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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co-editor of this anthology, with Mr. Lau Kai Yiu, I am pleased and 

honored to present the work of our course on “China in the Imperial Age” 

during the Spring 2013 semester. All students worked very hard to develop 

essential skills in the analysis of primary source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extual 

and non-textual materials, and university-level academic writing. The following 

essays demonstrate their dedication to mastering basic knowledge of China’s 

many relics and of furthering our interest in such objects through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dvanced research. 

 Many pers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cours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nthology. We must thank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particularly department head Professor Ricardo Mak King 

Sang, who has given us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nd department secretary 

Ms. Renee Chan Yuet Mei who generously provided her logistical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as well as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especially Mr. 

Haipeng Li, university librarian, for his endorsement and sponsorship of this 

endeavor. Last but not least, Mr. Lau Kai Yiu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 for this course, but deserves significant recognition 

for being a compassionate mentor to students and an accomplished editor of this 

anthology. 

 

文 物 報 告 前 言 

劉 繼 堯 

 

  很高興看見同學們的文物報告可以出版。金老師設計文物報告最少有

兩個目的：訓練與交流。同學從自己感興趣的範圍開始，逐步搜集、分析

材料，繼而在前人的研究上，提出問題，發展探索的新方向。這是歷史研

究的基礎與訓練。 

  歷史，除了材料，還需要交流。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學問固

然可以閉門造車，但若能公諸同好，既可與友人互相砥礪，又能從中欣賞、

瞭解別人的視覺、觀點，則更理想。所以前人說“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如何與別人討論與交流，又是歷史學重要的一環。 

  看過同學的文物報告，我覺得大多同學都是“認真處理”，有些同學

更提出有力、新穎的問題。當中有許多文物，我至今方知，我亦從中長了

見識。希望同學能好好保存因“你們”而成的書籍，更希望日後還有機會

與各位同學切磋、交流。同時，感謝金老師，以及各位同學的包容。最後

祝願各位同學在未來的日子裏能有更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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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一百零八塔 

創造時間：元朝/西夏時期 

1   

一、基本說明 

一百零八塔是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建築物，位於黃河上游平原中部的青銅峽

巿。2
一百零八塔整齊排列在青銅峽水庫西部的山坡之下，塔的排列特別，3

依照

著奇數：1、3、5、7、9、11、13、15、17、19 從上至下排列，有些行列塔數目

會有重複，總共排成了十二行，排列形狀像三角形。塔的外形特別，塔座呈八角

形，塔的頂部呈傘形，上有寶硃一顆。處於不同層數的塔外形亦有分別，4第一

層，該塔是令人較注目的，體型比一般的較大，它跟排列最低一層的塔的塔身外

形都一樣的，屬5覆缽式；第二至四行，塔身呈八角鼓腹尖錐形；五至六行屬葫

蘆式；七至十一行則呈寶瓶形。因為暴露於空氣之中，一百零八塔的表面都受到

侵蝕，加上長期無專人修理看顧，使部分的塔更曾經倒塌過。為了恢復塔的原來

面貌,國家撥款二十五萬修理塔群，6
一百零八塔更成為國家的古建築及歷史紀念

建築物。 

 

二、歷史意義 

一百零八塔的建築標記著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的傳播。喇嘛教來源於印度

的窣堵坡。一百零八塔中的覆缽式塔跟印度的窣堵坡基本相同，。此外，覆缽式

                                                       
1  百度圖片 

2 《青銅峽旅遊資料》--青銅峽 108 塔 

3  百度 108 塔資料簡介 

4  哈彥成; 韓志剛, 《一百零八塔考略》, 固原師專學報, 1998/05, 第 80 頁 

 

5
王耀; 武竹梅,  《中國佛塔的文化特色》, 華夏文化, 1994/04, 第 30 頁 

 

6  宁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表-----108 塔資料介紹 

塔，排列整齊，毫無凌亂散落感覺的建築在西藏、內蒙古、青海等地亦可以看到，

它們是喇嘛教普及傳播的主要建築。覆缽式塔的基本結構相同，共有八種形式，

部分風格亦可於一百零八塔中看見。一百零八塔形式跟藏式喇嘛塔很相似，它們

都是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塔身，塔脖子及塔刹。尤其相似的是塔身和塔刹。它

們塔身同屬覆缽形，一百零八塔第一層的塔跟藏式喇嘛塔一樣，塔身開有佛龕。

在塔刹方面，它們都是由傘蓋和寶珠刹組成。因此，我認為一百零八塔含著深厚

喇嘛教的意義。上有墨書梵文，它的紋飾、色調、形式都跟西夏至蒙元時期的出

土遺跡相類似。 

此外，7考古學家在五個塌塔中發掘了佛像、彩繪泥塑像、泥塔模、塔剎塔等

文物。這些文物的發現更確實了喇嘛教在西夏時期在中國的傳播。在元朝以後，

很多地區都滲入了不少喇嘛教的建築和藝術。繼而，中國便有愈來愈多像一百零

八塔般的寶塔。
8
在元朝時代，蒙古人統領的朝代中，蒙古人崇信喇嘛教，並將

信仰由西藏傳入中國內地。 

9
在明朝和清朝期間，一百零八塔是一個佛教寺院建築地區，很多人都會前來拜。 

10一百零八是一個帶有佛教色彩的數字，一百零八塔相傳每個塔都屬於一個

煩惱，前來拜祭的人只要唸經就可以消除心中憂慮，得到舒解。因此，一百零八

塔不但標示著喇嘛教的在中國早期的融入，更顯示了漢人對此產生的信任，這亦

表明了人民對喇嘛教產生愈來愈大的信奉，包括一些高級統領國家的領袖。這對

中國古代人民的信仰和其活動，例如祭奉、唸經、聚會等，以及信仰思想都產生

了很大的影響。 

三、相關史料説明 

    關於一百零八塔的史料有不同部分，當中可分為有關遺址及在塔中發現的文

物。 

   在寧夏自治區中，除了有一百零八塔之外，亦發現了其他塔。當中亦曾發現

有不同的遺址及遺物，這亦表明了該處有人類活動。11考古學家亦發現在一百零

八塔的一座山坡後有一個磚塔，經過挖掘後發現了泥塔模十多件、經書以及一些

                                                       
7
  衛力勤；《塔中奇葩——一百零八塔》, 共產黨人, 1995/06 第 36-37 頁 

 

8王瀘生, 《元代喇嘛教在漢地的傳播與影響, 社會科學家》, 2005/03, 第 37 頁 

 

9田永安,  《 仰望百塔》, 朔方 ,2012/07 第 49 頁 

 

10
百度 108 塔資料簡介-----傳說 

11百度 108 塔資料簡介--------西夏文經書殘卷 

1



西夏文經殘卷。縱使經書本身已經受到侵蝕，已經麋爛不憾，但仍然可以看到書

頁的底下部分印有了一排佛像。此外，在佛像間亦有印著屬西夏時期的文字。書

中亦有一些人像，12一位女子容貌美艷，頭上戴有髮飾，身穿雍容華貴的服飾，

看來像一名貴婦，又或者是貴族出身的女子。其身後亦畫有三名女子，其服飾較

樸素，外表平庸，應該是該屬貴族的女子的待婢。這名女子應該在當時的社會上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塔下亦收藏了印有她的人像的書籍。 

   從遺址留下來的文物可以知道，這塔的建築目的跟一百零八塔的建築目的同

出一轍，重點是傳播宗教信仰。它們的分別就是在乎於這塔是屬於小型建設，一

百零八塔則屬於大型的建築。一百零八塔的建築意義及含義比其他小塔更為深厚，

一百零八在印度及中國的思想上都有完滿的意思，一百零八塔是一個大型宗教建

設，是當時宗教活動的集中地。這些塔的建造都說明了宗教信仰的傳播。同時，

亦表示了中國人民對宗教信仰的接受，以及其普及程度。 

   此外，一些遺址文物也是重要的佐證。塔模是在很多寧夏地區遺址找到的文

物。它們是一種有泥製造出來的小型佛塔。他們是喇嘛教常用的一種法器，塔的

形式屬於覆缽式。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宗教信仰方面，文物的遺址是我們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現代社會沒人能

夠清楚某宗教傳入的情況及該宗教的起源，只有文物可以給我們一些證據，繼而

研究和作出正確推論。此外，我們可以再深入研究關於一百零八塔的資料，例如

它建造的過程。一百零八塔經歷了很多個朝代，它亦代表喇嘛教傳入中國。
13
它

必定是被修建了很多次。在不同朝代中，例如清朝，曾經有人修葺一百零八塔，

相傳亦有人會在那兒進行宗教活動，這又能否確實喇嘛教在元朝以外的朝代的傳

播，人民和君主是否接受和崇信這種宗教信仰？這樣，我們便可以透過更多不同

時代的建築，認識不同時代的文化甚至宗教文化，讓我們對建築與文化之間有更

具體的認識。 

 

 

 

 

 

                                                       

12 《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銅峽 108 塔 

 

13  哈彥成,  《走進一百零八塔》, 文物世界, 2005/01 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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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七乳鏡 

創造時間：四世紀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 

一、基本說明 

 

七乳鏡是東漢時流行的多乳獸帶鏡的一種，盛行於東漢晚期1。又名七子鏡，而日本學

術界稱之為獸帶鏡。2因鏡上刻有七枚乳釘而得名。除七枚釘釘外，鏡上還刻有漢代流

行的祥瑞，道教的象徵符號，四靈獸。3而鏡上乳釘的數量則代表著道教的七矅之說，

乳釘本身寓意鏡主子孫繁多，如天上七矅一樣，萬世無窮，生生不息。4既反映了中國

儒家思想，又表現了當時道教的盛行。另外，七乳鏡不但出現於中國，亦曾於韓國及日

本古墓出土。5由此可知中國在南朝時向百濟輸入了七乳鏡，而百濟又向日本輸出了七

乳鏡。 

 

二、歷史意義 

 

東漢時期，民間多信奉道教。到東漢後期，社會黑暗，貧苦民眾如處水火，極需要精神

寄託，故主張神仙極樂，長生不死的道教深得群眾信仰。為了適應普通老百姓信奉的需

要，東漢晚期到六朝的銅鏡，都融入了道教元素。七乳鏡上的七枚乳釘，代表了道教五

行、六天學說出現之前的七曜之說，指七星圍繞大地運轉的宇宙觀。同時，七乳鏡也寄

                                                       
1  楊泓：《逝去的風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2 〔日〕高倉洋彰，膝銘予譯：〈漢代銅鏡與東亞世界〉，《邊彊考古研究》，2004 年第 0 期（2004 年 1 月），

頁 117‐118。 
3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4  楊金平：〈東漢七乳鏡的源起和發展〉，《文博》，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11 月），頁 44。 
5  楊泓：《華燭帳前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寓了鏡主渴望羽化成仙，繼續保祐子孫的生命的思想。6因此，七乳鏡顯示了道教在當

時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亦見證了道教在東漢的興起。 

 

另外， 七乳鏡在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的流行亦反映了當時泛濫的讖緯學說。從王莾到劉

秀，從三國到兩晉南北朝，統治者的更替，都是利用讖緯之學，大造輿論，登上皇帝的

寶座的。他們通過曲解自然現象，編造謊言來製造種種祥瑞的跡象，再用纖緯的觀點來

解釋，把腐朽黑暗的統治說成是光明世界。7為順利將此觀念向百姓傳播，他們將「青

龍白虎順朝陽，朱雀玄武除不祥」的銘文刻於鏡上，8以將之滲透入百姓的生活中。因

此，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作為四神成了常見的銅鏡紋飾，而七乳鏡也正正刻有四靈

的紋飾。9由此可見，七乳鏡印證了當時統治者為鞏固政治，製造祥瑞，利用讖緯說來

粉飾太平的歷史經過。 

 

除此之外，儒家思想也融合在七乳鏡之中。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至漢

元帝時，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為了社會的主流統治思想。到漢魏六朝，皇帝也標

榜要「孝」治天下。因此儒家思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深入民心，古人皆崇

尚多子多孫，希望「子孫蕃昌」。由此，七乳鏡上「八子九孫」，「八子十二孫」等銘文，

都寄寓古人渴望多子多孫的心願。10由此可見，七乳鏡不僅體現了道教及讖緯說在漢代

的盛行，更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具體寫照，具深厚的歷史意義。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料有不同的部分，當中可舉的，有中國方面以及日本和韓國方面

的文字及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方面：在魏晉南北朝時，七乳鏡便被兩度寫入詩中，如

南朝梁簡文帝的《望月》，七乳鏡在詩中被比擬為明月。11這顯示出當時南朝人對七乳鏡

的喜愛和珍重。另外，這也間接體現了南朝時期人們的審美觀。 

 

而在非文字史料方面，七乳鏡出土的唐墓也是重要的歷史資料。七乳鏡雖為漢鏡，卻曾

在唐墓中出土。被發掘的唐墓中，不但有漢代製作的七乳鏡，還有唐代人製作的仿漢七

乳鏡。12這是由於唐朝時，古鏡被視為辟邪靈物的緣故。13因此，人民紛紛收藏漢鏡，更

仿製之，並藏於墓中。故此，從七乳鏡被唐人仿製的經歷可反映出道教在唐朝興盛的情

況。 

                                                       
6  金波：〈漢鏡奇謎解讀〉，《科學教育家》，2008 年第 6 期（2008 年 6 月），頁 131。 
7  管維良：《中國銅鏡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年）。 
8  武耕：〈漢代博局紋鏡的圖像象徵意義〉，《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2 年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76。 
9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0  張從軍：〈東漢銅鏡紋樣釋讀〉，《文物鑒定與鑒賞》，2012 年第 7 期（2012 年 7 月），頁 64。 
11

楊泓：《華燭帳前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關於漢七乳鏡與仿製的七乳鏡於唐墓出土的資料，詳參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鏡」‐‐兼論隋唐銅

鏡圖文的復古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52 期（2012 年 6 月），頁 104‐108。 
13

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鏡」‐‐兼論隋唐銅鏡圖文的復古問題〉，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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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亦可從七乳鏡在日本和韓國古墓的出土，得知南朝時期中國與海東國家交流

的情況。七乳鏡曾於韓國的百濟武寧王陵出土，墓室效仿著中國南朝的室墓的形制，而

墓主的身份也如梁朝時所賜的官職相符。14由此可得知，中國於南朝時向百濟輸入了七

乳鏡。這為我們研究中國南朝與古代百濟的文化交流提供證據，另外也有助我們瞭解六

朝文化對百濟文化的有何深遠影響。 

 

除此之外，日本史書也記載了七乳鏡。據《日本書紀》記載，神功皇后五十二年時，朝

鮮南部的古代國家百濟曾向日本獻過七乳鏡一面，更稱百濟所獻上的為「種種重寶」。15

從日本稱這些禮物為重寶可得知，中國的文明產物，對日本文明發展又重大的意義。另

外，這些史料也令我們得知，百濟從中國輸入了七乳鏡後，又向日本輸出過此鏡的史實。

因此，七乳鏡出土的百濟古墓見證了百濟對溝通中日兩國交流的仲介作用。 

 

雖然百濟向日本獻上的七乳鏡已失傳，但七乳鏡於日本群馬縣綿貫觀音山古墳的出土也

證實了百濟向日本輸入七乳鏡的史實。16而值得一提的是，這枚日本古墳出土的七乳鏡

並非中國鑄造，乃是百濟製造的「翻鑄鏡」。這些發現，都有助我們研究中國的製造銅

鏡技術在日本和百濟的傳播。 

 

除外，七乳鏡在日本和韓國出土的墳墓也是重要的非文字史料之一。這為當地道文化的

起源的開展時間提供一些參考。銅鏡在韓文化中，是道教儀式的一種用具。17而日本人

則把銅鏡看作寶物和神器。18富道教色彩的七乳鏡日韓在古墓中的出土，為我們研究道

教傳入中國東亞地區的時期提供參考證據。另一方面也有助我們研究中國道教向日本和

韓國的傳播方式和生活物品對道文化的傳揚所發揮的作用。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多從中國江南地區和古代日本和韓國的文化交流及交通關係

進行一些研究。過往學術界一直都很重視中國北方地區和日本的交往，但中國南方與海

外諸國的交流則被忽略。因此，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不停開展，我們可在這方面進行一

些研究。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從中國銅鏡製造技術在東亞地區的傳播作切入點，瞭解中國文化是

透過什麼方式在異地進行滲透。而在滲透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又如何被外國人所理解。

                                                       
14  楊泓：〈吳、東晉、南朝的文化及其對海東的影響〉，《考古》，1984 年第 6 期（1984 年 6 月），頁 569‐570。 
15  同上。 
16  王仲殊：〈東晉南北朝時代中國與海東諸國的關係〉，《考古》，1989 年第 11 期（1989 年 11 月），頁 1036。 
17
〔韓〕樸正雄：〈韓國道教的起源——韓國道教的自創論和外來傳入論的比較研究〉，《當代韓國》，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4 月），頁 101。 
18〔日〕中村璋八，蕭崇素譯：〈日本文化中的道教〉，《文史雜志》，1991 年第 1 期（1991 年 1 月），頁

46。 

異地人又會如何將中國傳入的外來文化與當地本土文化進行結合。在交流中國本土的物

品時，這些物品上的紋飾和象徵意義，又會從什麼方面被外地所吸收和理解。這些都是

可作延伸研究用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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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三星堆Ⅰ號大型銅神樹 

創造時間：商周時期 

 

                                                   
圖片來源：三星堆博物館網頁 

 

一、基本說明 

        這棵青銅神樹出土於四川三星堆遺址 二號祭祀坑，屬三星堆二、三期文化的文物，

約相當於商周時期。
1
神樹以分段鑄造法製造，高 396 厘米，分為底座、樹身和龍三部

分。底座是圓形座圈，有三個呈拱形的足部，如樹根般作為支撐。樹身上鑄有三層樹枝，

分別位於近根部、樹幹中段、近樹尖，2每層有三束樹枝，枝上有一隻神鳥和幾顆果實。

整棵樹共有九隻神鳥及二十七顆果實，還有其他小型的裝飾品，如金葉、鈴牌、玉器等。

樹身的另一方嵌鑄了一條龍，沿著樹身向下爬行，彎曲的龍身呈波浪形，頭部向底座，

尾部向上朝。3在眾多三星堆文物中，這棵神樹是較大型和完整的青銅器物，對研究古

蜀國十分重要。神樹埋入坑前被砸爛和火燒，經復修後，現收藏於三星堆博物館內並作

公開展覽。
4
  

                                                       
1  肖平：《古蜀文明與三星堆文化》，頁 68。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硏究所：《三星堆祭祀坑》，頁 214。 
3  肖平：《古蜀文明與三星堆文化》，頁 69。 
4  同 2。 

二、歷史意義 

        這棵青銅神樹的特徵與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樹有眾多相似之處，從中可以了解古蜀

人獨特的宗教文化。 

 

    第一，神樹體現了古蜀人對日和鳥的崇拜。《山海經．海外東經》提到「湯谷上有

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縱然神樹

頂端的一枝殘缺了，但推斷原本還有一隻鳥，配合現存下層的九隻鳥，正好與「九日居

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描述相符。神樹上所鑄的神鳥象徵著古代傳說中，棲息於東方神

樹—扶桑的十個太陽。
5
《山海經．大荒東經》亦提到「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

日方出，皆載于鳥。」上述的扶木即是扶桑，而太陽與鳥的關係密切，太陽升起、落下

均由鳥負載。由此可見，古蜀人將日和鳥兩者合而為一，作神靈崇拜，並利用神樹進行

祭祀儀式。 

 

    第二，神樹說明了古蜀人「人神交往」、「通天」的觀念。《山海經．海內經》提到

「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

其葉如芒，大嗥爰過，黃帝所為。」於三星堆出土的六棵神樹之中，這棵屬於大型，樹

身筆直，每枝均鑄有花朵和果實，這些特徵與黃帝造的建木相似。
6
《淮南子．地形訓》

亦說「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經研究後，有學者認為「都廣」是指現今四川的

成都平原。7在外型和地理位置上，青銅神樹與古代傳說中長於天地中央的神樹—建木

吻合，而且沿著樹幹向下行的一條龍，猶如從天而降的神龍。因此，青銅神樹是建木的

縮影，古蜀人視之為一座連接天界及人間的天梯，相信眾神能沿著神樹到人間，而人也

能登天，達致「人神交往」。 

 

        青銅神樹除了是古蜀人崇拜日和鳥、追求「人神交往」的例證外，亦能反映古蜀人

掌握的鑄造技術。整棵青銅神樹的製造共使用了五種鑄造法：底座的圓形座圈使用了邦

鑄法，主樹幹和樹枝使用了套鑄法，其餘細小的分枝使用了鍛打法，樹上的果實使用了

渾鑄法，而九隻神鳥則使用了分鑄法，在主體完成後才鑄於樹枝上。8可見，當時古蜀

人擁有相當成熟的鑄造技術，能靈活運用多種鑄造法來製造青銅器。此外，神樹所用的

分鑄法常用於殷商的青銅器，由此說明古蜀人受到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影響。9 

   

                                                       
5  劉道軍、劉紅：〈三星堆青銅神樹的象徵意義〉，《文物春秋》，2006 年第 6 期，頁 22‐23。 
6  黃劍華：《三星堆：震驚天下的東方文明》，頁 58‐59。 
7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頁 162。 
8  關於各類鑄造法的細節，詳參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銅器的鑄造技術〉，《四川文物》，1994 年第 6 期，

頁 68‐77。 
9  范小平：《古蜀王國的藝術星空：三星堆青銅文化研究》，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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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史料說明 

        有關文物的研究需以不同的史料為根據，當中可分為文字記錄和文物兩類。雖然古

蜀國沒有記錄青銅神樹的外貌、製造過程等資料，但一些中國古籍，如巴蜀地區流傳的

《山海經》、漢初的《淮南子》、《水經注》對傳說中神樹的描述及相關神話，10都有助

研究青銅神樹的象徵意義。此外，考古人員於三星堆遺址發掘時撰寫的記錄及報告，是

研究有關文物的基礎，提供了文物出土的過程、位置、保存狀況等詳細的資料。 

 

        青銅神樹出自三星堆祭祀坑內一個大規模的青銅造像群。出土於同一祭祀坑的青銅

器物，包括人頭像、獸面像、銅鳥、銅蛇等，與青銅神樹有著密切聯繫，同樣是古蜀人

於祭祀活動中所用的道具和供奉器物。
11
因此，這些相關文物亦是研究青銅神樹時可作

為依據的史料。仔細考究這些文物便能夠全面地了解古蜀人祭祀的情況和青銅神樹在此

擔當的角色。 

 

        古蜀人居於成都平原，與其結盟的其他部族則集中於平原周邊的西南地區。因此，

這地區出土的文物是研究古蜀文化對附近地區影響的重要例證。以四川鹽源縣出土的青

銅枝形器為例，其造型與三星堆青銅神樹相似，樹上以巫師、馬等不同事物展現天地間

溝通和升天的意象。從而得知，當時古蜀文化中的神樹和 

「通天」觀念流傳至西南地區部族。12 

 

 

四、延伸研究用途 

        現有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於三星堆青銅神樹本身的象徵意義和功能。然而，在將來

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用古蜀人的神樹崇拜作為切入點，將研究伸延至宗教在古蜀國的

地位和重要性，以及當時政權與宗教的關係，對古蜀國有更深入的了解。 

 

        學術界亦可利用三星堆青銅樹與不同文化所崇拜的樹進行比較，例如古印度的菩提

樹、古埃及的多水和乳汁的生命之樹、亞述人的多果實的聖樹等，
13
在樹木種類、形態、

象徵意義上找出兩者有何異同。但學者們卻忽略了這方面的研究，只提出「崇拜樹在各

地文化常見」的觀點。透過比較研究可以探討古蜀國與古代東南亞及中、西亞地域的對

外文化交流，及如何速成文化上的融合和創新，對南方絲綢之路有進一步的認識。 

 

                                                       
10  黃劍華：〈三星堆青銅神樹探討〉，《四川文物》，1999 年第 2 期，頁 40‐44。 
11  黃劍華：《三星堆：震驚天下的東方文明》，頁 24‐44。 
12  黃劍華：《三星堆：震驚天下的東方文明》，頁 66‐68。 
13  諸葛鎧：〈忍冬紋與生命之樹〉，《民族藝術》，2007 年第 2 期，頁 94‐95。 

五、參考資料 

 

四川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肖平：《古蜀文明與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肖平：《細說三星堆》，(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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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青銅器研究〉，《四川文物》，第 6 期(1990 年)，頁 22-29。 

 

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銅器的鑄造技術〉，《四川文物》，第 6 期(1994 年)，頁 68-77。 

 

黃劍華：〈三星堆青銅神樹探討〉，《四川文物》，第 2 期(1999 年)，頁 40-44。 

 

黃劍華：《三星堆：震驚天下的東方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劉道軍、劉紅：〈三星堆青銅神樹的象徵意義〉，《文物春秋》，第 6 期(2006 年)，頁 22-23。 

 

諸葛鎧：〈忍冬紋與生命之樹〉，《民族藝術》，第 2 期(2007 年)，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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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報告 

文物名字：三星堆內的青銅首級 

創造時間：約公元前三千年 

 

 

（一）基本說明 

這個青銅頭像是來自位於四川盆西部的廣漢三星堆遺址1，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發現，連同大量巴蜀文化的出土，當中有六百多件石器、陶片及玉器等文物。2而

其中最獨特的便是如圖中的人頭像，完全與傳統的漢人甚或亞洲人毫不相似。頭

像特徽為闊眉大眼、雙眼斜且長、眼球突出眼框、鷹鼻闊咀、方面大耳、耳上有

雲紋和耳垂有穿孔。3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究竟當時的中國人是怎樣設計這種

                                                       
1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

版，頁一 
2  同上，頁二、三 
3
  三星堆研究阮 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第一輯）2006 年第一版，頁一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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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種族，甚至不太似人類的頭像。有人說是外星人4，有說是群巫之首長，

也有人說是神、巫、王的合體。 

 

（二）重要性 

  這種奇特的青銅頭像以至整個三星堆埋藏著五千年前古代巴蜀的祭祀文化、

冶金技術及雕塑藝術。 

 

  在三星堆遺址中，除了頭像外，還有人面像、神樹、玉璧、璦、璋、等。製

作這大量的器物，不可能是沒有目的的。根據《三星堆研究》指出，這都應是祭

祀用品。而且，二號坑出土的器物中，有被火燒過的痕跡。應該是進行了一些祭

祀儀式，如燔燎祭天等5加上，古時人類由於敬畏大自然，害怕各種大自然的災

害，因此，他們會舉行多種的祭祀，以祈求生活安定。此外，也有可能是對祖先

的崇拜式悼念。而這些人頭像則可視為神像，作為神明的標誌。6由此可見，巴

蜀的祭祀文化在三星堆中的體現。 

 

  此外，在三星堆中發掘出大量青銅頭像或其他青銅的器物，這都顯示了五千

年前中國的冶金技術已開始發展。要有這麼具規模、高質量的青銅產品，必須對

采礦、精煉以及製造能力有相當深的研究。根據冶金學家陳伯勤所說，這些青銅

器的製造，必須經長途運輸並被儲存管理7，由此顯示三星堆文明，具現代化的

組織能力，並掌握了成熟的冶金技術，實在令人驚嘆。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人頭像的藝術性甚高。頭像的設計者採用了簡單、流

暢的風格構畫出頭像的面容，極富現代感。此外，設計者已擁有三維的思考能力，

製作出全方位立體的浮雕，見證了人類跳出了平面設計的限制。8但設計者為什

麼要設計出這麼大而凸，又帶點妖味的眼睛？有分析指，這是古巫文化中眼睛巫

朮的具體體現。9以誇張、特殊的造型，突出巫人具巫力的視覺或能耐，形造神

像的嚴肅。 

 

  從此可見，青銅頭像對三方面的重要性。 

 

（三）延伸研究 

  一個這麼神秘的部族是怎樣沒落，成為永遠沉睡在地下的古蹟呢？ 

                                                       
4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五 
5三星堆研究阮 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第一輯）2006 年第一版，頁二零三 
6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

版，頁一四六 
7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一 
8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三 
9  王政  《戰國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  安嶶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頁一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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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星堆的坑中，很多本來井然有序的殿堂器物，都被燒毀、砸碎後扔到坑

中。更重要的是，學者們認為老祖先蚕從的神像，也被人故事砸爛。10試想一下，

一個國王兼大巫師，最尊貴，最有權勢的人的神像，都被如此對待。從此，可以

想像得到當時社會對神明，對祖先，對政府的敵意，民心向背。 

 

  另一個可能是，自然災害，導致整個三星堆文明的消失。在三星堆的第四期

文化層中，出現了頗深青黑色的泥屠11，證明了當時的確遇到過洪水的侵擾。這

樣便可以解釋，為何整個文明會在中國歷史上隠形，直至八十年前才被人們發

現。 

 

（四）古代文明何來 

  試想一下，五千年前，能製造出這樣高技藝的青銅器，無論在開採、運輸、

鑄造、構畫比例上的各種技術都成熟得令人難以置信。事實上，在同一時期，世

界的文明古國，都出現了令人驚世的建築或藝術品，散發著超越時空的智慧與科

技。12這些古代文明是否真的由我們五千年前的祖先一手創造的？抑或是由外星

人傳授的？ 

 

  一眼看來這個神秘的青銅頭像，眼睛比常人大這麼多，根本不是地球人種。

反而有點像電影中的外星人。古時的人類是怎樣幻想到這種「特別的人類呢」？

真的純粹想像一個神明出來嗎？還是真的有外星人來訪，然後傳授人類知識、技

術，人類為了報答和崇拜他們，依照他們的模樣，製造這些神像呢？不然，又怎

麼解釋他們有的技術和神像的創作意念呢？ 

 

  同時期中的埃及，也出現過類似超出當時人知識的範圍。埃及的金字塔，一

直被人質疑這樣巨大的建築物，就算以現在的科技，都不能照著建一個出來。金

字塔的比例近乎完美，需要很精準的測量技術。根據西方學者馮‧丹尼的推斷，

天外來客為了建造這座大金字塔，帶來了激光測距儀、電子計算機和起重機。13

若沒有上述的儀器根本沒有可能建成今天大家眼見的金字塔。 

 

  種種的迷團，都令人懷疑，在五千年前是否真的有外星人或不屬於該時間的

人到訪過地球，創造了當時的文明，然後，塑造自己成為當時各地的神明呢？當

然，這只屬推斷，並沒有實質的證據。 

 

                                                       
10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一三九 
11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一四一 
12  Charles Northern Kenya/著  黃語忻/譯 《古代文明興衰之迷－眾神的黃昏》普天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三 
13  施宣圓 李春元 《世界文化之迷》2002 年第一版  文匯出版社  頁三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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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版，頁一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版，頁二、三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版，頁一四六 

 

江章華 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巴蜀書社出版 2002

年 4 月第一版，頁三十二 

 

三星堆研究阮 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第一輯）2006 年第一版，頁一

八六 

 

三星堆研究阮 三星堆博物館編《三星堆研究》（第一輯）2006 年第一版，頁二

零三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一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三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八十五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一三九 

 

吳紅 季元龍 《天問三星堆》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一四一 

 

王政  《戰國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  安嶶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頁一三六 

 

Charles Northern Kenya/著 黃語忻/譯 《古代文明興衰之迷－眾神的黃昏》普天

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頁三 

 

施宣圓 李春元 《世界文化之迷》2002 年第一版  文匯出版社  頁三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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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12213055 Lau Chun Shing (Hist Project) 

文物名稱：大禾人面纹方鼎 

創造時期：商朝晚期 

 
 

一丶基本說明一丶基本說明一丶基本說明一丶基本說明 

 

  大禾人面纹方鼎是商朝晚期的文物，出土於湖南省寧鄉縣。該鼎的人面造型

十分罕見，在目前出土青銅器中，以人面作為裝飾主體的方鼎只僅此一件。 

  人面纹方鼎外表呈暗綠色，重 12.85公斤，口長 29.8厘米，寬 23.7厘米。1鼎

的口部比其底部較為大，而鼎身四周均有棱飾，兩端有長方形耳，耳穿的形狀為

圓拱形。鼎的四足為圓柱狀，足部鑄有饕餮紋。2鼎的整體呈長方形，口沿外翻，

                                                 
1人面紋方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9D%A2%E7%BA%B9%E6%96%B9%E9%BC%8
E 
2傅举有《青铜人面方鼎死而复生》，《广州日报》，2005年 12 月 16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9D%A2%E7%BA%B9%E6%96%B9%E9%BC%8
E 

鼎腹四面的外部有四個人面浮雕，人面表情嚴肅，面寬而方，具有「黃帝四面」

之據說。人面纹的五官刻畫清晰易見，嘴部寬大，唇突起，高顴骨，耳肥大，鼎

的器壁四隅邊角有類似彎曲的爪紋作裝飾。3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首先，在類別方面來說，中國古代所描述的鼎通常分為三足或四足，兩耳等,

而刻有精細的紋飾。鼎最初是一種炊具，而在後期則用於烹飪祭祀等用途，也成

為國家政權中君主、大臣等權力象徵。而人面纹方鼎是一個長方形體、二直耳、

四柱足的文物，加上其鼎上的人面紋來看,它主要用於祭祀用途。可見當時人民

也比較著重祭祀儀式。加上，這鼎也可能代表著當時一些有權力的統治者，君主、

大臣等。 

 

  此外，在外觀方面來說，鼎上的人面紋除了形象奇異和造型古樸威嚴之外，

鼎上的人面紋也被認為是一個代表著當時女性掌權的時代的象徵。因為其人面紋

上的人面具有寬圓的臉龐，彎如新月的眉毛，豐厚而無鬍鬚的嘴唇，加上其具有

正視的雙目，兼存威嚴與祥和等表示其頭上也有髮飾或冠帶存在等等也是一個尊

貴女性具有的形象4。按先前所提及，鼎代表著當時一些有權力的統治者的文物。

所以鼎上所刻畫的人面紋很有可能代表著當時是一個女性掌權的時代5。 

 

  然而，在文字方面來說，這文物也成為商朝是以農業為主的印證。商朝的人

民是以農業為主的民族，歷史中也提及商湯曾派毫人幫助葛人種地的事蹟，古典

的甲骨卜辭中也多次見到「其受年」的問語，即是「可以獲得豐收嗎？」，可見

商朝的君主十分關注農作物的收成，也反映出他們對農業有很大的重視。此外 

，人面纹方鼎上所刻的文字＂大禾＂更可以清晰肯定商朝是一個重視農業發展的

朝代，＂大禾＂中的 “禾”字的意思是描述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而＂大＂

字在《說文解字》6中亦解釋為＂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意思。加上，鼎上＂

大禾＂的文字是平排的。所以＂大禾＂二字的意思應可以理解成為人民希望農作

物豐收，而農作物的生長有如人一樣的高大。加上，這鼎主要用於祭祀用途，反

映人民透過祭祀希望農作物豐收的情況。7可見，人面纹方鼎印證了商朝人民十

分著重農業發展。 

                                                 
3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长沙，岳麓书社，

2007年版，第 101页。 
4刘森淼：《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羊城地铁报》，2007年 10 月 28
日。 
5人面方鼎 隐藏的女权密码 2010年 06 月 10 日华龙网-重庆日报 
6

慎：《 》， 局，１９７８ ３ 4 ，２１３  
7 ：《 与古 农业》，《 》，1985 2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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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藝術方面來說，這鼎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但其人面比例準確，

五管及神態的刻畫十分仔細，而且所刻畫的纹理和圖案均用了對稱和重覆的方式
8。或許這些刻畫技術和方法在現今很輕易就做到，但不要忘記這文物是在商朝

時期已經出現，距離現今已有千年以上的時間。所以這鼎精巧的制作技術令人驚

奇。另一方面也印證了當時藝術制作和刻畫技術的高超，反映商朝晚期已有很高

的藝術制作水平和能力。 

 

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從資料所知，學術界對於大禾人面纹方鼎的探究是好奇，其主要都從人面纹方鼎

的外形去作其歷史文物探究，例如其人面的額部兩侧，雲雷纹以及象征性的角等

等去探研人面纹方鼎，而從文字角度去探究該文物也有不少。所以，這些資料也

成了該文物報告的佐證。 

 

四四四四，，，，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利用相關的商朝文物，對商朝的藝術發展，以

及其社會民生情況認知作深入的研究。正如這大禾人面纹方鼎為例，其人面上的

纹理反映了當時先進的青銅鑄造工藝發展。但現今我們對商朝的青銅鑄造工藝發

展認識頗少。相信日後透過對商朝的青銅器作深入的研究，我們會有更全面及充

份的認識。 

 

  加上，一般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都以獸面紋作主題為多，而以人面紋作主

題的很少，故極為稀有。而大禾人面纹方鼎則正正使用人面作主題。所以，其故

中的原因正正可以從小看大的角度去看當時的社會朝代的情況。這或許是學術界

一直忽略的一點，因為他們慣常的研究手法也是以大事件的角度去分析。但現在

透過商朝的青銅器從小看大的角度去作研究，不但加添研究的趣味性，也可以對

商朝等青銅器盛世的朝代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有更仔細和具體的認知。 

 

五五五五，，，，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１.人面紋方鼎 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9D%A2%E7%BA%B9%E6%96

%B9%E9%BC%8E 

 

２.傅举有《青铜人面方鼎死而复生》，《广州日报》，2005年 12 月 16 日

                                                 
8周秦：《人面方鼎》，《金属世界》，1996年第 2 期，第 31 页，第 32 页。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9D%A2%E7%BA%B9%E6%96

%B9%E9%BC%8E 

 

３.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

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 101页。 

 

４.刘森淼：《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羊城地铁报》，

2007年 10 月 28 日。 

 

５.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１９７８年３月第 4 次印刷，２１３頁 

 

６.石志廉：《商大禾鼎与古代农业》，《文博》，1985年第 2 期，第 14 页。 

 

７.周秦：《人面方鼎》，《金属世界》，1996年第 2 期，第 31 页，第 32 页。 

 

８.國寶檔案 禾大人面紋方鼎 CCTV-4 2005 年 3 月 8 日首播 

9.人面方鼎 隐藏的女权密码 2010年 06 月 10 日华龙网-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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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大雁塔 

創造時間：唐代永徵三年（公元 652 年）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大雁塔是為了收藏玄奘從天竺取經帶回來

的佛經、佛像和舍利而修建的。當時大雁塔座落於長安大慈恩寺內，樓高五層，

約六十米，配以磚面土心的設計
1
。於武則天時期加建至十層，後來因久經戰亂，

降至七層。其後在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公元 1604 年）在塔的外表加砌六十厘米

厚的石磚，一直維持這樣的風貌至今。現時大雁塔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

亦是西安最著名的佛教地標，可見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大雁塔依然是一

項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築。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大雁塔儲藏了許多玄奘從西域帶回來的佛教典籍，這有助促進中國僧人和

知識份子對西域佛教的了解，對日後中國佛教發展有著正面影響。玄奘回國共帶

回佛經 657 部，如《大乘論》192 部、《大眾部經律論》15 部、《因明論》36

部等等
2
，當中大部分經翻譯後都存放在塔內。這為中國僧人和知識份子加深對

                                                        
1程慧：〈西安大雁塔〉，《遊古塔賞名聯》，2010 年 4 期（出版日期缺），頁 37﹣38。 

2馬佩：《玄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 118。 

佛教義理思想的認識，如《大乘論》和《瑜伽師地論》進一步完善了大乘瑜家思

想，令中國佛教思想愈趨成熟。 

其次，大雁塔內的建築對中國建築史意義重大。塔內的石門楣上刻上不少

線刻畫和壁畫，如大型佛殿圖
3
，工藝細緻精湛，而且還保存了許多碑刻，最著

名的如《聖教序記》
4
。這不但反映了唐代出色的建築藝術，還有突顯當時佛教

建築特色，揉合了西域藝術，在中國古建史以及佛教建築史上都有著重要參考價

值。 

再者，更重要的是，大雁塔收藏了眾多佛教譯經，反映當時佛經譯場發展

蓬勃。玄奘從天竺帶來眾多佛經後，傾注心力地翻譯，並存放於大雁塔內，十年

間共譯出 42 部 472 卷
5
。除了玄奘對譯經事業貢獻良多外，義淨、不空等譯者亦

大力參與譯經事業，至唐高宗時已擁有上百個譯場。而因翻譯佛經而創造的新詞

彙，數以萬計之多，如「涅槃」、「解脫」、「真諦」、「餓鬼」
6
。所以透過

名僧翻譯西域佛教義理，完善了中國佛教思想和豐富中文詞彙。而大雁塔的興建，

可見當時佛經譯場發展蓬勃，反映了唐代佛教發展興旺的景象。 

 

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不同部分。首先，玄奘大師的生平資料，如到西域取經的

經過以及和君主之間的交流，即是與唐太宗的交流
7
，提供了建造大雁塔的背景

和原因。此外，玄奘大師譯經的資料，亦有助了解他從西域帶回來放在大雁塔的

佛經的譯本來源。而且，在長安佛教史的資料中，可得知大雁塔於長安興建的原

因
8
，同時展現了長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大雁塔保存下來了許多碑刻，例如《大唐三藏聖教序》最為著名
9
，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為玄奘譯佛經所寫的。這些資料可以反映當時玄奘受

君主支持的程度，令他得以自由地推廣譯經事業，大力弘揚佛法，令佛教在唐興

盛。 

再者，除了佛經、佛像，現時的大雁塔還珍藏了其他玄奘從天竺帶回來的佛

教寶物。從一些復修大雁塔的資料中，可見在復修過程時找回了不少佛舍利
10
，

數量龐大。另外，大雁塔也珍藏了玄奘帶回來的貝葉經，即印度人將貝附羅葉加

                                                        
3王業榮：《長安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 325。 

4同上 

5馬佩：《玄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 92。 

6中國佛教網，筆錄或整理，2013。佛教基礎詞匯大全。http://wh.zgfj.cn/JiChu/2013-02-21/25403.html

（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1 日） 

7馬佩：《玄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 143﹣150。 

8王業榮：《長安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 306﹣312。 

9佚名：《隋龍藏寺碑》（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1），頁數缺。 

10陳毅賢：《佛舍利在中國》（北京：中國聯出版社，2009），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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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處理後，將經文刻寫在葉子上面的經
11
。由此可見，這有助發現大雁塔存藏的

都是西域和中國佛教的珍物。 

 

除此之外，從一些唐代佛教的資料，也找到與大雁塔相關的資料。例如從「雁

塔題名」的典故中，可知道唐代的文舉題名在大雁塔
12
，歷時多年，而明清時，

雁塔題名的風氣又熾熱起來。可見大雁塔不止對中國佛教有著存在意義，對中國

科舉制度也有一定的重要性。以上這些都是研究中國佛教與大雁塔之間關係的重

要證據。 

 

四四四四、、、、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    

    

大雁塔除了與中國佛教歷史相關外，學術界一直忽略了，其實還可以從另一

個角度，觀看大雁塔對唐代科舉文化和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在上一個部分提及到

「雁塔題名」，唐太宗時，從地方到京城，成千上萬讀書人經層層選拔，最終進

士及弟者不過三十人。因此，「雁塔題名」是代表著文人吐氣揚眉、光宗耀祖的

象徵，如「詩魔」白居易亦是登塔題名者之一。唐太宗、唐高宗、杜甫、白居易

和劉禹錫等人都有一些相關大雁塔的詩句，豐富了中國的詩辭題材。 

 

由此可見，大雁塔除了可以反映唐代君主對佛教的態度、名僧輩出、譯經事

業發展蓬勃、中國與西域佛教的交流外，也可以從一個嶄新的角度，以一些與大

雁塔相關的文化、文學資料，從而進一步研究大雁塔對唐代科舉文化和中國文學

的重要性。 

 

五五五五、、、、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對佛教文化的重要性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對佛教文化的重要性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對佛教文化的重要性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對佛教文化的重要性    

 

大雁塔所在的西安是國家級的歷史城市，也是佛教名城。除了遠近馳名的大

雁塔外，還有許多享負盛名的佛教寺院，如大慈恩寺、青龍寺、大興善寺等等。 

 

西安成為中國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城市，最大原因是其對中國歷史也有相當重

要的地位。西安，其實是唐代時期的首都長安。唐代可說是佛教發展最蓬勃的時

期，名僧輩出、寺院臨立、譯經事業旺盛。長安是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地方，

因此許多名僧都會希望於長安傳教，尤其是想要得到朝廷的支持。例如玄奘法師

深得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器重，十分支持他的譯經事業，太宗於長安弘福寺設置大

型譯場協助玄奘翻譯佛經
13
，而玄奘當然也希望大雁塔的選址在最有影響力的地

區，長安。由此可見，唐代長安的歷史地位使僧人致力在長安弘揚佛法，漸漸地

令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以致現今西安到處留下佛教「築」跡。 

 

再者，而現今西安的佛教文化保留了古代長安的基本歷史形態，維持了歷史

                                                        
11陳毅賢：《佛舍利在中國》（北京：中國聯出版社，2009），頁 76。 

12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張煜譯，《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44。 

13曾一民：《唐長安大小雁塔文化史蹟之探索》（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年），頁 157。 

的延續性。大雁塔成為了西安的市徽，小雁塔亦是著名的佛塔，而大量佛教文化

珍品，如佛舍利、佛經、佛像和一些佛教雕刻古碑都收藏在大雁塔和其他西安佛

寺，如青龍寺、卧龍寺等等。這讓現今市民切身感受古代佛教文化氣息與歷史，

認識佛教由唐代開始成為主流宗教之一，直至現在。 

 

六六六六、、、、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專書 

 

 馬佩：《玄奘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 

 王業榮：《長安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佚名：《隋龍藏寺碑》（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1 年） 

 陳毅賢：《佛舍利在中國》（北京：中國聯出版社，2009 年） 

 

2） 翻譯書 

 

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張煜譯，《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3） 期刊 

 

程慧：〈西安大雁塔〉，《遊古塔賞名聯》，2010 年 4 期（出版日期缺） 

 

4） 博士論文 

 

曾一民：《唐長安大小雁塔文化史蹟之探索》（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歷史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年） 

 

5） 網站 

 

中國佛教網，筆錄或整理，2013。佛教基礎詞匯大全。

http://wh.zgfj.cn/JiChu/2013-02-21/25403.html（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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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大閱圖》行陣                                 呂穎琳(12210420) 

完成時間：十八世紀 

 

 

《大閱圖》行陣 (部份) 

圖片來源: 新聞晨報(中國) 

一、基本說明 

《大閱圖》是金昆、程志道等十位宮廷畫家的作品，分為《幸營》、《列陣》、

《閱陣》和《行陣》四卷
1
，雖然圖中的款識(蓋上作者資料的印章)中，並沒有郎

世寧的名字，但畫中乾隆皇帝的肖像、乾隆坐騎萬吉驦都相信是出自郎世寧之手
2
。作品是紀實性繪畫作品，描繪了乾隆皇帝 1739 年於京郊南苑擧行閱兵式時的

情景。《行陣》的特別之處是四幅畫卷中唯一一幅有宮廷畫家款印的圖軸，卷長

24 米、寬 69 厘米，雖然人物多達 9000 個,每個人物都不及半截指長，但透過特

寫，可見人物都面貌分明、衣飾、神情都繪畫非常精細。《行陣》在 1900 年八國

聯軍侵華時期從紫禁城被掠奪到歐洲，在 2011 年中國買家在拍賣會上以超過 2

億港元得到作品
3
。 

 

二、歷史意義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金運昌曾說：《大閱圖》是一幕清代軍事史

                                                       
1
 《國寶檔案-乾隆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11 年 2 月 24 日） 

2
  曉溪：〈郎世寧與《乾隆大閱圖》傳奇〉，《文史參考》，2011 第 9 期 ，2011 年，頁缺 

3
 〈中國買家拍乾隆文物創紀錄〉，《明報》，2011 年 3 月 27 日，頁缺 

的縮影，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4
。 

在歷史方面，大閱是皇帝檢驗部隊訓練成果，考察部隊戰鬥力的隆重的閱兵儀

式。從太宗皇太極開始大閱制度後，《大閱圖》是首幅大型繪畫作品紀錄大閱典

禮的過程，整卷作品需時五年完成，這突顯了乾隆對軍事的重視。有別於其他書

籍文獻，畫作更能夠直接、活靈活現地展現出軍隊的種類、服裝和兵器，對後世

研究清代的軍事有極大的幫助。例如八旗兵在畫中佔許多篇幅，與他們曾經勇猛

作戰，令明朝的百萬軍隊潰不成軍等功積有關，作品不僅反映了乾隆對八旗兵的

信心
5
，也可讓後人對他們的形像、所佩帶的兵器有更多的了解，得知他們曾經

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光采的一面。另外，大部分場面都是以騎兵為主，步兵為輔，

而在《行陣》，其中一幕是由首隊前鋒營、護軍營依序出列
6
，序列或多或少反映

了各部隊的實力，前鋒營是由滿洲、蒙古八旗中才能技勇優秀者編成，負責皇帝

的安全親隨。護軍營則由滿洲、蒙古八旗中才能略遜者組成。 

 
 

在藝術方面，全卷色彩華麗，而且不顯線條痕迹，具有濃厚的歐洲繪畫風格。

不論旗號、服飾以及兵器如長槍、子母炮等都描繪得十分精細，在《行陣》，九

千多個人物的面貌都清晰可見、旗幟飄揚、馬行走時的神態都一目了然，可見畫

家的技巧超卓，可讓後人學習處理大型畫卷的技巧，例如繪畫幾千甚至上萬人組

成的隊伍，可以利用光線和透視的技巧令畫面更加立體。而更重要的是畫法參考

了西方的技巧，作品其中一名畫家是丁觀鵬，他是西人畫家郎世寧開設的繪畫學

校的學生
7
，學習了不少西洋畫法的原理，例如使用明暗凹凸，注重比例等技巧。

他將西方技術運用到《大閱圖》，與此同時使用中國的繪畫工具，可見作品揉合

了中西文化，是文化交流的結果。乾隆在如此盛大的畫作使用西方的技巧，說明

了他對西方文化在藝術這範疇有一定的認同
8
。 

 

三、相關史料說明 

《行陣》自從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便落在外國多年，到近年才透過拍賣回

到中國人的手上。《行陣》的各項研究雖然不及《列陣》和《閱陣》的豐富和深

入，但是《行陣》的壯觀程度不比上述兩卷的遜色。乾隆帝起居注中記錄行陣當

時是 

 

「聲震山谷，烟飆騰涌，向前趨進時，官兵齊聲發喊，軍威嚴整」
9
 

                                                       
4  《國寶檔案-乾隆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11 年 2 月 24 日） 
5
 《國寶檔案-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08 年 10 月 4 日） 

6
  侯怡利：〈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研究集刊》，2007 年第十二期，頁 170 
7
  王忠和：《紫禁城里的洋大臣》（中國：天沖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36 

8
 《國寶檔案-乾隆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11 年 2 月 24 日） 
9
侯怡利：〈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研究集刊》，2007 年第十二期，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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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多人的軍隊齊聲呼叫並一同前進，可見行陣時的盛大場景。乾隆皇帝在大

閱後，提到 

 

