者所言，此即《禮記》中所說的「帷荒」，文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

皆所以衣柳也。」出處同上。 
124 吉林大學歷史系考古專業七三級工農兵學員、紀烈敏、張柏忠、陳雍，＜鳳凰山一六七號墓所

見漢初地主階級喪葬習俗＞，《文物》，1976：10，頁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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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0  鳳凰山167號墓棺飾              圖2-21  鳳凰山167號墓衽、束 

2.葬式 

    棺內墓主為一老年女性，除部分腦髓與毛髮外，其餘腐壞，出土時全身

以絲織品包裹；頭向西向（260°）。 

3.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包含陶器、漆木器、絲織品、木簡和其他雜類器物。陶器主要

出土於頭箱之中，全為泥質灰陶，器型包括明器的倉、灶、釜、甑和甕、罐

等，其中歸屬於容器類的陶器，如罐、甕等都先以方絹巾封口，然後加蓋，

再置入棺槨中的。陶倉頂蓋為圓攢尖頂，頂上立著一隻作振翅飛翔樣的陶

鳥；倉身形似圓筒，上開一方形窗，底座下有兩個對應的方凹缺，出土時內

還存有鮮黃稻穗四束。陶灶呈曲尺型，上方有兩個火眼，另外還設有煙囪、

煙道、長方形火門，灶上放置了二釜一甑。這兩類器物顯然是仿照墓主生前

家中存放糧食之地所造之模型，以及象徵廚房炊食之所的明器。 

    漆木器數量較多，總計包括壺、盒、盤、盂、奩、卮、匜、耳杯、木俑、

軺車模型等器物類別。材質多為木胎，分別以旋製、斫製、捲製三種手法製

成，器身上多為紅黑色的彩繪，以雲紋、雲鳥紋、圓點紋、水波紋等裝飾紋

樣為主，另有烙印與針刻文字刻於器物底部，有助於了解器物的製造地區或

墓主身分，此種烙印與針刻文字風格在西漢時期較為常見。木俑，出土於邊

箱中，依性別與身份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彩繪與裝飾，主要有謁者、責（側）

侍女子繡衣大婢、并刃（耕）大奴等，其作用皆有所不同，舉例謁者主要是代

表看門或傳訊之人，責侍女子繡衣大婢是為侍奉墓主而存在的奴婢，并刃大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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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著儉樸，是從事農業生產的男性奴隸。若將這些木俑與軺車一並觀察，不

難發現木俑與軺車在墓中的放置位置應是經過設計的。兩個謁者俑手持戟站

立在頭箱與邊箱的交界處，形同門衛，面朝邊箱，與其他木俑不同。其次是

軺車模型，後方放置奴婢木俑，共計南北兩隊、東西九排，前兩排為袖手立

侍俑、三到四排為持物侍俑、第五排木俑則手持梳與篦，此五排皆為家中奴

僕的象徵。最後四排全為生產奴隸，前兩排木俑肩扛耰、第三排扛鋤、第四

排分別手持斧與鍤，在這些奴隸的旁邊另置牛車，前後分別還有一奴。這樣

的排列方式真實的展現出墓主人生前寬裕的生活場面。 

    絲織品出土時保存尚佳，且種類繁多，共計出土多件朱、絳、褐、黃等

色的絹、紗、縑、錦、羅、綺、組等織物，其製作精緻、紋飾華美，以前所

述的絲絹棺罩為例即可知西漢絲織工藝水平極高。 

    除上所述，隨葬器物還有木簡，共出土74枚，內容全為遣策，明確記載

著墓內隨葬器物的數量與名稱。稻穗，隨陶倉出土，保存完好，經鑑定後確

定屬於粳稻品種；另外還有一些動物殘骸與果核被放置於青灰泥層中的竹笥

內，而非棺槨裡，其作用應同於鳳凰山8號、10號漢墓出土同類物品，是作

為祭祀之用。縫衣針，可能為鋼材質，與針衣同時出土。半兩銅錢，出土10

枚，從重量、形制可推斷這些銅錢乃西漢文帝時的四銖半兩錢。銅鏡，背面

以凸連弧紋裝飾，以黃絹包裹鏡身。毛筆，竹製，筆頭尚存墨跡，出土時放

置於鏤孔竹筆筒內，應是墓主生前使用之物。薄土，即簿土，原指載入簿籍

的土地，此墓出土薄土是以絳紅色絲絹包裹的長方形土塊，象徵墓主生前所

擁有的私有土地。步弓，竹製，是古代丈量土地的工具。 

    由以上出土之隨葬器物可知墓主生前應屬地主階級。其隨葬器物的種類

與戰國時代江陵地區墓葬有極大的不同，顯示社會風尚與制度不斷的改變，

土地私有制到西漢時已廣為發達，因此有薄土與步弓的陪葬；社會階級的流

動與上古禮法制度的變遷，使得167號漢墓即使只是地主階級的墓葬，卻能

享有高規格的棺槨形制與豐厚的隨葬物品。西漢禮制與上古禮制之不同，明

顯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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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鳳凰山168號漢墓125 

