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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家臺秦簡之書法風格 
秦簡的出土，不僅在考古、歷史以及文字學上有極重大的意義，同時充

分反映出戰國乃至於秦漢之際的書法風貌，因為書法藝術的本原，始於文字，

故本文擬就《周家臺秦簡》在文字書寫上的相關議題進行論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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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字形演進 
作為訴諸視覺形態的中國書法藝術，正是建立在漢字重形的基礎之上的。 

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不僅政治社會方面的變動極大，在文字上的衍變，

更是空前劇烈的時期；長期以來，書法一直受到文字的制約，任何文字的結

構或形體的轉變，皆直接對書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節擬以《周家臺秦簡》

的文字書寫，打破傳統書法觀念中「秦篆漢隸」的刻板印象，揭開古代文字

的書寫情形，並得以進一步探索其書寫材質和筆法之間的微妙關係。 

 
一、隸書非源自於小篆 

戰國時代，文字異形的現象非常嚴重，不僅秦國文字異於六國文字，即

使是秦篆本身也不統一。隨著文字的使用愈益頻繁，文字的演變益形劇烈，

在秦篆之外，出現了大量的異體，而且有很多是破壞秦篆結構的簡單寫法，

即是用方折的筆法解散秦篆圓轉筆法的風氣。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不僅廢

除六國文字中「不與秦文合者」的異體，並且對自身的文字也進行了總整理，

規定小篆為統一的字體。  

秦代在中國漫長的文明史上，其存留的時間雖然只有短暫的十五年，但

是在書法藝術上的貢獻，自有其歷史價值及地位，例如秦王朝採取「書同文」

政策，實際上就是廢除六國通行的各種同義而不同形的異體字的一項過程，

這種過程透過李斯等人整理出新書體，亦即小篆，這是漢字演變史上第一次

統一文字運動，小篆字體成為書法藝術，更是中國書法藝術上一個極其重要

的階段，也可以說是書法成為藝術的開端；秦代是小篆的終結期，也把小篆

的法度化、規範化推向顛峰。為了適應文字使用的需要，在革除秦篆結構的

簡率寫法上，形成了隸書的基礎。 

（一）隸書產生的文獻記載 

1.隸書始於秦人程邈所造 

隸書產生於秦代，即徒隸之書，此種說法的文獻資料最早見於東漢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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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和許慎的《說文解字‧敘》，《漢書‧藝文志》云：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異體。蒼頡七章者，

秦丞相李斯所作也；爰歷六章者，車府令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

太史令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復頗異，所謂秦篆者

也。是時始造隸書矣，起於獄官多事，苟趨省易，施之於徒隸也。1 

《說文解字‧敘》亦云：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李斯乃奏同之，罷其不與秦文合者。斯作倉

頡篇，中車府令趙高作爰歷篇，太史令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

篆，或頗省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

吏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隸書，以趣約易。而古文由此絕矣。
2 

《晉書‧衛恆傳》中錄有衛恒的《四體書勢》，其中有關隸書的產生依然沿用

班固、許慎的說法：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令隸人佐書，曰隸字。漢因用之，

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隸書者，篆之捷也。3 

秦代官獄多事，是於史可稽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大

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量書。」4意即秦始皇每天要過目的竹簡文書，是

以石為單位的，因此官府每天要刻寫的上呈下達的文書，足以用汗牛充棟來

形容了。官獄為了加快書寫速度，迫切希望文字簡化，這就為新書體的出場

做了預告。許多文獻更進一步指出隸書的創造者，乃是秦人程邈，此一說法

首見於衛恒的《四體書勢》，云： 

或曰：下邽人程邈為衙獄吏，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年，從獄中作大

篆，少者增益，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

                                                 
1 參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

1979 年，二版，頁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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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3 參見楊家駱主編，《廿五史：新校本晉書》，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二版，頁 1064。 
  參見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理研究室選編，《歷代書法論文選上冊‧衛恒《四體書勢》》，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年，第一版，頁 15。 
4 參見漢司馬遷等撰，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二版，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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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隸書也。5 

由此可知，秦始皇曾經命程邈釐定隸書，且為官方所承認的一種字體，在隸

書逐漸形成的過程裡，經常使用文字的官府書吏中，程邈也許就是其中曾有

過較大影響作用的人，也可能是在秦代官府正式採用隸書時，程邈曾對此字

體做過整理工作，因此才有程邈為秦始皇造隸書的傳說。程邈可能是文獻記

載中最早的善隸書家，又因作書者官職卑微，故稱隸書，此種字體在秦代時

在民間廣泛地流行，少為官方所採用，且尚未完全成熟，而秦代統治者允許

官府以隸書來處理日常事務，乃是因應客觀形勢，只通行於下層官員和民間，

此即所謂「秦隸」或「古隸」。 

 
2. 隸書省改自古籀大篆 

至於隸書的起源說法，除了起於秦代之外，還有源自更早的周朝。北魏

酈道元《水經注‧卷十六‧穀水注》云： 

古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隸人之省，謂之

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見

青州刺史傅弘仁說：「臨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為隸字，言『齊

太公六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隸自出古，

非始於秦。」6 

唐張懷瓘反對此一說法，《書斷》云： 

案胡公者，齊哀公之弟靖胡公也。五世六公計一百餘年，當周穆王時

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

小篆出焉，不應隸書而先小篆。然程邈所造書籍具傳，酈道元之說恐

未可憑也。
7 

此一論述出現一些錯誤，唐蘭《中國文字學》先分析其錯誤，再從張懷瓘的

說法，進一步說明隸書的起源： 

考《史記‧齊世家》，胡公當夷王時，張懷瓘說在穆王時是錯誤的。……

                                                 
5 參見楊家駱主編，《廿五史：新校本晉書》，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二版，頁 1063。 
6 參見北魏酈道元撰，《叢書集成‧初編‧水經注（四）》，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北京

第一版，頁 914。 
7 參見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理研究室選編，《歷代書法論文選上冊‧張懷瓘《書斷》》，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年，第一版，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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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說西周已有較簡單的篆書，是可以的，真正的隸書是不可能的，春

