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第三章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特色 

    江陵乃戰國時期楚郢都紀南城的所在地，因此成為楚國當時的政治、經

濟、文化的中心，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風格，當地發掘的楚墓數量眾多且出土

隨葬物品種類繽紛，從貴族以至平民百姓之墓皆有所見，對於了解戰國時期

的楚文化以及當時楚人的生活概況，是極其珍貴的參考資料。 

    至秦與西漢時期，雖江陵一帶出土墓葬相對減少，但從已發表的發掘報

告中仍可看出秦墓、西漢墓因時代的不同，所處社會背景的不同，而在沿襲

的同時又各有特色。 

    上一章已經簡略的將近代針對江陵地區進行發掘後出土的戰國江陵楚

墓做了一些論述，本節即以此論述為基礎，對其所處地理位置、墓葬之葬制、

葬式與隨葬器物等方面進行分析，嘗試歸納推演這些墓葬的共同點，了解各

時代墓葬有何特點。另外再將江陵地區墓葬與同時期其他地區墓葬進行比

對，期能更深刻的呈現江陵地區的特色。 

 

 
第一節 戰國時期江陵楚墓的特點 

一、 地理位置 

    江陵墓地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埋葬稠密且墓地均位於高地上。江陵楚墓

多為成片出現，即一處墓地往往可發掘出土許多排列整齊密集的墓葬，有時

甚至可多至數千到數萬座墓。例如江陵雨台山墓地，自1975年因修築渠道工

程發掘出楚墓，之後陸陸續續的挖掘出近八百座楚墓，雖未完全清理，但已

出土的墓葬卻呈現出排列緊密的情形，有學者認為若按渠道線內楚墓分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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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程度來計算，整個雨台山至少埋葬楚墓達五萬座以上。1張家山墓地發現

了1000多座墓葬，目前已發掘者約350座；2荊州磚瓦廠墓地發現墓數500餘

座，發掘墓數150多座，僅少數墓有報導；3九店墓地發現墓數1000多座，發

掘墓數則為600餘座，4數量極多。這些被發現，甚至已被挖掘之墓雖包括諸

多不同時期，諸如史前時代等的墓葬，但其中戰國時期的墓葬總數遠勝其他

各時期墓葬，不難看出當地戰國楚墓葬的密集程度相當高。 

    再者，雖然部分墓葬發現墓數與挖掘數量較少，如譚家灣僅發現一座

墓，棗林鋪楚墓發現二座墓，太湖港墓地三座墓，藤店墓地兩座墓，天星觀

墓地也只有五座大墓，5但這或者是因為建設工程的破壞，或者是因人民住所

的疊壓，或者是因尚未完全發掘，也或者是專屬於某家族的家族墓地，以致

墓數不多，並不能因此認為當地墓地分布密集度低。 

    江陵楚墓的時代斷限相當集中，從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最多，尤其是戰

國早期與中期，戰國晚期較少，春秋早、中期更少。溪峨山楚墓至今發掘出

16座楚墓，其中僅有兩座墓屬春秋時期，其餘皆為戰國時期，且多為戰國早、

中期墓。6九店墓地自1981年至1989年止共發掘出墓葬597座，扣除姬周文化

系統的19座墓後，其他578座墓中除少數為東周春秋墓外，絕大多數均為東

                                                      
1 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5年），頁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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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荊州地區博物館，＜荊州磚瓦廠二號楚墓＞，《江漢考古》，1984：1，頁32。 
4 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年鑑》（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年、1987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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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5 依序參考長江流域文物考古隊，＜文物工作報導‧湖北省：江陵發現戰國木槨墓＞，《文物》，

1959：2，頁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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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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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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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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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詳細內容可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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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江陵縣博物館，＜江陵溪峨山楚墓＞，《江漢考古》，1992：4，頁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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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戰國時期楚墓。7望山沙塚楚墓群出土之八座楚墓無一例外，均為戰國中期

的楚墓。8天星觀一、二號墓都是戰國中期楚之上層貴族墓；武昌義地墓地的

13座楚墓中，戰國墓便佔了11座，春秋墓僅一座，另一座則無法確定時期；

朱家台墓地該地發掘到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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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印證江陵一帶的楚墓埋葬時間有明顯的斷

限，即自楚定都郢至秦將白起拔郢為止，為楚墓埋葬較多的時期，而這也正

表示著戰國時期郢都紀南城一帶人口數眾多，因此戰國楚墓的墓區主要分布

於故楚郢都紀南城的四周。 

不僅如此，這些墓葬群皆擇高而葬，亦即都分布在紀南城周圍的高崗或

山坡上，9這是因為楚地潮濕，地下水位高所致。換言之，因紀南城四周基本

上是平原，所以凡高出平地的高丘，幾乎都有楚墓。這些佈滿楚墓的山丘，

愈高處墓葬愈密愈大，墓葬規格普遍較高；在其下部近平地處，墓葬規格不

僅較低，而且數量也較為稀少。以雨台山墓地為例，山崗上地勢高，故而墓

葬也最為密集，反觀地勢低處，則少有墓葬。10 

楚人墓地的分布和排列大多數是有規律的。一般而言，大、中型墓葬所

處山丘較高，離城較遠。小型墓葬所處坡丘較矮，距城較近。楚國大貴族的

墓或大型楚墓葬，大多埋在距紀南城較遠的八嶺山一帶，中型楚墓則葬在紀

南城以北的紀山一帶，普通平民的墓，則以就地埋葬者居多，故多葬在紀南

城東的雨台山區。11可看出當時楚國社會中存在著明顯的階級與財富差異。 

二、 葬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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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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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08-211。 
9 宋公文、張君，《楚國風俗志》（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5年），頁186-187。胡方平，＜

略論楚墓墳丘產生的背景與年代＞，《江漢考古》，1995：4，頁80。 
10 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考古學報》，1982：2，頁156。 
11 王從禮，＜楚墓葬制分析＞，《江漢考古》，1988：2，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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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墓室 

    戰國時期江陵墓葬的墓室型態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江陵出土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室空間或者寬長、或者窄長，僅有極

少數墓葬為洞室墓，例如江陵九店東周墓中有五座為洞室墓，其餘573座則

皆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12並無磚室墓的遺存。事實上，凡楚墓無論時代早

晚，位於楚境何地，或是否築有墳丘，其墓室皆以土坑豎穴式為主。 

    與此相對，同時期中原諸國墓的墓室形制，絕大多數與楚相同，亦為豎

穴土坑墓。與楚相異的是，中原諸國墓除採用豎穴土坑形制外，戰國晚期已

出現了用橫穴式的土洞作為墓室的洞室墓，以及利用一種體積龐大的空心磚

築槨室以代替木槨的空心磚室墓。雖在當時還不是很普遍，但卻意味著商周

以來的傳統墓制已經發生了變化，13並逐漸對中國諸國之後的墓葬風俗產生

重要影響，而與楚國墓葬有了顯著的差異。 

    葉小燕曾對740座的中原東周墓進行分析與統計，得到一項結論：「其中

洞室墓21座，空心磚墓30座，兩者僅佔7%」。14此項統計結果清清楚楚的將

中原東周墓與楚墓間構築風俗的差別，做了明確的標示。 

    除墓室型態外，戰國時期的楚與中原貴族之墓皆帶墳丘，成為二者間的

共性。15但墓葬內、外部構築形制的不同，卻又成了二者葬俗上一個重要的

差異。戰國時期江陵楚墓葬的形制比較複雜，一般情況下，大、中形墓葬設

有封土堆和斜坡墓道；這從《周禮‧冢人》可略窺一二，文曰：「以爵等為

丘封之度，與其樹。」賈公彥疏：「天子牆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

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柳。」16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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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考古》，1981：5，頁452。 
14 葉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1，頁65-73。 
15 戰國時代，普遍流行墳丘式的墓葬，所有統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墳丘。詳見楊寬，《中國古

代陵寢制度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年），頁9-13。 
16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春官宗伯》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台北：台灣古

籍，2001年），卷22，＜冢人＞，頁66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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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較高之天子其丘高三丈、諸侯一丈半、大夫八尺、士四尺，顯示身分地位

的高低與墳丘封土的高低有關，因此大、中形墓葬設有封土堆，小型墓卻少

見，當可理解。此外墓坑的大小也常反映墓主身分的高低，故而此類墓葬的

墓坑一般較為寬大，墓口明顯比墓底寬大，因此墓坑四壁斜度也較大，近墓

口處有時建有多級台階。士和平民的小型墓，既未見封土堆，近墓口處也無

台階，墓口雖也大於墓底，但墓坑大小明顯遜於大、中型墓。整體觀之，時

代較早的墓，墓坑平面大多較為狹長，墓口距現地面較淺；時代較晚的墓，

則墓坑寬度增加，雖仍維持長方形豎穴形式，但已轉變為寬長坑面。17戰國

中原墓則由於一般不設台階，且墓壁常比戰國楚墓更為斜陡，18而不像楚墓

那樣「墓口比墓底寬大得多」。19 

至遲從戰國早期開始，江陵地區部份楚墓葬就已使用墓道。起初設有墓

道的墓並不侷限於大型墓，包括少部份的中、小型墓亦可見墓道構築；墓主

身分等級也不一定高，中原地區則有所不同。中原地區使用墓道的時代較

晚，大約到戰國中期才出現建有墓道的墓葬，20而且墓主身分一般較高，地

位較低的中、小型墓則從未發現使用墓道者，換言之，在江陵楚墓各等級墓

葬皆有可能出現墓道的情形在中原地區則不可見。 

江陵戰國墓中所見墓道皆為單墓道，形狀皆為斜坡式。一般墓口長4.5

公尺以上的都有墓道，斜度多為20-30°。21墓道底端一般高於葬具，但也有部

份墓道底端與葬具同高。大、中型墓出現墓道比例較高，一槨一棺小型墓中

只有少數墓有斜坡墓道，22單棺或無棺的小型土坑墓則不僅沒有封土堆，也

                                                      
17 在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一文即認為時代早晚不同則墓坑平面寬窄亦不同。 
18 如鄭州二里崗東周墓「口部較底部稍微寬大，……墓壁向下略微傾倒」，知中原墓壁傾斜少而

較為陡直，詳見河南省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編著，《鄭州二里崗》（北京：科學出版社，1959年）。 
19 見湖北省博物館，＜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新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年（1949-1979）》（北

京：文物出版社，1979年），頁301。 
20 郭德維，＜楚墓分類問題探討＞，《考古》，1983：8，頁250-251。 
21 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考古學報》，1982：2，頁158。 
22 陳振裕，＜湖北楚墓綜述＞，《楚文化與漆器研究》（北京：科學出版社，2003年），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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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墓道和台階，只有少數墓在墓坑四角有專供上下的腳窩，但亦不普遍。 

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盛行厚葬之風，因此不論中原地區或楚境內墓葬皆

受影響，23陪葬數量、種類不等的隨葬器物，凡具有一槨一棺以上規格葬具

的墓葬，其隨葬器物多置於槨內分室或棺室內。但小型單棺墓無槨室可擺放

隨葬器物，只能將隨葬品放在棺內或棺外墓室空間中；之後為方便隨葬物品

的存放，絕大多數墓在棺外設有器物箱或鑿壁龕。 

壁龕一般設在墓主頭部，其作用類似頭箱。壁龕多見於單棺墓，這些單

棺墓大多數既無封土、無墓道，且無槨室，只隨葬幾件陶生活用品。24雖有

少數壁龕見於一棺一槨墓，然而多重棺槨的大中型墓葬中卻未見壁龕。加上

鑿設壁龕的墓少數有墓道，葬具中有槨，隨葬品中有青銅禮器，充其量這類

墓的墓主身分也只是「士」，且有可能是「士」等級中規格地位較低者，因

此可以推斷壁龕的出現可能是受到經濟條件制約所致。25也就是說帶壁龕的

江陵戰國楚墓多為庶民墓中有隨葬品或隨葬品較豐厚者，此類墓在等級與經

濟地位上低於能置槨或分室以擺放隨葬品的墓，而又高於那些無隨葬品或隨

葬品極少而將其置於棺內或坑內的庶民墓，因此出於實用的考慮，有了壁龕

的構築。26至於無棺的小型墓，雖有極少數墓隨葬了一二件陶生活用具或兵

器等物，可是實際上絕大多數無棺墓都沒有隨葬器物，也因此沒有設置壁龕

的需要。27 

    值得注意的是，湖北地區雖有許多的帶龕楚墓，且這些帶龕楚墓幾乎全

為庶民墓，而成為該等級墓葬的一種埋葬形式，但並非是某一特定「族」的

葬俗。28目前在湖北一帶所發現的帶龕楚墓以江陵和當陽兩地較多。其中江

                                                      
23 除無棺墓與少部份單棺墓外，其餘大、中、小型墓皆有隨葬器物的習俗。 
24 據郭德維先生的研究，此類墓葬應為庶民墓。 
25 王從禮在＜楚墓葬制分析＞一文中指出壁龕可能是經濟條件較差者（非最差）在無法置槨來放

置隨葬物品時所衍生的因應辦法。 
26 丁蘭，＜試論湖北地區的帶龕楚墓＞，《江漢考古》， 2004：2，頁66-68。 
27 陳振裕，＜湖北楚墓綜述＞，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61。 
28 當地移民眾多，包括原有住民在內，形成湖北地區族屬多樣的風貌，包括楚蠻、苗、中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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陵地區出土帶壁龕的東周楚墓較多的墓地有雨台山墓地，九店墓地，棗林崗

墓地，另外在堆金台、秦家嘴、官坪、馬山、溪峨山、太暉觀、沙冢、施家

地等地的楚墓中也都有帶龕墓出現。29這些墓地中的帶龕楚墓時代從春秋中

期至戰國晚期皆有，將之略作分析可知春秋時期的帶龕楚墓比戰國時期多，

戰國中期的帶龕墓比例又比戰國早、晚期多。雖然部份墓地如九店楚墓，發

掘之帶龕楚墓始見於戰國早期，然而到戰國晚期時，數量卻明顯銳減，與其

他自春秋時期即已發展帶龕楚墓的墓地呈現相同的發展趨勢。簡言之，壁龕

楚墓在江陵出土數量較多，時間段限囊括春秋與戰國，其中以春秋及佔國中

期發現的帶龕楚墓比例較高，戰國晚期時帶龕楚墓逐漸式微、減少。 

江陵戰國楚墓中的壁龕計有頭龕、邊龕、足龕等形式，尤以頭龕、邊龕

較常見。壁龕底一般高於墓底，雖也有壁龕底部與棺同高者，但非多數；而

且只有極少數壁龕的龕底是低於墓底或與墓底齊平的。30 

    由於設置壁龕的江陵楚墓多為小型的單棺墓，而小型墓的頭向多為南

向，因此帶龕楚墓的頭向即是以南向為主，東向、西向、北向的龕墓雖也有

發現，但僅是少數而已。 

壁龕的大小並無一定規格，主要是由放置器物的多寡、體積和形狀來決

定的。江陵地區戰國楚墓的壁龕內隨葬品絕大多數為陶器，尤其以長頸壺居

多；另外也發現了極少數的銅器或兵器。31 

綜合言之，戰國時期的江陵楚墓除墓坑形制幾乎全為豎穴土坑墓，其墓

室內因墓主身分地位的不同、墓葬規格高低的不同，而有不少的差異。舉凡

                                                                                                                                       
等，通常祖先來源不同，喪葬習俗也會略有不同，但此處的壁龕卻沒有這樣的差異。再者，依

照丁蘭的文章所言，壁龕中的隨葬物品並無一定的規範，且採用壁龕的也只是同等級楚墓中的

部分墓葬，「說明楚墓中不存在一個以帶龕墓為自身特徵葬俗的族」，詳見丁蘭＜試論湖北地

區的帶龕楚墓＞，頁65-66。 
29 參見丁蘭，＜試論湖北地區的帶龕楚墓＞，頁64。 
30 例如江陵九店M108的壁龕底低於墓底。參考丁蘭，＜試論湖北地區的帶龕楚墓＞，頁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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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兵器一般放在棺內或墓室內，有部分墓選擇將兵器存放在壁龕中；這些兵器大多是劍，因其體

型較長，故多置於邊龕，但仍有少數例外而將劍放在頭龕的，例如九店M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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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規格較高者，墓葬較常見到斜坡墓道、多層台階及封土堆的建築；地

位、規格較低者，雖亦偶有墓道，但台階與封土堆則較少見，另有壁龕的設

置。顯然影響江陵地區墓葬構築方式不同的原因，除了地位等級、墓葬習俗

外，最重要的還是財富多寡的問題。 

（二） 填土 

    江陵地區戰國時期的大中型土坑木槨楚墓，一般都有經過夯築的圓形封

土堆，32封土堆上未見享堂痕跡。這些墓絕大部分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洞

室墓極少，未見空心磚墓。封土堆並非江陵楚墓所獨有，據考古工作者在中

原地區發現的墓葬，其中有不少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墳丘，有的規模還相當

的大，例如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燕下都九女台墓區的16號墓，臨淄舊址南

牆外的郎家莊一號墓等，說明進入戰國時期後，興建墳丘式的墓葬已成為普

遍的習俗。 

雖然江陵楚墓與中原戰國墓同樣呈現出封土堆的墓葬風俗，兩者間仍有

所不同。根據《周禮》：「以爵等為丘封之度與其樹數」，33墓上建墳是士以上

貴族的特權，平民並不享有同樣權利，只能「不封不樹」，34因此直到戰國末

期，仍不見中原平民墓葬有任何地面標誌。江陵楚墓則不同，部份墓葬儘管

身分並非貴族，卻可能因個人的經濟較佳而擁有封土堆，封土堆依據墓坑大

小而決定高低，35墓坑較寬大者封土堆自然較高。 

江陵戰國墓坑內部的填土，以五花土與青膏泥為主。36五花土是楚墓填

                                                      
32 此即墳堆，目前所見的江陵楚墓墳堆皆作覆斗形，參考黃展岳，＜說墳＞，《文物》，1981：2，

頁89-92。 
33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春官宗伯》，卷22，＜冢人＞，頁668。 
34 語出《禮記‧王制》：「庶人……不封不樹」；孔疏：「庶人既卑小，不須顯異，不積土為封，

不標墓以樹。」詳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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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王制＞第五，頁239。 
35 詳見王從禮，＜楚墓葬制分析＞，《江漢考古》，1988：2，頁102。 
36 即白膏泥，有的白膏泥呈青灰色，所以又稱青膏泥或青灰泥。參考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

《考古學報》，1982：2，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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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特點，通常是指一種黃褐相間的花土，填塞入墓室中成為封土的主要成

份，一般規格較高之墓的填土經夯實，規格較低者則或經夯打，或不夯打。

除地位最低之平民墓外，其餘墓葬在靠近棺、槨四周會以青膏泥密封，且身

分地位較高的墓主，青膏泥較厚；地位愈低者，鋪填之青膏泥也往往愈薄，

甚至不以青膏泥充填密封。與中原地區墓葬在墓坑中大量使用積石積炭的做

法有明顯的不同，37由此可知，因地理位置的不同與受西周王室統治影響的

程度不一，使得楚地與中原地區的喪葬制度有著一定程度的差異。 

（三） 棺槨形制 

江陵楚墓的葬具基本上可分為四類，計有多層棺槨、一棺一槨、單棺無

槨、無棺無槨。葬具的使用與墓主生前的身分和地位關係密切。中等以上貴

族較常使用多層棺槨；地位較低之官吏等則以第二類的一槨一棺葬具為主；

單棺無槨墓與無棺無槨墓則多屬於平民或地位更低者。 

戰國時期江陵楚墓的木棺有懸底弧棺、38懸底方棺、長方盒狀棺（平底

方棺）三種，不論是多重棺槨、一槨一棺或單棺墓，必然安置懸底棺木；長

方盒狀棺僅出現於葬具為多重棺槨墓中，主要作為外棺之用，內棺仍為懸底

棺。江陵懸底棺的特點是，底板薄、懸空度高，棺木整具只以榫卯接合，不

用暗楔或栓釘等。39外部的槨底部通常放置兩根橫墊木將木槨架高，槨內利

用立柱、橫樑和隔板把槨室分成幾部分，40一般有棺室、頭箱，棺室、頭箱、

邊箱，棺室、邊箱等幾種區隔方法，除以隔板把棺室與頭箱隔開外，少數墓

                                                      
37 王從禮，＜楚墓葬制分析＞，頁103。 
38 江陵楚墓為何普遍使用弧形懸底棺（即懸底弧棺），其原由眾說紛紜，但主要是與時間、地域

差異有關，可參考曹傳松，＜澧水下游楚文化分期及其相關的兩個問題＞，《楚文化研究論集》

第一集（湖北：荊楚書社，1987年）。曹傳松，＜楚墓懸底棺新析＞，《楚文化研究論集》第

四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年），頁315-323。 
39 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考古學報》，1982：2，頁158-159。 
40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新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年（1949-1979）》，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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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現設門或窗作為區隔。41木槨內分室的多寡往往也與墓主的身分財富有

關，亦即財富地位愈高者，其木槨所分隔之空間較多，反之較少。 

在發掘楚墓過程中常可看到包括身分較高的貴族墓，一般貴族乃至平民

墓，大多數可見木棺或木槨外被捆束的現象。除用以加固棺木外，也應是當

時禮制的反映。42 

通常一座墓內僅葬一人，但江陵一帶出土的戰國墓中如雨台山M483、

M463兩座戰國墓中各置雙棺，江陵葛坡寺M41也置雙棺，推測應是夫婦合葬

墓。其棺槨規制與獨葬者並無差異，雙棺形制相同、大小相同，同置於一槨

室內。43 

       
        圖3-1  楚墓槨室示意圖                    圖3-2  楚墓木棺結構示意圖 

A.蓋板 B.分板 C.牆板 D.擋板 E.底板 F.墊木         A.蓋板 B.牆板 C.擋板 D.底板 E.墊木 F.木楔 

G.隔樑 H.隔板 S.門板                             1.子母口 2.半肩透榫 3.淺槽套榫 4.鎖榫 

不少楚墓出土之槨蓋板、槨底板與棺蓋板上鋪蓋大竹蓆、竹簾和竹網等

物，這些竹蓆或葦蓆，大多是數張平鋪為一層。例如江陵太暉觀五十號墓，

棺蓋板上縱列8根竹片，每一竹片間用3組細篾組成竹簾，竹簾上另鋪一條絲

織物。再如江陵溪峨山五號墓棺蓋板上鋪蓋的竹簾，是由19根長210公分、

寬1公分的長條形竹片縱列棺蓋上，配合14根長60公分、寬1公分，分為七道

                                                      
41 包括太暉觀M50、雨台山M554、M166、李家台M4等墓。 
42 王從禮，＜楚墓葬制分析＞，頁105。 
43 同上註，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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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條形竹片編織而成的。江陵雨台山二六三號墓的棺蓋板上，也有一件形

制與太暉觀五十號墓竹簾大致相似的竹簾。江陵葛陂寺三十四號墓棺蓋上發

現有殘竹條，學者推測可能也是竹簾。44沙冢一號墓的內棺蓋板上，放置一

件彩漆竹蓆。可知這些竹蓆、竹簾等應當是專用於喪葬的。 

表3-1                江陵楚墓出土竹蓆統計表             單位：公分 

地點 名稱 數量 層數 長寬 編織紋 

太暉觀M50 蘆蓆 2  155×136 人字形 

藤店M1 竹蓆   只有竹蓆痕跡  

拍馬山M23 竹蓆    人字形 

葛陂寺M34 竹蓆 1 1 308×126 人字形 

馬山M1 竹蓆 1 1  人字形 

望山M1 竹蓆 3 1 366×220 人字形 

望山M2 竹蓆  1 504×282 人字形 

望山M3 竹蓆  1 只有竹蓆痕跡 人字形 

沙冢M1 竹蓆 2 2 190×100 人字形 

溪峨山M2-M7 竹蓆 6 1 只有竹蓆痕跡 人字形 

雨台山M345 竹蓆 6 2  人字形 

雨台山M555 竹蓆 6 2  人字形 

天星觀M1 竹蓆 9 1 480×330 人字形 

另外，部份墓葬還在棺底板或雕花板上發現小竹蓆，這些竹蓆幾乎全為

人字形紋編織，雖未必專用於喪葬，但皆作為裹屍之用，與槨蓋板上鋪置的

竹蓆並不相同。45 

                                                      
44 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139-140。 
45 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138。郭德維，＜江陵楚墓論述＞，《考古學報》，1982：

2，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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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陵戰國楚墓尚有一項特色，就是棺槨中常見笭床或雕花板的設置，期