鳳凰山在春秋戰國時期楚故都紀南城的東南方，南距江陵縣荊州城約5

公里，是一處較為平緩的崗地，最高處達41.3公尺，高出周圍平地約10公尺。

鳳凰山168號墓位於山崗的中部偏東，北邊是167號漢墓，南邊是169號漢墓，

三墓緊鄰並列。 

發掘前，墓地上是一片桐樹林，沒有明顯的封土堆，只是比周圍地面略

為隆起。墓地表土下有楚國夯土台基遺址，168號墓不僅打破這座台基，且

和169號墓為異穴並列的夫妻合葬墓。 

1.葬制 

鳳凰山168號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由墓道、墓坑、墓室三部份組合

而成，墓壙四壁垂直稍內斜，壙壁平整、光滑。墓道在墓坑東邊正中，目前

僅發掘緊靠墓坑的部份。126墓道內填土，上為經夯打的五花土、下則為青膏

泥。墓道的北壁有一高45-50公分、寬75公分、進深27-30公分的小壁龕，龕

內有一件大竹笥，而在壁龕東南距離0.2公尺處的平台墓道填土中，發現一個

保存完整的圜底陶甕。墓坑內填土有三種，由上而下分別是帶紅色的五花

土，且上部為回填的墓坑土；其次是經夯打的青灰泥，略帶黑色，並夾雜著

白斑土；最下面接近棺槨的是密度較大並經夯打的青膏泥，槨蓋板上1.1公尺

處還用青膏泥填塞。 

墓室正中放置著一槨二棺的葬具，保存完好，研究發現此墓葬具主要是

利用平列、套榫、扣接和拴釘接合四種方式製作而成。127長方形木槨長4.62、

寬3.17、高2.19公尺，置於墓室底部的正中，下有兩根南北向、相距約2.4公

尺的橫墊木，槨蓋板上平鋪八張葦蓆，葦蓆為人字紋編織，出土時顏色是鮮

                                                      
125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考古學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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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金槐主編，《中國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年），頁486-487。 
126 因墓道上方有襄沙公路通過，致使道路下方的墓道東段無法發掘。 
127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頁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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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的黃色、光亮如新。木槨內以橫樑、豎樑、立柱、門窗分隔出東部的頭箱、

西部北側的邊箱，和西部南側的棺室三部份，其上均各有頂板。128其中頭箱

與邊箱、棺室間有橫樑相隔，棺室與邊箱之間則是以豎樑相隔，129橫樑南端、

豎樑西側以及橫樑與豎樑的交錯處的橫樑下方，分別設置立柱，橫樑、豎樑

與立柱皆是以套榫的方式連接。根據學者的推測，立柱的作用有二：一是為

支撐橫樑與豎樑，使之不至於倒塌，二則是為了方便立柱間設置門窗。130  

鳳凰山168號西漢墓與戰國時期江陵楚墓不同處在於，168號漢墓的棺室

與頭箱、邊箱之間都架設有門窗使空間得以相通，這樣的構造在楚墓中是沒

有的。棺室與頭箱間設置一幅雙扇門，棺室與邊箱間則有兩幅雙扇門，門的

兩邊都有與門板同樣厚度的門框，131至於門邊的上下兩端則另有門金纂。頭箱

的門高80公分、總寬84公分，邊箱的兩幅雙扇門大小相等，高與寬均為80公

分，但雙扇門之間還另有隔板，隔板上有兩橫幅；門上有橫額，132橫額上有

窗，其中頭箱的橫額上有兩面窗，邊箱橫額上則有四面窗，這些窗都是由窗

框（隔板）和橫幅所構成的，其形制很類似生者的居處。 

在木槨之內放置了內外二重棺，外棺呈長方盒狀，長2.56、寬0.97、高

1.02公尺，整棺是以套榫、子母口扣接和拴釘接合而成。棺內、外都塗以黑

漆，並用麻布和漆料將蓋板與四壁壁板層層密封起來，再用兩道麻繩綑縛。

外棺上覆蓋一床長方形竹簾，竹簾外還鋪設草束以保護棺木。內棺亦為長方

盒狀棺，長2.23、寬0.76、高0.71公尺，與外棺間有約5公分的空隙。內棺的

接合方法與外棺大致相同，但較為緊密，與外棺不同處是內棺底板下有兩根

橫墊的竹片，其作用應類似於木槨底的橫墊木。內棺內外接塗黑漆，同樣在

                                                      
128 頭箱長2.26、寬0.85公尺，上蓋頂板；邊箱長2.93、寬0.78公尺，因邊箱較為狹長，故而另在邊

箱的中部偏西側處架起一個小橫樑；棺室長2.93、寬1.43公尺，上以頂板密封。 
129 橫樑長2.24、寬0.21、高0.29公尺，豎樑長3、寬0.21、高0.29公尺。 
130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頁461。 
131 文獻上稱為「立頰」。 
132 頭箱橫額長138、高22、厚10公分，邊箱橫額長272、高22、厚10公分，除長度不同外，高度與

厚度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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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板與四壁壁板接合處以麻布及漆料層層密封，雖未用麻繩綑縛棺木，卻以

麻布和竹釘將內棺封閉得更加嚴密。 

2.葬式 

墓葬頭向東向（95°），內棺內有一具老年男屍，呈仰身直肢葬。出土時，

古屍保存完整，口中銜有一顆陰刻「遂」字的白色玉印，根據墓中出土竹牘

及隨葬物器型種類可推測該墓墓主是名為「遂」的五大夫，其下葬年代應是

在漢文帝前元十三年的五月十三日。 

3.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方面，總計563件，大多放置於頭箱與邊箱中，僅有少數置於

內、外棺及墓道或墓室內。頭箱內放置大量的奴婢俑及車馬、木船等物，彼

此間有一定的排列順序，因此推測頭箱所象徵的是死者生前的生活場面。邊

箱內隨葬的主要是生活用品、食物與文書工具等，內、外棺的隨葬物則以墓

主衣物及服飾配件為主。如以隨葬物品的質料區分，主要可分為漆器、竹木

器、陶器、銅器、玉器、絲麻織物及動植物等。 

漆器共有165件，全為木胎，且大多保存良好，器型包括圓盒、盂、匕、

方平盤133、圓盤、扁壺、壺、耳杯、耳杯盒、卮、樽、圓奩、橢圓奩、匜、

几、雙虎頭形器、「T」形器等，多以紅、褐、金黃色漆彩繪花紋，偶有針刻

圖案出現，許多漆器上有烙印文字、刻劃文字，和白色粉彩書寫的文字。其

中一件大型漆卮有對稱的雙環耳、環耳上以朱彩繪製饕餮紋，整器繪有朱繪

雲鳥紋、變形鳥紋、圓圈紋、捲雲紋等紋飾，器底放置一件小漆卮，並在外

底烙印上「市府飽」、「成市飽」、「成市草」等文字，「市府」、「成市」等字

樣皆意指當時的手工業重鎮—四川成都，故可加以推斷，這批漆器當是產自

於成都的手工業作坊。除此之外，出土的漆圓奩蓋頂與器外底刻有「仁」字

和「義」字，橢圓奩的蓋內與器外底各刻一「仁」字，匜除內外均有彩繪外，

外底也出現「成市□」、「□市草」烙印文字，與上述的漆卮應為同一產地，

                                                      
133 出土時，盤裡還殘留著牛排和雞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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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上針刻或烙印文字的風格在戰國時期楚墓中尚未見到，因此可作為分辨