秋以後就漸漸接近，像春秋末年的陳尚（即《論語》的陳恒）陶釜，

就頗有隸書的風格了。六國文字的日漸草率，正是隸書的先導。秦朝

用小篆來統一文字，但是民間的簡率心理是不能革除的，他們捨棄了

固有的文字（六國各有的文字），而寫新朝的文字時，把很莊重的小篆

四平八穩的結構打破了。這種通俗的、變了面目的、草率的寫法，最

初只通行於下層社會，統治階級因為他們是賤民，所以並不認為足以

妨礙文字的統一，而且用看不起的態度，把它們叫做「隸書」，徒隸的

書。《漢書‧藝文志》、許叔重、衛恒《四體書勢》都說由於官獄多事，

纔建隸書，這是倒果為因，實際是民間已通行的書體，官獄事繁，就

不得不采用罷了。8 

許慎的《說文解字‧敘》對隸書的淵源，只説明其功用是「以趣約易」，段玉

裁注云：「按小篆既省改古文大篆，隸書又為小篆之省。」9可知此一說法是

不正確的。當一種字體基本定型之後，它便可能向兩種方向發展，一種是向

更加規整的方向發展，一種是向更加草化的方向發展，而規整化的結果，使

得這種字體得以完全確立，至於草化的結果，便是產生新字體。一般說來，

小篆是對大篆的規整，而隸書則是大篆的草化，其產生早於小篆。任何一種

文字，決不可能由一人所造，故隸書既不可能是程邈一手打造，也不可能是

省改自同時並行的小篆而成，乃是源自春秋戰國時代以來民間日用的文字，

由程邈將其簡俗別異的形體，加以整理、推廣，因為大多省改自古籀大篆，

所以對構成文字規律的破壞性也最強烈，在我國文字發展史上，具有上承大

篆，下啟漢隸的作用，而隸書的筆畫化──隸書的特點是文字工整端莊，筆

畫渾厚樸實，甚至還有明顯的波勢筆勢，不僅是漢字發展史上最重要的里程

碑，也將漢字由圖案化推進到符號畫的階段，更奠定現代漢字的基礎。10時至

今日，考古發掘所見的秦人手書文字材料，包含湖北《睡虎地秦簡》、四川《青

川木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湖北《龍崗秦簡》以及《周家臺秦簡》，

甚至是晚進出土的湘西《里耶秦簡》，幾乎全部都是介於篆隸之間的字體而非

秦小篆，所以裘錫圭云： 

                                                 
8 參見唐蘭，《中國文字學》，香港，太平書局，1963 年，頁 164-16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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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10 參見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初版，頁

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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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實際上是以隸書統一了全國文字。此後，漢字的字體雖然還有

自隸書到楷書的演變，文字的結構基本上就沒有大變化了。所以，秦

始皇統一文字的工作在我國文字發展的歷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11 

可知由古文字變為隸書，是漢字形體上最重要的一次變化，其字形由豎長變

為正方或扁方，幾乎捨棄了象形文字點畫的弧線，筆畫方面也刪繁就簡，可

以說隸書的形成，象徵文字體系演變的完成。 

近來由於秦簡資料的出土，填補了漢字與書法演變史的空白，並成為打

開探索隸書產生之門的鑰匙。從考古發現的研究中證明，隸書的萌芽，可以

上溯至戰國中晚期，也糾正了相關文獻記載的說法。從迄今考古發現的最早

隸書的前身、成冊於戰國時期秦武王二年的四川青川戰國木牘中可以顯現，

其字體已經由縱長轉而出現了正方和扁方，用筆也由圓轉化為方折，大多數

的字體已形成隸書的體勢，甚至有疾緩輕重的變化，由此可知，所謂的「隸

變」，始於戰國中晚期；12而時代稍晚的湖北省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的大

批簡牘，其字體為秦隸書的真實面貌，因為處於隸書的初始階段，不可避免

地殘存篆書的意味，具有草率隨意、輕鬆自然的特點，運筆順其自然又能收

放自如，反映書寫者高超的駕馭毛筆的能力，它用筆畫和符號徹底破壞了篆

書的象形結構，更出現了隸書「波挑」的特徵，13但是隸書「蠺頭雁尾」的典

型特徵尚不明顯，因此更顯得質樸，在結構上還保留篆書長方的形態，但已

經具備橫向取勢的傾向，至於章法布局則是一簡一行，字距拉開離而不散，

各簡並列又形成了參差錯落，它熔篆書、隸書於一爐，是初具規模的古隸書，

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在實用價值方面，獲得了強大的生

命力。1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云： 

秦簡上的文字不但數量多，而且是直接用毛筆書寫的，由此可以看到

當時日常使用的文字的真正面貌。仔細觀察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的

大批竹簡上的文字，可以知道在這批竹簡抄寫的時代，隸書已經基本

形成。15 

                                                 
11 參見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隸的一些問題〉，《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第一版，頁 282、287。 
12 參見尹忞，〈略說隸書的產生、發展與分類〉，《江漢大學學報》2001 年第 1 期，頁 99。 
13 所謂「波挑」，是指形如雁尾狀的筆畫，波，是指筆畫有起伏或彎曲，挑，是指重按再提

筆上挑，由重變輕。 
14 參見盧燕麗，〈略述秦朝在中國美術史上的貢獻〉，《文教資料》1998 年第 6 期，頁 134。 
15 參見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5 年，再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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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在秦代，隸書實際上已經動搖了小篆的統治地位。到了西漢，距離秦