上皆負載著墓主人的屍身，因此部份學者認為笭床即史料中所記載的「靈

床」。46據《禮記‧喪大記》記載人，「始死，遷尸于牀。」47意指當時人們在

人剛死時，就將屍體遷於靈床之上，待下葬時再隨屍體一同葬入棺中，象徵

生活中的「床第」。此與中原「床」不葬入棺中的習慣不同，一方面說明了

楚人對亡與生抱持相同的宗教觀念外；一方面也與當地氣候潮濕有關，在屍

體下墊笭床或雕花板，有防止屍體接觸地下水、防潮、防腐的功能，48這樣

獨特的習俗在同時期其他諸侯國墓葬中未見。 

三、 葬式 

（一） 仰身直肢葬 

    由於江陵一帶地下水位較高，造成某些墓葬在發掘前就已浸滿地下水，

導致棺槨傾斜；也因為江陵墓葬被發現常是因工程施工所致，所以部分墓葬

的封土或墓穴被擾亂；又因為江陵楚墓被盜擾者極多，使得楚墓在出土時有

不少棺槨內的人骨架呈現凌亂的狀態，無法準確了解其葬式為何。幸運的

是，有更多的棺槨出土時，雖人骨架已腐朽，卻仍清楚看到其埋葬時的葬式。

49目前已出土的戰國時期江陵楚墓中，凡葬式清楚者，幾乎全為仰身直肢葬

之式，僅太暉觀50號墓例外，該墓除葬式為屈肢葬，異於其他江陵地區楚墓，

其木槨內的仿房屋結構也有別於此地區或鄰省戰國時期的楚墓，因此學者懷

疑此墓或許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50 

                                                      
46 王從禮，＜楚墓葬制分析＞，頁105。 
47 ﹝唐﹞孔穎達等撰，《禮記注疏》，卷44，＜喪大記＞第二十二，頁769。 
48 賀剛，＜“笭床”正義＞，《江漢考古》，1991：4，頁90-91。 
49 墓葬方向的判斷，除以墓主人骨架的頭向做為依據，也可以棺槨內頭箱位置或禮器、鎮墓獸等

放置位置作為判斷，多數禮器與鎮墓獸等隨葬物放置於頭端或頭箱中，僅偶有例外，因此仍可

做為判讀的依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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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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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周以來，墓主人的屍體多是仰身直肢葬，但到了戰國時代，除了南

方的楚國外，黃河流域的秦、韓、魏、趙、燕等國都在不同程度上流行屈肢

葬。特別是西方的秦，在許多墓地裡，採取屈肢葬的墓佔相當大的比例，墓

中屍體側身而臥，四肢蜷曲，51有些屍體蜷曲特甚，脛骨和肢骨的夾角大多

在40°以下，甚至重合在一起，52明顯與同時期江陵楚墓葬式不同，說明仰身

直肢葬確實是戰國時期江陵楚墓的一項特點。即使未來考古可能發現其他葬

式，恐尚難以推翻江陵楚墓以仰身直肢葬為主要埋葬習俗之事實。 

（二） 頭向 

    考古發掘證明，除雨台山的楚平民墓地墓向和死者頭向比較複雜外，其

他處於縱向山嶺的楚貴族墓葬皆作東西向，死者頭向皆向東。若將江陵一帶

戰國楚墓包括貴族、平民墓等進行整理，可發現當地戰國楚墓的墓坑方向較

為規律，其中以東向和南向居多。 

一般而言，地位較高的貴族墓地，其方向多為東向，偶爾出現南向；地

位較低的貴族和庶民墓地則較多為南向，東向次之，向北、向西者數量相對

較少，少有例外。53如太暉觀楚墓群為庶民及下層貴族之墓，十座楚墓中向

南者五座，54佔了半數；又如溪峨山楚墓，其出土楚墓皆為一棺一槨墓，按

照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內對楚墓等級的劃分來看，此種規格的墓葬應屬

士大夫階級墓，屬下層貴族，其墓葬方向亦以南向為主。反觀其他地區的楚

墓，如長沙地區楚墓則是東、南、西、北四向俱全，55不如江陵楚墓來得規

                                                                                                                                       
57。 

51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考古》，1981：5，頁452。 
52 參閱郭德維，＜蜀楚關係新探—從考古發現看楚文化與巴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91：1，

頁93。 
53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年來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考古五

十年》（北京：文物出版社，1999年），頁284。 
54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江陵太暉觀楚墓清理簡報＞，《考古》1973：6，頁337。 
55 張正明，＜楚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9：12，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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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秩序。 

    宋公文等學者認為江陵戰國楚墓之所以擇南北走向的崗地作墓地，是為

了將死者頭軀無所遮擋的朝對東方，即楚族的起源地，以實現死者亡魂歸依

故土的願念，56而所謂的正統楚族指的大多是地位較高的楚國貴族，因此地

位愈高者，頭向東也就愈多；至於地位較低的貴族或平民則可能是當地原有

楚蠻後代，或是其他地區移民至楚者，因此頭向有所不同。另外，頭向也可

能與地形有關，即葬於縱嶺者，其墓葬多東西向；葬於橫向山嶺者，其墓葬

多南北向，相關討論不一而足。總之，相對於黃河流域各國墓葬和江陵以外

楚墓葬，江陵一帶的楚墓在頭向上朝東、朝南者明顯多於其他方向，不同地

位者的墓葬頭向也往往有所不同，可見江陵楚墓的頭向較為規律。 

四、 隨葬器物 

（一） 放置位置 

    棺槨與隨葬品在不同規格的墓中明顯不同，類別較高的貴族墓，槨分多

室、棺有多重，隨葬器物以青銅禮器為主，其餘各類型隨葬物品亦應有盡有。

稍次的墓為青銅禮器與仿銅陶禮器同出一墓，57有時還會連帶出土實用陶器

或陶質明器。類別較低的士階層墓葬和庶民墓，棺槨多為一棺一槨或單棺，

隨葬器物以仿銅陶禮器和實用陶器為主，58銅器較少。另外，江陵地區極少

出土無棺槨之墓，這一類的墓有時甚至沒發現任何隨葬器物，推測其墓主生

                                                      
56 宋公文、張君，《楚國風俗志》，頁191。 
57 如江陵望山一號墓，陶器部分，除出土仿銅陶禮器外，也出土鼎、敦、缶、壺、盤、匜等的青

銅禮器。 
58 舉例來說，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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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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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致分

為仿銅陶禮器及日用陶器兩大類。 



．130．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活應更為貧困。59 

    這些不同種類的隨葬器物的放置位置，在戰國時期的江陵墓地中可以發

現有一定的規律可循。例如楚人墓葬中獨有的鎮墓獸，一般放置於頭箱。例

如望山一、二號墓，江陵馬山磚廠二號墓，江陵秦家嘴一號墓，江陵雨台山

二一四號墓，江陵太暉觀六號、十八號楚墓等，其鎮墓獸皆放在頭箱內。60 

但仍有例外，即某些鎮墓獸並不是固定放置於頭箱的，而是放在邊箱。

例如沙冢一號墓的南邊箱放置一座單頭單身鎮墓獸，秦家嘴二號墓的鎮墓獸

也放置於邊箱中。顯然並不是所有的鎮墓獸皆放置於頭箱，這是否表示鎮墓

獸擺放的位置其實並無規律？要解決此一問題，還要看到與鎮墓獸同出的隨

葬器物。 

鎮墓獸僅在單棺墓和不隨葬仿銅陶禮器或銅禮器的一棺一槨墓中才沒

有隨葬，顯然它已普及至士階層的低階貴族墓葬。61此外鎮墓獸通常並不單

獨擺放，大多數的鎮墓獸常伴隨著其他類型的隨葬器物一同出土。例如望山

一、二號墓，與鎮墓獸同出的隨葬器物包括青銅鼎、敦、壺、盤、匜等銅禮

器和陶鼎、敦、簠、壺、盉等仿銅陶禮器。62馬山磚廠二號墓，與鎮墓獸同

出的有陶鼎、敦、壺等陶禮器。63秦家嘴一號墓，其鎮墓獸與陶鼎、敦、壺

等陶禮器共出一室。64雨台山二一四號墓，鎮墓獸置於頭箱，同時出土陶壺、

                                                      
59 江陵秦家嘴楚墓中有一座墓出土時並無葬具，按照《楚系墓葬研究》所述，此墓應屬無經濟能

力進行埋葬者之墓。 
60 部份學者認為鎮墓獸之所以放置於頭箱中，與鎮墓獸的作用密切相關，主要是用於保衛墓主屍

體與靈魂，使其不受外在邪靈的侵擾傷害，而頭部正是人死後靈魂出入的關鍵通道，因此將鎮

墓獸擺放頭端正與其護衛墓主靈魂的概念相契合。詳見潘佳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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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東聯著，＜“鎮墓獸”辨考＞，《江

漢考古》，1994：2，頁54-59。蔣衛東，＜「鎮墓獸」意義辨＞，《江漢考古》，1991：2，頁

44。陳躍鈞、院文清合著的＜“鎮墓獸”略考＞，《江漢考古》，1983：3，頁63-68。 
61 楊怡，＜楚式鎮墓獸的式微和漢俑的興起—解析秦漢靈魂觀的轉變＞，《考古與文物》，2004：

1，頁55。 
62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江陵望山沙塚楚墓》，頁41-7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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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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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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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鼎、壺等銅禮器與陶禮器。65太暉觀六號和十八號楚墓，頭箱中除鎮墓獸

外，還有陶鼎、簠、壺、盉等陶禮器。66沙冢一號墓的鎮墓獸雖未放在頭箱，

反改放在南邊箱內，但仍同出陶鼎、簠、敦、壺等陶禮器。秦家嘴二號墓的

鎮墓獸，也與銅鼎、敦、壺等銅禮器同出於邊箱67。由以上例證可知鎮墓獸

雖以放置頭箱為主，但真正對於鎮墓獸的擺放位置發揮影響的應該是銅、陶

禮器的放置位置，也就是說鎮墓獸這種專供喪葬用的明器，大多與青銅禮

器、仿銅陶禮器同出一室，缺少這些標誌身分禮器的中小型墓葬中便無鎮墓

獸出土，這是戰國時期「楚人有意識安排的必然結果」。68 

楚人葬俗中為使逝者仍能享有生前的一切，甚至更好，而盛行厚葬，目

前所出土的江陵楚墓除隨葬各式青銅、陶、漆器等，也隨葬鎮墓獸、虎座飛

鳥等明器，另外在有青銅禮器或成套仿銅陶禮器的有棺槨的貴族階層墓中還

發現了代替家僕奴隸的木俑。楚墓中的隨葬俑人在不同等級的墓中，使用數

量也不盡相同，大多是以二件俑為原則。69木俑一般放置於槨室的邊箱中，

按照木俑的身分與功能依序排列，地位較高或較親近墓主生活者，型體往往

較大並排列在前方，負責農耕養畜者地位較低，因此體型較小，並排列於後

方，即使是木俑也有等級差異。 

    江陵戰國楚墓因其時代背景影響，使得當地凡墓主人為成年男性的墓葬

均隨葬兵器，特別是劍，絕大多數出土兵器的墓葬都出土劍。劍，由於體型

較長，故一般放置在邊箱或棺外墓室中，其他兵器亦同。絲麻織品除竹蓆、

蘆蓆等用於喪葬者外，其餘衣衾服飾及飾品等因多為墓主生前實際使用之

物，因此多放置在棺中墓主身旁或穿在墓主身上。玉器具趨吉避凶之義，所

以仍以放置墓主身邊為主。青銅禮器與仿銅陶禮器出自一槨一棺以上規格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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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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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荊沙鐵路考古隊，＜江陵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頁36-42。 
68 陳振裕，＜略論鎮墓獸的用途與名稱＞，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498。 
69 邱東聯，＜楚墓中人殉與俑葬及其關係初探＞，《江漢考古》，1996：1，頁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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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出土時多放置在頭箱中，若無頭箱者則放置在邊箱內。實用陶器、木器、

竹簡木牘等或存放於邊箱、足箱，或放在棺外墓室內；70若為帶龕墓，則將

陶器放置壁龕中。 

    如此看來，戰國時期江陵楚墓的隨葬器物擺放並非雜亂無章、隨意放

置，應是有計畫、有意識的安排，或與其宗教觀念相合，或與日常生活習慣

有關。不同器物各安其所，似乎也可視為楚人對於社會與人倫秩序的一種表

現。 

（二） 器類 

    戰國時代江陵地區楚墓出土的隨葬器物種類繁多，以材質區分，可大致

分為銅器、陶器、漆木竹器、玉器、絲麻織物等；按用途區分則包括禮器、

71日常用器、明器。這些隨葬器物的組合形式與隨葬數量依墓主身分地位及

墓葬等級的不同而有差異。 

    江陵戰國楚墓出土銅器大多屬於青銅禮器，包括鼎、簋、鬲、豆、敦、

盤、匜、鐎壺、罍、勺、匕、爐、炭簍、箕、漏鏟等；另外還有銅質兵器，

以及樂器編鐘、鏤空杯、器蓋、鏡、鎮等生活用品，車轡、馬銜、鳳鳥首飾、

泡、環、鈴、車蓬構件、蓋弓帽等車馬器。禮器與兵器外的銅器，幾乎皆為

大、中型墓葬出土之物，換言之，凡能隨葬銅器者，皆為貴族墓或富裕者之

墓，一般平民是無法使用青銅器的。 

由於禮樂器的使用是按照禮制規定，是貴族與一般庶民的重要區別，因

此使用青銅禮器者皆為貴族，且級別愈高，所用銅禮器也愈多。按照劉彬徽

《楚系青銅器研究》一書的看法，認為楚國封君階級一類的高級貴族墓仍保

有周禮中「九鼎八簋四簠」的禮制，而各類銅禮器及盛食器、酒器、72水器、

                                                      
70 指單棺墓或無棺墓。 
71 又分為銅禮器與仿銅陶禮器，參見楊定愛，＜江陵地區東周墓葬日用陶器年代序列＞，《江漢

考古》， 2002：2，頁56。 
72 其中如盉、罍等均屬酒器，楚墓中隨葬酒器主要是受到商代青銅文化的影響，詳見郭寶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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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器等不單不缺乏，一般出土數量都在一種一件以上，且每件隨葬器物上都

有繁複華美的裝飾花紋或其他的附加裝飾，整墓的隨葬器物數量皆在數千件

甚至萬件以上，相較於一般的貴族墓所出土之隨葬器物數量及種類的繁眾遠

遠高出許多。可惜的是江陵目前出土楚墓中，僅有天星觀一號墓可列入此階

層，卻因嚴重被盜擾，使得天星觀一號墓無法充分印證上述對高級貴族墓的

解釋，該墓挖掘出的僅存的銅製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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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從其僅

存隨葬物品的種類與數量判斷，被盜掘前的天星觀一號墓必然擁有數量極為

龐大的隨葬青銅禮器。 

    規模次之的墓其禮器的典型組合在戰國早期是鼎、簠、敦、壺、盤、匜，

74事實上「敦」在春秋晚期就已經出現於楚墓中，直到戰國早期才成為一種

普遍的隨葬器物。75戰國中期的禮器典型組合是鼎、敦、壺、盤、匜，以江

陵望山一、二號墓和李家台四號墓為代表，但仍有些墓群只有鼎、敦、壺三

種，與此同期的藤店一號墓中未出敦改出豆為一特例，尚不足以動搖上述的

禮器組合型態。76戰國晚期的禮器組合則為鼎、盒、壺、盤、匜或是鼎、盒、

壺，可以張家山201號墓與雨台山480號墓為代表。整體觀之，此類規模墓葬

隨葬禮器組合的變化是到戰國時代，敦在墓葬中的角色愈來愈重要，成為自

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主要的禮器器種之一，直到戰國末期才衰落，轉而以盒

                                                                                                                                       
周銅器群綜合研究》（北京：文物出版社，1981年），頁12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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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其中升鼎

為楚所獨有的器型，據皮道堅在＜春秋楚銅器造型研究＞一文所言：「升鼎器形高大，束腰平

底侈口，器身內收形成輕靈的弧線…一對呈弧形外撇的大耳之於方折的口沿之上，賦予大鼎凝

重的體態以張揚的動勢。三隻獸蹄足穩健的托起平底，足根部位於平底外圈之內，正面看去由

頂耳過腹到足底亦形成兩條大的弧線……。」（載於《楚文藝論集》（湖北：湖北美術出版社，

1991年），頁219-220。）與戰國時期中原鼎形並不相同。 
74 劉彬徽，＜楚國青銅禮器初步研究＞，《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年會論文集》（北京：文物出版

社，1985年），頁113。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0卷‧東周（四）》

（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年），頁9。 
75 劉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5年），頁8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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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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合器形之一。至於簠，則時代愈晚，其出土比例愈下降，到戰國中期以

後已不見組合中有簠，換言之，戰國時期敦逐漸取代簠，至戰國晚期敦又被

盒所取代。另外，壺在戰國時也逐漸取代了春秋時期盛行的缶，禮器中只有

鼎、盤、匜是始終存在的，但盤、匜偶爾有缺，所以嚴格來說，只有鼎是自

始至終貫穿整個東周時代的，唯形制早晚略有不同，其中以束腰平底升鼎和

小口鼎最具楚文化特色。77 

    規模更小的墓出土禮器組合或者不齊全，或者全缺，戰國時期此類墓葬

禮器組合情況大致是鼎、壺，或只有鼎。隨葬器物組合具有地域特色。事實

上，許多貴族階級的下層份子和庶民階級的上層份子，在墓中使用的隨葬「禮

器」並非青銅器，而是模仿青銅器而製作的陶器。78 

銅製兵器盛行，包括劍、戈、矛、戟、弓、盾、甲等。凡戰國時期的江

陵楚墓幾乎每一墓都出土數量不一的銅製兵器，僅雨臺山的楚墓就出土了青

銅劍一百七十二件，其中屬於戰國時代的一百六十一件；79天星觀曾經被盜

掘的一號墓則出土了青銅劍三十二件，創單墓出土青銅劍的最高紀錄。當墓

主為成年男性時，不論其身分是貴族或平民，幾乎每墓皆出銅劍，這或許與

當時戰爭頻繁有關。另外銅鏡數量極少，且多為素面鏡，與長沙大量出土且

紋飾繁美的銅鏡全然不同。銅製帶鈎出土比長沙更多，80亦為當地特色之一。 

隨葬陶器種類亦多，計有鼎、簠、敦、壺、罍、奠缶、缽、盉、罍、鬲、

盂、豆、罐、長頸壺、鈁、匜、盤、勺、鼓等日常生活用具或仿銅陶禮器，

和陶製的鳥、虎座飛鳥、俑等明器。隨葬陶器墓以中小型墓居多，有時甚至

成為墓葬中最主要的隨葬物品；大型墓雖也偶有日用陶器隨葬，但並非其隨

葬品中最重要的部份。 

                                                      
77 彭明麒，＜考古楚文化名實辯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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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78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頁452。 
79 主要是早期和中期。詳見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雨臺山楚墓》（北京：文物，1984年）。 
80 詳細資料可參考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頁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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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銅陶禮器的組合，在江陵地區主要有鼎、簠、壺和鼎、敦、壺兩種，

鐎壺也常見，極少出現鼎、盒、壺的組合。恰恰與長沙地區鼎、敦、壺與鼎、

盒、壺並出，鼎、簠、壺罕見的情形相反。81因戰國時代僭禮與厚葬風氣甚

盛，在人們無力隨葬青銅禮器的情況下，仿銅陶禮器日亦普遍，大多數的楚

墓群皆有此類陶禮器出土。 

仿銅陶禮器外的日用生活陶器種類亦眾，多數陶器出土時有使用過的痕

跡，顯示這些隨葬的日用陶器可能為墓主生前實際使用過的器具。其中最具

特色者為長頸壺。 

長頸壺為楚文化中所特有的楚生活用器。在楚郢都附近江陵一帶楚墓的

日常實用器物組合中，多有此物。有學者認為「它是東周時期楚文化中最具

有特徵的楚器之一，為同期其他列國文化所不見。」82楚墓中的長頸壺大約

出現於春秋晚期，並於戰國早中期廣泛流行，至戰國晚期逐漸絕跡。主要出

土於江漢平原西南部江陵一帶的楚墓，其他地區極少，例如鄂西地區的當陽

楚墓中，僅有極少數的長頸壺出土；長沙楚墓中雖亦隨葬陶壺，但甚少發現

長頸壺類的楚器；中原地區的東周墓中，則完全未見此種類型的器物。長頸

壺因此成為江陵楚墓與其他地區墓葬間的一大差異。 

漆木竹器是戰國楚地隨葬的重要部份，由於楚地多漆樹，加上楚人重視

宗教、充滿想像的民族性，使得楚漆器不僅數量、種類多，裝飾也較為精美。 

漆木竹器可大致分為生產用具、生活用具、兵器、車馬器、文具、樂器

和笭床、漆木棺槨、雕花板等喪葬用具類型。包括虎架鳥座鼓、鹿鼓、瑟等

樂器，座屏、圓盒、樽、豆、卮、耳杯、几、拐杖、梳、篦等日常生活用品，

神樹、83木俑、虎座飛鳥、鹿等喪葬用品，六博、繞線棒、環等雜器，笥84、

                                                      
81 張正明，＜楚文化的發現與研究＞，頁5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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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83 神樹是一種極為少見卻又相當特殊的隨葬器物，它既不是青銅的，也不是陶製的，而是以一棵

自然樹為原型髹漆而成的，與其他地區出土的刻意製作的神樹有所不同。參考張華珍、項章，

＜楚「神樹」研究＞，《江漢考古》，2003：3，頁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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蓆、筐、簍、枕、扇、籃、圓盒、算籌等竹器以及竹簡木牘等文書工具。85 

透雕的漆木器較為常見的有透雕座屏、作為葬具的笭床、隨葬用的辟

邪、86鎮墓獸和虎座立鳳。 

鎮墓獸為楚墓中所獨有，其他地區墓未見或少見之物。戰國楚墓隨葬鎮

墓獸現象較其他地區更為普遍，湖南楚墓僅出土兩件，河南楚墓出土一件，

他處無所見。根據現已發表的資料來看，湖北江陵出土最多。 

鎮墓獸是楚人宗教信仰的延伸與象徵，大多放至於頭箱中或棺室頭端，

期望藉此鎮邪避凶，保衛墓主不致受到外在邪靈的侵擾。其型態由一開始雕

刻不精的獸面，到後來呈現出兇惡表情、齜牙裂嘴模樣，又在戰國晚期時轉

變為人面形象，由此可看出鎮墓獸也因時代不同而有其自身獨特的演變序

列。鎮墓獸可分為雙首與單首獸，通常地位較高、墓葬規模較大者隨葬雙頭

的鎮墓獸，地位較低或墓葬規模較小者則隨葬單頭的鎮墓獸。不論是何種型

態的鎮墓獸，頭上大多冠上鹿角，藉以突顯其神聖性。鎮墓獸大多隨葬於有

槨室的墓中，一般一墓只出一件。87換言之，鎮墓獸雖為楚人獨特信仰及葬

                                                                                                                                       
84 竹笥的出土情況為：湖北江陵望山M1有23件、M2有7件，太暉觀M50有1件，藤店M1有1件，雨

台山30多件，拍馬山M23有1件、M19有3件，武昌義地M8、M9、M10、M15各有1件、M11有2
件，溪峨山M3有2件、M5有4件，馬山M1有11件，天星觀M1有1件。其中只有江陵望山M1出土

的8件竹笥是方形，江陵拍馬山M39出土的2件、馬山M1出土的1件則是圓形竹笥，其他全部都

是長方形竹笥。 
85 「竹蓆」計出土江陵望山一號墓8件、沙冢一號墓2件、溪峨山七號墓1件、馬山一號墓2件。其

中望山一號墓與沙冢一號墓的竹蓆是捲起入葬的，據望山二號墓竹簡記載，竹蓆在捲起後又裝

於帛袋中方才入葬，但因這座墓的竹蓆與帛袋均已朽壞，故無法確知竹簡記載的正確性。「竹

簍」在江陵溪峨山三號墓、江陵武昌義地九號墓各出一件。「竹扇」僅在江陵馬山M1出土一件。

江陵雨台山楚墓中曾發現過竹籃，但形制與數量均未報導。轉引自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

究》，頁144。 
86 僅見一件，出土於江陵馬山一號墓。全件用一棵樹根雕成，虎頭、龍身、四足、捲尾，頭部的

眼、耳、鼻、口、鬚俱全。口微張，齒稍露，似有所見而欲噬。四腿皆長，雕為竹節狀。右側

前腿上雕一蛇蜿蜒而行，右側後腿上雕一蛇方噬一蛙，左側前腿上雕一蜥蜴方噬一雀，左側後

腿上雕一蟬。利用樹根天然的彎曲形狀和四個分枝天然的伸向，顯示游走之狀。右側兩足俱在

前而左側兩足俱在後，當因受分枝朝向的限制，不得不然，但增添了怪異感。見張正明，《楚

文化史》，頁189。 
87 鄭曙斌，＜楚墓帛畫、鎮墓獸的魂魄觀念＞，《江漢考古》，1996：1，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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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表現，卻並非每座墓都有出土。 