戰國與西漢江陵墓葬的特點之一。 

隨葬木器共出土95件之多，主要為模型器，除木車、木船的構件受棺內

積水影響而浮動散亂外，其餘大致保存良好。器型包括俑、避邪俑、車、船、

馬、牛、狗、勺、梳、篦、杖、小圓棍、木牘片等類，且大多出自頭箱。木

車包括安車、134軺車及牛車模型。木馬包含乘騎、安車挽馬、軺車挽馬三種，

馬頭、身、四肢皆分別製作後，再黏合而成的；木牛的製作方式是先以整木

雕刻出頭與身後，再分別安上四肢，此種製作方法也運用在木狗的製作上。

木牘片全為空白無文字木片，應是為了方便墓主身後使用而放置的。 

除上述物品外，出土木器中以木俑數量、種類最多，計有46件，全以整

塊木頭雕刻出人形和動態，頭部和服飾部分採用半肉雕和線描彩繪的方法刻

劃出人物的表情及身分，再用單線平塗技法繪製服飾與臉部，從出土木俑的

型態來看，可大致區分為袖手女侍俑、持物女侍俑、持農具奴婢俑、配劍男

俑、騎馬男俑、御車男俑、趕牛車男俑、划船男俑八種，從俑的大小與雕刻

繪製精細判斷，其地位高低亦不相同。袖手女侍俑是女俑中形體最大的，色

彩艷麗、描繪精緻、眉清目秀、神態嫻靜，此俑為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簡

牘中記載的「美人女子十人，大婢。」當是女俑中地位較高者。持物女侍俑

與袖手女侍俑形制相似，但雙手置於腰際，呈持物狀。135持農具奴婢俑作單

手持物狀，然所持之物已不可見，此型俑有女俑十一件、男俑六件，在鳳凰

山167號漢墓中也見到同樣類型的木俑，136但該墓出土木俑手上仍持有鍤、鋤

                                                      
134 安車即此墓出土竹簡中所記載之「案車」，指安坐之車。據《禮記‧曲禮上》所述：「大夫七

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車。」鄭注云：「安車，坐乘，若今小車也。」孔疏曰：「古者

乘四馬之車，立乘，此臣既老，故乘一馬小車，坐乘也。」又《漢書‧武帝紀》中敘述：「遣

使者安車蒲輪，束帛加璧，徵魯申公。」皆有安車的記載。見﹝唐﹞孔穎達等撰，《禮記注疏》，

卷1，＜曲禮上＞，頁1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北：明倫出版社，

1972年），卷6，＜武帝紀＞，頁157。 
135 為鳳凰山168號西漢墓出土簡牘中記載的「養女子四人，大婢」，但實際僅出土三件持物女侍

俑，比記載少了一件。 
136 相關資料見＜江陵鳳凰山一六七號漢墓發掘簡報＞及＜鳳凰山一六七號漢墓遣策考釋＞兩文。 



江陵墓葬概述 ．101． 

等農具，因此可知168號漢墓所出此類俑也是持農具之俑。137配劍男俑放置在

安車前後，腰部左側配戴以竹片製成的劍，但因繫繩脫落致使配劍掉落，身

上有許多彩繪紋樣，是男俑中體型最大者，其出土數量與簡牘所記有所出

入。138騎馬男俑也放置於安車前後，上身與兩腿分別雕製，而後才接合為一

整體，跨坐於木馬背上，左手持馬鞭、右手作勒韁繩樣。139御車男俑放置在

安車與軺車附近，雙手以勒韁繩駕車狀握在胸前，雙腿向後呈跪坐狀。140划

船男俑製作粗糙，面部已無法辨識，是男俑中體型最小的。 

避邪俑是用厚一公分的木片砍削而成，再用墨畫上眼、眉、鼻、口、衣

服等，其大小、服飾及分布位置的差異可顯示出其等級地位的不同，女俑主

要包含袖手侍俑、雙手持物俑、手持農具俑三種，其中袖手侍俑的身形最大，

其服飾是以方棋紋繡及雲紋繡所製，腳上穿著雙尖翹頭鞋，服飾紋飾較為華

美，與其他避邪俑裝扮不同，地位明顯較高，出土時被放置在墓主乘坐的安

車附近，應是同墓出土簡牘中所記述之「美人女子」。持物女侍俑雖也體型

高大，身穿彩繪花紋服飾，但腳上無鞋，應是簡牘中地位較低的「養女子」。

至於持農具女俑則是地位最低者，體型較小，服飾裝扮也缺少花紋，是簡牘

中的「田者」。 

另，男俑計有手持農具俑、配劍俑、騎馬俑、御安車俑、御軺車俑、趕

牛車俑、划船俑等。其中以配劍俑最為高大、等級最高，141而以持農具男俑、

趕牛車俑、划船男俑地位較低、形體較小、製作也較為粗糙。 

竹器器型有笥、笿、筒、筷、筷籠、扇、笄、算籌、竹串、竹管、細竹

籤、鏟型竹器、天平衡桿、毛筆、竹片、竹牘及竹簡等。較重要的有：竹笥，

大多出土於頭箱內，主要用途一是用來盛放小米與肉食品等，另一則是用以

                                                      
137 研究認為此俑為簡牘所述之「田者男女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實際出土數量較多。 
138 簡牘紀錄「【謁】者一人，大奴」，實際出土四件，與簡牘不同。 
139 學者認為此類俑應是簡牘所言之「從馬男子四人，大奴」。 
140 據簡牘紀錄推斷此類俑是「案車一乘，……御一人，大奴。」「軺車一乘，……御一人，大奴」。 
141 此類俑即簡牘文中稱為「謁者」，頭戴冠，足穿平頭鞋，衣裙彩繪花紋，置於安車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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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天平和文書工具、四銖半兩錢等物。142竹笿雖保存較差，但出土時仍可