王朝用小篆統一全國文字並沒有多久，隸書就正式取代小篆，成了主

要的字體。所以，我們也未嘗不可以說，秦王朝實際上是以隸書統一

了全國文字。16 

關於隸書的起源，傳統的看法是在秦代，但是，隨著考古新材料的出土，

並經過驗證，打破了程邈造隸書的說法，並印證了在戰國時期即已形成早期

的隸書──古隸，亦即秦隸。學者吳白匋云： 

隸書既然起於始皇以前，當然不是從小篆演變、簡化而成的，而是從

秦國一貫使用的文字演變、簡化的。……秦隸和小篆的關係，是同出

於一個祖先的兄弟關係，都是周秦篆體文字不斷簡化的結果。17 

秦隸的特點是半篆半隸，筆畫雖由圓轉變為方折，但是還沒有波磔和挑法，

其字形仍然保持著細長的狀態。 

《周家臺秦簡》的書寫時代更晚於《睡虎地秦簡》，約始自秦始皇三十四

年迄至秦二世元年，其所出土的竹簡和木牘，書寫文字均為墨書隸體，
18秦、

漢初時期正是漢字處於秦隸向漢隸演變發展的時期，因此，這批文字實物資

料的發現與出土，實為研究隸書的產生、發展與演繹的歷程和學習隸書書法，

增添了鮮活而寶貴的寶藏。
19 

     
（二）隸變及其意義 

隸變，是指大約自戰國中晚期開始及秦至西漢大約三百年的時間，秦文

字的篆書歷經古隸到今隸的演變及定型的過程，是我國文字學史上的一次字

體大變革，它宣告了古文字階段的結束和今文字階段的開端，在漢字發展史

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隸變的過程，就是解散篆體而隸書生成的過程，

除了受文字簡化與藝術審美的內在因素影響之外，外在因素如書寫材料和工

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戰國時代的文字發展中，秦文字成為漢字演變發展的主體，隸書也是

                                                 
16 參見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5 年，再版，頁 91。 
17 參見吳白匋，〈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隸書〉，《文物》1978 年第 2 期，頁 4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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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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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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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文字的基礎上產生的。秦國地處宗周故地，受到周文化的深刻影響，忠

實地繼承西周文字傳統，在文字劇烈變動的戰國時代，秦文字順應文字發展

的潮流，向簡約流便的方向發展，秦文字的變化，主要表現在不斷提高字形

結構的規整勻稱程度，且更偏重在書寫方式上的文字改造，裘錫圭《文字學

概要》云： 

秦國的俗體比較側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其字形一般跟

正體有明顯的聯繫。20 

隸變是在戰國秦文字的基礎上展開的，主要表現在兩個方面： 

1.字形結構的變化，亦即對篆書字形結構的草化。 

随著文字使用範圍擴大，使用頻率加快，使用人群增加，端嚴規整、

複雜難成的篆書已經不能適應文字應用的需要，從文字書寫簡易快捷的實

用目的而言，出現了篆書的草率寫法。 

2.書寫方式的變化，亦即改變原有篆書文字的線條形態。 

秦文字的篆書多是圓轉的長線，影響書寫的速度，秦隸為了提高書寫

速度，把篆書的長線切割成短線，把圓轉的線條變為平直方折的線條，如

此一來，篆書的線條象形功能逐漸演化為無關象形的抽象筆畫。 

這兩種變化同時進行又相互滲透、影響，最後結果是象形性質減弱，乃至於

消失，而符號性質增強，甚至最終的確立，這是漢字發展上，由象形性文字

向符號性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而隸變正是此一發展規律的具體表現。 

透過秦簡的出土證明，在戰國時期，隸書已經產生了，秦代對於流行的

隸書進行了初次的整理工作，許慎的《說文解字‧敘》云：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摹印，六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隸書。漢興有草書。
21 

這表示隸書已經得到官方的承認，而且因為隸書的使用非常廣泛，於是秦始

皇下令，由程邈主持整理工作，這樣的推論是完全有可能的。 

隸書的產生，結束了幾千年來的古文形體，是社會歷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更奠定了兩千年來漢字基本形式的基礎。潘伯鷹先生在《中國書法簡論》中

云： 

                                                 
20 參見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5 年，再版，頁 6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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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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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展看，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甚至說今日乃至

將來一段的時期全是隸書的時代也不為過。草書和楷書為千百餘年來

流行的書法。它們在形體上，由隸書衍進，固是無待多言的事實，尤

其在技法上，更是隸書的各種變化。22 

許慎的《說文解字‧敘》云：「自爾秦書有八體，……漢興有草書。23」而在

「漢興有草書」其下清段玉裁注： 

衛恆曰，漢興而有草書，不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度號善作

之。宋王愔曰，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隸體，麤書之，章草之始

也。按：草書之稱，起於草稾，趙壹云，起秦之末，殆不始史游。……

草書又為隸書之省，文字之變已極，故許蒙八體而附著之。於此言其

不可為典要也。24 

書法大師、文物鑑賞家啟功先生《古代字體論稿》云： 

「草」，本是草創、草率、草稿之義，含有初步、非正式、不成熟的意

思。在字體方面，又有廣狹二義：廣義的，不論時代，凡是寫得潦草

的字都可以算。但狹義的、或說是當作一種專門的字體名稱，則是漢

代才有的。
25 

在秦文字演變為隸書的過程裡，出現一些類似或相同於草書的寫法，有

的經過改造之後，融入了隸書的書寫中，而隸書形成之後，這些草率寫法作

為隸書繼續使用，並出現了新的草率寫法，草書就是在這些新舊草率寫法的

基礎上形成的。草書產生的時代，歷史上雖有起於戰國、秦末及漢初等說法，

但觀諸《周家臺秦簡》中字體近似於草書之字例，例如「之」字（圖版編號

243、247、253 及 312 等），的確出現減省筆畫並草率的筆法，據此，吾人可

以推斷草書興起的時代，至少可能推至秦代，甚至可能在隸變的過程中，已

經預見其端倪了。 

 

二、書寫工具和材料與隸變的關係 

                                                 
22 參見潘伯鷹，《中國書法簡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年，第一版，頁 77-7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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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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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25 參見啟功，《古代字體論稿》，北京，文物出版社，1999 年，第二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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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書寫工具，是指毛筆及其替代物，主要有毛筆和刻刀；長期以來，