其中虎座飛鳥與鎮墓獸同為楚墓中獨有之物，一般認為其作用類似於鎮

墓獸，具有鎮邪避惡的功能；若架上鼓就成為一種楚地獨有的樂器，稱為虎

座鳥架鼓或虎座鳳架鼓。 

虎座鳳架鼓集中出土於江陵一帶，湖北以外地區則僅見於信陽和長沙的

楚墓。長沙曾發現龍座鳳架鼓，以相蟠的雙龍代替背向的雙虎，與江陵虎座

鳳架鼓的共同點是：鳳較為高大，虎或龍較短小；鳳呈軒昂之勢，虎或龍則

顯得瑟縮。張正明認為這與楚人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意識有關。原因在於江陵

一帶靠近崇拜虎的巴人的聚居地區，長沙一帶的土著則是崇拜龍的越人，而

楚國江陵本身崇尚鳳，故江陵一帶出土的這類鼓提升了鳳的地位而委屈了

虎，長沙一帶出土的這類鼓則是選擇委屈了龍。88 

隨著社會的進步，生產力的發展，用人來陪葬，愈來愈受到非議。因此

進入戰國以後，用人來陪葬的現象愈來愈少，在江陵地區的戰國楚墓中就未

發現人殉，改而隨葬木俑。當然隨葬木俑的墓為隨葬青銅禮器或成套仿銅陶

禮器的一棺一槨以上的貴族墓，89一般人活著時沒有僕人的伺候，死後也是

如此。楚墓中木俑的特殊處在於從木俑的髮型、服飾都可看出當時楚人的服

飾裝扮風格，也就是說這些木俑充分表現出楚人的生活實景。而其以漆塗木

俑的裝飾方式在江陵以外的楚墓較少見此現象，因此江陵楚墓中的木俑形制

與其他地區同時期的墓葬是不能輕易畫上等號。 

表3-2                江陵地區出俑楚墓統計表 

墓葬 出土木俑 葬具 

溪峨山M3 / 一槨一棺 

同M7 / 一槨一棺 

時代 

 

 

戰國 同M2 / 一槨一棺 

                                                      
88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88。 
89 詳見表3-2，以及邱東聯，＜楚墓中人殉與俑葬及其關係初探＞，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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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M6 / 一槨一棺 

同M5 木俑2 一槨一棺 

雨台山21號墓 木俑2 一槨一棺 

藤店M1 / 一槨二棺 

中期

前段 

馬山M2 木俑26 一槨二棺 

天星觀M1 / 一槨三棺 

望山M1 木俑8 一槨二棺 

戰國

中期

及中

期後

段 

馬山M1 木俑6 一槨一棺 

楚墓出土的竹器，大部分置於槨室裡的頭箱、邊箱等器物箱裡；若是無

槨楚墓，則放置在棺外的器物箱裡或棺外的頭端。其中較特殊者是竹簡木牘。 

戰國楚墓所出楚簡的內容涉及層面相當廣泛，舉凡楚國當時的社會狀

況、官職名稱、司法制度、土地制度、戶籍管理、埋葬制度、生活習俗、宗

教祭祀與占卜，90以及考定各種器物的名稱、用途和製作工藝等，皆在楚簡

中有所記載。一般而言，楚簡中較常出現的是卜筮的紀錄，是楚簡中很重要

的部份，數量僅次於記載隨葬物品種類、數量、排序等的遣策。將這些楚簡

與後來同地區的秦簡相對照可以看出楚國的簡牘制度對秦漢的簡牘制度應

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例如考古發現江陵九店出土的楚簡內容在雲夢睡虎地秦

簡《日書》中繼續沿襲，在遣策的簡文中所記錄隨葬品排列有序的情況，在

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墓所出土之木牘和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西漢墓中出土

的竹簡，也可看到。91楚國的竹簡制度受到秦與西漢的繼承。 

                                                      
90 楚人的占卜紀錄包含祭祀祖先、貞卜前途、健康禍福、遇事吉凶等內容，也包括禱詞、禳除等

趨吉避凶的活動內容。禱詞、禳除的詳細內容可參考李零，《中國方術考》（北京：東方出版

社，2000年），頁278。或者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湖北：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年），

頁150。 
91 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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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江陵地區戰國楚墓出土的簡牘，不乏各式各樣珍貴的社會呈現和墓

主相關資料的記載。以望山一號墓為例，簡牘出土時雖因墓內積水的浸泡和

器物的疊壓，使得竹簡受到損傷因而殘斷不全，但仍有部份內容可供判讀。

這些殘存的簡最長者有39.5公分，最短的只有1公分多，平均在10公分以下。

總計共有207枚，每一枚簡的上、中、下部份各有一個契口，中間的契口大

多與上、下契口等距，不少契口處還殘留著編連竹簡的細線。每簡所寫字距

疏密不一，平均在6-15字之間，最多可達30字，總計約一千餘字，所有簡文

都以墨書寫在竹黃面。特別的是每簡契口上下的文字間距皆較其他文字間距

大，故而推測簡冊是先編連後書寫的。92竹簡內容主要與卜筮有關，是墓主

劭固多次祭祀已故的先人的卜筮紀錄，93及與自身有關的貞問內容，94主要可

分為三類，一是「走趨事王；大夫」能否「得事」，二為「出入侍王」之事，

三記貞卜疾病的吉凶，屬墓主人生前求占問卜的紀錄。 

整體而言，戰國時期的江陵楚國墓葬所出土的漆器群因墓葬類型與等級

的不同而存在差異。其中以戰國中期出土數量最多，紋飾最為華美；其次是

戰國晚期；再次是戰國早期，墓葬出土漆器數量最少，製作也較為粗糙。95 

玉石器共有玉璧、玉環、玉珮、玉杯、玉俑、石圭、石磬、骨管、瑪瑙

杯、角質器等，一般隨葬於級別較高的貴族墓中，庶民階層則因財富不足而

無法隨葬此類器物，所以出土數量並不多。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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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8。 
93 包含簡王（柬大王）、聲王（聖王）、悼王（劭王）、東宅公、王孫喿，即劭固的五世先人。 
94 據胡雅麗在＜楚人卜筮概述＞一文中認為這些貞卜簡文：「是在占卜活動完成之後，依照當時

的通行慣例，將占卜事由及所得兆象、卦畫紀錄在策，以便年終驗證的占卜備忘錄。……所占

卜內容，均與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社會生活、身體狀況密切相關。」亦即《周禮‧春官‧

占人》所言：「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歳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注：「既卜筮，史

必書其命龜之事及兆於策，繫其禮神之幣而合藏焉。」依序參考胡雅麗，＜楚人卜筮概述＞，

《江漢考古》，2002：4，頁70-74。﹝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春官宗伯》，

卷24，＜占人＞，頁764。 
95 陳振裕，＜戰國時期楚漆器群研究＞，《考古學研究（五）下冊—慶祝鄒衡先生七十五壽辰暨

從事考古研究五十年論文集》，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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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麻織物出土時大多已毀壞，僅馬山一號墓出土的織品較為豐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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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難看出當時織造與裝飾技藝之高超，此墓因此被

稱為「絲綢寶庫」。96 

從以上論述可以發現，從隨葬物品的種類、材質與數量，以及墓葬的葬

制規模皆可看出江陵楚墓有較為明顯的社會地位差異。當地隨葬器物的組合

形式有別於其他地區，有其自身特色，且因時間的推移，以及墓葬等級的差

別而有不同的發展與變化。實際上，墓主地位愈高、規模愈大的墓，隨葬的

禮器組合往往愈齊全，有時一些較大的楚墓，可以同時見到兩組以上不同類

型的器物組合，其中以鼎、敦、壺與鼎、簠、壺同出一墓者最多。 

    從隨葬器物使用的材料也可看出墓葬規模之不同，全使用銅禮器隨葬的

墓葬比銅、陶禮器混合使用的墓級別更高，一般屬上層貴族墓；隨葬銅大鼎

之墓比隨葬陶大鼎墓級別更高。而銅或陶鼎越大、越重，或銅禮器愈多，97也

表示墓葬及墓主的身分級別越高。98 

    但雖然古有「禮不下庶人。」之語，然而在實際的發掘中發現，江陵地

區在進入戰國中期以後，就連一些規模很小的楚墓，也開始使用仿銅陶禮

器，這些墓並非少數，且愈往後此類墓就愈多、愈普遍，因此郭德維主張這

些墓可能不會都是沒落的貴族，多數應是一般庶民。但要出成套青銅禮器的

墓，一般中小型楚墓仍是難以負荷的。所以級別較高的貴族，都用青銅禮器，

以此區別、突顯個人地位。 

其他隨葬器物如金器、玉器、絲麻織品、漆木竹器、兵器，也會因墓葬

的等級不同，而有不同的數量與品種。但在一些小型楚墓中佔重要地位的陶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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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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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指禮器中的鼎數量多，禮器的類別多，品種齊全以及組合的套數多。 
98 郭德維，＜楚墓分類問題探討＞，頁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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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器具，在大、中型楚墓中也可看到。還有不論貴族，或是平民墓，常常

有鹿角伴隨其他物品出土，例如江陵雨台山楚墓的鎮墓獸就裝飾了大量鹿

角。99顯示江陵地區戰國楚墓雖有明顯的階級差異，但差異中仍有相同處。 

各種材質的江陵戰國楚墓隨葬物，器類繁多，依用途可分成禮樂器、生

活用器、兵器、車馬器、服飾器等，其中生活用器又可進一步細分為炊器、

盛食器、貯藏器和水器四小類，與戰國時期中原諸國情況相同。但日常生活

用具的陶器組合中常見的長頸壺和陶禮器組合中的敦、簠等，則是其他各國

墓葬中缺乏的；即使出現相同的器物，其型態和紋飾也具有自身特點，不全

同於其他地區，展現楚人獨特的藝術氣息與生活風貌。100 

（三） 裝飾風格 

    楚人因其所處地理環境與宗教信仰不同於中原列國，而造就楚人浪漫又

詭譎的藝術風貌，從戰國江陵楚墓所發掘之隨葬物品不難看出楚人的藝術風

尚及其精湛的工藝技術。雖然戰國楚之藝術風格或多或少受到中原文化與當

地苗蠻文化的影響，但在楚人創造下，這些藝術風格獲得轉化。如同陳振裕

在《楚文化與漆器研究》一書中所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裝飾紋樣，主要

是在繼承和發展商周時期青銅器裝飾紋樣的基礎上，仿製於當時楚國漆器、

陶器等器皿上優美的裝飾紋樣，取材於自然界和人類的社會生活，並依據各

類青銅器的用途與器皿造型，以及各個時期楚人的習俗與審美觀點，在青銅

器上裝飾豐富多彩的紋樣。」101楚人創造的是一種包含了沿襲與創新的獨特

美學。以下就江陵楚墓隨葬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銅器、陶器、漆木器等進行

裝飾風格的概述。 

就目前已發掘之隨葬器物看，江陵楚墓中青銅器的裝飾紋樣大致可分類

                                                      
99 劉祖信，＜荊門市包山二號墓中的幾種動物形態淺析＞，《江漢考古》，1988：2，頁70。 
100 俞偉超，＜楚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楚文化考古大事記》序＞，《先秦兩漢考古學論集》（北

京：文物出版社，1985年），頁264。 
101 見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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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形紋樣、社會生活場面五種，囊括

了楚國青銅器所有的裝飾紋樣類別。 

首先是動物紋樣。江陵楚墓出土的青銅器多埋存於貴族墓中，因此器物

上的裝飾自然是費盡心思，極力刻畫，現在可看到的紋樣包括鳳紋、犀紋、

龍紋、夔紋、虎紋、鳥紋、蟠虺紋、獸紋、獸面紋等，這些紋樣據學者們的

研究確認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就已出現，但因其後時空背景的影響而產生

變化。舉例來說，商周時流行的獸面紋，到了東周尤其是戰國時代的江陵楚

國青銅器上，數量減少了，式樣也變少了，甚至轉移成為陶器的裝飾紋樣，

而非專屬於青銅器。再例如商周青銅器上常出現以平面寫實方式裝飾的龍、

虎、鳳、鳥等動物紋樣，到戰國時期，不僅出現不少半浮雕和圓雕的紋樣，

更出現許多變形動物紋樣，較之以往更富於變化。動物紋樣的裝飾風格在戰

國早期達於鼎盛，出現不少變化，包括藉由鑲嵌綠松石或紅銅片來增加對比

色以突顯動物紋樣；在動物的頭部和身上加飾其他花紋，或以單個的動物紋

樣來構成其他圖案，使動物紋樣益加繁縟多變。 

    
                 圖3-3  動物紋（一）             圖3-4  動物紋（二） 

    1.鶴紋 2.變形鳳紋 3.羽狀紋 4.鳥紋 5.變形鳥紋   1.蟠螭紋 2.蟠虺紋 3.獸紋 4.乳丁紋 5-7獸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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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時代相同，不同地區的楚國青銅器，其動物紋樣的裝飾方式與風格

也不盡相同，即使同一種動物紋樣也有一定的差異。動物紋樣一般有單體與

多體、完整傳統式與簡化變形之別；表現手法也有平面陰線淺刻與浮雕等等

的差異。這類繁複的動物紋樣裝飾到戰國中、晚期，只有少數青銅器仍以它

們作為主要裝飾紋樣，大多數青銅器則以素面或簡單弦紋裝飾等為主。 

其次是植物紋樣。江陵戰國楚墓發現的紋樣主要有四葉紋、蕉葉紋、花

葉紋、葉脈紋、花朵形紋、花瓣紋等。大多數裝飾在青銅器的表面與銅鏡的

背面；少數紋樣以浮雕刻畫而成，但絕大部分則是呈現凹、凸線條的形式。

紋樣種類眾多，且至戰國時此類紋樣的表現手法也由單純的凹線條模印範鑄

法發展為淺浮雕與凹、凸線條模印範鑄法等。但整體而言，江陵戰國楚墓中

青銅器上的植物紋樣，主要是用來襯托動物紋樣等的裝飾紋樣，只有極少數

作為主要的裝飾紋樣。  

再次為幾何形的裝飾紋樣。主要有線紋、菱形紋、T形紋、三角形紋、

圓點紋、圓圈紋、圓捲紋、星點紋、弦紋、S形紋、Z形紋和幾何紋等。這些

紋樣大多裝飾於青銅器的表面，大多數是凹、凸線條的幾何紋樣，其中菱形

紋、T形紋、星點紋、三角形紋和弦紋等，在戰國時期的江陵楚墓中較為常

見，而戰國中期以後更是出現了以幾何形紋樣例如弦紋等，作為主要紋樣的

青銅器。 

戰國時期江陵地區的自然景象裝飾紋樣，計有雲紋、綯紋、捲雲紋、三

角形雲紋、勾連雲紋、雷紋和山字紋等。這些紋樣大多裝飾於青銅器表面，

而且和上述幾種紋樣相同，也多是凹、凸線條的紋樣。愈至戰國晚期紋樣愈

簡單。 

最後是代表楚國社會生活場面的裝飾紋樣。此類紋樣發現的數量不多，

目前只在江陵望山二號墓發掘出一件人騎駝銅燈，其他江陵戰國楚墓中則少

見或未見此種裝飾風格。 

楚青銅器的裝飾手法，分為寫實與變形誇張兩種。寫實主要有一些動物

紋樣和人類的社會生活場面，但比例不多。魚、鶴、龍、獸等動物紋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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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實，但也會使用一些誇張手法來增加畫面的美觀。事實上，在江陵發現

的戰國時期楚國青銅器，裝飾紋樣雖與中原大同小異，102但其裝飾風格與手

法完全是依據器物造型與裝飾紋樣的不同而採用相對應的裝飾手法，有效而

巧妙的將實用與美感做了結合。 

綜合言之，戰國早期盛行繁縟的裝飾紋樣風格，江陵楚墓青銅器，不論

是禮器或者明器，上面普遍裝飾各式各樣的花紋圖案，或者寫實、或者變形，

變化多端；然而到了戰國中期以後，裝飾紋樣迅速減少並且日趨簡化，至戰

國晚期青銅器已大多為素面而少有紋樣裝飾。103 

    戰國時期江陵楚墓中出土的陶器上自貴族，下至平民，其墓葬中都曾隨

葬，可見陶器並非任何階層獨有之物。事實上比起青銅器與漆木竹器，陶器

不僅數量少，其形制與裝飾都顯得較為樸素少變化。陶器的裝飾紋樣較簡

單，大都以幾何形紋樣為主，例如弦紋、S形紋等；動物紋樣和自然景象的

裝飾紋樣都較少見到；植物紋樣與社會生活場面裝飾紋樣則均未發現。除簡

單紋飾外，有不少的陶器表面呈現素面，愈接近戰國晚期，素面陶器愈普遍。 

    不論何種用途或樣式的陶器，皆可發現一定的演變趨向。以陶鼎為例，

戰國時期的江陵並存著凸棱子母口陶鼎與無棱子母口陶鼎，從戰國早期開

始，一直並行發展到戰國晚期。二者共同的演變規律是腹部由深逐漸變淺，

亦即腹部最寬處上移；底部由上凹圜底變為圜底近平，鼎足由圓形實心蹄足

變為外側圓、內側空的月牙型蹄足，最後更變為內側平的菱形實心蹄足。104 

                                                      
102 動物紋中主要有饕餮紋、夔紋、竊曲紋、蟠螭紋、蟠蛇紋、蟠虺紋、禽鳥紋、獸紋、魚紋、蛙

紋等。；植物紋中有花朵和花葉兩種；幾何形花紋主要有環帶紋、重環紋、鱗形紋、捲雲紋、

勾聯雷紋、繙聯紋、綯索紋等；圖像紋則是把人的生活描繪在圖像中。高明，＜中原地區東周

時代青銅禮器研究（下）＞，《考古與文物》，1981：4，頁82-88。 
103 隨著戰國中期後社會的逐漸世俗化，青銅器的儀式功能也日益減弱，素面銅器因此成為主流。

王紀潮，＜商周時期江漢地區的文明及其特點＞，湖北省博物館等合辦，《江漢地區先秦文明》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年），頁37。陳振裕，《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116-121。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5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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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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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江陵地區最具獨特性的陶器——長頸壺的演變情況則是：壺形由矮

胖變為瘦高；頸部由外侈到近直，由短到長又變短；腹部從大到小、從扁圓

至圓再到橢圓，逐漸向上拉長；壺口徑從小於腹徑又至等於腹徑。105簡言之，

長頸壺的腹徑逐漸上移，頸部逐漸向上延伸、變直，口徑漸大，整器漸趨高

直。與中原壺的方腹變為圓腹，由下腹變為中腹不同，反而較接近吳越一帶

陶器的器形，推測戰國楚之長頸壺和其他陶器的器形改變或許受到了吳、越

地區程度不一的影響。106 

隨葬的漆木器種類與數量皆眾多，有的墓不隨葬銅器與陶器而只埋入漆

木器，如江陵拍馬山的部份楚墓以漆木器為主要隨葬品而未見銅、陶器，107這

種情形在其他地方較少見。漆木器中以鎮墓獸、虎座飛鳥、虎座鳥架鼓（包

括虎座鳳鳥懸鼓）等物品最具特色，為楚墓中所獨有，其他地區墓未見之物。 

以鎮墓獸為例，它是楚人宗教信仰的延伸，大多放於頭箱中，藉此鎮邪

避凶，保衛墓主不致受到外在邪靈的侵擾，其型態在戰國早期是單頭單身相

連，插在盝狀的漆木座上，頭頂插一對鹿角，明顯雕刻不精的獸面；108到戰

國中期開始呈現出兇惡表情、齜牙裂嘴模樣，頸、身、方底座上有彩繪的龍

紋、S形紋和幾何形紋飾，鹿角上也繪有花紋；109最後在戰國晚期時逐漸轉

變為人面形象。110由此可看出鎮墓獸也因時代不同而有其自身獨特的演變序

列。鎮墓獸可分為雙首與單首獸，通常地位較高、墓葬規模較大者隨葬雙頭

                                                      
105 楊定愛，＜江陵地區東周墓葬日用陶器年代序列＞，《江漢考古》， 2002：2，頁61。 
106 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禮器研究（中）＞，《考古與文物》，1981：3，頁95。 
107 例如拍馬山M19，可參考湖北省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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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60。 
108 例如江陵雨台山142號墓出土的鎮墓獸，其頭、身和底座皆塗黑漆，並以紅、黃色的漆繪製捲

雲紋和綯紋等圖案，鹿角上也有用墨或黑漆繪捲雲紋的痕跡。 
109 江陵雨台山174號墓出土一件鎮墓獸，通體漆黑，並用紅、黃、綠、褐等多種色彩描繪龍紋、

變形菱形紋和捲雲紋等紋樣。雨台山18號墓出土的雙頭雙身鎮墓獸，同樣也繪製了許多彩繪花

紋。 
110 例如江陵雨台山555號墓出土的鎮墓獸，在近似人的臉上浮雕出眼、鼻、嘴等五官，吐長舌，

直頸，直身瘦長，頭上插有兩支真鹿角，獸身上塗滿彩繪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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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鎮墓獸，地位較低或墓葬規模較小者則隨葬單頭的鎮墓獸，可以說鎮墓獸

的大小往往是與槨室大小相適應的。111目前江陵楚墓中出土鎮墓獸的墓皆為

葬具在一槨一棺以上者，換言之，鎮墓獸雖為楚人獨特信仰及葬俗的表現，

與楚人安魂的願望有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人民思想觀念的轉變，楚

墓隨葬的鎮墓獸形制愈來愈簡單，逐漸流於形式而不再契合早期的宗教思

想，至戰國晚期便慢慢的消失了。112 

    虎座飛鳥也是楚墓中獨有之物，一般認為其作用類似於鎮墓獸，應也有

鎮邪避惡的功能，但若架上鼓就成為一種楚地獨有的樂器。木俑亦是如此，

雖在春秋戰國時代已有不少墓葬以俑取代人隨葬的情況，但楚墓中的木俑卻

充分表現出楚的生活實景，從木俑的髮型、服飾都可看出當時楚人的服飾裝

扮風格，而其以漆塗木俑的裝飾方式也較其他地區更為普遍，即使同為楚國

領地，凡江陵以外的楚墓也或多或少可見此現象，故不可將江陵楚墓中的木

俑形制與其他地區同時期的墓葬畫上等號。 

    凡以上數例，皆可看出楚人當時工藝技術之高超，及其藝術表現之特殊。 

    綜合各類型楚墓所出土的漆器可大致歸納，戰國早期，漆器的質料包括

木、竹、皮、銅等，製作方法主要有斫製、挖製、雕刻三種，依據墓的等級

與類別而有製作精粗不同的漆器成品隨葬。戰國中期，漆器除有木、竹、皮、

銅以外又增加了夾紵、骨、角胎等；在承襲戰國早期的三種製作方法同時，

也發展出了與金工相結合的漆器（如望山一號墓出土的漆案），使製作方式

更加繁雜多樣，其中竹胎漆器的製作方法較為特別，主要分為編織、鋸製、

斫製三種技術。戰國晚期，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漆器皆為小型墓隨葬品，尚

未發現大、中型楚墓的隨葬漆器，這些已出土的漆器胎骨以木胎為主，竹胎

較少，開始出現釦器製作及捲製。113 

                                                      
111 彭浩，＜「鎮墓獸」新解＞，頁67。 
112 鄭曙斌，＜楚墓帛畫、鎮墓獸的魂魄觀念＞，頁84-85。 
113 例如有些筒型樽、卮，器身是用薄木胎捲製的，再與厚木胎的器底黏合而成的。詳見陳振裕，

＜戰國時期楚漆器群研究＞，頁7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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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器皿造型來看，大致可歸納為仿動物形象，仿銅、陶器的器皿造型，