見其中盛放著已破碎的雞蛋、生薑、花椒、杏、李、烏梅、棗、枇杷等食品，

由此可推知其用途。竹筒用整支竹鋸製而成，以竹節作為竹筒的底和口，側

面以墨書寫隸體文字，文字內容主要是在標明竹筒內物品名稱。此墓出土竹

器上有不少墨書文字，或為記物、或記功用，舉例來說，天平衡桿上有以墨

書寫的隸書字體42字，其中寫在篾黃上的有22字，內容為「正為市陽戶人嬰

家稱錢衡以錢為纍劾曰四朱兩疏第」，又在篾青上寫「十敢擇輕重衡及弗用

劾論罰繇里家十日」17字，最後3字寫在衡桿側面「□黃律」，這些文字正解

釋了天平衡桿的作用。 

隨葬品中還有陶器，器型有倉、灶、釜、甑、盂、罐、壺、甕、圜底甕、

盤、盆，多為輪製，只有陶倉與陶灶等器物為手製品，其材質均為外裹黑陶

衣的泥質灰陶，器表大多有弦紋、鋸齒暗紋、斜菱形案紋等紋飾，素面者不

多。陶倉內放置小粟，應是穀倉的模型器或明器；陶灶有雙灶眼，灶眼上有

二釜一甑，亦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縮影。 

銅器則有鏡、帶鈎、轡形器座、削、砝碼、半兩錢等，143較為特別者有

鏡，上繪蟠螭紋；帶鈎為一展翅的鵝形，不同於一般常見的龍形或鳳形；轡

形器座通體鎏金，推測應是某種木胎漆器的底座。144 

玉石器類隨葬品包括玉印、玉璧、石硯、研石、墨各一件。白色玉印出

土時被發現是含在墓主口中的，且陰刻一「燧」字，此字應是表明墓主之名

為燧。另，石硯與研石出土時皆有使用過的墨跡，顯然該物為墓主生前使用

之物。 

絲織品出土時大多朽壞，僅麻織品尚可稱保存良好，從出土織物種類可

                                                      
142 共出土四銖半兩銅錢101枚，此種錢幣屬於西漢文景時代，故可據此推測該墓年代不晚於西漢

文景時期。 
143 《漢書‧食貨志下》：「孝文五年，為錢益多而輕，乃更鑄四銖錢，其文為『半兩』。」此墓

出土的銅錢正符合此記載。前文引自﹝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4，＜食

貨志＞下，頁1153。 
144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頁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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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紗冠、絲鞋、素絹、褐地朱紋錦（只存殘片）、麻衣、麻裙、麻鞋、麻夾

襪、麻絮、麻布棺束等，出土數量較同時期湖北地區其他墓葬多。145此墓出

土的麻織品多有穿用過的痕跡，如麻衣出土時仍有部分纏繞在墓主屍身的手

臂上，故學者認為此衣為死者貼身內衣；又如麻鞋有磨損痕跡、麻襪底部有

補釘，皆顯示這些織物是墓主人身前使用過的衣物。 

除以上所述之隨葬物品外，該墓出土相當多的竹牘與竹簡，對於了解該

墓墓主身分、所屬年代背景，及墓中原有隨葬器物數量與種類是彌足珍貴

的。168號漢墓所出竹牘上書隸書字體，共計67字，自右而左逐行書寫。146 

內容「江陵丞敢告地下丞」中「地下丞」依《說文》的解釋：「丞，猶

輔也，佐也。」乃指在陰間管理亡者的官吏。「十三年五月庚辰」指的是墓

葬入葬的時間，也就是漢文帝前元十三年五月十三日。147「市陽五夫（大夫）

燧」記載者墓主人的名字與身份；「自言與大奴良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

人、軺車二乘、牛車一輛、   馬四匹、駠馬二匹、騎馬四匹。」則標明墓

中陪葬奴婢與車馬的種類與數量。最後一句的「可令吏以從事。敢告主。」

則是在表明這件竹牘的性質。 

至於出土竹簡共計66枚、346字，依內容判斷這一系列的竹簡實為該墓

遣策，包括隨葬器物名稱、數量、大小、放置位置等皆有詳盡記載。由於168

號漢墓出土時棺槨中有積水，致使部分隨葬器物層層疊壓，脫離原有擺放位

置，現因竹簡的出土，有助於還原墓葬原有情況。 

                                                      
145 這些麻絮是目前西漢考古中首次發現的麻絮，用途尚在考證中。相關資料參考李京華等，＜關

於鳳凰山168號漢墓座談紀要＞，《文物》，1975：9，頁9-19。 
146 這是一份「告地下官吏書」，類似文件也出現在江陵鳳凰山十號漢墓及江陵毛家園一號漢墓中，

其他時代未出現類似文件，故可知將此類文書隨葬於墓中的習俗當始於西漢初年。 
147 按相關學者考證認為，此年代前並無年號，加上該墓出土四銖錢而非五銖錢，因此時間推測是

在西漢武帝之前的文帝時期（因只有文帝在位時間超過13年）；再者根據山東臨沂銀雀山二號

漢墓出土的元光元年曆譜推算漢文帝十三年五月初一為戊辰，則庚辰就應是十三日。詳細敘述

可參見＜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漢墓＞，頁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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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圖2-22  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器物 

1.漆方平盤（M168：244）2.漆几（M168：254）3.漆樽與漆圓奩（M168：224、123）4.漆器文字模本 5.
袖手女侍俑（M168：28、51） 

二、 高台 18 號西漢墓148 

江陵高台墓地位於江陵縣楚故都紀南城東牆外距離約100公尺處，為一

處秦漢時期的貴族墓地。考古學者相繼在當地發掘清理了30多座秦漢墓葬，

還在編號M4、M5、M18三座墓中發現簡牘，但只有M18的簡牘上有確切紀

年，加上目前僅有M18有發掘簡報公諸於世，其他墓葬資料相關單位尚在整

理中，故而此處只介紹18號墓。 

（一）葬制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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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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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18號墓位於高台墓地的中部，是一座豎穴土坑墓。墓坑上部封土已