毛筆是漢字書寫的主要工具，洪師燕梅以為，秦人以毛筆書寫，可能直接承

自殷商與周，這樣的推論，可以從秦自始即與殷商與周的深厚文化歷史淵源，

以及現存許多秦文中的語句文法大多保留與甲骨文近似的用法，依據此兩項

推測，可能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毛筆了，故秦極可能於建國以前或是建國

之初，即開始使用毛筆書寫文字了。26 

毛筆無論其毛質如何，均屬於軟筆，筆壓輕，其筆跡雖然會受到書寫空

間的影響，但是主控形勢多掌握於人，書寫者所花費的時間及力氣，均較簡

省，而且由於隸書較篆書在字形及筆畫方面更有變化且豐富，也使得毛筆的

性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而毛筆筆鋒柔軟，彈性好，能夠寫出講究變化且獨特

的文字風格，為隸變提供了良好的條件，亦形成了書法的獨特藝術。 

關於秦筆的製造，歷來皆推崇蒙恬，崔豹《古今注》云：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契以來，便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

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館，鹿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

非兔毫竹管也。27 

從近年發現的實物來看，戰國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戰國毛筆，是用上好的兔箭

毫製造而成，此一發現，說明當時製造毛筆的水準已經相當高，28據此證明，

所謂蒙恬發明造筆的傳說不攻自破，可知蒙恬充其量是秦筆改良者29，如同對

前人「倉頡作書」一說，絕大多數學者都主張應解釋為倉頡修訂整理文字，

比較合理。 

〈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一文對於出土秦筆考述曰： 

筆套用兩根竹管粘連而成，呈雙筒套，每根竹管中間開口鏤空，同時

可插入兩支筆。表面髹黑漆。長二九、寬二厘米。毛筆插入套內，桿

用竹制，一端削成坡面，另一端鏤空成毛腔。鋒長二‧五，入腔 O‧

七，桿長二三厘米。30 

                                                 
26 參見洪師燕梅，《睡虎地秦簡文字研究‧上篇》，臺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

位論文，1993 年，頁 195-196。 
27 參見晉崔豹著，《叢書集成‧初編‧古今注》，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新一版，頁 22。 
28 參見楊加深，〈書寫材料和工具與隸變的關係探討〉，《檔案學通訊》2004 年第 3 期，頁

96。 
29 參見蔣文光，《中國書法史》，臺北，文津出版社，初版，1993 年，頁 80。 
30 參見甘肅省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北道區文化館，〈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

掘〉，《文物》1989 年第 2 期，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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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敘述可知毛筆最初的製作樣貌，由於工具的改進，書法也隨之改進，可

見書法家的藝術與書寫工具製造者的功績是密不可分的。 

隸書筆畫在書寫時，用力有明顯的大小變化，向下按筆，筆毫鋪開；向

上提筆，筆毫合攏，於是產生了線條粗細的相對變化；即使是同一筆畫，在

起筆、運筆、收筆的過程中，運用提筆、按筆，也會產生粗細的變化。隸書

在筆法上另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方筆的運用，在保留篆書圓筆的基礎上，

更為廣泛地使用，而在起收及筆畫的轉折處多用折法。 

所謂書寫材料，是指文字的承載物，而影響隸變的書寫材料主要是竹簡

和木牘。許慎在《說文解字》中說：「簡，牒也，從竹，間聲。」31、「牘，書

版也，從片， 聲。」32據此，可知早期的簡是竹質的，而牘為木質。所以，

簡牘就是指用以書寫文字的竹木條。而簡牘的開始使用，依據地下出土的簡

牘，最早是在西元前五世紀後半，亦即戰國早期。因簡牘易於採伐、加工和

保存的特性，所以在戰國時期，竹簡和木牘是發明紙之前最便宜、也是最主

要的書寫材料。簡與牘雖然同樣是日常書寫的材料，但是在形制上卻存一定

的差別，簡比較狹長，每簡多書寫一行，把單片簡用繩串連起來，捲成一捆，

而牘多用木板，較簡為寬，每板可書寫數行，多板疊放再用繩捆紮。 

因為節省材料的目的，使得在隸變的過程中，由篆書的長方形逐漸演變

為隸書的寬扁形。這是由於在圓形的竹子上找出相對寬度的平面並不容易，

而竹簡大多比較窄，一般只有寫一個字的寬度而已，為了在有限的空間內可

以容納更多的字數，最有效的方法，除了縮小字距，就是將原為長方形的字

體壓縮成扁平形，在湖北省荊州市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簡，可以

發現具有此特徵的明顯趨勢。（參見文末附圖33） 

由以上可知，隸書的寬扁化趨勢，無關於文字的簡化和藝術審美的內在

因素，因為文字的簡化只需要筆畫的簡省和轉圓為方即可，而藝術審美的要

求，不一定與字形的縱長或扁方有關，故可知書寫材料的影響，應是使字形

朝向寬扁化發展的重要關鍵。 

簡牘作為書寫材料的本身，即蘊含極為深刻而特殊的文化意義，可列述

如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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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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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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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北京，中華書局，

2001 年，第一版，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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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牘窄長的直式形制，決定了漢字字序由上而下的書寫習慣34 

    竹簡的製作，是先將整根竹子裁割為符合規格的竹片，加工成毛

胚，去除竹節，剖為竹簡條，書寫面要刮削打磨，加工整治，令其光

滑，然後加火燒烤，以利其滲出水份，使竹簡堅固，且不易有蟲蠹蝕，

利於收藏；而製作木牘，首先將大塊木材加工成符合規格的木條，再

鋸成一定寬度的木條，最後刮削加工表面，使其平滑光整。 

    簡牘的長短寬窄，因時因地各不相同，以《周家臺秦簡》而言，

三組簡牘中的甲、乙組竹簡均長 29.3~29.6mm，寬 0.5~0.7mm，厚

0.08~0.09mm；而丙組均為短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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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木牘是以長方形薄木片製作，