和根據生活需要而製作等三大類，十分注重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原則；雖然

有些漆器的用途相同或相似，但造型並不雷同，顯見楚人在漆器製作上並無

一定器形規範，比起秦、西漢各朝都更具特色。基本上這三大類同時並存在

戰國早、中、晚期，只是不同等級的墓葬在隨葬時有比例上的不同。114 

江陵地區戰國時期的漆器裝飾紋樣主要可分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

景象、幾何紋樣、人類社會生活五大類。 

動物紋樣包括有龍、虎、鹿、豹、豬、狗、蛙、蛇、鳳、鳥、鶴、朱雀、

孔雀、金鳥、變形鳳紋、鳥頭紋、怪獸紋、蟠虺紋、竊曲紋等；植物紋樣則

有柳樹、扶桑樹、四瓣花紋和樹紋等；還有捲雲紋、勾連雲紋、雲雷紋、勾

連雷紋、三角形雷紋、綯紋和山字紋等自然景象紋樣；以及渦紋、圓圈紋、

方塊紋、三角形紋、方格紋、方格點紋、點紋、菱形紋和弧形紋等幾何形紋

樣；描繪人類社會生活的紋樣例如車馬出行、貴族宴樂和狩獵等反映貴族生

活的畫面，以及后羿射日等神話故事。115 

不同規格與時期的墓葬，所出土之漆器群的裝飾紋樣類別也不相同。戰

國早期，大型江陵楚墓隨葬的漆器群，裝飾紋樣的囊括五大類紋樣；中型墓

隨葬出土的漆器群，大多只有動物紋樣、自然景象與幾何紋樣三種；小型士

墓出土的漆器群，則只有簡單的自然景象與幾何紋樣，僅少數可見龍、蛇、

鳳、鳥等動物紋樣；一般庶民墓出土的漆器群只有極少的幾種自然景象與幾

何紋樣，紋樣裝飾最為簡單粗陋。至戰國中期，大型墓出土的漆器群，其裝

飾紋樣計有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和幾何紋樣；中型墓裝飾紋樣以

動物紋樣、自然景象和幾何紋樣三種最常見；小型墓出土的漆器群，彩繪的

                                                      
114 陳振裕＜戰國時期楚漆器群研究＞一文中說道：大、中型楚墓內隨葬的漆器群，三種類型的器

皿造型是齊全的，小型墓除極個別墓葬是三大類器皿造型齊全外，其餘大多數只有一大類或二

大類。當時的器皿造型，非常重視美觀與實用的相互搭配，且等級越高的墓葬，其所出土的漆

器群數量與種類往往較多，器皿造型與裝飾紋樣也越豐富多彩，而小型墓出土的漆器群，其器

型與裝飾紋樣明顯的較為單調，變化較少、製作較粗。 
115 參考陳振裕，＜略論楚國漆器的裝飾藝術＞，《中原文物》，1989：4，頁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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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花紋很少，雖仍以動物紋樣、自然景象與幾何紋樣三種為主要裝飾紋

樣，但每一漆器群一般只以一至二類的紋樣作為裝飾。戰國晚期，目前僅見

小型楚墓出土漆器群，這些漆器的彩繪裝飾紋樣少，每個漆器群只出現一至

二類型的紋樣，但仍是以動物紋樣、自然景象和幾何紋樣三類為主。整體觀

之，戰國早期除大型墓外，其他各類墓的裝飾紋樣都較少，到戰國中期，各

類墓的裝飾紋樣大增，花樣更為繁複，至戰國晚期，則又漸趨簡單樸實。116 

在所有的裝飾紋樣中，鳳紋最具特點，它是楚文化鼎盛時期裝飾藝術的

一個顯著特點，由於楚人的信仰中有尊鳳習俗，因此在楚的銅器、漆器上皆

可看到鳳的形象。在銅器上，戰國早期到晚期，鳳紋似乎有從繁到簡的趨勢，

反倒是在絲織品與漆器上出現愈來愈多精湛描繪鳳鳥的裝飾花紋。117北方雖

然也以鳳紋作為一種裝飾紋樣，但兩者對於鳳的認知與重視卻有著極大的差

別，在江陵發現的鳳，其形象為長頸高足；冠形多樣，有「B」形小冠、有

輕盈的羽冠和華麗的花草冠；嘴形尖細，往往張開如叉狀；尾巴稍長，分捲

披散。而北方鳳的形象則是多齒冠，齒或呈扇形或為長條形；另外還有彎角

冠、尖角冠、條帶狀長冠等；嘴喙緊閉，粗長且向下曲捲如鈎；曳長尾，尾

羽顯得較粗厚。北方的鳳大多採取直線或其他有稜有角的線條來表示，與楚

鳳的流暢柔和線條有很大的差別，可見楚人獨特的審美眼光。118 

楚漆器的裝飾紋樣除上列五大項，每一項又分為寫實與誇張變形兩種手

法。雖然寫實的手法在戰國時已被楚人廣泛的使用，甚至因此創造出不少雕

刻動物形象的漆器，但誇張變形仍較常為楚人所運用；只是寫實手法創作的

漆器一般較常出現於大型墓中，而小型墓則較少使用寫實裝飾的漆器，而多

誇張變形風格的漆器。此外，這些裝飾紋樣的用色非常豐富多彩，主要有紅、

                                                      
116 陳振裕，＜戰國時期楚漆器群研究＞，頁716-717中，將戰國楚墓進行更精細的分類，包括甲、

乙、丙、丁、戊、己類墓，不同墓葬所隨葬之漆器群的裝飾紋樣皆不相同，地位愈高之墓，出

土的漆器群上往往出現愈多類型的裝飾紋樣，地位低而出漆器者，其裝飾紋樣則相對簡單得多。 
117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51。 
118 吳艷榮，＜楚鳳＞，《江漢考古》，2001：1，頁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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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黑、褐、藍、綠、金、銀、白、紫等數種，其中以紅、黑色最常見，戰

國時期江陵漆器，大都以黑漆為底，再以紅漆和其他各色漆描花。戰國中期

的漆器不僅裝飾紋樣最為多變複雜，所用色彩也最豐富，且等級較高的大、

中型墓，漆器紋樣的用色也較多；小型墓的漆器紋樣一般只用紅、黑兩色，

僅個別墓使用三或四色。 

戰國時期的江陵漆器群上裝飾紋紋樣的組合形式，主要可分為適合紋

樣、獨立紋樣、連續紋樣三種構成方法。119三種紋樣有時並非單一存在於漆

器裝飾上，而是以某種組合形式為主，同時再以其他的組合形式加以配合輔

助，這時的裝飾紋樣可以是相同的；或是採取相同的組合形式，但採用不同

的裝飾紋樣，使裝飾風格更加多變化。再者，漆器裝飾的構圖佈局講究對稱

均勻，時常藉由雲紋和變形鳥紋等穿插於畫面之中，增加畫面的華麗與豐富

性，例如江陵九店五十六號楚墓出土的一件竹蓆上，在每隔十一根經條與緯

條的相交處以篾青加以編織，使之構成一個大方格，並在方格編織人字形

紋，藉以改變單調的人字紋構圖佈局。 

 

                                                      
119 適合紋樣主要是依據器皿造型，描繪相應的紋樣作裝飾；獨立紋樣，是在漆器器皿中心位置或

某一面上，由一個或幾個獨立單位構成裝飾紋樣，例如在蓋豆的蓋頂中央，雕繪龍鳳紋；連續

紋樣，則在漆器的中心紋樣周圍及其口沿內外，以二方連續紋樣裝飾，並細分為邊緣連續紋樣

和帶型連續紋樣兩種，其中邊緣連續紋樣是以一個或幾個單位紋樣組合一個單元紋樣，在中心

紋飾的外輪廓周圍反覆連續，而帶型連續紋樣，則是以一個單元的紋樣，在長條形的平面上反

覆連續。詳見陳振裕，＜戰國時期楚漆器群研究＞，頁719。 

圖3-5  竹器編織法 

1.六角形空花編織法（望山M1：頭箱

54長方形竹笥蓋內層局部）  2.人字紋

編織法（望山M1出土方形竹笥內部）  
3.六角形空花編織法（溪峨山M3竹簍

局部）4.盤纏編織法（拍馬山M19竹笥）

5.長方形紋編織法（雨台山M263竹簾）

6.長方形紋編織法（溪峨山M5棺蓋上

竹簾）7.八角形空花編織法（望山M1：
頭箱53方形竹笥器底內層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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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品由於保存不易，因此很少在古墓中發現數量眾多且種類齊全的織

物，江陵一帶楚墓亦是如此，所出絲織品除馬山一號墓較多較完整外，其餘

多已殘破或僅存少量痕跡。馬山一號墓又稱「絲綢寶庫」，其因在於出土的

絲織品數量眾多且保存完好，包含了當時代所有種類的絲織物以及最佳的工

藝技術，從中也不難看出濃濃的楚文化風格。 

馬山一號墓出土的織品花紋，大致可分為幾何形紋、植物紋、動物紋，

和人物紋四種。所謂幾何形紋，是指經過抽象處理或變形處理的自然物紋

樣。由於幾何形紋由來已久，廣泛流傳的結果，其面貌不斷改變，愈來愈抽

象。其中最受重視的就是菱形紋。菱形紋在銅器與陶器上較少見，但在絲織

品上卻成為佔優勢地位的主題花紋。楚人所運用編織的菱形紋並非只有一種

樣貌，或曲折，或有斷續，或者相套，或相交錯，或者類似杯形，或者與三

角形紋、六角形紋、S形紋、Z形紋、十字紋、工字紋、八字紋、圓圈形紋、

塔形紋、弓形紋等幾何紋樣相互配合，也有與植物紋、動物紋、人物紋等相

搭配而成，甚至是利用鳳和翅和尾以及花卉組成別緻的菱形紋，不僅富於變

化，而且充滿想像的。120 

植物紋多用花卉紋，偶爾也用樹木紋。楚人似乎喜愛將植物、動物融為

一體，集現實、幻想於一身，表現在紋樣的運用上，就出現鳳鳥簪花佩花的

浪漫樣式，龍雖也有簪花佩花的形象，卻是相當稀有的。 

動物紋，已見有鳳紋、龍紋、虎紋、馬紋、鹿紋、犀兕紋、麒麟紋、怪

獸紋。其中以鳳紋使用最多，龍紋次之，虎紋更少，馬紋、鹿紋則只見於兩

件田獵紋縧上，犀兕紋僅運用在一件田獵紋縧和一件龍鳳紋縧，麒麟紋只在

一件舞人動物紋錦上可見，怪獸紋則是出現在一件龍鳳紋縧上。鳳紋使用在

楚國相當普遍，顯然楚人對鳳有著一種特別的喜好。 

人物紋，目前已知有三幅。一是舞人動物紋錦上的一對舞人，長冠垂纓，

長袍露足，長袖高拂，作載歌載舞狀。二是田獵紋縧上的四個獵者，一個御

                                                      
120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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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驅車，一個張弓射鹿，兩個正在與巨獸惡鬥。三則是另一件田獵紋縧上的

一個御者，曲肘持繮，背負弓矢，馬作奔馳狀。121 

綜合以上論點，可知戰國江陵地區的楚墓充分體現了當時代社會中地位

階級的差異。以墓穴來說，地位較高的貴族墓，往往具有封土、台階、斜坡

墓道等，且墓坑內的填土常填塞較厚且經夯築過的白膏泥或青膏泥，再填滿

五花土，致使封土較高，因此墓坑內棺槨與隨葬物保存較佳。地位較低的貴

族墓與庶民墓雖也有封土，但卻少有台階及墓道，墓穴規模也較小，較富裕

者會在墓坑內填上較薄的白膏泥或青膏泥，再填以五花土；但不富裕者則較

多的只填有五花土，有時五花土甚至還未經夯築。另外，由以上敘述可知社

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差異在江陵楚墓中清晰可見。儘管戰國時期僭禮、亂禮

風氣漸盛，江陵楚墓中此項特點卻未曾消失。 

而裝飾風格則呈現不同時期的不同發展。從楚墓中出土器物的裝飾花紋

及形制可知楚人偏好龍與鳳的形象，尤其是鳳，單就此來看，龍、鳳紋就至

少包括了竊曲紋、蟠曲龍紋、蟠繞龍紋、蟠虺紋、蟠螭紋等多種紋樣，每一

種紋樣皆有所不同，且在江陵不論楚墓規模大小，都有出土器物上繪有龍鳳

紋的例子，差異只在紋樣的複雜程度及器物種類。其他還有幾何形紋、捲雲

紋、點紋、菱形紋、夔紋、獸面紋、凸弦紋、S形紋等。整體來說，楚人使

用龍鳳紋做為裝飾由來已久，考古資料顯示至遲應在春秋中期楚國就已有各

式各樣的龍紋盛行，到了戰國早期，龍紋雖然仍很重要，但其型態風格已漸

漸有所轉變，如蟠虺紋漸少、蟠螭紋出土漸多等。從裝飾花紋的繁複程度來

看，戰國早期到戰國中期器物紋飾由簡單轉變為繁複多變，戰國中期的花紋

裝飾極盡所能的繁複交纏，常常一件陶器上就可以同時出現凸弦紋、點紋、

雲紋、蟠螭紋等的多種紋樣，且其製作精美。到了戰國晚期，裝飾花紋逐漸

消失，轉而以素面的裝飾風格為主流，顯現出一個由簡入繁再入簡的風格轉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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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壬生，＜江陵發現戰國“絲綢寶庫”—馬山磚瓦廠一號楚墓發掘簡記＞，《江漢考

古》，1982：1，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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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形式。 

而不同質料的隨葬器物，其裝飾紋樣雖各有偏重，但仍是有共同點的。

差異例如銅器上雖各式紋樣都有，卻因不同用途與等級差別而不同；陶器偏

重幾何形紋；漆器、絲織物等的裝飾紋樣，包括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

然景象、幾何形紋樣和社會生活場面等，但常以動物紋樣為主要裝飾紋樣，

幾何形紋樣反而位居次要地位。相同點在於動物紋樣中，鳳紋和獸紋是較普

遍的一種紋樣，雲鳥紋等較少見；自然景象的紋樣中，綯紋、勾連雲紋，皆

是常見的裝飾紋樣；幾何形紋樣廣泛受到各式材質器物的運用；這些裝飾紋

樣的組合形式，基本上都是採取適合紋樣、獨立紋樣和連續紋樣等構圖方法。 

這樣的一種因時代、等級、想像的差異而形成的多變化裝飾風格就是江

陵楚墓的一大特色。 

 

 
第二節  秦代江陵墓葬特色 

    江陵一帶經考古發掘所出之秦墓數量相當稀少，綜觀當時社會背景因

素，除因戰國末年秦將白起大舉拔郢，導致原有楚文化中心區域殘破不堪，

也造成大量人口避難外移，更因秦立國僅15年、國祚短暫，墓葬數量遠不如

戰國與西漢時期墓，因此在研究分析其墓葬特點時，自然增加不少難度。上

一章已將江陵出土秦墓略做介紹，雖數量不多，但根據出土資料仍可大致歸

納出該地秦墓的特點。 

一、 地理位置 

    戰國時代江陵一帶的楚墓分布往往與墓主生前的身分地位高低有關，考

古發現，地位較高者常選擇距離江陵紀南城較遠的高地作為墓葬居址，地位

較低者，如平民或下層貴族則多在紀南城附近擇高地而葬。此種情況在秦代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特色 ．153． 

江陵秦墓中則不明顯。目前江陵出土的秦墓部分距離紀南城較遠，而向荊州

城靠近，這應與秦代將南郡郡治所在從從郢都紀南城遷移至荊州城有關。122 

    另一方面，江陵位於南方，氣候溫暖潮濕，因此一直以來，當地的墓葬

喜擇高地而建，秦代的江陵墓葬也是如此。從已發現的江陵秦墓可以知道，

這些墓葬皆位於山崗或高地之上，墓葬群彼此之間相距甚遠，並不像戰國時

期江陵墓葬有分布密集的情形，這或許與當地人數減少或城市較不發達有

關。 

二、 葬制 

（一）墓室 

至今江陵所出土的秦墓，不論規模大小、隨葬物品多寡，墓坑清一色均

為豎穴土坑墓。由於墓室上層土壤多因人類開發而破壞，致使這些墓葬有無

封土難以判斷，僅少數墓葬可隱約看出封土痕跡。123墓口大於墓底，均呈長

方形，墓室內四壁平滑，並逐漸向內傾斜；未見墓道、腳窩或壁龕。江陵發

掘的秦墓，在一定程度上延續了戰國時期楚國墓葬的風格，而與典型的秦墓

葬文化略有差異，這一點可從江陵秦墓與關中秦墓、長沙秦墓的比較中發現。 

與同時期關中秦墓相比，124關中地區的小型秦墓，125一般也沒有封土堆

或墓道，少數是長方形豎穴墓，墓室有熟土二層台與生土二層台。墓坑填土

                                                      
122 此即指南郡的郡治江陵。 
123 例如江陵楊家山135號秦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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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陜西關中一帶，自西周時期秦人就開始在這裡活動，至戰國晚期秦統一六國，長達數百年的時

間，關中都是秦國的中心地區。所以在關中地區發現的秦墓和隨葬器物類型就是典型的秦文化。 
125 隨著考古學日益發展，近年來出土的關中秦墓不斷增加，其中包括在西安半坡、長安縣灃西、

寶雞市斗雞台、臨潼縣城北等地出土的二百多座小型秦墓，成為研究關中秦墓葬文化的重要依

據。依序參考金學山，＜西安半坡的戰國墓葬＞，《考古學報》，1957：3，頁63-92。中國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北京：文物出版社，1962年）。蘇秉琦，《斗雞台

東區墓葬圖說》，（北京：中國科學院，195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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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經夯築，坑內設有壁龕以放置隨葬物品，考古發掘發現在壁龕裡與槨板上

有動物骨骸，隨葬器物大多放於頭箱或頭端棺外的墓室裡，隨葬器物大多是

陶釜、甑、盂、小口甕等一套生活用具，其中除墓室內的二層台結構在同時

期江陵秦墓中未見以外，其餘墓葬形制則與江陵秦墓大致相同。126關中小型

秦墓的發掘顯示平民一直保存著較多的傳統風俗，且較少受到禮制的約束，

直到春秋中期社會階級產生改變，平民地位有所上升並衝擊了士庶界線，戰

國晚期時士庶界線已逐漸趨於消失。127 

事實上，關中地區從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早段的各類型秦墓均為口大底

小的長方形豎穴墓。在戰國中期晚段時，大荔地區和西安地區開始出現洞室

墓，到戰國晚期，寶雞地區也相繼出現了洞室墓。因此，雖關中地區較早出

現、普及洞室墓，但作為關中秦墓自身原有的墓葬形制應當是墓口大於墓底

的長方形豎穴墓，洞室墓大量出現的年代為戰國晚期，而且其分布情況是東

邊較早，再逐漸擴展至西邊。128 

自從豎穴土洞墓（洞室墓）大規模流行起來，過去常見的覆斗形墓壙、

腰坑、殉狗等習俗就已廢除。129江陵同時期楚墓和戰國後期江陵秦墓則仍以

豎穴土坑墓為主，雖發現一座洞室墓，但學者推測該墓應是受到其他地區文

化影響所致，並非江陵地區的特色。在戰國中期時，關中秦墓盛行豎穴帶小

龕墓；至戰國晚期，洞室小龕墓已佔多數，由豎穴墓道和洞室兩部分組成，

洞室平面有長方形和梯形兩種，但因洞室較小，僅能容納屍體，故而器物大

多放在墓中小型壁龕裡；直到戰國末期至秦始皇時期，才出現較大型的不帶

壁龕的洞室墓，主要分為豎室與橫室兩種墓室型態。由此可知，洞室墓與磚

室墓皆出現於戰國時期的關中地區，而非江陵一帶墓葬的坑室特色，江陵一

                                                      
126 陳振裕，＜略論湖北秦墓＞，《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16-217。同文刊登於《文博》，1986：

4，頁17-24。 
127 寧夏文物考古研究所、李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禮制興衰＞，《考古與文物》，1991：

1，頁88。 
128 滕銘予，＜關中秦墓研究＞，《考古學報》，1992：3，頁298。 
129 寧夏文物考古研究所、李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禮制興衰＞，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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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至今出土的秦墓，仍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要墓坑形制，至秦代結束，形制大

體不變，明顯與典型秦文化所呈現之墓葬風格不同。 

湖南長沙地區與湖北江陵地區同屬戰國時代楚國的文化中心，在秦將白

起攻郢後，楚國政治、文化中心逐漸東移，長沙取代江陵，成為典型楚文化

的聚集地。因此長沙出土戰國至秦、西漢時期的墓葬，具有較多的楚文化因

素，可與江陵墓葬作一對照。長沙的小型秦墓，130大多數並沒有封土堆與墓

道，墓口為長方形寬坑，與江陵地區秦墓相同處為兩者皆是豎穴土坑墓，長

沙秦墓有些墓室內四壁有供上下的腳窩，墓坑的填土以五花土與白膏泥為

主，葬制與江陵秦墓有不少相似之處。 

很明顯的，經由上述資料可以推測江陵一帶秦墓葬制乃是以戰國楚地文

化為基礎，融合秦文化，加以轉化而成的一種綜合性文化。因此有別於典型

楚文化與秦文化，卻又同時兼具二者的部份特色。 

（二）填土 

江陵秦墓坑內填有五花土與青膏泥，墓室形制類似戰國楚墓。但會因墓

葬規模大小不同，填土方式也略有不同，等級較低、規格較小的秦墓，墓坑

內常僅填塞五花土；等級較高、規格較大之墓，其墓坑則五花土與青膏泥並

俱。墓坑大者填土多經夯打，且夯窩規則；墓坑小者填土則未經夯打。由於

江陵一帶地下水位較高，墓葬普遍積水，故而推斷使用青膏泥用意乃在於防

潮以利棺槨的保存，131夯築則是為了嚴密填土結構，在在顯示秦墓墓主的身

分不同、財力不同，皆會影響墓葬的用料與施工方式。132 

                                                      
130 湖南省在戰國時期隸屬於楚國，秦時置長沙郡和黔中郡。秦墓有長沙沙湖橋十九號墓、長沙南

塘沖十三號墓等。依序見李正光、彭青野，＜長沙沙湖橋一帶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57：4，頁33-67。湖南省博物館，＜三十年來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年》

﹝北京：文物出版社，1979年），頁310-324。 
131 陳振裕，＜試論楚墓出土漆器的產地問題＞，《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421。 
132 代表墓葬為江陵岳山秦墓，詳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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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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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江陵以外的戰國故楚之地，或者因承襲楚國墓葬傳統，或者因地理

環境潮濕所致，因此墓葬填土亦以五花土與青膏泥為主，例如湖南長沙地區

的小型秦墓，墓坑的填土是五花土與白膏泥，且多經夯築。至於關中秦墓，

少數墓有墓道，但墓坑四壁未見腳窩，其形制與江陵秦墓或長沙秦墓皆有所

不同。墓坑裡的填土為五花土，或為五花土和洞室裡的土，未見填塞白膏泥

或青膏泥；槨室的四壁為熟土二層台或生土二層台。個別大型墓還有積沙、

積石或積碳的情況。三晉地區戰國晚期後的小型秦墓，多為洞室墓，133墓坑

填土，未見白膏泥。 

相比之下，江陵秦墓表現出一定程度的因地制宜的埋葬習俗。 

（三）棺槨形制 

    棺槨形制多呈長方盒狀。江陵秦墓出土葬具，多為一棺一槨或僅有單

棺，同時期的關中小型秦墓也以一棺一槨墓和單棺墓為主。江陵少見更高規

格的秦墓葬出土，可能因地位較高之墓葬尚未被發掘，也可能是由於當地楚

貴族大量移往他地，秦貴族和地位較高的官吏較少，使得出土墓葬規格不似

戰國楚墓般高。相距不遠的雲夢睡虎地秦墓，也以一棺一槨墓為主，顯示墓

主身分未必顯赫。可見湖北一帶雖為戰國楚文化與政治、經濟重心之地，但

在秦將白起攻陷郢都後，當地社會結構與經濟情況產生轉變，使得大規模的

高級貴族墓幾乎蕩然無存。 

一棺一槨墓出土之木槨皆呈長方盒狀，一般在槨室上橫鋪槨蓋板，有些

木槨蓋板上鋪一層樹皮或草，蓋板下再墊有一層草或蘆蓆；有些則在蓋板上

直接鋪上竹蓆或蘆蓆，雖與戰國楚墓類似，可是竹蓆的形制卻略有不同，秦

墓竹蓆全為人字紋編織，變化較楚之竹蓆少。木槨的牆板與擋板用套榫接

合，槨室平面呈Ⅱ形。絕大多數墓的槨室內部以橫樑、豎樑及隔板等區別出

                                                      
133 鄭州崗杜出現空心磚的一棺一槨墓。資料參見河南省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崗杜附近古墓

葬發掘簡報＞，《文物參考資料》，1955：10，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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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箱、邊箱、棺室等空間來分別放置棺木與隨葬物品，但大多只有棺室與頭