「武備一道。乃國家緊要之事。務於平素。演習技能。整齊器械。講究兵法。」
10
 

，這再次反映了他對軍事裝備的重視。除此之外，透過操練，可以讓軍隊知道不

足的地方，有所警覺；此舉也可以讓百姓知道國家有一定的軍事實力，讓他們安

心。 

 另外，在紀錄大幅寫實作品時，分成四卷作為紀錄並不罕見。例如《孝賢皇

后親蠶圖》，描述皇后率領眾嬪妃祭拜蠶神嫘祖、並採桑餵蠶，從而鼓勵國人勤

於紡織的禮儀
11
，此畫同樣分為四卷，分別是〈詣壇〉、〈祭壇〉、〈採桑〉、〈獻繭〉，

說明分段紀錄活動的手法在乾隆執政時期不罕見，而且同樣需要至少五、六年的

時間完成，說明乾隆皇帝和畫家對畫作認真看待，這與乾隆曾經學畫，喜歡畫畫

有直接的關係。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藝術方面，作品使用大量西方的繪畫技巧，但在其他範疇，乾隆皇帝和百

姓對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入始終有點抗拒的心態。宮廷畫作和宗教的傳入在中國

有不同接納的程度，可以作為研究西方文化在華演變的參考，了解當時中西文化

在藝術方面共冶一爐的概況。 

 在歷史方面，八旗兵雖然曾經威震南北，但其後八旗兵制逐步廢弛，背後的

原因非常複雜，除了參考史料的說明外，也可以以畫作為參考，了解其他細節如

兵器甚至服裝會否導致戰力下降。 

 

五、參考資料 

 

〈八旗兵:清朝打江山、坐江山的唯一支柱武力〉，《時代週報》，2010 年 3 月

26 日，頁缺 

 

王忠和：《紫禁城里的洋大臣》（中國：天沖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36 

 

                                                                                                                                                           
 
10
侯怡利：〈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研究集刊》，2007 年第十二期，頁 170 至 171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筆錄及整理。2013。清 郎世寧等 親蠶圖。

http://www.npm.gov.tw/exh92/beauty0328/chinese/03_text5.htm。 

〈中國買家拍乾隆文物創紀錄〉，《明報》，2011 年 3 月 27 日，頁缺 

 

沈福偉：《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頁 216 

 

故宮博物院，筆錄及整理。2013。乾隆皇帝大閱圖軸。 

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Big5/phoweb/Relicpage/8/R3996.htm 

 

侯怡利：〈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開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

心通識研究集刊》，2007 年第十二期，頁 170 至 171 

 

〈郎世寧的《乾隆大閱圖》:乾隆五官凹凸有致〉，《中國文化報》，2011 年 4

月 1 日，頁缺 

 

國立故宮博物院，筆錄及整理。2013。清 郎世寧等 親蠶圖。

http://www.npm.gov.tw/exh92/beauty0328/chinese/03_text5.htm 

 

《國寶檔案-乾隆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11 年 2 月 24 日） 

 

《國寶檔案-大閱圖》，製片人：李彤雲，（中國：日期，2008 年 10 月 4 日） 

 

許明龍：《中西文化交流先驅》（中國：東方出版社，1993 年），頁 250 至 251 

 

〈乾隆《大閱圖》展八旗軍威〉，《世界新聞報》，2008 年 9 月 27 日，頁缺 

 

曉溪：〈郎世寧與《乾隆大閱圖》傳奇〉，《文史參考》，2011 第 9 期 ，2011 年，

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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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 候風地動儀 

創造時間 : 公元 132 年 

 

  
(圖片來源:香港雅虎) 

 

一、基本說明 

 

    這座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具地震儀，
1
由東漢時期的南陽天文學家張衡，

於漢順帝永建七年（132 年）發明。因為當時的中國地震連連，張衡為了掌握各

地的地震情況，於是便開始研究觀測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的運作最主要是豎

立在中心，一根稱為「都柱」的倒立擺。當受到地震橫波襲擊時，「都柱」將倒

向震源方向，帶動該方向的傳動部件。當機關被按動時，地動儀外的龍嘴所含著

的銅球，就會向相應方向向下方掉落在蟾蜍口中。聽到清脆聲響，只要觀察銅球

掉落的位置，便知道發生地震的準確方位。可是，在東漢的戰火中，候風地動儀

已經失傳。由於它的內部結構、運作和準確性對後人來說仍然是一個迷團，使各

國的科學家相繼研究不同的地動儀，著手復原這一項令人驚嘆的發明。 

 

 

  

                                                       
1 中國古代機械工程，筆錄及整理。年份缺。候風地動儀。

http://www.chiculture.net/0811/html/c43/0811c43.html。( 上網日期缺) 

 

二、歷史意義 

 

 中國人多數比較著重風水命理，由不同的中國歷史或習俗也可知道他們是較

為迷信。例如在漢朝的時候，人們偶爾發現一塊刻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白

色石頭，認為是個吉祥物，便讓王莽當上了皇帝，建立了「新朝」。由此可見，

甚至是皇帝一職，人們也選擇相信所謂的「天意」，表現了迷信的程度。除此之

外，古人生病的時候也會到廟宇祈福，希望早日康復；古代的中國甚至是靠神學

來解釋自然災害。東漢時，張衡發明的候風地動儀在當時聞名天下，可說是中國

觀念的一個轉捩點，推翻了古人認為自然災害是對人類一種懲罰的說法。
2
張衡

發明的地動儀是人類歷史上的首創，開創了地震科學的先河，他是世界人類從事

地震科學研究的先驅和世界公認地震學的鼻祖。在神學極盛的東漢時代，候風地

動儀及其後種種發明的出現顯然與當時的神學觀是針鋒相對。就從候風地動儀開

始，往後沿著這方向研發的地震學令人類了解到自然災害的發生是有根據，有助

往後的發明。 

 

此外，
3
候風地動儀更令當時中國的外交使者與商人憑著這先進的氣象觀測

儀器發展了中國和海外的政治關係和貿易關係，例如一些阿拉伯人，日本人和朝

鮮人等等也因此來到中國。中國因而與其他國家建立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和架起了

友好來往的橋樑。古代中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也隨著這些交流的擴大而不斷傳播

到遠方，使更多人認識中國。候風地動儀可說是見證了中國人踏上科技的路，促

進了科技的發展。同時，這是打開了一道西方之門，因為候風地動儀的出現，令

人們有更多的科技知識。為了日後在科技上的發展，令中國有必要參考到不同的

外國科技知識，從而令西方文化及科技知識有機會傳入中國。 

 

 

三、相關史料說明 

 

    候風地動儀早在東漢時代已經失傳，記載有關文物的資料亦不多，由於它可

說是中國發明的其中一個奧秘，引起了後人的對此的種種見解和評論。記載東漢

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後漢書‧張衡傳》
4
用了 196 個字來描述候風地動儀的結構、

設計和成功偵測地震的情境。這段文字自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曾引起世界各國許

多學者的注意和研究，大家也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關於地震儀的文字記載，用它

可以測定震源的方位。這是創造候風地動儀和對後世科技發展最重要的資料。 

  

                                                       
2 楚天，整理。2004。中華「科聖」－張衡。http://www.epochtimes.com/b5/4/10/26/n699961.htm。           

(上網日期: 2004 年 10 月 25 日)。 
3史延廷：<東漢張衡所造_候風地動儀_補論>，《中國期刊》，1994 年第 3 期(1994 年)，頁 42-52。 
4 許結:《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張衡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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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不同科學家也根據《後漢書‧張衡傳》的記載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著手

復原候風地動儀，對此給予不同的資料。愛德華‧亞瑟‧米爾恩是英國的天文學

家和數學家，
5
因受到《後漢書‧張衡傳》的影響，起了啟迪的作用，便開始研

究地震學。他於1883年出版了世界最早的地震學專著《地震和地球的其他運動》，

介紹了張衡和自己的地動儀復原模型。同時，他更是第一位將《後漢書‧張衡傳》

的 196 個字翻譯成英文介紹到西方的人。這印證了中國科技知識傳入西方的經過

及其影響。 

候風地動儀除了對海外國家有著影響之外，對中國也同樣有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成立了於 2002 年成立了「張衡地動儀復原課題小組」開始了地動儀的原理

復原研究。
6
透過收集大量有關地動儀的史料和首次利用了《續漢書》和《後漢

紀》，對地動儀的記載取得了研製新模型的更多的依據，再引用了西方的「懸掛

擺原理」，成功復原了候風地動儀。這證明了候風地動儀的存在及碓實工作過的

真實性，同時見證中國人在科學發展上又邁進了一步。 

 

四、延伸研究用途 

 

    由不同的資料能夠看見張衡的候風地動儀給予不同國家的後人很多啟迪，就

如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日本學者也曾嘗試復原地動儀，使人類在科學上有更進一步

的研究。在現時的世界，地震仍然是威脅人類生命的一大災害。候風地動儀成為

了現代地震學的奠基石，利用現有的科學知識和技術，使偵測地震的儀器更上一

層樓。藉著對候風地動儀深入的考究，現今的學術界能夠對漢代的天時地理有更

深的認知。同時，科學界亦可參考當時發明的理論。 

 

    根據後漢書裡的 196 個字，考古學家王振鐸花了五年的時間，結合英國科學

家的地震理論，於 1951 年複製出候風地動儀。中西文化的交流亦能夠同時體現，

因為當時中國製造候風地動儀的史料不多，科學家需要參考一些已有科學根據的

元素，才能完整的重新把候風地動儀呈現在世人的眼前。中國古代的設計加上現

今外國科學的理論，互相補及，創造出更多發明。中國給人的印象是迷信，相信

無根據的事物，例如風水命理等活動。候風地動儀就正正印證了其實中國人早在

一千八百多年前就已經擁有科學的頭腦，著重準確性和科學根據。 

 

    人類的智慧，就如張衡創造的候風地動儀，都擁有它們本身的價值，十分值

得後人再作進一步的考察。透過考察不同文物，能夠更清楚了解當時朝代的歷史

                                                       
5 馮銳、李先登、田凱、武田霞：<張衡地動儀的發明_失傳與歷史承繼>，《中國期刊》，2010 年

第 1 期(2010 年)，頁 88-98。 
6 大紀元，筆錄及整理。2005。張衡地動儀被復原。http://www.epochtimes.com/b5/5/6/16/n956916.htm。

(上網日期：2005 年 6 月 16 日) 

和人類思想。中國的候風地動儀配上外國的地震論，能夠顯出中西文化的交融，

有助後人更多的研究和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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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丹書鐵券

一、基本說明

丹書鐵券是封建帝王賞賜給功臣或重臣,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信物,並且還具有免

死的特權。丹書鐵券大約出現在周代但成型並最早有記載是在漢代,在公元前202年,劉邦

為了獎賞開國功臣而頒發了丹書鐵券。丹書鐵券的外形有如筒瓦狀的鐵制品,以鐵為材料是

因為鐵堅固,取其能夠保存很久。其制造方法是把鐵燒熔來鑄造瓦片,並將其斷而為二,有

如板瓦,受卷人會與朝廷各執一半。1丹書鐵券上面亦刻有文字去表揚受賜者的功德。

二、歷史意義

丹書鐵券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在正史資料中有清楚記載封建帝王賞賜給重臣或功臣的一種盟

誓的信物,而且其對政權亦有一定的影響。丹書鐵券也是唯一能一直傳承下去有關盟誓的信

物。可見,丹書鐵券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很大,而且往後的朝代也一直承傳下去。

自漢朝出現了賞賜丹書鐵券的制度開始,往後的朝代也有此制度。丹書鐵券是當時人們建

功立業的標誌和理想追求,即使到了明朝的時候,其基本意義及用途並沒有改變太多。免除

死罪當然成為丹書鐵券最重要的特徵,亦是人們最想要的原因。雖然其真正具有免死功能是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初期免死次數大多在1-3次,到北魏至唐,功臣免死的次數不斷增多,

1庾晉 :〈古代特權階層的丹書鐵券〉,《文化博覽》,(2007年2月),頁34

去到7-10次,直到唐代後期至明代,免死的次數才減少。2人們都會努力去為國家效力希望

成為功臣並得到丹書鐵券。故此,丹書鐵券在某程度上是一種推動力,去促使他們更努力去

幫助國家,建功立業。

丹書鐵券其中一歷史意義是用來鞏固皇權的一種政治工具。自漢朝開始,開國皇帝都會賜

予丹書鐵券給開國功臣,希望功臣會努力為國效力。另外,在南北朝時,各方勢力對峙,梁

武帝派遣使節把丹書鐵券,衣冠等送給北魏,結果梁武帝沒有損害一兵一卒就擴大了自己的

勢力。3在此例子上可見,丹書鐵券是一種工具去替梁武帝維持自己所佔有的地方也能為他

增加了兵力和地盤。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丹書鐵券所涉及的史料有不同的部份,其中可分為中國歷史學家所編寫的二十四史及

現在一些歷史評論家討論有關文物的資料。其實直接提及到丹書鐵券的資料並不多,很多只

是在史料中提及數句,但是幾乎在每本史料中都會有出現描述丹書鐵券的特點,從而得知丹

書鐵券在每個朝代的轉變。其中,丹書鐵券最早出現的紀錄是在漢朝,這方面的資料很重要

因為這開始了丹書鐵券與封建王朝一同經歷二千四百餘年的關係。這些正史資料能為其他學

者作出更深入的分析及討論。

另一方面,現在的歷史評論家曾透過其名稱、材料和卷文的變化等去評論文丹書鐵券。這

些資料亦將每個朝代的丹書鐵券的特點清楚列明出來。丹書鐵券在每個朝代中都有不同,整

合其特性的資料都更有助研究丹書鐵券的歷史發展。此外,這些資料亦曾有提及過丹書鐵券

所帶來的壞處,這亦可以令到整份文物報告更為全面。

四、廷伸研究用途

一些歷史評論家早已討論丹書鐵券在每個朝代的不同,分別透過其名稱,材料,卷文,收

藏方式及鑄刻方式的變化去討論。其中以名稱及材料的描述較為詳細。就名稱而言,學者列

明了每個朝代丹書鐵券不同的名稱並加以解釋。例如:在南朝梁時稱為銀卷是因為用白銀來

填補鐵卷上所刻的文字。4雖然如此,但若然在未來的研究中,他們亦可以多從其他正史資

料中對有關丹書鐵券的描述或例子多加以評論其利弊。這樣才能對丹書鐵券的特性有更全面

的認識。

丹書鐵券的傳入令到中國有了一種具有代表性的盟約信物,並且能承傳下去,演變成現在

的免死金牌。雖然丹書鐵券亦有其不足的地方,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盟約信物。

2洪海安:〈論丹書鐵券的淵源與形制〉,《歷史縱橫》,第1期(2010年1月),頁41

3
蘭殿君,蘭婧:〈丹書鐵券史略〉,《齊齊哈爾社會科學》,第3期(1993年),頁43

4洪海安:〈論丹書鐵券的淵源與形制〉,《歷史縱橫》,第1期(2010年1月),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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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說明	

	
    元代是中國陶瓷史上具有里程意義的一個時期1。青花瓷一向是中國古陶瓷

中最受大眾喜愛、最富民族特色，亦是較為普遍的一個品種，而元朝的青花瓷在

收藏界中則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元朝是青花瓷成熟的早期，不過元代的國祚

頗短，因此存世之品只有四百件左右，當中的精品更只是屈指可數。而且，有不

少元青花被收藏在國外，故研究的難度較大，也難以做得細緻和具系統性2。基

於缺乏詳細的文獻記載，所以長期以來學術界及收藏界都對元青花的認知不夠深

入，甚至外界不知道其存在。	
	

    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波普博士以英國人在英國維達維特基金會

帶有至正十一年（1351 年）題記的青花雲龍象耳瓶，再對照伊朗阿特別爾及土

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館所藏的青花瓷進行深入研究，並寫了兩本著作3，先讓世人

對元青花有初步的認識。到了二十年紀八十年代初，馳名中外的考古學家劉新園

先生發表了《元代窑事小考》等三篇文章以及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在江西高安發

現了元青花窖藏和一九九零年四月在該懸召開的中國古代青花瓷學術討論會4，
這才大大加強了國內及國外對元青花的關注，也漸漸形成了收藏元青花的高潮。	
	
二、 歷史意義	

﹣從元青花上的顏色、花紋及形狀看透元朝歷史故事	
	

元青花在中國歷史的存在意義，並不僅僅是其稀有性，還在其背後的元朝歷

史故事。有人問道：「元青花瓷燒造短短幾十年，達到如此高的水準，是不是與

蒙古民族，還有伊斯蘭文化對某種色彩的喜好有關，進而促進了青料的進口5	 ？」	
	

    以蒙古政權統治中華的元朝多番嘗試把其鐵蹄踏至歐洲各國，而此舉也為發

展元青花的製造技術創造了契機。因為在元朝以武力西征的過程中，大批中亞、	
波斯和阿拉伯的製陶工匠們都被迫東遷中國，他們藉此為元朝帶來了藍彩陶器的

製作技術。另外,	青花不僅為伊斯蘭民族所喜愛，同時也得到蒙古貴族的青睞。

																																																								
1	彭明瀚、尹青蘭：〈中國景德鎮元明民窯青花瓷概述〉，《江西元明青花瓷》，2002年 9月初版，頁 18	
2	同上，頁 20	
3	馮先銘：	〈元明清時期陶瓷〉，《中國陶瓷（修訂本）》，2001年 12月，頁 453	
4	曹建文：〈如何看待和檢驗民間元青花的收藏〉，《元青花研究﹣景德鎮元青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6年 10月，頁 196	
5	雷從雲：〈給元青花瓷以更多關注〉，《元青花研究﹣景德鎮元青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10
月，頁 199	

自成吉思汗統領了天下，以他們的說法，便是「代表天成了主宰一切的普世之君」。

從此，蒙古貴族便被稱為「藍色的蒙古人」。另外，每逢新年，蒙古人便會穿上

白衣祈福，而白色亦是他們「善的象征」6。在此看來，藍色和白色在青花白瓷

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對應，正合蒙古貴族的口味，自然能取悅到他們，使元青

花得以大力發展下去。由此可見，單單是元青花的顏色，便能看出蒙古族及伊斯

蘭民族在元朝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和他們那種提倡「蒙古至上」的意念。	
	

    再細看元青花的種種圖案。元青花上的圖案五花八門，細緻精巧。但是，只

要細心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每件元青花瓷上都

出現了藏傳佛教的紋飾，如火珠、法輪、蓮花，而

這些雜寶紋則是大多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的。值得

一提的是，於元代之前較為罕見的典型佛教圖案栀

子花，它多出現於元青花大盤的口沿上作為邊飾7，

在那時可謂十分流行。當時元世祖忽必烈極力推崇

藏傳佛教，以致元一代出現了密教流行的大時代。

就連當時在景德鎮設置的皇家瓷廠﹣浮梁瓷局，其

產品的式樣和花紋都是由出了家的元王朝將作院

第一任院使及密寫藝術品設計家阿尼哥一手包辦

的8，所以由景德鎮所製作的元青花充滿了藏傳佛教的色彩，可謂無庸置疑的。

由此可見，只要了解到藏傳佛教題材在元青花上的普及原因，便可知道藏傳佛教

於元朝的興盛及地位了。	
	
	 	 	 	 在目前權威專家認可的元青花瓷裡，伊朗和土耳其傳世的佔多。而正正這類

的元青花體形碩大，造型豐滿，通常是一些大盤、大碗和大缽，直徑可達四十至

六十厘米。據聞，當地的人吃飯常常是圍在一起，用手來抓，食物也多為大圓餅

等。因此，當時景德鎮為了符合這些地區的生活習慣，製造了不少大型的盤子和

器皿以輸出國外。參照法國人阿里．瑪札海里所著的《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

「自從元代以來，波斯血統的穆斯林們便愈來愈多要求這些大器皿了，如在宮中，

蘇菲派的道堂和清真寺使用的碗盤，今天尚沿襲這種宗教用途。9」綜以上所合，

從大部分元青花的體形，便可看到在元朝期間，中國和中東伊斯蘭所國的交往十

分密切，亦可理解到特別在元至正年間，青花瓷為元朝所驅動的海外貿易和經濟

濟利益10，同時也為「為什麼大多元青花流傳於國外？」此問題找到了最直接的

答案。	
	
	 	 	 	 元青花的歷史意義,	 也在於奠下基石。正如故宮博物院專家王建華說過：「元

代的青花並不能說它比明清的藝術高，就是說它比較早，沒有它奠定的成熟基礎，

那麼明代青花的黃金時代也不可能出現，而且中國瓷器的青花也不可能成為我們

瓷器的國粹。」因此,	元青花除了能見證當時的歷史發展外,	 同樣也為後世的青花

陶瓷發展技術留下了深遠及正面的影響,讓此傳統藝術繼續發光發亮。	
	
																																																								
6	楊俊艷：《青花青》，頁 24	
7	同上，頁 40	
8	同上，頁 38	
9	同上，頁 33﹣34	
10彭明瀚、尹青蘭：〈中國景德鎮元明民窯青花瓷概述〉，《江西元明青花瓷》，2002年 9月初版，頁 20	

元青花花卉八寶紋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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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史料說明	
	
	 	 	 	正如在第一部分的「基本說明」提及過，研究有關元朝青花瓷的史料不多。

但眾考古學家對元青花的研究及鑑証報告及論文，卻是各有千秋,，值得讀者深

思。	
	
	 	 	  上述資料參考到《蒙古秘史》及《新元史·阿尼哥傳》等史料的記載,	多敘述

史實,如簡單交代蒙古人對自己地位的肯定或用以引證某藝術品的製作者是何方

神聖,	卻較少包含議論性質的論述。因此,	有關元青花等史料大多用來豐富史實,
確證真相,	作引經據典之用。	
	
	 	 	 	 	 另一訪廂,	各學者、考古學家和收藏家的論文  和演說,	卻是各有各精彩。

他們會為鑒定一件元青花的真偽或討論究竟有沒有民間收藏的元青花而爭論得

面紅耳赤。他們的辯論或文章,	大多會引用不同的史實,	再加入自己的獨特見解,	 	
形成新的論點。他們會由元青花的出土時間、地點、其質料和青料的進口地點等

多角度作出評述,	 再下判斷。因此,	 這些資料都變得極具參考價值。除了有助人

們更深入地了解元青花外,	亦推動後人更進一步地尋求歷史真相。	
	
	
四、 延伸研究用途	
	

給元青花瓷器鑒定真偽，再討論其價值，一直是收藏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就在二零零五年，英國倫敦拍賣行佳士德於以兩億多元人民幣的天價拍出元代青

花瓷器《鬼谷下山圖》罐，創下了中國藝術品拍賣的紀錄，大大驚動了國內外的

文物市場。而在二零零八年，昆明的拍賣場又出現了一

尊一模一樣的《鬼谷下山圖》罐，這件從民間得來的收

藏品又惹來一場辨別真偽的爭論。 
 
有時候，在爭辯、鑑定的期間，各界往往都會以其

估價嘩眾取寵，卻忽略了文物的歷史價值。文物界應多

向外界分析一件真偽的元青花的歷史意義，邀請多方面

的專家，甚至是民間的收藏家集思廣益，作出更多在學

術方面的探究，以彌補元青花瓷一直以來在系統研究工

作的缺失。 
 
    另外，在元青花上的每項細節，我們都能看出當時元朝的歷史背景，特別是

蒙古族如何接手管治漢人，再多番西征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及調和，藏傳佛教便是

一例了。文物往往都印有歷史遺留下來的足跡，在文物上探究歷史真相似乎來得

更有趣、更有意義。學者可嘗試拋低文字性的資訊，就好像若然要研究元代佛教

的興盛，試放下《法華經》等典籍，細心觀察一下元青花上的紋飾，說不定又看

出了另外一個佛教故事！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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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天壇祈年殿  創作時間：1421 年 (明永樂十八年)  

 

1
 一、基本說明   天壇建於1421 年(明永樂十八年)，由南面的圜丘和北面的祈谷壇組成2，而祈年殿正是屬於祈谷壇，為天壇的主建築，有三層圓形藍簷及一個金頂，建在三層的白玉石臺上3。祈年殿是明清兩代皇帝為五穀豐登而祈禱的聖地，後在 1860 年和 1900 年先後被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佔據，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的登基也在此舉行。 

   它俗稱無樑殿，整座建築沒有用大樑長檁及鐡釘，完全依靠 28 根楠木巨柱和36 根枋楠支撐4，並以榫連接起來。據說殿內的柱子都是按天象而設：內圍的四根通天柱叫「龍井柱」象徵一年四季；中圍的 12 根「金柱」象徵一年十二個月；外圍的 12 根「檐柱」象徵一天十二個時辰；中圍和外圍相
                                                      
1圖片來源：背包客棧自助旅行論壇。2012。天壇祈年殿。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gallery/index.php?n=86148。(上網日期：2013年 4月 20日) 
2天壇公園管理處：《天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藏羚羊自助旅行工作室：《北京歷史散步地圖》(台北市：紅樹林文化出版，2008)。  
4
 同上。 

加共 24 根，代表一年 24 個氣節；這個數字再加上外圍為 28，代表天上 28星宿；再加周圍的 8 根童子柱，即代表 36 天罡。最後，大殿頂端和中心的雷公柱則代表天帝「一統天下」5。 

   1530 年(明嘉靖九年)，簷由上而下用了藍、黃、綠三色瓦；1752 年(清乾隆十七年)瓦片均被統一為深藍色琉璃瓦，象徵藍天6。 

 

 二、歷史意義 祈年殿可謂是歷史的見證人，它最有感觸的應該莫過於是中國十分失敗的外交關係：先在明末有來自滿清的威脅，後來明朝終不敵清軍而滅亡，而到場祈禱的皇帝變了；後來清朝要面對列強的入侵，列強的軍隊更佔據了祈年殿，甚至是整個天壇──1860 年英法聯軍和 1860 年八國聯軍──當中包括英、法、德、美、日、俄、義、奧等國，先後簽了多份不平等條約，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辛丑條約》，不但要賠多筆巨款，還喪失多項主權，使百姓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熱當中，生活負擔更大；後來帝制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後，又有袁世凱這個野心家在祈年殿上演一場鬧劇，想要恢復帝制、自立為王。 

 另外，祈年殿也印證了中國人迷信的思想。整個大殿本身之所以會存在，就是因為人們相信通過祭祀可向天神傳達自己的願望，而祈年殿更是皇家專用，皇帝每年都得親臨祈年殿兩次祭天。第一次是農曆正月十五日，保佑五谷豐收；第二次是冬至，感謝上天保佑使五谷豐收；而且皇帝更會先斋戒沐浴以示虔誠7。明清歷代皇帝都有保持這項傳統，是如此相信祭天真的有效，皇帝作為一國之首尚且如此，更何況是百姓。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到祈年殿祭天也是皇室的一種政治活動。因為中國古代皇帝自稱「天子」，即是天之子，所以要對上天表現出崇敬。祭祀建築在帝王的都城建設中占很重要的位置，皇室會花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並集最高的知識技術水平及最好的藝術去建設祭壇8，在建築中帶出寓意。就正如前文提到殿內柱子的數量都是經精心而設，配合了五行等等的學說，充分地表達了古人對「天」的認知。整個天壇的總面積更是紫禁城的四倍，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9。  

                                                      
5楊振鐸，徐志長：〈天壇祈年殿柱與柱間之寓意〉，《北京園林》，1999年第 2期(出版日期缺)，頁 40-41。 
6魏莉…[等]：《從北京故宮到避暑山庄》(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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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史料說明 正如上文談到祈年殿的簷在 1752 年(清乾隆十七年)由藍、黃、綠三色瓦轉為象徵藍天的深藍色琉璃瓦。事實上，原本的藍色也是代表着天，只是黃色代表地，綠色代表人，合起來就是古人常說的天、地、人三才。天和地都不難理解，皇帝本身在祈年殿拜的本就是天與地，可是「人」卻是有些典故。在這裡，「人」不是代表着黎民百姓，而是代表着明嘉靖帝的父親朱佑杬。《孝經》內提到「嚴父莫大於配天」，意思是對父親最大的孝道是把他與天一起祭祀。但按照中國古代的禮制，只有皇帝這個天之子才配得與天祭拜，而朱佑杬只是一個藩王，沒資格與天並肩，一直想盡孝道的嘉靖帝為此與臣子發生過幾次沖突但又未成功。終於有人獻計，就是用綠色作瓦，暗指朱佑杬10。 

 縱使皇帝已身處權力最高峰，仍然會受到臣子的限制。即使皇帝只是想一盡孝道，仍然會被傳統禮教所束縛着。可見權力愈大的人反而有愈大的束縛，並非可利用權力而妄為。雖然當時仍然是帝制時期，理應皇帝是擁有最大的話事權，但從這件事上可窺探到中國史上其實也有西方民主思想的那套「制約與平衡」(Check and Balance)。 

 另外，到清乾隆時瓦一律轉為深藍色。雖然未有資料顯示乾隆為何要轉色，但可以理解到的一件事是：縱然中國古代禮教強調要對祖先常感到崇敬，但祈年殿是由明朝傳到清朝的文物，換句話說，嘉靖帝不是乾隆的祖先，所以乾隆若想要改變什麼也不用有所顧忌。既然很多的參考資料都沒有記載過乾隆弄令改色的因由，有可能此事也只因隨他心而動，沒有特別原因。 

 

 四、延伸研究用途 根據史料記載，祈年殿在 1890 年(光緒十六年)曾遭雷火而毀，後依原樣重建。普遍來說，書籍都只是輕描淡寫地提過是次損毀為天災所受，然而，在眾多的資料當中卻有一份大膽指出其中有疑點11，作者先提出因各種因素可使供詞者的作供未必可靠，進而推測出這火災可能是人為有心引起的。事實上，作者的推斷都是言之有理的，唯現今欠缺更多的相關研究，難以妄下定論。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嘗試尋找這方面的證據。若此火災是有心為之，可研究當時什麼身份的人最有可能要毀掉祈年殿，而結果又是對他有好處的。 

 

                                                      
10

 武裁軍：〈祈年殿解讀〉，《中華遺產》，2008年第 1期(出版日期缺)，頁 74-85。 
11

 詳細內容請看孫淑鬆，黃益；〈光緒年間祈年殿火災的疑點〉，《紫禁城》，2010年第 3期(出版日期缺)，頁 35-38。 

 

 另外，既然列強曾入侵過祈年殿並從中掠走文物，那她們的歷史應該有相關記載，學術界可由此作切入點，觀察列強對於祈年殿的觀感，以及文物被帶回國後，在文化交流的層面上有何促進，看看東方的珍品對西方等國造成了什麼影響，而西方又對東方有沒有增加具體的認識。 

 

 五、參考資料 

 天壇公園管理處：《天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魏莉…[等]：《從北京故宮到避暑山庄》(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藏羚羊自助旅行工作室：《北京歷史散步地圖》(台北市：紅樹林文化出版，
2008)。 

 楊振鐸，徐志長：〈天壇祈年殿柱與柱間之寓意〉，《北京園林》，1999 年第 2期(出版日期缺)，頁 40-41。 

 孫淑鬆，黃益；〈光緒年間祈年殿火災的疑點〉，《紫禁城》，2010 年第 3期(出版日期缺)，頁 35-38。 

 武裁軍：〈祈年殿解讀〉，《中華遺產》，2008 年第 1期(出版日期缺)，頁 74-85。 

 背包客棧自助旅行論壇。2012。天壇祈年殿。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gallery/index.php?n=86148。 

(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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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基本說明 

 

這個圜丘壇是位於北京天壇的一圜丘祭壇，天壇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

（１４２０年），期間經過改造擴建，最後在清乾隆年間（１７３６－１７

９５）年建成2。在永樂年間，這處是北京城的郊區，也即是皇帝舉行祭天

儀式的地方。而當時的皇帝就是在圜丘壇舉行祭天典禮。由於中國人認為天

是圓形的，所以亦稱為“圜＂。並將祭天的祭壇建成圓形的高台。圜丘壇有

三層，同高三米，各層四面出陛各九級，壇面俱鋪墁艾葉青石，欄杆上也刻

劃雲龍紋。上層台面中心有一凸起的圓石，稱為“天心石＂，若站在天心石

上說話，會有很強的共鳴效果
3
。圜丘壇有四座壇門，坐於圜丘壇的東、南、

西、北四各方向，分別命名為泰元門、昭亨門、廣利門、成貞門。 

 

  

                                                      
1
 圖片來源：華夏經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６日。http://big5.huaxia.com/zt/2001-15/tt2.jpg。（上網日

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2
武裁軍、姚安：《天壇》（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頁２ 

3
武裁軍、姚安：《天壇》（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頁３５ 

二、歷史意義 

 

天壇的圜丘壇在明代的出現充分體驗到中國禮儀制度建設的頂峰時期
4
，

但其實圜丘祭天早在周朝出現。周公定下了“周禮＂，並規定在冬至時在圜

丘進行日祭。西周以後，祭天成為了國家大典，歷代王朝都曾在國都興建圜

丘祭天。圜丘象徵著祭天文化與政治的進程，即使每個朝代中的祭禮都有改

變，但圜丘祭天（也稱郊祭）這儀式隨著朝代有增無減。所以圜丘祭天也漸

漸成為每個皇帝的首要任務，也慢慢和政治扯上關係。唐代以後，郊祭已經

成為政治上的例行公事，到了明代，祭天是皇帝的特權，同時也被用來象徵

政權合法。明太祖建的天壇就是在去除蒙古勢力後用來確立政權的
5
。 

 

此外，圜丘壇也可見證中國歷代科技的進步。古人為了加強對天神的接觸，

便將科技的念頭混入圜丘壇的設計當中，以求達到到神化天神的效果。雖然

歷代圜丘壇高度設計不一，但也能從中體驗“人天關係＂。以明代天壇圜丘

壇為例，由於當時人認為越高的地方越能接觸天神，但天壇圜丘壇偏偏就在

低漥地區。所以當時的建造者運用物理學的知識把圜丘壇墊起五尺，壇面高

地面五點五四米，刻意製造一個崇高的氣氛。如果在昭亨門望向圜丘壇，會

有一種神秘的感覺。能製造回音的“天心石＂也可以體會到古人運用科技加

強讀祝官的聲音，令發出的聲音能做到達到天空的效果，彷彿正於天神交流

般。 

 

另外，中國元朝和清朝都是由外族統治，所以這兩個朝代的祭禮加入了外族

文化的元素。但圜丘祭天的儀式未有因此而廢除。圜丘祭天的長存正正能證

明歷代中國人對禮教的重視。中國古代的五禮分別是吉禮、嘉禮、軍禮、賓

禮和凶禮，
6
而祭天之禮是五禮之首。明代前後分別是元朝和清朝，都是由

外族人統治，所以祭天形式上都有少許出入。元朝祭天的祭品加上了鹿、兔

等生物，也增加了葡萄酒和馬乳等飲品
7
。可見圜丘一直融入每個朝代的特

色而美化著祭天儀式。 

 

為何明代天壇圜丘壇比歷代圜丘壇更受重視，更被國家後來納入國家文化遺

產？這是因為明代皇帝能應用外族統治時期圜丘的設計改良明代的圜丘壇，

以致天壇的圜丘比其他的也較獨特。嘉靖年間營建的天壇圜丘不論是柱子、

台階、欄板等等的數目都是九或九的倍數，而顏色比以往朝代多用青色和白

色來代表天空。那不但是借鑒了元代圜丘壇建築特色，而且能呼應古人“天

                                                      

4
王紅：〈明代天坛的承袭和演变〉，《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一期（１９９６年），頁１３ 

5杜希宙、黃濤：《中國歷代祭禮》（北京：北京圖書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頁２９ 

6
楊振鋒：《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天壇》（北京，中國書店，２００１年），頁１１６ 

7
杜希宙、黃濤：《中國歷代祭禮》（北京：北京圖書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頁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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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陽，地為陰＂認為九和九的倍數是陽數的信念
8
，由此可見明代天壇圜丘

把對天神的敬畏推至頂峰，因此到清代的天壇已經沒有太大的改動，並一直

沿用。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天壇圜丘的史料主要分為圜丘壇的建築和祭天制度的改變。大部分

古代文獻大多提及圜丘的設計和堅持祭天的理由。而現代的研究主要探討圜

丘壇的設計如何建立天人關係以及明代祭禮制度上的改變。例如古代的主要

討論圜丘設計如何達到“天圓地方＂、“陽中有陽＂的特色，例如每個朝代

都有提及當時的圜丘應該有多少層、有多少梯級等等，這些都是每的朝代定

立的規則，以便後世參考和加以改良。明代融合元代設計元素的圜丘就是一

個成功例子。此外，古代的研究不斷提及禮教的重要性，並強調祭天是每個

皇帝的首要任務，例如南宋人彭大雅提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天。＂
9
 

 

另一方面，由於明代祭禮出現過幾次改制，所以現代人對圜丘的研究主要著

重於明代祭禮改制和其原因和影響，因為明代祭禮制度分別在洪武和嘉靖年

間由天地分祭改為天地合祭，而當中的制度改變能體會到當時皇帝的政治手

段。明太祖個人“重本尚誠＂
10
，認為原本的分禮制度令整個祭禮過程變得

繁瑣。現代人比較分祭和合祭的時候，發覺合祭的確比分祭較容易實行因為

不用分開兩個地方舉行祭禮，而且比分禮更合乎人情。根據《孝經‧感應章》

提到“父天母地＂
11
所以分開天地祭禮不是孝的行為。令外，後期嘉靖年間

改為分祭結果熹宗祭天的次數也因而減少，令圜丘祭天儀式名存實亡。所以

現代學者認為明太祖的合祭對圜丘祭天發展有利。 

 

四、延伸研究討論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認為在研究天壇圜丘壇設計的時候除了研究顏色上

的代表性還可以研究在清代期間的圜丘的欄杆上加上雲龍紋的意義。由於歷

代朝代祭天都是皇帝的特權，所以加上雲龍紋可能都是一種政權的象徵。這

樣可能會發現圜丘除了刻劃天的形象，還有象徵皇帝的崇高地位。 

 

在明代開始有西方人來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和傳教，而祭天神也是中國一種歷

史悠久的宗教信仰。我認為可以把西方宗教和中國祭天文化結合研究，尤其

                                                      
8
武裁軍、姚安：《天壇》（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頁３４ 

9
杜希宙、黃濤：《中國歷代祭禮》（北京：北京圖書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頁２７ 

10
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禮祭改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頁８７ 

11
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禮祭改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頁８６ 

是從明代開始，或可以令往後讀者多了解西方文化融入中國的期間會否在宗

教方面受到西方例如基督教的祭禮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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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禮祭改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

０６年） 

 

杜希宙、黃濤：《中國歷代祭禮》（北京：北京圖書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楊振鋒：《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天壇》（北京，中國書店，２００１年） 

 

王紅：〈明代天坛的承袭和演变〉，《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一期（１９９６

年），頁１３、１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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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說明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人，像歷代皇帝一樣，他也追求擁

有象征無上權威的印璽。但與歷代帝王不同的是，天王洪秀全有金、玉、木

三枚不同的天王玉璽’
1
。 

 

‘太平天國起義時，天王亦造了一個新的玉璽，天王玉璽是用青玉製成，

正方形，邊長 20.4 厘米，高 2.7 厘米，紐高 7.4 厘米，紐背刻有云紋，紐側

刻雙鳳朝陽紋。璽文四周，上刻雙鳳朝陽紋，左右刻龍紋，下刻立水紋。璽

文用宋體正書陽刻，共 44 字。 

 

璽文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正中為“天父上帝”四個大字，兩旁為“玉

“璽”兩個大字，又“太”“平”兩個小字；小字“太”的外面，有“恩和”

兩個大字，小字“平”的外面，有“輯睦”兩個大字，豎讀。下部為四言八

句，“永定乾坤”“八位萬歲”“救世幼主”“天王洪日”“天兄基督”

“主王輿篤”“真王貴福”“永錫天祿”。而太平天國這枚玉璽現藏於中國

國家博物館’
2
。 

                                                       
1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wenwu/11022845/20090824/15611578.html 
2
 大眾科普. "求在倫敦拍賣的乾隆玉璽的圖片及介紹." N.p., 10 Nov. 2009. Web. 21 Ap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kepu365.net.cn/s/kepu10841/ 

 
 

二．歷史意義 

 

印璽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徐暢在＜璽印的濫觴與起始＞文中所總結：

中國的印萌發於新石器時代，距今約八千年
3
。因此，經過數千年的進化，

太平天國玉璽的設計比以往的更複雜，甚至比期後清代皇帝的所有玉璽都大
4
，可見，太平天國雖未能統一天下，但天皇對印璽的鑽造仍然是十分重視，

皆因印璽對歷個朝代或組織的施政均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論古今中外都是

靠各級官印來管理，人類漫長的數千年古代社會全靠以印為象徵的官方設施

得以維持
5
。因此，天王的印璽是十分重要，來統領於不同地區同謀起義的

軍帥，特別是於革命的年代，信息的傳遞是不可有誤的。 

 

在中國漫長的三千年封建社會中，皇帝號為 ‘天子’
 6
，太平天國的最

高領導人亦不例外，從玉璽中的印文中便能看出，“天王洪日”即是指天皇

洪秀全，下方印有“天兄基督”，上方印有“天父上帝”，這表現出傳國玉

璽之印文‘受於天命，既壽永昌
7
’之意，更進一步證明太平天國大力宣揚

基督，深信天王是上天指派的使者來改變于癵的世界，有著與天父同樣的權

力。 

總結上文，玉璽應是天國中最高統治者之‘信’物，如有任何旨意蓋有

此印，其臣民均需相信並服從。 

 

然而，李秀成在其自述中的“招降十要”提及：“要求中堂（即曾國藩）

發一諭與我，押帶我文並往，有文去不用印信。今用印者，到我營中，其眾

將格而不信，他定疑中堂自造誘他。我在天朝用文蓋印者，無我親書密號，

其將不從
8
。”由此可見，當時的太平天國出現了不少偽造玉璽，證明仿造

技術已到達一定水平，令天王玉璽不被信任，未能發揮其固有作用，為處理

政務添上了不少麻煩及混亂，如加上親筆記號。 

 

據說，清軍攻破天京時，曾於城內大肆搶劫屠殺，並且縱火焚毀了天王

府9，因此，這枚存放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天王玉璽亦有可能是偽造品。 
 

三．相關史料說明 

 

太平天國印璽的印文是最的閱讀次序一直存疑，不同學者各持不同說

                                                       
3
 林乾良 (2008). 中國印. 杭州, 中國: 西冷印刷出版社，頁８. 

4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5
 林乾良 (2008). 中國印. 杭州, 中國: 西冷印刷出版社，頁６１. 
6  林乾良 (2008). 中國印. 杭州, 中國: 西冷印刷出版社，頁９４. 
7
 林乾良 (2008). 中國印. 杭州, 中國: 西冷印刷出版社，頁９４. 

8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9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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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謝興堯先生早年在《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一書中考証說，“太平

玉璽”之璽文是仿照大地會的“腰平”制造的。根據“腰平”的格式，寶文

的讀法應當是： “太平玉璽，天父上帝，恩和輯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

救世幼主，主王興篤，八位萬歲，真主貴福，永定乾坤，永錫天祿”。
10
 

 

羅爾綱先生則認為，如果依此讀法，太平天國的尊卑次序是不合理的。

“天王洪日”置於“天兄基督”之左，顛倒了天父、天兄、天王的排列次序。

洪秀全在玉璽中公然超越天兄，這是不可能的事。
11
 正確的讀法仍然是個

謎，然而，讀法卻能反映出天皇的想法，甚至是野心，這都影響著天國的每

一個政策。 

 

一般的皇帝只擁有玉璽，太平天國印璽卻與前朝的印璽有別，有三枚， 

分別是金，玉，木，三種物料造成。金璽曾被曾國藩得到，保存在紫禁城軍

機處中，但一年后，這枚金璽卻奇跡般的失蹤，原來是軍機章京薩隆阿盜出

金印，並委托首飾鋪熔為金條十根，曾經無比珍貴的太平天國天王金璽就這

樣被毀掉了；而木璽卻可能是在 1864 年天京陷落時，為了避免其落入清軍

手中，當時的“刪書衙”官員，故將它藏到了屋頂天花板上，得以幸存至今。

如今，該木璽珍藏於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12
。 但為何天皇要與前朝有

異，把分開三個印璽，而各印璽有著什麼象徵；現三枚印璽天各一方，未能

擺放一起作研究，實屬可惜，亦令人費解。 

 

四．延伸研究用途 

 

每個朝代的印璽皆有進化及不同制度及色彩，如漢代會頒官印矛少數民

族
13
，清代的玉璽是漢滿文同時出現在印面上

14
。 印文中亦能表達出該朝代

對天子的重視，治國理念等；再者，中國玉璽與外國的印章有異曲同工之妙，

研究兩者之間的異同，便能看出中外當時的科技發展程度，思想及文化的差

異。因此，歷代玉璽是很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事實上，各朝均喜愛以玉這美石象徵尊貴
15
，正正代表著中國人對公信

及權力的重視，但可惜，因科技先進，玉璽的真偽已愈來愈難辨別，亦難以

在全球化下有效率地運作，故後世放棄沿用玉璽作印證工具。 

                                                       
10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11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12

 中華網. "無上權威的象徵天王洪秀全印璽下落今何在." N.p., 24 Aug. 2009. Web. 21 Apr. 2013. 
13

  陳根遠 (2001). 印章監賞. 遼寧, 中國:遼寧畫報出版社 ，頁 36. 
14

  陳根遠 (2001). 印章監賞. 遼寧, 中國:遼寧畫報出版社 ，頁 68.  . 
15

  王紹,璽(2000). 傅國玉璽.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頁 1. 王紹,璽(2000). 傅國玉璽.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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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文昌阁（贵州省贵阳市文昌阁） 

修建时间：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 1596 年)，清代康熙八年(1669 年)重修，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均有维修和扩建。 

 
                                       此照片由本人拍摄于贵阳  

 

一、基本介绍 

 道教庙宇。在贵州省贵阳市东门月城上。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

清代康熙八年(1669 年)重修，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均有维修和扩建。从

建筑层面来说，该阁是一座九角三层宝塔形建筑，两边设有配殿，前为联结配殿

的斋房，平面布局成四合院形。主楼高约 20 米，面阔 11．47 米，进深 11．58

米，为三层三檐、不等边九角攒尖顶，各层插拱较多，斗呈曲线，翘角不高，窗

花和枋板施有彩绘，阁内供有文昌帝君。其建筑风格颇具贵州地方特色，其构思

精巧，结构独特，堪称中国古建筑一绝。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文昌阁是我国千百

年来封建制度的产物，也同时是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文昌阁中所祭拜的文昌帝

代表着“孝”、“忠”、“善”，他也是文神、科举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本文着重探究文昌阁与中国古代科举的关系与影响。 

 

二、科举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

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

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

百多年。1905 年 9 月 2 日，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

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

方担任高官。“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服，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

恶衣菲食”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

将怯如鸡”②。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

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

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

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科举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

清，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并与君主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是一

种教育紧密相连的考试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科举是历史抉择的产物，是现代

性的发端，也是相对民主化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西方有位历史学家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时代的骄傲。”③ 

 

三、相关史料说明 

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制造出一个“空间伟大”的烟幕弹，给每一“田

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为草野寒畯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它是一个相

对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

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这样就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打开了社会下

层向上层的通道，消解了社会内部的部分压力，适合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从那

以后，中国人就有了考试改变命运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

有读书高”，无数青年开始头悬梁、锥刺股发奋读书。这时，精神寄托文昌神出

现了。 

文昌帝君据记载是为民间供奉掌管功名禄位之神，文昌帝君又称为梓潼帝君，

是道教吸收民间信仰而尊奉的科举之神。文昌帝主掌管文运的传说其实在唐代已

经开始。据唐孙樵《祭梓潼帝君文》，会昌五年（845 年）、大中四年（850 年），

孙樵过崎岖山曾与风雨阻路，但得到文昌神的护佑而得进士；《夷坚志》丁志卷

第八《何丞相》中说蜀中士人何文缜赴京考试，过梓潼默默祷告再拜文昌阁，以

科场第一而成名。至清嘉庆六年（1801 年），大学士朱呈进《文昌化书》，清仁

宗敕命各省皆立文昌庙。此后文昌帝君被列入国家祀典，于是朝廷颁布乐章，升

文昌帝君为中祀。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汤公》说：“凡士子生死录，文

昌及孔圣司之，必两处销名，乃可他适”道教的文昌和儒教的孔子，成为天下士

人精神主宰，每逢科举考试之年，士人无不膜拜祈祷。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卷六感叹说：“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几与文庙等。”文昌阁便成为考科举之

人心中的圣地，凡是参加科举考试之人必拜文昌帝君。 

文昌阁在贵州的发展: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 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

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

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贵阳新修

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冠，并以其结构

奇特著名全国（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在清朝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流传起贵阳人周

起渭做了“梓潼梦”。在科举前两天，文昌帝君托梦给周起渭，告之若周去文昌

阁拜文昌帝君，科举必可中进士。周起渭半信半疑地按照了梦中所说的去文昌阁

拜文昌帝君，果不其然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时，曾典试浙江，给

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这个传说流传开来以后贵阳文昌阁便成为了贵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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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考试的神坛。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又有贵阳曹维城在拜文昌帝后考取武

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

出现了一浪高一浪的拜文昌阁的热潮。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是到了光绪十二年

（1886 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

相传他也是获得过文昌帝的托梦。若从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贵州开科乡试

算起，经过了 351 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生、生

员闻之，无不引以为荣。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运：“沐熙

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就是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

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文物胜江南。”仅隔了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相传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也是受到了文昌神的庇佑之下后又考取了文

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有事一次极大的鼓舞。文昌阁从此也奠定了再贵州科举人心

目中的神圣地位。 
    正当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认为人才的成功与文昌

的庇佑有关。正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

世车书缓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从此以后，文昌帝便成为了贵州士人的精神

信仰，凡是参加科举之人必拜贵阳文昌阁。 
 

  四、延伸研究用途以及历史意义 

文昌阁其本身只是供民众供奉的庙宇，文昌帝也只是代表“孝”、“忠”、“善”

的文神、科举神。但正是科举，赋予了文昌阁及文昌帝伟大的历史意义。④而人

们对文昌帝（梓潼神）一千三百多年的崇拜，其实是对科举的崇拜，是中国古代

人本性的展现。 

从隋朝开始，皇帝为了加强并牢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科举这个人才选拔制度，

在本文前段已提到，科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封建制度在古代中国的产物。科

举制度缓解社会压力，增加了社会底层向上层的流动，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

中国人心中一惊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除了皇亲国戚以外，政府应该掌握

在最能胜任管职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是

应通过某种向所有自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⑤对统治

者来说可以稳定民心，让普通老百姓相信自己可以参与对国家的统治，自己可以

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使社会稳定；对皇帝来说可以削弱除他以外人的

势力；对中国历史甚至对世界历史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给世界历史

的贡献远不止四大发明，科举应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⑥ 

对文昌阁的崇拜还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我国大部分人都属于农耕人民，这种

天然的劳作模式与农耕文化就造就了当时人民的性格，虽然勤劳但是软弱怕事。

鲁迅感叹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永远希望自己生活在体制内。只要是在体

制内自己可以无限发挥或成龙成凤，但是永远回避或者逃避体制本身，不会想去

改变体制。⑦所以科举成了眼前唯一的路，不用革命，不用流血，只用跟自己人

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又可以生存在体制下，被人领导，被人

统治，又可以有自己的发挥，光宗耀祖，所以科举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与壮大。 

现在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中国还是有各种考试，学生对考试的崇拜程

度依然不亚于以前，不知道文昌阁是否还会再度盛行，时间会告诉我们。 

 

