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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年來，由於考古上持續有重大發現，可供訂補、佐證的先秦文物也不斷

地出土累積，成為許多研究先秦文化的新材料；藉由文字的訓釋，可與相關的

傳世古籍文獻資料相互印證，對於揭開更多先秦文化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因此，本論文欲以 1993 年出土之《周家臺秦簡》為基礎，作以下之探討： 

 

一、《周家臺秦簡》之釋讀 
解讀出土文獻，必須仰賴訓詁的工作。所謂「訓」，《說文》解釋為「說教

也」，段玉裁注：「說教者，說釋而教之，必順其理。」1；又，「詁」字，《說文》

解釋為「訓故言」，段玉裁注： 

故言者，舊言也，十口所識前言也。訓者，說教也。訓故言者，說釋故

言以教人，是之謂詁。2 

因此，「訓詁」二字合起來，黃季剛先生說：「訓詁者，以語言解釋語言之謂。」
3林尹先生更加以闡釋，所謂語言解釋語言，就是以我們已知的語言，解釋我們

所未知的語言，以我們已知的文字，解釋我們所未知的文字，讓我們知其所不

知，這就是「訓詁」；也就是「對於古籍詞義的解釋。」4的意思。例如在《周

家臺秦簡‧日書》中有如下的記載，： 

角：斗乘角，門有客，所言者急事也。獄訟，不吉；約結，成；逐盜、

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行者，未發；占來者，未至；占【市旅】

者，不吉；占物，黃、白；戰鬥，不合。 

其中「占物」的「物」字，見於《周禮‧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

鄭玄《注》：「物，色也。」，簡文中「占物，黃、白」是指占卜的顏色，由此可

見，「物」字解釋為「顏色」之意，是有跡可循的。5據此可知，出土簡牘與相

                                                 
1 參見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魯實先正補，《說文解字注》，臺北，黎明文化事業，1985
年，頁 91。 
2 參見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魯實先正補，《說文解字注》，臺北，黎明文化事業，1985
年，頁 93。 
3 參見林尹，《訓詁學概要》，臺北，正中書局，1987 年，臺初版，頁 2。 
4 參見胡楚生，《訓詁學大綱》，臺北，華正書局，1989 年，二版，頁 2。 
5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簡牘釋文與考釋》，北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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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傳世古籍文獻資料在訓詁研究上具有相互印證之功。又，訓詁的研究需結

合文字、聲韻之學，本文亦將援引於疏證工作之中。 

 

二、《周家臺秦簡》於秦文化之研究 
本文所欲探討之《周家臺秦簡》即是記錄秦代曆法、政治地理、星占、民

俗醫療等文化風貌的真實材料。例如在《周家臺秦簡》的記載中有： 

取車前草實，以三指竄（撮），入酒若鬻（粥）中， （飲）之，                 

下氣。 

此則是記載以三指撮份量的車前草實，放入酒或是粥中，以利養生保健的方劑，

又云： 

已齲方：見東陳垣，禹步三步，曰：「皋！敢告東陳垣君子，某                 

病齲齒，笱（茍）令某齲已，請獻驪牛子母。」前見地瓦，操；                 

見垣有瓦，乃禹步，已，即取垣瓦貍（埋）東陳垣止（址）下。                 

置垣瓦下，置牛上，乃以所操瓦蓋之，堅貍（埋）之。所謂「牛」                 

者，頭虫也。 

此則是有關以禹步進行民俗宗教醫療的記載。 

            
質言之，筆者欲藉由《周家臺秦簡》的各層面考證，來顯現其研究價值及

豐富秦代文化的相關研究議題。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漢民族從蒙昧走向文明，發明了文字，取代結繩記事，成為記事工具的主

流。在紙張尚未出現之前，吾人用以書寫文字的材料是多樣化的，據考古可知，

此時期最常被用來作為廣泛使用的書寫材料，就是簡牘了。 

簡牘中記載有關人們社會經濟、政治生活、思想感情等各方面的事情，簡

牘作為第一手地下出土材料，比起歷代史家留下的史籍，顯然更加真實、生動，

而且更具體地反映當代實況。而本文研究之對象，是西元 1993 年 6 月 18 日至

20 日，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原湖北省沙市市博物館）為配合宜

黃（宜昌至黃石）公路工程建設，發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同時出土了竹簡三

                                                                                                                                          
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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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枚（經拼接編聯，其總數計三八一枚），其中空白簡一四枚，和一件木牘，