箱兩部分；整槨以扣榫方式接合，常見的方式是利用橫樑將槨室分成頭箱和

棺室兩部份，並在橫樑下設置單扇門或雙扇板門一個，使頭箱與棺室相通，

門與門間多以木板區隔，門上多附門環，但這類板門有時只具門形，象徵性

的表示兩個空間的相通。頭箱裡架設橫隔板，板下以兩根橫木托住，藉著橫

隔板將頭箱隔成上下兩部分，以方便隨葬器物的擺放，這種區分頭箱的方式

在戰國時期江陵一帶的楚墓中實屬少見，但卻是江陵秦墓常見的模式。 

木棺全屬長方盒狀棺，棺底墊有兩根墊木，顯示棺底仍為懸空狀態，應

為長方形懸底木棺，整棺以套榫方式扣合，完全不見戰國時期楚地普遍使用

的弧形懸底棺。棺內外普遍髹漆，常見形式為內髹紅漆、外髹黑漆。部分棺

木的底板上撒有小米、稻穀殼或草木炭等物，棺側有草束護棺。 

    三晉地區的小型秦墓，分為單棺墓與一棺一槨墓；長沙地區小型秦墓也

分為單棺與一棺一槨墓兩種棺槨配置方式，134葬具的構築方法與江陵秦墓頗

為相似，槨室分為頭箱、棺室或邊箱、棺室兩種，也和江陵秦墓差異不大。

戰國中晚期的關中秦墓明顯的反映出薄葬的風尚，重槨者未見，洞室墓的槨

視洞室大小而定，槨往往緊靠洞室的二壁安放，棺緊靠槨室的一邊135，槨蓋

板橫鋪於二層台上，以取代長方木塊疊砌而成的木槨四壁，且缺少木槨底板

和橫墊木，此種形制的葬具在秦代關中墓中仍常見到。 

江陵地區小型秦墓的棺槨規格與其他地區相較之下並無明顯差別，差異只

在於棺槨形制與內外鋪置物品的不同。所以江陵秦墓的棺槨形制具有明顯的地

域特色；至於棺槨層數與其說和文化思想有關，不如認為是受經濟能力影響而

形成。 

                                                      
134 一棺一槨墓的槨室，都是厚木塊接榫構成的，有的還分為兩邊箱和棺室三部份，葬式不詳。詳

見陳振裕，＜從湖北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楚文化新探》（湖北：湖北人民出版社，1981
年）。 

135 寧夏文物考古研究所、李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禮制興衰＞，《考古與文物》，1991：
1，頁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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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葬式 

（一）仰身直肢葬 

由於湖北江陵一帶氣候較濕潤、地下水位較高，因此除個別墓的墓主人

骨架腐朽較嚴重，以致無法清楚辨明葬式外，其餘可分辨的江陵秦墓，其葬

式皆為仰身直肢葬，與秦墓多屈肢葬的習慣不同，反而較傾向於戰國時期楚

墓的葬式。 

關中秦墓葬式雖也有仰身直肢葬，但早期仍以屈肢葬為多數。136關中秦

墓盛行屈肢葬，並將墓主骨架的雙手合抱於胸前或腹前。關中屈肢葬的人骨

架下肢彎曲特別嚴重，脛骨和肢骨的夾角大多在40°以下，有些甚至重合在一

起，腳後跟緊緊貼著臀部，呈跪坐姿勢；137有的下肢上屈緊縮在腹前，這是

湖北江陵一帶秦墓所未見的。由於盛行蜷曲特甚的屈肢葬，所以常使用短棺

作為葬具，138江陵秦墓則從未發掘過短棺，葬式差異甚大。 

中原地區雖有少部分墓也行屈肢葬，但屈肢程度較輕微，與關中秦墓不

同。更與江陵秦墓的仰身直肢葬相異。 

三晉地區小型秦墓中，侯馬喬村發現的秦墓，墓主人骨架的葬式為蜷曲

特甚的屈肢葬，全身幾乎折疊在一起。鄭州崗杜出土的秦墓，葬式有仰身直

肢葬與仰身屈肢葬兩種。139可知三晉地區的葬式為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並存。 

從上述幾個重要的考古區域發掘之墓葬可以了解，從戰國至秦代，除南

                                                      
136 韓偉認為屈肢葬實際上代表著跪坐之意，象徵執事奉主的姿態。詳見韓偉，＜試論站國秦的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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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版社，1978年），

頁210。 
137 郭德維，＜蜀楚關係新探—從考古發現看楚文化與巴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91：1，

頁93。陳振裕，＜略論湖北秦墓＞，《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17。或見陳振裕，＜略論湖北

秦墓＞，《文博》，1986：4，頁17-24。 
138 陳振裕，＜從湖北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40。 
139 山西省文物工作委員會，＜建國以來山西省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的成果＞，《文物考古工作三

十年》（北京：文物出版社，1979年），頁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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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楚文化故地，如江陵等以外，其餘北方墓葬皆有出現屈肢葬的例子。隨著

時代不斷變遷，人與人間的文化思想往來愈來愈頻繁，各地葬式開始有相互

影響的情況，並且出現逐漸由屈肢葬轉變為仰身直肢葬為主的墓葬習慣。 

舉例來說，關中墓葬在戰國中期之前多是屈肢葬加上豎穴墓，中期之後

則多為直肢葬搭配洞室墓。140換言之，在戰國中期以前，由於關中以豎穴墓

為主要墓室形制，所以葬式多為屈肢葬；到戰國中期以後，則因洞室墓增加，

使得仰身直肢葬的情況日益普及。如此看來，從屈肢葬轉變為仰身直肢葬似

乎是大多數地區的共同趨勢，並非單純的表示庶民或奴隸等階級地位上升。

141惟獨湖北江陵一帶的墓葬，從戰國以降至秦代，都以仰身直肢葬為主，極

少屈肢葬，顯見湖北江陵的墓葬自有其獨特的發展模式，不同於其他同時代

的墓葬群。 

戰國中晚期的關中秦墓，屈肢葬仍為多數，直肢葬的數量有上升的趨

勢。無論何處，東西向的墓坑都佔多數。142 

（二）頭向 

    江陵秦墓目前可見人骨架遺存者，出土時頭向不一，有西向、北向，及

東向墓，其中以西向墓最多，共有8座墓；北向次之，計有3座墓；東向再次，

僅有一墓。且同一墓葬區域可能同時出現多種不同的墓葬方向，例如江陵岳

山秦墓，出土秦墓有2座墓主頭向為北向、7座頭向為西向、1座頭向為東向。

由數據可知出土秦墓方向雖有多寡之別，然實際差異卻不大，這也許是因出

土秦墓數量不多所致，但仍顯示出當地秦墓的墓葬方向並無一致性，也無規

律可言，與戰國時期江陵楚墓墓葬頭向富有規律有極大的不同。陳振裕解

                                                      
140 滕銘予，＜關中秦墓研究＞，頁291。滕銘予先生認為關中秦墓中「豎穴墓的葬式以屈肢葬為

主，洞室墓的葬式以直肢葬為多」。 
141 趙化成，＜秦統一前後秦文化與列國文化的碰撞及融合＞，宿白主編，《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

古學》（北京：科學出版社，2001年），頁620。 
142 寧夏文物考古研究所、李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禮制興衰＞，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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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湖北小型秦墓的方向既有東西向，又有南北向的，這可能與各個墓地的

地形不盡相同有關。143 

關中秦墓的方向多為東西向，頭多向西。由於關中久為秦人活動居處區

域，因此當地文化可以認為是典型的秦文化風格，當地墓葬理所當然會受到

文化風格的影響，而在隨葬品、葬式、葬制等部分將當地特色充分顯示出來。

關中秦墓頭向多為東西向，其中又以西向較多，有學者認為頭向或墓葬方向

實與墓主祖先來源有關，144也就是說，墓葬的頭向可反映出墓主所屬族群的

源頭為何方。若按照此種說法，則江陵秦墓頭向也以西向最多，此即表示湖

北江陵秦墓受到秦人統治與移民，因此有不少人的來源與關中秦人相似；或

者表示湖北江陵一帶的人民思想與文化受到秦文化深刻的影響。但其墓葬方

向不一、毫無規律這一點，也不可忽略，除因地形不同而造成的差異，還可

想見秦文化與秦人不僅影響江陵地區墓葬表現方式，且直接衝擊了當地原有

的墓葬風俗。 

江陵秦墓的不規則方向，因而成為一項重要特色。 

四、 隨葬品 

（一） 放置位置 

    隨葬器物不僅會因墓主社會地位、經濟狀況與民族風尚而有種類或形

制、裝飾的不同，也會因棺槨形制的差異與器物類型而有不同的擺放方式。 

    湖北江陵秦墓中，一棺一槨墓出土的隨葬器物，因有木槨，且木槨內常

分隔為棺室與頭箱、棺室與邊箱，或棺室與頭箱、邊箱等空間，所以一般都

放在頭箱或邊箱的槨底板上，只有少量放在棺內。單棺墓的隨葬器物，數量

較少、樣式也簡單得多，由於缺乏木槨的空間，因而大多放在棺外的頭部墓

                                                      
143 陳振裕，＜略論湖北秦墓＞，載於《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15。 
144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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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裡，少數置於棺木中。現今已發掘的江陵秦墓墓室中完全未見壁龕的設

置，因此也不見隨葬器物放置在壁龕中的情形。 

    關中地區的小型秦墓，同樣分為一棺一槨墓與單棺墓兩類，在壁龕裡與

槨板上有動物骨骸，隨葬器物大多放於頭箱或頭部棺外的墓室裡，與湖北江

陵秦墓大致相同；但若是設有小龕的墓，則大多放置於小龕裡，此在江陵秦

墓中則無從印證。長沙地區小型秦墓，隨葬器物主要放置於槨室內的頭箱與

邊箱，只有少數放於棺內。145 

    由此可見，隨葬器物的放置較大程度的與棺槨、墓室內空間多寡、大小

有關，未必有明顯的地域分別。但再細密的探討，可以發現隨葬器物的放置

範圍雖各地區墓葬大體相同，卻仍有些微差異，這些差異的存在乃是因為隨

葬器物的種類不同。考古發現，不同類型的隨葬器物在放置時往往有其規律

性。舉例來說，江陵秦墓中出土隨葬物品的種類包括銅器、陶器、漆木器、

竹器等，根據其用途又可大略區分為禮器、明器與實用器幾種。凡禮器不論

為銅質或陶質，多數置於頭箱或頭端墓室、棺室中，這應與禮器所具備的社

會地位表徵特質有關。至於明器與實用器的放置則多按器物功用分批放置，

如實用生活用具常成套出現，車馬器與人俑相配放置，或以明器組合成一幕

生前世界的景象。凡此種種，皆可看出江陵秦墓在放置隨葬器物時，自有其

想法，並非隨意擺放，器物不計多寡，都得見其秩序性。 

（二） 器類 

    隨葬器物包括銅器、陶器、漆木器、竹器等，器物材質與戰國墓葬大致

雷同，但器物樣式卻有所不同。 

江陵秦墓出土銅器除戰國楚墓中常見的鼎、鈁、盂等類別以外，還有秦

墓獨有的蒜頭壺、繭形壺、鍪等器物。146一般而言，湖北江陵秦墓儘管有少

                                                      
145 陳振裕，＜從湖北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40。 
146 陳平，＜試論關中秦墓青銅容器的分期問題（下）＞，《考古與文物》，1984：4，頁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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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墓隨葬銅器，其中只有一棺一槨墓出土少量的銅禮器，包括鼎、壺、盒、

鈁、盂和鍪等，出土器物形制與其他地區秦墓相似，其中蒜頭壺更是典型的

秦文化器物，其他文化未見；其餘單棺墓出土銅器偶爾為鼎，大多數則為生

活用器，有些墓甚至不出銅器，147只有個別墓出土了少量的銅兵器和銅印。148

銅禮器的使用較之戰國諸國已有顯著減少。這一方面是由於墓主身分地位普

遍不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社會葬俗逐漸改變。 

江陵秦墓出土的禮器亦有陶質，同樣集中出土於一棺一槨墓中，主要組

合為鼎、盒、壺或鼎、罐、壺。149單棺墓很少，甚至未見陶禮器的出現。不

論一棺一槨墓或單棺墓，出土的陶器往往都有一套陶質生活用具，基本組合

為甕、釜、甑、盂和小罐等。 

江陵秦墓的隨葬器物還有一項特點，就是隨葬漆器數量較多，形制也較

為精美。一棺一槨墓因地位較高、財富較厚，因此隨葬漆器情況要比單棺墓

更普遍，計有漆圓盒、雙長耳盒、盂、耳杯、圓奩和扁壺等，其中以漆耳杯

出土數量最多。個別墓還有少量的玉石等服飾品，以及木偶車馬和木俑，出

土竹簡木牘數量也不少，且內容多與當時律令、曆法、占卜等有關，使研究

者得以更進一步了解當時代社會的發展概況。另外，單棺墓雖也有些漆器生

活用具，可是數量遠不及一棺一槨墓，顯示經濟能力的差異會直接影響隨葬

器物的種類與多寡。 

    再以其他地區秦墓為例，試著比較湖北江陵秦墓的隨葬器物是否有其特

殊性。長沙地區秦墓，並非每座墓皆隨葬陶生活用具，易言之，少數長沙秦

墓隨葬器物以一套陶禮器為主，而不是以實用的陶生活用具，反觀江陵秦

墓，此種情況並不多見。 

    關中秦墓的隨葬器物很少，有些墓甚至沒有隨葬品，出土器物大多以陶

                                                      
147 如王家台15號秦墓，隨葬品包含陶器、木器、簡牘、占卜用具等，並未出土銅器。詳見荊州地

區博物館，＜江陵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1，頁37-43。 
148 例如江陵岳山M15，出土銅製削刀；江陵楊家山M135出土銅戈，皆屬兵器。 
149 陳戍國，《中國禮制史‧秦漢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年），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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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為主，若按器物用途區分，主要有青銅禮器、仿銅陶禮器、日用陶器三類，，

另外還有一些帶鈎、石圭等小型器物。150關中地區秦墓的隨葬器物和江陵秦

墓類似，都以實用的陶生活用具為主，但關中地區的陶質以青灰色為多，而

江陵地區則盛行泥質灰、黑色陶。有極少數墓隨葬鼎、盒、甕等陶禮器，且

鼎多為矮蹄足的秦式鼎，151與江陵一帶秦墓出土的鼎形略有不同。至於部分

湖北江陵秦墓隨葬鼎、盒、壺等陶禮器，則是關中秦墓所未見的組合形式。

關中秦墓很少發現漆器，可能是因當地葬俗而未葬漆器，也可能是因當地墓

葬未填塞白膏泥等防潮物質，使得當地墓葬腐朽較嚴重，隨葬物品難以保

存、或僅留殘片。152總之，關中秦墓隨葬漆器情況不如湖北江陵秦墓來得普

遍應是無可否認的。整體而言，江陵秦墓隨葬的器物數量較多，且其中不乏

當時價格昂貴的漆器與青銅器。只有極少數的墓有殉人或殉牲和車馬坑，153此

現象在江陵一帶更少見，目前發掘之江陵秦墓並未見到以人殉葬的情況。由

上觀之，不難發現江陵地區秦墓雖受到秦文化影響，卻也無法完全脫離舊有

楚文化墓葬風格的浸潤，因此呈現出與典型關中秦墓不同的墓葬風俗。 

    三晉地區隨葬器物除少量的銅、玉服飾器外，主要是一套實用的陶質日

常生活用具，包含陶甕、盒、壺等，也有少數墓隨葬陶禮器。而在侯馬喬村

還發現不少奴隸殉葬墓，這些殉葬墓多被發現在墓主的墓坑四周圍的墓溝

裡，被殉葬的奴隸常被肢解成數段或在脖頸上戴上鐵鉗。154前已提及，此種

陪葬習俗在江陵少數業經發掘的秦墓中已不可見。 

                                                      
150 滕銘予，＜關中秦墓研究＞，頁288-290。 
151 目前所見的典型秦墓中的鼎均為矮蹄足，不論是戰國晚期的秦墓或是秦統一六國後的墓，都曾

出土矮蹄足的秦式鼎。例如湖北雲夢、湖北宜城（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北宜城楚皇城戰國

秦漢墓＞，《考古》，1980：2，頁108-113。）等地秦墓中所出之鼎多為矮蹄足。詳見高至喜，

＜從長沙楚墓看春秋戰國時期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商周青銅器與楚文化》（湖南：岳麓

書社，2000年），頁98-103。 
152 陳振裕，＜秦代漆器綜論＞，載於《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304。陳振裕，＜秦代漆器綜論

＞，《中國漆器全集》（福建：福建美術出版社，1997年）。 
153 寧夏文物考古研究所、李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禮制興衰＞，頁86。 
154 陳振裕，＜從湖北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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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來說，江陵秦墓出土隨葬器物數量多，種類齊全，包括銅器、陶器、

漆木器、玉器、竹簡木牘等，其形制與裝飾紋樣雖與戰國時期之秦與楚皆有

承襲，但又有自身的變化與獨特的發展，因此江陵秦墓的隨葬器物不同於三

晉、關中等黃河流域的秦墓，也不同於戰國時同屬楚文化範圍的湖南長沙秦

墓特色。 

（三） 裝飾風格 

    江陵秦墓的隨葬器物種類與數量與同時期其他地區小型墓相比，保存較

完整，數量也較多，隨葬物的器形沿襲自戰國楚器，卻又混合了秦器的特點

產生變異。 

    江陵秦墓出土隨葬器物上的裝飾紋樣多為素面，與戰國時期崇尚繁複之

美有較大的不同。 

    首先，秦代江陵墓葬出土的陶器，較之戰國時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器形

種類較少，紋樣也較簡單樸素，常見的裝飾紋樣有繩紋、凸弦紋、Z形暗紋、

凹弦紋等；均為生活用具，欠缺戰國時期流行的仿銅陶禮器，裝飾方式自然

也不如戰國時代多樣。舉例來說，王家台15號墓出土陶器中的陶釜器表有一

層黑色陶衣，並以繩紋作為主要裝飾紋樣；陶盂也裝飾細繩紋；小壺則在黑

色陶衣外，繪製了凹弦紋。這些陶器與其他出土隨葬器物的裝飾風格完全不

同，顯得變化較少。 

    銅器，多為素面，如銅鈁，在器體邊緣鑲製鳳鳥形紐、肩部裝飾兩個對

稱鋪首銜環，但器物表面並無任何裝飾紋樣；或是蒜頭壺，壺口周圍作六個

對稱蒜瓣形環紐，器物表面仍是素面。可見許多型體較大的銅器表面未經特

別裝飾，而呈現素面的風格。但小型銅器卻有所不同，部分小型銅器帶有簡

單的裝飾紋樣，例如銅鏡，楊家山135號秦墓出土一面羽狀地紋四山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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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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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間隔，此種銅鏡形制流行於戰國中晚期江陵以外的楚地。155再如岳山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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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捲雲紋和菱形紋。由此可知，江陵地區秦墓出

土的銅器其裝飾風格多變，並無明顯脈絡，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江陵地區墓葬

內隨葬的銅器裝飾已由複雜多樣轉變為較為簡單樸素。 

    漆器出土數量最多，器物種類也相當豐富，其中最特殊者當為耳杯，因

為幾乎各墓均有耳杯隨葬。絕大多數的漆器在器內髹紅漆、器外髹黑漆，並

在黑漆底上彩繪花紋，其中鳳紋不僅是戰國楚墓器物中常見紋飾，在秦墓中

也算多見，不同處在於秦墓出土漆木器的器底往往有烙印文字或印記，這在

秦入郢都前未見，當為秦文化影響下的產物。漆木器的裝飾紋樣多變，充滿

華麗繁複之美。秦漆器除木胎外，尚有夾紵胎、竹胎、銅胎等，形制、裝飾

方式均與木胎差異不大，但江陵少見木胎以外的其他胎質漆器出土。 

    一般認為秦代製作漆器的工匠，是在繼承戰國漆器的基礎上，借鑒了

銅、陶器等其他器物的紋樣，並廣泛從自然界和人類社會生活中取材，再依

照各類漆器的器皿造型和特點，分別創造出多彩美觀的漆器裝飾紋樣。就目

前已出土的秦墓漆器來說，發現這些漆器較常出現的裝飾花紋大致可分為五

大類，包括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形紋樣和敘事畫紋樣等，

156題材豐富，頗有戰國時代遺風。 

    動物紋樣，是以各種自然界中可見之鳥獸蟲魚的形象為描摹的對象，包

含寫實與變形誇張兩種類型。寫實紋樣主要有鳳、鳥、魚、牛、馬等，乃是

依據生物真實的形象所展現的圖像；變形誇張的動物紋樣則是在器皿上以漆

彩將自然界生物的形象加入個人喜好、民族情感等加以轉化繪製而成的，主

要包括雲龍紋、變形鳥紋、鳥雲紋、鳥頭紋、獸紋和變形鳳紋等。這些彩繪

的動物紋樣，在秦代漆器上常作為主要紋樣，為增加畫面的華美，故常在主

                                                      
155 雷從云，＜楚式鏡的類型與分期＞，《江漢考古》，1982：2，頁20-36。 
156 陳振裕，＜秦代漆器綜論＞，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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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紋樣的周圍繪上幾何形紋樣作為襯托。例如江陵楊家山M135出土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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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繪時以動物紋樣為主軸，

搭配植物紋樣，再裝飾上幾何紋樣，使畫面更加絢爛多彩。157 

    植物紋樣，是用花卉的花、蕾、瓣、枝葉變形構成。計有梅花、菊花、

四瓣花和折枝變形花卉等紋樣，其中梅花紋最多，在漆器中也常做為主要裝

飾紋樣，多與動物紋樣並出，但有時僅與幾何形紋搭配。江陵楊家山M135

編號12的漆耳杯，有梅花紋與菱形幾何紋；楊家山M135：12漆盤上也有梅花

紋，周圍以幾何紋樣點綴，皆為顯著例証。 

    自然景象，同樣取材於自然界，常以雲、雨和水波等相互組合。主要有

捲雲紋、雲氣紋、波折紋、太陽紋等裝飾，只有少數作為漆器上的主要紋飾，

大部分是作為襯托的邊沿花紋。舉例來說，江陵岳山M15秦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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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利用自然景象的紋樣配合幾何

形紋樣組成的。 

    幾何形紋樣，顧名思義是用方、圓、半圓、橢圓、方格、菱形、三角形

等不同形狀配製的。主要有圓捲紋、圓圈紋、點紋、菱形紋、方格紋、點格

紋、三角形紋、勾連紋、弦紋、Z形紋、ㄑ形紋等。有些紋樣相互結合又組

成新的幾何圖形以作為器皿的主要紋飾。這個時期單獨繪畫於漆器上的幾何

形紋樣減少了，與動物、植物、自然景象等其他紋樣的結合增多了，且大多

作為點綴之用。目前江陵秦墓出土的漆器，凡繪有紋樣者，幾乎都同時繪有

幾何形的紋樣，或者以幾何形紋樣為主。 

    敘事畫紋樣，乃是以當時的社會生活為取材對象，目前發現的這類紋

                                                      
157 湖北省荊州地區博物館，＜江陵楊家山135號秦墓發掘簡報＞，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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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只有在江陵鳳凰山秦墓出土的漆繪木梳、木篦上，其餘江陵秦墓出土漆

器並未見到此種裝飾風格。158 

    另外，這些漆器裝飾紋樣的部位大多有規律可循。例如圓盒、雙耳長盒、

扁壺、橢圓奩、樽和卮等器物，一般都會彩繪外壁。有些圓奩和樽的器內，

也繪有花紋。漆盂的裝飾紋樣多數繪於口沿內外和外壁，僅有少數飾於器內

底部。這些紋樣的繪製部位與佈局，與漆器造型緊密配合，且不同器物有不

同裝飾重點，顯然與漆器用途相關。 

    秦代時期漆器裝飾紋樣的用色，主要有朱、黑、褐（褐、赭、灰褐等）、

金、銀等五種，其中以紅、黑二色使用最多，金、銀色極少見。此種色調的

使用在江陵一帶也可發現，大多數器物內外髹漆，或者內髹紅漆、外髹黑漆，

或者內外皆髹黑漆，也有部分內外都漆褐漆。在黑漆底上，有時用朱、褐漆

彩繪紋樣，有時只用紅漆彩繪花紋；也有些器物是在紅漆底上，用黑漆或褐

漆繪製花紋；另有少數器物是在褐漆底上，用朱、赭褐漆繪紋樣。 

    綜合言之，秦統一六國後，各國原有文化交相傳遞、影響，改變了文化

原有的風貌，這樣的改變同樣會反映在各地墓葬中。江陵一帶墓葬即是在此

背景下，逐漸由戰國時代楚風瀰漫過渡為秦文化風格較盛，因此進入秦代

後，江陵墓葬包括隨葬器物在內，風格明顯異於過往。 

 

 
第三節  西漢墓的特色 

    秦末，天下大亂，各地豪傑紛起，最後在劉邦建立西漢後，才再度統一

全國。西漢前期，舊的生產關係、舊的傳統思想依然存在。159故制度大體上

沿襲前朝秦，除政治、經濟外，也包括墓葬。基本上西漢前期的墓制葬俗也

                                                      
158 陳振裕，＜秦代漆器綜論＞，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309。 
159 蔡永華，＜略論西漢隨葬特徵＞，《考古與文物》，1985：2，頁68-73。 