 

①苏轼：《苏诗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724 页 

②葛洪：《抱朴子》 

③李铁：《科场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版，第 199 页 

④刘明：《浅谈文昌帝君与文昌文化》 

⑤季羡林：《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9 页 

⑥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⑦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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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黃諾汶             學生編號:12211788 

文物名稱: 北京孔廟 

建成時間: 元朝大德十年（1307 年） 

 

 
                              北京孔廟大成殿1 

 

一、基本說明 

北京孔廟始建於元朝大德六年，並於大德十年（1307 年）
2
建成，即現今的北京

東城區國子監街。再歷經元朝之後的明、清兩朝多番修葺及加建；但北京孔廟的

基本建築仍大都維持元朝的建築風格。亦為中國國內 大型的孔廟之一，現存佔

地 2.2 萬平方米，主要建築有先師門(欞星門)、大成門、大成殿，碑亭十四座及

崇聖祠等。同時，北京孔廟內更收藏著大量珍貴文物，如：清廷眾多皇帝所親手

題寫的牌匾和儒家經典，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和文獻資料。 

 

北京孔廟的建成與元朝統治者推崇儒學有莫大的關係，而儒家中的“儒以綱常治

天下”更有助元朝鞏固政體。故此，在元朝時，孔子之學得以受到廣泛地弘揚，

令孔廟大為發展。當中，北京孔廟在傳播儒學及孔子精神的成效顯著，有助儒學

在中國奠定至尊的地位。並且，北京孔廟的建成，亦促進了元朝在各路府州懸
3
也

普遍設立學校，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二、歷史意義 

                                                       
1  圖片來源: 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http://www.kmgzj.com/index.aspx 
2  高文、范小平:《中國孔廟》，成都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45-46。 
3  范小平:《中國孔廟》，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儒家思想及儒學對中國歷史、文化至各個方面都有著長遠淵源的影響及貢獻。而

後人為了紀念及尊崇儒學的創始人、「萬世師表」孔子，更於中國各地設立孔廟，

以進行祭祀孔子及作為推崇儒學的象徵。因此，孔廟就如孔子的代表物，其發展

更標誌著儒學在中國的發展，擁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眾多孔廟中，建築雄偉的

「北京孔廟」更是當中的佼佼者。在以下，我將會針對說明「北京孔廟」對在中

國弘揚儒學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儒學在中國大多數朝代中都擔當著統治思想的角色，對中國各朝代的統治及歷史

上都有重大的貢獻。元明時期，為了穩定統治及外族入主中原急需鞏固政權的原

因，儒學即作為前朝統治的根據，而被廣泛沿用。因此造成在此時期中國各地的

孔廟都有很大的發展，而北京孔廟的建成可說是孔廟一大發展的標誌。 

 

現時，我們所能看到的「北京孔廟」自元朝建成後，經過多個朝代的修葺，而現

存建築則為明清時期所形。儒學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基本，孔廟更是傳播儒學的載

體及傳輸途徑。除此之外，孔廟亦奠定了中國傳統「廟學」的教育基礎。北京孔

廟與國子監毗鄰，兩者相互配合，擔當著宣揚儒學倫理教育及傳播儒家思想的重

要教育作用；為中國歷史上培育了不少出色的學子。 

 

另外，北京孔廟與國子監相鄰而建的原因更出於一方面的「傳道、授業、解惑」
4
，同時「妥神靈、妥肸蚃，神教化」

5
。藉此將儒家思想傳播及起了教化百姓的

作用。北京孔廟作為我國孔廟建築群中規模 宏偉的之一，在這方面的貢獻及其

所蘊含的歷史意義更是不容忽視。至今，北京孔廟與國子監更仍保持着「右廟左

學」的格局。根據相關歷史資料，北京孔廟的建成原因除了出於政治因素外，更

還因要向孔子「祀其教，祀其道」
6
，充分表現了孔廟對傳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北京孔廟」是皇家祭孔的代表建築物，其規模宏偉，充分表現出氣派的皇家風

範。北京孔廟在長達七百多年悠長歷史中，都擔當著元、明、清三朝統治者尊孔

崇儒的重要地點；亦是他們藉以向全國宣揚教化，鼓吹文人政教的聖地。在此功

能上，北京孔廟的地位及付出是世界各地的孔廟中無一能代替的。 

 

並且，北京孔廟漫長七百多年的歷史，這比中國著名古建築物-故宮，的歷史更

要長遠，所以北京孔廟代表了及凸顯著中國千年來的儒家文化精髓；以及，對中

國思想發展及建基有著促進的作用。北京孔廟的設立，同時促進了國子監的建成，

                                                       
4 齊心:《北京孔廟》，文物出版社，1983 年 
5 齊心:《北京孔廟》，文物出版社，1983 年 

 
6 范小平:《中國孔廟》，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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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舉能在元朝時得以進一步發展。說明北京孔廟對中國的文化思想、政治及教

育發展均有重大的幫助，也顯露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北京孔廟更儲存著不少珍貴文物、典籍，這為中國古代科舉及儒學至孔子重要性

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及物證。舉例來說，北京孔廟內更有「進士題名碑

林」，記載著元、明、清三代中 51642 名進士的姓名，共有 198 座碑
7
。這些題名

碑成為了學者研究元、明、清三代時期科舉考試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 

 

北京孔廟作為第一所皇帝祭祀孔子的專用孔廟，對其之後的孔廟發展起了先導及

參考的作用。其之建成，更顯示著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尊崇儒學的表現，藉此進一

步弘揚了儒家思想及達至教化的作用，也使儒家得以受到更深入的關注。 

 

並且，清朝自康熙以後，每一位皇帝繼位，都需按照規例，到國子監群雍講學，

然後再在孔廟大成殿中懸匾額一方，例如：康熙所題「萬世師表」、雍正所題的

「生民未有」
8
。這均使北京孔廟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上有著源遠流長的影響力。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孔廟現時仍保存著完整的祭孔禮器和樂器。而直至 1948 年，

祭孔活動仍在北京孔廟進行。在 1989 年，北京孔廟中的大成殿更舉辦了祭孔樂

舞表演，引起極大回響
9
。說明了孔子及儒學在中國至尊的地位。 

 

由上述可見，雖然在中國各地，以至到全世界的孔廟不乏少數；可是，北京孔廟

的歷史地位是不容被代替的，其所包含的歷史意義也是其他孔廟所不能被比較。

總結而言，北京孔廟作為獨特的皇家祭孔建築所顯示的歷史意義不只僅限於讓古

代統治者及後人祭孔，更在於弘揚中國傳統思想-儒家的文化，亦促進了中國在

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發展。 

 

三、相關史料說明 

北京孔廟是我國孔廟建築群中 大型及 宏偉、具氣派的孔廟之一；亦是皇室祭

孔的專用廟宇，所以記載「北京孔廟」的史料當然存在，而當中所涉及的史料也

有不同類型。不過，直接記載這文物的史料並不多，但仍能在中國官方的文物研

究中及元、明和清三朝的史料中搜集到有關的資料。 

 

在研究北京孔廟時，雖然專門史料不多，可是由於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偉人，

因此在中國各地都設有用以祭祀及紀念他的孔廟，所以能在眾多記述中國各地孔

廟的史料中收集到北京孔廟的資料。當然，中國方面的史料佔了大多數，也提供

                                                       
7  北京孔廟，孔廟，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90.htm?subLemmaId=9510668&fromId=23902#sub9510668 
8  高文、范小平:《中國孔廟》，成都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45-46。 
9 齊心:《北京孔廟》，文物出版社，1983 年 

了較為直接及實在的資料。舉例來說，基於北京孔廟始建於元朝，所以元朝中相

關的史料更為重要，例如：《元史·選舉志》、《孔氏祖庭廣記》都提供了重要

的史料。 

可是，因為北京孔廟的名氣和歷史都略輸孔子所誕生地曲阜中的曲阜孔廟，並且

清朝是孔廟發展的鼎盛時期，曲阜孔廟在其時得到重建，讓其規模變得更宏偉
10
。

因而，中內外的史料大多以記載及研究曲阜孔廟的為多；反而，記述北京孔廟的

史料較為有限。 

 

四、延伸研究用途 

孔子除了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亦為全世界有名的思想家，他為中國的歷史、

政治、教育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和付出；而他的代表物-孔廟，

更是用於宣揚他的思想及為儒學的載體，亦傳承了中國千多年來博大精深的文化

精髓，極具研究價值。 

 

在未來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能以中國各地的孔廟，尤其是具代表性的北京孔廟，

為研究的出發點，對儒學及孔子在亞洲，甚至在歐洲傳播的情況和過程作更深入

的探討，確切地分析及指出儒學對世界的影響力。舉例來說，儒學對古時朝鮮(即

現今韓國）的影響力尤為深遠，儒學在其時得到大肆推崇，也直接影響古朝鮮文

化的奠基。 

 

更重要的是，在學術界中一直忽略了中國孔廟的“廟學體制”對東南亞至全亞洲

教育體系的影響。北京孔廟與國子監便是極為適合的研究切入點，讓學者們能對

這方面的都考究有進一步的發展，現時南韓首爾的成均館大學與成均館大成殿的

格局正是“學廟合一”的好例子
11
。這方面的研究，對儒學的傳播能有更深層的

認知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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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齊心:《北京孔廟》，文物出版社，1983 年。 

3.范小平:《中國孔廟》，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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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孔廟  孔府  孔林》，文物出版社，1982 年 7 月 
11 范小平:《中國孔廟》，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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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四合院 

出現時期: 西周時期 

一 . 基本說明 

    有人說：四面都有房子的院落，

便是四合院；
1
也有更準確的說法

是，四合院就是四座單幢房屋在四

面，中間圍合成一個露天庭院的建

築組合。
2
中國無論從南到北還是

從東到西都有四合式建築的分佈：

不論是東北的大院、雲南的「一顆

印」也有四合院的影子。
3
因此，

四合式建築可說是中國民居中最

基本、最普通的一種形式，是中國

民間建築的代表，當中以北方四合院是其代表，而在眾多北方四合院中又以北京

四合院的發展最為成熟、久負盛名。 

  一座基本的北京四合院主要由宅門、倒座、正房(北房)、廂房、圍牆等元素

組成。
4
同時也具有四種特徵：1) 房屋皆為平房 2) 以北房為正房，四面的房屋

互不相連；講究的四合院會用抄手游廊把正房與廂房連接起來 3) 房屋的門窗都

開向院內 4) 強調中軸線，採用對稱佈局；主要建築(如正房)都位於中軸線上，

呈現出四周封閉、中軸對稱的形式。
5
 

 

二 . 歷史意義 

    早在西周時期，人們的居所已採用四合式的結構：中軸線由南至北為門道、

前堂、後室；前堂與後室有廊道相通；院落兩側為前後相連的廊房，中間形成兩

組院落，是一座相當工整的四合院。
6
西周時極具代表性的建築遺址──陝西岐

山鳳雛遺址正好符合四合院的四項特質
7
，這說明，四合式建築的雛型始於西周

時期。 

    談及北京四合院，不少人會追溯到元代的歷史，筒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皆因有充分史料和考古發掘文物，證明北京四合院形成於元大都的格局中。至元

四年(公元 1267)，元世祖忽必烈營建大都；《元史‧世祖記》中提及： 

 

     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富戶)及居職(官吏)者為先，乃定制

                                                       
1  王彬：〈井田制與北京的四合院〉，《北京微觀地理筆記》，(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頁 209 
2  樓慶西：〈居住建築〉，《中國建築》，(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35 
3  姜波：〈民居與四合院〉，《四合院》，(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5 
4  王彬：〈北京四合院的建築佈局與人文精神〉，《北京微觀地理筆記》，頁 217 
5  姜波：〈影響深遠的民居－四合院〉，《四合院》，頁 16 
6  馬炳堅：〈北京四合院的歷史變革〉，《北京四合院建築》，(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9),  頁 2 
7  翁立：〈北京四合院與胡同的形成〉，《北京的四合院與胡同》，(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03)，頁 11 

tszyk.bucea.edu.cn (古都文化歷程資源庫--王府民居) 

此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力不能作室者，皆不得冒据，聽民作室
8
 

 

  於是，元朝的貴族及官員就按此規定在大都城內蓋起一座座院落，院落與院

落間是供人行走的通衢街道，稱為「衖通」。
9
元末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街

制〉曾記載： 

 

     大都街制，自南至於北，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

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10
 

 

  火巷即是現時的街巷，衖通是今天的胡同；胡同與胡同之間便是四合院的所

在之地。明代的民居住宅繼續沿襲元代四合院式的設計，並沒有太大的轉變；而

滿清自入主中原後在多方面進行漢化，在民居建築方面也承襲了明代的建築風格。

若要比較明清北京四合院與元代四合院明顯的分別，就要數院落佈局的變化、工

字形平面的取消等。
11
元代時期，四合院的前院面積較大，到明清時後院(內宅)

的面積較前院(外宅)的大；明清時還進一步取消由前堂、穿廊、後寢組成的工字

形佈局，改由正房、廂房、抄手游廊組成的四合式格局，這些便是元代四合院與

明清時期的主要區別。 

   在上文曾提及，四合院的結構呈現出四周封閉和中軸對稱的格局；有學者指

出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秩序：封建宗教制度。
12
首先，四合院是一種封

閉式的建築，四周都是高聳的院牆；牆上絕少留窗，即使留窗，也只是小小的一

兩扇。而大門在絕大多數時間總是緊閉的，以上種種設計均與中國人內向、保守

的心態是脫不了關係。 

  其次是強調中軸線，採用對稱格局。四合院內的主要建築(如正房)都位於中

軸線上，使中軸線上的正房更具威嚴感，從而襯托出居住正房內的長輩的無上權

威，這正好有效維護封建制度
13
；同時也體現中國家庭的倫理道德。

14
《禮記》中

便有「居處有禮」、「居處不莊非孝也」等要求，加上中國傳統家庭大多三代、四

代同堂，幾十口同住在一個地方，因此對於劃分住處有嚴謹的要求：正房坐北朝

南、四季朝陽、冬暖夏涼，多由家中長輩居住；成家的長子或長孫多住在次一等

的西廂房；而終年不進陽光的南房多作貯藏室或傭人的居所。這種尊卑有別、嚴

謹有序的佈局，可說是對封建宗法制度的維護。
15
 

 

 

                                                       
8  翁立：〈北京四合院與胡同的形成〉，《北京的四合院與胡同》，頁 21 
9  馬炳堅：〈北京四合院的歷史變革〉，《北京四合院建築》，頁 4 
10  王彬：〈井田制與北京的道路〉，《北京微觀地理筆記》，頁 65 
11  馬炳堅：〈北京四合院的歷史變革〉，《北京四合院建築》，頁 4 
12  姜波：〈影響深遠的民居－四合院〉，《四合院》，頁 16 
13  馬炳堅：〈北京四合院的空間關係〉，《北京四合院建築》，頁 47 
14  姜波：〈影響深遠的民居－四合院〉，《四合院》，頁 17 
15  吳汾、匡峰：〈我住過的三個四合院〉，《四合院時光》，(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頁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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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相關史料說明 

  雖然四合式的建築分佈在中國不同的地區，但南北四合院仍存有一定的差異；

儘管形式同樣採用四合式的，但南北四合院會根據地理環境和風俗文化而作出相

關的調整，從而配合當地人民的生活所需。若要了解兩者的差異，必先認識中國

四合式建築的「兩大部類、三大體系」。
16
 

  所謂兩大部類是指以中國北方為主的房房相離式四合式建築和以中國南方

為主的房房相連式四合式建築；三大體制的劃分，則是在房房相連式四合式建築

中，以中國西南地區為代表的一顆印式和以中國東南地區為代表的天井式建築；

這兩種有較大差異的建築再加上房房相離式住宅便是中國四合式居住的三大體

系。
17
 

 

四 . 延伸研究用途 

  上文已介紹中國四合式居住的兩大部類、三大體系。以下將會比較南北兩地

四合院的主要差異。 

  首先在佈局上，北方四合院的基本特徵是房房相離式：意指東西廂房和南北

房呈分離狀，相對地院落會較為寬敞
18
；牆身及屋頂也相對的厚。因北方的緯度

較高，氣候也十分極端；這種房房相離的佈局，優點在於抗震、納陽、防風、避

沙，同時能冬季保溫、夏季通風。這樣的民房設計讓北方人民即使在漫長而寒冷

的冬天也能得到充足的陽光。
19
為配合農耕生產的需要，一個廣闊的院落也是十

分重要：可以用來放置大車、堆柴禾、養豬和雞，甚至開菜圃。 

  南方四合院主要分佈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一帶。
20
其建築採用天井式

的設計：特徵是由數目不等的小天井所組成的住宅，俗稱「四水歸堂」：「四水」

指四面屋頂的排水，「歸堂」是排水的方向是朝向天井
21
；典型住宅以天井作為中

心，東西廂房與南北房連成一片，房屋多為兩層，院落面積較小。南方屬於低緯

度地帶，天井式的四合院有防止夏季陽光直接照射、具有良好通風效果的優點。
22
 

  除了建築體系上的差異，在結構上南北四合院也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體系。北

方四合院在結構上是「抬樑式」；意指「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樑，樑的兩端承檩」。

如一間房子共有四根柱子、兩架樑，如果需要建造三開間的房屋，便在其中一間

的左右再各豎兩根柱，支上兩架樑，這樣便是三開間的屋架，俗稱「四樑八柱」。

                                                       
16  陸翔、王其明：〈中國四合式居住的體系劃分〉，《北京四合院》，(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0)，頁 26 

 
17  陸翔、王其明：〈中國四合式居住的體系劃分〉，《北京四合院》，(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0)，頁 26 
18  姜波：〈四合院的差異與代表－─南北四合院的差異〉，《四合院》，頁 40‐41 
19  陸翔、王其明：〈中國四合式居住框架的建立及北京四合院所處地位〉，《北京四合院》，頁 27 
20  樓慶西：〈南方天井院〉，《中國建築》，頁 139 
21  陸翔、王其明：〈中國四合式居住的體系劃分〉，《北京四合院》頁 28 
22  陸翔、王其明：〈中國四合式居住的體系劃分〉，《北京四合院》頁 28 

23
 

  南方四合院則採用穿斗式結構，其特點是由多根柱子直接承托檩條，柱間不

放樑而是以穿枋(橫木)聯繫；柱與穿枋連成網狀的一個整體。這樣便可以隨著縱

向柱子的增多以增加房間的深度，從而不受木材大小的限制，因此我們可以在南

方看見多個開闊深遠的廳堂。
24
 

  總括以上，為適應不同的氣候條件，南北四合院均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北

方的牆及屋頂較厚，院落寬敞而室內空間狹小，以爭取較多的日照；南方的屋檐

深挑，天井狹小，室內空間寬敞，門窗高大，有利通風及遮蔽日照。這均說明南

北四合院需同樣採取四合式的形式，但在體系、佈局、結構等方面仍存有一定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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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立：《北京的四合院與胡同》(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3) 

 

吳汾、匡峰：《四合院時光》(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王彬：《北京微觀地理筆記》(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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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姜波：〈四合院的差異與代表－─南北四合院的差異〉，《四合院》，頁 46 
24  姜波：〈四合院的差異與代表－─南北四合院的差異〉，《四合院》，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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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 : 四庫全書 

創造時間 : 清代乾隆（1735－1795 年）年間 

 
圖片來源:维基百科

 

一、基本說明 

        《四庫全書》共收錄了清乾隆以前的1重要典籍三千四百多種，分裝成三萬六千餘

冊。它的名稱源自於唐代，將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故有「四庫」之名，加

上基本收錄了所有清以前的重要典籍，故名為「全書」。《四庫全書》乃乾隆三十七年下

令編纂的，
2
編纂工作由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館臣包括了紀曉嵐、于敏中、陸錫熊等三

百六十多名大臣，並由乾隆第六子永瑢統領，規模龐大。至乾隆五十二年，十五年間鈔成

七部，
3
分別收藏成於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源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然

而，多份抄本於戰火中被毁，時至今日，完整的抄本只有三本。 

                                                       
1 國立故宮博物館。整理。2012 年。清 四庫全書。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1076 

(上網日期﹕2013 年 04 月 17 日) 。 
2 中文大學。整理。2013 年。《四庫全書》簡介。http://www.lib.cuhk.edu.hk/collections/sikuquanshu.html(上
網日期﹕2013 年 04 月 17 日) 。 
3 國立清華大學圖書館。整理。2013 年。四庫全書概述及其利用。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sikuquanshu.htm#03 (上網日期﹕2013 年 04 月 17 日) 。 

二、歷史意義 

         乾隆在位期間文治武功盛極一時，文治方面最著名的無疑是《四庫全書》，而《四

庫全書》除了彰顯其功績、整理中國傳統古籍外，同時是乾隆進一步控制人民思想的手

段。 

       《四庫全書》反映了清乾隆時期國力繁盛的情況。編修工作歷時十年才完成，當時清

朝的穩固統治、穩定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正正為編纂工作提供了一個合適的平台，否則清朝

難以
4
動員三百六十多位官員從事編纂工作，四千五百餘人參與抄錄工作。自明成祖的

《永樂大典》、康熙的《康熙字典》後，《四庫全書》，一部花費大量人力物力、耗時甚

長的經典著作見證了乾隆的成就及清朝盛世。 

        雖然，乾隆下詔修書無可避免有炫耀其文化上功績的用意，但《四庫全書》的確對

中國文化傳承有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文明源遠流長，數千年來的文化積累，留下數量龐大

的文章著作，清政府在全國各地搜訪圖書，凡經史百家、文人專集均在採集之列，《四庫

全書》正是對歷代典籍加以整理、收錄，並進行編目，其範圉廣泛是目前最大規模的中國

文化集成，
5
中國的文、史、哲、理、工、醫，這些傳統學科皆囊括其中。被收錄的文獻

則能系統性的流傳下去，使有價值的著作避免在天災人禍下落得散佚的結果，可見，《四

庫全書》集各類古書，對於保存古代文獻有著偉大的貢獻。 

        同時，《四庫全書》的開展促進了清代考據學的發展。由皇帝下詔徵書、修書，更

設四庫全書館專責編纂工作，乾隆亦會親自審閱其成果，可見此項工作的重要程度；又因

此項工作牽涉大人力，故此《四庫全書》對當時文人有著很大程度上的影響，推動了清代

對中國傳統學術作整理和總結學術風氣。 

       可是，《四庫全書》修訂卻有著不足之處。《四庫全書》著重經史、倫理、政治，而

忽略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商業、民間文藝等；對於西方科技學說更視之為異端，抱鄙棄

態度，自是不會將西洋學說收錄其中；對農業、醫學、天文算法的書籍雖有收錄，但遺漏

甚多；戲劇著作和章回小說亦不在徵集之列。所收錄的書香會根據正統儒家標準進行修

補，
6
「以孔子是非為是非」，未能涵蓋通俗文學及民間一些書籍，造成《四庫全書》不

夠全面的遺漏，更重要的是所收錄的書籍與原著有所出入，後人對有關文獻的研究可能因

此出現謬誤。 

         再者，乾隆下令編纂《四庫全書》絕不是單純總匯傳統著作的巨大工程，亦是乾隆

作為外族統治漢人的政治手段。康熙、雍正為統治漢人，取得士人的支持，先以科舉取

                                                       
4 中國網。整理及筆錄。2006 年。編纂與流傳 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前言。

http://big5.china.com.cn/book/txt/2006‐04/27/content_6195253.htm (上網日期：2013 年 4 月 23 日) 。 
5 張研、牛貫杰：《清研十五講》(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6張研、牛貫杰：《清研十五講》(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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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同時設立博學鴻詞科等科目吸引漢人，同時表現其對儒家學說的推崇，攏絡人心，以

確保清廷統治的穩定，乾隆編纂《四庫全書》有著同樣的成效，以懷柔的手段統治漢人。 

         另一方面，乾隆借編纂《四庫全書》的機會對全國所有書籍進行一次大檢查，銷毀

對清統治不利的內容。清作為外族統治漢人，對漢人的民族意識極為敏感，因此編輯《四

庫全書》的過程中對有關於夷夏之防或對滿、蒙有貶損的文字均加以銷毀或改寫，
7
當時

全毀的書目多達二千四百多種，相反，有關明朝失德的文字則要公告天下。編纂《四庫全

書》的期間，乾隆與先皇同樣大興文字獄，以高壓手段避免反清思想出現。 

三、相關史料說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料範圍廣泛，這些史料主要來自中國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

是有關乾隆的記載，乾隆對《四庫全書》頗為重視，從乾隆下達的詔令則能了解其編修

《四庫全書》的用意，以及有關《四庫全書》進行的章程。而另一方面，當時成立四庫全

書館，所牽涉的大臣、文人不在少數，他們會記述了有關編修工作的見聞，可舉的例子則

有紀昀，此人作為《四庫全書》的總纂，與《四庫全書》有莫大的關連；其他學者亦能就

這些記載進行對人物或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 

        當然，不得不提的是《四庫全書》的抄本，目前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正藏書於故宮博物

院，不少的研究所會根據原本進行考據及研究，當中所囊括的古代文獻典籍，對中國文化

傳承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四庫全書》的目錄亦是重要的史料，《四庫全書

總目》及《四庫全書簡明目錄》，有助查閱《四庫全書》，同時《四庫全書》所收錄文章

的作者生平佚事有所記錄，方便後人研究和閱讀。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來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就著《四庫全書總目》或《四庫全書簡明目錄》所應

用的目錄學加以研究，畢竟查閱《四庫全書》少不免了解其書籍分類的依據，《四庫全

書》的目錄及乃是伴隨《四庫全書》而生的產物，並具有其研究價值。同時，有關《四庫

全書》所收書籍的標準，決定按原本抄錄或只將書本存目，當中的根據值的學術界深入考

據。 

       再者，《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繁複，有資料顯示《四庫全書》動用了龐大人力物

力，亦可以了解當中詳細的分工，例如考核取捨、抄錄、校訂的工作如何開展，交由誰人

負責。這些資料對於《四庫全書》來說都是重要的一環，《四庫全書》乃一項巨大的文化

工程，當中的遺漏錯失可能影響甚遠，日後可以透過這些研究作為評論《四庫全書》功過

得失的依據。 

                                                       
7 趙伯陶。《冷月清風 清代卷》(香港﹕中華書局，19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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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網。整理及筆錄。2006 年。編纂與流傳 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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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打小人儀式 
 

 
 
圖片來源：雅虎圖片 

 
一）基本說明 

 
  打小人這項習俗源於中國古時的農業社會，後來以廣東一帶（例如東莞、增

城）的發展及流傳較為活躍。不同的地方對打小人儀式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根

據廣東一帶流傳的說法指打小人儀式是源於中國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1。中

國務農社會相傳，驚蟄期間（按中國的曆法計算，驚蟄代表春天的來臨）響起的

春雷」會驚醒蟄伏於地下冬眠的蛇蟲鼠蟻，然後牠們便會四出破壞並且影響農民

的耕種2，而只要在驚蟄當天拜祭百獸之首白虎就能鎮壓該些害蟲，而且驅除百邪

千害。打小人的儀式主要有祈求平安、解災解難及趕走小人的作用，是祈福一種
3。後來，打小人儀式漸漸由廣東一帶流傳到香港4，而儀式多年來於香港的發展

間呈現了許多不同方面轉變，包括步驟、儀式內容、形式等。 
 
二）歷史意義 
 
  雖然在傳統的打小人儀式中不論其起源、進行過程及實際作用均全無科學

根據，但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項儀式仍被以不同的形式流傳著，可見其

                                                            
1 梁燕凌、辛永明、吳惠源:〈香港「打小人」儀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承傳〉,頁 3。 

2  〈驚蟄〉,《現代養生》第 3 期, 頁 1。 

3  http://www.fushantang.com/1003/c1015.html. 

4 喬健、梁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 頁 115。 

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和深層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打小人儀式的內容和流傳方式

都可反映出古今的人類對這項傳統習俗有著一定程度上的需要──心理上的滿

足及調劑。 
  就打小人儀式的源起與驚蟄之關係而言，蟄伏於地底的昆蟲是聽不到「春

雷」的，更莫說會被驚蟄期間的雷聲轟醒，昆蟲之所以於驚蟄期間不斷「出現」

是由於大部份地區都逐漸進入春耕狀態，蟲卵亦開始孵化5。因此，進行打小人

儀式不代表能夠鎮壓大地的害蟲和「小人」，亦不能使他們得到保佑。然而，

古時中國的人類卻將自然現象跟他們的傳統觀念涵接在一起，便衍生出打小人

儀式。人們於每年驚蟄進行此儀式，祈求冬去春來的一年能風調雨順，農耕豐

收，遠離小人並希望有貴人相扶。而這種求心安理得及平安的心態和表現，也

就是打小人儀式出現的最根本意義。 
  表面看來，古時候人類於驚蟄進行祭白虎及打小人儀式是基於一個「拜神」

的迷信心態6，但深入來看，農民們希望農耕豐收、生活平安等都是非常合理

的需求，而他們選擇將此需求訴諸於一個儀式上，亦相信其成效。由此可見，

傳統的打小人儀式並不是膚淺地反映出傳統中國人迷信的特點，而是有助後人

理解古時人們一些心理上的需要例如自身平安，也證明到此儀式於古時的實際

功能其實就是提供一個予農民們表達心理訴求的途徑。 
  隨著時代的發展及轉變，打小人儀式都起了不少的變化，例如儀式的步驟
被省略、打小人時唸的口訣內容亦「日新月異」。這代表著打小人儀式背後主
要為了祈福、求平安的觀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然而，此等改變除了因為
時代的發展外，跟人們不同的心理需要也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7。 
  以流傳到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為例，其於現代社會中具有減壓和平衡心
理的功能。這可由時下打小人的口訣內容及進行的形式反映出。在口訣方面，
內容由傳統主要與神佛及祝福語有關字句被改成怨毒的罵句，如「你個小人頭，
等你有氣冇訂透，日日去撼頭，打你個小人面，等你全家中非典，成世都犯賤」
8，內容甚至可以針對「仇家」、目的而自創。至於進行形式方面則變得非常多
元化，例如網上的打小人遊戲9。 
  事實上，人們在打小人時拍打和咒罵紙人可以宣洩出心中的不滿，讓人暫緩

心中的鬱結、抒情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有助平衡心理。也由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不能對「小人」發洩不滿，針對性地進行打小人可以讓他們有例如有不少婦人會

以丈夫的情婦為打小人的對象（有人甚至會攜同情婦的照片），希望把她「打走」
10。雖然儀式中稟神及祈福等傳統觀念被淡化，但儀式中的心理功能（發洩不滿)
                                                            
5  〈驚蟄〉,《現代養生》第 3 期, 頁 1。 

6 謝嘉莉, <解構 打小人> , 載《大學線月刊第 69 期》。 

7 美國時代雜誌《TIMES》指出打小人是另類的心理治療，有助舒緩壓力。 

8 摘錄自'' http://www.fightclub.com.pk/text/t-41749-p-1.html ''. 

9  http://www.t45ol.com/play/755/littleman-revenge.html. 

10特輯《香港特家》中，職業打手梁婆婆指出了她部份顧客打小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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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減退，能夠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宣洩和訴求意願的渠道。 
  簡而言之，不論古今人們打小人的原因和形式，都能反映出此文物的心理功

能是令其一直被傳承至今的原因之一，於歷史上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三）史料說明 
 
  研究文物的心理調劑功能在歷史上的價值及意義時需參考的資料範圍較為

廣泛，因為有關文物本身所牽涉的相關內容及背後觀念有很多，例如中國傳統宗

教、思想、社交各方面等。由於完全集中探討及解構打小人傳統儀式的書藉非常

少，因此相關的資料需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蒐集，例如與中國二十四曆法有關的書

籍、與文物相關的影片、圖片及文章，均有助理解文物的背景、作用和反映的觀

念等。 
  上文提到打小人儀式在傳統中國來說的作用主要是為了解災解難和迎接貴

人，而儀式中的口訣內容不但是很好的證據，也可直接地加深後人對文物的認識。

史料可在與打小人儀式相關的特輯11中找到。從口訣「順順利利 大吉大利 小人

離開去 貴人守護來 抓走所有小人五鬼 …12」中可見，古時人們打小人是本著

祈求平安順利，遠離小人的心態。雖然口訣都並無科學根據，但由於口訣內容能

夠表達出事主們的訴求，所以成為儀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也反映出儀式中的

口訣在滿足事主們的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外，在打小人儀式的過程中都可反映出傳統的祈福觀念。例如步驟之一的

「接貴人」，拿起貴人紙在空中舞動或在事主身上揮來揮去，象徵為事主迎接貴

人，同時會唸出「打完小人接貴人 貴人扶持 得心應手 橫財就手 想什麼得什麼」

的祝福語句，祈求貴人給事主帶來好運、財富等。 
 
四）延伸說明 
 
  打小人儀式表面上似是一項迷信而且無實際作用的傳統活動，然而，此
儀式除了可從其心理上的功能和作用反映出古今兩個時代的人的生活模式和
心理需要外，還包含了很多不方面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例如宗教觀念。傳統中
國社會主要信奉道教和佛教，但他們基本上都存在「多神觀念」，只要他們
覺得可以拜的都會拜，因為他們深信「拜得神多自有神庇祐」，例如他們會
同時拜祭太上老君和佛祖。這觀念都在打小人儀式中都可被清晰地反映出。
傳統上，人們在儀式中會祭祀白虎，祈求牠鎮壓害蟲並制服小人13。可見，傳
統中國社會裡的宗教觀念並不是一神」觀念。 
 
  
                                                            
11 特輯《香港特家》（香港：TVB, 2009）。 

12 特輯《香港特家》中，職業打手梁婆婆親先示範打小人的步驟及唸出口訣。 

13 梁燕凌、辛永明、吳惠源:〈香港「打小人」儀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承傳〉。 

五）參考資料 
 
文章： 
1. 喬健、梁礎安,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 年。 
2. 謝嘉莉, <解構 打小人> , 載《大學線月刊第 69 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 2005 年 
3. Sally Wu,〈Beating a 'Petty Person' under Goose Neck Bridge〉, 《Visit Hong Kong 
Volume 3》 
 
論文： 
梁燕凌、辛永明、吳惠源:〈香港「打小人」儀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承傳〉,(香
港中文大學歷史系、2007 年),頁 3－13。 
 
期刊： 
〈驚蟄〉,《現代養生》第 3 期（2011 年 3 月）,頁 1。 
 
報章： 
于晶波,〈香港“ 打小人” 被視為 亞洲安慰心靈最佳物之一〉,《廣州日報大洋

報》,2010 年 3 月 6 日。 

紀曉華,〈漫遊灣仔 打小人〉,《蘋果日報》(副刊) ,2008 年 5 月 21 日 

 

特輯： 

《香港獨家》，演出:梁榮忠，(香港 : TVB,2009)。 

〝 http://video.online.hk/watch/16287 〞 

 

網站： 

驚蟄與打小人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living_life/insectswaken/ 〞 
 
東南亞華人驚蜇打小人──另有一套 
 
〝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 
cat=34&loc=zh&id=1698〞 

http://www.fushantang.com/1003/c1015.html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6080500419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80516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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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永樂大鐘                       

創造時間：明朝永樂年間 

 
大紀元時報資料圖片。2010 年。http://hk.epochtimes.com/10/5/3/117351.htm  

 

一、基本說明  
        這件大鐘，原名華嚴鐘，1因於 1420 年至 1424 年(永樂

年間)鑄製，所以又名「永樂大鐘」。2鐘面的內外，合共刻

有近 23 萬字，是中國現有最大型的青銅鐘，亦為世界上鑄

有最多文字的大鐘及世界最大的佛鐘 。
3
大鐘原在北京德勝

門鑄鐘廠鑄造，後被移至城內漢經廠，於明萬曆年間

	  	  	  	  	  	  	  	  	  	  	  	  	  	  	  	  	  	  	  	  	  	  	  	  	  	  	  	  	  	  	  	  	  	  	  	  	  	  	  	  	  	  	  	  	  	  	  	  	  	  	  	  	  	  	  	  
1	  張愛平。國寶檔案：永樂大鐘。2005年。	  
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5-‐05/31/content_3024787.htm。	  
(上網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2	  同上。	  
3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2006年。中國百科。	  
http://gb.cri.cn/chinaabc/chapter14/chapter140508.htm	  
(上網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1573 年－1620 年）改放於西郊的萬壽寺， 於清朝乾隆年

間(1751 年)遷入大鐘寺(原名覺生寺)並被擺放至今。
4
大鐘上

所鑄的經文以證實是以明成祖(明永樂帝)撰寫的《諸佛世尊

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和《法華經》等為主的八種經。	  
 
二、歷史意義  
        在中國歷史上，古鐘擁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和作用。5遠

在原始社會末期，中國城裡已有鐘的發現，慢慢地鐘成為

了帝王、貴族權勢地位的身份象徵，也於人們心中有著崇

高的地位。由於中國是鐘的故鄉，隨著印度佛教漸漸傳入

中國，中國區內佛教僧人又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器，

即佛鐘。永樂大鐘體內外佈滿漢、梵字經文，中印合壁；

承載著中印友邦的友好文情，象徵著中印共創的文明。 
	  
        除此之外，由於佛教早已於兩漢之間傳入中國，到了

元末明初，由於元朝帝王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大力推

廣佛教，令佛教當時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佛教便成了

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而當時佛教更贏得了廣泛

信徒群的擁戴。6而朱元璋和朱棣(明成祖)父子倆亦很清楚

這個道理，他們明白到只要弄好佛教文化便可以得到宗教

群體的信心和支持，弄不好便會阻礙當時王朝的發展和危

及其穩定性。而明成祖為了維護政權，在位時對佛教都抱

著推崇和擁護的態度。永樂大鐘雖然是形式上是鑄滿佛教

經咒的大鐘，但它卻不是單純為推廣佛法，而是明成祖為

了實踐其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而鑄造的。 

	  	  	  	  	  	  	  	  	  	  	  	  	  	  	  	  	  	  	  	  	  	  	  	  	  	  	  	  	  	  	  	  	  	  	  	  	  	  	  	  	  	  	  	  	  	  	  	  	  	  	  	  	  	  	  	  
4	  永樂大鐘。百度百科。2006年開始編寫。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425.htm	  (上網日期:	  2013年 4月 20日)	  
5	  張保勝：〈永樂大鐘梵字銘文考〉，2006第一版，頁 4。	  
6	  高凱軍、夏明明：〈永樂大鐘發現〉，2006年第一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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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大鐘多次的遷移亦說明明清各個皇帝，特別是
7

明熹宗的迷信行為。於明天啟年間，北京城裡卻出現了這

樣一種傳言，說城西有鐘聲會帶來災難。明熹宗因害怕災

難臨頭，就命人把大鐘卸下來。另外， 
8
於雍正十一年，一

名大臣向雍正王提出覺生寺這個地方屬金，適合懸挂大鐘；

而原來擺放永樂大鐘的地方並不吉利，影響國家風水，於

是王便立刻將大鐘移至覺生寺。故此，這件大鐘不單是反

映當時佛教的重要性和明成祖的政治觀念，還有皇帝的行

為。 
 
三、相關史料說明  
        明朝僧錄司左善世姚廣孝是永樂帝的謀士，一直積極

協助永樂帝處理國內佛教事務，當中包括監製永樂大鐘。

因此他與永樂帝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永樂年間姚與王之間

的事蹟亦值得後人參考。而9《明史 ·姚廣孝傳》中便有記

錄姚廣孝對佛道的看法，從而了解到姚廣孝幫助永樂帝鑄

鐘的過程和目的 。 
 
        永樂大鐘是當時鑄鐘技術上的一個壯舉，也是件佛教

藝術品；而大鐘上亦刻有許多梵文，因些當時與中國友好

的印度必定派了不少僧侶前來中國幫助編寫經文及負責梵

文翻譯的工作。相信事後，印度亦有派僧侶前來中國欣賞

大鐘及其文化。而這些印度僧侶在訪中期間都會寫下一些

	  	  	  	  	  	  	  	  	  	  	  	  	  	  	  	  	  	  	  	  	  	  	  	  	  	  	  	  	  	  	  	  	  	  	  	  	  	  	  	  	  	  	  	  	  	  	  	  	  	  	  	  	  	  	  	  
7
 閆秀勇：〈覺生寺為何俗稱大鐘寺 永樂大鐘搬家〉，《北京晚報》，2012 年 3 月

26 日 
8	  同上。	  
9
 林子雲。出家也是政治——讀《明史·姚廣孝傳》。2011 年。 

http://linziyun.blog.hexun.com.tw/60591206_d.html (上網日期:	  2013年 4月 16日) 
	  

紀錄，很自然地，他們的紀錄便能提供許多有關永樂大鐘

的重要訊息。 
 
四、延伸研究用途 

        關於大鐘的歷史成因和意義，清代以來就有不同的說

法。總括來說，這些觀點都是側重後人主觀地從明成祖鑄

造大鐘角度來進行討論的，而對大鐘形成和真正意圖的客

觀條件缺乏透徹分析。弄清這一個問題，對正確認識永樂

大鐘這一歷史文化遺產的內涵必定有所幫助，從而可發揮

大鐘應有的文物價值及教育社會，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永樂大鐘，它的鑄造與明成祖密切相關，對它的解釋

和理解有利於明廷宗教政策研究，從而為我們今天宗教發

展的完善提供借鑒。 

 

五、參考資料 
- 張保勝：〈永樂大鐘梵字銘文考〉，2006 第一版，頁 4。 

- 高凱軍、夏明明：〈永樂大鐘發現〉，2006 年第一期，頁 22。 

- 閆秀勇：〈鐘聲警萬里 鼓聲惠十方鐘的啟示〉，《大紀元時報》，2010 年 5

月 3 日 

- 智真：〈覺生寺為何俗稱大鐘寺 永樂大鐘搬家〉，《北京晚報》，2012 年 3

月 26 日 

- 張愛平。國寶檔案：永樂大鐘。2005 年。 

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5-05/31/content_3024787.htm  

(上網日期: 2013 年 4 月 16 日) 

-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2006 年。中國百科。

http://gb.cri.cn/chinaabc/chapter14/chapter140508.htm (上網日期: 2013 年 4 月 16

日) 

- 永樂大鐘。百度百科。2006 年開始編寫。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425.htm  (上網日期: 2013 年 4 月 20 日) 

- 林子雲。出家也是政治——讀《明史·姚廣孝傳》。2011 年。 

http://linziyun.blog.hexun.com.tw/60591206_d.html  (上網日期:	  2013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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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田義墓 

 

創造時間:  明朝萬曆 33 年(1605 年) 

 

 

 

拮圖至 17u.com(尖兵攝影) 

 

一、基本說明 

田義墓，是明朝萬曆皇帝的寵信太監田義與十多位明清太監的墓群，建於明

萬曆 33 年(1605 年)，是中國現時保存最完整，最有規模的太監墓。到清代

有一僧人在墓園旁建庵以及庵前有一個巨石香爐，所以田義墓又稱慈祥庵和

石香爐庵。現在，墓園旁更有一個「北京宦官文化陳列館」對外開放參觀。 

 

墓園建築有神道門、華表、文武官石像生等，儘管歷經 400 年，墓園仍保留

原有建築風格。墓園另一特點為石刻，石刻又包括八仙、八寶、吉祥花卉等，

精巧細緻，代表不同的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1 

 

 

 

                                                       
1  杜飛豹:〈京西有座田義墓〉《時尚旅遊》，1999 年第 04 期 

二、歷史意義 

以田義墓作為文物題材是因為它使人有以下三個思考方向和歷史意義。 

 

第一，反映明朝宦官專制的政治現實。田義墓的碑文述說了田義生前是明嘉

靖、隆慶、萬曆三朝元老，萬曆年更掌司禮監大印，授蟒袍玉帶等特有待遇，

死後萬曆帝更為他封城，賜葬，建墓，享有太監中最高規格的待遇。墓中神

道兩旁有文臣、武官的石人像，田義為四品官，理應只有一、二品官員的墓

前才能建石人，所以田義墓的禮制明顯是越軌的。另外，墓前也有大量龍的

圖騰，龍是皇帝的象徵，宦官這卑微的階級是不應挪用的。這可以說是反映

了出明朝宦官的顯貴，也反映出皇帝對其的恩寵和寬待，更甚便是反映明朝

宦官專制跋扈的政治特點。 

 

第二，反映當時社會有濃厚的宗教意味。田義墓內有不少豐富色彩，具藝術

價值的圖騰石柱等，比如墓西的一個陪葬墓雕有具道教意味的寶珠、畫、珊

瑚、方勝、祥雲、三環套、犀角「七珍」圖案以及具佛教意味的法螺、法輪、

蓮花、寶瓶、盤腸、白蓋、金魚、寶傘「八寶」圖案。2由此可見，明朝重

道敬佛的思想相當根深蒂固。除此之外，更有一些石刻藝術如何仙姑、曹國

舅、呂洞賓等「暗八仙」的畫像，反映神仙傳說也是深入民間。                                                 

 

第三，帶出歷史典故和哲理教示。在太監墓內，有不少精緻石刻，而很多石

刻背後都有一些歷史故事和寓言。驟眼看似意義不大，但墓園內每一個石刻

卻具有深厚的人生哲理和典故。比如說，慈有方墓東邊有一石雕，刻著兩個

人，左面那個拱手而立，右面的官員用手指著一棵掛著魚的梧桐樹，這意味

著成語羊續懸魚的典故。3這教示人們應該要學羊續廉潔清白，以身作則，

便會讓其他人都在朝野中達到廉政效果。 

 

三、相關史料說明 

在研究田義墓的過程中，因為田義墓作為博物館形式對外開放，所以涉及的

資料是頗多的。不過，蒐集田義墓的正史仍相對少，這是由於田義在《明史》

中無傳，具代表性的就只有《田義墓碑》和《司禮監太監田公墓誌銘》，而

且在民國期間，一些軍閥為籌資金，竟盜竊了不少墓葬品，使一些文物史料

流失。 

 

    田義墓雖然很少在正史中記載，但通過當時的一些人的描述不難發現田義墓 

的建造和保留原因。歷史上對於太監、宦官等人，一般人都感到咬牙切齒，

對這些「庵人」都感到憤恨，認為他們權傾朝野，禍國殃民。但事實是凡事

                                                       
2  舒乙、陳翰:〈民間文化的浪漫和智慧‐‐‐田義墓的石刻裝飾藝術〉，《紫禁城》，2007 年第 04 期 
3  舒乙:〈地宮變天堂‐‐‐田義墓的石刻裝飾藝術絕品〉，《北京觀察》，200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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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例外的，宦官田義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因為他辦事「周慎簡重，練達老

成」，對國家和民族有功，所以深受萬曆帝重信，死後更有一些宦官敬重他

人品和功德而隨葬於田義墓群，即使改朝換代，墓園仍未受到拆卸，原因也

都是因為田義口碑不壞，明史都有正面記載，因此沒有受到如魏忠賢等宦官

被人死後刨坟挖骨的下場。4
這些資料都有助我們了解更多歷史的另一面，

宦官並不一定全是壞人，對於培養我們持平客觀的歷史態度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田義墓園有三個碑亭，中亭記錄田義鎮守南京的偉績，東西亭各

述田義的生平和功績，但田義墓的碑碣也暗示了明代太監史的縮影，如東西

亭的碑文記述了田義的生平和待遇。
5
太監在朝廷是個特別的存在，不論出

身或口碑都屬卑賤，但暗中卻是操控朝中政事的核心。雖然他們在宮中衣食

無憂，但伴君如伴虎，始終有得罪顯貴的危機，臨老又要為自己的後事作打

算，因為他們無後。由此可見，正因為自己無後沒有後顧之憂，所以大部份

宦官在歷史上都是掌軍政控制君、臣、民，玩弄朝野，無惡不作的心態也是

能理解的。另外有一個《皇恩准給》碑文記載慈有方向康熙提出護持田義墓

的事，證明田義墓的歷史意義和重要性也相當大。由此可見，田義墓是相當

值得保留的文物。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將來的學術研究上，田義墓可以和其他墓碑或皇陵作比較。因為大多關於

田義墓的研究只是剖析太監墓的價值和還原宦官生活史況，並沒有真正和其

他墓園作比較。比如，田義墓可以和明十三陵作比較，從而得知明朝宦官的

身份地位有否僭越皇權。又或者可以在石刻和建築上和皇帝陵墓作分析，觀

察皇帝陵園的建築風格和太監墓有何不同。 

 

除此之外，田義墓只是太監墓的其中一個代表，也可以研究其他朝代的太監

有否私下建墓，反映當時宗教風氣是否濃烈或是反映太監在當時的專橫和跋

扈。研究墓陵不單是研究價值和歷史意義，還可以在文化風俗和民間傳說的

角度上分析，了解平民大眾對禮教、生死、宗教上存在怎樣的想法。對於分

析文物的學術研究，考慮更多持分者意見會使我們審閱歷史更為客觀。 

 

 

 

 

                                                       
4  秋陽:〈善惡忠奸各有報‐‐‐謁北京田義墓〉，《貴陽文史》，2011 年第 02 期 
5  賀海:〈首座宦官文化陳列館‐‐‐田義墓〉，《紫禁城》200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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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白馬寺 

創造時間：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 68 年） 

 

1 

一一一一、、、、    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白馬寺位於河南洛陽城東，創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營建的第一

座寺院。相傳白馬寺的建立與東漢明帝劉莊夢見金神有關。2白馬寺被中國佛教界稱之

為「祖庭」和「釋源」；前者意為祖師之庭院，後者意為佛教之發源地，3可見它在中國

佛教特殊的地位。白馬寺在中國古代帝王的支持下得以建立，標志著印度佛教在中國的

弘揚和傳播得到了國家的承認和崇信，4也為日後佛教的傳播以及譯經事業奠下了基礎。

1961 年，國務院把白馬寺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 

 

二二二二、、、、    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佛教界相信佛教始於東漢明帝劉莊的「永平求法」。《理惑論》和《四十二章經》記

載漢明帝夜夢身披祥光的神人飛臨殿前，太史傅毅解說此神人與西方天竺的「佛」相似。

                                                        
1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白馬寺圖冊。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4032/5136027/2645328/d8f9d72a6059252dc4b069f2349b033b5ab5

b9a4.html#albumindex=0&picindex=20。（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2 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白馬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3 徐金星：《漢魏洛陽故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 
4 陳耀東：《佛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 年） 
5 《中國古代宗教建築》，監制：石重輝等（濟南：齊魯電子音像出版社，2005 年） 

於是漢明帝派人赴西域求佛法，得佛像及佛經，興建了白馬寺供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

僧居住，成為中國最早的佛寺。6 

白馬寺位於東漢首都洛陽，為政治中樞地區，曹魏、西晉、北魏都曾以洛陽為首都，

這為日後佛教的傳播提供有利的條件。東漢時期，大多佛經譯在洛陽，白馬寺則是重要

的譯經場地。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高僧在白馬寺共同編譯出最早的漢文佛經—《四十二

章經》，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7至東漢末年，共譯出佛經二百九十部、三百九

十五卷。8白馬寺的建立為佛教奠定了譯經事業，促使更多西域僧徒來華從事佛經翻譯

工作，如第一位東來譯經的大師安世高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

等。 

從白馬寺開始，我國僧院便泛稱為寺，白馬寺也因此被認為是我國佛教的發源地。

9它的創建標志著統治者接受外來宗教的傳入，而統治者和貴族階層的崇信直接影響佛

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地位。作為一個外來宗教，佛教徒為了吸引中國信眾，強調有方術之