被破壞，149發掘時墓坑口殘長3.3、寬2.18公尺，墓底長3、寬2.06、殘深1.8

公尺。墓坑內填土為黃褐色五花土，未見白膏泥，墓底置有葬具一棺一槨。

木槨以梓木製成，長2.4、寬1.46、高0.98公尺，槨底墊有兩根橫木，槨室內

有頭箱、邊箱與棺室空間，木棺就放在槨室北邊，緊靠著槨室北擋板，棺室

南邊則形成頭箱以放置隨葬器物。木棺呈長方匣形，外塗黑漆，內則塗紅漆，

全長1.95、寬0.59、高0.58公尺。 

（二）葬式 

    墓向175°，朝向南方。葬式，因簡報未記載故無法得知。 

（三）隨葬器物 

墓中出土隨葬器物共30多件，包括陶器與漆木器兩大類，且大多放置於

邊箱中，只有梳、篦、木俑等放置在頭箱裡。陶器器型分為鼎、盒、壺、豆、

罐、小杯、勺、甕、匜、斗等，多為仿銅陶禮器，禮器組合以鼎、盒、壺為

主，與當地戰國晚期楚文化墓葬的出土禮器組合相當類似。陶鼎蓋頂幾乎為

平頂；陶盒的身、蓋基本相同，腹部尚可見到零星的朱繪雙線菱形紋，雙線

之間填滿縝密的黃色篦點紋，保留了相當比例的當地戰國晚期盒的特色。陶

壺，形制為長頸、溜肩、圓鼓腹，蓋呈弧形，上飾三個鼻形小紐，外表施以

黑衣並有彩繪花紋，顯然仍留有戰國以來的遺風，卻又混合了秦代以來「鍾

式壺」的風格。但陶甕的肩、腹、底部繪製粗繩紋；陶罐中腹斜直、下腹內

收，肩腹部是有凹弦紋兩道與凸弦紋一道，並在中腹部裝飾暗網紋，二者皆

屬典型秦漢時期的器種，使此墓呈現出自戰國到秦漢的過渡風格。 

漆木器全為木胎，雖保存完整者不多，但仍可見到耳杯、盤、奩、木梳、

木篦、木俑、木璧、扁壺、S形木飾和木牘等器類。以耳杯出土數量最多，

但紋飾與形制大體相同，其口沿外側和耳的正面以朱漆彩繪水波紋和圓圈

                                                      
149 因建設湖北省宜黃公路工程取土所致，此取土工程連帶導致部分隨葬器物（如漆木器）受到擠

壓，而被破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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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口沿內側則彩繪變形鳳鳥紋。盤是在外表與口沿處髹黑漆，器內壁及底

部髹紅漆，中間則以一圈黑地紋飾帶作為裝飾。木俑以整木雕成，形制雖不

及鳳凰山漢墓精美，但可從此知道墓主應該是擁有家奴的，加上其葬具為一

棺一槨，因此可判斷墓主身分當是中小地主。 

至於此墓出土木牘，共有4塊，均出自頭箱的東南邊，大致保存良好。

第一塊被編號為M18：35甲，正面上方寫著「安都」，下面則寫著「江陵丞印」，

這應是江陵丞給予墓主前往安都簽發的路簽。第二塊編號M18：35乙，上部

由右到左分別寫著「新安戶人大女燕關內侯寡」150、「大奴甲」、「大奴乙」、「大

婢妨」，左下方則寫著「家懮不算不顛」，這應是墓主給地君的報到書。第三

塊編號M18：35丙，正面書寫四行文字，「七年十月丙子朔庚（子）中鄉起敢

言之新安大」、「女燕自言與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謁告安都受」、「小

數書到為報敢言之」、「十月庚子江陵龍氏丞敢移安都丞卍亭手」，背面下部

以墨書寫了「產丰」二字，這就是「告地書」。第四塊編號為M18：35丁，依

照內容判斷，這塊牘即為「遣策」。但實際考證遣策與該墓出土物品會發現

略有出入，部分物品如豆、斗、梳、篦等並未被記入遣策中。 

    整體觀之，此墓是一座呈現過渡風格的墓葬，這一點從該墓的隨葬器物

種類及裝飾風格可以得到印證。例如，18號墓出土漆器全為木胎，形制古樸，

以便形鳳鳥紋為主要紋飾，未出現秦漢時期逐漸蔚為風尚的夾紵胎，也很少

使用秦漢時期常見的雲氣紋、動物紋等紋樣。另外，這座墓出土不少陶禮器，

隨葬陶禮器是東周時期，特別是戰國時期當地常見的葬俗，但在秦漢時代則

少見。又如隨葬的陶器，包括鼎、盒、壺等的組合並非秦漢墓中常見的器物

組合形式，且其形制也自有特色，一方面具有楚文化風貌，一方面又融合了

秦文化的器物特徵；至於一般的生活用品，雖也有一些典型的秦漢時期器

種，如繩紋甕、折腹罐等，但卻沒有蒜頭壺、繭形壺等更典型的秦器，呈現

出與鳳凰山或張家山秦漢墓葬不同的特色，這應是受到自戰國末期到秦漢時

                                                      
150 標示了墓主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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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過渡轉變之影響所致，反映在墓葬上就形成了過渡與融合的現象。 

三、 岳山西漢墓群151 

    岳山位於湖北江陵荊州城的東北方約2.5公里處，向北距離漢代郢城舊址

約500公尺，是一處南北向的崗地，但現已成為一般居民的居住地，因修築

進廠公路使人發現這是一片古墓地。岳山墓地於1986年開始挖掘，共發掘古

墓46座，其中31座判定為漢墓，152另有10座為秦墓，5座為宋、明墓。漢墓分

布普遍，公路北端全為漢墓，數量不多、彼此間距離較遠，未見其他時代墓

葬；公路南端亦有漢墓，且分布密集，有打破秦墓的情況。除M24、M43兩

座墓的時代約介於西漢與東漢之間外，其餘29座墓應全數為西漢時期墓葬。 

（一）葬制 

    岳山漢墓墓坑除M24、M43為土坑磚室墓，其他皆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此區漢墓規模不大，墓坑一般較淺，封土或因工程緣故全被破壞，致使大多