．168．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承襲了秦的埋葬制度，因此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的特點大致相似。直到武帝

時期前後，墓葬制度才發生了較大的變化，按照生人居室設計的墓室愈見普

遍，表現家庭經濟生活的隨葬明器與農作物大量出現，象徵養尊處優生活方

式的俑偶隨葬等，皆可得知西漢的墓葬風格已顯得愈益突出。160 

一、 地理位置 

江陵地區西漢時期的墓葬全數位於高地、山崗或其他地勢較高之處，按

照墓主身分等級的不同，而有集中埋葬的傾向，舉例來說，高台墓群，位在

江陵縣楚故郢都紀南城東牆外約100公尺處，是一處集中埋葬的貴族墓地。161

可見西漢時期江陵地區的人們在選擇墓葬地點時，除考慮地勢高低外，也不

放棄與地位相近或族群相同的人們同葬於一地。 

除此之外，西漢時期江陵的墓葬除位於楚故都紀南城與西漢南郡的郡治

江陵的附近，有部分墓葬甚至已直接葬入紀南城的範圍內，打破了戰國楚郢

都的舊有地層，此情況雖在秦代即已出現，但直至西漢才愈益增加，顯示昔

日繁榮的大城市此時已盡退光華、逐漸蕭條，不再是人民買賣、活動的中心，

而成為死者安息之所了。 

二、 葬制 

（一） 墓室 

    迄今江陵一帶所出土的西漢早期、中期墓葬皆是豎穴土坑墓，直到西漢

晚期至新莽時期才因受到一統思想的影響，以及墓葬制度、文化的漸相融

合，而慢慢出現磚室墓。但整體而言，從西漢建立到西漢結束統治期間，江

                                                      
160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新收穫＞，載《文物考古工作三十年（1949-1979）》，

頁30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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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陵地區仍是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要墓室形制。162江陵西漢時期的豎穴土坑墓通

常為長方形，墓口大於墓底，墓坑四壁光滑近乎陡直，愈往墓底四壁愈向內

收。依照墓主身分高低、財力雄厚與否，墓室內部的規劃呈現些微不同。 

    一般來說，除規模較大的墓，例如江陵鳳凰山168號西漢墓，有時會設

置斜坡式墓道，其餘墓葬，包括一棺一槨墓與單棺墓，皆不見墓道結構，除

少部分墓外，少見壁龕與腳窩的設置或痕跡。163部分較大型墓可見封土，但

規模較小的墓卻未必可看到。 

    很明顯的，江陵地區的西漢時期墓葬在一定程度上承襲了秦代江陵墓的

墓葬特點。 

    再看同屬西漢時期的中原與長沙等地區，江陵西漢墓有其特色，並不完

全同於其他區域的葬制發展進程。 

    中原地區是西漢時期政治與經濟的中心、國都的所在，理所當然的最能

表現出西漢時期墓葬制度轉變和發展的脈絡。 

    中原與長沙地區西漢初期墓的墓坑構築，除部分上層貴族墓有封土或墓

道外，一般都沒有封土堆與墓道的設計。墓坑有豎穴土坑與豎穴岩坑之分，

其平面則有方形與長方形之別。在西漢中晚期的帶墓道的墓中，有些甚至在

墓底建有排水的設施，以防止墓室的潮濕。164但這些地區的墓室結構後來卻

隨著墓葬觀念與經濟條件的變遷而逐漸改變。 

    起初，漢代表現在中原一帶大量流行的新的墓制乃是「空心磚墓」。西

漢前期，空心磚墓的墓室呈長方形，形狀就像一具木槨。到了西漢後期，它

的頂部往往搭成屋頂狀，前壁搭成門的樣子，顯得更像生者的房屋。磚的表

                                                      
162 目前只發現江陵岳山24號及43號西漢墓為土坑磚室墓外，其餘都是豎穴土坑墓。請見湖北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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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例如鳳凰山168號墓不僅有墓道，且在墓道北邊有一小壁龕，內放置一大竹笥；又如鳳凰山167

號墓的墓坑西邊開設一放置陶缽的小壁龕。可參考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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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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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陳振裕，＜湖北西漢墓初析＞，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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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繪有花紋，以作為墓室內的裝飾。部分墓室裡還施繪彩色的壁畫，其內容

包括天象圖、四神圖、神話傳說和歷史故事等等。這些壁畫題材與裝飾方式

並不出現於江陵地區的西漢墓葬中，但在之後的東漢墓內壁畫和石刻畫像中

得到進一歩的發展。165 

    其後，大約在西漢中晚期，中原和關中一帶開始出現用小型磚塊構築而

成的墳墓，一般稱之為「磚室墓」。到了東漢，磚室墓迅速普及，並且在中

原地區取代了原本非常流行的空心磚墓，在長江流域及南方和北方的邊遠地

區則取代了當時尚在普遍延續的豎穴式土坑木槨墓。166因此，可以說「磚室

墓」的出現造成湖北江陵一帶原有墓室形制的極大衝擊，甚至結束了豎穴式

土坑木槨墓在江陵長久的主流地位。而在「磚室墓」出現之前，江陵地區墓

室雖不時受到北方墓葬風格的影響，但仍大致維持豎穴土坑墓的基本型態。 

    長沙地區的西漢墓內有斜坡墓道，並在文景時期開始見到臺階式的墓

道，西漢後期臺階形墓道更常見，另外還有平台式墓道，皆與斜坡墓道大不

相同。長沙地區西漢後期墓的部分墓葬在槨室的前端設置板門與墓道相連

接，再者，有些墓的槨室開始出現在墓坑四壁採用二層土台的構築方式；或

於墓坑四壁豎立木柱，再於其上鋪槨蓋板，而不見過去墓槨中常見的四壁

板，或者頂板。有些墓室還分為前、後室，以模擬人生前居所的前堂、住房；

開始出現磚室墓，但多為單室墓，少數有前後室墓。這些情況，在湖北江陵

一帶的西漢墓前所未見。167 

    洛陽地區的西漢時期墓葬，其墓室主要流行土洞墓與空心磚墓或小磚劵

墓，而非豎穴土坑墓。另外在早期還發現一些陶棺，應是作為兒童的葬具之

用；到西漢中期時，開始出現銅穴雙棺的夫婦合葬空心磚墓；晚期時，則盛

行帶有豎井式墓道的小磚劵頂墓和弧頂土洞墓，並出現墓室內繪有壁畫的小

                                                      
165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頁449-457。 
166 同上註，頁453。 
167 陳振裕，＜湖北西漢墓初析＞，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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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室墓。168頗類似於中原地區的墓室形式。 

    由以上各地區墓葬中的墓室型態與類別可以知道，西漢室墓葬形制轉變

的一個關鍵時期，各地區原有各具特色的墓室形式，但卻受到文化交流與當

時代思想變遷的影響，而導致墓室構築形式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從西漢初期

開始，到西漢的中、晚期都可以見到。反觀湖北江陵一帶，雖也受到這樣統

一墓葬習慣的浸染，卻維持了較久的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要結構特徵的墓室形

制，較晚的接受磚室墓的墓室規格，這不可不說是江陵西漢墓的一項特色。 

（二）填土 

    江陵地區西漢墓的填土方式與填土種內，與秦代相比，並沒有太大的不

同。當地西漢墓葬內的填土多為五花土及青膏泥。五花土多為墓穴挖掘時直

接獲得的土壤，因此被大量使用於墓葬埋土上，不論是單棺墓、一棺一槨墓，

甚至是一槨重棺墓，墓葬填土中都有必定填塞著五花土，差異只在於規格較

高之墓內所填之五花土多半經過縝密的夯打，而規格較低之墓多數填土未經

夯打，即使經過夯打，從其夯窩的排列方式也可看出其夯打程度不如大型墓

來得精細。 

    為了讓墓葬擁有防潮防濕的能力，江陵一帶自古即有利用青膏泥來防潮

之法。一般的作法是將青膏泥填塞在棺槨周圍，或者夯打，或不夯打，然後

在青膏泥之外再填滿五花土，讓整個墓室達到密封的情況。通常填塞經過夯

打的青膏泥墓葬等級較高、規模較大；而充填不經夯打的青膏泥墓葬，等級

大多次之，規模也不及前者大。還有一些單棺墓、平民墓或較小型的一棺一

槨墓，有時只填五花土，卻不填青膏泥，顯然與墓主的經濟能力有關。 

    由此可知，在棺槨四周充填五花土與青膏泥等黏性較高、防潮力較佳的

土壤，雖是湖北江陵一帶墓葬，甚至是長江流域故楚之地所大致通行的填土

方式，但卻並非任何階級墓主皆可享有，青膏泥仍是地位與財力的象徵之一。 

                                                      
168 同上註，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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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將江陵西漢墓與關中、中原一帶的西漢墓相比較，發現關中與中原一

帶的西漢墓中規格較高之墓為了防潮等因素，也有在槨室四周上下先填塞木

炭，再填塞土壤，或者是利用積石積炭的方式。而長沙地區與江陵地區同屬

長江流域上潮濕多雨之區，兩地同樣嘗試以填土來阻隔溼氣對墓葬的破壞與

腐化，不同點在於長沙地區所用以防潮的土壤多為色澤較淺的白膏泥，此外

也有部分墓葬選擇在棺槨周圍填上木炭，木炭層外再以白膏泥夯打充實，最

外層則加上一般的土壤，層層密封的結果使當地墓葬的保存較為完好，最具

代表性的墓葬即為長沙馬王堆西漢墓葬。169 

    所以，我們可以了解到，儘管湖北江陵與湖南長沙地理環境近似，也有

類似的埋葬想法，但在填土過程中仍有各自的特點，並不完全相同，這便是

不同區域間必然的差異。自然環境相近者已然如此，更何況是潮濕多雨的江

陵地區與氣候型態全然迥異的北方中原等地，之間的差異一定更為明顯，經

由比較，更能看出江陵西漢墓在填土方面的特點。 

（三）棺槨形制 

    從江陵一帶葬具保存較好的西漢墓分析，少數較大型墓的棺槨為一槨重

棺，大多數墓的葬具則為一棺一槨，部分墓葬的葬具僅有單棺。有槨墓的槨

室大多數分為頭箱與棺室，或是頭箱、邊箱與棺室二種，每室之間都設有橫

樑與隔板，並且還製作板門或窗相通。170某些墓不僅設置門板，還在門板兩

旁建立同樣厚度的門框；某些墓雖缺少立柱或門窗，但形制仍很類似。整具

槨呈長方盒狀，並以榫卯拼接而成，未見鐵釘接合。但在江陵鳳凰山167和

168號西漢墓的木槨牆板上都釘有竹釘，據學者研究，這些竹釘並非做為固

                                                      
169 陳松長，《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上海：上海古籍，1998年），頁4-7。湖南省博物館、中國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編輯委員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7，
頁2。 

170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說》（北京：中華書局，1984年），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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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棺槨之用，而是用來掛絲帶的。171只有極少數墓的木槨四周砌有槨框，並

將框內橫鋪的一塊頂板做為橫樑，其餘大多沒有設置槨框，只在蓋板下橫鋪

一層作為頂板。槨頂板外大多鋪有蘆蓆或竹蓆，包括江陵鳳凰山8號墓槨頂

板上鋪設四床蘆蓆；167號墓的槨頂板上則鋪有四床蘆蓆與竹蓆等，蓆上的

編織紋樣幾乎皆屬人字形紋。槨底板下大多墊有兩根橫墊木，以此將底部懸

空，以防止水分滲入。 

    槨室內不管是否分室，或分為幾室，都必然有一放置棺木的空間，一般

稱之為「棺室」。江陵地區西漢墓中所葬之棺木，包括外棺與內棺皆屬長方

盒狀棺。當地棺木作為葬具時最普遍的情況是，棺木由壁板、底板、擋板，

經套榫或子母口接扣而成，並且在棺木內外全繪製漆彩，有時棺內、棺外都

髹黑漆，有時則是棺內髹紅漆、棺外髹黑漆，不論內外是否相同，使用之顏

料大抵為黑、紅兩色。之後蓋上蓋板後以漆塗滿空隙加以密封，也有以麻布

配合漆料將棺木層層密封者，再以麻繩將以密封的木棺緊緊綑縛，以防鬆

動。由於這一連串防潮密封的嚴密防護，使江陵地區的西漢墓保存情況較北

方各地完整性高。 

    另外，階級較高之墓有時會在棺木上另外鋪蓋一層竹簾或竹蓆，竹簾、

竹蓆外偶爾會出現絲織的棺罩。172棺外與槨壁間的空隙以草束填滿，用意應

是保護棺木。 

    江陵地區以外其他西漢時期的棺材，也多為長方形棺，製作時以榫卯拼

接棺木各部份，偶爾可見竹釘。直到東漢，棺材才開始普遍使用鐵釘。173木

                                                      
171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新收穫＞，載《文物考古工作三十年（1949-1979）》，

頁303。 
172 其中棺罩與竹蓆搭配最符合古書禮儀所記載者，首推鳳凰山167號西漢墓，緊貼棺身的是繡花

棺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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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幾塊黃絹拼成，形狀與繡花棺罩相似，不同點只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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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整套完整的棺飾，在《禮記‧

檀弓‧疏》中稱之為「柳」。 
173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頁44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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槨雖在部分墓葬中仍然存在，但因黃河流域興起磚室墓，所以逐漸有以磚室

取代槨室的情形，也就是直接以磚鋪砌在墓室周圍，緊連墓室形成空間，棺

木便置放於其中，磚室成為磚槨，使得木槨在北方的使用不如南方來得長

久。因此，利用木槨與漆棺作為主要葬具，可視為江陵西漢墓沿襲過往文化

的象徵。 

三、 葬式 

（一） 仰身直肢葬 

    目前由於江陵西漢墓的年代久遠，導致許多墓葬在出土時，墓中人骨架

早已腐壞，葬式不清、無法辨別。僅有少數墓葬因棺槨、墓室密封較嚴，才

得以完整或部分的保存屍身的葬式。 

    前已提及雖有部分墓葬內的人骨架出土前即已朽壞，但仍有不少足資辨

認的骨架較完整的保存下來，目前根據這些可供辨認的人骨架判斷，西漢時

期江陵地區的葬式仍以仰身直肢葬為主。同期的洛陽地區墓葬也多呈仰身直

肢葬。174由此得知，仰身直肢葬並非湖北江陵一帶專屬的、獨特的葬式。 

    但江陵仍有其地方特色，亦即當時代雖其他地區，包括關中、四川等的

葬群也出現仰身直肢葬，卻也有屈肢葬的存在，換言之，大多數地區的葬式

並不如江陵地區來得單一。前一節中曾提及從戰國至秦代，各地區的仰身直

肢葬比例不斷增加，明顯可見仰身直肢葬的逐漸普遍，甚至在某些特定墓中

取代屈肢葬而成為主要葬式，但這畢竟不能完全掩蓋屈肢葬仍然存在的事

實。屈肢葬為秦本有之常見葬式，儘管到了秦代與西漢，隨著文化的交流與

融合，屈肢葬的蜷曲程度已大為放寬，但在故秦之地還是不時可見屈肢葬。

這樣的葬式直到東漢時期才真正獲得較為統一的發展。 

    與此相較，湖北江陵自戰國以迄西漢，其葬群內的葬式皆以仰身直肢葬

                                                      
174 陳振裕，＜湖北西漢墓初析＞，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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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除受到仰身直肢葬漸趨主流地位的影響外，應當也是該地區葬俗與思

想的一種表現。 

（二） 頭向 

    目前在湖北江陵發掘的西漢墓的墓葬方向，各個墓地因地形等原因，並

不盡相同，既有東西向的又有南北向的。但是，每個墓地的墓葬方向還是有

大體的一致性。例如江陵鳳凰山西漢墓出土墓葬頭向多為南北向，其中又以

北向居多，計有M1、M8、M9、M10、M12、M13等六座墓，南向者僅有M7

一座；頭向東西向者較少，頭向東向者包括M2、M6、M168三座墓，只有

M167為西向墓。江陵高台M18墓方向為175°、南向。岳山漢墓群中的墓葬方

向也以南北向為主，總計有21座，只有8座墓為東西向墓葬，差異甚為懸殊。

張家山漢墓群本身即座落在一條東西向的山崗上，因此東西向的墓葬較南北

向的墓葬略多，其中西向包括M247、M249、M136三座西漢早期墓葬，北向

則有M258、M127兩座墓，未見東向或南向墓。 

    由以上各墓的簡述可知，江陵西漢墓的墓葬方向並不固定，東、西、南、

北四個方向的墓葬皆存在，顯見過去在戰國時期墓向方向較一致的情況已有

所改變，這一方面是受到墓葬所在地形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與墓主的身分地

位和祖先來源有關。但在這樣的變異中，仍可發現江陵西漢時期墓葬是以南

北向為主，且北多於南，或許因當地某些移民從北方移入所致；東西向較少，

其中西方墓出土數量最少。該地墓葬方向與秦代的典型秦墓不同，也與戰國

楚墓有明顯差異，卻又留有二者的影子，因此推測江陵西漢墓的墓葬方向在

沿襲之外，有自身的特點。 

四、 隨葬器物 

（一） 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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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北江陵的西漢墓隨葬器物放置位置雖有規律，但其規律遠遠少於戰國

時期江陵地區的墓葬，一棺一槨墓和一槨重棺墓內的隨葬器物大多放置在頭

箱或者邊箱中，只有少數物品隨葬於棺內，例如裹屍用的絲織品、口銜之玉

印，以及服飾配件等；極個別墓則置於壁龕裡，如鳳凰山西漢墓中有壁龕墓

的壁龕中皆有隨葬器物，計有竹笥、陶缽等物件。擺放在頭箱中的隨葬品大

致包括奴婢俑、車馬、木船等，這些奴婢俑數量頗多，大小、形象、服裝、

性別皆有差異，且彼此間往往有一定的順序，表現出墓主人生前奴婢成群、

各司其職的前呼後擁景象。車馬與木船等則是當時代通行的交通工具，有時

與木俑擺放一起，有時則獨立放置，顯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概況。 

邊箱，大多埋藏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用具、食物、文書工具，甚

至竹簡木牘等，有時也隨葬一些明器。所謂生活用具，指的是墓主人生前所

使用之用具，包含漆器製品、銅製容器、陶製器物、遊藝器具、銅鏡等，材

質多種，型態也不一致，但都是具有實用價值，甚或是實際使用過的器物。

食物種類極多，在下一段落中將再進一步介紹，故此處略而不談。文書工具

有筆、石硯、竹簡等供書寫之用的工具，其中不乏留有使用痕跡的實用品。

竹簡木牘在江陵地區的西漢墓出土不少，主要出土於邊箱或頭箱之中，內容

包羅萬象，反映了當時的政治、經濟、法律、曆法等不同的知識與實際情況，

是現階段研究西漢社會時可參考的珍貴資料；若為無槨者，隨葬簡牘內容不

似有槨者那般多樣，多為遣策，多被成套放置在棺外墓室中，但因江陵墓葬

內常積水，致使簡牘漂移疊壓，有時難以得知原本的擺放方式。 

    總之，江陵地區西漢墓中的一棺一槨墓、一槨重棺墓的隨葬物品普遍較

為豐富，由於墓室、棺槨內隔空間較多，還有極少數墓甚至存在著壁龕，使

得隨葬器物的擺放與排列方式也較多樣，有些物品放置在頭箱中，也可放置

在邊箱內，或是同時存放於邊箱與棺木裡，例如絲織品與服飾配件等，顯示

當時隨葬品的擺放雖有習慣性，但並無絕對的規定。 

    單棺墓因缺乏槨室，且大多不具備壁龕，所以隨葬器物大抵皆放置於棺

外的墓室之中。單棺墓多屬平民墓，經濟能力較差，致使隨葬器物的種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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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不如一棺一槨墓或是一槨重棺墓眾多，且多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平均

約僅10件左右，有些墓隨葬物品的數量甚至還更少。 

（二） 器類 

    西漢時期的經濟發展迅速，許多地主階級儘管並非貴族或官吏，卻擁有

富足的財力，因此得以建構較大型的墓葬，也正因為這種社會地位與財富分

配方式的改變，造成隨葬器物的種類與裝飾喜好的變革。 

    江陵墓葬處於西漢的大環境之下，不可避免的也反映了墓葬思想與習慣

上的變化過程，其隨葬器物的材質包括陶器、銅器、木竹器、玉器、絲麻織

品、動植物等，根據隨葬器物的用途又可將之區別為食器、容器、炊器、文

具、服飾、配件、車馬工具、人俑、其他類別。175材質與用途相互搭配，增

加了不少器物類型。 

    以金屬器來說，數量不多，大多為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銅器與鐵器，

其中銅器出土數量又比鐵器多。銅器出土物品包含銅鏡、銅針、銅帶鈎、銅

錢、砝碼、轡形器座、削刀、銅印、和各式銅質容器，例如銅製鼎、壺、罍、

盤、勺、鍪等器型。隨著時代愈晚，銅器出土量就愈少，可知銅器隨葬的情

形逐年減少。 

鐵器部分，就整個西漢時期來說，在生活用具方面，鐵器佔重要的地位，

從鼎、爐、釜等容器、炊器到帶鈎、鑷子、火鉗、剪刀、廚刀以及釣魚鈎和

縫衣針之類，應有盡有。反觀江陵地區出土的鐵器數量卻不多，雖可發現鐵

製的長劍在西漢前期已逐漸取代了戰國以來的青銅短劍，但仍顯示了湖北江

陵的鐵器使用並不如其他地區廣泛。176 

    陶器數量較多，器型包含壺、罐、盂、甕、盒、杯、盤等日常盛食容器，

鼎、壺等仿銅陶禮器，倉、灶等象徵廚房炊器的隨葬明器。其中的倉和灶，

                                                      
175 其他類別包含印章、銅鏡、銅錢、針、食物等物品。 
176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說》，頁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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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在秦和西漢前期的墓中即有所見，但普遍流行則在西漢中期以後。此

外，西漢中期以後，各種專為隨葬的陶質明器逐漸盛行，種類多，數量也大，

晚期開始出現陶倉與陶灶模型同出一墓的現象。這些陶器多為泥質灰陶，有

時在灰陶外會裹上黑色陶衣，大多以輪制方式製成，只有陶倉、陶灶等明器

是手製品，同一類器物的形制日趨一致，差異日小，顯示西漢時期的手工業

發展情形，當時的陶製品規格、樣式似乎已有初步的統一。 

    西漢江陵墓所出土的陶器器形大致有幾項變化：陶鼎，整器由矮胖變為

瘦高，鼎腹內空部份由淺變深，三蹄足由矮變高，方耳由矮變長。陶盒，整

體由矮胖變為瘦高，器蓋與圈足也由矮逐漸變高，器蓋與器身的外壁由弧形

變為近口沿處較直。陶盂，整器由矮胖變為瘦高，器壁由弧形壁變為折壁，

由大平底變成小平底，由大敞口逐漸變為直口。小口陶甕，整器由矮胖變為

瘦高，由侈口變為直口，由長束頸變為直短頸，由鼓腹變為折肩，由大平底

變為小平底。陶倉，圓形與長方形的倉身，由矮胖變為瘦高，倉身由開小窗

變為開門或加階梯。陶灶，由前尖後方變為曲字形，再變為長方形。177 

    木器，有不少塗漆之器，數量最多，且種類繁眾，總計包括壺、盒、耳

杯、奩、盤、盂、木俑、軺車、卮、匜、木船構件、動物模型、劍、梳、篦、

杖、勺、木牘、算籌、盾等，除部分器物出土時已損毀外，大致保存良好。

製作方式包含捲製、旋製、斫製三種。178其中木俑出土數量勝過同地區其他

時期的出土量，且按照地位與身份的不同，木俑的服飾裝扮也會有所不同，

因此呈現的種類相當多，一方面可看出墓主擁有龐大的財富，一方面也可看

出當時蓄奴的盛行。耳杯數量最多，外表均髹漆，且紋樣精美，是同時兼具

實用性與藝術性的代表作品。漆木器中有不少屬於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梳、

篦、杖、算籌、奩等等；也有數量可觀的明器與模型器，如動物、車船模型，

大多數漆木器外髹黑漆、內髹紅漆，只有少數漆器是內外都塗黑漆，可以看

                                                      
177 陳振裕，＜湖北西漢墓初析＞，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52。 
178 陳振裕，＜中國歷代漆器工藝的繼承與發展＞，《江漢考古》，2000：1，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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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漢時期人們對於漆器製作的重視，以及在埋葬時隨葬的器物，除重視物