兩面刨光，長 23mm，寬 4.4mm，厚 0.25mm。35可見簡牘並無定制。 

    古人在簡牘上書寫時，是依序自上而下，無論簡牘的材質是竹或

是木，形制是寬或窄、長或短，此一直式書寫模式，皆由簡牘所決定

的。 

 
（二）簡册的編排規則，形成了漢字自右至左的書寫編排的行次款式，並影

響了欄格、裝幀格式的形成36 

    漢字書寫編排的行次款式，在殷墟甲骨文中並無一定的方式，同

一塊甲骨卜辭中，既有自右至左者，又有自左至右者。但在商周青銅

器銘文中自左至右者絕少，此與簡牘的使用有極密切的關係。 

簡册通常自右至左編聯，在編聯時，在編繩的部位刻有極小的三

角形契口，使簡片固定。例《周家臺秦簡》中甲組竹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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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乙組竹簡三角形小契口的特徵，均同甲組，唯有竹簡的尾端無

                                                 
34 參見周平、夏時，〈論簡帛書法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其載體的文化意義〉，《湘潭工學院學報》

2002 年第 2 期，頁 6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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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參見周平、夏時，〈論簡帛書法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其載體的文化意義〉，《湘潭工學院學報》

2002 年第 2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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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呈「平頭」；至於丙組竹簡編繩下無契口，上、下兩道編繩與竹

簡的首尾兩端相距 6.4~8mm。37 

    古人書寫用的簡册大多是先編後寫，在編繩處會出現無文字的空

檔，也有先寫後編的情形，如此則會出現編繩遮壓文字的現象。《周家

臺秦簡》中甲、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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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丙

組竹簡均有上、下兩道編繩，編聯方法同於前兩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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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册可以分欄書寫，分欄簡册的書寫順序是由右至左，先寫完第

一欄，然後再接著寫第二欄，依次書寫。簡牘書寫行次一律自右至左，

原因在於左右兩手的分工──右手執筆作書，左手則打開或捲動簡

册。《周家臺秦簡》甲組竹簡中的「五時段」占分為六欄，「二十八宿」

占分為四欄，乙組竹簡中的秦始皇三十四年曆譜分為六欄，等均分欄

橫排書寫，而木牘在書寫上均採用頂頭分欄橫排書寫，其文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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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兩欄，背面則書寫該年十二月日干支等，分為五欄。 

    簡册也可以列表格、畫圖。例如《周家臺秦簡‧日書》的四幅線

圖，即各由多枚竹簡拼合。 

    書寫完成的簡册成捆後，甚至將竹簡全部加以編號，以方便理清

順序，此一形式直接影響了書籍裝幀格式的形成。 

 
（三）簡牘橫窄縱長的特點，在某種程度上促使了漢字的變化，同時也造成

了漢字橫畫多於豎畫的特點38 

    簡牘形制窄長的原因，除了竹木方便制成條幅形狀之外，主要原

因應是可以在較少的材料上承載較多的信息數量，而為了儘量容納更

多的文字，因此對文字做簡化處理是必須的。在漫長的書寫中，人們

先是偶爾做些簡化，後來就有意識地主動加以簡化，於是筆畫逐漸線

條化、減少象形成分，結構慢慢定型化、刪去多餘的部件，字形也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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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參見周平、夏時，〈論簡帛書法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其載體的文化意義〉，《湘潭工學院學報》

2002 年第 2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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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方塊化，由不規則形狀變成扁形、豎形及方形，而筆畫減少、結構

簡化之後，文字的筆法更豐富了，使簡牘書法出現了絢麗多姿的景象。 

    在簡化漢字時，人們通常不會壓縮豎畫，因為在窄長的簡條上，

豎畫較便於書寫，而且橫畫的排列又更易於豎畫，因此造成了漢字橫

畫多於豎畫的特點。 

 
（四）古人在簡牘上進行文字書寫的過程中，必定會促進漢字書法筆法的豐

富和發展39 

簡牘書法的筆法，較之篆書更活潑，其筆法豐富多變，極富表現

力，列舉如下： 

1.點畫的變化最是活潑多變，大多隨著具體情形變化其形態、大小、粗細及

長短，有的是以點畫代替其他筆畫，例如以點畫代替橫畫、捺畫等。 

2.橫畫書寫較輕鬆隨意，講求筆畫之間的變化與平衡關係。例 （圖版編號

227）、 （圖版編號 252）、 （圖版編號 251）、 （圖版編號 253）。 

3.豎畫是簡牘書法中，具有重要標誌性的筆畫，長豎通常粗重有力，但是也

有拖長伸出以破除橫畫的呆板，至於短豎，則堅挺有力。例 （圖版編號

48 參）。 

4.撇畫除了具有隸書的特徵外，有時加入楷書筆法，增加形態變化，但是通

常是伸長出鋒，多採用左收右放的格局。例 （圖版編號 313）、 （圖版

編號 337）。 

5.捺畫與鉤畫多以肥厚粗重的形態出現。例 （圖版編號 187）。 
6.折畫多率意自然，有的是楷法方折，有的則類似草書或隸書。 

觀諸《周家臺秦簡》的書寫文字，正是蘊含此一深刻而特殊的文化意義，

並見證了書寫工具和材料與隸變的關係。 

 

 

 

 

 

 

 

                                                 
39 參見周平、夏時，〈論簡帛書法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其載體的文化意義〉，《湘潭工學院學報》

2002 年第 2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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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書法藝術 
秦代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代。秦代簡牘墨跡

的發現，不僅提供研究隸書起源和發展，而且對於解決由秦至漢書法藝術發

展的源流關係，更具有重大意義。 

書法藝術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簡化和美化兩方面。簡化趨勢主要表現在

草化和俗化上，例如筆畫數量、用筆方法、結構繁簡及字形選擇，使文字更

趨於實用，但是還必須加以美化，以增強藝術性，而美化的途徑最重要的是

規範化和個性化。故本節欲以《周家臺秦簡》文字為主體，探討其書法藝術

美感之所在。 

 