能，以配合西漢以來統治階層崇尚的「五德終始」說。佛教在東漢初為漢朝貴族所信奉，

如漢明帝和他的弟弟楚王英皆信奉佛教，這鞏固了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使佛教能在統治

階層中傳播，有利於佛教在中國往後的發展。 

此外，自白馬寺創建以來，來華傳教的僧徒漸多，令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及認識佛教，

使其勢力逐漸擴大。在漢朝的二百多年間，佛教吸收了中國的文化特色，迎合漢朝的習

俗，建立自己的一套義理，由社會上層擴展到下層，為佛教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佛教在

東漢末年開始深入中國民間，教義中的「三世因果」、「報應輪迴」、「布施之說」已漸漸

成為民間的一種信仰。漢末時，佛教已廣佈江南一帶。 

 

三三三三、、、、    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白馬寺在中國創建，顯示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而其地位得到確立，這種文化思想不但

影響中國本土文化，還帶到其他鄰近國家。亞洲各國有很多寺院都把中國的寺院作為其

祖庭來朝拜，如日本黃檗宗的祖庭就在中國福建省福清懸的萬福寺，這反映了中國與日

本在佛教領域的文化交流。10 

白馬寺奠定了中國佛寺的雛形，成為日後建造中國寺廟的基準，而這具有中國特色

的宗教建築也隨著中外交流帶到外地。外國寺院大多都模仿中國古建築和佛教寺院的建

築式樣，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玻等地所建造的佛寺，均體現出中國古建築的

傳統風格。韓國、朝鮮和日本的一些寺院也保持了中國古代寺院的風格。11據日本一些

                                                        
6 陳耀東：《佛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 年） 
7 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白馬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8 徐金星：《漢魏洛陽故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 
9 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白馬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0 張馭寰：《中國佛教寺院建築講座》（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 
11 張馭寰：《中國佛教寺院建築講座》（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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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考證，日本的飛鳥寺和四天王寺是仿照我國白馬寺而建的。12 

自漢武帝通西域後，中外使節從西方帶來各種新事物，包括文化和藝術，佛教因此

也隨著東傳。現今不僅在亞洲地區能發現佛寺的足跡，甚或遠至美國也能見証中美佛教

的文化交流。在美國洛杉機的哈崗，建有一座西來寺，「西來」之意為佛法從西天傳來，

其整體佈局採用了我國古代佛寺佈局的式樣。13它的建成在全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外國人不用遠來中國也能體現中國的佛教文化。 

 

四四四四、、、、    延伸研究用延伸研究用延伸研究用延伸研究用途途途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者可利用白馬寺和相關的文物，對中國的佛教作進一步的研究。

佛教經歷幾千年朝代的更替，在現今中國仍活躍，可見佛教思想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文化

是根深蒂固的，要完全脫離佛教思想恐怕不可能。生活上有很多事物都與佛教有關，如

禮儀、道德價值、社會倫理、飲食、衣著等。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影響，中國人對西方思想漸漸持開放的態度。加上異教的傳入，

佛教在中國的地位會動搖還是歷經不衰，仍有待研究。現今年輕一輩愈來愈少人信奉佛

教，信徒也愈來愈少，佛教在往後的日子會被人重視還是忽略，這要看佛教徒日後在傳

播方面的策略。透過是次的文物研究，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佛教的重視，反思究竟是西

方思想的衝擊、科學的發展，還是文明的進步令佛教由建立到鼎盛至式微。 

很多中國歷史文物都能在佛教寺廟中找到，當中的珍貴文物也與佛教有關，例如詩

詞、建築等。白馬寺現存佛像百餘尊，其中大雄殿內的元代三世佛、十八羅漢和二天將

像，堪稱「鎮寺之寶」。它們都是使用夾紵乾漆工藝製作，這種工藝發源於戰國，到宋

代以後逐漸失傳，因此這些造像有著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白馬寺內目前有40餘塊碑

刻，包括《洛京白馬祖庭記》碑、《重修西京白馬寺記》碑；此外還有北宋《摩騰入漢

靈異記》、金代《釋源白馬寺舍利塔靈異記》、明代《重修古剎白馬禪寺記》、清代《白

馬寺六景》等碑刻。
14
白馬寺內包含了多個朝代的歷史文物，均能反映出佛教在各個朝

代的發展，這些文物都可以作為日後研究佛教的依據。 

五五五五、、、、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從白馬寺的建立到佛教其後的發展，當中經歷不少衝突與調和，使佛教最終能成功

紮根於中國。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自其傳入中國開始，便衝擊了原有的宗教觀念。

因此佛教為了爭取信眾以及在中國建立穩固的地位，需要融合儒學及道教思想，使一種

外來宗教變得中國化。 

                                                        
12 趙補初：《梵宮：中國佛教建築藝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 
13 張馭寰：《中國佛教寺院建築講座》（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 

14 維基百科編者，筆錄及整理。2013。白馬寺—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白马寺（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白馬寺的建立顯示出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由上層社會傳到民間的歷程，其借助君

主的政治權力滲入整個中國社會。15在中國，宗教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從來沒有真正脫離

過政治權力，無論是來自印度的佛教，還是土生土長的道教，只有獲得統治階層的崇信

才得以順利地傳播至各個階層，因為統治者往往想籍宗教來控制人民思想，維持國家穩

定。遍佈中國各地的寺廟，從其造型風格上都體現出中國政治權力的影響，反映出歷代

統治者對佛教的重視，也表現了濃厚的民族特色。 

佛教對中國影響深遠，無論在政治、經濟、文代方面，以至對人民的生活上。寺廟

除了被世人參拜外，憑其起源可以追溯背後的歷史意義。不單是從宗教層面，從考古角

度看，研究寺廟也能豐富中國歷史知識。一個外來宗教從被排斥到接受到融入生活，甚

至影響整個國家文化，過程需要很長時間。除了要融合當地文化外，寺院和佛經的重要

性也是不能忽略的。 

 

六六六六、、、、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白馬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徐金星：《漢魏洛陽故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 

 

陳耀東：《佛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 年） 

 

趙補初：《梵宮：中國佛教建築藝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 

 

張馭寰：《中國佛教寺院建築講座》（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 

 

傅謹、沈冬梅：《中國寺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中國古代宗教建築》，監制：石重輝等（濟南：齊魯電子音像出版社，2005 年） 

 

維基百科編者，筆錄及整理。2013。白馬寺—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白马寺（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15 傅謹、沈冬梅：《中國寺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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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安順地戲面具 

創造時間：約 1381 年 

1
 

2
 

                                                       
1圖片來自 Google Image  網址：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biw=1092&bih=498&tbm=isch&sa=1&q=%E5%AE%89%E9%A1%B
A%E5%9C%B0%E6%88%8F%E9%9D%A2%E5%85%B7&oq=%E5%AE%89%E9%A1%BA%E5%9C%B0%E6
%88%8F%E9%9D%A2%E5%85%B7&gs_l=img.12...113467.114604.0.118476.7.7.0.0.0.1.90.302.6.6.0...
0.0...1c.1j4.11.img.HyKr89DaBXs 
2同上。 

2 
 

一．基本說明 

安順地戲，俗稱「跳神」，屬於儺戲（上古先民創造的一種驅逐疫鬼的

原始宗教活動
3
）的一種。於明洪武十四年前後（約 1381 年）由朱元璋派駐

屯守黔中安順的南大軍及隨軍的移民帶入當地
4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

地戲是安順地區幾百年來農曆新年必有的傳統表演，內容為歷史故事，如《楊

家將》、《三國演義》等，人們對地戲有著莫名的崇敬感，因為地戲表演不僅

娛樂百姓更加娛樂神靈，並寄託了祈求風調雨順和祛災除難的心願。地戲面

具（俗稱「臉子」）可謂是地戲的靈魂，現時安順地區的地戲面具估計多達

萬數
5
，因安順地戲以武戲為主，故這當中絕大多數為武將的面具，這些表

情誇張、形態各異的木制面具的製作從選材到雕琢皆精緻細膩，十分考究工

匠的手藝，每次啟用和收放面具時更有所謂「開箱請神」和「封箱送神」的

說法，民間也流傳「戴上面具是神，脫下面具是人」這樣的俗諺
6
，可見地

戲面具對當地民眾而言具有一種無法詮釋的神性。 

 

二．歷史意義 

    為了鞏固西南邊陲的安定，大批駐軍及隨軍家眷於明朝初期進入貴州並

定居安順，這一群人的遷移同時也將他們的文化帶入當地，這種現象對我們

而言並不陌生，就像現代華人移民到外國也將中國的餐飲、服飾等文化帶到

當地一樣。然而，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地戲在安順的紮根並非單純因為紓解

一眾駐軍及其家眷的思鄉情懷，而是有另外更重要的目的。有資料
7
提到：「當

草萊開闢之後，人民習於安逸，積之既久，武事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

憂之，於是乃有跳神戲之舉。藉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於農之深

意。」可見，「跳神」這一有代表性的活動當中還摻雜著軍事因素，以免士

兵們在軍民共融、和諧相處的情況下逐漸喪失戰鬥力和警覺性，為國家帶來

隱憂。 

 

    地戲之所以長久以來一直深受百姓喜愛和崇敬，地戲面具可謂起到了舉

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地戲面具的製作及其形態特徵都具有不可言喻的神性，

當然，這與中國民眾傳統以來的迷信思想分不開。關於地戲面具的每一道工

序都很講究
8
：首先，選材方面，以被視為「神木」的「丁木」為首選，砍

伐前更要對即將被用作雕刻面具的大樹進行頂禮膜拜；其次，製作方面，要

                                                       
3康保成：《儺戲藝術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沈福馨，筆錄及整理。2011 年。沈福馨的博客。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bdc2ad0100pdtr.html  。（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5王秋桂、沈福馨：《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 （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4
年）。 
6吳萍萍、鄭瞳：《地戲面具的功能與審美變遷》，《文學界（理論版）》，2011 年第 6 期，頁 265‐267。 
7唐麗紅：《安順地戲：屯堡文化的載體》，《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 年第 230 期，頁缺。 
8王秋桂、沈福馨：《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 （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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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雕刻面具所用的工具盒木砧放在神寵前供放，並念祝詞。而面具雕刻完畢

要經過「開光」儀式（供奉在神寵前，點上公雞血，口念祝詞）才可以使用，

這一儀式是要將面具昇華為「神」；再者，存放方面，面具不能隨意擺放，

要講究「開箱請神」和「封箱送神」的儀式。由此種種傳統而講究的過程，

可見人們始終對地戲面具持著莊重認真的態度並懷著無比的崇敬，傳統對於

自然和鬼神的崇拜，令他們對戴上面具的地戲表演總有些渴望和寄託，或祈

求平安豐收，或求去災除難。長久以來，人們習慣了地戲表演，這也許已不

僅僅是一場表演，對於傳統而樸實的百姓而言，它更是一場莊重的儀式，是

一個與神靈接觸的機會。人與文化總是不可分割的，這或許就是安順地戲經

得起時間考驗，至今仍存在於安順一帶各個大小村寨和民眾心中的原因。 

 

 

 

三．相關史料說明 

    歷史上有一些關於安順地戲的資料記載，地戲在明朝時候傳入黔中安順，

且成為當地民眾喜愛的活動，地方誌上有關於這一專案的記錄
9
。筆者循著

地方誌的方向找到部分記載，但是當中直接提及地戲面具的則較少。明朝嘉

靖年間的《徽州府志》
10
提及『假面之戲』，「假面」相信指的正是安順地戲

表演中演員所佩戴的面具。康熙三十一年的《貴州通志》卷三附有《土人跳

鬼之圖》
11
，筆者於相關抄本

12
中可見當時居住於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手持面

具和武器在田野間表演的情景，圖畫旁的文字『扮儺擊鼓以唱神』，正與前

文提到的安順地戲的其中一個作用－娛樂神靈相呼應。 

    

    另外，地戲文化隨明朝屯軍進入安順，有關地戲面具雕刻製作的巧妙工

藝應該在傳統工匠的家譜中有所記載，這些資料將對學者們的研究帶來更直

接的幫助。然而，文革帶來的十年浩劫讓部分被視為崇尚封建迷信舊思想的 

地戲面具被銷毀，導致學者們很難找到明朝遺留下來的原始面具進行更深入

的研究。 

     

四. 延伸研究用途 

    基於筆者在是次探究中所找到的資料大多是關於地戲的歷史和特徵描

述，關於地戲面具在歷史洪流中的變遷，包括其經歷明、清兩代，以及在當

                                                       
9沈福馨指出清道光年間的《安平縣誌》有記載「地戲」這一表演。關於此，詳參王秋桂、沈福

馨：《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  （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4 年）。 
10何東序（進士）：《（嘉靖）徽州府志》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11沈福馨指出《土人跳鬼圖》中的畫面與現今安順的地戲表演場面類似。關於此，詳參  沈福馨：

《安順地戲面具》  （臺北：淑馨出版社，1994 年）。 
12楊庭碩、潘盛之：《百苗圖抄本（彙編）》（上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該抄本

源自乾隆時人陳浩所繪的《八十二苗圖並說》的一系列抄本，由楊庭碩組織的研究小組收集整理

而成。 
4 

 

代社會如何適應社會環境及如何繼續傳承等方面的討論都比較少。故在未來

有關中國民俗、戲劇文化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考慮以安順地戲面具為例，

探究更多中國歷史民俗文化中之重要元素從古到今的變遷。我們需要更多的

實地考察、口述歷史等去對地戲文化和地戲面具雕刻製造工藝有更深的認

識。 

 

    而且，相關研究的價值應彰顯在這一文化的實際保育和傳承上。雖然安

順地戲已於 2006 年 5 月被納入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然而，隨著

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教育及科學水準普遍提升，大量農村青壯

年外出打工及他們對地戲文化的興趣並不足夠高，而且，近年來農村的新春

慶祝活動多樣化，例如筆者去年回鄉過年時在村寨裡所見的歌唱表演及一班

老年人自編自導的扭秧歌等，地戲表演已不再是安順農村新春期間主要的娛

樂項目。作為一名安順人，眼看近年來家鄉的地戲表演逐漸減少，心中既感

可惜又感無奈。村民們對地戲表演的熱情減退，地戲表演頻率漸低，地戲面

具的被需要性自然大大降低。正如筆者在前文提到，地戲面具的技藝精湛考

究，倘若失傳將是我國乃至世界在非物質文化方面的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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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説明 
郎世寧的「百駿圖」於清朝雍正二年(1724)開始繪畫，於雍正六年(1728)完成。

畫家郎世寧是名來自意大利的傳教士，擅長畫畫馬，在清朝畫壇享負勝名。而「百

駿圖」更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百駿圖是一幅長卷畫，圖中包含了一百隻肥瘦不一，千姿百態的馬匹。這幅畫縱

長九十四厘米，橫長七百七十六厘米。現藏於台北故宮博物館。 
 
二.歷史意義 
郎世寧來自歐洲長靴意大利，是當時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也是中國的宮廷畫

家。他大平生都留在中國，歷經康熙，雍正，乾隆三朝，差不多有一整個甲子。

他年青時曾暫住葡萄牙，故此他 1715 年來到中國時，他曾先停留在澳門居住和

學習中文。當時傳教士來中國並非稀奇之事，但能夠像郎世寧官拜三品大員，歷

待三朝的外國傳教士可謂凰毛鱗角。 
 
郎世寧本來到達中國的責任是傳教，但他早早就被康熙帝策封為宮殿畫師，故此

他並非像一般傳教士，在民間落戶傳教。 
郎世寧剛到達中國時便對清代當時的畫壇風氣提出質疑，他認為中國畫中遠近配

合的觀念有錯誤，逐向康熙帝建議改用西方繪畫的技術，用幾何學的透視原理來

應用在畫學上。後來雖然被康熙帝拒絕，但他和清代學者年希堯作合著的《視

學》，對後來的中國畫壇起了相當重要的影響。 
 
郎世寧到達中國，被康熙召入宮中的時候是康熙耳順之年，幾年後康熙駕崩，雍

正帝登位時，將原本滿清推崇的禁止西方宗教，科技流入民間的政策強化。令當

時外藉傳教士在中國數量銳減，而郎世寧是屬於少數安然無礙的外國人。 
不少人提出質疑的是為什麼康雍乾幾位皇帝對西方學術都富有興趣，但對待西方

傳教士上卻態度嚴苛。 
對此，不少歷史學家提出了觀點，我認為，作為一國之君，’’不謀全局者，不足

以謀一城。’’由於前朝朱明對外藉傳教士禮賢相待，對西方宗教(天主教)不抗拒，

甚至許多朝中大臣，王親貴戚都先後受浸入教。加上當時西方傳教士不時向明朝

皇帝提出以西方練兵，抵抗邊疆女真族的入侵。所以，當滿人順利入關，改朝換

時，他們大部分人都認為外藉傳教士是與朱氏宗室站在同一陣線，普遍對洋人印

象頗差。所以，這也解釋了為什麼康雍乾三位皇帝雖然對西方知識有興趣，但對

待大部分西方學者的態度和明朝君主大有不同，恰似：人在江湖，身不由己。 
 
雍正帝在位期間，郎世寧得到更多的發展空間和機會，令他可以透過自已的作品

向雍正帝和其他宮廷畫家一展歐洲明暗畫法的獨特之處。 
他於 1728 年完成的百駿圖，採用歐洲油畫的風格和手法，雍正帝十分欣賞，逐

命令郎世寧傳授歐洲畫藝予當時的中國宮廷畫家。從此，當時的清朝宮廷裏開始

流行畫西洋油畫的風氣。再加上郎世寧和當時雍正帝幾位的兄弟關係密切，而且

還替親王們作畫，所以當時不僅是宮廷內，連滿州貴族圈子裏也產生了欣賞和收

藏歐洲藝術品的風氣。 
 
雍正帝在位 13 年後就由乾隆繼承大統，這時候的郎世寧歷經康雍兩代，已經成

為宮廷畫家中的佼佼者。其地位與當時的宮廷元老級畫家冷枚，唐岱等人相同。 
在乾隆期間，郎世寧得到前所未有的機會，他的作品和乾隆在位期間的大大小小

事蹟都有不可分割的關係。他除了作畫方面作出貢獻，朗世寧還參與了圖明園內

長春園的設計和施工，後來官拜正三品也是因為此原因。 
 
郎世寧一生作畫數量無數，清史稿內對他的評價是：「郎世寧，西洋人。康熙中

入值，高宗猶賞異。凡名馬，珍禽，異草。輒命圖之，無不栩栩如生。設色奇麗，

非秉貞等所及。」 
他由當初在環境惡劣的畫室完成百駿圖起，受皇帝賞識，繼而為清朝畫壇掀起新

一頁，通中的歷史意義除了在藝術層面上呈現，還在宗教和政治層面上表現出

來，他的出現，亦反映了清政府對西洋傳教士高壓懷柔政策的並存，以及反映了

皇帝的喜好。 
 
三. 相關史料說明 
郎世寧所畫的百駿圖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中西合壁的繪畫技術形容了別具

一格的風格特色。 由於郎世寧差不多大半生人都留在中國，連死後也葬於北京

市，所以他的作品只對於當時滿清宮廷，中國畫壇產生了相對較大的影響，除了

滿清宮廷外，直接提及此畫的人不多。 
因此我把討論重點稍作調整，集中討論此畫的作家郎世寧身上。 
 
郎世寧本身身份是傳教士，來自天主教耶穌會。耶穌會為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

一，成員:耶穌會的成員都是神父，非神父者不能成為成員。耶穌會的成員必須

發誓他們將生活貞潔，貧窮，對修會和教宗的命令絕對服從。 

 

基於郎世寧是耶穌會成員之一，所以他應該格守遵循教宗的命令，來到中國傳

教。可是，機緣巧合下郎世寧成為了宮廷畫家，結果令他違背了當初來到中國的

使命和責任。 
郎世寧出現前，耶穌會最著名的訪華傳教士是利馬竇，他以專業的天文和數字知

識，加上通曉中國傳統社會的經典故事，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建立了一個良好的

形象。後來順治，康熙入關後，都重用西方傳教。當時全國信徒人數達二十七萬

人。 
但雍正帝登位後，全國查禁天主教風氣盛行，郎世寧由於得康雍賞識，故獲幸免。 
從此可以看到，雖然郎世寧等少數洋人能夠在清廷內深得皇帝賞識，但也並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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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這會惠及至其他洋人，這就說明郎世寧能達至官拜三品項戴的成就純屬少數，

對於洋人的態度，清政府一直沒採取開放態度。 
 
四. �伸研究用途 
從清史的記載中可以知道，繼郎世寧以後，還有不少的洋人被清朝皇帝召入宮中

擔任宮廷畫家。 
可是後來的人始終不及郎世寧的成就以及影響力。郎世寧他在乾隆在主要貢獻在

於大膽探索西畫中用的新路，熔中西畫法為一爐，創造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畫

法、新格體，堪稱郎世甯新體畫。郎世甯來到中國研習了中國畫的繪畫技巧，他

畫的畫中西合璧，煥然一新。以其獨創的新畫體得到了皇帝的賞識和信任。從《百

駿圖》便可看到。 

 

五 
參考資料 
聶崇正：<郎世寧的百駿圖>天津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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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 :《西遊記》 

創造時間 : 16 世紀 

 

 

 

 

 

 

 

 

 

 

 

 

 

 

(一)  基本說明 

 

        《西遊記》是一本講述唐朝時玄奘、孫行者、豬八戒等人到西天，則天竺(印

度)考訂佛經的故事。這著作源流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1，後期經過與民間神

話融合，成為現今的《西遊記》。而《西遊記》的作者是誰，現今眾說紛紜。有

的說是吳承恩的作品2、有的說是元明時全真教教徒的作品3。但現今普遍都相信

是吳承恩的作品。也因為作者生於明朝，故其創作年份也被估計為明中葉。時至

今日，《西遊記》被列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曾被改編為戲曲、電影、電

視劇、漫畫、動畫等等。因此，《西遊記》便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 

 

(二)  歷史意義 

 

          在唐朝，不論是唐太宗時期還是唐玄宗在位初期，中國也被別國稱為「天

可汗」，更設有「參天可汗道」。中國地位之高顯而易見。雖然當時唐朝地位高，

但仍常與各國進行交流，令中國文化變得更為豐盛。如:邀請各國的士子來中國

學習交流，允許各國來華經商、遊歷。而《西遊記》便是其中一個中外文化思想

交流的例子了。在《西遊記》中的玄奘去西天取經，其中的「西天」便是今日的

                                                       
1 張錦池:〈第三章〉《西遊記考論》(哈爾濱 : 黑龍江敎育，1997) 
2 劉懷玉: 〈吳承恩作《西游記》二證〉，《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6月 
3胡義成: 〈《西遊記》首要作者是元明兩代全真教徒〉，《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2年4月第2期 

來源：中國寺廟網

http://www.simiao.net/xiyouji/2012/03/

24946.html 

印度。4而且，玄奘更在印度學習到很多不同的知識。5因此，《西遊記》確能反

映當時唐朝與印度交流的情況，也能顯示到早期的中印關係。 

 

另一方面，唐朝是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在唐太宗、武則天在位年間，佛寺的

數目多不勝數，令當權者多少也會受到佛教的思想所影響。到唐玄宗年間，更要

下令僧尼還俗來減少因僧尼過多對國家經濟帶來的影響。由此看來，佛教對唐室

而言是極具影響力。而《西遊記》中，玄奘千辛萬苦地往天竺取經，以及書中談

及到太宗對玄奘往天竺取經的重視，便能清楚地反映出當時中國受佛教影響的程

度有多深。 

 

最後，便牽涉到有關民間神話傳說的方面。中國是一個充滿著不同神話、傳說的

地方。但有趣的是，一些原以為是出自中國的神話，卻與印度的神話不謀而合。

而《西遊記》便是由歷史事實與民間神話集結而成的一套著作。6當中記載的神

話便顯示了中國神話與印度神話的相似之處。更甚者是如陳寅恪7等的學者，更

認為《西遊記》中的各個神話故事，其實是源自印度的神話，而《西遊記》只是

把印度神話集為一書。因此，我們不但能從《西遊記》中，瞭解到唐朝當時的外

交、宗教文化等情況，更能明白到中國神話與印度神話的關係等兩國民間交流的

情況。 

 

(三)  相關史料說明 

 

        在研究《西遊記》時，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史料。當中包括了中國方面的、

印度方面的以及不同學者對《西遊記》作出的分析。不過，直接談及有關中印兩

國在《西遊記》中的關係的史料卻是少之又少。故此，我們只能集各家之觀點，

以便作出更深入的討論。 

 

        其中，在中國史料方面，一些在唐朝時的史料，指出了當時中國與印度互相

交流的情況。如:《經行記》便指出了中亞地區各國家的地理位置、氣候8等等。

若我們把這一些史料與《西遊記》中所描述的中亞地區一加對比，便可初步地明

                                                       
4
 趙聰: 〈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西遊記〉，《西遊記的演化---上》(臺北 : 天一

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5
 趙聰: 〈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西遊記〉，《西遊記的演化-----上》(臺北 : 天一

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6
 趙聰: 〈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西遊記〉，《西遊記的演化-----上》(臺北 : 天一

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7
 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西遊記的演化

-----上》(臺北 : 天一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8
 江淳:《中阿關係史》(北京 : 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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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到當時中印兩國交流的情況。但在細看出自中國的史料時，若加上出自印度的

史料，如:《道程及郡國志》以及《故事的鏈子》(記錄了印度等國的人士在華經

商的經歷)  9，便能從不同的角度，更全面地瞭解唐朝時中印交流的情況。 

 

        另外，一些有關唐朝佛教的史料也是十分重要的，如:唐代士人與佛教的關

係。10若我們把這史料與《西遊記》中一些佛教的觀點加以對比，便能瞭解到佛

教在唐代的重要性。 

 

        此外，有關中國神話以及印度神話的史料，也是重要的證據。其實，有不少

學者曾把中國的神話與印度的神話作對比，如:中國的孫行者與印度的哈奴曼11、

《西遊記》的朱紫國國王與羅摩失妻的故事12等等。這便能初步瞭解到兩國神話

的相似之處。再加上眾學者的大膽分析，如:胡適、李安綱等等，便能找出兩國

神話的關係，能論證兩國神話有否相互影響的關係。 

 

(四)  延伸研究用途 

 

        在現今的學術研究中，大多只集中在討論《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以及西遊記

的故事是否與「印度神猴」和印度神話有關。但是學術界卻較少用以小看大的角

度，從西遊記看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其實，中國歷史上只有數次如西遊記般的大

型外訪，如:漢朝的張騫、明朝的鄭和。但本次唐朝玄奘的外訪，學者較多談及

有關宗教之進益，卻較少談及其反映中印外交關係的發展。因此，在未來的研究

中，可以多加分析與討論一下，《西遊記》中玄奘的外訪對中國外交發展的影響。 

 

  再者，由於《西遊記》對中印兩國關係的描述只有宗教交流，這不禁令人聯

想到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是建基於宗教之上。故此，我們在日後可以從《西遊記》

中，追溯中國與印度兩國建交的根源是否在於宗教的交流。 

 

        另一方面，從《西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不但對中國的政治有很大的

影響力，而且，對玄奘途經的各個小國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原因何在？因此，

這也可以成為日後研究《西遊記》的方向之一。 

 

(五)  參考資料 

                                                       
9
 江淳:《中阿關係史》(北京 : 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 

10
 黃聲孚:《唐代佛敎對政治之影響》(香港 : 天德印務公司， 1959) 

11
 胡適:〈孫悟空的來歷〉，《孫悟空硏究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12
 劉安武: 〈失妻救妻-----《西遊記》中的微型羅摩故事〉，《南亞研究》， 2005  年

增刊 

 

 

圖書: 

1. 《西遊記的主題》(臺北 : 天一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2. 《西遊記雜考》(臺北 : 天一出版社，約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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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安綱:《《西遊記》奧義書》(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8. 黃聲孚:《唐代佛敎對政治之影響》(香港 : 天德印務公司，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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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金縷玉衣 

創造時間：西漢 

 

一、基本說明： 

 

        它們是於 1968 年分別在中國河北省滿城西漢劉勝墓和竇綰墓出土的。這是第

一次發現如此完整的漢代「 玉衣」，也是當時眾多出土的文物中最令人驚嘆的。
1按《後漢書》所載，身為諸侯王的劉勝應該使用「銀縷玉衣」，估計是西漢時尚

未定制之故，或者是漢武帝破格特賜的。2 

 

         玉衣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後的殮服。玉衣用玉片製成，玉片間以金絲編

綴。劉勝的金縷玉衣形體肥大，全長 1.88 米，其玉衣可謂是度身訂造，共用玉片

2498 片，以不同形狀、大小的玉片以金絲編成。所用金絲約 1100 克。3竇綰的金

縷玉衣略小，全長 1.72 米，共有 2160 塊玉片，金絲約 700 克。4 

 

         古代統治者用玉衣作為葬服，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也是源於古人認為玉器

能夠寒屍、令屍骨永不腐朽的觀念。直到東漢末年，魏文帝曹丕認為這是「愚俗

所為也」而下令禁止使用玉衣。5        

 

 

二、歷史意義： 

 

        西漢劉邦汲取秦朝滅亡教訓，決意分封同姓諸侯，以宗族血緣關係鞏固統治，

更規定「非劉氏不得王」。這些諸侯王國佔地大，在政治、經濟、軍事皆有很大

的自主性。有些諸侯更私自鑄造錢幣、徵集軍隊、徵收賦稅以壯大勢力，過著著

草生活。6 

 
                                                            
1汪萊恩：〈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期（1980年 2 月） 
2根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皇帝的「玉衣」用金縷，諸侯王、始封列侯、貴人、公主用銀縷；大貴人、

長公主用銅縷。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22‐23。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頁 22‐23。 
5 崔巍：《大禮安魂──中國古代墓葬制度》（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135‐136。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頁 9‐12。 

          滿城漢墓的主人──劉勝是景帝的庶子，被封於中山國。他生活在漢朝的鼎

盛時期，其一生可以「吃、喝、玩、樂」作總括。根據《史記》，他「勝為人樂

酒好內」、「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

色。 』」、「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漢書》記載他「有子百二十餘人」 。7

可見他不務正業、耽於酒色和荒淫無恥。  

  

         漢代統治者對金縷玉衣的製作有十分嚴格的要求，並且設立「東園」專門負

責玉衣的製作。劉勝和竇綰的金縷玉衣設計及製作都極之精細，是既秏費又秏時

又考工夫的工作。所用共約 4500 塊玉片皆是由遙遠的地方運來，再經艱難而繁

複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以千計的玉片，再對玉片進行十多種工序，包括磨光、鑽

孔、拋光等，才以特製的金絲編綴而成。西漢時期制做這件玉衣，名玉工匠也需

十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而自古以來，中國人都十分重視生死之事，有「事死如事生」的說法。劉勝

希望死後仍然保持國王身的尊貴以及享盡和生前一樣的富貴榮華。而滿城漢墓中

驚世奢華的陪葬品深刻地揭露了出封建統治階級的之一的中山王劉勝生前的驕奢

淫逸和對勞苦百姓的逼迫、剝削，同時，反映出當時民間工藝的高度發展。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料有很多，古有《史記》、《漢書》、《後漢書》和

《三國志》等，對於西漢中山國、劉勝和玉衣的雛形皆有所記述。 

 

        現代史料主要有考古和發掘過程的紀錄和出土文物研究資料，然而這些紀錄

檔案較多描述發掘過程，對於研究墓室較有用，至於對有關文物的研究資料則比

較單一，涉及的書藉研究雖多，但有不少重複的部分，史料的虛實基本上沒有太

大的爭議的地方。唯身為諸侯的劉勝可製作皇帝規格的金縷玉衣的原因存疑。而

針對有關文物的研究資對於金縷玉衣中的「玉衣」研究較「金縷」深入。 

 

        對相關文物的認知比較難得到一手資料，所以只能透過古代文獻和現代的記

錄、研究，加以分析。 

 

 

 

                                                            
7汪萊恩：〈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期（1980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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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研究： 

 

          金縷玉衣作為帝王尊貴身份的象徵，其用料──金和玉在中國人心中必有極度重

要的價值。我國古代一直有「貴玉」的思想，玉器在我國物質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特

殊，古人認為玉有神奇的魔法，可以令屍體不朽，而且有尊貴、高潔的象徵。所以很

多古墓都出土大量的玉器。. 

         至於黃金，由於黃金象徵富貴榮華，是中國人所盼望得到的，金縷玉衣結合二者，

故為帝王之最高斂葬規格。   

 

五、參考資料： 

 

1. 竇忠如、崔佳：《驚世奢華解讀滿城漢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 汪萊恩：〈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期（1980 年 2

月） 

3. 汪萊恩：〈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期

（1980 年 2 月） 

4. 根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皇帝的「玉衣」用金縷，諸侯王、始封列侯、貴

人、公主用銀縷；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22‐23。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22‐23。 

7. 崔巍：《大禮安魂──中國古代墓葬制度》（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頁 135‐136。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儀器厰工人理論組編：《滿城漢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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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 兵馬俑 

創造時間 : 公元前約 246 年至 208 年 

 

 
 

一、基本說明 

   (1)兵馬俑是秦始皇陵墓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由過往

的人殉演變過來，象徵著皇權至上，秦國的興盛及對這位中國史

上第一名封建皇帝的尊敬。秦兵馬俑位於現今中國陝西省西安市，

(2)營建時間估計是秦統一中國後約公元前 246 至 208 年間，它在

過去有被焚毀過的痕跡，而被焚毀後一直到一九七四才被當地村

民在水井打水時無意間發現。(3)兵馬俑是由一、二和三號和未建

成的四號俑坑所組成，不計四號，其總面積達二萬多平方米，文

物達八千多件，由宮廷，地方民間的陶工匠所製造，俑體由人手

加工燒製，頭和手以模具製成，臉型有八種，而其大小與真的人

和馬相似，主要由步兵俑，騎兵俑和戰車俑所組成。它們的外型，

衣著，持有的兵器和排列位置會因應職務，等級和兵種而有所不

同，也因此而組成出三種軍陣。(2)兵馬俑現時為世界遺產名錄之

一，也被稱為世界八大奇蹟。 

 

   (1)維基百科，筆錄及整理。2013。秦始皇兵馬俑。 

   (2)孫偉剛：《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3)佚名，筆錄及整理。震驚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秦始皇陵兵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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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意義 

 (1)兵馬俑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資料，它反映出秦朝當時的軍事

兵制。兵馬俑 

的種類是中央宿衛軍，從陶俑的身體外貌特徵，反映出當時的士

兵從主要從關中 

地區挑選出來，而從其勇猛的神態某程度亦可呼應出當時實行軍

功爵制的情況。而從陶俑一些特定的甲衣和手持兵器可推斷出當

時這些裝備都是由政府劃一發放，而服裝方面各有，顯示衣服是

由士兵自己選擇準備的。兵馬俑裝備精緻而優良，勇猛的神態，

可呼應出當時秦軍軍事實力強大和紀律嚴密的歷史情況。另外，

兵馬俑手持的實戰兵器亦反映了秦軍的軍事裝備情況，它們的兵

器會因應兵種而有所不同，但多數都是由青銅器、皮甲和金屬這

些物料所造，而且性能皆與刺殺為主，並無專是防禦被劈砍頭盔

裝備，這可反映出當時的軍事文化主要以刺殺武器為主，而非劈

擊。 

    

(1)除了軍事方面，兵馬俑亦反映出秦國民間習俗。從出土的陶俑

武士上，可發現全都有鬍鬚，而且還可歸類七大樣式，這十分配

合當時秦人愛留鬚的審美態度和情趣。而髮型在秦朝亦有相當的

重視，它們大致分為圓髻和扁髻兩種。從工匠把陶俑的頭髮也梳

理得十分整齊，以及髮型再細致的修飾成各式各樣的形狀與盤法，

清楚顯示出秦人重視考究頭髮以作為身份象徵的習俗文化。而陶

俑身上的衣著裝飾也顯示了秦人對其的重視，如領口、袖口和襟

邊上的衣緣。冠上的帶子，鞋的邊緣上的花邊。這都反映出秦人

追求外觀美貌的生活文化 

 

(2)另外，秦朝的冶金術工業也可以從兵馬俑的兵器反映出來。

在科技仍然落後的時代，兵器仍內的金屬成分仍然可以多樣應用

並能保持在合適穩定的情況，這可清楚顯出當時秦國的冶金技術

和工藝發展水平已十分高超。 

     

   (3)最後就是古化的陪葬文化。在原始和奴隸時代，主要是以

活人去為死去的高等人士來陪葬，這是中國古代時一種流行的習

俗。到了後期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度瓦解，專政制度遂漸盛行，

使人類文明提高，意識到生命的重要性，於是便開始轉變為以木

製或土製的人俑作陪葬，而秦兵馬俑正好反映出這個演變出來的

古代陪葬文化，以兵馬俑的巨大規模和高級的寫實程度，使它成

為後中國古代俑葬文化發展興盛的典型代表。 

 

三、相關史料說明 

 

(3)歷史上並沒有任何文獻資料直接提級兵馬俑的存在，但我

們可以從有關記載秦朝戰國時代的史料來對兵馬俑作出深入的了

解。 

 

 

(1)王雙懷，筆錄及整理。2001。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2).孫偉剛：《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筆錄及整理。2012。http://www.bm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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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馬俑建設象徵意義和思想內涵可從中國原始社會“事死如事生”

的宗教喪葬觀念所理解。在《左傳．哀公十五年》、《禮記．中庸》和(2)

《荀子．禮論》均說出此概念建基於人死後在陰間仍過著如在陽間的生

活，因而死者的陵墓建設應與陽間一樣，使死者死後仍可過著類似陽間

在生時的生活，這可體現出死者靈魂不滅和對死者的高度尊敬和孝敬。

(1)由於根據《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在秦始皇召在生時有超過五大

軍駐守在他前居地，根據剛才的概念，兵馬俑的建造就相當於駐守在秦

始皇居住地的宿衛軍，在他死後仍像他在生時守護著他。 

    

(3)在位置上，秦始皇陵連同兵馬俑選擇在陝西的臨潼興建是因為該處

地勢高和環境優美。古人有喜歡在較高之地興建墓地的習慣，而且後代

從風水堪輿角度看具有吉祥之意，令該地成為興建皇陵的理想之地。(1)

而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皇自認德兼三皇，五帝也不及他，因

此在選址上將自己的陵墓脫離祖父和父親的陵園獨立出來，以顯示出其

獨尊和特殊的地位。這也解釋了兵馬俑為何與先秦時期不同地置於陵墓

以外原因,展現出秦皇獨特和具開創性的性格。 

   

 至於陵園和兵馬俑的建造者，(3)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

刑徒居貲和服役的人，他們主要是負責興建俑坑的。(1)此外，據《漢

書．百官公卿表》和在陶俑上的地名陶文，發現還有來自官方和民間的

工匠，他們是負責以工藝刻劃製作兵馬陶俑的。 

    

(4)而在發掘兵馬俑時，發現它有被焚燬過的痕跡。從歷史角度理解，

主要有兩大觀點主張，一是出於古時秦人葬儀的風俗考慮，認為被焚是

與當時的“燎祭”葬禮文化有關。二是認為兵馬俑的焚燬是由對秦有深

仇大恨的項羽軍隊所做的。(5)對於第一個主張，根據《三國志．吳志．

吳主傳》，燎祭是古代的一種祭祀儀式，以燃燒祭品祭祀先人，以達至

尊敬孝敬死去的先人。但這說法卻存在著很多缺乏理論和事實根據的問

題，因此不太被大多數人所接納。(1)而後者卻因為具有力的歷史文獻

所支持，因而較具說服力。根據《漢書．高帝記》，西漢早期的漢高祖

在秦亡後有派人看守陵園，那時應不會受到任人破壞的。而《漢書．楚

元王列傳》記述項羽軍隊在秦末入關建立西楚時對秦始皇陵進行大肆破

壞和大規模的洗劫,基於這個歷史和時間的證據，兵馬俑被應是項羽所

為的。 

    

(3)此外，最新發掘的第四號兵馬俑並未完成。據《史記．秦始皇本紀》

中記述，因數十萬農民革命軍的起義，令原本正在興建陵園的服役者被

調至戰場上與革命軍戰鬥，因而推斷這就是四號兵馬俑未建成的原因。 

 

四、延伸研究用途 

    兵馬俑具很大程度的延伸研究價值，一來它有助後人了解中國歷史

上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的和他統治下秦朝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的

資料。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筆錄及整理。2012。http://www.bmy.com.cn/。 

 (2)百度，筆錄及整理。2013。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738653.htm。 

 (3)孫偉剛：《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4)王雙懷，筆錄及整理。2001。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5)龍維基，筆錄及整理。2012。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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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二來研究兵馬俑有助未來可拆解它和秦始皇陵的不解之謎。由發

掘出土自現在已經相隔多年，科技現在亦發展得相當發達，但問題是關

於皇陵和兵馬俑仍存在一些謎團和未有一致說法富爭議的地方。例如(2)

陶俑手持青銅劍在古代秦朝的冶金工藝和(3)出土馬車等製作的技術，到

現今人們也未能掌握。 

     

   (4)而陶俑外型設計的深層意義、(5)俑坑被焚的原因經過和陶俑的種

類等等仍富爭議未有一致的答案，這些未有答案的東西都我們要進行延

伸研究的原因和價值，透過此步驟期望我可以得到一些具說服力肯定的

答案。 

   另外，透過延伸研究，(4)我們可以比較秦始皇陵及兵馬俑與外國文

化如古埃及、瑪雅和印加文化的歷史關係。而最近就有位外國作以此作

題才，用剛才說的外國文化來解釋兵馬俑和皇陵。由此可見，兵馬俑的

研究由出土現在仍未完結，它還有很多方面讓我們進行歷史延伸研究之

處。盼透過此工序能讓我們可以解開個中謎團和對它有更深的認知與理

解。 

五、參考資料 

孫偉剛：《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筆錄及整理。2012。http://www.bmy.com.cn/。 (上

網日期：2013年 4月 13日)。 

百度，筆錄及整理。2013。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8653.htm。(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16 日)。 

 (1)孫偉剛：《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2)Lalulalu，整理。2009。兵馬俑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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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利瑪竇墓 

創造時間：1611 年(明末萬曆) 

(取自維基百科) 

 

一、   基本說明 

利瑪竇墓建於明末萬曆年間，經明神宗賜地後，由傳教士龍華民設計。
1
碑

額上有雕龍花紋，中間鐫有代表天主教耶穌會的十字標記和「HIS」字樣。碑上

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左右均刻有中文及拉丁文之碑文，內容為「利先生

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

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2
文化大革命期間，墓碑曾因紅衛兵排外行為而遭到連累，慘被埋於地下，至 80

年代才獲收復。
3
 

  

二、 歷史意義 

利瑪竇作為首批在中國生活的傳教士，其不但引進了許多西洋器物如自鳴鐘、

西洋琴等；更以儒釋耶，將天主教教義逐步滲透至中國人社會，形成東學西漸的

景況。而在利瑪竇墓上亦反映出當時這種中西文化之交流。碑額上除了有四條幡

龍雕刻，底座更有祥雲圖案
4
，另外，墓碑上亦有象徵耶穌會的十字和英文字母

                                                      
1王和平：〈明清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北京墓地考略〉，《歷史檔案》，02 期(2002 年)，頁 55。 
2
伕名，整理。年份缺。利瑪竇。http://baike.baidu.com/view/83745.htm。(上網日期：2013 年 04 月

21 日) 
3
伕名，整理。2009 年。利瑪竇。http://zh.wikipedia.org/zh-hk/%E5%88%A9%E7%8E%9B%E7%AA%A6。

(上網日期：2013 年 04 月 21 日) 
4
高智瑜：〈蒼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世界宗教研究》，04 期(1996 年)，頁 129。 

 

 

「HIS」的標誌。眾所周知龍和祥雲是中國自古以來代表地位和吉祥的圖案，再

加上十字和英文字母5，可見利氏墓的設計是融合了中西元素，顯示出中國於明

末已有與西方文化交匯的情況出現。 

 

此外，利瑪竇墓亦能反映明末時期中國統治階層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利氏以

坤輿萬國全圖和自鳴鐘等新奇西洋器物，進貢予明神宗，引起其對西學之興趣，

因而准許利氏留於京師。雖然皇帝並無准許利氏自由傳教，但允許他留在京城無

疑是有助利氏向社會上層及統治階級宣揚天主教，採取由上而下的傳教方式。所

以當利瑪竇病危時曾對其他傳教士說過：「我的死對中國教會有益處，我給你們

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扇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6明神宗亦破例令順

天府「查給地廟，收葬妻插，昭我聖朝柔遠之仁。」7，以陪臣之禮厚葬利氏。

利瑪竇墓作為第一座於中國獲皇帝賜地厚葬的外國傳教士墓地，這說明當時明室

已肯定傳教士的身份，並接受外國人在華生活。 

 

不過，明室並沒以平等的態度接受外國傳教士。在利瑪竇墓上有四條蟠龍雕

刻，而碑的四周也被十條小龍圍繞著。8蟠龍為中國古代皇權的象徵，而在墓上

雕有此圖案，表示利瑪竇雖能在中國自由行走，散播西學，但只因得到皇權允許；

而在皇權的恩准下，天主教才能在中國存在。9這顯示出明末皇室雖接受西方傳

教士，但卻抱有優越感，仍以天朝大國的姿態對待外國人。 

 

三、 相關史料說明 

在《明史·外國列傳》中描述意大里亞的部分，亦有提及關於利瑪竇的事情。

內容為「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10表

面看來利氏獲明神宗重視，死後亦可獲賜封墓地，但這並不代表利瑪竇的傳教工

作完全成功，因《明史》提到「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有王豐肅者，居

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裡巷小民，間為所誘。」11可見當時明室仍對

天主教抱有戒心，利氏獲賜地只因其傳授的西洋器物及知識深得皇帝喜愛，並非

代表天主教已被萬曆皇帝完全接受。 

 

而在介紹明代北京城內風景名勝的著作《帝京景物畧》中，也提及利瑪竇墓。

                                                      
5
王和平：〈明清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北京墓地考略〉，《歷史檔案》，02 期(2002 年)，頁 55。 

6
李韡玲、劉智鵬：《西學東漸第一人: 利瑪竇在中國 (1582-1610 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頁 209。 
7
曉馬：〈滕公柵欄天主教士墓地的變遷〉，《黨校教學》，06 期(1987 年)，頁 27 

8
高智瑜：〈蒼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世界宗教研究》，04 期(1996 年)，頁 129。 

9王和平：〈明清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北京墓地考略〉，《歷史檔案》，02 期(2002 年)，頁 55。 
10

王雲五：《百納本二十四史 第四十一冊》(台灣：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頁 32617。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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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介紹利瑪竇墓的篇幅，有一大部分都是用來描寫利瑪竇在華的情形。「中國

稱之曰西儒。」、「器械精，攻守悉也。」、「墓前堂二重，祀其國之聖賢。」12這

些全部均反映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利瑪竇之印象，；加上李之藻、徐光啟等身居

要職的士人，都與利瑪竇惺惺相惜，甚至受洗成為天主教教徒，這帶出明末儒生

對利氏多抱有好感，受其影響，願意接觸西學及外來文化，連墓地的描寫都以正

面評價居多。 

 

而金尼閣亦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詳寫了神父們如何為利瑪竇爭取御賜墓

地。李之藻當初以龐迪我神父之名義上奏皇帝，請求神宗賜土地予利瑪竇安葬，

奏疏提及「臣本遠夷，向慕天德化，跋涉三載......」13，整篇奏章從沒提及利氏等

人來華傳教，而是不停強調利瑪竇如何仰慕中華文化，如何學習仁德之義，藉此

隱瞞他們真正來華目的，令明室放下戒心，更大機會接受耶穌會會士。其後，禮

部官員對奏章寫下建議，呈上皇帝，當中寫及跟據《大明會典》，只有代表西方

君主的外國使臣來訪中國，並死於旅程中，才可獲官方認可葬於中國。雖然利瑪

竇非外國使節，但念其對明室的仰慕和曾向皇上進貢，懇求皇上賜一寺廟及墓地

予利氏等人，讓他們繼續為皇帝祈福，彰顯明室之仁慈。14這反映出當年利瑪竇

之友人和其他傳教士在爭取墓地一事上，下了不少努力；而神宗對利氏賜地立碑，

極大可能是為了顯示出明朝身為泱泱大國的尊貴身份，對外國人予以包容，這為

利瑪竇墓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同時亦等於向天主教發出「官方承認的執照」
15。 

 

四、 延伸研究用途 

利瑪竇和馬禮遜同為基督宗教的傳教士，但所在的時代背景卻截然不同：利

瑪竇身處明末，憑著各種新奇的西洋科技，成功令明朝之貴族士人對天主教產生

興趣；相反，馬禮遜於清中葉來華，當時中國實行禁教，只可秘密傳教，成效不

大。利瑪竇死後，成為第一位獲朝廷許可葬於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為日後耶穌會

傳教士打開方便之門，但天主教自禮儀之爭後迅速沒落；反之，馬禮遜死後只能

葬於澳門，可基督新教卻自南京條約後急速發展。既然利瑪竇墓是代表皇權批准

天主教在中國存在，亦表示中央對外國宗教持開放態度，我們可藉此研究為何此

扇方便之門並不能真正有利天主教在華發展；為何馬禮遜不獲皇室承認，基督新

教卻可發展得如日中天。這些問題有助認識天主教與新教，不同傳教手法帶來之

影響。 

 

                                                      
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 248 冊》(台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6 年)，頁 322 

13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館，1983 年)，頁 620。                                                                                                              

14 同上，頁 626-627。 
15

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623。 

 

 

另一方面，龍華民對於利瑪竇墓此一文物亦是重要人物。龍華民主要負責韶

關的傳教工作，利瑪竇對其付出予以肯定，所以當利氏病危時，便決定讓龍華民

成為中國教會的接班人。16其後，亦是龍華民為利瑪竇設計墓地和主持葬禮。可

是，當利瑪竇死，龍華民隨即改變傳教方針，採取張揚行事的方法，導致南京教

案及禮儀之爭的發生，使天主教於中國沒落。藉利瑪竇墓來研究利瑪竇與龍華民

之間的關係轉變，能讓我們了解更多關於天主教在華之興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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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全名 : 吳王僚劍 

創造時間 : 約為公元前六世紀 

 

一 基本說明 

   該劍長 41 厘米，寬 2.7 厘米，劍柄長 9.5 厘米。劍柄、身相連之處為斜折肩。

前鋒尖銳，兩邊刀刃近鋒處略呈弧形內收，向後漸寬。劍的整體形狀呈長扁條流

線形，以青銅鑄造，出土時有斷裂，今已修復完整。劍上有銘文十二字，分別為： 

攻敔王者彶虘虢自乍元用鐱，此劍收藏於無錫博物院。 

 

二 歷史意義 

   吳王僚（？－前 515 年），姬姓，名僚，又名州於，是春秋時期吳國第 23 任

君主，於公元前 526 年─前 515 年在位，吳王僚其後被其侄1公子光的刺客專諸刺

殺2。 

   此劍並非刺殺吳王僚的魚腸劍，而是吳王僚的隨身佩劍。這劍有兩大歷史意

義，首先是劍上的銘文，學者可以從研究銘文之字形、用辭語法等，得知漢語在

數千年來的變遷，具有語言學上的價值。另外，學者還可以透過銘文上的記載，

去填補歷史文獻記載的空白。因為當代的銘文是第一手資料，其可信性遠較後世

文獻記載為高。 

 