件的實用價值，也愈來愈重視物品的象徵意義，這是與先秦時期所不同者。 

    這裡出土的大批簡牘，木牘內容包羅萬象，舉凡政治、稅賦、判案、曆

法、契約等皆有資料記錄其上，文字的風格與雲夢、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的

漢代簡牘文字相比，有的相近，有的則幾乎完全相同，其中尤以鳳凰山漢墓

出土的簡牘最為顯著。鳳凰山八號漢墓出土遣策和馬王堆一號西漢墓的遣策

相比之下，簡的長、寬、厚度和編綴方法都一樣，字體也同為早期隸書，就

連記載器物的體例也大致相同，二者皆出土了直接記載器物名稱、大小、數

量的簡，和在頂端畫一條粗墨道、其下開頭二字均為「右方」的器物分類小

節的簡。179 

    較常出現的漆木器的器形大多由矮胖變為瘦高，與陶器頗為類似，例如

漆圓盒，整器由矮胖變為瘦高，再變為矮胖；器壁由弧形變為近口沿處較直，

再變為弧形；外壁有由凹、凸弦紋變為素面。漆盤，內空由深變淺，盤口由

小侈口變為大侈口，盤壁由折腹變為弧形，平底由小變大。漆卮、樽，整器

由矮胖變為瘦高，底部由厚胎、假圈足或平底變為薄胎、平底。漆圓奩，整

器由矮胖變為瘦高，底部由厚胎、平底或假圈足變為薄胎、平底。與秦文化

中盛行的矮胖形陶器不同。 

    竹器，西漢江陵墓葬出土的竹器有不少件在表面髹漆，器形計有盒、笥、

簍、筒、笿等裝物用具，梳、篦、尺、骰、棋盤、印、筆、筷、筷籠、扇、

竹籤、天平衡桿等日用品和休閒遊藝之物，還有竹簾、竹簡等特殊用途器物。

大多數的江陵西漢墓為方便陪葬品的擺放，會將竹笥一倂放入墓中，因此竹

笥等具裝盛作用的器物常在墓葬中被發現。竹器出土量也不少，顯然西漢時

期江陵的竹手工業應相當發達。但西漢時期的竹器真正特別之處在於器物上

偶爾可見墨書文字，用以記物或記功用，例如鳳凰山168號墓出土天平衡桿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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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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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解釋了天平衡桿的作用。 

    玉器出土量少，大多隨葬於墓主身邊，包括玉環、玉印等，除有象徵墓

主身分的用意外，據古籍記載，玉還有保存屍體與避邪等的作用，因此地位

較高、財富較豐者有時會以玉隨葬墓中，江陵西漢墓即有此現象。180 

    絲麻織品，除用以包裹屍體之外，多數的絲麻織品乃是墓主，使用或未

使用過的衣物服飾，因此有不少出土時穿著在墓主身上，或被發現放置在棺

內、單獨的竹笥中，種類多樣，共計出土多件朱、絳、褐、黃等色的絹、紗、

縑、錦、羅、綺、組等織物，製成紗冠、絲鞋、素絹、麻衣、麻裙、麻鞋、

麻夾襪、麻絮等，出土數量繁多，勝過同時期湖北其他地區的墓葬。其中，

較特別的絲麻織物是棺槨出土時覆蓋在棺蓋上的棺罩，以鳳凰山167號西漢

墓為例，該墓葬具為一棺一槨，棺外以麻繩綑綁，再蓋上兩層棺罩。緊貼棺

身的是繡花棺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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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外面是一層黃絹棺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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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可見當時中國絲麻織物製作精緻且紋飾華美。 

    動植物出土數量甚多，以動物言，隨葬種類包括雞、雞蛋、兔、豬、狗

等肉食品。植物方面，則出土有稻榖或稻穗、瓜子、楊梅、小米、果核、生

薑、花椒、杏、李、烏梅、棗、枇杷等糧食作物與調味料，食物種類和黃河

流域、北方地區多所不同，例如北方主食為小麥、小米，南方為稻；北方食

                                                      
180 鳳凰山168號西漢墓出土時，墓主人口中銜著一塊玉印，上頭刻有「遂」字，後經考證，認為

「遂」即為墓主之名，該玉印的作用除表明墓主身份之外，應也有避邪的功用。詳見湖北省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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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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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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南方隨葬豆類較少。江陵氣候濕潤溫暖，適合生物生長，使得當地物產

豐富。隨葬食品如此眾多，一方面應受物產豐富影響，另一方面則與當地的

墓葬習俗有關。 

    洛陽西漢墓在隨葬品方面，盛行隨葬銅錢和鏡的風氣，早、中期還普遍

的隨葬陶俑頭和鉛質小型車馬飾，陶鼎、敦、鈁、壺等陶禮器占主要地位；

晚期多隨葬陶生活用具與模型，且陶倉的數量激增。若與江陵西漢墓相比

較，就可看出不同點：江陵墓雖有銅鏡隨葬，但不如洛陽普遍；洛陽仍在墓

中隨葬成套的禮器，江陵墓中雖偶有鼎、盒等禮器，但已不成套；江陵偶爾

在墓葬中挖掘出銅錢，數量很少，洛陽墓葬中卻常見銅錢陪葬。兩地墓葬的

相似點在於皆隨葬人俑、車馬配飾，及倉、灶等明器，尤其出土陶倉、陶灶

者實際不只有洛陽與江陵地區墓葬，包括長沙與湖南等地在西漢中期過後也

都盛行隨葬倉與灶，故倉、灶的隨葬實際上已逐漸成為各地共同的葬俗之

一，182且愈接近西漢末年，各地間的差異愈小、相似度愈高。 

    江陵西漢墓雖不完全同於同一時期他地墓葬習俗發展方式，但不難發

現，江陵西漢墓的墓葬風格是在秦文化之上求變化，並受到強勢中原文化的

影響，愈接近西漢晚期，文化同質性愈高，最後逐漸趨於融合。 

（三） 裝飾風格 

    江陵西漢墓出土器物眾多，器物上的裝飾紋樣多樣，以下予以簡要論述。 

過去由於銅器具有禮器的功用，為身分地位與財富的象徵，所以在銅器

製作上極盡華麗與精緻。到了西漢時期，大一統帝國建立，許多舊有的家國

重器失去了它們原有的重要性與地位，反倒實用性增強，包括銅器，使得銅

器的製作漸漸由華美轉而簡樸，過去江陵地區盛行在銅器上刻畫鳳紋、幾何

紋、獸面紋、雲紋、雷紋等動、植物紋樣或幾何形紋樣，到了西漢時期，卻

幾乎不曾見過如此繽紛的花紋出現在銅器上，取而代之的是簡單的綯紋、弦

                                                      
182 參考李正光、彭青野，＜長沙沙湖橋一帶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4，頁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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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儘管有時會刻畫蟠螭紋、雲雷紋等較複雜的紋樣，但也只用於小件的銅

器，例如帶鈎等，大型的銅質器具則多為簡單線條，甚至素面呈現。簡言之，

銅器的花紋和裝飾到西漢時期逐漸變得簡單樸素了。 

漆器工藝在西漢是發達的，胎骨方面，薄木胎與夾紵胎比秦代增多，木

胎採用挖制、斫制、捲制、雕刻和鏇制的新方法製作圓形的漆器。隨著時代

愈近西漢晚期，各墓隨葬漆器數量就愈多，尤其是漆生活用具，幾乎每座墓

葬中都隨葬著漆製生活用具，使人們對於漆器上的裝飾也愈來愈重視。 

江陵西漢墓中出土漆器數量最多、紋飾最為精緻華美的隨葬器物，出土

的漆器不論大小皆為內外髹漆，某些漆器內外皆髹黑漆，某些則內髹紅漆、

外髹黑漆，再以紅、褐、金色漆彩繪製花紋，偶爾出現針刻圖案，甚至在部

分漆器表面出現烙印文字、針刻文字、白字粉彩書寫的文字等。有許多器物

的形制、花紋與雲夢大墳頭漢墓相近，其中又以江陵鳳凰山西漢墓表現最為

明顯。183花紋皆有幾何紋、植物紋、雲氣紋、雲獸紋，也都有烙印文字和針

刻文字等等。但花紋類型和風格有由繁複多變逐漸走向簡化的趨勢，並不像

雲夢大墳頭漢墓出土器物的裝飾花紋始終那般複雜，反而較接近馬王堆一號

西漢墓的裝飾紋樣，例如都以草葉紋、花瓣紋、雲氣紋、幾何紋、動物紋為

主要裝飾。184但除此之外，江陵西漢墓本身的裝飾紋樣還有許多類型，包括

柿蒂紋、鳳鳥紋、點紋、渦雲紋、雲氣紋、水波紋、圓圈紋、饕餮紋等，皆

具有地域特色，另外還出現了神人，神獸的圖案。西漢中期首次出現戧金漆

器實物，並開始使用精巧的銀片作為漆器上的裝飾。在胎骨方面以木胎為

主，夾紵胎的數量雖有增加，卻不及北方地區普遍。這都是江陵西漢墓漆器

的獨到之處。 

    陶器，湖北江陵西漢墓發掘的陶隨葬器多屬泥質灰陶，有時器身外會裹

                                                      
183 湖北省博物館，＜湖北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9，頁23-36。李如森，《漢

代喪葬禮俗》（瀋陽：瀋陽出版社，2003年），頁241-24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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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長，《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上海：上海古籍，19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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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黑色陶衣，以輪製為主要製作方式，某些器物花紋是在陶器燒成以後才以

彩漆描繪而成的，所以易於脫落，而且除了在墳墓中發現的以外，很少在當

地的建築遺址中發現，因此可以推斷這些陶器應是專為隨葬而作。另外還有

一些灰陶表面所繪花紋乃是模仿漆器花紋樣式而成，可見不同器物間仍會相

互影響。185江陵地區出土陶器的裝飾紋樣較同地區出土的銅器更為多樣繁

複，計有花草葉紋、勾連花瓣紋、方格紋、勾雲紋、弦紋、鋸齒暗紋、斜菱

形紋、篦點紋、繩紋、附加堆紋等，少見素面陶器。事實上，江陵陶器的部

份裝飾紋樣與其他地區漢墓出土的陶器很相似，舉例來說，西漢前期各地漢

墓出土少數隨葬器物如甕、罐之類還帶有一些不甚明顯的繩紋，直到西漢中

期以後，帶有繩紋的陶器才逐漸消失殆盡，這一點與湖北江陵一帶墓葬發掘

結果是大致符合的。 

    編織物，包括竹編織物與絲編織物，竹編織物的編織方法，是在繼承春

秋戰國時期楚國的竹編織技術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但秦漢時期，編織方法

更加規範化，也就是某種器物一般都採用同樣的編織方法。西漢早期，大多

是採用六角形空花編織法製成的，尤其在墓葬中發現的盛放果品與雞蛋的竹

簍，更常使用此種編織法織成。 

    綜合以上敘述，江陵地區的西漢墓仍多出土於丘陵或高地上，部分墓葬

甚至打破故楚郢都紀南城的基址。出土的墓葬多為豎穴土坑墓，填土或為青

膏泥搭配五花土，或僅有五花土，較大型的墓葬填土往往經過夯打，小型墓

則不一定。葬具有一槨重棺、一棺一槨、單棺墓等幾種形式，木槨為長方形，

內部大多分為頭箱、邊箱、棺室三部份，其中頭箱與邊箱主要用來置放隨葬

器物，底板下墊有兩根橫墊木；木棺皆為長方盒狀棺，棺外常有鋪有竹蓆或

蘆蓆，再蓋上棺罩，或以草束護棺、麻繩綑棺。葬式全為仰身直肢葬，並不

盛行屈肢葬，墓葬方向多南北向、東西向較少。 

    隨葬器物種類繁多，計有陶器、銅器、漆木竹器、玉器、絲麻織物、動

                                                      
185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說》，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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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數類，雖有部分禮器與明器，但絕大多數仍為日常生活用具。漆木竹器

出土數量最多，絲麻織物也不少，兩者皆紋飾多樣且精緻華美，充分展現西

漢時期高超的漆器與編織工藝技術，陶器製作精美與紋飾繁複程度僅次於前

者，少見素面陶。銅器裝飾最為簡樸，有時還出現素面銅器。動植物種類眾

多，除食物類外，還有調味料，可見西漢江陵一帶物產之豐富。 

    湖北江陵出土的西漢墓葬數量雖不如戰國時期楚墓眾多，但與其它同時

期墓葬相比，仍可得知上述之特色，由此可知，江陵西漢墓葬雖受到西漢時

期大一統觀念與文化交流、經濟發展等的影響，但在西漢初期至中期，仍保

有一定程度的地方區域特色，直到西漢晚期，才逐漸與中原一帶的墓葬習俗

相混同。 

 

 
第四節  戰國、秦、西漢墓綜合比較 

    江陵地區自建立郢都、成為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政治與經濟中心後，持

續快速且高度的發展，逐漸使人民培養出獨特的思想與習俗，反映在墓葬上

就可見其不同於其他各國墓葬風格的獨特性。至戰國末年因秦將白起的攻

擊，郢都陷落，成為南郡的一部份，受到秦文化的強勢影響，使江陵秦墓風

格為之一變，在融合楚與秦的文化後，漸漸發展出自己的特點。直到西漢初

期，這樣的發展趨向仍很明顯，西漢中期過後，由於大一統思想的傳布、文

化的廣泛交流、人民生活方式的趨同，讓江陵的墓葬再度產生轉變，逐步擺

脫戰國至秦代以來沿襲的墓葬風格，而與其他地區的西漢墓葬風格愈來愈相

似。這其中的發展脈絡自然有釐清的必要，因此本節擬就戰國至西漢時期江

陵地區墓葬風格的轉變部分略作分析。 

一、 地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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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三節中對江陵戰國墓葬的分析可以大略了解，江陵位處潮濕多雨的

南方地區，地下水位遠較北方高，因此為求墓葬的完好保存，必須設法隔絕

地下水的滲入，除嚴密封存棺槨外，當時的人們也儘可能的尋找地勢較高之

地來作為棺槨的埋葬地。所以，自戰國時期，歷經秦代，到西漢時期江陵墓

葬皆位處於高地或山崗上，且墓主身分地位愈高者，其墓葬所在地勢也往往

愈高，這是三個不同時期墓葬的共同特點。 

但三個時代的墓葬仍有差異。戰國時江陵地區的楚墓乃是以故郢都紀南

城為中心，向外逐步擴展出去的。墓主身分地位較低或墓葬規格等級較低之

墓，往往就位在紀南城的周圍，分布密集。而墓主身分地位較高、規模較大

的墓則多遠離紀南城，另擇高地為墳，這些墓地亦非單人墓地，常有身分等

級近似之人葬於同一區域，甚或成為家族墓地，如天星觀楚墓所在的高地明

顯可見五座土塚，經考古人員判斷，這五座土塚各是一墓，而五座墓應是同

一家族之人。 

秦代江陵一帶受到戰爭的破壞，人口迅速減少，紀南城殘破，秦在當地設

南郡，別設南郡郡治於荊州城一帶，沿襲至西漢。一方面使得人口逐漸遠離紀

南城，二方面也使當地人原有的墓地有了遷移。自秦至西漢時期，江陵地區的

墓地隨仍是多墓葬於一區形成墓葬群，但地區的選擇已不再集中於紀南城周

圍。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發現紀南城周圍的秦、西漢墓相當少見，反倒是荊州

城周圍和介於荊州城、紀南城的中間區域墓葬數量有所增加，說明當地人口與

政治重心的遷移連帶影響了墓葬地點的選擇。 

二、 葬制 

（一） 墓室 

    江陵墓葬的墓室特殊之處在於不論是戰國、秦或西漢時期，當地的墓室

皆以豎穴土坑墓為主。 

    江陵戰國楚墓以豎穴土坑木槨墓為主要墓室形制，墓口大於墓底，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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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向下內斜，使整個墓室呈現近似漏斗的型態，墓室大小則因隨葬器物多

寡、棺槨層數、墓主地位高低而有不同。坑口有寬坑與窄坑之分，但一律為

長方形。自墓口至墓底的深度各墓不一，主要是以該墓的等級作為依據，亦

即墓葬等級、墓主地位愈高者，墓坑深度一般較深，反之則較淺。 

一般大、中型貴族墓外有高高隆起的封土堆，土堆隨葬墓葬規模的大小

而有差異。墓室內部則有斜坡墓道及台階的設置，雖然並非所有的貴族墓中

皆有斜坡墓道和台階，但二者皆未出現於小型庶民墓中，使之成為貴族墓的

象徵之一。 

戰國時期江陵小型楚墓多為庶民墓，墓上無封土堆，墓室型態雖與大、

中型墓相似，惟規模大小差異甚多。一般小型墓內沒有斜坡墓道、台階或供

上下的腳窩，部份小型墓室內於頭端設置壁龕，但壁龕真正盛行是在春秋時

期，進入戰國後，壁龕數量明顯減少，只有極少數的墓葬為了安放隨葬器物

而有壁龕，壁龕在戰國時期已非普遍存在的墓室規制。 

秦代江陵墓葬大致沿襲戰國時期當地墓葬的墓室形制，故仍有不少楚文

化的因素，但因受到秦文化與移民的影響，使得江陵秦墓在一定程度上異於

江陵楚墓。江陵秦墓同樣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要墓室型態，坑口為長方形，墓

外少見封土堆。墓內四壁平滑、向下內收，傾斜度大、近直。墓深一般較淺，

且大多數墓沒有斜坡墓道、腳窩、壁龕的設置，也很少見到台階，這可能與

出土秦墓多為中、小型墓有關。186 

在西漢前期，江陵一代的貴族、地主階級仍然沿用戰國以來的豎穴土坑

墓，較少使用中原地區漸漸普遍之磚室墓。墓外無封土堆，墓內四壁平滑傾

斜，少數墓有墓道、187腳窩、壁龕、188台階等。小型庶民墓仍甚為簡陋，完

全未見封土、墓道、台階、壁龕、腳窩等，墓室規模相當小，與江陵秦墓有

不少的共通處。西漢中期後至西漢晚期間，由於受到帝國統一、文化交流的

                                                      
186 參考陳振裕，＜略論湖北秦墓＞，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17。 
187 僅在鳳凰山168號西漢墓見到斜坡墓道，其餘墓葬皆無。 
188 鳳凰山167、168號西漢墓各有一小壁龕放置竹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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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江陵西漢墓逐漸擺脫戰國、秦以來的楚文化因素，而與中原西漢風俗

趨同，但整體而言，直至西漢後期，江陵地區仍延續使用豎穴土坑墓，至東

漢時期才全面轉變為磚室墓的墓室型態。 

（二） 填土 

    戰國江陵楚墓因墓葬等級的不同，填土時往往產生差異。一般而言，大、

中型貴族墓，由於地位高、財富鉅，因此墓室內的填土除當地普遍存在的五

花土外，再加填青膏泥，或稱白膏泥。這些填土在填塞時大多經過縝密的夯

打、層層疊壓，使之擁有防潮密封的能力。地位愈高者所填充使用的青膏泥

愈多，地位較低者，儘管填有青膏泥，卻遠不如大型貴族墓來得厚實。至於

一般的平民墓葬，多數僅充填五花土，或經夯築，或未夯打，青膏泥則甚少

出現。由此可以確知，戰國時代江陵墓葬有著明顯的社會差異，即使從填土

中亦可見其端倪。 

    秦將白起攻陷郢都後，江陵楚墓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受到楚文化因

素與秦文化因素雙重影響下的江陵秦墓葬，由於受到當地原有文化的浸潤，

並且受限於當地多雨潮濕的地理環境特點，江陵秦代墓葬填土時仍就地取材

使用五花土與青膏泥，只是青膏泥的鋪填不如戰國時江陵楚墓厚實。 

    西漢時期直至西漢晚期為止，江陵一帶的墓葬填土仍是沿襲戰國、秦代

以來的五花土與青膏泥相配合的技術。同時期的長沙地區墓葬所用以防潮的

土壤多為色澤較淺的白膏泥，此外也有部分墓葬選擇在棺槨周圍填上木炭，

木炭層外再以白膏泥夯打充實，最外層則加上一般的土壤，江陵地區墓葬鮮

少學習長沙地區的填土方式，反而持續保有戰國以來的填土方式。至於不同

點則在於西漢時期江陵墓葬中有部份墓並非貴族墓，而是地主階級墓葬，這

些墓主的身分地位雖不如貴族高，但卻擁有龐大的財富，因此可以建造較大

規模的墓葬，並在墓室中使用青膏泥。換言之，青膏泥在戰國時期僅限於上

層階級使用，進入秦與西漢時期，青膏泥的使用不再取決於身分地位的高

低，而日益著重於財富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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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棺槨形制 

    在戰國時期江陵的豎穴土坑墓，有無棺墓、單棺墓、一棺一槨墓、多重

棺槨墓。無棺墓與單棺墓為小型墓，一棺一槨則約為中型墓，多重棺槨則多

為地位較高的貴族墓葬。雖然不同等級之墓所使用的棺槨有一定的規制，然

而其所使用的棺木卻多為懸底棺，這應是為因應當地潮濕氣候而產生的，可

分為弧形懸底棺和方形懸底棺，棺下放置兩根橫墊木。當地也存在長方盒狀

棺，但多作為外棺之用，直到秦代以後才成為一般內棺。 

  秦代以降，至西漢時期，江陵一代的棺槨的制度大體仍沿襲周代的禮

制，舉例來說，江陵鳳凰山一六八號西漢墓的主人是「五大夫」，其身份相

當於縣令，按照古禮的規定使用二棺一槨。189多重棺槨墓不多，一棺一槨墓

與單棺墓比例較高，普遍使用長方盒狀棺，戰國時盛行的懸底棺則漸次消

失、減少。棺槨的構築方法與戰國江陵墓大致相同，例如這三個時代的木槨

蓋板都是平列，槨蓋板上鋪有竹蓆或蘆蓆，蓋板下面一般還置有頂板；槨室

四壁板都是大塊木料平砌而成的；槨底板豎鋪；有槨墓的槨室裡一般以橫樑

或隔板等區分為頭箱、棺室，邊箱、棺室，以及頭箱、邊箱、棺室三種空間；

棺槨底板下有兩根橫墊木；棺槨或以子母榫扣合，或以竹釘加固，但皆未見

鐵釘。 

    除相同點外，江陵戰國楚墓與江陵秦墓、江陵西漢墓仍略有不同，包括

楚墓中大型墓葬多有墓道，西漢時期同等級墓葬卻未見墓道；楚墓在頭箱與

棺室之間雖也發現過門窗的設置，但不及西漢時期墓葬普遍；江陵楚墓的棺

少有長方盒狀的，棺的底板大多懸置在棺的擋板和牆板下半腰的淺槽之中，

因此棺底下空隙一般較大，但西漢墓葬的木棺多呈長方盒狀，底下也無空

隙，與戰國墓葬明顯不同，反而與長沙馬王堆西漢墓、雲夢大墳頭西漢墓190的

棺木形制較為接近。湖北西漢前期的小型墓少在槨蓋板上鋪墊樹皮與草，與

                                                      
189 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說＞，頁449-457。 
190 詳見湖北省博物館，＜湖北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9，頁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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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墓、秦墓有差異。江陵秦墓偶爾在槨蓋板上發現入葬時祭祀儀式有關的

動物骸骨，戰國與西漢時期墓則無。槨蓋板底下沒有草束與蘆蓆，但在蓋板

外以漆塗滿空隙加以密封，或者以麻布配合漆料將棺木層層密封者，再以麻

繩將以密封的木棺緊緊綑縛，以防鬆動，秦墓則除了密封棺槨外，也常在蓋

板底下見到鋪墊草束或蘆蓆等的葬俗。其槨蓋板未見邊框也和戰國、秦墓不

同；槨室分隔方式雖與戰國、秦代大致相同，但卻不見戰國至秦代常使用之

橫隔板。 

    由上可知，戰國、秦，以至西漢時期，墓葬中棺槨制度及棺槨的製作方

式皆大體相同，惟在細節處仍有部份差別。 

三、 葬式 

（一）仰身直肢葬 

江陵地區出土的戰國、秦、西漢墓為數不少，但由於出土前多數棺木已朽，

使得不少墓葬中墓主骨架無存，葬式不清，但從其他保存良好的墓主人骨架判

斷，當地盛行仰身直肢葬。 

仰身直肢葬早在商周時代即已出現，東周時期中原列國雖也有仰身直肢

葬，但愈來愈多地區開始盛行屈肢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國。秦境盛

行屈肢葬，江陵秦墓雖擺脫不了秦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在葬式方面卻明顯的

偏向戰國時期的楚文化因素層面。 

西漢時期江陵地區同樣未受到屈肢葬的影響，仍舊以仰身直肢葬為主要

葬式，與其他地區相比，江陵一帶自戰國迄西漢，皆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他

種葬式微乎其微，幾乎未見，顯然當地葬式具有延續性與一致性。 

（二）頭向 

    據學者研究，古人墓葬中頭向的選擇往往與自身族群的來源有關，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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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先祖，因此頭朝向祖先原居地，以示不忘本。而戰國時期祖先的來源也常