對於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文字史料，本文以《周家臺秦簡》統稱之。 

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竹簡和木牘，按照其內容可分為三組：6 

一、甲組竹簡長 29.3~29.6mm，寬 0.5~0.7mm，厚 0.08~0.09mm。其上、中、下三

道編繩已經腐朽，從殘留在竹簡上的編繩觀察，均係採用分股上下扭壓編

繩。在竹簡篾黃一面的右側，每道編繩下，有用刀削成的三角形小契口，

上、中、下小契口的大小規格基本相同。契口長、寬均為 0.15mm，深 0.05mm，

上、下兩契口均與竹簡的首尾兩端相距 1.1~1.4mm，中部的小契口居中。本

組竹簡的尾端皆為有斜面的「削頭」。從竹簡中部的一道編繩所壓之處，均

為沒有文字的空檔位置來看，可說明本組竹簡是先編聯成冊而後書寫文字

的。其內容包括「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磨日」占及「五行」

占和秦始皇三十六年、三十七年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 

二、乙組竹簡的形制規格、編繩、三角形小契口以及編聯書寫程序等特徵，均

同甲組的形制，唯有竹簡的尾端無斜面，呈「平頭」。其內容為秦始皇三十

四年的全年日干支。 

三、丙組均為短簡，竹簡長 21.7~23mm，寬 0.4~1mm，厚 0.06~0.15mm。按竹簡

寬 度 ， 又 有 寬 簡 和 窄 簡 的 分 別 ， 寬 簡 寬 度 約 0.7~1mm ， 窄 簡 寬 度 約

0.4~0.6mm。寬簡一般較窄簡厚，但是其製作顯得粗糙，而數量上寬簡比窄

簡稍多。本組竹簡均有上、下兩道編繩，編聯方法同於前兩組。編繩下無

契口，上、下兩道編繩與竹簡的首尾兩端相距 6.4~8mm。從竹簡上殘留的編

繩痕跡可以看出，原編聯的竹簡排列並不平齊，竹簡上、下挪動的現象較

為普遍，編繩所壓之處沒有明顯的空檔位置，有的編繩還壓在文字上，這

可以說明本組竹簡應是在文字書寫完之後再編聯成冊。其內容有醫藥病

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農事等。 

三組竹簡的文字均為墨書古隸，但有的文字仍存篆勢。出土時，竹簡上的

文字大都清晰可見，也有少部分的字跡漫漶不清。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書寫在篾

黃一面，只有一枚竹簡例外，該簡除篾黃上書寫文字之外，其篾清一面還書寫

標題。丙組寬簡上的文字大而排列稀疏，書體較為隨意，有的字跡不甚清楚，

最大的可達 1.5mm，在一枚竹簡上一般滿行只書寫十餘字；而窄簡上的文字小

而密集，字跡清晰，結構嚴謹，最小的字只有 0.3mm，一枚竹簡滿行可書寫三

                                                 
6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告》，

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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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個字。據此，丙組竹簡文字並非一人一次寫成。7 