一、秦代古隸的美感特徵 
筆畫是漢字的建築材料，而字形的美感，則來自於筆畫形態之美。小篆

筆法大體是簡單瘦硬、鋒棱峭利。結構則方正勻稱，其筆畫是圓轉的，筆畫

基本是直線和弧線，它們的結構方正而裹束在一起，作為漢字的第一種規範

本，因為規範太嚴格、筆勢過於繁複，很快地就被隸書取代了它的典範地位。

書法大師、文物鑑賞家啟功先生認為： 

從竹木簡冊上，包括帛書等的隸類字跡來看，約略可分兩大部分，或

可稱兩大流別：漢初的字體，以馬王堆出土的為代表，它們是從戰國

簡冊、盟書，以及秦代簡冊上的書法繼承發展而來的。行筆頓挫，已

有了撇捺，但偏旁、或說字的各部構件，都還有篆類的遺傳痕跡。40 

席志強在〈馬王堆帛書古隸的美感特徵〉亦云：「對篆形保留較多的字體，

可稱之為古隸。41」可知初始時期的隸書，通常稱之為古隸。 

潘伯鷹先生在《中國書法簡論》中說： 

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展看，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甚至說今日乃至

將來一段的時期全是隸書的時代也不為過。草書和楷書為千百餘年來

流行的書法。它們在形體上，由隸書衍進，固是無待多言的事實，尤

                                                 
40 參見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書法叢刊》，北京，文物出版社，1986 年第十一輯，頁 4-5（引

言）。 
41 參見席志強，〈馬王堆帛書古隸的美感特徵〉，《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1 年第 2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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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技法上，更是隸書的各種變化。42 

由以上所述，縱觀漢字的發展史，由於思維的複雜以及概念的豐富，漢字出

現了文字、筆畫的形體增加的情形，而為了便利和迅速，漢字也出現了刪繁

就簡，統一筆畫和結構的情況。隸書便是這兩種交互作用下出現的產物，當

然也包含著美化。 

與篆書相比，在字體結構上，隸書主要是把回文曲折的弧線變為直線，

因而字體的結構部件即偏旁部首也大大簡單化了。方塊漢字從此失去了象形

的意味，隸書的字體結構，從漢代一直到今天，已成為漢字的基本定型式。

在漢字發展史上，隸書是由「古體」轉變為「今體」而定型的轉折點，其作

用和地位當然是十分重要的。 

篆書的筆畫有一共同之處，就是粗細均勻，兩端圓融，以筆法論之，是

圓筆的。這種筆法所造成的風貌，骨力內含，沉穩扎實而有立體感，奠定了

中國書法最基本的美學基礎，而隸書在改革字體結構的同時，開始兼用方圓

兩種筆法，補救了篆書筆法的不足，也改變篆書勻速、緩慢的用筆方法，而

是有快慢之別，在風格上更顯得變化多姿，為書法藝術開創了新局面。 

隸書在筆法上的創新，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波挑，一是出鋒。最為集中

表現這兩種新筆法的，是隸書的捺畫和作為全字重心承托者的某一橫畫，在

這兩種筆畫的末尾處，折筆而行，改變方向，由原來的朝右下方變為朝右上

方挑出，表現出流動和峻拔的意態來，而這一筆也就成了最富於隸書特色的

筆畫。 

隸書在運筆上，加強了輕重疾徐，點畫開始有了粗細變化，錯落有致，

顯得空前地豐富多采。在筆勢上，則很明顯出現了左掠右波的趨向。筆勢和

結體是互相影響的，左右開張的筆勢促成了字形趨於扁平，而扁平的字形也

要求筆勢向左右兩邊伸展。原來偏於狹長的篆書體勢，也就被隸書的扁平代

替了。所以，隸書的結體特徵，就表現在橫向上的舒展和縱向上的緊湊。因

此，隸書是上承篆書，下啟楷書的規範書體。43 

總結秦隸的藝術特點如下： 

（一）上下筆畫緊湊內含，左右筆勢開闊舒展，橫向筆畫雖然尚未具備成熟

隸書「蠺頭雁尾」的外形，但是已經表現出輕重起伏的波挑，結體趨

於橫扁。 

（二）在結體的變化上，有的類似篆體，有的分勢強烈，逐漸破圓為方，破

                                                 
42 參見潘伯鷹，《中國書法簡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年，第一版，頁 77-78。 
43 參見陳中科，〈篆、隸、楷的美感風範〉，《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 4 期，1998 年，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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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為斷，由曲變直，由繁變簡，隸書的明顯特徵──波挑日益鮮明化、

成熟化。 

（三）在用筆的變化上，多使用方筆，並有輕重緩急之分。起筆藏鋒，收筆

藏露兼用，中鋒側鋒兼施並用，線條變化幅度較大，尤其是波挑，因

具備藏中寓露的特色，給人厚重而飛動、氣勢雄健以及端莊靈巧的美

感。此美感顯示了技法上的精熟，也帶來整體節奏的變化，形成了藝

術上的韻律美。 

（四）秦代古隸的藝術價值首先在於展現了可貴的創造精神，其不僅突破篆

書的規範，自身日益完善，並且在發展中以順暢峻激的筆勢，創造出

草筆、行筆及楷筆等相關筆法，同時促成了草書、行書及楷書各體的

萌芽。 

總之，秦代古隸長短錯落，揮灑自如，其筆畫、結體、章法和用筆具有

質樸、簡約、粗實、雄肆的特徵，是強大生命力的展現；44書寫於秦代末年的

《周家臺秦簡》，無疑地，具備了秦代古隸的文字藝術特點。（參見文末附圖45） 

以下進一步分析《周家臺秦簡》文字的風格。 

 

二、《周家臺秦簡》書法特色 

根據《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 O 號秦墓發掘報告》記載，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竹簡和木牘，按照其內容可分為甲、乙、丙三組。三組竹簡

的文字均為墨書古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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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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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個字。據此，本組竹簡文字並非一人一次寫成，因為不同書手所寫，

其風格自然迥異。 

至於木牘是以長方形薄木片製作，兩面刨光，長 23mm，寬 4.4mm，厚

0.25mm。木牘文字均為墨書隸體，大部分文字比較清晰，有部分文字已經漫

漶不清，但是其文字書體風格一致。 

漢字發展到隸書，已經使象形的意義消失，基本上成了抽象的符號畫文

                                                 
44 參見楊長來，〈淺涉隸書的藝術特徵〉，《開封大學學報》第 3 期，1998 年，頁 7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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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北京，中華書局，