   第二個價值就是，可以令學者透過研究劍體本身，得知春秋時代的武器鑄造

工藝技術，特別是劍的鑄造方法，這樣足以在中國技術史上開辟一個新的章節。

不過鑄劍技術並非本文敍述之重點，此處表過不提。 

                                                       
1  胡軍生：〈吳王僚和公子光的關係考辨〉，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 , 1997 年第 1 期 
2 張誠：〈春秋後期吳國盛衰簡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 , 1999 年第 2 期 

 

三 相關史料說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料雖有不同部份，但是當中可舉例的全是中國方面的

資料。當然，限於年代久遠和歷史証據的缺乏，直接提及文中的吳王僚劍的資料

並不多。幸好經過學者不斷的努力，發表了若干論文，得以令筆者成文。 

 

四 劍銘之釋疑 

 

 

    首先，劍銘中的「攻郚王」等同「句吳王」，亦即是春秋時代的吳國君主，

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提到太伯奔至荊蠻時「自號句吳」。因此，春秋時吳

國早期的正式國名，可能不是單音節的「吳」。從後來諸多劍銘看來，他們用兩

個音節的「句吳」或「攻郚」自稱他們的國名，並沒有規範用法。而「自乍元用

鐱」、「自作用劍」等則是常見的劍銘用字，代表這是某位權貴的專用之劍。 

右圖是清晰的臨摹版 

劍銘的全文： 

攻敔王者彶虘虢自乍元用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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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左行首字是「從虍、從人、從反手」，學者的看法不一，有的作「虐」、

有的作「虎力」合文。但大多數學者認為「以手搏虎」就是後來楷書「虢」字的

原意，因此筆者個人認為直解為「虢」字即可。所以這把劍之主人名字則是「攻

敔王者彶虘虢」，即吳王「者彶虘虢」。  

   至於「者彶虘虢」是何人？學者已經對此有過討論，認為這位「者彶虘虢」

就是《史記》中所記載的吳王僚，即是後來遭公子光買通的刺客專諸所殺。不過

當我們想將劍銘中的「者彶虘虢」與史書上的「僚」字作連結時，卻發現兩者似

乎毫無關系。 

 

   不過，北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董珊3，認為「者彶虘虐」四字可能對應文獻

中吳王僚的另一名字「州於」。其中「者彶」對音於「州於」之「州」。者、州都

是舌音字，彶是見母緝部字，州是幽部字，據古音學家研究，上古音幽部可以看

作緝、侵二部的陰聲韻，幽、緝二部陰入對轉，韻尾不同。
4
相似的例子，如《史

記·越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的越王翁，在《竹書紀年》又稱與“朱

句＂，出土越國銅器銘文作「州句」或“州丩＂，“翁＂應當與“句（丩）＂為

對音字，翁為影母東部字，句為見母侯部字，侯、東為陰陽對轉。 

 

「 虐」應對音「州於」之 「於」。「於」爲匣母魚部字，與「虐」字聲母同

類。陳劍先生曾在《釋造》一文初稿中認爲，「尞」字從者聲，又加註呂聲，者、

呂都是魚部字，而尞是宵部字。她又舉出了另外七個不同字例以佐證其說，使其

論據翔實可靠，可惜本文限於篇幅，未能詳述。 

 

 此外，1961 年在山西萬榮縣廟前村賈家崖出土一對錯金銘文戈，銘文為：“王

子 （于）之用戈， （璗）＂。學者都同意張頷先生的考證，認爲“王子 ＂

即吳王子州於，兩戈是吳王僚即位以前所作
5
。照我們的上述看法，可將吳王僚

的各種名字列表如下： 

 

出處 王名 前段 後段 

吳王者彶 虐劍 者彶 虐 者彶 虐 

左傳、史記、吳越春秋、越

絕書 

僚  僚 

                                                       
3 董珊：《吳王者彶虘虐劍銘考》 
4 施向東：《試論上古音幽宵兩部與侵緝談盍四部的通轉》，收入同作者《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

比較研究》，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 年 3 月。 
5 張頷：《山西万榮出土錯金鳥蟲書戈銘文考釋》，《文物》1962 年 4、5 期，收入同作者：《張頷

學術文集》34-37 頁，中華書局，1995 年 3 月。 

左傳、吳越春秋 州於 州 於 

王子 戈    

 

總結而言，這把劍的劍銘上的「者彶虘虢」，的確是指史書中的「吳王僚」。

由此可見，吳國早期似乎不是「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而是古越語區的一部分。

因為吳國的君主皆不直接使用漢語，而是利用漢字「拼寫」他們的名字；另外，

由於當時並未有漢字的規範寫法，所以在不同的歷史資料中有不同的「拼寫」。

不過，在後期的國君如闔閭、夫差等在長期與中原諸國交流後，受到中原文化國

名單字傳統的影響，對外皆明確自稱一個「吳」字，而非過往的「句吳」二字，

從這裏亦可看出中國古代的文化的交流和語音的變遷。 

五  參考資料 

司馬遷撰 ; 韓兆琦主譯：《史記．吳太伯世家》北京市 : 中華書局  2008 年 

 

吳鎮烽：〈記新發現的兩把吳王劍〉，《江漢考古》2009 年第 3 期 

 

胡軍生：〈吳王僚和公子光的關係考辨〉，《右江民族師專學報》，1997 年第 1 期 

 

陳建樑：〈吳王闔廬身世考辨〉，《學術月刊》，1996 年第 6 期 

 

張誠：〈春秋後期吳國盛衰簡論〉，《黃河科技大學學報》，1999 年第 2 期 

 

董珊，《吳王者彶虘虐劍銘考》。2009。復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28#_ednref8 

 

施向東：《試論上古音幽宵兩部與侵緝談盍四部的通轉》，收入同作者《漢語和藏

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 年 3 月。 

 

張頷：《山西萬榮出土錯金鳥蟲書戈銘文考釋》，《文物》1962 年 4、5 期，收入同

作者：《張頷學術文集》34-37 頁，中華書局，1995 年 3 月。 

 

TG，兩位吳王的名字。http://www.tglin.idv.tw/essay/essay_lang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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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和氏璧 
創造時間︰春秋戰國時期 
 

 
和氏璧假想圖，來自（百度百科） 

 
一、基本說明 
 
  1相傳和氏璧在春秋戰國時(公元前 758 年間)，被一位楚國的農民卞和在楚地

荊山腳下發現。2後來，他曾三次將此玉(當時還未經打磨)獻給三朝的楚國君主，

分別是楚厲王、楚武王及楚文王。可是卞和首兩次的獻玉都被兩位君主駁斥，指

出此玉是頑石，並非美玉，更分別將卞和的左、右腳砍下。直至第三次獻玉，楚

文王命工匠將玉打磨，結果發現是璞玉，並將此命名為「和氏璧」。3之後，秦始

皇統一天下，和氏璧歸秦國所有，秦始皇更將此璧琢磨成皇帝國璽。而在漢高祖

劉邦時期，他把和氏璧正式封作「傳國璽」，成為歷代皇朝必爭的傳國之寶。直

至五代十國這混亂的時期，和氏璧下落不明，遂成千古之謎。而在其後的朝代都

有出現過「傳國璽」，可是都被評定是贗品。 
 
                                                      
1謝見世、孫英︰（序〉，《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1。 
2謝見世、孫英︰（第一回〉至（第四回），《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1 – 48。 
3栾秉璈︰（引言），《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頁 1 – 2。 

二、歷史意義 
 
  和氏璧由一開始被視為一塊頑石變成璞玉後，受到各國君主的垂涎，4使歷

史出現《藺相如完璧歸趙》、《始皇琢璧成國璽》和《玄武樓李從珂抱璧自焚》等

故事。而這些爭璧、搶璧的過程，引起了不少政治風波，5貫穿著中國由春秋戰

國至五代十國時期的朝代興衰起跌。而當和氏璧正式封為「傳國璽」後，各朝君

主視和氏璧此玉璽為「真命天子」的標誌，6因為擁有它能證明皇帝的身份和擁

有巨大的權威，因此世人為了它引起不少爭奪。這都反映出中國的皇者都追求「名

正言順」之名。 
 
  7在戰國時期，和氏璧落入趙國手上，秦國昭襄王(秦昭王)揚言願意用十五座

城池換取和氏璧。但事實上，秦國想以大國的身份搶奪和氏璧。最終被機智的藺

相如將趙國的危機化解，把和氏璧帶回趙國。8但在秦昭王五十年時，秦國終為

璧玉出兵攻入趙國邯鄲，更不理在趙國的人質——子楚(秦昭王孫子)的生死。最

終秦昭王都得不到和氏璧，含恨而死。9直到秦王政(即子楚)登位，把趙國消滅，

最終取得和氏璧。10當秦王政統一天下後，自稱為「秦始皇」，更接受李斯的建

議將和氏璧琢磨成皇帝國璽，在正面刻上「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並且要將此

國璽萬代世代的傳下去。 
 
  可見和氏璧的出現，引起了各霸主的垂涎，令他們願意犧牲金錢、土地，甚

至出兵搶奪，不惜人命傷亡。而且和氏璧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更成了

戰爭的其中一個原因。同時，它亦見證了中國走向統一的歷史局面。 
 
  11當劉邦攻入咸陽，秦二世投降，並獻上國璽和氏璧。後來，劉邦成為漢高

祖，將和氏璧正式封為「傳國璽」，一共傳了九位皇帝，經歷 214 年。後來，傳

國璽開始落入不同人手中，12王莽、孫堅、曹操、司馬炎……到東晉、十六國時，

傳國璽的爭奪更為激烈，先落入漢、前趙、後趙、前燕、晉穆帝；南北朝時，國

璽傳給宋武帝，後落入南齊、梁、北齊；隋滅北周，奪得傳國璽；唐滅隋後，傳

國璽歸漢高祖李淵所有，在唐朝傳了 270 多年，到唐昭宗時，傳國璽落入後梁；

                                                      
4栾秉璈︰（引言），《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頁 1。 
5謝見世、孫英︰（序〉，《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1。 
6張程︰（歷史把脈之疑難雜案），《鳳凰歷史期刊》，2010 年 3 月。 
7謝見世、孫英︰（第六回〉，《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49 – 56。 
8謝見世、孫英︰（第八回〉，《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67 – 77。 
9謝見世、孫英︰（第九回〉，《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78 – 80。 
10謝見世、孫英︰（第九回〉，《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頁 81 – 84。 
11栾秉璈︰（劉邦始封傳國璽），《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頁 22 – 23。 
12栾秉璈︰（引言），《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頁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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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時，後梁被後唐滅掉，傳國璽傳給後唐的李從珂，之後李從珂抱璧自焚，

從此傳國璽下落不明。 
 
   13和氏璧一共經歷了 14 個朝代，110 餘位皇帝，前後約 1700 多年。它的魅

力大得令不少英雄為它折腰，使歷代皇帝、忠良、小人都為它大動干戈、展開爭

奪。可見，和氏璧不但見證了中國前部分的歷史變遷，更反映出各朝君主都追求

「名正言順」之名，證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大權掌握。 
 
三、相關史料說明 
 
  由於和氏璧貫穿了很多時期、朝代，所以研究和氏璧可以從春秋戰國至五代

十國的史書著手。 
 
  而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等時期，因政權分裂的原因，出現了同

一時期有不同霸主和朝代的局面，自然這些朝代的史書都有可能提及到和氏璧，

更能透過比較它們對和氏璧的描述內容，而論證出當時與和氏璧有關的歷史真偽。

可是，在這些政局混亂的時期，和氏璧不斷落入不同朝代的君主手中，所以其有

關資料會較為零碎。 
 
    相對而言，在中國統一的時期，如漢朝、隋朝和唐朝等，相關資料則比較集

中，但是亦較難單憑該朝的史書去判斷其對和氏璧的描述是否正確無誤。 
 
    除了史書外，有許多古時的文學作品亦可作為研究資料。例如14戰國時，劉

向所寫《戰國策》記載︰「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愁，楚有和璞」，指出

當時楚國擁有珍貴的玉樸——和氏璧。15又如秦朝時，李斯的《諌逐客書》中有

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指出秦始皇擁有和氏璧。 
 
四、延伸研究用途 
 
    由於和氏璧的創造時間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距離現在已有千多年歷史，加上

歷史記載它在五代十國時已失傳，下落不明，所以現時的學者只能透過史書和當

時的文學作品研究。因此現時對和氏璧的歷史描述未必是完全正確的。 
 
  而現時最令人質疑的是秦始皇的國璽是否由和氏璧琢磨而成。雖然史書和文

                                                      
13栾秉璈︰（引言），《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頁 1 – 2。 
14老北︰（和氏璧之謎），《文化中國》，2010 年 9 月 18 日。 
15老北︰（和氏璧之謎），《文化中國》，2010 年 9 月 18 日。 

獻等都有記載秦始皇將和氏璧琢磨成國璽，但是16歷史學家王春雲博士根據史書

和文獻對和氏璧的外貌、質料和價值等描寫，認為和氏璧很大可能是顆大鑽石。

由於鑽石十分堅硬，理應無法琢磨成璽，所以秦始皇琢璧成璽的說法亦不成立。

而這說法推翻了李斯《諌逐客書》和秦朝以後的史書等記載。因此，研究學者可

以從這方面再深入研究。 
 
  假設和氏璧是大鑽石，無法琢磨，為何史書、《諌逐客書》等會記載錯誤的

歷史？是在抄錄文本時出錯，抑或是背後具有政治的因素？而秦始皇當時的國璽

又是用什麼璧玉琢磨而成的？若是用常見的璧玉，國璽的質料又怎能令日後的君

主都認定它是獨一無二的「和氏璧」，價值連城？另外，和氏璧在戰國時的價值

高過十五座城池，這證明了和氏璧是稀有和珍貴，質料並非當時常見的。而和氏

璧出土於楚國荊山，或許附近曾出土過同樣稀有的玉樸，並記載在歷史文獻中，

亦能作為研究和氏璧質料的參考。 
 
五、參考資料 
 
1. 任汶︰（千古之謎和氏璧），《中國期刊》，1995 年 01 期。 
2. 宋萬學︰（和氏璧與傳國璽），《鞍山師範大學學報》，1984 年 01 期 
3. 佘選明︰（和氏璧的價值），《中國期刊》，2004 年 24 期。  
4. 栾秉璈︰《和氏璧失傳之謎》，2008 年 6 月。 
5. 張程︰（歷史把脈之疑難雜案），《鳳凰歷史期刊》，2010 年 3 月。 
6. 郭寶發、李秀珍︰（和氏之璧與秦漢傳國玉璽），《中國期刊》，1993 年 02

期。 
7. 霍有光︰（和氏璧改琢傳國璽質疑），《中國期刊》，1995 年 03 期。 
8. 謝見世、孫英︰《和氏璧千秋風波》，1994 年 7 月。 
9. 老北︰（和氏璧之謎），《文化中國》，2010 年 9 月 18 日。 

                                                      
16老北︰（和氏璧之謎），《文化中國》，201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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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明十三陵 

創造時間：1368‐1644 年 

 

照片來源：news.xinhuanet.com 

一、基本說明 

 

十三陵是明代的十三個封建皇帝的陵墓集中區，位於北京北郊昌平縣1，是世界

聞名的古跡。在 1961 年，更被國務院宣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

長陵、定陵、昭陵、神道這四處對外開放，令遊客可進入參觀。十三陵的陵區內，

共葬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一位皇貴妃等2。 

 

在進入十三陵時，我們會經過十三陵總神道，該神道總長 7.3 公里，設有石牌坊、

大紅門、華表、神功聖德碑亭等陵墓禮儀設施，每一個設施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

有些亦展現出當時的建築風格和特色，由此可見，這些陵墓群都表示著帝王之神

聖、權力不可侵犯。 

 

明朝(公元 1368‐1644 年)，共有十六位皇帝，但卻只有十三座陵寢。其原因有三3； 

一、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南京建國，故他死後也葬於南京鍾山—孝陵； 

二、第二位皇帝（惠帝）被燕王奪得帝位，攻佔南京後逃走，不知所終； 

三、第七位皇帝（代宗）則被英宗廢為郕王，死後葬於北京西郊金山； 

因此，這個陵墓建築群稱為「明十三陵」。 

                                                       
1商傳：（明十三陵），《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1。 
2郭麗芬：（十三陵），《旅遊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107。 
3郭麗芬：（十三陵），頁 144。 

二、歷史意義 

 

明十三陵能讓我們更清楚明朝的歷史背景，而其建築座落位置更能反映當時人類

的思想和文化—著重風水。然而，這些風水習俗更一直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價

值觀，更被西方國家研究這方面的技術。 

 

風水，即堪輿術，其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遵循天地人合一、陰陽平衡、

五行相生相剋的原則。至古以來，中國人都認為死後的生活有如人生在世一樣，

孔子曾提過「事死如事生」。而明成祖希望讓自己的後世長盛不衰，他亦非常相

信風水，故希望找到一塊萬年吉壤來建造陵墓。 

 

永樂五年，明成祖朱棣派禮部尚書趙羾及術士廖均卿等人到北京選地，用了足足

兩年時間才找到幾處可供選擇的地方。最初，他們找到京外的屠家營，但因當時

的皇帝姓朱，他認為「朱」和「豬」是諧音，若朱家進了屠家，定必會被宰殺，

故他不同意屠家營作墓地。第二是昌平的羊山，雖然羊和豬是可以和平地生活，

但山後有條村叫狼子峪，皇帝也認為會有危險，故也沒被採用。另一處是京西的

燕家台，但明成祖認為「燕家」與「晏駕」的音相近，不吉利，故也沒有選取。 

 

直到永樂七年，才在昌平縣黃土山下選到墓地，並由明成祖親至視察後才決定的。

他認為該地確實是風水寶地，因為山谷很寧靜，而且山脈曲折蜿蜒，能成為一道

天然圍牆，易守難攻，可保護陵墓，又可以保衛首都4。故此，陵墓開始動工，

並用軍工、民夫四十餘萬，亦在明成祖生日的時候，將黃土山改稱天壽山5。 

 

往後，明神宗也十分重視選擇陵地，他還特地下了一道聖旨：「凡是會看風水的，

都可以到禮部參加選陵工作。」他更以春祭為名，率領一群風水師到天壽山找尋

好地；從春天至秋天，大批人馬奔跑去找尋陵地，甚至令老百姓帶來滋擾6。 

 

由此可見，一眾皇帝在選陵時都篤信風水，務求找到最有利的位置建墓，希望離

世後仍然享受像在世時般的生活。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是需要看不同資料的，尤其是中國的，中國關於明十三陵的資料已

經有很多，當中也包括來自不同省份的資料，但其他國家的相關資料則較少。當

然，直接提及十三陵內的風水資料也是比較少及簡略的，但是各資料都指出十三

                                                       
4
 Eric N. Danielson.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 16. 2008. 

5
 郭麗芬：（十三陵），頁 157。 

6  文化大觀園，筆錄及整理。2012。鳳凰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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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的選地是由於看風水而被選出來的。從參考明十三陵建築的資料中，我可以分

析到當時的皇帝是很重視風水習俗和死後的生活，甚至願意花上很多時間、金錢、

人力等來建造一個好風水的陵墓。 

 

在這幾年間，愈來愈多學者去重新審視明十三陵的形勢佈局，除了在風水方面外，

還從軍事方面研究，給了我們一個塹新的角度去研究明十三陵，並將明清帝陵和

中國古代帝陵的佈局進行比較，加上現今的科技發展較以往成熟，所以近年的參

考資料比較完善，有助我更深入了解整個明十三陵的格局。 

 

在西方，有人認為十三陵的風水學能夠反映中國傳統的建築概念、裝飾的意念，

並可體現中國世界觀和容易了解封建制度的歷史和優劣7。但另一方面，有人認

為找風水師來選擇陵地是很荒謬的，他們認為陵墓的裝飾、祭祀用具是很瑣碎的；

他們也認為在秦漢開始已經有墓葬，而明十三陵只是「彷製品」，與其他朝代的

陵墓相約8。我認為造成這兩個差別是因為他們對十三陵或是中國的風水學不太

了解，因為其實風水學是有根據的，並不是沒有例證去證明的。 

 

 

四、延伸研究用途 

 

我認為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透過明十三陵的風水佈局來研究不同文物建

築的同異之處。其實風水歷史已源遠流長，更集結了古代民間的智慧、中華民族

的文化和文明。我相信很多中國的文物也有從這方面構思、建造，所以若他們依

照這些方面去探究，會更容易了建造者的心思和構思。 

 

再者，學術界可再仔細研究十三陵在每一個地方的風水佈局，例如山、水、砂等

等，因為每一處地方需要吉利、各有特色，拼起來才會是一個風水吉地。畢竟這

方面的研究只有很少，亦很容易被人忽略，選地、陵墓的設計也是對整個陵墓群

相當重要的。 

 

在中國歷史上，為了抑制對手發展，總會發生破壞對手風水的事件。例如：因擔

心後金的勢力強大，明王朝挖掘了後金祖先的祖墳。古代帝王認為有了天下最好

的山脈去建陵，江山社稷才會長久，子孫後代才有褔。因此古代帝王都對自己的

墓地非常重視。我認為學術界可以以十三陵作例子，去研究其他不同的陵墓的風

水是否有助該朝代的發展。 

 

此外，雖然有人認為風水學只是中國文化之一部分，亦是一種「迷信」，也認為現

                                                       
7
  David, Ming Tombs. 2012, China Travel, http://www.chinatravel.com/beijing‐attraction/ming‐tombs/ 
8
  Poor, Robert. The Imperial Ming Tombs. Maney Publishing, 1983 Page 29 

代人不需要相信風水學，但其實風水學是宇宙的規律9，包含了堪輿風水地理—堪

（天）、輿（地）、風（空氣空間）、水（水文水質）、地（地形地質）理（研究分

析理論），而歷代的皇陵和古墓地也集結了中國風水術的玄妙。因此，學術界亦

可從這方面研究風水的基本概論，從而探索有什麼風水資料、技術還適用於現今

社會中，這將有助各地區、甚至國家的整體發展。 

 

五、參考資料 (只列大部分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1  專書 

郭麗芬著，沈紅梅譯：《十三陵: The Ming Tombs》（旅游教育出版社，2003 年）。 

 

胡漢生：《明長陵》（北京：十三陵特區明代帝陵研究會，2010）。 

 

2  論文集 

杜燊杰：〈形勢宗風水對長陵的影響〉，載北京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明長陵營

建 600 週年》（出版地：中國明史學會，2010），584‐586。 

 

3  網站 

文化大觀園，筆錄及整理。2012。鳳凰衛視。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culture.ifeng.com/wenhuadaguanyuan/detail_2012

_07/09/15881553_0.shtml  。(上網日期：2013  年 03 月 17 日)。 

 

張玉正，筆錄及整理。出版年份缺。張玉正風水網。

http://www.lifeguide.com.tw/GoodsDescr.asp?prod_id=C11&parent_id=64&categor

y_id=69。(上網日期：2013 年 04 月 14 日)。 

 

畢 休，筆錄。2008。風山水起。

http://www.fengshuino1.com/article/03fs/html/fe‐fs20000818a.html。(上網日期：

2013 年 04 月 20 日)。 

 

Reference:   

1. Book 

Author: Robert. The Imperial Ming Tombs. Maney Publishing, 1983. 

2. Website 

David, Ming Tombs. 2012, China Travel, 
http://www.chinatravel.com/beijing‐attraction/ming‐tombs/ 
(accessed April 13, 2013) 

                                                       
9畢 休，筆錄。2008。風山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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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明代 錦衣衛象牙牌 

創造時間：明代 洪武十一年始(1378 年)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這塊明代時期的錦衣衛象牙腰牌約始終洪武十一年(1378 年)
1
，現收藏於中國

徽州文化博物館。
2
其意義只是用作身份、權力的識別，但基於皇宮門禁森嚴，

須持牌出入。
3
 

其上部刻有雲花圓紋，見中間有小圓孔，以便懸掛。外型則呈八楞形，長

9.4 厘米，寬 6 厘米，厚 1 厘米。正面中間陰識篆書“關防”二字, 上部陰識楷書

“錦衣衛”，左為“壹百貳拾肆號”，背面陰識楷書“緝事旗尉懸帶此牌，不許

借失，違者治罪”。
 4 

 

象牙牌，即符牌的一種，多是佩帶在腰間，因此亦稱作腰牌，又因經常出入

皇宮，也稱穿宮牌。“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

同”、“而南京諸司……未必出京不用也”。
5
可見，縱使牙牌是職官的象徵，

卻不是所有官員都佩帶牙牌，而是由常出入皇官的朝官、留值內閣的官員以及內

                                                
1
 《明太祖實錄》卷 68 載: 洪武十一年(1378 年)，“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其制以象牙為之，刻

官稱於上，凡朝參佩以出人，有不佩者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有故則納之內府，其在外

來朝百司官，牌者則於各門附名以入。” 
2
 董建：〈一塊明代“特務”的牙牌〉，《收藏》，2013 年 03 期，頁 111 

3
 同 1 

4
 同 1 

5
 陸容《菽園雜記》卷 2 

圖片來源：董建：〈一塊明代“特務”的牙牌〉，《收藏》，2013

年 03 期，頁 111 

[此象牙牌為“錦衣衛旗尉象牙牌”] 

官佩帶，固此，牙牌起

了保護皇宮安全的安

全。
6
此外，錦衣衛象

牙牌亦分了“旗尉牙

牌”和“朝參牙牌”

兩種
7
，前者為官長所

用，後者則屬錦衣衛小

官吏，本次研究的象牙

牌為後者。 

佩帶此象牙腰

的為錦衣衛，其全

名是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置於洪武五年（公元 1382 年），其前身是朱元璋在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 1364 年）仿照元拱衛直設立的拱衛司。
8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可分為表面歷史意義和背後歷史意義： 

在表面歷史意義方面，錦衣衛象牙牌說明出明代對佩帶腰牌有嚴格規定，官

員不同級別、身份需佩帶不同質地、形制的腰牌，是權力與職官的象徵。
9
“指

揮佩金牌，雙雲龍，雙虎符。千戶佩鍍金銀牌獨雲龍，獨虎符。百戶素雲銀牌

符”……
10
其職位之多，不能盡錄。至於錦衣衛，書上記載“不佩則門者卻之，

私相借者論如律”、“文武官出入禁門帶牙牌，有執事、供事、朝參之別。執事，

供事者皆屆期而領，如期而繳。惟朝參牙牌，得朝夕懸之”。
11
可見，象牙牌不

但顯示出明代對腰牌的重視程度，更是等級制度的反映。 

在背後歷史意義而言，錦衣衛象牙牌是建基於當時的錦衣衛制度，而錦衣衛

制度又反映出： 

第一，錦衣衛的設立反映出皇帝朱元璋的個性十分猜忌功臣，對所有人都異

常敏感。朱元璋出身低微，其祖父朱初一為淘金戶，身份低於平常人。至朱元璋

                                                
6
 董建：〈一塊明代“特務”的牙牌〉，《收藏》，2013 年 03 期，頁 112 

7
 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北京：中國書店，1998 年)，頁 112-121 

8
 馮紹霆：《細說明太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275 

9
 董建：〈一塊明代“特務”的牙牌〉，《收藏》，2013 年 03 期，頁 111-112 

10
 《明史．輿服志四》卷 68 

11
 同上 

圖片來源：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北京：中國書店，1998)，頁 112-113   

[此象牙牌為“錦衣衛朝參官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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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那年，他無家可歸，進了皇覺寺當個小和尚，到後來又投奔了紅巾軍。
12
從

參加民變到統一全國，前後足足花了三十年，他年少的悲慘生活實是帶來一定程

度的影響。到當了皇帝，少年的影響以致他極為注重個人的威望與權力，亦變到

高度自尊和無限度的猜忌。
13
從壓迫的最低層逐步爬上封建統治的最高峰，地位、

權力大了，就要考慮如何保住既得地位和權力。
14
固此，他用盡不同方法以鞏固

君主集權，其中一項便是史無前例的極端專制主義國策－特務政治，錦衣衛就是

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 

與此同時，自明代起，君主集權更為明顯，透過錦衣衛看出了朱元璋皇權至

上的行為。基於立國之初，政局不穩
15
，加上他的個性，便加強鞏固皇權。而錦

衣衛，是為直接受皇帝指揮，他們不必經任何的司法機關及不必辦理正常的法律

手續，便能隨意伺察和監視任何人的行動，更甚是隨意捏造一些罪名，然後成批

地抓押、審訊人，再施行各種毒刑。
16
還有，“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

批文，與符相合者，然後發遺，此祖宗杜漸防微深意也”
17
，他們逮人後是需要

拿原情事到刑科簽發駕帖，但後來都不管，不拿原奏，便叫刑科簽發。
18
可見，

錦衣衛之所以橫行無忌，完全是因為背後有皇帝支持，而皇帝賦予他們如此龐大

的權勢無非也是為了自己能掌握一切，達到最高獨裁統治的目的，當每人聞之變

色時，便不敢在他背後生事端，正如朱元璋自己也說錦衣衛「譬如惡犬，則人怕
19
」 。 

第二，在明代政治風氣而言，錦衣衛說明了明代擁有著極為嚴密的監察、司

法制度，朝廷上彌漫著「白色恐怖」的特務政治氣息。明以前其實也有很多類似

錦衣衛這些特別鎮壓機構，如漢朝有“詔獄”、唐朝有“麗景門”和“不良

人”、五代有“侍衛司獄”、宋朝有“皇城司獄”等等。
20
而到了明代，設立了

許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監察制度，它們都有著相同的共通點—使人聞風喪膽，錦衣

衛只是其中一個組織。 

明初的“檢校”
21
，可視為未完備的錦衣衛。有次學士宋濂在家請客食飯，

                                                
12

 馮紹霆：《細說明太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3,34 
13

 馬渭源：《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奇特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卷(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8 年)，頁 416-417 
14

 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1 
15

 因當時北方引弓之士、歸附之部尚未完全解決，南方的豪民又大量兼併土地、隱瞞賦稅，以

致元時百姓受欺。詳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洪武實錄》 
16

 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2 
17

 《明史．刑法志二》卷 94 
18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 年）頁 38 
19

 劉辰：《國初事蹟》 
20

 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3 
21

 檢校：職務是“專主察聽在就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閒之事，無不奉聞”，即是專門察

聽京師各大小衙門官吏一些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言行，繼而暗中報告給朱元璋，但實際上連官吏的

第二天朱元璋便問他：“昨天喝酒沒有？同座的客人是誰？吃了什麼酒菜？”，

然後宋濂一一如實作答，朱元璋聽後笑著稱讚宋濂沒騙他，
22
完全反映出檢校之

舉使當時人人自危。及後，錦衣衛逐漸替代了檢校的工作。 

錦衣衛，是為明朝皇帝的禁衛軍十二衛中最親近的一衛，下設同知、金事、

鎮撫司、官校等官吏。
23
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勛威都督領之，

恩蔭寄祿無常員”、“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
24
可見，最初的

職務只是保護朱元璋，確保他安全，但到後來，演變成負責監察文武百官言行，

更允許他們設立了獨立的監獄—錦衣獄
25
。錦衣獄用酷至“五毒備嘗，肢體不全。

其最酷者，名曰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次。茶

酷之下，何獄不成”
26
，其殘酷表露無遺。 

至於，“廷杖”
 27

是為對大臣懲罰的一種，其執刑者正正就是錦衣衛。如朱

元璋的親侄子朱文正，被貫以“親近儒生，胸壞怨望”罪名被活活鞭死。
28
由此

看來，錦衣衛的權力之大，實是聞者股栗。 

可看出，檢校、錦衣衛及廷杖皆是明代“特務化”的最佳證明，某程度上，

它們確是替皇帝「能知天下事」，然而，這樣的制度令朝廷上、官員之間都人心

惶惶，害怕“做錯事”，進而抱著“少做少錯”的心態。過度的“特務化”不但

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更令人們之間熱衷於內鬥，敗壞了民族精神，最終

亦因如此埋下明代亡國的原因。
29
 

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本次文物研究報告中參考了三個不同範疇的史料，包括正史、皇帝背景以及

制度資料。但事實上，本次研究文物的對象—錦衣衛象牙腰牌，並不能從史料中

找尋任何的相關資料，只能在僅僅數份的學術論文又或是期刊找到主要的資料說

明，如大小、外型等。而圖片則由紀錄符牌的圖錄所得，有助觀察作進一步研究。 

                                                                                                                                       
日常生活瑣事也受到監察。詳見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5 
22

 《明史．宋濂傳》卷 128 
23

 劉雙舟：《明代監察法制硏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年)，頁 23 
24

 同 10 
25

 錦衣獄又名詔獄，是個極為陰暗的特種監獄，內有各式各樣的殘酷刑法，如械、鐐、棍、剝

皮、抽腸、鈎背……等等。詳見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19 
26

 《明史．刑法志》卷 73 
27

 廷杖：《大明律》中並沒有廷杖的規定，只要是官員違忤旨意，便鞭打杖責一番，不少官員更

是被活活打死。詳見婁曾泉、顔章炮：《明朝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頁 203 
28

 婁曾泉、顔章炮：《明朝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頁 203 
29

 木易、季明：《錦衣衛秘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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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正史資料如《明史．輿服志》、《明史．職官志》大大幫助分析明代符

牌制度的運用，而《明史．刑法志》等則清楚說明了錦衣衛的由來、工作性質及

其用刑方法，同時又可得到其他的相關資料如檢校、廷杖等，以便進行比較，突

出錦衣衛的重要性。 

至於明太祖朱元璋的背景資料，有利剖析他大搞特務政治的原因。基於出生

背景，他極為痛恨官吏貪污之事，如洪武二年，便告誡群臣 “不禁貪暴，則民

無隨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30
可見，為了整頓吏治，錦

衣衛成了他其中一項重要的監察措施。 

此外，從歷代監察制度中可得知，明代設立的錦衣衛其實能追溯至以前各個

朝代，只是不同時期有不同名稱以及不同組織規模而已。
31
 

另一方面，作為重要參考的錦衣衛象牙牌，羅振玉編的《歷代符牌圖錄》是

為非常重要的依據，且收錄的錦衣衛象牙牌亦有五枚之多，對本次研究起重大用

途。 

四四四四、、、、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之中，學術界可透過相關的錦衣衛服飾，去看錦衣衛的官階演

變及特許權。“獨錦衣衞堂上官，大紅蟒衣，飛魚，烏紗帽，鸞帶，佩繡春刀”，
32
 以他們的飛魚服為例，在明後期其實加多了限制，“天順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

用蟒龍、飛魚……”、“違例奏請蟒衣、 飛魚衣服者，科道糾劾，治以重罪”，

但“錦衣衞指揮，侍衞者仍得衣麒麟，其帶俸非侍衞，及千百戶雖侍衞，不許僭

用”
 33

，反映出錦衣衞的特殊地位。固此，學者們可透過研究明代不同君主時期

的飛魚服，比較其顏色、用料、剪裁等，去探討不同級別的錦衣衛之間所持的權

勢會否有所差異，又或是與其他官員比較。 

另外，也可作一些官廷的有趣探討，比如錦衣衛與官員、君主之間鮮為人知

的關係。學者們大多強調錦衣衛是為「特務政治」，極為陰森恐怖，官員都害怕

至心驚肉跳，卻鮮有從正直的錦衣衛進行探討，如袁彬、牟斌等。再說，透過他

們的墓誌銘
34
可得知更多個人經歷，從而發掘更多有趣的史料。 

                                                
30

 《明太祖實錄六》卷 69 
31

 同 13 
32

 《明史．輿服志三》卷 67 
33

 同上 
34

 墓誌又稱墓贊，分為墓誌和墓銘兩部分。墓誌多為散文體，主要記錄死者姓名、籍貫和生平，

旁及祖人世系及功名、祖母及母族情況、子孫姓名及兒媳、女婿情況（女性墓誌與男性同，但世

系簡略）。墓銘則用韻駢文來概括全篇，全篇每句均為四至七字，是對死者的讚揚、悼念或安慰

之詞，所用之詞只褒不貶。詳見彭文位：〈騰沖出土明代墓志銘簡介〉，《保山學院學報》，2010

五五五五、、、、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錦衣衛對於後錦衣衛對於後錦衣衛對於後錦衣衛對於後代代代代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錦衣衛可視為影響清代君主集權措施的重要因素之一。縱使錦衣衛在明後被

取消，但其影響力一直延伸至清代。錦衣衛透過行動去監視文武百官的一舉一

動，報告皇帝，有助其加強監察；觀看清代，康熙帝時實行了一種文字上的秘密

政治機制—密摺制度
35
，其目的、性質可以說是與錦衣衛無異。學者莊吉發指密

摺制度使“君主耳目遍及京外各處，形成嚴密的通訊網，所有地方利弊，施政得

失，皆暸如指掌”。
36
由此可見，錦衣衛和密摺制度同樣作為君主重要監察工具

的一種，有助成為君主控馭全國官僚的有效政治工具，鞏固其皇權。 

六六六六、、、、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正史 

� 《明太祖實錄》卷 68 

� 《明太祖實錄六》卷 69 

� 《明史．宋濂傳》卷 128 

� 《明史．刑法志》卷 73 

� 《明史．刑法志二》卷 94 

� 《明史．輿服志三》卷 67 

� 《明史．輿服志四》卷 68 

� 《洪武實錄》 

�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 陸容《菽園雜記》卷 2 

� 劉辰：《國初事蹟》 

    

近人著作 

�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 年）頁 38 

� 木易、季明：《錦衣衛秘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240 

� 王穎芝、呂振基、姚世外：《高中中國歷史 4 下》（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2009 年），頁 59,64 

� 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頁 1-3,5,19 

� 馬渭源：《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奇特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卷(下)》(南京：

                                                                                                                                       
年 04 期，頁 39 
35

 密摺制度：即摺子不經通政司，亦不經內閣票擬，直達御前，由皇帝御覽和親自批改拆閱，

且高度機密，除起草奏摺者外，不允許第三人拆閱。作用在於密摺夫君臣之間的私人通訊，雙方

無話不談，加上極為保密，臣下都會直言無諱，君主遂得以廣耳目，洞悉全國情況。所以說，密

摺促使官員互相監察之外，最重要的是成為君主控馭全國的官僚工具之一。詳見王穎芝、呂振基、

姚世外：《高中中國歷史 4 下》（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2009 年），頁 59,64 
36

 莊吉發：〈清世宗與奏摺制度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76 年 04 期(1976 年 4 月)，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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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16-417 

� 婁曾泉、顔章炮：《明朝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頁 203 

� 馮紹霆：《細說明太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3-24,275 

� 劉雙舟：《明代監察法制硏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年)，頁 23 

� 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北京：中國書店，1998 年)，頁 112-121 

 

論文 

� 胡丹：〈明代的朝參牙牌——從“馬順牙牌”說起〉，《紫禁城》，2008 年 10

期 

� 卜永堅：〈從墓志銘看明代米氏錦衣衛家族的形成及演變〉，《明清論叢》，2012

年 00 期 

� 莊吉發：〈清世宗與奏摺制度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76 年

04 期(1976 年 4 月)，頁 11 

� 彭文位：〈騰沖出土明代墓志銘簡介〉，《保山學院學報》，2010 年 04 期，頁

39 

� 董建：〈一塊明代“特務”的牙牌〉，《收藏》，2013 年 03 期，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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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名字 ： 明崇禎十六年青花題記十八羅漢筆筒 

創造時間 ： 十七世紀 

  

 

  

  

  

  

  

  

  

  

  

  

  

  

  

  

  

 

 

 

                                     

 

   
1
 

一、基本說明 

 

這件青花瓷筆筒，於明未時期崇禎十六年 ( 1643 年 ) 製造，是眾多崇禎青

花瓷之一，現為上海博物館館藏。此作品高 19.2 厘米，口徑 20.9 厘米，直身及

平底內凹的外型設計，與一般的崇禎青花筆筒一樣。青花瓷筆筒表面刻有淺淺

的如意雲紋和水波暗花紋，繪有人物圖，題材為十八羅漢渡海的故事。筆筒兩

側均有題記，其中一側為漢代《樂誌詩》。
2
 

  

由於官窯的生產數量在國內已供不應求，加上海外的貿易強大的需求以至

民窯得以興起。從此流入巿面的瓷器的題材不再被局限，打破以往很多的禁

忌。在圖案設計上題材包含人物、山水景物、動物、各類神仙故事等等。3在青

花瓷上更能體現當時人民的生活情況及文化。 

  

二、歷史意義 

 

瓷器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中國製造的瓷器令世界各地趨之若鶩，深受

                                                 
1
 張銘克、李劍敏：《明代青花瓷》（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7）。 

2 同上。 
3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 文津, 1996）。 

各地歡迎。除了茶葉和絲外，瓷器亦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瓷器貿易早

在漢代已開始，直到唐代已建立龐大的市場。商品經海及陸路出口到世界各地

包括土耳其、東非、日本、菲律賓和印尼等等的地方。有「瓷都」之稱的江西

景德鎮在宋代發明了聞名世外的藍白釉瓷器，亦即是青花瓷。在元、明兩代青

花瓷達到發展的高峰。
4
 

 

明朝著名使臣三保太監鄭和出使西洋各國，從永樂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

年(1433 年)，共有七次。分別到達過古里(今印度)、滿剌加(今馬來西亞)、天方

(今沙特亞拉伯)、木骨都束(今非洲東海岸)等三十多個國家。
5
當時只有中國撐握

精湛的造瓷技術，其他國家只能夠進口中國的瓷器。這七次的遠行令更多國家

接觸中國瓷器。中國的商船運送大批的瓷器等商品到中西貿易商巷印度尼西亞

的爪哇，再轉售到西方各國。除了帶領中國瓷器走進世界，鄭和出使東南亞國

家引進了蘇泥、勃青和胭脂石到中國作為製作瓷器的材料，為瓷器上色。
6
 

 

鄭和七次下西洋後，印度洋沿岸各國都有專門售賣中國瓷器的市場。當時

的瓷器只靠中國對外輸出，到明代後期，歐洲人大量需求中國的瓷器，而中國

的輸出已求過於供，未能滿足歐洲市場。所以歐洲人便到中國等地:如廣州、褔

建泉州、寧波搜購瓷器，再運返歐洲出售，
7
好像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8
在

萬歷四十二年(1614 年)一艘荷蘭商船「先爾德蘭號」由爪哇運載近七萬件瓷器

回國。根據鮑特里(M · Beardeley) 佔計，在 1604 年至 1656 年之間，荷蘭進口的

中國瓷器有三百多萬件。
9
在十七世紀，約有一千二百萬件中國瓷器由荷蘭的商

舶運往歐洲。
10
可見歐洲對中國瓷器有很大的需求。 

 

瓷器亦促使各地的文化交流，從中我們能夠看到中西文化的互動。除內銷外，

歐洲是中國的瓷器龐大的市場。在瓷器未普及時，中國的瓷器被視為價值連成

珍品及權勢與財富的象徵，只有皇族或貴族才擁有。座落於現今土耳其的奧斯

曼世帕宮藏有大量中國的古青花瓷，而這些青花瓷上的圖案更有別於中國傳統

的青花瓷設計，包括阿拉伯文字及其風格的紋飾。
11
 

 

除此之外，針對於歐洲市場，中國亦有製作外銷瓷。歐洲商人會提供繪圖讓中

國窯商按圖樣生產，甚至繪製人像。除了商人直接給予的設計圖有一些歐美畫

家遠渡而來到中國廣州為瓷器匠師進行藝術指導。相返地，有少數瓷器藝術家

跟隨歐洲商人到歐洲學藝後，回國改進設計，提高了瓷器的藝術水平。廣州和

                                                 
4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 Chinese Porcelain : An Export to the World》（香港: 三聯書

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8）。 
5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 輕工業, 1984）。. 
6 同上。 
7 陳偉、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陶瓷藝術》（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8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 Chinese Porcelain : An Export to the World》（香港: 三聯書

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8）。 
9 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杭州: 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0）。 
10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 輕工業, 1984）。 
11 趙玫玫：〈土耳其皇宮的中國古瓷器寶藏〉，《健康大視野》，20（2009 年 10 月），頁 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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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的瓷器匠師們以傳教士、藝術家和商人們帶來的地毯、書籍、繪畫、工

藝品等等的物件中作為珍貴的參考資料。
12
  

 

具體上來說，影響中國最大的歐洲繪畫包括素描、水彩畫、肖像畫、油畫等

等。
13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有很多不同的史料，當中大致分為三個類別，來自中

國的資料、來自其餘亞洲國家的資料以及歐洲各國的資料。當中直接提我我所

揀選的文物，「明崇禎十六年青花題記十八羅漢筆筒」的史料只局限於講述其

製作設計的特點及出品時期。提及到青花瓷歷史意義的資料很少集中研究個別

的青花瓷器，大多以一個整體去探論。  

 

在明代有特別部門，工部營繕所14去管理窯洞和相關的瓷器大小事情。

而這些官方文件有詳細關於青花瓷器的製作及工序。青花瓷為當時的稀世珍

品，青花瓷器常用來作出使異國送給皇族的禮物。早期大多數的青花瓷器就以

此途因由出海外，除此以外青花瓷器風行各國以不同的途徑到海外。初期只涉

及鄰近的國家如：曰本、韓國以至到往後的意大利、荷蘭及英國，這些別國的

檔案更有助從多方面了解中國瓷器到世界的影響。 

 

除了一些官方的紀錄，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民間的史料。在明代，使臣

鄭和曾經七次下西洋，期間他所寫下的遊記能讓研究人員從一個更直接、更近

距離的角度得悉當時中國瓷器在外國引起多少的迴響和他加何向他國取經和引

入當地文化到中國。中國的洋行的史料亦有助了解外國文化對中國瓷器設計上

的影響。15我們亦可參考來到中國傳教士與故鄉往來的書信和遊記中紀錄下的所

見所聞知道當時的實際情況。16與此同時，外國民間也相當重要。了解一些經營

中國貿易的公司亦有助看清青花瓷器當時在外國的需求和他們如何引入各自的

文化到中國，特別是藝術層面的文化。 

 

四、延伸研究用途 

 

學術界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利用青花瓷文物，特別是當時為迎合外國市

場而設計的外銷瓷器及跟據外國商人特定要求圖樣設計的瓷器，從中探討對中

國的藝術文化的影響。就如在本文歷史意義部分提及到的，中國製作瓷器的工

人學習西方及鄰近地區的繪畫風格和方式生產瓷器以迎合歐洲的需求。瓷器作

業者透過這個渠道接觸及學習別於中國傳統文字和畫畫方式。這種東西藝術文

化的互動和交流除了在瓷器設計上展現，將來可以就有否影響繪畫等其他範籌

作出深入的研究。 

                                                 
12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 輕工業, 1984）。 
13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 輕工業, 1984）。 
14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 文津, 1996）。 

15
 同上。 

16
 同上。 

  

由瓷器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從多個角度全面了解異地文化在中國的發

展影響。不單止從官方角度看看當時政府對外來文化的處理手法，更可以站在

民間的角度得悉人民對於外地文化的看法和深入人民生活的程度和範圍。得到 

更仔細及具體的認知。 

 

 

五、參考資料 

 

趙玫玫：〈土耳其皇宮的中國古瓷器寶藏〉，《健康大視野》，20（2009 年 10

月），頁 98-100。 

  

陳偉、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陶瓷藝術》（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 Chinese Porcelain : An Export to the World》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8）。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 文津, 1996）。 

  

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杭州: 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0）。 

  

曹建文：《景德鎮青花瓷器藝術發展史研究》（濟南市: 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8）。 

  

鄒麗娜：《中國瓷文化》（北京市: 時事出版社, 2007）。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 輕工業, 1984）。 

  

張銘克、李劍敏：《明代青花瓷》（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7）。 

  

迪維斯著，熊寥譯：《歐洲瓷器史》（杭州: 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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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杭州岳王廟 

創造時間：南宋嘉定 14 年（1221 年） 

 

 

 

一、基本説明 

 杭州岳王廟位於杭州西湖附近，於南宋嘉定 14 年興建。1 杭州岳王廟除了用

以紀念和祭祀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岳飛，同時也是岳飛的陵墓。2 岳飛是南宋時

期的抗金將領，為當時主戰派的骨幹人物，後被宋高宗處死。在其死後 21 年（1162

年），宋孝宗繼位，他以退位的宋高忠之名，下詔為岳飛平反，官復原職，並懸

賞尋其遺體，禮葬之。3 朝廷遂將岳飛遺骸葬於西湖附近的棲霞嶺，即岳王廟所

在地。直至嘉定 14 年，岳飛子孫岳珂上書朝廷，指智果寺毗鄰岳墳，請朝廷賜

其岳廟，朝廷下旨智果寺為岳飛功德院，即今日的岳王廟。4 廟内有岳飛坐像，

其陵墓為 1979 年浙江省和杭州市有關部門按原樣修建，5 旁邊為岳飛之子，岳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丁亞政：〈杭州岳飛墓廟的興建與變遷〉，載龔延明、祖慧編：《岳飛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4），頁 362-363。  

2  同上。 

3  龔延明：《岳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0。 

4 丁亞政：〈杭州岳飛墓廟的興建與變遷〉，載龔延明、祖慧編：《岳飛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4），頁 363。 

5 丁亞政：〈杭州岳飛墓廟的興建與變遷〉，載龔延明、祖慧編：《岳飛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4），頁 368。 

之墓。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人跪像則正對着陵墓，為鐡欄所圍，後有楹

聯，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6 

 

二、歷史意義 

 岳飛一案未成定案之時，朝野上下不少人都替岳飛鳴冤，寄望宋高宗與及當

時權相秦檜改變主意，唯 終仍未能力挽狂瀾。可是，當岳飛一死，由於當時臣

民都懼怕會被列入與岳飛一同謀反之列而不敢為之提出翻案。但 1155 年，秦檜

病死，為岳飛平反之聲漸起，他們將秦檜說成殺害岳飛的元兇，並請求宋高宗為

之翻案。
7
 

高宗爲平息輿論，遂下令解除對岳飛遺屬的懲罰，並將岳家軍防區内的純州復名

為岳州。這些都是一些象徵式措施，並不代表岳飛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反。
8
當時，

金國完顏亮再次統領金兵南下犯境，宋高宗的措施只為平復軍心和民心，好讓軍

隊繼續在抗金戰場上效力。 

 岳飛真正的平反要到 1162 年，宋高宗退位，宋孝宗繼位。孝宗主張抗金，

接受了太學生程宏圖「昭雪岳飛之罪」的要求，為岳飛平反，復其原官，尋其遺

體，「以禮改葬」，追諡武穆，又封其後代官職，
9
孝宗此舉除了表明岳飛的清白

外，也是爲了鼓舞軍隊的抗金熱情。岳飛的遺體至此才被朝廷以隆重的儀式厚葬

於杭州岳王廟現址。由此可見，岳飛的昭雪和岳王廟的合法存在乃象徵着朝廷對

抗金主張和主戰派的重新接受，也就代表着朝廷對金國態度的轉變。 

 此後，宋孝宗肅清秦檜餘黨，並命令張浚北伐，唯其軍隊在符離遇到金兵突

襲，損失慘重。結果，宋孝宗於隆興二年（1164 年）和金國簽訂「隆興和議」。

儘管如此，後來的宋寧宗為抗金北伐，亦同樣在嘉定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
10

可

見，岳飛在宋代幾乎與抗金畫上等號，追封岳飛的作用不只是表揚岳飛對國家的

貢獻，同時亦可鼓舞將士的抗金士氣，朝廷也能借此向百姓、金國表達抗金的態

度。 

 另一方面，杭州以至各地岳王廟的興建與修葺，也是象徵着社會對忠義的推

崇和對奸佞的不齒。明代天順年間（1457-1464）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秦檜