關於簡文的書寫格式，甲、乙兩組竹簡一般將文字書寫在上、下兩道編繩

以內，上留天頭，下留地腳，但是甲組竹簡中的「二十八宿」名、「五時段」中

的十二地支以及乙組竹簡中的秦始皇三十七年月名等頂頭書寫。丙組竹簡文字

一律頂頭書寫，簡尾也不留地腳。部份簡文段節如甲組竹簡中的「五時段」占

以及乙組竹簡中的秦始皇三十四年曆譜等均分欄橫排書寫。三組竹簡除空白簡

外，每枚竹簡的字數多少不一，總計字數為 5302 字。8 

    學者在整理中，對甲、乙兩組竹簡的內容作了部分調整，亦即將甲組中的

秦始皇三十六年、三十七年曆譜竹簡抽出，編排到乙組，與乙組竹簡合編為第

一組，有竹簡一三 O 枚（含空白簡四枚），擬定篇題為〈曆譜〉；同時將甲組中

所剩的「二十八宿」占等內容編為第二組，有竹簡一七八枚（含空白簡十枚），

擬定篇題為〈日書〉；將丙組竹簡編為第三組，有竹簡七三枚，擬定篇題為〈病

方及其它〉。9 

木牘用長方形薄木片製作，兩面刨光，長 23mm，寬 4.4mm，厚 0.25mm。

木牘文字的內容主要為秦二世元年曆譜，其正面書寫秦二世元年十二個月的朔

日干支及月大小，背面則書寫該年十二月日干支等，均為墨書隸體，大部分文

字比較清晰，有部分文字已經漫漶不清，其文字書體風格一致，在書寫上均採

用頂頭分欄橫排書寫。全牘計有文字 149 個。
10 

由於《周家臺秦簡》木牘中有部分文字已經漫漶不清，恐影響釋讀及引用

之正確性，故本文擬略而不論；此外，對於《周家臺秦簡》中有關〈日書〉部

分，其涉獵層面遍及於天文、曆法、星占及民俗等廣泛範圍，因受限於目前個

人能力之不足，故擬於日後若有所心得，再另行闢一專論為之。 

本文擬以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文字史料作為文本，以研究秦代的書法

風格、語法考釋以及醫療觀念等文化樣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7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告》，

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55。 
8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告》，

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55。 
9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告》，

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55。 
10 參見湖北省荊州市周梁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

告》，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第一版，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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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研究範圍之後，初步擬定研究方法以及步驟如下： 

一、蒐集相關資料 

（一）蒐集相關的傳世文獻，可分經、史、子、集等部分。 

（二）蒐集歷來學者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包含今人著述、學位論文、期刊論

文。 

二、分析資料 

（一）首先就《周家臺秦簡》釐清可能探討的相關切入角度以及相關議題。 

（二）其次就欲探討的議題，提出爭議點，進行比對分析。 

（三）從相關作品的探討，說明《周家臺秦簡》的價值及其重要性。 

三、論文寫作 

（一）首先對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的出土情形作全面性介紹，其次說明出土簡牘

的內容。 

（二）針對《周家臺秦簡》簡文部分，從事秦代書法風格之研究。 

（三）針對《周家臺秦簡》簡文部分，從事秦簡語法之考釋研究。 

（四）針對《周家臺秦簡》簡文部分，從事秦代醫療觀念之研究。 

（五）總結上述各章重點。 

 

第四節 文獻探討 

一、學位論文 

就秦代書法風格而言，洪師燕梅的《睡虎地秦簡文字研究》即就《睡虎地

秦簡》文字的書體及使用情形，加以分析考察，藉此探討秦文字的部份實況，

及其於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與意義。11黃靜吟《秦簡隸變研究》旨在運用《睡虎

地秦簡》的文字材料，論析秦簡文字與隸書的關係，辨明其文字演變概況。12李

淑萍《漢字篆隸演變研究》以近世陸續出土的秦書漢簡，甚至包括秦、漢、魏

晉南北朝以來遺留下來的碑刻文字，做為分析研究的對象，將「隸變」實況作

一全面性的探究。13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以目前可見並經確立或可辨識

之秦文字材料作為基礎架構，探討秦文字從春秋初期至秦代滅亡以迄漢代立國

之前，在文字結構上所產生的各種演進變化情形。14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以

現有可見的傳世及新出秦文字資料為主，對春秋、戰國、秦漢之交漢字的演變

                                                 
11 洪師燕梅，《睡虎地秦簡文字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93 年 
12 黃靜吟，《秦簡隸變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93 年 
13 李淑萍，《漢字篆隸演變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95 年 
14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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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作縱向的論述。15在漢字發展史上，秦文字居於重要的橋樑地位，對於書