與身分地位有關，例如楚國的統治階層極大部分輾轉來自中原，平民百姓則

混合了不少當地楚蠻的血統。整體而言，戰國時期的江陵楚墓群除雨台山的

楚平民墓地墓向和死者頭向比較複雜外，其他處於縱向山嶺的楚貴族墓葬皆

作東西向，死者頭向皆向東。當地的頭向與其他時期、地區相比都較為規律，

尤以東向和南向者居多。其中頭向東向者，多屬地位較高的貴族墓地，僅偶

爾出現南向；頭向以南向為主的則是地位較低的貴族和庶民墓地，東向雖有

但不多，向北、向西者數量相對更少。 

    江陵秦墓目前可見人骨架遺存者，出土時頭向並不一致，西向、北向、

東向墓都有，其中以西向墓最多，北向次之，東向再次，未見南向墓。191即

使是同一地區的墓葬也可能同時出現多種不同的墓葬方向，表現出江陵秦墓

的墓葬方向並與戰國時期江陵楚墓墓葬頭向富有規律有極大的不同，既無一

致性，也無規律可言，這除了受到民族來源差異影響外，也可能與葬區地形

有關，亦即為遷就地勢型態而選擇東西向或南北向的頭向。 

    西漢墓頭向四向俱存，既有東西向，也有南北向，雖每一地區墓群因地

形因素與社會等級而各有頭向偏好，如江陵鳳凰山西漢墓出土墓葬頭向多為

南北向，岳山漢墓群的頭向以南北向為主，張家山漢墓群則是東西向的墓葬

較多，看得出仍有一定規律。但若與戰國時期江陵墓葬相對照，仍是不如戰

國江陵墓葬頭向那樣規律。 

四、 隨葬器物 

（一） 放置位置 

    戰國時代的江陵楚墓數量眾多，隨葬器物的放置因墓葬等級不同而有明

                                                      
191 湖北省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年來湖北省文物考古工作＞，載於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考

古五十年》（北京：文物出版社，1999年），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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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差異。有棺槨者多將器物放至於槨室內的空間中，並且依據器物類別的

不同與其作用擇區放置。槨室大多分為頭箱、棺室，邊箱、棺室，頭箱、邊

箱與棺室，凡禮器，包括青銅禮器與仿銅陶禮器，大多置於頭箱中或棺室內

頭端，少數放在邊箱裡；鎮墓獸等喪葬明器，具有讓墓主人順利升天的濃厚

宗教意識，皆出於一棺一槨以上之墓，大都放置在頭箱或邊箱內，且禮器與

鎮墓獸必然同出一室。玉器、衣衾絲織品等則穿戴在墓主身上，或放置於棺

內墓主身旁；人俑依其象徵角色地位與重要性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排列順

序；銅劍出於成年男子墓中，多隨葬於邊箱中或墓室內、棺木旁；其他包括

陶器、竹簡木牘、其他日用器物，或放在邊箱、足箱中，或置於墓室內，其

中長頸壺在有設置壁龕之墓，常被擺放在壁龕裡。 

    戰國末期，秦將白起攻陷楚國郢都，江陵一帶成為南郡的一部份，楚人

大量移往他地，使當地頓成蕭瑟之象，秦文化趁機強勢進入江陵地區，逐漸

對當地葬俗產生影響。秦代江陵墓葬完全未見壁龕，因此未見隨葬器物擺放

壁龕中的情況。禮器，不論何種材質，大多放在頭箱中；各式器物因其功能

或者單獨出土，或者與其他器物一同放置，例如人俑常與車馬器同出，生活

實用器物成套出土，其排列方式皆如同生前的生活景況。陶器、漆木竹器、

玉器、絲織品等隨葬器物在有槨墓中，變放置在槨室裡，或在無槨墓中，則

放置在棺外墓室內。 

    進入西漢後，大一統帝國建立，各地葬俗漸趨統一，但江陵一帶位處南

方，距離中原較遠，加上當地原有葬俗思想根深蒂固，故有很長一段時間，

江陵地區並沒有如同其他區域一樣發展出普遍的磚室墓和洞室墓，仍以豎穴

土坑墓為主。因此其隨葬器物的擺放方式與戰國、秦代有所沿襲。西漢江陵

墓葬少見壁龕，故隨葬品放置壁龕內的情況不普遍。具木槨之墓，其隨葬器

物皆放置在槨內頭箱或邊箱中，放在頭箱者多為禮器、木俑、車馬器、木船

模型等，藉由順序性的排列，塑造出墓主人奴婢成群、生活富足、地位崇高

的景象；放在邊箱者包括各式生活用品、文具、食物、竹簡木牘等。若是無

槨墓，隨葬品則選擇性的放置在棺外墓室中或棺室內。西漢江陵墓葬的隨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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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擺放雖仍有一定的秩序，但與戰國時期的江陵墓葬相比，表現出更多的

習慣性，而不再完全是禮俗的規定。 

    從戰國至西漢的江陵墓葬隨葬器物放置情況分析，可認為此三時代的隨

葬器物擺放有共同點，例如有槨墓中隨葬器物皆放於槨室空間中，無槨墓隨

葬器物則放在墓室內居多，少數置於棺木內；禮器皆井然有序的擺放在頭箱

中；生活用具的排放順序與生前世界相契合，突顯當地「視死如生」的埋葬

習俗。相異之處則在於各時期隨葬器物大小、形制、數量不一，因此在擺放

位置時或配合禮制，或依照習慣而有不同選擇方式，展現出各時期與時俱遷

的風格。 

（二） 器類 

    自戰國迄西漢時期，江陵墓葬不論受到楚文化、秦文化，甚或是漢文化

的影響，其隨葬器物大體皆包含了銅器、陶器、漆木竹器、絲織品、玉器等

類型，惟各類型器物因時代變遷而有一定程度的改變。 

    目前發掘的戰國江陵楚墓，自貴族迄平民墓葬皆有，數量眾多，銅器包

括鼎、簋、鬲、豆、敦、盤、匜、鐎壺、罍、勺、匕、爐、炭簍、箕、漏鏟、

兵器、樂器編鐘、鏤空杯、器蓋、鏡、鎮、車馬器等；陶器計有鼎、簠、敦、

壺、罍、奠缶、缽、盉、罍、鬲、盂、豆、罐、長頸壺、鈁、匜、盤、勺、

鼓等日常生活用具或仿銅陶禮器；漆木竹器有虎架鳥座鼓、鹿鼓、瑟等樂器，

座屏、圓盒、樽、豆、卮、耳杯、几、拐杖、梳、篦等日常生活用品，神樹、

木俑、木鹿、192虎座飛鳥、鹿等喪葬用品，六博、繞線棒、環等雜器，笥、

蓆、筐、簍、枕、扇、籃、圓盒、算籌等竹器以及竹簡木牘等；另外還有玉

環、玉佩等玉器，以及各式服飾配件與絲織品。數量種類眾多，根據墓葬規

模大小及等級高低，而有不等的隨葬數量與品類。 

秦代江陵墓葬，均為小型墓，大中型墓未發掘。出土銅器鼎、鈁、盂、

                                                      
192 木鹿在江陵一帶出土較多，在長沙一帶出土較少，在其他地方的楚墓中未曾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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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壺、繭形壺、鍪等，少數墓內還有銅質兵器和銅印；陶器包括仿銅陶禮

器與陶日常用具，其中以日常用品較為常見，計有鼎、盒、壺、罐、甕、釜、

甑、盂和小罐等；漆器，主要有生活用具、兵器、文書工具和喪葬用具等類

別，例如漆圓盒、雙長耳盒、盂、耳杯、圓奩、扁壺、木俑、竹簡木牘等，

其中以漆耳杯最為普遍；其他尚有玉石類服飾品等物，顯示受到秦文化部份

影響。193 

西漢江陵墓葬，出土銅鏡、銅針、銅帶鈎、銅錢、砝碼、轡形器座、削

刀、銅印、和各式銅質容器；194陶器數量較多，包含壺、罐、盂、甕、盒、

杯、盤等日常盛食容器，鼎、壺等仿銅陶禮器，倉、灶等象徵廚房炊器的隨

葬明器；漆器則有壺、盒、耳杯、奩、盤、盂、木俑、軺車、卮、匜、木船

構件、動物模型、劍、梳、篦、杖、勺、木牘、算籌、盾、盒、笥、簍、筒、

尺、骰、棋盤、印、筆、筷、筷籠、扇、竹籤、天平衡桿等；另外還有鐵器，

如帶鈎、長劍等。 

整體而言，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隨葬器物變化有以下幾項特點：一是楚墓

中的鎮墓獸是江陵戰國楚墓中最為獨特的隨葬物品之一，始見於戰國早期，

盛行於戰國中期，消失於戰國晚期，雖在戰國時期盛極一時，但到秦、西漢

時代，江陵地區已完全不見鎮墓獸出土。195二是虎座飛鳥、虎座鳥架鼓等器

物如同鎮墓獸，亦盛行於戰國江陵地區，連同戰國時期楚墓常見的兵器、車

馬器及其附件、家具等，到了秦代以後明顯未見或極為少見，但秦墓出土的

鳳形勺、蒜頭壺等，又是楚墓出土器物中所沒有的，196另外實際的生活用具

                                                      
193 陳振裕，＜秦代漆器綜論＞，原收錄於1997年出版《中國漆器全集》一書中，後載《楚文化與

漆器研究》，頁304。 
194 例如銅製鼎、壺、罍、盤、勺、鍪等器形。 
195 「秦代漆生活用具的品種和數量，都有明顯的增多；而楚國專門用於鎮墓避邪的虎座飛鳥、鹿

座飛鳥、鎮墓獸、臥鹿和羽觴之類的漆器，至秦代已基本上未見了。」引自左清承，《秦漢漆

器圖錄》（湖北：湖北美術出版社，1986年），頁107。 
196 陳振裕，＜試論楚墓出土漆器的產地問題＞，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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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增多，西漢仍持續增加。三是各種雕刻動物形象的漆器劇減，197素面和

幾何形裝飾風格愈來愈多。四是鐵器逐漸增加，戰國時期的金屬器仍停留在

以青銅為主的時期，到了西漢以後，江陵地區的鐵器雖不如其他地區眾多，

但較之以往，已有顯著的增加。最後，在戰國、秦代少見的模型器，特別是

倉、灶等，到了西漢時期蓬勃發展，成為常見的隨葬器物之一。可知，三個

時期的隨葬器物種類之所以同中有異，乃是因為葬俗在延續的過程中，因時

間與文化交流而產生程度不等的改變，因而創造各時代的特色。 

（三） 裝飾風格 

    戰國時期的隨葬器物裝飾在一定程度上延續了商周以來藝術風格，其後

融合楚人的宗教信仰與美感，而創造出獨樹一幟的裝飾藝術。戰國江陵墓葬

出土器物的裝飾紋樣包括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形紋樣、社

會生活場面五類，根據器物的材質、用途、器形而做不同的裝飾，舉例來說，

動物紋常用於青銅器上、幾何形紋在各類器物中皆有使用等。其中最具特色

的紋樣是鳳紋，楚人崇尚鳳，將鳳視為一切美好的象徵，因此在許多描繪鳳

紋的器物上不難發現，鳳形象較大、力量較強，而其他與之相配合的龍、虎

紋樣則相對較小，與鳳對戰亦居於劣勢，由此可知，戰國時期的裝飾藝術充

滿著楚人對自身文化與社會習俗的強烈重視。 

    秦代隨葬器物的裝飾紋樣可分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

形紋樣和敘事畫紋樣等五種，與戰國時期的紋樣類別基本相同，但因目前出

土的江陵秦墓皆為小型墓，出土隨葬器物遠不如戰國江陵墓葬多，裝飾紋樣

也未必講究，只有在漆器上較易見到這五種類型的裝飾風格，其他陶器、銅

器等則或以繩紋、凸弦紋、Z形暗紋、凹弦紋等作為裝飾，或為素面，用色

與戰國時代相同，都以紅、黑兩色為主，另外還有褐、金、銀等色調。 

                                                      
197 「楚國相當盛行的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已極少見。」參考左清承，《秦漢漆器

圖錄》，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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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時期隨葬器物的裝飾紋樣同樣包含了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

象、幾何形紋樣、社會信仰等五種，但裝飾重點仍在於漆器，陶器雖也有不

少花草紋、弦紋、雲紋等紋樣，尚不如漆器的精美；至於銅器，由於逐漸喪

失禮器的作用，而成為一般日常用具，因此裝飾花紋愈來愈少，最後甚至多

為素面。 

    顯然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景象、幾何形紋樣、社會生活紋樣同為

戰國、秦、西漢三時期的裝飾基礎，配合不同的器形，予以最適當的裝飾與

紋樣的結合，是這三個時期的共通點。紋樣中以幾何形紋樣和變形幾何紋樣

是戰國、秦、西漢漆器中最常見的。198其次是雲紋和變形雲紋，起初流行於

戰國中期，發展到漢代，逐漸蓬勃成為漆器紋樣裝飾的主流，代表器物如江

陵鳳凰山出土的雲豹紋扁壺、漆奩等。 

戰國時代的青銅器，在器形和花紋方面，雖曾沿襲商、周以來那種莊嚴、

厚重、古拙的舊風格，但經過創新與發展，已經擺脫了商、周的藝術表現方

式，並從而發展出鏤刻花紋和鍍金、鍍銀以及利用金銀、寶石之類鑲嵌花紋

的新技術加深青銅器絢麗、精緻的美感。發展到西漢，不僅嘗試將青銅器物

的形制與現實生活的需要進行搭配，而且在裝飾方面也巧妙的將鏤刻花紋的

技法加以改良發揮，使器物裝飾變得更加豐富多彩。 

另外，漢代玉璧、玉環、玉佩等的造型，也是在戰國玉器的基礎上發展

起來的。其中以玉璧雕刻最細緻、體積也較大，漢代除了傳統的圓形玉璧外，

還創造出邊緣有透雕裝飾點綴的玉璧。199 

    漆器是江陵地區從戰國至西漢時期出土數量最多、種類最眾、裝飾最繁

的隨葬器物，觀察漆器的工藝技巧，即可知道當時代工藝技術的高超。戰國

初期的漆器多為木胎，因此較為厚重；戰國中期以後，漆器的胎壁開始以薄

木片製作，也開始出現夾紵胎；到了戰國晚期，發展出在薄胎的漆器上鑲嵌

                                                      
198 王紀潮，＜論戰國秦漢漆器在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江漢考古》，1995：1，頁53。 
199 盧兆蔭，＜略論漢代禮儀用玉的繼承與發展＞，《文物》，1998：3，頁45。 



．196． 戰國、秦、西漢時期江陵墓葬研究 

銅扣，或是鍍上金銀的裝飾手法，一方面使器物更加穩固，二方面則增進了

器物的精美。 

    秦代的漆器造型較為重視實用，胎骨主要有木胎、夾紵胎、竹胎和銅胎

四種。其中絕大多數為木胎，並以厚木胎最多，但薄木胎也有增加。秦代漆

器的製作工藝，主要沿襲戰國時期的斫製、挖製和雕刻三種製作方法，再發

展出捲製的新工藝來製作漆樽、卮、圓奩和橢圓奩等物品，並且依照材質與

器形的不同採取相對應的製作方法，此點與戰國時代相同。200漆竹器的製作

方式和戰國時期一樣，皆採用鋸製與編織的方法。楚墓的漆耳杯多以圓圈

紋、勾連雷紋和勾連雲紋等紋樣圖案作為裝飾，但秦墓的漆耳杯卻是以變形

鳥紋、波折紋、捲雲紋等紋樣作為裝飾的主體；201秦墓出土漆器大量使用幾

何紋樣，是從戰國時期漆器上的幾何紋樣逐漸演變來的，到了西漢，鳥雲紋

更為流行，在江陵鳳凰山漢墓出土的漆器上就有不少鳥雲紋的裝飾，但總合

言之，秦代的漆器紋樣雖與戰國、西漢都有貫通，但其風格卻較為樸素簡鍊。 

    漢代的漆器，是在戰國時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來的。胎骨主要有木

胎和夾紵胎兩種，另外還有少量的竹胎。製作方式包括除上述戰國至秦的工

藝技術外，還發展出旋製的手法來製造圓形漆器，另外還將青銅器上的器形

製作與裝飾藝術運用於漆器中，使漆器更加多變。西漢時期的工藝技術與過

往朝代相較，有過之而無不及，不僅學習了戰國時代鑲嵌、鍍色的技巧，更

加以延伸應用於盤、樽、盒、奩等漆器的口沿上，有時是鑲有鍍金或鍍銀的

銅箍，有時則在漆杯的雙耳上鑲有鍍金的銅殼。202再者還有金箔片貼花的廣

泛使用，類似的裝飾手法表現在騎馬、駕車、騎龜、奏樂、舞蹈、雜技表演

等畫面上，和動物紋樣，例如虎、馬、兔、豬、羊、飛禽等等身上，以及金

片鏤刻而成的幾何型花紋中。鑲嵌技術在西漢也有大幅度的進步，西漢常將

銀、銅的薄片刻成柿蒂紋，再鑲嵌於器蓋的中心作為裝飾，有的還在柿蒂紋

                                                      
200 陳振裕，＜中國歷代漆器工藝的繼承與發展＞，《江漢考古》，2000：1，頁82。 
201 陳振裕，＜試論楚墓出土漆器的產地問題＞，頁425。 
202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說》，頁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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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鑲嵌上金釘、銅釘或琉璃珠來增加色澤與豐富感。203 

    秦漢時期的竹器手工業，與楚國的竹器手工業一樣，產品的品種多樣、

數量龐大，且用途廣泛觸及生活的各個層面，可以算是當時社會生活中一個

相當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但是，秦漢時期與楚國的竹器產品也有差異，舉例

如在竹器編織上，戰國時代的編織技法，影響了秦代與西漢的竹編織物，特

別是人字形紋，不僅在戰國時期的竹蓆、竹笥等大量使用，在秦與西漢時期

的竹編織物中也常見。唯一的不同點在於秦代及西漢時期竹編織物的編織方

法，除了繼承戰國時期楚的竹編織技術外，還加以發展，產生了六角形空花

的編織方法、204長方形紋編織法等。而且秦漢時代的編織方法更具規範，同

樣的器物一般都採用相同的編織方法，而不再像戰國時期同類器物彼此爭奇

鬥豔。 

    整體觀之，戰國時代由於工藝技術的發達以及獨特的藝術風格，因應不

同器物器形、用途，以及社會階級的需要，而創造了戰國江陵楚墓中眾多華

麗細緻的隨葬物，這樣的藝術創造即使經過戰火洗滌，也絲毫未受摧折，反

而在秦與西漢時期繼續延續。秦代與西漢在承襲了戰國以來的工藝基礎下，

結合時人的需求與喜好，進一步加以發展，不僅創新工藝技術，更增加了裝

飾藝術之美，使戰國、秦、西漢各成一主體，形成旣相沿襲，又獨立發展的

有趣歷程。 

表3-3              戰國至西漢時期墓葬比較表 

 戰國墓 秦墓 西漢墓 

位置 

丘陵、高地等地擇

高而葬，以紀南城

為中心分布密集，

擇高而葬，墓葬群

不全分布於紀南城

周圍，彼此相距甚

擇高而葬，並依墓

主身分等級不同，

而集中埋葬。 

                                                      
203 胡玉康，《戰國秦漢漆器藝術》（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年），頁86。 
204 秦代至西漢早期，墓葬中所發現的盛放果品與雞蛋的竹簍，大多是採用此法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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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較高墓葬距紀

南城較遠，反之則

較近。 

遠。 

墓室 豎穴土坑 豎穴土坑 豎穴土坑 

封土 有 僅存部份痕跡 較大型墓有 

墓道 有 無 較大型墓有 

壁龕 有 無 少數 

台階 有 無 無 

腳窩 有 無 少數 

層

數 

單棺、一棺一槨、

一槨重棺、多層棺

槨。 

單棺、一棺一槨。 
單棺、一棺一槨、

一槨重棺。 

棺

槨 
形

制 

槨呈長方形，棺有

懸底弧棺、懸底方

棺、長方盒狀棺(外

棺)，棺底放置笭床

或雕花板，棺槨外

鋪墊蘆蓆或竹蓆。 

未見弧形懸底棺，

棺 槨 皆 呈 長 方 盒

狀，棺底墊有橫墊

木，棺外鋪竹蓆。 

未見懸底棺，棺槨

皆呈長方盒狀。棺

槨底置橫墊木，棺

槨內設置門窗，棺

槨外鋪墊蘆蓆、棺

罩。 

填土 五花土、青膏泥 五花土、青膏泥 五花土、青膏泥 

葬式 
仰身直肢葬（太暉

觀50號墓除外） 
仰身直肢葬 仰身直肢葬 

頭向 

地位較高者以東向

較多、其他則以南

向為主，西向與北

向少見。 

東 南 西 北 四 向 皆

具；西向最多、北

向 次 之 、 東 向 再

次、南向最少，無

明顯規律。 

東西南北向兼具，

同一墓地的墓葬方

向大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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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器 

鼎、簋、鬲、豆、

敦、盤、匜、鐎壺、

罍、勺、匕、爐、

炭簍、箕、漏鏟、

劍、戈、矛、戟、

弓、盾、甲、樂器

編鐘、鏤空杯、器

蓋、鏡、鎮、車馬

器等。 

鼎、鈁、盂、蒜頭

壺、繭形壺、鍪、

兵器、印。 

銅鏡、銅針、銅帶

鈎、銅錢、砝碼、

轡形器座、削刀、

銅印、鼎、壺、罍、

盤、勺、鍪等。 

陶

器 

鼎、簠、敦、壺、

罍、奠缶、缽、盉、

罍、鬲、盂、豆、

罐、長頸壺、鈁、

匜、盤、勺、鼓等。

鼎、盒、壺、罐、

甕、釜、甑、盂、

小罐等。 

壺、罐、盂、甕、

盒、杯、盤、鼎、

壺、倉、灶等，數

量較多。 

漆

木

竹

器 

鎮墓獸、虎架鳥座

鼓、笭床、辟邪、

鹿鼓、瑟、座屏、

圓盒、樽、豆、卮、

耳杯、几、拐杖、

梳、篦、神樹、木

俑、木鹿、虎座飛

鳥、鹿、六博、繞

線棒、環、笥、蓆、

筐、簍、枕、扇、

籃、圓盒、算籌、

竹簡木牘等。 

圓盒、雙長耳盒、

盂、耳杯、圓奩、

扁壺、木俑、竹簡

木牘。 

壺、盒、耳杯、奩、

盤、盂、木俑、軺

車、卮、匜、木船

構件、動物模型、

劍、梳、篦、杖、

勺、竹簡木牘、算

籌、盾、盒、笥、

簍、筒、尺、骰、

棋盤、印、筆、筷、

筷籠、扇、竹籤、

天平衡桿等。 

隨

葬

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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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石

器 

環、玉佩、各式服

飾配件。 

服飾配件。 玉環、玉印等，隨

葬墓主身旁。 

絲

麻

織

物 

綿衾、夾衾、綿袍、

禪衣、夾衣、禪裙、

綿褲等。 

無存 

絹、紗、縑、錦、

羅、綺、組、紗冠、

絲鞋、素絹、麻衣、

麻裙、麻鞋、麻夾

襪、麻絮等。 

其

他 

皮套、皮帶、骨角

形器、角管、皮鎧

甲、麻繩、鉛錫餅、

鉛錫攀釘、錯金銀

帶鈎、植物果品、

動 物 遺 骸 、 鐵 削

刀、琉璃珠、石環、

角璜等。 

鐵釜、鐵削刀。 

雞、雞蛋、兔、豬、

狗、稻榖或稻穗、

瓜子、楊梅、小米、

果核、生薑、花椒、

杏、李、烏梅、棗、

枇杷、調味料、鐵

劍、鐵針、農具等。 

放

置

位

置 

禮器與鎮墓獸多出

自頭端或頭箱中，

邊箱次之。實用器

置於邊箱、足箱、

棺外、壁龕內。木

俑依象徵地位順序

排列。 
禮器置於頭箱或頭

端墓室中，明器與

實用器的放置多按

器 物 功 能 分 批 放

置。 

隨葬器物大多放置

在 頭 箱 或 者 邊 箱

中，少數隨葬於棺

內或壁龕裡。奴婢

俑、車馬、木船等

放在頭箱，彼此間

有一定的順序。車

馬與木船有時與木

俑擺放一起。墓主

使用的生活用具、

食物、竹簡木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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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邊箱。 

裝

飾

紋

樣 

動物紋樣、植物紋

樣、自然景象、幾

何形紋樣、社會生

活場面五類。 

動物紋樣、植物紋

樣、自然景象、幾

何形紋樣、敘事畫

紋樣等五種。 

動物紋樣、植物紋

樣、自然景象、幾

何形紋樣、社會信

仰等五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