2001 年，第一版，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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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由於它是在實用中產生，起初只是不自覺地要求書寫得美，後來逐漸變

為有意識地顯現出美感來。隸書雖然不是現行的通用字體，但是它有一定的

實用性，而更重要的是具有藝術性。 

書法藝術作品，主要是透過筆法、結構以及章法三個基本要素來體現的。

因此可知，隸書的筆法、結構及章法是隸書藝術造型的三個基本要素，而其

共同形成的意境，更是隸書美的精髓。 

為說明《周家臺秦簡》文字的特色，故試舉《龍崗秦簡》文字及《睡虎

地秦簡》文字作為比較的客體，因此三種簡牘文字的出土地點皆為今湖北地

區，具有地緣關係，而其文字書寫年代，首先是戰國末年的《龍崗秦簡》，其

次是戰國末年到秦代初年的《睡虎地秦簡》，最後是秦代末年的《周家臺秦

簡》，正可透過書體的比較，檢視由篆轉隸的變化軌跡。 

筆者試就《龍崗秦簡》、《睡虎地秦簡》及《周家臺秦簡》三簡中，共同

出現頻率較高的用字，作為比較的材料，計有「者」、「不」、「之」、「以」、「人」、

「已」、「令」、「甲」等八個字。試列字形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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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臺秦簡》、《睡虎地秦簡》及《龍崗秦簡》字形表： 

 

楷書 小篆 周家臺秦簡 睡虎地秦簡 龍崗秦簡 

者 

 

 
227 331 257 

不 

 

 
252 326 155 

之 

 

  
251        253 

270          263
202 

以 

 

 

 

368 
324 190 

人 

 

 
313 303 255 

已   
187 421 144 

令  
337 319 殘 3 

甲  
48 參 272 殘 3 

說明：表格中之數字，乃圖版編號；又，《說文解字注》中無「已」字之小篆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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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列表格的字形比較，可以得出下列結論： 

1.《周家臺秦簡》的文字書體較近似於《睡虎地秦簡》，與《龍崗秦簡》的差

異較大，可見文字書體由篆變隸的演進，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成熟。 

2.《周家臺秦簡》的文字書體仍然殘存篆書的遺跡，例如「之」字（247、251），

《睡虎地秦簡》亦有相同情形（「之」字（270）），此或許與地緣關係息息

相關。至於《龍崗秦簡》「之」字（202）、《睡虎地秦簡》「之」字（263）

及《周家臺秦簡》「之」字（ 253），已可見出古隸的輪廓。 

3.《周家臺秦簡》與《睡虎地秦簡》的文字書體多保持平穩，而《龍崗秦簡》

卻明顯具有由左上向右下傾斜的一致性。 

總結以上各點可知，《龍崗秦簡》、《睡虎地秦簡》及《周家臺秦簡》三簡，

雖同為秦簡，但是同中有異，此與文字書寫年代的先後、地緣關係的遠近，

甚至是書寫者的習慣，都是極大的影響因素。 

以下就周家臺三 O 號秦墓出土的簡牘文字，分析其書法特色： 

（一）筆法及線條 

所謂「筆法」，就是用筆的方法，也就是拿著沾了墨汁的毛筆，在紙上摩

擦、運行而產生理想點畫的方法。筆法是結構的基礎，每一個單純的點畫，

在完成的過程中，都經過起筆、行筆及收筆三個階段。 

隸書的基本筆畫中，最能體現隸書書寫方式的基本特徵是波橫、撇畫及

捺畫，而豎畫多處於主筆的地位；以下分述之。 

1.波橫 

波橫是隸書中的長橫，左右伸展，多處於主筆的地位，波橫的起筆與

收筆，猶如蠶頭雁尾，各有其特點，裝飾意味極強，就「者」、「不」和「之」

（247、251）三字而言，作為主筆的波橫，線條粗細大體一致，其蠶頭雁尾

的形態明顯，起筆方圓兼用，收筆或藏峰、或露鋒，例如「者」字，即使

是同一字（225、226、227、228、229、230），也不一定雷同。 

同時，波橫也有偃與仰的變化，偃勢微向下彎，仰勢微向上彎，在平

直中又有微妙的彎勢變化，一般情況下多取偃勢，彎背在上，例如「不」

字即是一例，出現明顯的彎背在上的偃勢。 

 
2.撇畫 

隸書的撇畫向左伸展，也有許多豐富的變化，例如「者」、「不」的撇

畫較長於「人」、「令」，而「人」字的撇畫較彎曲，起筆有輕重之別，例如

「者」字，雖然是同一字（225、226、227、228、229、230），但是起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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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富有變化，收筆有藏露之分，例如「者」字多露鋒，線條較細長，「不」、