數墓中的葬具無法完整保存。墓口一般大於墓底，只有距地表深度不到一公

尺的墓葬，墓口與墓底同大小，所有墓壁均平整光滑，無墓道與台階。墓坑

內填土分為兩部份，上部為黃褐色相間五花土，有夯打痕跡；下層靠近葬具

處，即槨蓋板四周，以未經夯打的青灰泥充填。 

    葬具方面，29座西漢墓中僅10座墓保存較佳，包括7座單棺墓，及3座一

棺一槨墓，其形制與秦墓中棺槨形制相似。一棺一槨墓的槨室可大致分為棺

室、頭箱與邊箱三部份，頭箱與棺室間未設隔板，底板下設兩根橫墊木，棺

室內放置一具長方盒棺。單棺墓中則僅放一具長方盒棺，隨葬器物多置於棺

外。 

                                                      
151 湖北省江陵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岳山秦漢墓＞，頁537-563。 
152 編號為：M1、M2、M3、M4、M5、M6、M7、M8、M9、M10、M11、M12、M13、M14、M20、

M21、M22、M24、M25、M26、M28、M29、M31、M32、M33、M34、M37、M40、M42、

M43、M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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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葬式 

    棺內墓主人骨架全數朽壞，致使葬式不清，但仍可判斷其頭向。頭向東

西向與南北向皆有，但以南北向偏多，東西向較少，總計方向南北向者有21

座墓、東西向者有8座墓。153 

（三）隨葬器物 

    岳山西漢墓出土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其次為漆器，但多已朽壞，銅器

最少。 

陶器以泥質灰陶為主，部分灰陶罐外塗生漆，器型有鼎、盒、壺、倉、

灶、釜、罐、矮領罐、長頸罐、大口甕、小口甕、井、吊瓶、盤、匜、豆、

盂等類，多為輪製，僅少部分器物的附件為手製。其裝飾花紋以繩紋較多，

弦紋與附加堆紋也常見，網紋較少。整體觀之，該墓群出土的陶器多有裝飾

紋樣，少見素面陶器，呈現出西漢時期的裝飾風格。 

    
         圖2-23  岳山漢墓出土陶器                圖2-24  岳山漢墓出土陶灶 

  1、2、9、10.罐（M31：2、M3：1、M43：1、          1.M44：10  2.M43：4  3.M11：4 
  M11：3）3-7.倉（M4：14、M1：2、M43：5、 
  M6：1、M1：1）8.小口甕（M8：5）11、12. 
  大口甕（M8：23、M43：6）13.壺（M44：1） 

    銅器包括鏡、盂、針、帶鈎、銅錢、印章等。其中部分器物已毀壞，較

完整的有銅鏡兩件，一件以雲雷紋為底、蟠螭紋為裝飾紋樣，另一件是以四

                                                      
153 詳見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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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四螭紋為主要裝飾紋樣。帶鈎，腹部呈琵琶狀，並裝飾著凸形蟠螭紋，背

部內凹，有一個圓鈕，勾為鳥首形。印章，整體呈半球狀，肩部有四道弦紋，

印上刻有「胡傷」字樣，可作為判斷墓主身分的依據。 

    從以上出土物可以發現，該地出土西漢墓葬皆屬小型漢墓，隨葬品平均

大約僅10件左右，因此學者推測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應是地主或自由民。墓

葬中明器與生活用器的種類與數量顯然較禮器或仿銅陶禮器更多，這種情況

在秦至西漢時期逐漸普遍。墓穴多為豎穴土坑，且墓穴內填塞青膏泥，墓中

棺槨形制與楚墓類似，有槨之墓，槨內區分為頭箱、邊箱與棺室，亦是沿襲

楚墓特色而成，以上各點皆具有戰國時代江陵楚墓的特點。但岳山漢墓與江

陵楚墓間仍有些差異，岳山漢墓方向南北者居多，且北向與南向墓葬數量差

異不大，但江陵漢墓中與岳山漢墓同等級墓葬以南向最多，少見北向，二者

明顯不同。另外隨葬器物中楚墓常見仿銅陶禮器，生活用器雖有但數量不

多，岳山漢墓卻與之相反。可見岳山漢墓對楚墓葬文化有其一定程度的延

續，但由於時代推移，加之以秦文化的影響，使得岳山漢墓展現出一種截然

不同的風格。 

表2-5                  岳山西漢墓葬制表               （單位：公尺） 

墓口 墓底 隨葬器物 
墓

號 長 寬 長 寬 
墓深

方

向

（°）

葬具
葬

式 陶器 銅器 

M1 2.6 2 2.6 2 0.3 295 不詳 不詳
倉2、灶1、高領小罐2、矮

領小罐2 
 

M2 2.85 1.3 2.85 1.3 1.1 20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2、盂2、高

領小罐2、矮領小罐2、罐

1、杯1 

帶鈎1 

M3 2.9 1.1 2.9 1.1 2.25 5 
一槨

一棺
不詳

灶1、釜1、盂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罐1、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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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2.6 2 2.6 2 0.3 195 不詳 不詳
倉2、灶1、釜3、鼎1、壺1、

盂1、罐1、豆1 
 

M5 3 1.1 2.92 1.02 1.75 290 單棺 不詳 灶1、罐1、甑1  

M6 3.05 1.3 3.05 1.3 0.35 352 單棺 不詳 倉1、罐1  

M7 3.4 1.6 3.2 1.44 2.51 ／

一槨

一棺
不詳 未見隨葬物  

M8 3 1.5 2.6 1.1 1.2 20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大口甕2、