法風格之影響甚鉅，本文擬就《周家臺秦簡》中的文字素材，探討秦代之書法

風格。 

就《周家臺秦簡》語法之考釋而言，在量詞方面，文乾錫的《兩周金文量

詞之研究》收集有關金文的資料，依據相關專著的斷代及考釋，將每一個銅器

銘文中找出的量詞，加以分析、歸納整理之後，得出兩周時代使用量詞的規律

及其語法現象；可知在兩周時期，漢語量詞的發展，雖說是萌芽階段，但是名

量詞之下的各類量詞，都具有初步完整的雛型，以及可以提供遵循的運用法則，

而此一時期的量詞本身，也有逐步發展的趨勢。16楊如雪的《六朝筆記、小說中

使用量詞之研究》摘錄六朝筆記、小說中所使用的量詞，以分類、比較及歸納

的方法，探討六朝時期量詞使用的情形，以期建構出六朝語法承上啟下的脈絡。
17蔡蓉的《唐五代量詞之研究》以唐五代為研究範圍，透過歷史語法的觀點，歸

納出唐五代量詞的發展現象，一方面承續前代既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產生新

的用法，可謂漢語量詞史上的重要時期，使漢語量詞發展的軌跡更為清楚而完

整。
18量詞在漢語詞彙的運用中，極具特色，其使用的歷史，可追溯自甲文、金

文，可謂由來已久，本文擬藉助以上之研究成果，探討《周家臺秦簡》中的量

詞用法，以期對漢語量詞的發展，提供歷史佐證。在虛詞方面，段莉芬的《秦

簡釋詞》以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虛詞研究為主體，分別敘述秦簡中每一個

虛詞的用法，並將該用法的所有例子，條列其簡號於其下。
19本文擬將《周家臺

秦簡》中的虛詞用法，與之進行比對，以考察此兩者之虛詞用法，有無異同或

特出之處。 

就秦代醫療觀念而言，李添瑞的《巫及其與先秦文化之關係》乃是透過對

古巫作一系統的考察，以了解古巫的特質及其對先秦文化的貢獻，其中言及先

秦時代巫的職能之一，便是在醫療疾病方面的功能。
20趙容俊的《先秦巫俗之研

究》是以文化人類學的方法，討論先秦時期巫術職能的分類，並審視其有何特

徵，其中先秦時期巫者的巫術活動，有關於醫療疾病方面的情況及內容，提供

                                                 
15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論文，1996 年。本論文

於 2003 年由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發行，學樂書局經銷，書名為《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

史的角度考察》。以下從書名。 
16 文乾錫，《兩周金文量詞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91 年。 
17 楊如雪，《六朝筆記、小說中使用量詞之研究》，臺北，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

位論文，1987 年。 
18 蔡蓉，《唐五代量詞之研究》，臺北，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97 年。 
19 段莉芬，《秦簡釋詞》，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89 年。 
20 李添瑞，《巫及其與先秦文化之關係》，臺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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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考察的線索。21陳熾彬的《左傳中巫術之研究》主要以《左傳》為析論的主體，

從宗教社會學的角度，探索各類巫術的內涵及其對政治、禮俗社會的影響，其

中關於《左傳》中各種巫術的內容，特別是醫療疾病方面的析論，可見巫術對

於春秋社會具有生存、適應及整合的功能。22古巫在中國先秦社會與文化中佔有

重要的地位，其職能極多，醫病即其職能之一，在前人所架構的的研究基礎上，

可對《周家臺秦簡》中的醫療觀念，作一探究及印證。 

 