及其妻妻王氏、万俟卨和張俊的跪像被先後置於岳墳旁，卻屢被百姓擊碎，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龔延明：《岳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0-391。 

7 劉秀生：《岳飛評傳——抗金十年功 忠魂冤千古》（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頁 140。 

8 同上。 

9 龔延明：《岳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0。 

10 維基文庫，整理。2011。《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5%AE%8B%E5%8F%B2/%E5%8D%B7365#.E5.B2.B3.E9.A3.9E （上網

日期：2013 年 4 月 24 日） 

11 龔延明：《岳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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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百姓對他們殘害忠良的行爲恨之入骨。岳飛背上刺有「盡忠報國」，12
其忠 

義的形象歷來深入民心，雖然岳飛並非儒家思想的開創者，但在「忠君愛國」的

層面上，岳飛是具代表性的，這種價值觀和愛國主義甚或成爲中華民族精神的一

部分。 

 

三、相關史料説明 

 在研究有關岳王廟的歷史時，可用的資料大致可分為古代的文獻和近代的研

究。古代文獻，例如《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絕少講述有關岳王廟之

事，有關岳飛的資料主要是關於其生平事跡，但從這些資料，我們可知道岳飛在

當時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亦可推測到岳飛之死對當時朝野的震撼。另外，研習不

同近代研究時，每當有關客觀資料的記載有所出入，正史的史料就起了一個重大

的作用，因爲正史在記載年份、封賞方面會比較準確和詳細，而且在了解當時政

治環境方面的幫助很大，參考價值頗高。然而，部分史料會滲雑了作者的個人意

見和觀點，立場並不中立，
13

有時候可能會神化了岳飛的將才，誇大了他的影響

力，因此，在研究史料時，必須小心謹慎，仔細留意作者的語氣和描述，從而判

斷史料的可信性。 

 

四、延伸研究用途 

 有關岳王廟的文物還可被利用作當代民風的研究，從當時百姓對岳飛崇拜的

行爲上，得知朝野對抗金戰事的態度，究竟他們是普遍厭戰還是支持北伐。另外，

相傳從前的百姓都會教導孩子向秦檜、秦檜之妻王氏、万俟卨和張俊四人的跪像

撒尿和吐口水，藉此洩憤，以及教導他們忠義的重要性，儘管這方面的史料仍有

待商榷和查證，但從後代百姓的行爲上，學術界可以此研究岳飛對後世在忠義觀

念上的影響、岳飛的事跡有否加深後世對於忠義的概念等等。 

 與此同時，從岳飛冤死的史跡，學界可進一步探討宋代的儒家思想，究竟其

着重的的忠君還是愛國？朱熹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也就是說忠和孝的本義是一致的，孝是針對父母，而忠則是針對君主，「以孝事

君則忠」，因此，忠只是孝的延伸。
14

然而，在積弱的宋朝時期，民族矛盾日增，

外族威脅日盛，皇帝和國家在百姓心中的觀念還是否一致？皇帝在岳飛以至朝野

臣民的忠心内，佔的位置有多重要？這直接影響着宋朝皇帝的施政方向和討好對

象，又是另一個廣闊議題的探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龔延明：《岳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22-323。 

13 林美雲：《岳飛死因之探討》（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1993），

頁 2-3。 

14 林美雲：《岳飛死因之探討》（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1993），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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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東南互保章程 

出現時間：２０世紀 

 

東南互保章程：中西議定保謢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及中西議定保謢長江內地章程1	

一‧基本說明 

  東南互保章程，是清廷東南各省地方官員與洋人私下於１９００年協商的互不侵犯

協議。於１９世紀末的中國，爆發了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民間排外運動──義

和團事件。義和團的拳民盲目排斥洋人，並與洋人爆發流血衝突，滿清政府不但沒有加

以制止，反而暗地裏支持拳民的所為
2
，及至１９００年，終於引來了英、美、法等八

國聯軍以保護僑民為名的入侵。 

  回應聯軍的入侵，清政府反過來對諸國宣戰，並要求各地方行省支援清政府的戰爭。

東南各省認為清政府的指令為「矯詔」
3
，以劉坤一、張之洞等為首，由盛宣懷穿針引

線，與入侵國家訂立協議，各省不援助清廷對列強的軍事行動，列強也不可入侵東南各

省，形成互保的局面。事實上章程雖有列明各項細則，即〈中西議定保謢上海租界城廂

內外章程〉和〈中西議定保謢長江內地章程〉，但基本只屬口頭上的照會，除福建一省

外，其餘各省並沒有正式與列強簽訂具法律效力的文件。 

                                                       
1  江南商務報第十九期，１９００年 
2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台灣，中國學術著作奬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二年） 

3
 王明中：〈義和團運動中英國與東南互保〉，載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年），頁４０９－４３４。 

二‧歷史意義 

  東南互保章程的協議有助於保持中國國力
4
。在《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

究》一書中，其作者指出東南各省每年繳納的財賦為國內第一，互保章程使長江及蘇杭

內地等全國最富有的地方免受八國聯軍入侵的戰亂影響，為中國戰敗後的恢復提供了基

礎，而戰後的庚子賠款所需金錢，亦以東南為主要來源。 

  除保留中國東南地區的經濟生產力外，東南各省亦為中國保存了最後的軍事實力。

章程禁止外國兵輪駛入長江，水手人等亦不可登岸，而且兵輪亦不可靠近吳淞等各處的

炮台，有效防范外國勢力的滲透。更重要是嚴阻外國入侵到上海製造局、火藥局等一帶，

維持了中國軍火的生產力，因為辛丑和約限制了中國不可從外國輸入制造軍火的各種器

材，這使國內自製的軍火成為清廷往後幾年主要的軍備來源，維持了軍隊的戰鬥能力。 

  東南互保使中國不致與外國勢力完全決裂，亦方便了之後的議和談判，與此同時，章

程亦暴露了清廷對地方政權的無力，增加了地方勢力的離心。面對東南各省不奉詔令抗敵，

更私下與列強達成協議的情況，中央非但不敢降罪，反而贊揚各省官員「老成謀國」，反

映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大減。另一方面，在八國聯軍之役中，清廷中央的幾支主力軍隊如

武衛軍、神機軍、虎神軍等遇敵時都未戰即潰，毫無戰鬥力可言
5
，顯示出清廷的軍事疲弱，

再無力節制地方，各省亦漸呈半獨立的狀態，政府權威大降。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東南互保章程的史料中，對章程的作用都褒貶不一，但一般史家對章程都有較

客觀的評價，國內早年的史家則似乎普偏持較負面的評價，而且頗有偏頗之處。 

  對於東南互保章程，一般史家顥得較持平，例如《義和團研究》一書主要以描述為

主，以盛宣懷和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三督間的信函，引出東南互保的定策情況
6
，

較少加入個人主張和見解。而前述的互保運動研究一書，則從時代背景、國內外的政治

形勢等方向加以研究，亦有對贊譽貶毀者的不同意見提出支持反對的論點，提出具體資

料，如指出當時國內勁旅的聶、宋等各軍都在戰爭中消耗殆盡，反而袁世凱從東南互保

中受惠，戰力保存完好，其麾下新建陸軍因而成為他在政治上擴張勢力的憑藉
7
等，其

評述較客觀，理據也較充分。因此在進行研究時，基於其可信性，較多使用一般史家的

看法。 

  相反，國內早年的史家則似乎受唯物史觀的影響，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義和團事件

                                                       
4  林世明：《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究》（台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 
5
  金家瑞：《義和團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6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 
7  林世明：《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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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東南互保章程，顯得較主觀。如《義和團運動》一書把義和團事件定性為反帝愛國鬥

爭，對東南互保的描述則為「帝國主義導演下的東南互保」、「中外反動勢力的互保」等，

又指章程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買辦階級為保自身利益，加強鎮壓革命運動和迫害中

國人民」而狼狽為奸演的一出傀儡劇
8
。同樣，在《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的〈義和團

運動中英國與東南互保〉一文中，亦大量使用了「帝國主義列強」、「封建統治集團」、「資

產階級」等字眼，又指義和團搗毀教堂、殺害教士等的指責是顛倒是非
9
。這些描述明

顯帶有強烈主觀成分，可信性較低。 

  由此以言，在研究東南互保章程時，似乎國內歷史學家的資料局限性較高。 

四‧延伸研究用途 

  除了研究東南互保章程對當時中國時局的影響外，亦可探討東南各省官員在考慮互

保的規條時是否真的存有媚外的心態。談及東南互保，不少史家都指中國的官員受到英

方的影響、壓力，繼而推動計劃。但觀各省官員與列國的交涉中，多次出現雙方彊持，

談判難以繼續，以致產生三次的中外會議、長江巡閱使李秉衡和江蘇巡撫鹿傳霖亦屢屢

出現拒絕合作10等事，似乎難以斷言這些封彊大吏存有媚外之心，需要更多考究加以論

證。 

  除此之外，亦可討論東南互保章程是否影響到辛丑條約中條款的苛刻程度。辛丑條

約固然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事實上其中的條款卻是以折辱性的條文居多，並沒

有真正對清政府施以制裁。這裏可以作為研究的切入點，研究東南互保的商議過程，有

否對列國戰後和約的規劃發揮了影響力。 

                                                       
8
  金家瑞：《義和團運動》 

9
  王明中：〈義和團運動中英國與東南互保〉 

10林世明：《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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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成都武侯祠 
創作時期：約公元五世紀 
 

 
圖片來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www.wuhouci.net.cn/default.html) 

 

 

圖片來源：成都市武侯祠文物保管所：《中國文物小叢書 武侯祠》，1982 年 7

月，頁 3３。 

 

一、基本說明 
 
  成都武侯祠位於成都市南郊，佔地５６畝1，是中國少有君臣合祠的祠廟。

                                                       
1  成都市武侯祠文物保管所：《中國文物小叢書 武侯祠》，1982 年 7 月，頁 3。 

建立武侯祠的目的是紀念三國時期的蜀漢丞相諸葛亮，由於諸葛亮生前封「武鄉

侯」，死後謚「忠武侯」，武侯祠因而得名。歷史有數以百計的武侯祠，當中成都

武侯祠最享負盛名，它在１９６１年成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其中一

件文物。2此祠堂特別之處在於，它並不是一開始便君臣合祠的，現在成都武侯

祠裡的惠陵和漢昭烈廟早在２２３年便落成，而武侯祠則在南北朝時落成，而且

只是與漢昭烈廟相鄰。直到明朝初年重建祠宇時才將武侯祠併入漢朝烈廟，成為

現在君臣合祠的名勝古蹟3。武侯祠裡保存了多個時期的產物，如蜀漢惠陵、唐

代碑刻、明清匾聯等4，而從祠內不同的文物能體現出中國儒家文化。 
 
二、歷史意義 
 
  武侯祠的歷史意義有二，證明諸葛亮的高尚地位和證明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武侯祠自落成後一直都香火鼎盛，不論是南北朝、唐還是宋亦有不少人拜訪過祠

廟，體會了諸葛亮由古到今在國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武侯祠的影響力甚至比規模

更大的漢昭烈廟大得多，民國時期的鄒魯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門額大書

漢昭烈，世人都道武侯祠」5，人們選擇稱祠廟為武侯祠而非漢昭烈廟便揭示了

諸葛亮在人們心目中有一定高的地位。近年有很多人認為三國演義過度「神化」

了諸葛亮，令人認為我們追捧諸葛亮是因為受到了三國演義的薰陶，但在三國演

義出現之前，諸葛亮在古人心中已有很高的地位，這一點從武侯祠的歷史反映出

來。首先，在三國時期，諸葛亮初亡，蜀漢百姓便私祭諸葛亮並要求立廟紀念6，

在魏滅蜀後魏國將軍鍾會也到祠廟祭祀諸葛亮7，證明魏晉南北朝時期諸葛亮的

祠廟和本人已經受到眾人的尊重。而且祠廟內擺放了多匾聯，內容都是讚賞諸葛

亮和顯示他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如「名垂宇宙」的匾則出自清代雍正，意思指諸

葛亮的功績和品格名滿天下。 
 
  揭示武侯祠歷史意義的最重要歷史事件是它的搬遷。如一開始所說，武侯祠

本來並不座落於此，也不是君臣合祠的祠廟。在魏晉時期，武侯祠只是與拜祭劉

備的漢昭烈廟相鄰，到了明朝的時候才合為一殿，原因是因為人們普遍人為諸葛

亮與劉備在歷史上是君臣的典範，蜀王朱椿人為丞相的祠廟與君主的祠廟並立不

合符禮法，於是以「君臣宜一體」為由把漢昭烈廟和武侯祠合拼了。到了清代，

康熙皇帝重建武侯祠，把漢昭烈廟放在前和較高的位置，把武侯祠放在後和較低

的位置，前後殿形成「君尊臣卑」的布局8。在武侯祠的兩次搬遷可以發現儒家

                                                       
2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成都武侯祠＞，《蜀漢勝跡》，1985 年，頁 90。 
3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成都武侯祠＞，《蜀漢勝跡》，1985 年，頁 91。  

4
 羅開玉：＜三國文化與三國聖地＞，《帶你走進博物館 成都武侯祠》，2006 年，頁 9-11。 

5
 羅開玉：＜三國文化與三國聖地＞，《帶你走進博物館 成都武侯祠》，2006 年，頁 26。 

6
 成都市武侯祠文物保管所：《中國文物小叢書 武侯祠》，1982 年 7 月，頁 3。 

7 陳壽：＜諸葛亮傳第五‧諸葛亮＞，《三國志》，2008 年 2 月，頁 201。 
8
 成都市武侯祠文物保管所：《中國文物小叢書 武侯祠》，1982 年 7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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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由漢代到清代也一直盛行。明朝時蜀王認為君臣的祠廟不應並立和清朝是康

熙設下前高後低的布局也源於儒家思想對階級和禮法的重視，臣子不能對君主有

所僭越，所以無論諸葛亮如何功高蓋主和比劉備更受歡迎和尊敬，也不能在漢昭

烈廟旁立廟。所以以祠廟的位置而言，我們該稱武侯祠為漢昭烈廟才對，但由於

百姓一直習慣稱祠廟為武侯祠，所以現在的武侯祠包括了諸葛亮的祠廟和漢昭烈

廟。 
 
  除了武侯祠的結構，人們重視武侯祠也凸顯了他們對儒家思想的重視。「忠」

是儒家思想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孔子認為「臣事君以忠」9，而作為丞相的諸

葛亮為君主劉備及季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完全合符儒家思想，更成為了後世

的典範，為表示對諸葛亮對敬佩而重視武侯祠也合情合理。 
 
三、相關史料說明 
 
  除了從武侯祠的架構及廟內的碑刻和匾聯顯示諸葛亮在古時候已受大眾認

同和敬佩，我們還能從一些描寫武侯祠的詩詞中尋找出古人對諸葛亮的看法。唐

代詩人杜甫亦曾遊此地並在不同詩中提及武侯祠和諸葛亮。他的作品《蜀相》中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兩句10可見在唐朝武侯祠已經是著名的遊

覽地點，而且杜甫從中也藉著武侯祠讚頌諸葛亮的功績和抒發其緬懷之情。其中

「兩朝開濟老臣心」更是強調了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此我們可推斷

歷來對諸葛亮有相似評價的人不只杜甫一個，諸葛亮的形象是忠臣的典範，而武

侯祠則是忠心愛國等儒家思想的象徵。另外，從杜甫的另一首作品《詠懷古跡五

首》之四中「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遺像肅清高」11除了抒發杜甫對諸葛亮的崇

高敬意外，也說明了諸葛亮是為人所敬仰的重臣，而且普世皆知，名垂宇宙，這

兩句詩句更成為擺放在武侯祠裡的其中一個楹聯。 
 
  由此可見，武侯祠象徵著諸葛亮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除了在武侯祠此廟內看

到的諸葛亮像、廟內有關諸葛亮的文獻等，還能從不同朝代的古人身上找到他們

對祠廟和諸葛亮的感覺。 
 
四、延伸研究用途 
 
  其實關於武侯祠還有很多問題未能找出答案，若能有更多研究從武侯祠出發，

更有可能能揭示更多未知的歷史。例如，在上文提及過，明代的時候武侯祠有過

位置上的轉變，武侯祠由與漢昭烈廟相鄰變為合拼到漢昭烈廟裡面去了。雖然來

                                                       
9  李晨陽：《多元世界中的儒家》，2006 年 6 月 1 號，頁 182。 
10 張忠綱、趙睿才、綦維：〈蜀相〉、《新譯杜甫詩選》，2009 年 2 月，頁 209。 
11
 章映閣：＜第一章 丞相祠堂＞，《諸葛亮》，1993 年 3 月 1 日，頁 11。 

自成都市武侯祠文物保管所的資料認為蜀王朱椿是以「君臣宜一體」為由讓諸葛

亮變為劉備殿的陪祀。但是這個說法並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在各種途徑我們能

找到其他不同說法。例如明朝時武侯祠與漢昭烈廟合拼的原因是因為劉備與諸葛

亮關係很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有記載劉備三顧草廬拜諸葛亮為軍師，死前向

諸葛亮託孤等事件，顯示他們是君臣的典範，為紀念這對君臣而把兩祠廟合拼。

也有說法指朱椿的舉動是變相廢除了武侯祠，原因是因為當時漢昭烈廟太冷清，

相反武侯祠則香火鼎盛，他看不過眼而以「君臣宜一體」為藉口合拼了兩次廟。

但是，各種說法都難以有實質證據支持，因為相關的史料實在太少了。 
 
  若有更多研究嘗試找出當中的原因，更可能能進一步了解劉備與諸葛亮的關

係。現在不少學者都懷疑歷史上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並非如三國演義中描寫的那

麼和諧和完美。若我們能找出不同時候武侯祠位置上的變遷的真正原因，便有機

會找出真正的三國歷史，而不是一面倒支持或一面倒反對三國演義對後漢和魏晉

時期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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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虎頭鍘 

創造時間：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 

 

 

一、基本說明 

虎頭鍘是北宋包青天(包拯)專用的行刑工具，創造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年間1。虎頭鍘主

要用青銅製造，最明顯的特徵在於鍘頭有雄虎，虎身則為鍘刀。虎頭鍘與狗頭鍘

和獅頭鍘是同一功用的，分別只在於施用的對象。狗頭鍘專鍘犯了死罪的平民百姓; 虎

頭鍘專鍘大臣、官吏; 獅頭鍘專鍘皇親國戚、王公諸侯。三鍘當時置於開封府公堂

上。 

 

二、歷史意義 

虎頭鍘是源於北宋。北宋的國策主要為兩大項:「強幹弱枝」和「重文輕武」2。宋

利用中央集權實行「強幹弱枝」,使中央軍、政、財等權力都超越地方;而「重文

輕武」則是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其目的在於糾正五代武人亂國的弊病，

自太祖起，北宋的歷代君主一直謹慎遵行這個政策，直到滅亡而後止。 

宋仁宗在位時，大力推動儒術，並將論語、大學、孟子、中庸併合，開了四書的

先河。正因為重文輕武，崇拜儒家，士人得以暢所欲言，並透過科舉考試，晉身

朝政。 

 

包拯
3
，包青天，正是從仕途出發，於宋仁宗嘉祐二年，擔任開封府尹，並在一

                                                       
1  宋仁宗嘉祐 1056 年-1063 年 

2周宝珠,  陈振主编,<宋史>，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7 
3
绍轩;阿进，《南方论刊》1994 年第 Z1 期  

年內將難治的開封府打理得井井有條。在開明的朝野下，暢通言路，包括能將權

貴的在驕橫之勢抑下來，當中虎頭鍘便是刑具中的佼佼者。 

虎頭鍘是專鍘奸臣昏官。例如，<<鍘美案>>
4
,以及與宋仁宗趙禎出身有關的<<狸

貓換太子>>
5
一案。 

據說，虎頭鍘有先斬後奏的尚方功能。只要查明事實，便可以即時行刑。虎頭鍘

亦有''刑也上大夫''的意思，不論階級，只要違紀，平等論罪。它的刀刃比起龍頭

鍘較為鋒利;但較狗頭鍘平鈍。故此，被獅，虎頭鍘處死的人通常會受多點痛楚，

藉此為進一步的刑罰。 

 

在宋代和現代的戲劇中，不難發現包公三大鍘的故事。例如，<<三口銅鍘神鬼寒

>>
6
便圍繞獅、虎、狗頭鍘。這三鍘是戲裏主要的戲目。另外，在中國著名的京

劇中，亦有關於虎頭鍘的故事。在<<鍘美案>>中，包拯亦是利用虎頭鍘將陳世

美斬首。 

談及歷史意義，不應只著重於當代的貢獻，亦需放眼於對後世後世的影響。綜合

中國上下五千年，刑罰是必須施行的。但施行的方法則有所不同。死刑可是分不

同的種類，例如 鑊烹，肢解等。但到了宋朝以後的朝代，大多沿用宋朝的鍘，

如明清。由此可見，虎頭鍘不僅在當代有所影響，更對後世提供了一個模範。 

因為包拯能利用鍘來阻嚇及整治貪官污吏，故此包拯留給當世，後世的人一種公

正廉明，鐵面無私的形象。並與名臣勇將扶助仁宗。在大多數宋民眼中留下，仁

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現今的社會，虎頭鍘成為了一種象徵意義。因為虎頭鍘的歷史意義及職責，令現

今的人認為虎頭鍘是一種拒腐倡廉的工具，故此，附予了反貪的象徵。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必須從歷史事實中搜集，尋找有關的資料。歷史事實可大概分為

正史和野史兩類。一般來說，正史因為有文字正式記載，故可信性較高。相反，

野史大多是民間流傳和非正式記錄，故可信性一般較低。 

與虎頭鍘相關的史料實在不多，除了在<<宋史，包拯傳>>
7
中輕微提及，大多史

料都來自野史。相關的野史為民間傳說較多，如文學和戲劇。 

 

文物的流傳源於包拯。包拯一生廉潔清明，他的正義精神為當代，後代所歌頌。

配合歷史背景北宋仁宗
8
時，朝政最大問題就是冗官太多 科舉考試讓大量仕人得

                                                       
4
赵晓东,  《戏曲艺术》1991 年第 03 期 

5蕭風,  「狸貓換太子」的真實情況, 2009‐10‐31 
6  郭建；<<包公的大鍘刀>>,2012 
7江小濤  譯,  包拯傳—《宋史》卷三一六, 
8  覃延欢,  《学术论坛》1983 年第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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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政，結果朝野大臣眾多，職位工作重疊。反之，農民卻是被打壓的一群。土

地常被兼併，公卿大臣大多都佔土地千頃以上，最後導致「富都有彌望之田，貧

者無立錐之地。」
9
 

 

正因低下層對達官貴人的討厭，包拯鐵面無私的事跡便受百姓歌頌，而一些相關

的刑具亦相繼流出，如虎頭鍘能鍘達官貴人。 

 

直到現今，虎頭鍘是否出現過，仍是一個迷。但，近期有學者
10
提出，虎頭鍘可

鍘貪官汙吏看似不太可能。 

翻查宋史
11
會發現，宋朝人若要判死刑，至少要有六至八次審判。加上宋朝是一

個慎刑的朝代，凡是死刑都心須通過皇帝批准才可以執行。再者，包拯包青天的

開封府類似今天的地方法院，不可能判處並鍘頭。 

 

若從包拯<<鍘美案>>來看，文物的背景便會更加迷糊。開封府只屬地方的法院。

在<<宋史職官志>>
12
記載，開封府為京師一審審判機關，只審理百姓和犯下較輕

罪的犯人和官吏，像陳世美這樣的皇親國戚會被送往專屬的御史台審判。送往開

封府的可能性不大。 

 

再者，宋代有「鞫讞分司」
13
制度，也就是事實與刑司，即事實與刑度分由不同

判官判定。若有，亦需由另一位判官判定刑責。因此，包拯不可能一人包辦定罪

及判罪。 

雖然虎頭鍘是否有用來鍘殺貪官污吏從史實無法證明，但現世的包公廟仍有放置

龍、虎、狗鍘。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能從包拯的開封府及現代和古代的戲劇作為研究的切入

點。因為史實並未能確實的提供文物存在的實證，故此，虎頭鍘較少被作為研究

的對象，大多則重於宋仁宗的盛世。 

 

在研究開封府14的時候便會發現府內的獅、虎、狗頭鍘是放置於十分顯眼的位置。

這證明了三鍘其實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今台灣的開封府內仍有三鍘。在歷史

中亦曾提及虎頭鍘是放置於開封府內。故此，研究文物放置的位置或能查證更多

有關虎頭鍘的資料。 

                                                       
9  《文獻通考》,正文·卷二·田賦考二 
10  資深大法官林永謀,TVBS 新聞報,2006/12/31 
11周宝珠,  陈振主编,<宋史>，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7 
12龚延明,<<  宋史职官志补正>>,中华书局,2009-08-21 
13李晓婧,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  《宋史。职官志六》 

 

另外，在古今中外的書籍和戲劇中亦有記載包拯正直不柯的事跡。當中亦不乏虎

頭鍘的資料。書籍，戲劇是民間將歷史留下的最佳的方法。 

倘若民間記錄未必為真，但亦能證明包拯的形象深入民心。 

 

從虎頭鍘的放置地、始創人、以及民間記載，相信有關資料能讓虎頭鍘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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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洛陽龍門香山寺 

建造時間：北魏熙平元年 

外觀： 

 

百度百科 > 香山寺 > 詞條圖冊 > 詞條圖片 > 香山寺 1 

 

一、基本說明 

該寺始建於北魏熙平元年（西元 516 年），位於唐代東都洛陽南邊 13 公里處

的香山西坳。
1
 其名「香山寺」由武則天於天授元年（西元 690 年）所賜。因武

則天崇佛，她曾多次親臨香山寺，並在此留下了「香山賦詩奪錦袍」的佳話。另

外，「香山居士」白居易出資重修香山寺，並寫下《修香山寺記》，使該寺聲名大

噪。
2
然而，唐武宗繼位後就開始多次推出打擊佛教的措施，包括拆毀寺廟和勒

令僧人還俗，給當時的佛教發展带来沉重的打擊。3
而這次的大規模滅佛事件，

                                                        
1 龍門石窟景區介紹：http://www.lmsk.cn/CompVisualize.asp?fenlei=%CF%E3%C9%BD%CB%C2 
2 馮曄：<白居易與香山寺>，《古典文學知識》，2000 年 02 期，頁 85-86 
3 王志平：<唐武宗三興法難>，《帝王與佛教》，1997 年 1 月，頁 146-157 

 

 

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會昌法難」。
4
所幸洛陽龍門香山寺，即是次文物報告的研

究物件能夠保留至今，並成為現時龍門石窟景區的名勝之一。 

 

二、歷史意義 

 

會昌法難的見證者： 

洛陽龍門香山寺是在會昌法難中「意外地」被保留下來的，因此其歷史意義

與會昌法難密不可分。 

唐朝以來，佛教的發展一直順風順水，其信徒數量眾多，因此佛教的勢力也

日漸增大。所謂樹大招風，加上唐武宗本身尊道厭佛，於是他在會昌二年（西元

842 年)下令整頓僧人的紀律，凡觸犯戒律、擅自娶妻者，必須還俗並繳出所有財

產。會昌五年（西元 845 年），武宗又正式下令「廢佛」，命令長安、洛陽左右街

各留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諸郡各留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

十人，下寺五人。八月，令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括天下寺四千六百餘所，蘭若（私

立的僧居）四萬所。但當時地方藩鎮割據，有部分地方官員並沒有執行滅佛的指

令，例如河朔藩鎮最初沒有任何行動，但在宰相李德裕的警告下才迫不得已行動

起來。5而洛陽當時被允許留下的是白馬寺與少林寺，至於龍門香山寺，則因為

當時的大文人白居易居住于此而倖免於難，可見龍門香山寺實在是會昌法難中的

一個異數。 

 

武則天尊崇佛法的證明： 

                                                        
4 于輔仁：<會昌法難及其疑問之破釋>，《五臺山研究》，1994 年第 4 期 
5 孫秀玲：《一口氣讀完大唐史》，頁 2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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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在香山寺石樓留下了「香山賦詩奪錦袍」的佳話。斯時，武則天在龍

門香山寺主持了一場詩會，群臣躍躍欲試，詩興大發。首先成詩的是左史東方虯：

「春雪滿空來，觸處如花開，不知園裡樹，若個是真梅」，武則天認為東方虯文

思敏捷，又才華出眾，馬上把錦袍賜給了他。而此時，其他臣子也相繼成詩，經

大家評審後，一致認為宋之問的七言詩更勝一籌，武則天遂把錦袍轉賜給宋之

問。6當時，武則天把詩會地點定在寺廟內，可見她並不排斥佛教。而事實上，

武則天曾帶發修行，執政後又先後命人建造佛像和寺廟、翻譯佛經等，這一系列

有利佛教的措施，正正反映出武則天本人非常尊崇佛教。7 

白居易晚年的「理想」居所： 

太和元年（827），白居易五十六歲，他辭掉官職後知道七十五歲去世前都一

直留在洛陽。8這一年說得上是白居易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由敢怒敢言的諫

官變成一位隨心所欲的詩人。白居易之後的生活十分閒適：七十四歲時，他和胡

杲、吉皎、鄭據、劉真、盧貞、張渾六人結成了「尚齒七老人會」。後有李元爽、

和尚如滿加入，改稱「香山九老」，終日以吟詩吃喝為樂，寫下了很多詠贊龍門

山水及香山寺的詩篇。白居易後期作品如《香山寺二絕》描寫的就是其晚年生活，

9
並且從字裡行間「閑」「伴鳥隨雲」「家釀滿瓶書滿架」，可見白居易當時的心境

是輕鬆愉快的。白居易在龍門香山寺的生活標誌著他仕途生涯的結束，一直到他

辭世，這裡都是給予白居易「平和」感覺的理想居所。  

三、相關史料說明 

                                                        
6 趙從仁：《中州學刊》（香山寺及白墓遺址考），頁 112 
7 王志平：《宗教與帝王》，頁 121-122 
8 譚繼山：《白居易傳記》，頁 207 
9 馮曄：<白居易與香山寺>，《古典文學知識》，2000 年 02 期，頁 85-86 

 

 

在尋找史料時，筆者發現直接提及龍門香山寺的資料十分少，這可能與當時

寺廟眾多不能盡錄有關，而當中能詳細記載龍門香山寺的資料更加是少之又少。

為了彌補這方面的不足，筆者只能從龍門石窟景區的背景介紹入手。雖然從景區

介紹找來的資料屬於官方性質，但由於龍門香山寺有上千年歷史，加上景區介紹

屬於宣傳性質，故筆者不排除這些資料有曾被美化過的可能。 

有趣的是，雖然筆者在直接搜尋關鍵字「龍門香山寺」時一無所獲，但在尋

找關於白居易的資料時，反而找到了較多關於龍門香山寺的描寫。這可能與白居

易自稱「香山居士」有關。因白居易在歷史，尤其是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

位，故學者在研究其生平時便少不免要去查查「香山」到底是什麼，於是龍門香

山寺很幸運地叨了白大詩人的光。  

另外，與龍門香山寺相關的歷史事件——會昌法難也是被爭相研究的物件。

故要瞭解會昌法難進而去取得有關資料都不是一件難事。然而，筆者發現會昌法

難發生的具體時間有兩種說法，一是由武宗登基到駕崩去計算會昌法難的時長，

即西元 840-846；另一說法則視會昌五年 845 為法難的完結，因為武宗在會昌五

年年末病倒，已沒有精力去繼續滅佛。但在前者眼中會昌五年只是會昌法難的高

潮，並不能視為完結。在此，筆者傾向支持前者說法，因就算武宗病倒，一直鼓

吹滅佛的宰相李德裕仍然健在，而這次會昌滅佛的規模之大，其餘波是不能在短

時間內消失的，所以會昌法難的時間應涵蓋會昌元年到會昌六年。 

 

四、延伸研究  

    在本報告的第二部分的開頭，筆者曾提及龍門香山寺是「『意外地』被保留

下來的」，說到這個意外，就必須提到唐代的名人白居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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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龍門香山寺是白居易晚年的居所，故筆者有理由相信，龍門香山寺能逃過會

昌法難一劫是白居易的功勞。 

白居易在文壇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其作品流芳百世，除了中國，中國

周邊國家也不乏他的忠實詩迷。白居易的詩用字淺白，連老嫗也能讀懂，這一特

點被稱為高度的「人民性」10，因此其作品得以廣泛傳閱，就連當時的雞林11、暹

羅12、日本也有譯本。13  

白居易在近代仍然享負盛名，顯然，他在世時更加是德高望重的存在。唐武

宗一即位，就想召見白居易讓他回到朝中辦事，14 但因李德裕從中作梗之故，這

件事最後作罷。不久後，武宗興起會昌法難後，龍門香山寺明明不在被准許保留

之列，但為何它還是完好無損的呢？筆者認為，這是武宗敬重白居易的一次側面

反映。一般來說，沒有皇族成員或官員出面求情，沒有什麼非常重要的保留價值，

龍門香山寺理應被拆除。那麼該寺最終得以保留的主要原因，就是白居易。白居

易曾出資對該寺進行修繕，又在香山上辦「九老會」15，他對香山的鍾愛可見一

斑。既然武宗有心招攬白居易，又怎麼會下令剷除白居易的住處呢？如此，武宗

自然對龍門香山寺的去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了。 

 

五、參考資料 

專書： 

任士英：《正說唐二十一帝》（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10 褚斌傑：《白居易評傳》，頁 148 
11 今韓國慶州 
12 今泰國 
13 褚斌傑：《白居易評傳》，頁 151 
14 王德忠：《唐帝列傳- 唐武宗 唐宣宗》，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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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為君難＂玉璽 

創造時間：18 世紀 

 

圖表 1“為君難＂玉璽(來源: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紫禁城》，２００９年第１０期（２

００９年１０月），頁４６。) 

 

一、基本說明 

 

  這方“為君難＂玉璽屬於清代 ( 1644-1912 年 ) 的雍正帝 ( 1678-1735 年 ) ,

由雍正帝親自命怡親王於他登基元年 ( 1723 年 )1 製造。此寶璽為雍正帝即位後

最早制作的御璽，乃用紅色壽山芙蓉石所刻成，螭龍為鈕，璽面左右刻上雙龍，

中央以篆書鎸著「為君難」三字，璽身呈橢圓形。2寶璽設計精細､典雅莊重，

曾在 2009 至 2010 年於台灣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作出公開展示
3
，現安放

於北京故宮博物院。 

                                                 
1
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紫禁城》，２００９年第１０期（２００９年１０月），頁４６。 

2同上。 
3 〈台展出雍正「為君難」玉璽〉，《蘋果日報》，２００９年１０月０３日。 

  “為君難＂出自<<論語‧子路>>；“為君難，為臣不易，如知為君之難也，

不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4
意指君主若知道「為君難」，必會慎言謹行，務實競業;

若明瞭「為臣不易」，即會禮遇臣下，廣開言路，虛懷納諫。如此，君主便可興

邦旺國。雍正帝視孔子此言為警世箴言，固常將「為君難」三字蓋印在御書和書

畫上，以警示自己不要忘記帝王之責。 

 

二、歷史意義 

 

  御璽，是皇帝御用的印章。普天之下，只有帝王的印章可尊稱為「璽」。5由

於皇帝地位特殊，其玉璽不可隨意制作；印文的選取，更極為重要。
6
可見，“為

君難＂玉璽的製造､寓意和用途，均別具深意。 

 

  雍正帝在即位之初，便以「為君難」三字雕造玉璽，可看出其在政治上的不

順。康熙帝後期的滿清，因八旗制度與確立皇儲制度產生矛盾，儲位競爭激烈，

以致政局不穩，國家動盪。局勢不穩引發了一連串連鎖反應：吏治敗壞，朝廷積

弊日多､國庫空虛､滿漢矛盾日深。加上當時准噶爾分裂勢力後再度活躍，邊陲

烽煙不斷，大清陷入了內憂外患之中。由此可見，“為君難＂玉璽揭示了當時雍

正帝面對著非常嚴峻的局勢
7
，並映出了康雍交替時大清帝國的歷史背景。 

 

  此外，雍正帝在制作完這方“為君難＂玉璽後，又隨即製造了另外８方，反

映出雍正帝對為君之難有深切感慨。雍正帝是康熙後期皇位爭奪戰的勝利者，因

此原本繼位呼聲最高的皇八子允禩對他懷恨在心，散播他得位不正､弒父殺母､

屠兄殺弟等的謠言，惡意中傷及醜化雍正帝。8雍正帝為鞏固皇權､政治穩定，

無奈要在「情」與「理」之中二選一，解決允禩集團。另外，鑒於長期的朋黨相

爭，雍正帝上台後，不能完全依靠原朝臣子，須自組管治班底，以鞏固政權。9可

見“為君難＂玉璽反映了雍正帝對兄弟宗室骨肉相殘的惆悵，與及作為君主該如

何用人維人的煩惱，可謂雍正帝內心複雜矛盾的寫照。 

 

  同時，“為君難＂玉璽亦反映了滿清政府的政治智慧。滿族人口當時只佔全

國人口的極少數。清以少數統治多數，管理實為困難。雍正帝“為君難＂寶璽上

的印文是用漢字鎸刻，而非滿文。而且印文乃取自漢族儒家經典人物孔子的話

語。可見滿清皇帝為更了解漢人，願意費心力､時間去學習和吸收漢族文化，以

                                                 
4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頁４６。 
5間間：＜帝王威儀萬世之寶＞，《世界知識畫報(藝術視界)》，２０１３年第２期（２０１３年），

頁６１。 
6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頁４４、４６。 
7史松：《雍正研究》（沈陽市 : 遼寧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年），頁２１３。 
8史松：《雍正研究》，頁１。 
9李傲：《睜眼看雍正》（台北 : 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２００７年），頁２３６、３１２。 

88



鞏固滿清皇權。10大清帝國從文化入手，藉融合漢人推崇的儒家思想於管治之中，

減低漢人對清政府的排斥和抵觸。可見這方玉璽揭示了清代皇帝的憂患意識､危

機感和管治智慧。11 

 

  除此之外，“為君難＂玉璽也映出了雍正帝的性格和理想志向。雍正帝對御

璽制作要求嚴謹，如他要親自篩選篆樣､選擇吉時鎸刻印文等。
12
雍正帝亦常將

「為君難」三字蓋印在其書畫上，作為自我鞭策，警惕自己要時刻銘記帝王之責，

不得怠慢。從寶璽的製作和用途，可看出雍正帝嚴人律己的性格，與及其對成為

明君的渴望和追求。 

 

  故此，這方“為君難＂玉璽的歷史意義不限於揭示歷史背景，亦能反映帝王

的內心世界､朝廷的管治智慧以及皇帝的性格。 

 

三、相關史料說明 

 

  研究“為君難＂玉璽的史料並不多，當中直接提及圖中文物的資料更是少之

有少。筆者須同時翻查有關雍正帝的書籍，以了解其身處的時代背景及性格特

徵，再去理解和詮釋這件文物的含意。 

 

  部份解釋玉璽含意和詳述清代印章文化的史料，有助理解“為君難＂寶璽的

意義何在。璽印有代表皇上言行的意思，從其嚴謹的製造過程和莊重的用途可看

出其超然的地位。此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活計檔》紀錄了雍正帝指示製造

“為君難＂玉璽和監督其制作過程。13此提供了有關文物實質詳細的基本資料，

也讓人窺見雍正帝細心嚴謹的性格。 

 

  另外，有關雍正帝的書籍亦是了解此文物的重要佐證。這些豐富的資料指出

了雍正帝上位時，滿清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而雍正帝自身亦飽受「兄弟相煎」

和如何處理好君臣關係的困擾，繼而揭示了“為君難＂玉璽代表了雍正帝的內心

思想，並反映出其管治智慧。 

 

  另一方面，有的史料支持了雍正帝透過製造“為君難＂玉璽所寄託的志向，

並非空口說白話。雍正帝執政１３年，親手御批的奏摺共四萬多件，平均每日１

０件，而且件件一絲不苟。14可見雍正帝事必躬親，務實競業，確實有為當明君

                                                 
10徐啟憲：＜清代寶璽略談＞，《故宮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５年第３期（１９９５年８月），頁６

２。 
11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頁４７。 
12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頁４４。 
13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頁４４、４６。 
14馬未都：＜為君難＞，《意林》，２００９年第２３期（２００９年），頁５２。 

的理想而努力。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來的研究中，學術界可透過清代造辦處豐富的檔案作為切入點，比較宮

廷和民間的印章發展。學術界也許礙於皇室貴族和平民百姓之間的地位差距，而

忽略了將兩者放在一起比較的可能性。如皇孫貴胄的印璽為金雕玉砌，款式複雜

多變，由專業的雕刻師傅製造。相較之下，文人窮困，印章用料便宜，雕飾較為

簡單，多由文人親自制作。此可突出宮廷和民間的傳統和文化差異，有助我們理

解由封建制度所衍生出的階級分野。 

 

  與此同時，透過對《活計檔》作出更多的考究，我們可從細微的地方加倍了

解雍正帝的人物性格。如觀察雍正帝授意製造甚麼物件，去了解他的喜好､留意

他所頒布的批諭，以窺視他的性格特點。另一方面，我們亦能因此加深對清政府

內政管理的認識，學習滿清的政治智慧。 

 

五、參考資料 

 

郭福祥：＜從寶璽看雍正＞，《紫禁城》，２００９年第１０期（２００９年１０

月），頁４４、４６。 

 

間間：＜帝王威儀萬世之寶＞，《世界知識畫報(藝術視界)》，２０１３年第２期

（２０１３年），頁６１。 

 

徐啟憲：＜清代寶璽略談＞，《故宮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５年第３期（１９９５

年８月），頁６２。 

 

馬未都：＜為君難＞，《意林》，２００９年第２３期（２００９年），頁５２。 

 

〈台展出雍正「為君難」玉璽〉，《蘋果日報》，２００９年１０月０３日。 

 

史松：《雍正研究》（沈陽市 : 遼寧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年） 

 

李傲：《睜眼看雍正》（台北 : 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２００７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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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紅山賽沁塔拉大玉龍（三星塔拉玉龍，碧玉龍） 

創造時間：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約5500年前） 

图 1 百度圖片 

一：基本說明 

    

賽沁塔拉大玉龍於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三星塔拉（賽沁塔拉）村被

發現，經專家研究考證，此為紅山文化晚期之遺物。賽沁塔拉大玉龍由墨綠色

軟玉琢成，高26厘米，表面有氧化白斑，龍身卷曲呈C字形，縱斷面為橢圓狀

，首尾距離較遠1；吻部前伸，上有兩個小眼作鼻孔；眼為扁梭形；頸背起長鬣

，呈弧形向後背飄動。近頸處有一穿透的圓孔，如繫繩懸掛，龍的首尾正好在

同一水平線上2。賽沁塔拉大玉龍為所知紅山玉龍中最大和唯一一件用碧玉製成

的玉龍3，且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保存最好的玉龍形象4，故被譽為「中華第

一龍」。因其體型巨大，很可能是當時紅山先民用於作圖騰的神器，或是用於

祭祀求雨的禮制用品。此玉龍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5。 

二：歷史意義－（龍的起源，圖騰崇拜，玉文化，等級制度的源頭）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我們歷來以「龍的傳人」自居。賽沁塔拉大玉龍是歷史

上第一個玉製的原始龍形象6，且體型較大，可能是用作祭祀或者求雨的禮制用

具。玉禮器所代表的禮制出現是中華文明確立的重要要素，這表示早在5000年

以前的紅山文化時期，中華文明的曙光就已經初露端倪，打破了人們所認為中

華文明起源於距今4000年的夏朝之說，將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000年7。因此

，賽沁塔拉大玉龍不僅呈現了原始的龍形象，也因其為玉製禮器，對促進中華

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有了重要的意義。 

                                                        
1 張星德：《紅山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2 錢益中，韓連國：《紅山古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12月）。 
3 周南泉：《中國玉器 定級圖鑒》（香港：商務印刷館，2006年7月）。 
4 張廣文：《古玉收藏鑑賞寶典》（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1月）。 
5 徐春玲，曹平：《古玉鑑賞100》（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4月）。 
6 古方，李紅娟：《古玉之美》（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7 劉振峰，金永田：《紅山古玉藏珍》（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年1月） 

    

賽沁塔拉大玉龍的原型有兩種主要的觀點，一是以郭大順為代表，以豬或鹿為

原型的C字形龍。二是孫機先生認為紅山玉龍以蜷體狀出現，是受蠐螬的影響8

。雖然學者更傾向於其為豬首，因為當時豬除了是農業文化的標誌外9，更是多

子的象徵。但無論玉龍首部為何種動物，我們都能發現紅山先民會以動物作為

圖騰崇拜。在紅山文化早期為母系社會，曾出土陶製的裸體大肚孕婦人像，女

神廟供奉女性神像，為紅山人的「女祖」，從這些古遺物不難看出紅山古人對

女性的崇拜10。另外，賽沁塔拉大玉龍的形態可與胚胎發育的形象作為聯想，

懷孕初期的胎兒就是「C」形，並無四肢，與豬、馬、牛、羊的初期胚胎相似

。由此看出，賽沁塔拉大玉龍所藴涵的意義應與「女性文化」或母系社會有關

11，有可能是生殖女神崇拜的象徵。 

    

紅山文化玉器多以動物為造型，有玉龍、玉鳥、玉豬龍、玉龜等等。賽沁塔拉

大玉龍又是其代表之作，風格質樸而豪放，圓雕、浮雕和透雕等雕刻手法日臻

成熟12。再者，其工藝手法也有顯著特點，玉器沒有過多的裝飾，只有少量的

線狀雕飾，質感圓潤，不像從殷商、西周後的玉器般華麗細緻，這些都顯現出

我國北方玉器的鮮明特色13，將中國玉器的歷史推的更遠，在風格上更系統以

及更廣泛的增加地域性玉文化的特點。 

     

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各地史前文化正處於轉型期，而紅山文化就是其代表之

一。紅山文化代表的西遼河流域古文化，在耜耕農業空前發達的大背景下，紅

山先民製造了大量玉器，不僅用於祭祀，更重要是用於區分等級。學者研究，

賽沁塔拉大玉龍為紅山文化晚期遺物，當時紅山文化正從母系社會的群婚制過

渡到父系社會的對偶婚制，家庭和私有財產也隨之產生14。賽沁塔拉大玉龍無

論玉質、雕刻工藝以及體型都在其它紅山玉器之上，是紅山古玉中的重器。其

                                                        
8 
殷志強：<紅山文化玉龍要素構成辨析>，載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編：《紅山文化研究－2004
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6月）。 
9 蘇秉琦：《中國文明的起源》（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 
10 
呂昕娛：<紅山文化圖騰崇拜的產生和發展初探>，《赤峰學院學報》，32卷8期（2011年8月），頁1－3
。 
11 季兆山，張煜：《中國古代玉器文化分析》（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 
12 呂昕娛：<紅山文化玉器特點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17卷3期（2011年5月），頁38－39。 
13 李紅光，施俊：《中國古代玉器鑑定》（北京：地質出版社，1999年1月）。 
14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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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祭祀的禮器，形成了以玉禮器為代表的禮制，只有大祭司或是部落首領般

位高權重的人才能擁有，因此，從賽沁塔拉大玉龍可以看出，紅山玉器直接成

為了社會分化的助推器，等級制度的源頭15。 

三：相關史料說明 

    

賽沁塔拉大玉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土，所以尚無歷史史料支持，亦無西方學

者的研究資料，故筆者主要以中國學者對其進行的研究加以說明，共分為龍的

形態，玉文化以及龍的起源三方面。 

    

從卜昭文的《5000年前的神秘王國》書中指出，紅山玉龍的形態與甲骨文中的

「龍」字十分相似16。甲骨文起源於商朝，與紅山文化相差約2000年，這中間

似乎有繼承的關係。因此，從書中可得出，雖然紅山時期並沒有出現文字，但

甲骨文中的某些字有可能是來源於紅山時期的玉器。 

    

《說文－一篇－玉部》譯「靈」字下部之「巫」為以玉通神。牟永抗和吳汝祚

兩位先生解釋說：「巫是人神之間交往者，是神在人間的代表，是神的意志體

現者，玉是巫奉獻給神的禮物，巫通過神而成為玉的佔有者，巫通過玉來表現

神的存在，玉成了神的物質表現。因此巫，神，玉三者之間成了互為表裡的關

係17。」而古方和李紅娟所著作的《古玉之美》一書中亦寫出玉代表天、地、

人參通，爾後天人合一。這些都能表現出紅山玉龍在紅山文化中不僅僅代表著

祭祀用具及劃分等級地位和財富的差別，還代表著神的物質形象，讓抽象的神

變為具體，供以崇拜。 

    

張星德的《紅山文化研究》中認為龍的原型來自於蛇或者鰐魚18；東漢許慎在

《說文解字》裡說：「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春分而登天，秋

分而潛淵。」錢益中和韓連國的《紅山古玉》中寫出有人認為龍是黃帝在原始

部落兼並統一過程中，集中各個部落的圖騰而創造出來的圖騰綜合體19；另一

方面，此書和紅山文化發掘者之一郭大順所編寫的《紅山文化考古記》也表明

                                                        
15 同7。 
16 卜昭文：《5000年前的神秘王國》（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11月）。 
17 同7。 
18 同1。 
19 同2。 

了龍的原始實體形象在5500年前初顯端倪；這四本書都寫出了古今人們對於龍

起源的看法。 

四：延伸研究用途 

    

賽沁塔拉大玉龍為紅山文化晚期遺物，在難以確認兩者製造年份的差別時，學

者認為玉龍比玉豬龍的時期要晚，即賽沁塔拉大玉龍為玉豬龍的繼承或演變後

的產物20。因為玉龍首尾的距離拉大，且首部的動物形象更抽象。從玉器演變

結果可表示，豬的地位下降，即女性地位下降，男性地位得以提升，以此成為

紅山文化晚期由母系社會轉為父系社會的證據之一。 

    

如果以上的說法成立的話，玉豬龍理應不再出現，但在2000年後殷商的婦好墓

中，卻出土了一塊與玉豬龍十分相似的塊玉，首部為豬首，首尾相連僅留一縫

。因此，筆者認為可從這些端倪中探討這些玉器是否真的能夠作為母系社會轉

為父系社會的重要證據之一，或許玉龍並不是玉豬龍演變後的產物，而是共同

存在的玉器。 

    

再者，根據學者研究，認為玉豬龍為衣服上的配飾，以供祭司溝通天地。而賽

沁塔拉大玉龍因體型巨大，且龍身中有一孔，若用繩懸掛，首尾處於一條水平

線上，應該是更重要的祭祀用品，獨立懸掛以供崇拜。其規模之大，等級之高

讓筆者困惑，為何玉豬龍演變後的玉龍會成為如此重要的祭祀用品？由此，筆

者認為可從其玉器規模和等級之變化，探討紅山先民對於圖騰地位的崇拜發生

了什麼變化，讓本作為配飾的玉豬龍升級為獨立祭祀用品的玉龍。 

    