小口甕2、罐2 

銅鏡1 

M9 3.4 1.75 3 1.35 1.1 205 不詳 不詳 倉1、灶1、罐3、小口甕1  

M10 3.2 1.4 3 1.2 0.5 220 不詳 不詳
倉1、高領罐3、矮領罐3、

小口甕2 
 

M11 3.4 1.6 3 1.44 1.7 95
一槨

一棺
不詳

倉1、灶1、盂1、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匜1 
 

M12 2.7 1.1 2.7 1.1 0.75 95 不詳 不詳
灶1、矮領小罐2、高領小

罐2、盂1、罐1 
 

M13 2.5 1.1 2.5 1.1 0.35 95 不詳 不詳
灶1、倉1、釜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盂1 
 

M14 2.56 0.8 2.56 0.8 0.7 10 不詳 不詳
灶1、釜1、高領小罐2、罐

2、盂1 
 

M20 2.24 0.54 2.2 0.5 0.45 190 磚室 不詳 盂1、小罐2、釜1、罐1  

M21 3.1 1.3 2.7 0.9 1.4 280 單棺 不詳

倉1、灶1、釜2、矮領小罐

2、高領小罐2、甑1、盂2、

罐2 

 

M22 3.38 2.09 3.32 2.03 0.8 2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2、矮領小罐

2、高領小罐2、吊瓶1、鼎
銅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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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壺1 

M25 2.7 1.1 2.4 0.8 1.2 360 單棺 不詳
矮領小罐2、盂1、釜1、吊

瓶1 
 

M26 2.6 1.3 2.4 1.1 1.7 190 單棺 不詳
高領小罐1、盂2、釜1、罐

1 
 

M28 2.8 1.5 2.8 1.5 0.2 175 不詳 不詳

高領小罐2、矮領小罐2、

罐4、盆1、盂1、井1、吊

瓶1、釜1 

銅錢6、

銅鏡1 

M29 2.6 0.88 2.6 0.88 0.6 353 不詳 不詳
灶1、釜1、高領小罐2、矮

領小罐2 
 

M31 2.65 1.4 2.65 1.2 1.3 80 單棺 不詳
高領小罐2、矮領小罐2、

平底罐1、盂3 
 

M32 2.65 1.55 2.45 1.35 0.6 20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3、盂2、高

領小罐2、矮領小罐2、鼎

1、盒1、井1 

 

M33 2.85 1.1 2.55 0.8 1.1 5 單棺 不詳
倉1、灶1、釜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 
 

M34 2.8 1.1 2.8 1.1 0.8 95 單棺 不詳
倉1、灶1、釜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盂1、罐1 
 

M37 2.7 0.97 2.5 0.77 0.85 11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2、高領小罐

2、矮領小罐2、盤1 
 

M40 2.7 1.1 2.6 1 0.9 360 不詳 不詳 罐1  

M42 3.1 1.3 2.9 1.1 2 190 單棺 不詳 倉1、灶1、罐2、壺1 銅錢3 

M44 2.7 1.1 2.6 1 0.5 20 不詳 不詳
倉1、灶1、釜2、罐1、壺1、

小壺1、井1、盂1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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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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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頁537-563。 

四、 張家山西漢墓群 

湖北江陵張家山墓地是一條東西向的山崗，距離楚故都紀南城約3.5公

里，距離荊州城約2公里，考古人員相繼於1983年、1985年和1988年分別發

掘清理了五座西漢早期的墓葬，1983年發掘者編號為M247、M249、M258， 

1985年清理的西漢墓編號是M127，加上1988年時出土編號M136西漢墓，皆

為出土竹簡的重要墓葬，因此撰有簡報公諸於世。154 

（一）葬制 

張家山墓地四周分布著密集的東周楚墓與秦漢墓葬群，經發掘清理的五

座西漢墓，其墓坑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上層封土因當地施工被破壞，使

得墓穴實際深度已不可考，就目前所見的墓坑土層可知墓中土壤主要可區分

為上層五花土，和棺槨周圍所充填之青膏泥，此種墓坑形式與江陵戰國時期

楚墓基本相似。 

葬具除M258因曾被盜墓使得葬具朽壞無法判斷外，另四座墓葬具均為一

棺一槨，槨室底部橫置兩根橫墊木，槨室內部或者分隔為頭箱與棺室兩部

份，或者區分為頭箱、邊箱與棺室三個空間，155但同樣都以隔樑來區隔空間。

頭箱與邊箱、頭箱與棺室或邊箱與棺室之間都設有橫樑或縱樑，橫樑主要架

在頭箱與棺室、邊箱之間，縱樑則主要豎立於邊箱與棺室中間，二者下方都

有隔板和門窗，窗開在門的上方，隔板則立在門的兩端，四墓棺槨構築方式

大致雷同，皆以套榫或子母口扣合方式接合。然彼此仍略有相異處，如M136

頭箱箱頂設有分板，邊箱頂部中間加設小隔樑，將邊箱分為前後兩室，以方

便隨葬器物的放置；M249頭箱與邊箱間沒有隔板，僅以橫樑區隔，另外在槨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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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地

區博物館，＜江陵張家山兩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9，頁1。 
155 僅M247槨內分為兩室，其餘皆分隔為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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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板四周加裝蓋框，其目的應是為了加固棺槨，但此種形制未曾出現於江陵