二、專書 

就秦代書法風格而言，有關中國書法的發展沿革，可參考朱仁夫《中國古

代書法史》，本書認為書法產生於漢字出現的時代，因此，書法史的上限就可上

推至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其字形近似於殷商甲骨文，這是漢字的起源時期，

也是書法史的起點。還有，徐利明《中國書法風格史》一書旨在檢點書史，研

究書法風格的歷史演進原因，探尋其源流正變及各時代書法風格的類型與表

現，展示中國書法風格史演進的系統及其特徵。又，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

秦卷》歷述漢字形體與書法美及歷代書法。另外例如秋子《中國上古書法史》、

蔣文光《中國書法史》、羅厚禮、姜壽田執行主編的《中國書法發展史》等等，

這些書籍歷來為學者廣泛引用，內容豐富詳備；至於探討秦代隸書風格的專著，

則有程志強《隸書論》論述隸書的發展、技法及歷代隸書名作。又，譚興萍《中

國書法用筆與篆隸研究》以古人論書為依據，以書法藝術為目的，作一有系統

之整理與比較分析。其他例如張同印主編的《隸書津梁》、陳景舒《隸書書寫門

徑》等書籍對於秦隸的產生、意義及發展，有深入精闢的解說，是入門必備的

認知；尚有其他相關研究的專書，例如姚淦銘《漢字與書法文化》縱剖漢字書

寫藝術，從原始層級向高級藝術生成轉換之過程，發掘漢字與書法在中華文化

中的深層底蘊。齊冲天《書法文字學》是從文字書寫藝術的角度，來討論文字

學，因為文字學研究文字構造和發展的規律，主要決定於書法。其餘如唐濤《中

國書體演進》、高尚仁《書法藝術心理學》、張志和《中國古代的書法》、邱振中

《書法藝術與鑑賞》、陳振濂主編著《書法學》、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文集》、

鄭慧生《中國文字的發展》等書，在探究秦代書法風格方面的來龍去脈，亦多

所裨益。 

就周家臺簡牘簡語法之考釋而言，有關語法的先備知識，可參考楊伯峻、

何樂士之《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分為上編概述，對古漢語的特點、詞法、句

                                                 
21 趙容俊，《先秦巫俗之研究》，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2 年。 
22 陳熾彬，《左傳中巫術之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論文，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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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簡要的論述，中編詞類，吸收學者對詞類研究的成果並列舉之，下編句法，

對謂語的各種結構及複句的構造有詳細的分析研究，還扼要分析語段。另外還

有張志公《漢語語法常識》、王力之《中國語法理論》及《漢語史稿》，王筑民、

劉奕超、吳邦才編著之《古漢語語法基礎知識》，朱德熙《語法講義》、呂叔湘

之《漢語語法論文集》及《中國文法要略》，易孟醇《先秦語法》、胡明揚主編

之《詞類問題考察》、高名凱《漢語語法論》、許仰民主編之《古漢語語法新編》、

趙克勤《古代漢語詞彙學》，鄭奠、譚全基編之《古漢語語法學資料彙編》等書；

另外，與秦代語法相關之書籍，如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在

量詞方面，則有胡附《數詞和量詞》、郭先珍編著《漢語量詞的應用》、劉世儒

《魏晉南北朝量詞研究》等書，可供探討；在虛詞方面，則可參考楊伯峻《古

漢語虛詞》，本書選擇百多個虛詞，虛詞中的多音詞附於主要虛詞之下，虛詞的

用法，包括常見的、比較難解的及容易誤會的。陳霞村《古代漢語虛詞類解》

一書著重在介紹先秦兩漢時期的虛詞，主旨在了解虛詞的性質、特點，回顧過

去的虛詞研究歷史，並考察當前的研究狀況。另外還有王力《有關人物和行為

的虛詞》、何樂士等著《古代漢語虛詞通釋》、呂叔湘《文言虛字》等書。 

就秦代醫療觀念而言，有關巫術的淵源及其醫療觀念，可參見宋兆麟《巫

與巫術》認為最初的巫醫，既從事巫教活動，又進行治療疾病，它熔醫療、宗

教於一爐。高國藩《中國巫術史》主要是以敦煌巫術為軸心，考察和探索從古

到今的各類巫術流變史。張紫晨《中國巫術》一書既有對巫和巫術的具體描述，

又有巫術原理的分析，既有中外巫術觀念之橫向比較，又有巫與中國文化關係

的縱向考察，具有學術價值。漆浩《醫、巫與氣功：神秘的中國養生治病術》

一書的目的在於：將醫和巫的問題，置於古代社會發展的歷史背景中，客觀地

闡述醫和巫的相互關係，探討巫術對古代醫學的影響，挖掘古代巫術中醫學的

相關內容，介紹古代巫醫活動的形式內容等。還有梁釗韜《中國古代巫術：宗

教的起源和發展》、周一謀等著《馬王堆醫學文化》等等；至於先民的傳統養生

觀念，則可參見周文泉、劉正才主編《中國傳統養生術》認為平時用藥粥保養

身體，具有健身強體、延年的作用，病時用藥粥調養，則有治療疾病和康復的

作用。李華瑞《中華酒文化》認為酒是百藥之長，用酒治病的傳統方法有用作

藥引及酒劑。何滿子《醉鄉日月：中國酒文化》認為酒具有攝養和藥用價值。

傅允生、徐吉軍、盧敦基《中國酒文化》認為酒除了仰生作用，還能扶衰養疾。

餘如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張鐵忠《飲食文化與中醫學》、鄭金生《中國

古代的養生》、侯雲章、王鴻賓主編《中華酒典：酒與酒文化》、萬國光編著《中

國的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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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專家學者對於專題研究的精闢見解，有助於本文寫作之思考角度。 