由此，這能讓我們對於龍文化的歷史變遷以及社會等級分化有了更確切的證據

和更清晰的認識。 

五：參考資料 

張星德：《紅山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錢益中，韓連國：《紅山古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12月） 

周南泉：《中國玉器 定級圖鑒》（香港：商務印刷館，2006年7月） 

張廣文：《古玉收藏鑑賞寶典》（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1月） 

                                                        
20 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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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昕娛：<紅山文化玉器特點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17卷3期（201

1年5月），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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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紅衣大炮/紅夷大砲

創造時間：17 世紀

圖片來源：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6/8/8/100768873.html

一、基本說明

紅夷大炮又名紅衣大炮，紅夷就是紅色的夷狄，紅指髮色而非膚色，也就是

指稱荷蘭人。其有關知識最初由傳教士利馬竇等人傳入我國。於十七世紀初，荷

蘭艦隊東來，船上「桅 下 置 二 丈 巨 鐵 礮 ，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

夷 礮 」。1其後在萬歷年間與荷蘭艦隊的交戰中，繳獲該數十門巨炮，載曰「其後，

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砲，曰紅夷」2，至此，紅夷炮正式傳入中國。萬歷末年後

金崛起，並於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以致明廷舉朝震驚。為抗擊金兵，徐光啟力

主「練精兵，致利器」，隨後向洋人購入四門紅夷炮。3得紅夷炮之助的寧遠之戰，

使明廷「士卒不滿二萬」而大勝於六萬清兵，迎來明朝第一場大捷4，奠下其於

明清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但隨著後來清朝承平日久，所鑄之法已經失傳。

二、歷史意義

自發現了前往亞洲的航道以來，陸陸續續有商人從歐洲大陸前往亞洲各地，

特別是中國，希望進行經商。由於荷蘭人較晚到達，早已在中國經商的葡萄牙人

並不允許他們由澳門進入中國，而明廷又不願開放更多商港，故荷蘭人只好採強

硬手段，以大炮打開中國的經商之門。經過荷蘭人在攻陷澎湖，造成「官軍死者

1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和蘭傳》。中華書局 1974 年版。頁 8437。

2
《明史》卷九十二《兵四》。中華書局 1974 年版。頁 2265。

3 《徐氏庖言．與吳生白方伯書》。
4
《明熹宗實錄》，卷 63。

無算，海上驚怖」5。荷蘭人所使的就是紅夷大砲，在此事中中國人第一次見識

到這種武器的威力，並為其「巨炮」所「驚怖」。 在歷史上這是洋人以武力開

啟中國大門的先例，於中國人而言，其所記載反映著外來武器的威力使時人震撼，

對洋人的恐懼，對日後南京教案的發生有相當影響。

雖然在萬歷初年已獲得了紅夷炮，但明政府只視其為「神器」，「錫以大將軍

號，遭官祀之」6而已，並沒有對其仿製應用和推廣。直至萬歷後期吃了不少敗

仗始知重用，於天啟至祟宗年間更先後向葡萄牙人購入數十門。熹宗更下旨「西

洋炮即如法多製，以資防禦」7，不過由於當時明廷內部黨爭日烈，宦黨掣肘，

使孔元化的造炮計劃落空。祟禎年間，為對抗清兵和洋人，明代朝野仿製西洋大

炮的呼聲漸高。崇禎二年更對徐光啟上疏要求製炮給予嘉許8，對所購之炮「均

極滿意，賜炮名神威大將軍」。由此可見，紅夷炮說明了明廷朝野之間對外來洋

器由輕視到重用的過程，揭示了明末內憂外患的局面，也反應著中國向西方海上

軍事學習的第一課，有著西學東漸的先聲，是最早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例。

滿州人和明朝多次交鋒，深切感受到紅夷大砲的威力，先是努爾哈赤在寧遠

之役敗給明軍，後有麻線館之役中疫船砲打得落花流水。9紅夷炮帶來的失敗使

皇太極深知此為遂能中原的致勝關鍵，因此在帶有火炮技術的孔有德一行人來降

時，他親自出瀋陽城十里以兄弟抱見之禮迎接10。在吳橋之變前，滿州人只有少

數大砲。這些大砲都是漢人所鑄，因為滿州人士游牧民族，工藝並不發達，沒有

鑄砲的能力11。得此相助後，一方面使清兵徹底擊潰明廷的最後防線，在祟禎十

二年至十五年的松錦之戰中，清軍無不使用紅夷炮攻城12；另一方面令清兵和順

軍的決戰大勝，使李自成兵敗逃回陝西，滿州人正式入主中原。由此可見，紅夷

炮對於滿清得以入主中原亦有重大的貢獻。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料有不同部份，當中可舉例的是中國方面的以及外國

方面的資料。當中，由於所涉之物經歷兩個朝代，對兩朝的興衰有很大程度的影

響，故不論在明史、清史稿等兩朝正史資料以及兵部等部門宮廷檔案中，皆有詳

盡的紀錄，包括其傳入經過、仿製過程、意外事故等相當豐富的資訊，有助於眾

學者對紅夷炮在不同方面的歷史意義上作出更詳盡及仔細的探討。

5
《野獲編》卷三十頁 34。

6 《野獲編》卷三十頁 35。
7 《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十三。
8
《祟禎長編》卷十七。

9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軍>,《歷史研究》（北京），2004 年第 4 期，頁 74-105。

10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 册 ，頁 30。

11 黃一農《紅夷大炮：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頁 23。
12

劉建新《論明清之際的松錦之戰》.《清史研究集》第 4 輯 .頁 1-47。

95



與此同時，不同使者入京進貢期間或有聽聞當時促成寧遠大捷的紅夷大炮，

尤有甚者，更親歷當地目睹此戰，這些史料實際上都可用作認知這個西洋火器傳

入中國後的應用和影響。當時不少藩屬國在朝貢制度的規定下，定期前往北京，

進行各種禮節性活動，並寫下所見所聞。以朝鮮為例，永樂年間定制為一年三貢，

故多有使節來華，威鎮四方的紅夷炮自然成為筆下所錄13。例如朝鮮人李星齡的

著作《春坡堂日月錄》中便明確記載了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紅夷炮所傷的珍貴

史料，該書亦同時記載了朝鮮譯官韓瑗隨使團來明時，親眼目擊這次戰役的全程
14。這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都有助探究紅夷大炮對明清政權易手的影響。

另外，洋人自己所載的資料也是重要的佐證。一方面紅夷大炮是由荷蘭人所

傳入，而明廷又曾向葡萄牙人購買，他們當中應有值得參考的記錄15；另一方面，

當時的軍事知識由傳教士傳授本土官員，例如徐光啟便因和利馬竇合譯《幾何原

本》而得到關於火炮的知識，後來得以用來仿製紅夷大炮16。所以傳教士所寫下

的信件和札記等等也是相當有分量的歷史資料，記載著當時紅夷大炮對時人的衝

擊和對代外來文化的改變，以至於紅夷大炮之後的改良和發展。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利用現存的紅夷炮以及各方有關紅夷炮的資料，

對紅夷炮的改造歷史和鑄炮技術失傳原因的認知作切入點，探討為何由紅夷炮改

良過來的神威大將軍至此失傳，清朝沒有再鑄造過這種雙金屬砲的原因，揭開「銅

鑲鐵心」技術的面紗17，為中國的火炮及兵器史寫下新的一頁，也有助對明朝火

藥和鑄鐵運用的了解。

除此之外，也可以由軍事的角度去看明朝期間的東西交流狀況，了解在面對

外來沖擊的時候，有識之士如何把西方之物化為己用，接受所謂的「奇技淫巧」、

打破「天人和陰陽五行思想」18、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思考方式，明白到他們是怎

樣在全球化和工業時代來臨以前就和世界接軌。過去學者們大多以文化方面的角

度觀察東西交流的進程，卻甚少由軍事上作為切入點，探討當時朝野內外對外來

事物的接受程度，以外當權者對洋人態度的轉變。紅夷大炮作為一種當時最先進

的武器傳入中國，對明清政權的主宰有著重要的影響性，其使用和傳承有助後人

更深入了解兩朝對西方文化態度的轉變、對清末軍事現代化的影響、對火炮的發

展史有更仔細及具體的認知。

13 松浦章；周芳玲：<袁祟煥與朝鮮使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5 年 02 期 頁 45-49。
14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從耶穌會文獻重探努爾哈赤死因>，《鏡海飄渺》頁

51-85
15

巴篤里：《耶穌會史中國之部》頁 771-772。
16
《祟禎長編》卷十七。

17 黃一農《紅夷大炮：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頁 23。
18
《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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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紅樓夢》

創造時間：18 世紀 

 

一〉 基本說明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作者曹雪芹寫於清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期間，共一百

二十回的章回小說。《紅樓夢》自清代以來，歷經二百多年，仍膾炙人口，被翻譯的版本無

數，研究此書的學者亦無數，甚至出現「紅學」，是中國四大小說中唯一的。諸聯於其《紅

樓夢評》中道出了《紅》受世人喜愛的原因﹕「《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

得﹕或愛其繁榮富麗，或愛其纏緜悲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

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1 

                                                      
1  南佳人﹕《紅樓夢的神奇真相》(台北﹕問津堂書局，2005 年)，頁 2 

二〉 歷史意義 

   《紅樓夢》為一部以假語故事隱去真事的書。2如《紅》體現了清代的階級社會體制﹕清

朝實行「八旗」制度，其中「上三旗」的權位最高，直接由天子統領，而作者曹雪芹和書

中主角賈寶玉均出身於上三旗的包衣。3書中寫到賈源、賈演兄弟二人，因忠於皇上，立有

戰功，被封為寧國公、榮國公，其子孫襲職已三代。寧府正門上「敕造寧國府」的匾及賈

政所居正房堂屋中「榮禧堂」大匾都是御筆。又或是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皆由曹家接

駕，書中第十六回亦有描寫賈府接駕時，「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可見「上三旗」的

權位之高，亦可見《紅樓夢》的確隱含了清初的歷史。 

   《紅樓夢》透過小說情節的描繪，彰顯了該時期表面上雖是繁榮太平，內在卻是問題重

重的景象。4清初盛世，國庫豐盈、人丁興旺，實施「攤丁入地」，讓沒有土地的平民可不納

稅。然而現實是清朝土地兼併嚴重，貧農需向富豪地主租借田地並繳交巨額租稅，以保生

計。而書中第五十三回亦寫到莊頭烏進孝向賈珍訴苦農莊太旱、收成不好，但仍被逼交上

大批昂貴牲畜、海產、柴米、以及二千五百兩銀5。可見當時豪富對平民的壓榨，以及貧富

懸殊的情況。 

    而《紅樓夢》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可說是「紅學」的出現了。所謂紅學就是研究《紅樓

夢》的學問，脂硯齋評點《紅樓夢》，在正文旁邊以小字註明批語，可說是最早的紅學家。

6而紅學研究的方向和範圍更是無邊無際，而紅學大可以分為三大類﹕評點派、索隱派、考

證派。「評點派」即是為《紅樓夢》進行點評的紅學家，包括脂硯齋、張新之、王希廉等。

「評點派」便是仔細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性格、故事結構、主題思想等。「索隱派」便

是探索《紅樓夢》中隱喻暗託的史實。由於《紅》以家常人情的假故事隱藏明清興亡的歷

史，於是「索隱派」便將小說中的蛛絲馬跡與史實比對，以呈現小說的真實背景，當中的

                                                      
2  南佳人﹕《紅樓夢的神奇真相》(台北﹕問津堂書局，2005 年)，頁 20 
3  楊雅筑、易博士編輯部﹕《圖解紅樓夢》(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4 
4  楊雅筑、易博士編輯部﹕《圖解紅樓夢》(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4 
5  楊雅筑、易博士編輯部﹕《圖解紅樓夢》(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6 
6  楊雅筑、易博士編輯部﹕《圖解紅樓夢》(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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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有王夢阮、蔡元培等。「考證派」偏重於史料的考據、發掘、整理和推論，考證《紅樓

夢》各種的謎團，如版本的不同、後四十回作者為誰。而其中以胡適為領頭者，《紅樓夢考

證》一書先考證出曹雪芹為真正作者。 

    為何紅學的研究如此盛行﹖大概是因為《紅樓夢》擁有各種謎團，世人為解開當中疑

團而分析而考證而爭議，令紅學大放異彩。一是由於《紅》以抄本形式流傳，真正作者很

難追查，於是出現作者的爭議；二是版本的爭議，由於《紅》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文風

不一，而當中許多的伏線在後亦無解釋，於是引起學者的好奇心；三是由於《紅》運用「真

事隱去，假語存焉」的寫作手法，或言「召喚性結構」7，誘引廣大讀者來一探究竟。四是

對作者曹雪芹的生平研究，能夠寫出一本絕世小說，其作家必定非凡人，加上有學者認為

《紅》是曹雪芹的自傳，說當中的賈家便是曹家的真實寫照。《紅樓夢》仍有很多未解之謎，

實留待世人拆解。 

 

三〉 相關資料說明 

   《紅樓夢》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先是曹雪芹的少數好友傳抄並評點。曹逝世後，抄本

的《紅樓夢》流傳範圍漸擴大，「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不謂不

脛而坎者矣。」8而現在廣傳的一百二十回抄本便是乾隆五十六年當時的舉人程偉元廣搜當

時的前八十回抄本，並窮搜購齊後四十回，再與另一舉人高鴞共同校訂並出版的。9而曹雪

芹的版本早已失傳。 

    而程偉元版本的《紅樓夢》亦瞬間流傳到國外。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紅》自浙江

的乍浦港漂洋過海，流傳到東鄰日本的長崎。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紅流傳到

國外的最早記載。10在近兩個世紀間，《紅》不僅傳入了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緬甸、

新加坡等亞洲國家，而且它於 19 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流傳到了歐洲的俄國、德國、英國、法

                                                      
7  南佳人﹕《紅樓夢的神奇真相》(台北﹕問津堂書局，2005 年)，頁 23 
8  高鴞、程偉元﹕《紅樓夢序》 
9
  南佳人﹕《紅樓夢的神奇真相》(台北﹕問津堂書局，2005 年)，自序 

10  胡文彬﹕《紅樓夢在國外》(北京﹔中華書局 ，1993 年)，頁 171 

國、希臘、西班牙等國家。而紅學的研究亦沒有局限於中國，自《紅》流傳到國外，除出

現大量的翻譯版本，紅學的書籍亦不少，以下是部分例子﹕ 

 德國﹕弗朗茨.庫恩﹕德文節譯本《紅樓夢》，共 788 頁，1932 年，萊比錫島社出版 

 日本: 伊藤漱平﹕《<紅樓夢>首回，關於冒頭部分筆者的疑問-記述》，載東京支那學報四，

99-108 頁，1958 年 

 美國﹕珍妮.諾勒﹕《<紅樓夢>的原型和寓意》，1976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四〉 延伸研究用途 

    雖說《紅樓夢》反映了清代歷史，然而《紅樓夢》畢竟是一部文學作品，即使多麼寫

實，仍可能有誇大、修飾和不實的成分，若作為一本歷史書卻有不足之處，只能作為參考。 

    而《紅樓夢》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學界似乎只局限於研究，卻沒有從中學

習，以創作與其比美的作品。雖有不少作家模仿《紅樓夢》的文風，如林語堂的《京華煙

雲》，但影響程度之深仍未及《紅》。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是因時代背景的不同﹖還是因人

才的缺乏﹖這都是學者們往後應該深思和研究的。 

 

五〉 參考資料 

胡曉明：《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武漢：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月)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 年) 

侯會：《紅樓夢貴族生活揭秘》(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 

楊雅筑、易博士編輯部﹕《圖解紅樓夢》(台灣﹕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南佳人﹕《紅樓夢的神奇真相》(台北﹕問津堂書局，2005 年) 

胡文彬﹕《紅樓夢在國外》(北京﹕中華書局 ，1993 年) 

胡文彬﹕《論紅學的歷史形成及其研究》(紅樓夢學刊，198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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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胡服 

盛行時期：唐朝 

 

圖片：胡服
1
 

 

一、基本說明 

胡服源自胡人。胡人是中原人對西北地區游牧民族的稱呼。據《史記·趙世

家》，趙武靈早在戰國時期，已把胡服作軍服使用
2
。直至唐朝在貞觀四年打敗東

突厥，大批居住在突厥的胡人進入唐朝
3
，胡風開始盛行。胡風在唐朝的盛行可

說是兩地文化交流的產物。《舊唐書》亦有記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

着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
4
。」這

一時期，胡服成了長安各階級婦女喜愛的服飾。 

 

二、歷史意義 

從服裝可看出民族的精神。胡服是為了讓習慣騎射的胡人方便活動及抵禦寒

冷而設計的衣服
5
。與中原服飾比較，胡服在許多方面如：圖案、用色及剪裁跟

中原服飾都不一樣。胡人喜歡以自然環境為題，所以胡服上常見的圖案有花草也

有動物。傳統漢服則在製造和設計上有較多規管。龍與麒麟更是代表皇族的圖案，

                                                       
1 胡服-王朝網絡: 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16125.html 
2 白文花：<胡服與唐代服飾的關系>，《北京美術》1999 年第 2 期，頁 38-40。 
3  榮新冮：<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9年 9月）頁 65 
4  《舊唐書》卷 45《輿服志》頁 1957 
5  李玉婷：<小議唐代“女着胡服”現象>，《芒種》2012 年第 11期，頁 255‐256 

平民絕不可使用
6
。在用色上，胡人對於色彩的選用較隨意，許多時候純粹是為

了追求美感。漢服則規定了色彩的選用由階級決定，如一至五品官員禮服才可以

選用紅色
7
。在剪裁上，兩地服裝更是迥然不同。傳統漢人以穿著袍為主，形式

寬大；胡人則以穿著窄袖的服裝及靴為主，以方便活動。由此可見，傳統漢族講

求階級觀念，服飾需跟地位相配，地位較高的人才可以使用漢族認為最尊貴的圖

案和顏色。漢服的製作較多規管，也能說明漢族比胡族較重視規矩及統一。在圖

案的選取、用色上皆可看見胡族較隨心，凡事以美的角度出發，比漢服較少限制。 

 

服飾除了能表達民族特色外，還能說明一個民族的文化。胡服漸漸成為唐代

婦女的潮流指標，胡族的文化亦慢慢的在中原興起。胡族是游牧民族，熱愛騎射。

因此，騎馬成為了唐代社會主流的交通工具。有不少出土文物圖像都是穿著胡服

的女子騎馬如：「長樂公主墓出土的胡服女騎馬俑
8
」。唐代除了以馬作交通工具

外，更興起了馬球運動。最初的馬球運動以軍事訓練為主，後來變成全民熱愛的

運動
9
。從此可見唐朝是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期。不單使唐代的文化變得多姿多

彩，更提高了唐朝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 

 

三、相關史料 

唐朝除了接納胡族的文化外，還賞試把傳統文化與胡族的文化結合。胡服與

唐人服裝結合就是一個例子。把兩地服裝特點結合後的胡服有傳統胡服的折領連

衣窄袖長裙，翻領及袖口則有漢族傳統的鳳銜折枝花紋
10
。胡服對唐代婦女服飾

影響之深，也可由詩歌反映當時的現象。元稹詩有「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

務胡樂」
11
、劉禹錫詩「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綺墀」

12
。 

 

此外，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把胡服寫為「今時服也」。由此看來，唐代

是時候胡服已不再只是外族的服裝，更是唐人普遍穿著的服裝
13
。 

 

四、延伸研究 

當研究為何胡服能成為唐朝的主流服飾之一時，過去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胡服

的時尚感、唐人對外來文化的態度
14
、唐朝對外開放和絲綢之路的影響

15
。然而，

                                                       
6  蘭宇：<隋唐時期胡服對中原服飾的影響>，《美與時代（上）》2010年第 10期，頁 97‐100 
7  蘭宇：<隋唐時期胡服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頁 98 
8  榮新冮：<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頁 48 
9  王建平：<唐代長安的對外開放及其意義>，《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6

期頁 67‐73 
10  李玉婷：<小議唐代“女着胡服”現象>，頁 255 
11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明文書局》1981年 9 月，頁 45 
12  趙亞楠；黃巾桃；葉天龍<淺論唐代女性服飾的風格特點>《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第

2 期，頁 203 
13  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年 5月，頁 93 
14  李玉婷：<小議唐代“女着胡服”現象>，頁 255‐256 
15  石歷麗<胡服的發展特質及文化內涵>《裝飾》2004年 09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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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卻忽略了胡服與儒、道、佛三教的關係。唐朝要接納外來文化，除了因為

對美的追求和持有對外開放的態度外，最重要的是外來的文化跟本土文化沒有巨

大衝突，甚至有相同的地方。以服裝去探視兩地精神文化的異同能有效地反映當

時實際的狀況。 

 

五、參考資料 

《舊唐書》卷 45《輿服志》頁 1957 

 

方亞光<唐代對外開放初探>《黃山書社》1998 年 12 月 

 

王建平：<唐代長安的對外開放及其意義>，《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 第 6 期頁 67-73 

 

白文花：<胡服與唐代服飾的關系>，《北京美術》1999 年第 2 期，頁 38-40 

 

石歷麗<胡服的發展特質及文化內涵>《裝飾》2004 年 第 9 期，頁 13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明文書局》1981 年 9 月，頁 45 

 

李玉婷：<小議唐代“女着胡服”現象>，《芒種》2012 年第 11 期，頁 255-256 

 

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頁

93 

 

榮新冮：<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9 年 9

月）頁 65 

 

趙亞楠；黃巾桃；葉天龍<淺論唐代女性服飾的風格特點>《劍南文學（經典教苑）》

2012 年 第 2 期，頁 203 

 

劉軍；<從服飾看中華民族的多元性與一體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 年第 5

期 

 

蘭宇：<隋唐時期胡服對中原服飾的影響>，《美與時代（上）》2010 年第 10 期，

頁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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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貞節牌坊                                                                                              
作者：潘琪慧 
 
創造時間：最早記載於明代，成法制保證。明初朱元璋下詔旌表貞節：「大者

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建成定井閭」。1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古人重儒家禮教，貞節觀在儒學盛行之先已被倡導。凡保持貞節的人，

皆獲牌坊表揚。早在秦已旌表貞節。2自明朱元璋，更對婦女問題偏執，開創了

牌坊之舉。3 
 
 貞，據《易經》說：「恒其德貞，婦人吉」，即夫妻關係應該長久保持

下去，4不難連繫到古代婦女就是要守「從一而終」和「一女不能事二夫」等規

條，才令夫妻長久。貞節，意味著婦女「不改嫁」或「不失身」。5基本上，就

是要對婚姻忠心不二，謹守貞節，便會獲得牌坊。但牌坊一般是紀念名人，以

標榜其功德。6但自明朝，便開立了具法律制度的貞節牌坊，洪武元年令：「民

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 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7

由此，明起旌表貞節變得規律化，不少婦女在利誘下堅持守節。貞節的旌表分

兩類，一是「節婦」，二是「烈女」，而獲貞節牌坊的，一般都是民間普通婦

                                                 
1 《明史．列女傳序》。 
2 常建華：〈旌表貞節〉，《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 110。 
3 汪玢玲：〈明初婚姻政策與貞節牌坊〉，《中國婚姻史》，頁 325。 
4 石雲、章義和：〈貞與貞節〉，《柔腸寸斷愁千縷．中國古代婦女的貞節觀》，頁 45。 
5 常建華：〈婦女再婚〉，《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 106。 
6 汪玢玲：〈明初婚姻政策與貞節牌坊〉，《中國婚姻史》，頁 325。 
7 《明會典》卷十九。 

人。8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貞節觀在明清兩代進入巔峰狀態，對貞節的道德要求日益走向制度化和

宗教化。明代開國時下詔，節烈婦人可「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清朝時

期，節烈女子死後，官府為其祠中設位，春秋二祭。9因此，歸結出兩大重點。 

首先，女子地位低微，如班固所指：「女者，如也，從如人也。」10  

「三從四德」就是女子為男性附屬品的最好證據。在這個男女不公平的社會

裡，若給予婦女一個肯定， 一個美譽，就令她們不惜一切遵循守貞守節的觀

念，為的是一匾貞節牌坊，祠中靈位，一個流芳百花世的機會。其次，貞節牌

坊只頒授給民間普通婦人，因此他們若獲此名譽，可「 除免本家差役」。由此

看來，一個女人的聲譽可令全家免受徭役，貢獻了一個家族。 

明朝時期，節婦共 27141 人，而烈女共 8688 人；清朝時，節婦人數共

9482，烈女 2841 人。11明清兩代的節烈婦人總計起來，是歷代節烈婦的三分之

二，可見朝廷著重貞節問題，婦女亦因個人和家族的榮譽，渴望得到貞節牌

坊。因此，貞節牌坊對當時婦女的意義，不單是個人受人敬仰，更是光宗耀

祖，因此受明清女性所追求。 

透過歷史，我們看到不少婦女為得到貞節牌坊，被夫家壓逼，做假虛

報，或被社會影響。有些家族，為了榮譽，夫家便強制寡媳守節，而寡婦為了

自己和家族的聲譽，必須忍辱負重。12有些婦女，為了榮譽，為早得到牌坊而虛

報寡婦年齡，弄虛作假，都是為求在牌坊上留名。13甚至未婚女子，夫死也要守

志；被男子調戲、觸摸也要為貞節尋死。14三十至五十歲是女姓的黃金時期，卻

早已被冷冰冰的貞節牌坊壓在她們身上，以鮮血和青春換取一座座的貞節牌

坊 — 封建倫理的人造化石，貞節牌坊無疑是女性的枷鎖。 

然而，沒有貞節牌坊的壓制，就激發不起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批判。知識

份子在革命運動上，為女性自由和解放爭取不少。孫中山曾流學海外，有些價

值如「平等」、「博愛」、「自由」，都受西方所影響，透過不斷的交流和反

思，明白女性的地位在社會重要。孫中山有言：「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

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此話肯定了女性的能力，也確切地利

用革命打破女性的枷鎖，讓她們可以走出社會。 

因此，貞節牌坊啟示的歷史意義，不僅是女性個人與家族的榮辱，更揭

示女性為守貞守節而曲從。而從女性的甘於曲從的性格，反映出儒家的宗教性

深深影響中國歷史發展，也帶領新時代的知識份子批判古代的儒家學說。 

                                                 
8 常建華：〈旌表貞節〉，《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 111。 
9 常建華：〈旌表貞節〉，《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 111。 
10 班固：《白虎通義》。 
11 董家遵：《歷代節婦烈女的統計》。 
12 汪玢玲：〈明初婚姻政策與貞節牌坊〉，《中國婚姻史》，頁 326。 
13 汪玢玲：〈明初婚姻政策與貞節牌坊〉，《中國婚姻史》，頁 326。 
14 汪玢玲：〈清代貞節觀念的宗教化〉，《中國婚姻史》，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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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討論中國或西方婦女史的研究暫不算很多，對於貞節牌坊作深入研究與

反思更是寥寥無幾，因此，我們可以集中研究貞節牌坊背後的觀念，包括男女

平等、貞操等課題。 

春秋戰國時期，男尊女卑觀念產生，《周易》提出「陽成男，陰成

女」、「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的說法，這都是指男有成就，而女則卑

微，女性地位日漸低落。而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和東漢班昭的《女誡》，更

成為宋後女子的讀物，明清在宋明理學的推動下，有更多書強調婦女的地位

低，要服從於男性，謹守名節，例如徐皇后的《內訓》、溫璜的《溫氏母

訓》，加上朝廷大力推動貞節，由此強化了男尊女卑的思維。 

但從中國晚清至民國時期，都不乏知識份子挺身而出，宣揚男女平等的

訊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帶起了女性解放思潮。陳獨秀強調「女子參政運

動，求女權之解放也。」15提倡婦女地位要提升，男女要平等。胡適對於民國

時期還宣傳的烈女、節婦觀念，對於頒布婦女「節烈貞操」的《褒揚條例》

等，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反對條例並指出，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

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16可見他著重男女平等的問

題，也著力爭取婦權的解放，再不停留在封建時代。而魯迅亦是另一位激烈表

示反對節烈觀的知識份子，他寫道：「丈夫死得愈早，家裡愈窮，她便節得愈

好。」17諷刺節烈婦人獲貞節牌坊後便可有金錢作獎勵，他又提出「男子決不

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18其一解釋到片面節烈觀要改變，其

二是提出平等的概念。 

另一方面，十八世紀英國女權主義者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指出，很多女性是愚蠢和膚淺，但這是因為男人剝奪了她們受

教育的機會。19她知道男女沒有可能有同等地位，但希望兩性在生活上得到平

等的對待。20此為西方最早婦女研究的學說，與中國一樣，知識份子都是在渴

求著人人平等的理想，以及女子不再受壓於男性。 

 
四四四四、、、、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將古歐洲對女性在性方面的枷鎖，與中國古代貞

節觀念作比較研究。貞操帶(Chastity Belt)是男性不擇手段地強制女性保貞守節

的最有力證據21，正正與中國貞節牌坊不謀而合，二者都是男性冀望女性為他

                                                 
15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 1 期 (1915年)。 
16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5 卷 1 號 (1918年)。 
17 魯迅：〈我之節烈觀〉，《新青年》，5 卷 2 號 (1918年)。 
18 同上。 
19 維基百科。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_Vindication_of_the_Rights_of_Woman (上網日期：2013年 04 月

20 日)。 
20 同上。 
21 章義和、陳春雷：〈貞節帶〉，《貞節史》，頁 250。 

們守貞守節的附屬品，這也說明了貞節概念對古代社會為之重要，卻忽略了人

性基本的自由與權益。因此，學者可以多在此方面作研究，探討中西貞節觀的

異同，才可確切反映中外古代婦女都受到種種枷鎖，以及被社會不公平地對

待。 

另一方面，在二十一世紀，各人都在追求人權和自由，在香港，愈來愈

多人有婚前性行為，對於傳統的貞節觀迥然不同。在西方社會新思潮的衝擊

下，守貞守節可能對年青一代以不視為重要，甚至視之為落伍過時。在未來的

學術研究上，可關注現今社會，女人是否都欠缺了守貞的精神，而從貞節牌坊

的背後意義，我們應思想，它究竟是為女性帶來沉重的包袱，抑或是作為一個

世人的榜樣，眾人的警惕呢？而在道德倫亡的社會下，貞節牌坊所帶出的貞節

觀，其實應讓人好好的反省。 

 

五五五五、、、、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 
右圖：Ocean。2009年。金門之旅—建築。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2579/post/7465/69807 。(上網日期：2013年 04 月

20 日)。 
 
左圖：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G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參考期刊參考期刊參考期刊參考期刊：：：： 

王麗韞：〈從徽州貞節牌坊的盛行看徽商婦的生存狀態〉，《銅陵學院學

報》，第 6 期(2007年)，頁 88-90。 

辛靈美：〈貞節牌坊考論〉，《聊城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四期 (2006

年)。 

 
3)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汪玢玲：《中國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石雲、章義和：《柔腸寸斷愁千縷．中國古代婦女的貞節觀》(西安：陝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1988年)。 

孫曉：《中國婚姻小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 

章義和、陳春雷：《貞節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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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唐朝女子服飾 

產生時間：公元 618-907 年 

  

 

 

一、基本說明 
唐朝女子服飾，顧名思義，是指生活在唐朝（618-907）的女人所穿著的服飾。

這裡所指的服飾是指其廣泛上的定義，即包括服裝、鞋、帽、襪子、手套、圍巾、領
帶、提包、陽傘、髮飾等。1唐朝是我國最為開放和繁榮的朝代之一，其服飾設計絢
麗，多姿多彩。唐朝的服飾既繼承了南北朝時期的設計和特點，又開啟了宋明時期服
裝特色，可謂承上啟下。在這期間，中華衣冠和胡服胡裝並存，成為其鮮明特色。2 服
飾作為“禮”的重要組成部份，在上層社會和平民階級中存在著嚴重的登機差別，用
來表示人們不同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唐制規定女服分為四種，包括朝服，公服，祭服，
常服女服分四种，朝服、公服、祭服、常服。前三者多在祭祀或朝會等正式場合中穿
著，後者則是唐代女子在日常所穿著。3唐代開始，服裝製作工藝普遍使用花卉圖案，
構圖活潑自由，疏密得當。唐代服飾圖案改變了以往天賦神授的思想，用真实的花草
蟲魚等進行創作。�個時期的服��案的設計具有自由，華美，圓潤的設計特點。從
初唐到晚唐，整個服飾的顏色越來越豔麗，圖案樣式越來越豐富精巧，服裝風格由緊
身、簡約變為寬鬆、華麗。 

                                                        
1 
1,�,/� :�3# 
2 �56���!�����8 53, 
 3 	;���������8 75 

 
 
二、�史意义 
    服飾既是一個民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又是歷史發展和社會更替的重要標
誌和體現。從服飾這個載體中我們不難窺到這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
歷程。《尚書正義》中是這樣註釋“華夏”的：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由此可見
服飾研究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大意義。泱泱大國五千年歷史是從母系社會開始
的，女人曾經是被人尊崇和敬仰的。而當封建社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後，女
性作為社會上相對弱勢的群體，她們的服裝則更能體現社會風俗和文化氛圍的變遷。 
    唐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最開放的一個朝代，其對外開放程度和社會繁榮程
度包括唐都長安的國際化程度，不管是之前的朝代還是之後的朝代，很少能有與之匹
敵的。唐朝女子生活在這樣一個繁榮開放的盛世，其服飾最為人知的一個特色就是“暴
露”，並且具有極強的設計性和異域風情。在封建社會這樣一個觀念想對封閉的時間
段里，唐朝女子服飾的設計是非常開放的。這一點表現在女子身體的很多部份，比如
手臂，脖頸，鎖骨都可以露出來，女子可以輕裝上陣展現自己的豐腴體態，甚至可以
根據自己的意願穿著奇裝異服。尤其是唐朝出現了女人當家---武則天這樣一個較為
罕有的狀況，女人的社會地位相對而言有了較大提升，很多女人視武則天為女教主。
4女性敢於並且被允許展現自己的身體，這一點深刻表明了唐朝社會風氣的開放程度。
同時，很多唐朝女子比如長孫皇后，杜秋和上官婉兒以女性特有的冷靜、睿智和沉著
參與了政治決斷，對自己所在的那個朝代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唐朝初期，女性服飾受隋朝遺風影響，袖子多比較窄小，開元之後則變得慢慢寬

大起來，到盛唐時則演變成了寬鬆博大的時代，大多數婦女上裝皆著交領衫，長裙系
于胸上方，拖拽于服下，給人一種寬鬆搖曳之感。從婦女越來越寬鬆的服飾和越來越
華美的配飾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唐朝貴族社會精神面貌由朝氣蓬勃走向奢侈腐化，再
走向頹廢墮落的軌跡。與此同時，唐朝國力強盛，人民對自己的民族充滿了信心，所
以對外來文化和民族採取了較為開放的態度，更由於唐朝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唐朝本
土文化和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及外來的天竺、波斯文化進行了近乎完美的融合，由此對
唐朝服飾產生了巨大影響，使之具有了雍容大度、百花齊放的特色。5 
談及唐朝女子服飾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我想在這裡淺談幾句。和中國毗鄰的日本，

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和保守的國家，由於日本在唐朝時期派遣了許多遣唐使來唐朝學
習中國的文化，並且也有許多的唐代紡織物和紡織工匠來到了日本。因此日本文化的
發展在極大程度上受到了唐朝的影響。現如今日本的傳統服飾和服其實就是借鑒了唐
朝時期女子服飾的設計方法，6它們有許多共同點，比如說高腰、寬袖、長裙等等。
而韓國的傳統服飾韓服，線條柔和，非常寬大，並且具有上衣窄小卻寬袖，高腰設計，
長裙拖曳的特點。究其原因，當時唐朝與新羅交往十分密切，兩地在文化經濟上有很
多往來，新羅在那時就被唐朝所影響，設計出了與唐服非常相似的現代韓服的雛形。
由此不難看出，唐朝開放的風氣和特點鮮明的服飾對當時周邊很多國家產生了歷史性
的影響。 

 
三、相關史料說明 
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中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朝代，唐朝文人留下了許多記錄當朝社會

                                                        
4 �$���!.�����8 10 
5 )�%�� :��-&���2+��0��8 2 
6 '(��4���� :7�9"-&����*��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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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文獻資料。在社會風氣開放的唐朝社會里，日本和韓國所派遣的遣唐使也不失為
一道亮麗的風景。這些遣唐使記錄了他們在唐朝的所見所聞后回到自己的國家進行整理
和傳播，所以關於唐朝女子服飾的研究資料在日本、韓國也非常常見。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些史料記載中，關於唐朝婦女的專著數量比較少，服飾多作為

社會生活或者文化的一方面出現，用以表現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社會地位。比如在徐連達
所著的《唐朝文化史》、劉伯驥所著的《唐代政教史》和謝弗所著的《唐代的外來文明》
中皆有提及唐朝服飾的特色以及其服飾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但卻都不是專門描寫唐朝服
飾的，即只是把服飾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除了在中國出土的唐朝服飾以外，在日本和韓國也有相當數量的唐朝文

物留存，包括服飾在內。這些文物均可以被用來研究當時服飾的具體狀況以及紡織業的
發展情況，進而透過服飾深一層研究當時女性的生存狀況、當時社會文化的真實現狀。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相關研究人員可以利用相繼出土的唐朝服飾，從以下幾個切入口
進行研究。第一，可以從唐朝服飾研究中國古代紡織業技術、理念的發展歷程。第二，
可以從唐朝服飾中汲取經驗，研究其對當今時尚設計的現實意義。第三，可以從唐朝服
飾的設計特點探究當時女人的身材特點，并深一步探析其背後原因，可以往外來人口遷
入和南北融合這個方向做深層研究。第四，可以從服飾設計理念中研究中國歷代女性的
生存地位以及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及定位。 
 

五、參考資料 

圖片均來自百度圖片和穀歌圖片的“唐朝 女子 服飾”的關鍵字搜索 

徐連達：《唐代文化史》，頁 53-54 

徐連達：《唐朝文化史》，頁 68-69 

劉伯驥：《唐朝政教史》，頁 75 

劉伯驥：《唐朝政教史》，頁 81 

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第十二章 

方櫻：《唐朝社交名媛》，頁 10 

王寶權：《服飾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頁 2 

沐牧：《論唐代婦女服飾開放風格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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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唐代鑲金獸首瑪瑙杯 創建時間：盛唐 約為 8 世紀前期 

  一一一一、、、、    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此鑲金獸首瑪瑙杯在 1970 年 10 月出土於西安何家村窖藏，高 6.5 厘米、長15.6 厘米、口徑 5.9 厘米1，窖藏的埋藏時間約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涇原兵變爆發之時2。杯子雕刻自一塊罕見的五彩纏絲瑪瑙，杯體模仿獸角的形狀，前部為牛形獸首雕刻，雙眼圓睜且有神，獸嘴處有一鑲金的塞子。獸首上的一對羚羊角呈螺旋狀彎曲連接杯身，線條流暢自然3。此杯現收藏於陜西歷史博物館，是至今所見唐代唯一的俏色玉雕，亦是國內僅見的孤品，已被中國政府收錄於首批禁止出境的珍貴文物名單中4。有學者指，這件珍貴的瑪瑙杯很可能是外國使者作客中國時從西域帶來的, 也不排除這是出自定居長安的中西亞工匠之手, 或是唐代工匠學習外來工藝後所製成的5。  
                                                      
1
 吳杰：〈鑲金獸首瑪瑙杯〉，《西部大開發》，03 期（2008 年），頁 39。 

2
 董潔：〈淺析唐代瑪瑙器皿〉，《文博》，05 期（2010 年），頁 72。 

3
 陝西歷史博物館：筆錄及整理。2012。鑲金獸首瑪瑙杯。

http://www.sxhm.com/web/bgscn.asp?id=7178。(上網日期：2013 年04月24 日)。 
4
 蘇向東：筆錄及整理。2010。大唐遺寶：300 件何家村窖藏文物首次大規模展出。

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zhenbao/2010-04/06/content_19753882_2.htm 。(上網日期：2013年 04 月 24 日)。 
5
 劉海星：〈杯中日月長 精美的中國古代酒杯〉，《華人世界》，12 期（2009 年），頁 123。 

二二二二、、、、    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在唐代以前，中國並沒出現過瑪瑙器皿。雖然中國盛產瑪瑙，但三國到隋唐時期的歷史文獻記載，唐代皇室權貴所用的高檔瑪瑙用品是來自西域地區6。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及唐的勢力進入中亞，中西雙方的交往變得更加直接和頻繁7。瑪瑙杯的出土地點位處西安（為唐朝首都長安），當時由於唐代與四鄰各國交往頻繁, 首都長安便成為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這時期，中國商人和阿拉伯等中西亞國家的商人、傳教士互相往來。中國的發明，如造紙術傳至中亞甚至歐洲，同時，中西亞的文化藝術也逐漸傳入中國。波斯（今伊朗）薩珊王朝於隋唐時期一直與中國關係密切，波斯商人遍佈中國各大城市，進行寶石、珊瑚、瑪瑙等貿易8。此瑪瑙杯的出土，顯示唐代是中西文化及貿易交流的鼎盛時期。     關於鑲金獸首瑪瑙杯的產地，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由於杯形獨特，在中國傳統器物中未見有類似的，所以應循當時與唐來往的國家或地區方向探究。而這種帶獸首的角杯，最早出現在希臘，稱為「來通」（rhyton）；也有文獻指出，這是中亞栗特地區貴族飲酒用的器皿9，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此瑪瑙杯最早應出自中西亞地區10。另外，亦有學者認為此瑪瑙杯為唐朝的民間仿製品。根據考古資料，陝西三原李壽墓的石棺線畫中繪有飲宴中手持牛首杯的侍女，該杯與鑲金獸首瑪瑙杯頗為相似，反映唐代上層社會對外國這種新奇事物的愛好和模仿創新11。  另一例子是一件出土於西安南郊唐墓的三彩象首杯，那明顯是中國匠人的製品，因為出自中西亞的羚羊角杯已轉為中國民間社會喜愛的象首杯，同時爲了符合中國人傳統的飲酒習慣，杯下未留有泄水孔，象鼻向上卷成把手，雖保留「來通」的某些特徵，但從內容及形式上已經漢化了12。由此可見，唐代上層社會權貴對西方事物的喜愛，尤其喜以瑪瑙玉石作為身份的象徵。同時，西方的器皿製作工藝也為唐代的工匠帶來了不少啓發，也反映了唐代社會對外來文化的認同、接納、再到消化的過程13。         
                                                      
6
 董潔：〈淺析唐代瑪瑙器皿〉，《文博》，05 期（2010 年），頁 71-72。 

7
 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 

8
 同上。 

9
 楊維娟：〈從唐代文物看唐人的飲酒習俗〉，《陝西檔案》，02 期（2011 年），頁 50。 

10
 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韓建武、邱子渝、王建榮：〈陜西出土的唐代玉石器及相關問題〉，《上海文博論叢》，01期（2005 年），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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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有關於鑲金獸首瑪瑙杯的史料例證，可從中國和外國兩方面找到，若此杯真的是由中西亞國家進貢的，進貢的物品細節便可從其進貢名冊上找到。而中國方面的史料來源又可分為大概三類，分別是國史記載、詩詞文獻和民間記載。  《舊唐書》記載，「開元六年（７１８）康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一帶）遣使獻瑪瑙杯」、「天寶六年（７４７）波斯遣使獻瑪瑙床」。魏文帝曹丕在《瑪瑙勒賦》中也有記載：「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此類記載對於研究鑲金獸首瑪瑙杯的出處，可謂是一大重要佐證。  此外，唐代詩人在詩中不乏對瑪瑙的描繪和讚美，如元稹的《春六韻》：「酒愛油衣淺，杯誇瑪瑙烘。挑鬟玉釵髻，刺繡寶裝攏」。錢起的瑪瑙杯歌，以「良工雕飾明且鮮，得成珍器入芳筵」形容瑪瑙珍品。由此種種，可見唐人對瑪瑙的喜愛，也為學者研究唐代社會的流行事物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  一些民間古籍和醫書也有描述了瑪瑙的實用價值，為瑪瑙杯在觀賞價值和象徵意義以外的研究提供確實的資料。《拾遺記高辛》記載：「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瑪瑙也。」《本草綱目》中就有「瑪瑙辛、寒、無毒。主治辟惡，熨目赤爛。主目生障翳，為末日點。」的說法。   四四四四、、、、    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        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頗專注於中外文化交流等主流方向來研究這件文物。往後，學術界可以考慮以唐代鑲金獸首瑪瑙杯的其他用途和意義作為研究的視角。文獻顯示，「來通」做成滲漏斗狀，通過下方的小口來喝酒和水，它在西方的原始意義是能解毒，並具有宗教意義14。另外，與此杯同一窖藏出土的還有大量的煉丹藥物和用具，文獻資料更顯示唐代貴族既迷信煉丹術又崇拜西方的奇人異士，就連太宗和武宗也不例外15。循此角度，可研究唐代皇室貴族對煉丹術和長生不老的迷信風氣。  另一方面，與鑲金獸首瑪瑙杯類似的飲酒器皿在唐代年間廣泛流傳，不局限於長安等中部城市，廣州等沿海城市也曾出土類似的器皿16。根據歷史記載，中
                                                      
14

 賀達炘：〈唐代獸首瑪瑙杯〉，《文明》，02 期（2002 年），頁 18。 
15

 同上。 
16

 陳奕：筆錄及整理。2012。廣州再發掘漢唐古墓群 出土 27 座文物 200 餘件。
http://history.huanqiu.com/kaogu/2012-11/3274812.html。(上網日期：2013 年 04 月 24 日)。 

亞商人當時亦曾在該地點廣泛聚居。以瑪瑙器皿的出土地點作探索起點，可以研究中亞人在中國的聚居情況和「漢化」、「胡化」等異國文化融合與變遷現象。   五五五五、、、、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吳杰：〈鑲金獸首瑪瑙杯〉，《西部大開發》，03 期（2008 年），頁 39。  董潔：〈淺析唐代瑪瑙器皿〉，《文博》，05 期（2010 年），頁 71-72。  陝西歷史博物館：筆錄及整理。2012。鑲金獸首瑪瑙杯。 http://www.sxhm.com/web/bgscn.asp?id=7178。(上網日期：2013 年 04月 24 日)。  蘇向東：筆錄及整理。2010。大唐遺寶：300 件何家村窖藏文物首次大規模展出。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zhenbao/2010-04/06/content_19753882_2.htm 。(上網日期：2013 年 04月 24 日)。  劉海星：〈杯中日月長 精美的中國古代酒杯〉，《華人世界》，12期（2009 年），頁 123。  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年）。  楊維娟：〈從唐代文物看唐人的飲酒習俗〉，《陝西檔案》，02期（2011 年），頁 50。  韓建武、邱子渝、王建榮：〈陜西出土的唐代玉石器及相關問題〉，《上海文博論叢》，01 期（2005 年），頁 21-23。  賀達炘：〈唐代獸首瑪瑙杯〉，《文明》，02期（2002年），頁 18。  陳奕：筆錄及整理。2012。廣州再發掘漢唐古墓群 出土 27座文物 200餘件。http://history.huanqiu.com/kaogu/2012-11/3274812.html。(上網日期：2013 年 04月 24 日)。 
106



Lam Ka Hei (12207969) 
CHSH1105 

1 
 

文物名字：《孫子兵法》 

創造時間：公元前 515 年四月以後至前 512 年八月以前 

 

 

 

一、基本說明 

 《孫子兵法》，又稱《孫子》，《孫子兵經》，《吳孫子》等。《孫子兵法》是中

國古代著名兵書，為春秋末年齊國孫武所作，成書時間不詳，主要說法是於公元

前 515 年四月以後至前 512 年八月以前之間成書。全文約 6000 字，共 13 篇，篇

目依次為計篇，作戰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九變篇，行軍

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間篇。《孫子兵法》於中國擁有極崇高的地位，

對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影響深遠，被人尊之為「兵經」
1
(文心雕龍．

程器)及「百世談兵之祖」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歷朝軍事家所推崇。早於公

                                                 
1維基文庫。2013。文心雕龍·程器第四十九。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6%96%87%E5%BF%83%E9%9B%95%E9%BE%8D/%E7%A8%8B%E5%99%A8
	 。	 (上網日期：2006	 年	 12	 月	 13	 日)。	
2孫厚洋、周春：《《孫子兵法》評說》（北京：時事出代社，2002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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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 世紀天寶年間
3
，日本遣唐留學生吉備真備已將《孫子兵法》帶回日本，並

進行研究。而到了 17 世紀時，幕府時期，日本已有《孫子兵法》的日譯本，推

動了《孫子兵法》的普及和研究。《孫子兵法》的西傳可追溯至公元 1772 年，法

國神父若瑟夫阿米歐於其著作《中國軍事藝術》中收錄了《孫子兵法》，至公元

1905年，英人卡托普在東京出版英譯本，5 年後亦有另一本英譯本亦在倫敦出版。

至今只計英譯本已有 17 種，數量之多足已證明《孫子兵法》在國際上的廣泛流

傳。 

 

二、成書背景 

孫子生於春秋末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發生大變革、大動蘯的時候。各個諸

侯國爭先擴張勢力為求自保，他們都積極招攬各國人才以求富國強兵，而發動戰

爭則是最直接的方法。各國諸侯為了贏取戰爭，奪取權力，都高度重視從戰爭中

得到的經驗，並急需軍事家輔助自己及提供一套戰無不勝的理論
4
，故《孫子兵

法》的出現，可以視之為出於時代的需要。 

除此之外，孫子出身的家族田氏乃是軍事世家
5
，其祖先田書及田穰苴均為

齊國著名軍事家，曾助楚國討伐華呂國。當時學問傳授的主要方式為家學
6
，即

專門學問會在家族內代代相傳。《孫臏兵法‧陳忌問垒》所附殘簡中提到「孫氏

之道」是「明之吳越，言之於齊」
7
。可見孫子其家族的軍事背景有助其創作出

《孫子兵法》。 

孫子個人積極投身於戰爭所取得的經驗也有助其寫成這本巨著。西漢史學家

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列傳》中說，孫子之所以「顯明諸侯要」在於他曾助吳王

闔閭「西破強楚，入郢，威齊晉」。而他更親身指揮五戰入郢之戰
8
，而這些參戰

                                                 
3黃朴民、孫建民、高潤浩：《《孫子兵法》解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94-95。 
4黃朴民、孫建民、高潤浩：《《孫子兵法》解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41-42。 
5麥田、王盈：《孫子解説》（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年）。前言。 

6劉永翔、王培軍：《《孫子兵法》全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120-126。  

7李興斌、邵斌注譯：〈陳忌問壘〉，《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頁 80。 
8黃朴民、孫建民、高潤浩：《《孫子兵法》解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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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對於孫子豐富及完善自己的兵學理論意義重大。此外，《孫子兵法》中的

理論，在很大程度是受古司馬兵法的影響。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曾以不同的方

式引用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內容。如在軍爭篇中，以《軍政》曰：「言不想。

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又如在形篇中的「兵法。一日度，二日

量，三日數，四日稱，五日勝」。故此，《孫子兵法》的成事也要由於孫子在撰著

時有豐富的前人兵家著作可供參考，故《孫子兵法》可謂前人兵學智慧加上孫子

個人識見所結合而成的。 

 