漢墓中，在長沙倒是常見。木槨內棺室均放置一長方形棺，無懸底構造。棺

木內髹紅漆、外髹黑漆，結構亦大致相同。 

（二）葬式 

棺內發現竹蓆裹屍的痕跡，可惜人骨架皆已腐朽，難知原本葬式。頭向

方向非朝北即朝西，無東向與南向者。156 

（三）隨葬器物 

隨葬器物多出土自頭箱與邊箱之中，五座西漢墓出土器物合計約有300

多件，包括陶器、漆木器、銅器與竹簡等，其中以竹簡最為重要，不僅數量

眾多，且保存了許多西漢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資料。157部份竹

簡出土時因受淤泥或其他器物的疊壓而殘斷，完整與修復的竹簡內容計有漢

律、《奏讞書》、《蓋廬》、《脈書》、《引書》、《算數書》、《日書》、曆譜、遣策。 

M127竹簡以墨書隸體文字，內容為《日書》，內有若干小標題，例如「祠

日」、「八者八風」等，其下為擇日、吉凶、禁忌等具體內容。 

M136出土竹簡832枚，其中篇名為《功名》的竹簡內容為西漢初期戍邊

殺敵立功的具體記功方式、詳細規定，以及官序的遞補順序。篇名《盜跖》

者，內容描述孔子見盜跖，即《莊子‧外篇‧盜跖》的內容。內容為曆譜的

                                                      
156 頭向西向者有M247方向275°、M249方向278°、M136方向280°，頭向北向的是M258方向10°、

M127方向5°。 
157 張家山西漢墓出土漢簡內容包羅萬象，舉凡法律、社會、制度、經濟等皆有所記載，見彭浩、

雷志雄，《張家山漢墓竹簡》（武漢：湖北美術出版社，2002年）。目前對於張家山漢簡從事

系統性研究者甚繁，例如王彥輝，＜從張家山漢簡看西漢私奴婢的社會地位＞，載於中國秦漢

史研究會編《秦漢史論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年），頁232-246。尹在碩，＜

秦漢律所反映的後子制和繼承法＞，《秦漢史論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年），

頁251-266。李均明，＜張家山漢簡所見制約行政權的法律＞，＜秦漢律所反映的後子制和繼

承法＞，《秦漢史論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年），頁247-270。高敏，＜漫談“張

家山漢墓竹簡”的主要價值與作用＞，《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科版》，2002：3，頁7-8。溫樂

平，＜從張家山漢簡看西漢初期平價制度＞，《秦漢史論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年），頁45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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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簡，以天干地支編排日曆，與銀雀山漢墓竹簡曆譜相似。158漢律竹簡所記

內容共有漢律十五種，但內容不全。養身竹簡介紹養身的食氣卻谷之法，馬

王堆漢墓帛書中亦有類似內容。159遣策竹簡記載隨葬器物的種類、名稱與數

量。 

M247、M249、M258三座墓所出之竹簡，因被器物和淤泥所壓，因此殘

斷，失去原貌。殘片內容經初步整理後，發現以漢律為主，另外包含《奏讞

書》、《蓋廬》、《脈書》、《引書》、《算數書》、《日書》、曆譜、遣策等殘件。 

漆木器雖數量亦多，但與其它江陵西漢墓相比，保存較差。器型有盒、

奩、卮、盤、耳杯、扁壺、盂、樽、匕、杖、木俑、木馬、木牛，木車、木

船、木梳、木篦、木劍、木矛、算籌等，均為木胎，以捲製、旋製、斫製三

種方式製成。其中仍以耳杯數量最多。木俑主要分為圓雕木俑與木片俑兩

種，木俑雕製較木片俑更為精細，計有立俑、車俑、騎俑、船俑等形式。這

些漆木器少數內外皆髹黑漆，大多內髹紅漆、外髹黑漆。器外表乃黑漆為底，

再以紅、褐色漆彩繪花紋，紋飾種類甚多，包括幾何紋、捲雲紋、雲氣紋、

鳳鳥紋、柿蒂紋、渦雲紋、點紋、菱形紋等。器底和器蓋有時還烙印或針刻

「成市草」、「市府草」等字樣。 

銅器有鼎、扁壺、蒜頭壺、鐎壺、洗、鍪、罍、盤、甑、勺、盆、匕、

杯、虎子、環等類。器上裝飾紋樣以綯紋、弦紋為主，其中M247所出銅鍪有

煙燻痕跡、修補痕跡，推測應是實用器物而非明器。 

陶器有小壺、圜底罐、小罐、盂、甑、倉、灶、釜、甕、鼎、盒、杯、

盤、匜等器種，多為泥質灰陶，以輪製為主，紋飾多樣繁複，素面陶器較少。

160陶倉單獨出於M136，倉蓋為圓拱形，蓋上有瓦棱溝沿，倉身上開窗，窗上

有方格紋、勾雲紋的裝飾，倉腹則有花草葉紋、勾連花瓣紋做為裝飾。陶灶

                                                      
158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理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75年）。 
159 M136所出內容介紹養生修身之竹簡，其方法與馬王堆漢墓所出帛書《卻谷去病》篇相同，相

關內容可參考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馬山一號楚墓》（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年）。 
160 M127陶器以泥質橙黃陶為主，器表塗紅漆，為一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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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曲尺形，上有雙火眼，前設拱形門、後立有煙囪，以繩紋與彩帶紋裝飾。 

其他還有圓形石硯、研墨石，皆有使用過的痕跡；漆皮陶器，為小口帶

蓋股腹罐，內塗紅漆、外塗黑漆，器外彩繪有草葉紋、雲氣紋、雲鳥紋、幾

何雲鳥紋、B形紋。 

張家山漢墓的棺槨形制與出土隨葬器物的器型特徵與其他已發掘的江

陵西漢墓相比較，是大同中具有小異。例如M247、M249、M258三座墓陶器

組合中沒有倉、灶、釜、甕，而以盂、甑、罐、壺替代，有別於M127、M136

以及其他江陵西漢墓葬的組合形式。西漢時期江陵墓葬中的隨葬器物往往陶

器多於銅器，甚至不隨葬銅器，然而M247、M249、M258卻隨葬不少銅器。

至於M127、M136出土陶器，如鼎、盒、壺、杯的形制皆留有戰國遺風，M247、

M249、M258則無。整體來說，M247、M249、M258雖具有江陵西漢墓的特

點，但亦與宜昌前坪西漢墓、雲夢大墳頭西漢墓、馬王堆漢墓等不同地區墓

葬有諸多相似之處；而M127、M136具有濃厚的江陵西漢墓風格外，還有不

少戰國時期所遺留的特色，陶器配合銅器共出的情況也與雲夢睡虎地西漢墓

相似。161顯然張家山墓地也是一個融合秦、西漢墓葬風格，卻又不失地方色

彩的墓葬群。 

                                                      
161 參考雲夢縣文物工作組，＜湖北雲夢睡虎地秦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81：1，頁2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