 

三、期刊論文 

就秦代書法風格而言，如：王敏〈隸書系統對小篆系統的繼承與發展〉一

文是對漢字隸變的現象進行歸納整理，並從筆勢和結構兩方面探討隸書系統對

小篆系統的繼承與發展。尹忞〈略說隸書的產生、發展與分類〉一文說明隸書

的萌芽可上溯到戰國後期，秦代是篆書的終結期和隸書的過度期。周平、夏時

〈論簡帛書法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其載體的文化意義〉一文認為簡帛書法的文化

載體本身，即蘊含著極為深刻而特殊的文化意義，對於漢字書法筆法具有難以

估計的重要作用。楊加深〈書寫材料和工具與隸變的關係探討〉一文以書寫材

料和工具為切入點，認為「隸變」過程中最終形成隸書寬扁體制的唯一因素，

是當時人們節省材料的目的和簡牘的特殊形制兩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方孝

坤〈簡牘文字及其文化價值〉一文從文字生成、發展的廣闊背景上，論述簡牘

文字的出現在中國文字學發展史上的文化價值及其重要意義。席志強〈馬王堆

帛書古隸的美感特徵〉一文說明帛書古隸的美感特徵主要表現在筆畫形態上。

黃文杰〈睡虎地秦簡文字形體的特點〉一文詳細分析了秦簡文字形體的過度性

特點，系統地探討秦簡文字構形的一般規律。其他相關的論文，如：吳白匋〈從

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隸書〉、孫鶴〈試論秦簡牘書與秦小篆的關係〉、殷偉

仁〈隸書之源非小篆〉、楊長來〈淺涉隸書的藝術特徵〉、唐祖敏〈《說文解字》

所見小篆隸變楷化規律初探〉、徐良夫〈近文字－隸書〉、陳中科〈篆、隸、楷

的美感風範〉、何鑫〈古代漢字物質載體與書體變異〉、〈簡牘文字在中國書法史

上的作用〉、〈簡牘文字發展研究〉、王鵬江〈秦漢簡牘的用筆、結構及章法特徵〉、

辛春生〈書法中的結字、章法、氣韻之管見〉、游國慶〈馬王堆簡牘帛書之書法

藝術〉等。 

就周家臺簡牘簡語法之考釋而言，如：王 〈雲夢秦墓竹簡所見某些語法

現象〉、司徒允昌〈論漢語個體量詞的表達功能〉；在量詞方面，史錫堯〈事物

單位詞的由來及使用〉說明事物單位詞即所謂的名量詞或物量詞，此文是對一

般常用的單位詞的由來進行探索並考察其使用情況。王建民〈《睡虎地秦墓竹簡》

量詞研究〉一文對《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量詞進行全面的統計，並對這些量

詞的用法做了分類歸納，也探討了《睡虎地秦墓竹簡》量詞在漢語量詞發展史

上的地位。黃載君〈從甲文、金文量詞的應用，考察漢語量詞的起源與發展〉

一文就甲文與金文的量詞應用加以考察，並對漢語量詞的起源及其發展途徑是

加探索。楊曉敏〈《左傳》中的量詞〉指出《左傳》只存在名量詞，可分為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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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說，根據其與數詞、名詞的組合情況，考察其用法和語法特點，並對《左