「人」、「令」三字的線條則相對地顯得粗而短，收筆藏露均有，起收筆則

方圓兼而有之。 

 
3.捺畫 

隸書的捺畫，亦多處於主筆的地位。從畫身來看，「不」、「之」、「以」、

「人」、「令」等字為斜捺，其中「之」、「人」的筆畫相對地長於「不」、「以」、

「令」三字，至於「已」字的捺畫向上彎曲，最為活潑，起筆方圓兼備，

收筆藏露均有，至於線條粗細大體一致。 

 
4.豎畫 

獨立的豎畫，特別是中豎，多起主筆作用。豎畫有兩種基本型態，一

種是上輕下重，形如垂露，回鋒收筆，另一種是上重下輕，形如懸針，放

鋒收筆，以上兩種型態，「不」、「令」、「甲」三字皆兼而有之，其中「不」、

「甲」的豎畫又有彎斜的情形，至於「者」、「甲」的雙豎並列，則取相向

呼應的姿態，而非相背之勢。 

 
優秀的書法作品，具有豐富的表現力，絕非僵化的、刻板的。如果把每

一種基本筆畫，都寫成一成不變的模式，就會單調雷同，枯燥乏味，陷入程

式化的泥淖，喪失藝術活力。 

就整體而言，《周家臺秦簡》的筆法活潑生動，趣味盎然，同時用筆已經

具備了高度規律化的傾向，由此可知，此一筆法必然有所本，並沿用多時，

而且正朝向成熟的境界邁進。 

 
（二）字形及結構 

所謂「結構」，就是佈置點畫、組織成字的方法，或稱之為「結體」、「結

字」、「間架」或「小章法」。 

1.橫向取勢，因字立形 

篆書的外在結構形態多取縱勢，字形長方，在篆書向古隸演變的過程

中，字形結構雖然發生變化，但是與篆書的形體結構仍然保持著一定的關

係，例如「不」、「之」及「令」等字，在字形上仍然具有極高的相似度，

至於隸書的結構特徵──橫向取勢，方中見扁，還不十分明顯。隸書橫扁

的字形結構，主要是由其筆畫特點決定的，在隸書的基本點畫中，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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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現隸書、決定隸書字形結構的主要筆畫，多是極力向左右橫向開張，

例如波橫、撇畫及捺畫，在書寫時橫向取勢，伸展放縱，例如「者」、「不」、

「之」、「以」、「人」、「已」、「令」等，只有豎畫等少數筆畫是縱向延伸的，

例如「甲」字。 

隸書的結體首先要考慮漢字結構的自然形態，因字立形，要根據每個

單字的不同特點而異，不可一味求扁，而隨意改變其原有字形的自然特徵，

例如「甲」字的篆書形體結構，本取縱勢，字形長方，此乃其結體的特色，

在由篆變隸的過程中，是無法也不能隨意改變的。 

 
2.主筆突出，主次分明 

各種筆畫由於在結體中的位置不同，因此筆畫間就有主從的分別。一

字之中有主筆和輔筆，主筆要突出，可加長、加粗或伸展，例如「者」、「不」

的波橫，「之」、「以」、「人」、「已」等字的捺畫，「令」、「甲」二字的豎畫，

使形象鮮明，輔筆要讓主筆，不可與之爭鋒，主次分明才會有變化及層次

感。 

一般情況下，一字之中的主筆不可過多，而且由於主筆的地位重要，

對於字形結構往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必須特別注意主筆的位置安排

和形象塑造；同時也不能忽視輔筆的作用，對於輔筆不可草率從事，主從

之間要互相協調，融為一體，整個字形結構才能有層次變化的生動美感。 

 
3.左呼右應，向背分明 

隸書結構採橫向取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撇捺的形態；隸書的撇畫

與捺畫，形如「八」字，說文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46」，「八」

字保留篆意，分別向左右伸展，二者之間形成相背之勢，有左右呼應的效

果，《周家臺秦簡》中以撇、捺為主筆構成的左右兩部分，例如「不」、「人」、

「令」三字，形成相背的姿態；至於「者」、「甲」雙豎並列的情形，則取

相向呼應的姿態，這也是體現隸書特色的重要原因。 

 
4.虛實平衡，變化無窮 

在處理字形結構問題時，除了主從、呼應的問題外，虛實、平衡的原

則也是至關重要的。 

                                                 
46 參見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魯實先正補，《說文解字注》第五篇上〈巫〉，臺北，

黎明文化事業，1985 年，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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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結構是在一個方塊空間中進行分布的，著墨者為實，露白者為虛；

筆畫書寫時，露鋒者為實，藏鋒者為為虛；力顯於外者為實，力含於內者

為虛；筆畫間粘連者為實，筆斷意連者為虛；密處為實，疏處為虛。 

所謂平衡，意即保持單字重心的平穩，不使歪倒。凡以橫豎為骨架的

字，只要把橫豎立住，即可保持平衡，但是容易有僵硬的毛病；取斜勢結

構的字，要保持重心的平穩，就要在動態中求平衡，筆畫之間相互支撐，

緊密連接。 

 
因此可知，漢字複雜多變的結構方式，提供書法既生動活潑又秀麗浪漫

而且廣闊的藝術造型空間。 

 
（三）章法與布局 

所謂「章法」，就是積字成行，累行成章，也就是把書法作品的整體畫面，

做最好的設計部署，所呈現的整體氣勢，或稱之為「布局」。 

章法在書法藝術中的表現形式來說，主要有三種，其一是「縱有行，橫

有列」，多運用於簡牘帛書以及石刻隸書，影響所及，日後書寫於紙上的隸書

作品也多用此法，若字距大於行距，更有利於發揮隸書左右呼應的特點。 

其次是「縱無行，橫無列」，完全沒有形式上的束縛，無疑是最活潑的章

法，也是難度最高的章法，先民的殷墟卜辭以及商周青銅器上的鐘鼎款識，

在章法布局上，大小參差，疏密錯綜，相互照應，各得其所，極盡質樸自然

之能事。 

最後是「縱有行，橫無列」，因為簡牘多是日常應用之作，書寫草率隨意，

貴在自然；每簡多只書寫一行，把單簡編聯成冊，行清列不清，簡牘通常以

此形式呈現其布局特色，《周家臺秦簡》即一最標準的例證，全篇採用有行無

列的書寫方式，配合筆調的輕重以及字體的大小相間，彼此間能夠顧盼銜接，

疏密安排合宜，顯得錯落有致，韻味十足。（參見文末附圖47） 

 
總結《周家臺秦簡》的書法風格，《曆譜》及《日書》的文字，書寫工整

遒麗，用筆嫺熟，其書體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至於《病方及其它》的文字，

其書體則有上下筆畫貫穿之勢。至於寬、窄兩種竹簡文字大小、書體風格的

差異更加明顯，寬簡上的文字大而排列稀疏，書體較為隨意；而窄簡上的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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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北京，中華書局，

2001 年，第一版，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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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小而密集，字跡清晰，結構嚴謹。整體而言，《周家臺秦簡》文字具有秦隸

簡率、質樸、粗獷、清新氣息和天真爛漫情趣的特色。 

中國書法藝術的曲線美，隨著由篆變隸，把「依類象形，隨體詰詘」的

象形線條分解或變換成平直的筆畫，以利書寫，但仍存曲線之美，傳達一種

趣味獨具的書法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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