傳》中量詞用與不用的情況及其歷史演變情況，進行比較分析，說明當時量詞

的使用尚處於初期階段。吉仕梅〈《睡虎地秦墓竹簡》量詞考察〉、李若暉〈殷

代量詞初探〉、何永清〈國語一書的量詞列述〉、林晉士〈《孟子》中的量詞與稱

數方式探析〉、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中的數量詞〉、張麗君〈《五十二病方》物

量詞舉隅〉、黃盛璋〈兩漢時代的量詞〉、魏德勝〈《敦煌漢簡》中的量詞〉等。

在虛詞方面，孟美菊、王建民〈帛書《五十二病方》「者」字用法淺析〉一文對

帛書《五十二病方》中「者」字用法進行分析，除了傳世典籍常見的用法以外，

「者」作連詞的用法值得注意。趙誠〈甲骨文虛詞探索〉一文說明卜辭裡出現

的虛詞，約七十個左右，以其在當時所處的地位及作用來看，完全可以說已初

具規模，並自成體系。張錦笙〈古代漢語虛詞概念論略〉一文認為古代漢語虛

詞之所以難釋，主要是因為虛詞的理論研究比較薄弱，故本文從邏輯概念的視

角，對古代漢語虛詞研究的系統工程進行理論上的探討。 

就秦代醫療觀念而言，如：王恆餘〈論中國古代之「巫」「醫」〉一文認為

自甲骨文、古籍資料及今之臺灣布農族之巫師職掌，皆可以證明「醫」由「巫」

出也。沈晉賢〈巫醫、醫卜同源及其影響研究〉一文認為「巫醫同源」或「醫

卜同源」是中醫發展程途中的重大文化現象，並涉及古代宗教、民俗、醫學等

諸多層面。沈懷靈〈巫：上古文化的創造者和承傳者〉一文揭示巫具有會通人

神、制定規範、創造藝術、傳播文化、連接歷史的功能。吳興勇、成麗〈論巫

術的起源和發展〉一文從遠古的原始社會的巫術，論述巫術的起源和發展。胡

新生〈禹步探源〉一文揭示禹步的起源，不但有助於了解禹步本身的歷史，也

能為理解古代其他巫術現象提供有益的啟示。晁天義〈禹步巫術與禹的神化〉

一文認為禹步是戰國術士之流創造的具有頗強規範性的模擬巫術，而禹步巫術

產生於當時大規模的歷史人物神話化運動中的大禹崇拜思潮。劉宗迪〈禹步‧

商羊舞‧焚巫尪─兼論大禹治水神話的文化原型〉一文則是對於禹步、商羊舞、

焚巫尪及大禹治水神話的考察，具體地揭示原始舞蹈、巫術儀式和神話傳說之

間的源流關係。張素玲、王中茂〈從祝由看古代巫術的醫療作用〉一文認為巫

醫採用最多的祝由術，具有心理療法、體育療法及氣功療法的科學內涵，並逐

漸發展為醫學的輔佐。詹鄞鑫〈巫術：醫藥誕生的產婆〉一文認為屬於科學的

醫藥之所以能夠誕生，首先依賴於巫術治病法的產生。陳力〈漢族民間巫術與

中國傳統醫學〉一文認為在傳統的中醫理論中，有一些論點是非科學、非理性

的，具有濃厚的迷信色彩，或者說是巫術成分。陳伯适〈淺談先秦文化變遷過

程中巫在宗教與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文著重於從先秦文化的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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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及巫者起源之相關問題，並概括說明三代以前巫職之演變。陳夢家〈商代的

神話與巫術〉、蔡輝炯〈論中國養生之學之發展〉史永進〈酒文化漫談〉、周彥

文〈巫咸在古代巫術信仰中的地位〉、周洪珍、陳榮、唐仁基〈中國傳統保健養

生哲學思想體系的探討〉、喻燕姣〈馬王堆醫書祝由術研究四則〉、萬建中〈中

國食療文化與陰陽五行學說〉、趙小帆〈淺談巫術與古代醫學發展的關係〉、劉

瑞琳〈先秦巫醫與醫者行誼考述〉、德格魯特（荷蘭）著、龐政梁譯〈論古代中

國之巫術信仰〉等。 

以上專家學者對於相關議題的論述，提供吾人寫作之參考方向。 

 

第五節 預期研究成果 

筆者企盼藉由《周家臺秦簡》的各個角度探討，可達成下列目標： 

1.就《周家臺秦簡》在文字書寫上，作為「秦篆漢隸」演變連貫式的補充說明，

並釐清秦漢之際文字書法的面貌。 

2.就《周家臺秦簡》中，最具有語法特色的量詞以及虛詞的表現方式，考釋其特

色。 

3.就《周家臺秦簡》中記載有關治療疾病的方式及藥方，還有關於食療食補以養

生的記錄，以瞭解上古時代醫療行為的觀念。 

 

藉由上述目標之完成，可以呈現出秦代社會中各個層面的文化面貌及其演

變歷程，並充分展現《周家臺秦簡》中豐富的內涵，且成就跨越時空的文化考

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