三、歷史意義 

不分古今中外，《孫子兵法》在經濟及軍事方面均有深遠的意義。 

《孫子兵法》體現出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高度成就，其理論思想，已被注入

到許多國家的戰略戰術思想中，並得到廣泛的應用。曹操於北伐烏桓之役
9
接受

了郭嘉「兵貴神速，出其不意」的意見，率領數千虎豹騎等精兵日夜兼程進攻柳

城，並於白狼山大破蹋頓的部隊，把其殺死，解除了「三郡烏桓」的威脅，掃清

了袁氏殘餘勢力，收編烏桓精騎，增強了自身的軍事實力。曹操的成功正是由於

他活用了孫子在作戰篇中提到「兵貴勝，不貴久」，使之能在戰役中速戰速決。

又如美國第一所軍事學校西點軍校
10
把《孫子兵法》納入為必讀課本及教程。1982

年美國陸軍制定的作戰綱要中
11
直接引用了「兵貴勝，不貴久」、「攻其不備，出

其不意」作為名言警惕。美國於波斯灣戰爭亦放棄了越戰那種逐步添油的增兵方

法，改為集中事先部署於歐洲及本土的兵力，在能確保勝利的情況下，短時候對

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內的伊拉克軍隊發動軍事進攻，以較小的代價取得決定性勝利。

由此可見，《孫子兵法》在任何時代背景下都可實踐出來。 

                                                 
9劉興治、楊廷梓：《三國志 智謀集粹》（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年）。頁 26。 

 
10 Steven Pressfield, "The War Of Art": Winning the Inner Creative Battle 

, (ebook) page 1( http://www.fastpencil.com/publications/698-The-War-Of-Art) 

11褚良才：《孫兵子法研究與應用》（杭州：淅江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174-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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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亦適用於企業經營。商戰與兵戰雖是人類社會兩種不同形式的

對抗，但兩者卻有共同的原則及規律，如雙方都要參與一方及多方的對抗活動，

均企圖透過對抗以擊敗或削弱對手，一支軍隊或企業也需要有良好的組織，管理

及正確的戰術；戰爭重視將領及士兵質素，企業對也重視管理層及員工的質素。

正因以上共通點，令到企業家可以從孫子中的戰略戰術及管理原則借鑒，並於企

業的競爭中取勝。早於戰國時期，商人白圭
12
已將《孫子兵法》法運用於商業經

營，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治生之術」。而近代中國
13
更曾於 1980，1990，

1992 年分別在北京和山東召開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東方文

化研究會更於 1991 年召開了「《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而這

些會議的主題之一就是「運用兵法謀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美國著名哈佛大

學及哥倫比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開設《孫子兵法》課程，作為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

員的必修課。正如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占部都美所言:「《孫子兵法》，在兩千多年

後的今天仍然是適用的。」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研究《孫子兵法》與現時西方不同學說的關係。

《孫子兵法》在 18 世紀流傳到歐洲。後人則發現《孫子兵法》與現時西方不同

思想學說均有類似的地方，就如對策論、行為主義、控制論等等。學術界可詳細

研究西方的哲學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有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而提出種種影

響深遠的學說。 

 

 《孫子兵法》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歷朝的軍事名將都有閱

讀及運用《孫子兵法》。學術界可研究在歷史上可曾發生兩國交戰，雙方均有運

                                                 
12陳才俊：《《孫子兵法》與商戰智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258。 

13葛榮晉：《《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謀略》（香港：香港道教學院，2002 年）。頁 1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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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到《孫子兵法》，而其中一方會輸的原因。學術界可藉此了解到《孫子兵法》

在什麼情況下活能實踐並活用出來。 

 

五、參考資料 

Steven Pressfield, "The War Of Art": Winning the Inner Creative Battle, (Ebook) 

( http://www.fastpencil.com/publications/698-The-War-Of-Art) 

李興斌、邵斌注譯：《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沈傑：《《孫子兵法》 : 世界第一兵書 》 （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孫厚洋、周春：《《孫子兵法》評說》（北京：時事出代社，2002 年）。 

陳才俊：《《孫子兵法》與軍事策略》（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年）。 

陳才俊：《《孫子兵法》與商戰智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年）。 

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年）。 

麥田、王盈：《孫子解説》（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年）。 

 黄葵：《《孫子兵法》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 年）。 

黃朴民、孫建民、高潤浩：《《孫子兵法》解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年）。 

葛榮晉：《《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謀略》（香港：香港道教學院，2002 年）。 

褚良才：《孫兵子法研究與應用》（杭州：淅江大學出版社，2002 年）。 

劉永翔、王培軍：《《孫子兵法》全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 

劉興治、楊廷梓：《三國志 智謀集粹》（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年）。 

鄭永吉：《《孫子兵法》全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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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宴樂射獵攻戰紋壺 

創造時期：戰國時代 

 

圖片來源：王朝網絡：

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一、基本說明 
   這宴樂射獵攻戰紋壺1是屬於青銅器類，是於戰國時代製造的。這件文物是在

１９６５年於四川成都出土，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2。這件青銅器是由戰國時代

的蜀人製造。蜀國位於長江上游，是屬於當時比較發達和著重文明的國家，其風

俗文化等等與當時的巴人較接近3，而蜀國的青銅文化藝術比較發達，所以在那

個時期的青銅器也不難找到出色的作品。而宴樂射獵攻戰紋壺則是其中一項優秀

的代表作。宴樂射獵攻戰紋壺京主要分為四層，當中在壺上的紋理寫實仔細，當

中第一層包括習射、採桑；第二層是宴樂、習射場面；第三層主要是水陸攻戰的

場面，當中包括描繪仔細的戰爭情況，例如士兵出征的情況等，可以看出戰國時

代當年內外戰爭不斷的情況；而第四層則是獵人射獵等圖案，主要是表現出當時

                                                 
1王朝網絡：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2中國華文教育網：青銅器，

http://big5.hwjyw.com/zhwh/ctwh/zgww/qtq/200707/t20070724_2966.shtml 
3劉煒，何洪：＜＜春秋戰國爭霸圖強的時代＞＞，（香港，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 

的在戰國時代的生活場面4。 

  

二、歷史意義 

  由於在戰國時代，中國的政局、社會情況等等都比較混亂，因為有不同的國

家、不同的領導人希望可以得到權勢，統領天下，所以當時的政局狀況比較混亂。

即使如此，由於有很多不同的國力在戰國時代活躍，所以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

個文化、藝術等轉盛的其中一個時代。由於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特別的文化特

色，而在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的情況下，自然可以把當時的文化藝術方面的發展推

向頂峰。而青銅器也是其中一種代表作品，其藝術文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由於

青銅器對中國的藝術發展有很深遠的影響，從青銅器上的紋理圖案就可以得知。

青銅器的用途很廣，如果青銅器只是用作工具，其實不需要在青銅器的上面印上

這麼多不同的圖案紋理，由此觀之，其實中國在歷代以來，對藝術的發展已有花

心思，在製造不同的器皿時也會在上面印上不同的紋理5，可以用作表現當時人

民的生活情況，又可以表達不同文化的意義，顯示出各文化間的緊密交流，可見

青銅器在中國的文化和藝術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這件文物可以表現出當時戰國時代的社會狀況，因為在這宴樂射獵攻

戰紋壺上，印有仔細的嵌錯圖案，包括當時的人們採桑、在宴會上人民載歌載舞

的情形、射獵的情況以及戰爭的圖案。青銅器上的紋理可以清楚地表現出製造年

代的特點，反映當時人民的人生、政君的情況6。只要對青銅器的歷史背景，文

化意義等進行深入的研究，由於青銅器的涉及範圍很大，其用途也十分廣，就不

同年代的青銅器作深入的研究，相信是可以從青銅器中發現不同時代中有的特

點，也可以了解不同時代的發展歷史。例如有一些青銅器是用作農業用途的7，

對於那些青銅器，如果可以深入了解其特點，可能會對時代的變化有更大的認

識。就本文物而言，從本文物的紋理設計來研究，就可以了解戰國的社會現況。

首先，習射的圖案可以表現出當時的軍人努力習武以應對連日的戰爭，而文物中

的水陸戰爭圖案更可以清楚表達當時戰爭的情況，不但是只有軍隊的練習，什至

連戰爭中的情況也刻劃在宴樂射獵攻戰紋壺上，藉以看出當時局勢、政局等等。

而且，文物上也刻劃了人民在宴樂、採桑等情況8，也可以看出其精細的描繪當

時的社會情況。由此看來，不同年代的青銅器可以用作顯示出其年代背景情況，

歷史意義重大。 

 

三、相關史料說明 

  與這件文物有關的歷史資料，最重要的資料是中國古代的青銅器。由於不同

                                                 
4王朝網絡：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5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6王朝網絡：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7陳佩芬：＜＜認識古代青銅器 上海博物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8王朝網絡：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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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的青銅器都有不同的特點和用途，比較各朝代的青銅器可以令人更了解其

中的特點和不同。青銅器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器具，當中青銅器的用途多不勝

數，例如用作煮食用具、用來當作盛東西的器皿或是用作軍事用途，例如青銅兵

器9等等。而這次研究的文物—宴樂射獵攻戰紋壺則是用作來盛酒。 

  青銅器可以代表的，不但是其中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物，還是一種藝術

品。因為在每件青銅器上，都有其獨特的地方，例如青銅器上有不同的紋理，而

在不同朝代不同年代，青銅器上的紋理都會有所不同10。由此觀之，各朝代不同

的藝術文化都會影響青銅器的特點。 

    各個朝代都有不同的青銅器，而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在戰國時代，很多不同的

文化和民族作互相交流，所以在那時候的中國，在藝術方面和文化方面都有躍

進。而由於在戰國時期，因為巴蜀文化習俗等等相近11，所以那時候的巴蜀文化

成功創造出一個特別的文化，也算是一種民族文化。由此可見，因為各種文化的

交流推動，青銅文化特色也得以繼續發展。而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其獨有的各種

設計，不但體現了文化藝術的交流，而其用途也很廣很實用。青銅器很堅固，不

但可以在軍事上用作兵器，例如匕首、劍等等，更可以使用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例如用作食具12。從這些看來，青銅器對中國而言的確有其地位。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在學術方面可以對青銅器作更深入的研究，研究青銅器不

但可以了解該文物所屬的朝代的特點，還可以得知該時的官府、士兵及平民百姓

的生活情況，因為從青銅器上的圖案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狀況，所以研究其圖案

可以對朝代的認識加深。 

  另外，更重要的是，根據不同朝代的青銅器，在學術方面可以研究各種青銅

器在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貢獻。因為不同的青銅器是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

以及不同的民族，而青銅器可能就成為了一個媒介促進各文化民族間的交流，而

文化交流對國家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不但表示了各朝代的發展情況，也

可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文化特點。而且，以研究青銅器出發也可以把各年代的文化

藝術作比較，作更深入的研究。 

 

五、參考資料 

 
                                                 
9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１３卷＞＞，（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

９４年－１９９６年） 

 
10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11姚智輝：＜＜晚期巴蜀青銅器技術研究及兵器斑紋工藝探討＞＞，（北京，科學出版社，２０

０６年） 
12陳佩芬：＜＜認識古代青銅器 上海博物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陳佩芬：＜＜認識古代青銅器 上海博物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１９９

５年） 

劉煒，何洪：＜＜春秋戰國爭霸圖強的時代＞＞，（香港，商務印書館，２００

１年）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１３卷＞＞，（北京，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 

 

姚智輝：＜＜晚期巴蜀青銅器技術研究及兵器斑紋工藝探討＞＞，（北京，科學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王朝網絡：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054907.html 

 

中國華文教育網：青銅器，

http://big5.hwjyw.com/zhwh/ctwh/zgww/qtq/200707/t20070724_2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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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海國圖志》 

創造時間：1842 年至 1852 年 

 

 

 

一、基本說明 

 

以上這本一百卷本的《海國圖志》由魏源於 1852 年所著的。《海國圖志》是

一本有關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地理等資訊的綜合性著作。《海國圖志》

的作者魏源於 1842 年完成五十卷本的初稿，並在兩年後正式發行。《海國圖志》

於 1847 年增補為六十卷本，其後再於 1852 年增補為一百卷本。
1
《海國圖志》是

以林則徐派人翻譯的歐洲著作《四州志》作為基礎，再經魏源參考大量中國人以

及外國人的著作後重新編撰
2
。《海國圖志》的內容十分豐富，並附有世界各國的

地圖，亦有就世界各國的政治、地理等情況作出詳細的介紹。 

 

二、歷史意義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後，魏源受到林則徐所托，以包括《四州志》在內的

資料，開始著手編纂《海國圖志》。魏源於《海國圖志》自序中表明本書是「為

                                                       
1高虹：《放眼世界 魏源與海國圖志》（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 年），頁 154 
2同上著作，頁 155 

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3
 其實在鴉片戰爭

爆發前，曾經有人編撰關於世界各地描述的著作，但礙於當時國人思想封閉，加

上相關著作未有可信的來源，因此難以造成廣泛的影響。
4
魏源認為《海國圖志》

「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
5
，所以，魏源編撰《海國圖志》時征引了大量的中外著作，而當中所征引的外

國著作比重遠高於國人的著作。
6
例如《海國圖志》大部份的地圖均輯錄自香港

英夷公司的《大憲圖》。
7
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向國人介紹了西洋技術，更重

要的是要喚醒國人，放眼世界以令中國能夠自強。 

 

《海國圖志》對日後的清朝改革運動有啟蒙的作用。魏源認為「夷之長技三：

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8
，中國須學習西洋的技術才能自強。《海國

圖志》中共有十二卷內容與造船有關，例如卷八十五為火輪船圖記和卷九十為西

洋炮台記，而這些篇章均附有詳細的介紹和圖樣。
9
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

後，清政府中部份思想較為開明的官員開始理解到西洋科技比中國更為先進。洋

務運動的重要人物如曾國藩和李鴻章都認為與其購買西洋船炮，倒不如直接學習

西洋技術。《海國圖志》當中的思想和內容正正為日後洋務運動提供了確切可信

的資料來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亦是洋務運動中重要的思想。在另一方面，中

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促成維新運動的興起。維新派人物例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主張大力引進西學，《海國圖志》因此成為他們了解世界和學習西學的重要讀物，

《海國圖志》當中的主張在這段時期得以實踐。在維新運動推行期間，《海國圖

志》更被三次刊印，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
10
 

 

《海國圖志》雖然受到晚清改革派歡迎，但在《海國圖志》出版至洋務運動

推行當中的二十年，清政府未有認真看待《海國圖志》。相反，《海國圖志》在出

版不久後已被傳入日本，並且旋即受到日本青睞。《海國圖志》出版之時，日本

與中國同樣處於封閉狀態，更面臨外國列強侵略的威脅。《海國圖志》大約在 1844

年傳入日本，當時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西方列強意圖藉通商為由瓜分日本，日

本急需了解世界形勢以對抗列強。《海國圖志》之所以能在日本造成深遠的影響，

正是因為此書為日本提供了大量西方的資訊，切合當時日本的需要。在另一方面，

《海國圖志》對推動明治維新運動有相當大的啟蒙作用，因為學習西學和開放思

想是大勢所趨，日本不推行改革就只能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海國圖志》深入剖

析各國政治體制，對日本從幕府的專制統治，逐漸發展成往後的君主立憲制度有

                                                       
3 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上）》 (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頁 1 
4易孟醇、易倫：《魏源評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49 
5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上）》，頁 1 
6高虹：《放眼世界 魏源與海國圖志》，頁 158 
7安宇、劉旭：《魏源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年），頁 169  
8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上）》，頁 26 
9高虹：《放眼世界 魏源與海國圖志》，頁 166 
10易孟醇、易倫：《魏源評傳》，頁 49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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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推動作用。
11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海國圖志》涉及的史料有不同的部份，當中可大致分為中國方面以及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後的資料。 

 

首先，五十卷本的《海國圖志》由於編撰時間緊迫，部份內容偶有錯誤。不

少與魏源志同道合的愛國之士紛紛編撰介紹世界的著作，或是撰文對《海國圖志》

提出修改及補充的意見。例如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亦是介紹世界各國的綜

合性著作、陳澧的《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及田梓材的《讀魏默深先生

<海國圖志>》都對《海國圖志》作出點評。此後出版的六十卷本及一百卷本的《海

國圖志》亦有參考以上著作後作出修訂，《瀛寰志略》更被收編於增補後的《海

國圖志》。
12
這些相關的著作補充了當時《海國圖志》的錯漏，有助後世學者深入

了解《海國圖志》在編撰上的特色以及其不足之處。 

 

《海國圖志》在傳入日本後引起轟動，在 1854 至 1856 年間《海國圖志》更

被翻刻多達二十一次，當中亦包括日文譯本。而在 1854 年，日本著名的維新派

學者鹽谷宕陰和箕作阮甫就曾經節錄《海國圖志》的《籌海篇》並翻譯成《翻刊

〈海國圖志〉》。鹽谷世弘在《翻刊〈海國圖志〉序》中表示中國自古以己為傲，

卻不懂放眼世界，故步自封。即使中國本土曾出版包括《海國圖志》在內的多本

介紹世界的著作，但未有善用這些著作。
13
日本學者對《海國圖志》趨之若騖，

然而，清政府卻未有重視此書。日本方面的資料有助學者研究《海國圖志》何以

在日本造成的影響比中國更為深遠。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利用《海國圖志》探討「西學東漸」的發展。「西

學東漸」是指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在晚清時期，來華的西

方人包括傳教士、商人等等，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方的學術著作、科技

在這時期大量傳入中國，對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以至思想層面造成衝擊。《海國

圖志》可算是受到「西學東漸」影響下的產物，因為在編撰本書時，魏源參考了

大量由西方傳入的讀物，例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南懷仁

的《坤輿圖說》及高利溫的《美理哥國志略》等等
14
。如果西學著作並沒有大量

傳入中國，《海國圖志》未必能以西洋學說為基礎撰寫。在「西學東漸」的影響

                                                       
11同上著作，頁 506-512 
12夏劍欽：《魏源傳》（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頁 160 
13 同上 
14安宇、劉旭：《魏源傳》，頁 169 

下，晚清後期的改革如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均以學習西學為改革重心。《海國圖

志》令中國開始放眼世界，但「西學東漸」才是令中國步向世界，逐漸趕上西方

先進的科技和體制。因此，學術界可借《海國圖志》中對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分析，

深入研究「西學東漸」對晚清的影響。 

 

與此同時，學術界可通過研習《海國圖志》去了解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原因。

《海國圖志》將整個世界以圖像的形式展現出來，地球是圓形的，中國亦不是位

於整個世界的中央，這與中國人自古堅信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說法大相徑庭。此

外，當時中國實行封閉鎖國的政策，人民未有足夠機會去了解世界，甚至對西方

事物甚為抗拒，所以在政治、經濟以至科技發展等各方面遠遠落後於西方。由此

可見，中國民智未開，與西方相比實力懸殊，自然容易成為西方侵略的目標。 

 

五、參考資料 

 

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上）》 （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高虹：《放眼世界 魏源與海國圖志》（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 年） 

安宇、劉旭：《魏源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年） 

陳其泰、劉蘭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魏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夏劍欽：《魏源傳》（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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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報告 
CHSH 1105 China in the Imperial Age                                                LIU Sum Ming (12202371) 

1 
 

文物名字：秦始皇陵銅車馬 

創造時間：公元前 3 世紀（秦始皇年間） 

 
圖二：二號銅車馬--安車 

 

 

圖一：一號銅車馬--立車 

 

一、 基本說明 

  兩乘銅車馬於 1980 年 12 月出土，
1
銅車馬被埋在秦始皇陵西側一個約 200 平

方米大小的坑道中。
2
兩組大型銅車馬與其他兵馬俑出土時一樣，皆是彩繪的。

3
惟

一前一後放置的兩組大型彩繪銅車馬出土時因陪葬坑塌陷而被壓至破碎不堪，經

過搬移和修復後，於 1988 對外開放。
4
 

 

  一號銅車馬，車長 2.55 米，高 1.52 米，總重量 1061 公斤；車馬按真實大小

的二分之一所造。
5
雙輪馬車前駕有四匹銅馬，並插上一柄大銅傘；傘下為一個

立乘的銅馭官俑。
6
據《晉書》謂，此車在古時被稱作「立車」（或「高車」），而

「立車」則是用作開路、保駕的兵車。
7
故此，兩乘銅車馬出土時，一號銅車馬

置於二號銅車馬之前，並且車內裝備了銅製的弓弩、箭矢、盾牌等兵器。
8
 

 

  二號銅車馬，車長 3.17 米，高 1.06 米，總重量達 1241 公斤；車馬也是按真

實大小的二分之一所造。
9
雙輪馬車前同樣駕有四匹銅馬，馬車上端有一個龜甲

狀的篷蓋；車內的銅馭官俑則是坐乘的。
10
而銅車馬上的文字則指出其名為「安

                                                       
1 武伯綸、張文立：《秦始皇帝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2 王仁定等：《秦始皇兵馬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3 同上。 
4 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5段清波：《秦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 
6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7同上。 
8同上。 
9段清波：《秦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 
10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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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而「安車」則是供賢士、達官、王公等官員、貴族所乘。
11
因此二號銅車馬

設有窗櫺，並放置了金、銀飾物逾 1600 件。
12
 

 

二、 歷史意義 

  雖然考古學家發現了不少戰國時期以後製造的車子，但是那些車子都是用木

所製的，經過數千年後，大都已朽壞。因此，對於中國遠古時期的車子的結構，

我們所知的不多；幸好兩組銅車馬為我們解開了中國遠古車子之謎。
13
 

 

  另一方面，秦陵銅車馬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製造、同時結構最為完整

的車馬。
14
秦陵銅車馬還為我們展示了當時的最高超的冶金和鑄造等工藝的水平，

包括嵌鑄法、包鑄法、焊接法、套接、卡接等十多種工藝。
15
秦代的鑄造技術是

中國古代一個前無古人的奇蹟，美藉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感慨道：「其結構之複

雜，技術之精湛，是以往所出的銅器中沒有任何一件可與之相比」。
16
因此它們被

一眾學者稱為「青銅之冠」。 

 

  一號銅車馬的車馬鞁具的鑄造技術驚為天人。馬軛上的构件是用銅板以子母

扣法連接；鞁具由約 350 件金屬构件組成；而銅馬的纓則是用直徑以半毫米計的

銅絲所製。
17
鑄造這麼細小和細緻的配件是需要一定的冶煉水準。二號銅車馬則

有更為創新的技術。銅車馬的車門和車廂以「門軸合頁」的結構連接；這種現代

工匠廣泛應用的門框「合頁」技術在二千多件前的銅車馬中已經出現。
18
 

 

  另外，銅馭官俑的神情一個嚴肅，一個恭謹；身體各部分如髮絲、關節等都

雕塑得活靈活現。銅馬俑的神態各異，有的昂首、有的左顧右盼；同時，銅馬俑

的肌理突出，顯得強壯有力。
19
這除了展示出秦代的工藝水平，也反映了秦朝的

官階等級和軍力強盛的時代背景。 

 

                                                       
11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2徐衛民：《地下軍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13武伯綸、張文立：《秦始皇帝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4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5袁仲一：《秦兵馬俑》（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16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7同上 
18同上。 
19徐衛民：《遊訪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夢回大秦帝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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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史料說明 

  有關秦陵銅車馬，我們必須瞭解當時帝王的車駕制度。在古代，馬車是其擁

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之象徵。
20
因此，在秦代，乘車是有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帝王

的車駕制度則曰「鑾駕制度」。
21
皇帝出行乘坐的是「金根車」，另設屬車──即

立車、安車。
22
根據《後漢書》記載：「天子所御駕六，余皆駕四」，說明了駕有

四馬的一、二號銅車馬只是屬車，並非秦始皇御駕。
23
秦始皇乘坐的車子稱作金

根車，是因為車子以黃金裝飾，富麗堂皇，而根是指萬物的根本，故得此名。
24
至

於金根車的下落，學者相信在始皇死後陪葬於陵園，只是我們還未發現而已。
25
 

 

  此外，秦時的卤簿制度（即皇帝出行時的車隊排序）則分為大駕、法駕和小

駕。
26
蔡邕《獨斷》記載：「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可見秦始皇出行時，

車隊龐大，人數眾多。
27
 

 

四、 延伸研究----當代電影與銅車馬（自行設計內容） 

  由於中國的名字在國際間日益響亮，當代的中外電影紛紛加入中國元素，而

秦陵和兵馬俑則常為電影的背景題材，例如電影《神話》、《秦俑》等。可是銅車

馬在電影中有重要戲份的便可算是《神鬼傳奇 3》（英語：The Mummy: Tomb of the 

Dragon Emperor）。背景是戰國時期的霸主「龍帝」（參考秦始皇設計之人物）的

屍首被置身一輛駕有四馬的銅車馬裡，及後「龍帝」復活，並繼續劇情。
28
 

 

  雖然「劇情純屬虛構」，但從歷史學角度而言，故事的設計是與史實不符。

首先，在秦陵出土的銅車馬只有上述兩組，而戲中那拖著棺木的銅車馬則不存在

於世（起碼考古學家到現在還未發現）。此外，由於戲中的銅車馬安放了皇帝的

屍首，依照相關史料推斷，該銅車馬應由六匹馬所拉動。然而，戲中的銅車馬只

駕四馬；加上按該車的外觀而言，拖拉著銅棺的是一乘立車（但無銅傘）。故此，

                                                       
20  YouTube，筆錄或整理。2011。國寶檔案 2011-06-16 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 
21徐衛民：《遊訪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夢回大秦帝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22徐衛民：《地下軍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23  同上。 
24徐衛民：《遊訪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夢回大秦帝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25徐衛民：《地下軍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26武伯綸、張文立：《秦始皇帝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27徐衛民：《地下軍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28  《神鬼傳奇 3》（英語：The Mummy: Tomb of the Dragon Emperor），導演：羅伯·柯漢，演出：

布蘭登·費雪，瑞秋·懷玆，李連杰，楊紫瓊等（美國：環球影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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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史書中記述，與皇帝所乘的「金根車」駕有六馬的內容是有所出入。這亦表

明了在此電影中，帝王御駕的銅車馬被「降格」，並不符合古時（尢指秦代）的

「鑾駕制度」。因此，該電影的細節存在了一些瑕疵。 

 

五、 參考資料 

武伯綸、張文立：《秦始皇帝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王仁定等：《秦始皇兵馬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孫偉剛：《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徐衛民：《遊訪秦始皇帝陵與兵馬俑・夢回大秦帝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4 年）。 

 

徐衛民：《地下軍陣》（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段清波：《秦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 

 

袁仲一：《秦兵馬俑》（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汪少華：《中國古車興名物考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神鬼傳奇 3》（英語：The Mummy: Tomb of the Dragon Emperor），導演：羅伯•

柯漢，演出：布蘭登•費雪，瑞秋•懷玆，李連杰，楊紫瓊等（美國：環球影片，

2008） 

 

YouTube，筆錄或整理。2011。國寶檔案 2011-06-16 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e4XP7LRw8w。（上網日期：2013 年 4月 25 日） 

 

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 「一統天下：秦始皇帝永恆國度」 

 

圖片來源：http://news.sina.com.hk/news/20120722/‐1‐2725066/1.html（圖一） 

     http://b0.rimg.tw/qinever/068f6d39.jpg（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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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報告 
杜怡 12251682 

 

文物名字：《坤輿萬國全圖》 

創造時間：1602年(有爭議) 

（圖片來源：維基共享資源 ）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Kunyu_Wanguo_Quantu_(%E5%9D%A4%E8%BC%BF

%E8%90%AC%E5%9C%8B%E5%85%A8%E5%9C%96).jpg 

 

一.基本說明 

 

     《坤輿萬國全圖》是意大利傳教士利瑪竇為了傳教于明萬曆三十年（1602

年）在中國繪制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主图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此外并附有一些小幅的天文图和地理

图。1主圖將世界分為五大洲，分別是亞洲，歐洲，非洲及南北美洲，中國位於

中央位置。2 除主圖外，還有文字介紹赤道，經緯度，南北極，五帶等地理學知

識，以及地圓說，日食月食等天文學知識。3 

                                                 
1  環球網 筆錄及整理。明朝令人瞠目的世界地圖。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09-
05/473082.html （上網日期：2013年4月1 日） 
2   環球網 筆錄及整理。明朝令人瞠目的世界地圖。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09-
05/473082.html （上網日期：2013年4月1 日） 
3石嵐：< 從15-16世紀的兩幅地圖看明代中西方對世界的探索與認識 >，《福建文博》，04期 

(2012年)，頁20。 

2 
 

 

  此圖對於研究新航路開闢的成果，中西文化交流和中國人對世界認識的變

化都有重要作用。 

 

二. 歷史意義 

 

     《坤輿萬國全圖》是對人類航海經驗的總結,體現了新航路開闢以來地理知

識的進步,并把這一文明成果傳到了東方。自新航路開闢始,歐洲人不斷探索世界,

不僅對非洲,亞洲有了更為詳盡的認識,還發現了美洲等新大陸。《坤輿萬國全

圖》很好的展現了這一實踐成果,把东、西方汇编在同一幅地图上，引进了南极

洲、南北美洲、太平洋、大西洋、印度洋等地理概念。
4
除此之外,該地圖還引入

了許多科學知識,比如以赤道、回归线、极圈分地球为5个气候带，把地球纬度

和气候的密切关系表現出來。5 

 

     《坤輿萬國全圖》更是中西方文化交流的產物,融合了中西文化。利瑪竇雖然

以西方世界的地圖為藍本,但卻完全採用中文,大量的漢譯如地中海,亞細亞等沿

用至今6，更為值得一提的是,爲了迎合中國人當時的心理需要,利瑪竇一改歐洲

處于世界中央的製圖格局,把中國放在了地圖中央,開中國製圖模式之先鋒。由此

可以看到,文化的交流不僅僅是生硬的傳播,必要的改良和本土化,使兩種文化得

以很好的融合,才是文化交流的關鍵,而《坤輿萬國全圖》,無疑是很好的範例。 

 

三.對世界認識的變化 

 

     《坤輿萬國全圖》可以用以探究中國人對世界認識的變化。   

 

     在此之前,天圓地方一直是中國人的傳統認知,中國人一直堅信地球是平的,而

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自古就有華夏之稱,並把其他地方統稱為蠻夷,把外邦歸

為未開化之地,認為其國土面積極小且依附於中國存在。所以儘管張騫出使過西

域，鄭和也下過西洋,但他們都把其當作番邦小國,以出使炫耀洋洋華夏之威。 

 

     利玛窦也認為当时中国人“對整個世界是什么樣子一無所知。他們的世界僅

限于他们的十五个省。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 整个世

界，并把它叫做天下”。
7
 

 

      但是,《坤輿萬國全圖》無疑衝擊了他們的觀念。地球不是方的,而是圓的.儘

管中國仍被放在了中間，但可以看到，在浩瀚的地圖上，中國的國土面積絕非

國人想像的如此之大，也絕不是眾星拱月般的存在,只是分佈在廣袤地球上的眾

多國家中的一個。明朝官員李之藻就表示了自己所感受的震撼: 地如此其大也，

而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中之毫末，吾更藐焉中處，而爭名競利于

                                                 
4<利瑪竇的坤輿萬國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年3月20日,第七版。 
5<利瑪竇的坤輿萬國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年3月20日,第七版。 
6<坤輿萬國圖開創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黑龍江晨報》，2011年5月8日。 
7利瑪竇、金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李申 譯：《利瑪竇中國劄記》(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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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觸之角也歟哉……8  

 

  這種衝擊不僅僅是認識上的,更是思想及意識形態上的, 中國人所固有的天

圓地方和中國即天下的觀念受到了顛覆。 

 

      儘管艱難,但明朝知識階層還是有不少人接受了《坤輿萬國全圖》所傳達的

世界觀念,以一種新的眼光看世界。像知名學者李贄、馮應京、謝肇淛，以及稍

后的方以智等人 ，也都引用了這個新世界圖像的說法。明朝同時期或之後的其

他世界地圖,如《輿地圖》《纏度圖》等,也認同了五大洲的存在,把其繪入圖中。9

對之後人認識世界產生重要影響。    

 

四. 相關史料說明 

 

     有史料明確記載《坤輿萬國全圖》是利瑪竇所畫。比如清朝學者張廷玉撰寫

的《明史》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泰西先生利玛窦所制也。＂
10
而在利瑪竇

所著的《利瑪竇中國劄記》中也寫道：“利瑪竇神父替他們給繪制一副世界地

圖并以中國字加以標注。＂11    

 

     然而，香港學者李兆良先生通過研究其他史料，認為《坤輿萬國全圖》並非

利瑪竇所做，而是由中國人所畫。 

 

      比如在該地圖上西班牙上方有一段說明，“( 歐羅巴洲）去中國八萬里，自

古不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云。"史料考證,歐洲首次來華在1345年左右,由此推

斷《坤輿萬國全圖》繪製于1410年前後,是鄭和時代,與利瑪竇來華時間不符。再

比如該地圖并沒有標注天主教的勢力範圍，與利瑪竇傳教士的身份不符。12 

 

     與此同時，也有人對張廷玉撰寫的《明史》中關於《坤輿萬國全圖》的真實

性產生了懷疑，由於《明史》是在清代才開始編寫，又是在康熙時期進行的資

料整理工作，距離利瑪竇來華時間久遠，資料可能已損毀或不全，因此有可能

有錯漏之處。 

 

這些都對利瑪竇作《坤輿萬國全圖》的正統觀點造成衝擊。 

 

五.延伸研究用途 

 

                                                 
8李之藻 :《職方外紀》卷首序 1623年。 
9   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以古代中國所繪世界地圖為例的分析>, （上海:復旦大學

出版社，2000年）。 
 
10張廷玉: 《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 
 
11利瑪竇、金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李申 譯：《利瑪竇中國劄記》(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12李兆良:《坤輿萬國全圖解密 – 明代測繪世界》  (台北:聯經出版社,2012年)。 

4 
 

     基於以上的史料,有學者認為《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国人所画,是郑和时代國

人探索世界的产物。 

 

    由于双方都有史料作依据,這種觀點是否正确仍有待查證,但李兆良先生的探

索為我們研究《坤輿萬國全圖》提供了新的方向。學術界可以通過對《坤輿萬

國全圖》本身的文字和標注，以及其他史料真實性的探究，判斷此種觀點的合

理性，進而對明朝航海和外交史有更詳盡的認識。 

 

  如果此種觀點合理，鄭和下西洋的腳步可能不僅僅止於亞洲和非洲,中國開

拓新大陸的時間也因此會早於歐洲，中國古代的科技史航海史將會被改寫。中

國人對世界的認識也未必像我們想像的如此狹隘，中國古代固步自封的形象也

將被重新認知。 

 

六、參考資料 
 
環球網 筆錄及整理。明朝令人瞠目的世界地圖。

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09-05/473082.html （上網日期：2013年4月1 
日） 
 
 石嵐：< 從15-16世紀的兩幅地圖看明代中西方對世界的探索與認識 >，《福建

文博》，04期 (2012年)，頁20。 
 
 <利瑪竇的坤輿萬國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年3月20日,第七版。 
 
<坤輿萬國圖開創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黑龍江晨報》，2011年5月8日。 
 
 利瑪竇、金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李申 譯：《利瑪竇中國劄記》(北京:中
華書局，1983年)。 
 
 李之藻 :《職方外紀》卷首序 1623年。 
 
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以古代中國所繪世界地圖為例的分

析》, （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0年）。 
 
張廷玉: 《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 
 
 
李兆良:《坤輿萬國全圖解密 – 明代測繪世界》  (台北:聯經出版社,201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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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馬王堆女屍﹝辛追夫人﹞ 

下葬時間︰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 

出土時間︰一九七二年 

 

 

(圖片來源: http://you.ctrip.com/journals/AllSingleJournals.aspx?Writing=1044084) 

 

一、 基本說明 

這具女屍於一九七二年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由二號墓出土

的三個印章，「利蒼」、「軑侯之印」和「長沙丞相」，以及另一出土的「妾辛追」

印章推斷，馬王堆女屍的身份是西漢初年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夫人，名叫辛追。1辛

追死於漢文帝十五年，年五十，根據專家的研究，她應該是死於冠心病。這具距

今二千年女屍保存完整，皮膚仍然有彈性，內臟保存完好，四枝可以彎動，眼睫

毛仍清晰可見。2現時存放於湖南省博物館。3 

 

二、 歷史意義 

在世界各地發現得到的千年古屍為數不少，按照古屍保存的類型，可以分為

乾屍、屍臘、泥炭鞣屍及凍結屍。簡單來說，乾屍和凍結屍是因水份被吸乾或凝

結，令細菌減慢生長，腐爛的作用漸漸停止而保存下來的屍體，例如埃及的木乃

伊。屍臘和泥炭鞣屍則是浸於液體中的古屍，身體外觀仍能較好地保存，但內臟

卻因為細菌破壞而難以保留。能夠如馬王堆漢墓女屍一樣仍保存大致完整的器官、

皮膚仍有彈性的千年古屍，暫時應該只此一例，並未有其他古屍能與之相提並論，

亦因為只此一例，所以一些學者把馬王堆漢墓女屍列入新的古屍類型，並把這類

型古屍命名為「馬王堆屍」。4 

                                                      
1 谷菽︰《千年不朽百戶侯長沙馬王堆漢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2 傅舉有︰《不朽之侯馬王堆漢墓考古大發現》﹝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3 湖南省博物館，筆錄及整理。2013。千古遺容。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whatson/e_exhibitions/mwd/index.html﹝上網日期：2013
年 04 月 24 日﹞ 
4 谷菽︰《千年不朽百戶侯長沙馬王堆漢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對於馬王堆女屍經歷千年不腐是古人刻意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還是各種巧

合之下的結果，考古界還未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具千年女屍對

現今的考古和屍體防腐處理有著重大的意義。甚至對於如何保存毛澤東遺體，專

家亦有參考馬王堆漢墓女屍保存的方法。5 

 

馬王堆漢墓女屍除了對屍體防腐處理技術有重要意義外，對於研究中國古代

醫學亦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為女屍的內臟大多保存原好，可以使用現代科技得

知某些內臟的病變，同時隨著女屍出土的還有一些作陪葬用途的中藥材亦對古代

醫學研究有很大幫助。從研究中得知辛追生前患有冠心病、膽結石等等，這些資

料有助於古代疾病史的研究，同時亦能證明中國醫藥學的悠久及醫學文件的可信

性。6 

 

三、 相關史料說明 

馬王堆漢墓女屍為何能夠二千年不腐的原因是古人刻意進行防腐處理抑或

是巧合之下而做成的結果，暫時仍然未有一個確切的答案。雖然如此，由古人對

遺體的防腐處理中可以得知古人的死亡觀，從而有助專家推敲馬王堆女屍千年不

腐的真正原因。 

 

自商周開始，中國就產生了希望屍體不腐的概念，到了秦漢時期喪葬制度漸

漸成熟，對屍體的處理亦有一套程序。古人喪葬重視人死後的沐浴，他們以酒及

香湯清潔遺體，這個過程達到了消毒的作用，有助防止屍體自溶。遺體沐浴後為

了供人瞻仰，會在停屍床下放置冰塊或水降溫，這對防腐亦起了作用。在衣服方

面，自古到今都會為死者穿上新衣，辛追夫人就穿了二十層之多，臉部還要覆蓋

臉罩，這做法能防止昆蟲入侵，又隔絕了空氣防止皮膚腐爛。另外，古人會用香

料陪葬，這些香料亦起了抑菌、殺菌和防蟲效果。除了香料，古人亦會用汞﹝水

銀﹞防止屍體腐爛。由此看來，中國古代對屍體的處理有助於防腐，但是有意還

是無意造成千年不腐的馬王堆女屍仍有待查考。7 

 

放眼世界其他地方，古人都會和中國古代一樣對遺體進行處理，不過過程有

所不同，防腐結果亦有明顯分別。以埃及的木乃伊為例，古埃及人與中國人處理

屍體其中一個不同是他們會把內臟取出，分開存放，並且會把屍體埋入氧化鈉中

吸乾水份。之後的處理和中國大同小異，先把屍體用亞麻布包緊，塗上樹脂、油

膏及松香溶液，和中國放香料陪葬的作用差不多。8 

                                                      
5 谷菽︰《千年不朽百戶侯長沙馬王堆漢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6 湖南醫學院︰〈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古屍研究綜合報告〉，于明昭編︰〈馬王堆漢墓研究〉﹝長

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392-399。 
7 喬治.亨特等原著，江光雄譯︰《再會祖先》﹝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8 《圖說天下．世界歷史系列》編委會著︰《古埃及法老的世界》﹝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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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伸研究 

中國和埃及雖然相距千里，馬王堆女屍和木乃伊的時代相距千年，但兩地的

人不約而同的希望保存屍身不腐。儘管兩地的人都的希望保存屍身，卻又用了不

同的方式。影響這些異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思想上的信念不同。 

 

當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後期和封建時代前期，喪葬制度愈來愈完備，「家彌厚，

葬彌厚」的風氣充斥了整個社會。9隨著身穿華衣的辛追夫人出土的有大量精緻

陪葬品正正顯示了當時漢人厚葬的觀念。中國有「視死如生」的觀念，因此墓中

會有很多墓主生前擁有的物品，如華服，甚至僕役、屋宇等等，更重要的是當時

的人相信只要把屍身妥善保存，便可以為靈魂提供寄居的地方，那人死後亦可以

如生前一樣享受吃喝玩樂。10然而，中國人深受「死後留全屍」的觀念影響，因

此不會對屍體直接進行處理，這亦令到中國和埃及的古屍有明顯的分別。 

 

古埃及人透過觀察循環不息的季節變化推斷並相信生命可以超越死亡，人死

後還會重生，墓室是人死後的一個新的生活空間，一個永恆的家，他們和中國人

一樣會在墓中放置許多的陪葬品，使死者在復活後可以過著和在世時一樣的生活。

古埃及人著重於保存屍身不腐，他們觀察到把遺體埋葬在濕潤的沙地上屍體會腐

爛，因此他們意識到為屍體脫水的重要性。另外，由於器官容易腐壞，為了保存

整個遺體，古埃及人會有別於中國人的把心臟以外的內臟取出，獨立進行防腐處

理。11 

 

總括而言，世界上許多的民族都有希望屍身不腐的概念，希望人死後會有來

生，因此他們會因應民族的文化思想，用不同的方法達到保護屍體的目的。不論

馬王堆女屍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屍身能否為她帶來來生，她的出現最起碼能證明

各民族追求的屍身不腐的目的是可以達到的，亦為研究古代的中國提供了珍貴的

資料。 

 

五、 參考資料 

《圖說天下．世界歷史系列》編委會著︰《古埃及法老的世界》﹝長春: 吉林出

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 年﹞。 

 

谷菽︰《千年不朽百戶侯長沙馬王堆漢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邱大祐等︰《神祕古文明》﹝臺北︰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9 喬治.亨特等原著，江光雄譯︰《再會祖先》﹝延吉 : 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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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Ling Fei (12203599) 

文物名字:馬踏飛燕（銅奔馬） 

創造時間:東漢時期 

圖片來源：北方網

（http://tech.big5.enorth.com.cn/system/2008/09/28/003701196.shtml） 

一． 基本説明 

古人喜愛用馬作為主題來展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情操。馬踏飛燕是

東漢時期的青銅器，高 34.5 厘米，長 45 厘米，寬 13 厘米
1
，又稱為“銅奔

馬＂,1969 年出土於甘肅省武威市的雷臺墓，該墓穴是當時鎮守張掖的軍事長官

張某及其妻的合葬墓，現藏於甘肅省博物館。從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匹馬

的身軀粗壯圓渾，充滿力量，牠昂首嘶鳴，步伐輕盈，體態矯健，一只腳輕輕

地踏在飛翔的燕子身上，騰躍奔跑的姿態極其生動，極具美感，好像隨時都會

長嘶一聲，飛奔向雲端一樣。因爲它構思大膽，富有濃烈的浪漫主義氣息，堪

稱中國古代美學的經典之作，從出土以來，有關這一作品的用途和寓意一直存

在著爭議。在過往的文獻中，學者普遍認爲它應該是件工藝品，主要是用來作

觀賞之用的，但也有學者通過“相馬經＂
2
分析，馬踏飛燕應該是一種“相馬

式＂，也就是人們相馬時的模具。近年又有學者提出，“馬踏飛燕＂實際上表

現的就是西涼的天馬。但無論如何，“馬踏飛燕＂精湛的鑄造工藝和設計技巧

使它無可爭辯地成爲一件稀世之寶，1983 年 10 月，“馬踏飛燕＂被國家旅遊局

確定為中國旅遊標誌。 

                                                            
1
杜金鵬: 《國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2
杜金鵬: 《國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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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歷史意義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老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一般認爲，中華文明

的源頭有三個：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北方草原文明。而“馬踏飛燕＂出土的

甘肅省河西地區正好位于黃河流域和北方草原的交界地，兩種文明在這裡融

合、碰撞，形成了獨具特色的文化。周人在隴東創造了我國的早期農業，秦人

更在渭河上游和漢水上游一帶興起，繼而東進中原，建立了我國歷史上第一個

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朝。3在中國歷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這一區

域都是中原農業民族的爭奪之地，它重要的戰略位置也使這一地區戰事不斷。

由於馬匹像寶劍一樣，在古代戰爭中具有不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不難理

解，良馬在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征戰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人們養馬、愛

馬、敬馬，甚至將馬神話，可見馬在當時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古代，甘肅曾經是世界文明的交匯地。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

綢之路後，甘肅河西地區就逐步成為我國聯繫西域各國和西亞、南亞、北非、

歐洲的重要通道，成為古代文明和宗教的交匯融合之地。河西重鎮武威、張掖

等地成為絲綢之路上的耀眼明珠，經濟文化高度繁榮，“馬踏飛燕＂的出土很

好地印證了河西走廊文化的繁榮，也為我們了解當時的文化形態以及漢王朝的

繁榮興盛提供了有價值的依據。 

三． 相關史料説明 

由於地處邊疆，漢唐時期，遊牧民族為爭奪生存資源不斷滋擾中國的西部

邊疆，由於這一地區地勢險要，易守難攻，又關乎中原地區的安危，因此這裡

便成爲兵家爭奪的軍事重地，朝廷也一直都會派兵鎮守。爲了有效地掌控中國

西部地區，抵禦、遏制分別來自北方和青藏高原遊牧民族及其政權的進攻威

脅，保證自身的安全和興盛，漢武帝時期，朝廷相繼設置河西四郡，“扼絕羌

與匈奴相通之路，使不得解讎合約為中國患＂，同時保衛秦隴大地、聯通西

域，從根本上扭轉了漢王朝與匈奴等遊牧民族之間的力量對比。在保衛邊疆的

征戰中，馬作爲戰爭中不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受到人們的尊崇和喜愛，

一匹好馬更可以以一當十，在戰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漢朝將軍霍去病墓園中

的“馬踏匈奴＂大型石雕就活靈活現地展現了戰馬在戰爭中的英姿，因此在河

西地區發現以馬為造型的工藝品也是不足爲奇的。 

据考證，東漢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涼州張掖盛產

銅礦，因而青銅器業也很發達。漢代有尚馬的習俗，馬除了在積極開拓疆土方

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外，還是當時人們主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在當時的社會有

著崇高的地位。由於西部地區盛產良種馬，有些馬如獨特的汗血寳馬更是馬中

極品，因此西部地區的人們對馬有著更加特殊的感情，他們把工藝品做成馬的

造型也體現了他們對馬的喜愛和尊重，馬不僅是西部生活的重要特色，愛馬惜

馬也應當是當地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3
李並成: <甘肅歷史文化的內涵與比較優勢>，《甘肅日報》，2012 年 02 月 17 日，理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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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伸研究用途 

無論在東方還是西方，在古代還是現代，馬一直被藝術家們奉為經久不衰

的主題，是藝術創作的靈感源泉。它那俊朗飄逸的形象也更能激發創作者的靈

感，使作品本身更添靈動之氣。無論是雕塑、繪畫，還是文人墨客抒發情感的

美文佳句，不同朝代的藝術家們用不同的材質，以不同的藝術表現形式製造著

馬的工藝佳品，並在作品中傾注著創作者的思想、意念甚至靈魂。但仔細比較

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對馬的想象和創作還是有不

同之處的。 

作為人類最早馴服的動物之一，馬一直是古代軍事、交通和通迅的主要工

具，它伴隨著人類文明的發展進程，成爲人類文明和進步的重要象徵。在漢朝

以前，青銅鑄造技術主要用作鑄造兵器、宴會中的酒器，以及祭祀用的禮器

等，較少用來製造工藝品。但隨著鐵礦的發現和煉鐵技術的成熟，鐵製品漸漸

取代青銅器，青銅器因而向多元發展，出現了大量觀賞性高、實用性低的青銅

工藝品，人們對馬的喜愛使馬自然而然地成爲藝術家們的創作對象。馬的身上

所散發出來的速度、力量、矯健的英姿，以及它俊朗的外表、與人類親密的合

作關係、忠誠的品質、令人無法預測的神秘爆發力等等，都使它渾身散發著迷

人的魅力。 

在深受儒家、道家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們注重自身的品德修養，以含蓄、

有禮、張馳有度為美。而在馬的身上，我們不難發現這些美德：謙卑而有氣

節，溫順又充滿力量，沉靜而不失爆發力……因此，馬在歷代中國人心目中的

地位與其他馴服的動物有所不同，在主僕關係上也有這較明顯的朋友關係。 

早在西漢時期的文獻中，就有對戰馬尊崇的記載。在西漢名將霍去病墓的

石刻群雕中，“馬踏匈奴＂的造型最爲人所樂道，它在一整塊自然的石塊上加

工而成，英武而有力，具有極強的現實主義的象徵意義。但到了東漢時期，伴

隨著社會的繁榮鑄造工藝的進步，馬的形象設計更加傳神，也更有美學價值，

以“馬踏飛燕＂為例，文物充分體現了當時社會中人們對馬的美學感受。它飛

奔的動作流暢、輕盈，宛如時間突然停滯的一瞬間，又充滿了動態的美感，它

就像行走於天際的神馬一般，表現出了極強的浪漫主義意境，更爲重要的是，

“馬踏飛燕＂成功地運用了力學原理，令馬可以用一個蹄子站在一個小燕子背

上，使馬的動感更加鮮明，也增添了另人遐想的神秘意境。 

到了唐代，彩陶技術風靡一時，馬仍舊是彩陶器的主角之一，在著名的唐

三彩陶器中，唐三彩馬的造型每一個都不一樣，它們有著各自獨特的特點，而

且由於是用陶製成，容易上色，所以比純色的青銅器顔色艷麗，更容易吸引人

們的眼光。但美中不足的是，由於唐三彩馬在燒製技術上的限制，作品的承重

量並沒有青銅器高，所以大部分馬的造型都是“立馬俑＂，馬匹的四腿是站立

於長方形底板上的，沒有像“馬踏飛燕＂那樣的飛奔造型。 

    在西方，馬也備受歷代王公貴族以及藝術家的青睞，除了大量以馬為題材的

藝術作品之外，馬更是被人們用作傳達自己觀點、反映社會現象的抽象符號，

可見馬在西方世界的文明發展史上同樣有著重要的價值和地位。但相比之下，

西方人對馬的態度明顯沒有中國人那樣重視，而且馬的造型也與中國的戰馬不

同。在大部分西方藝術品中，馬只是配角，以亞歷山大大帝的青銅雕像為例，

Zhang Ling Fei (12203599) 

雕像主要突出的是亞歷山大，而並非戰馬本身，可見西方人對馬的尊崇並沒有

像中國人那麽高。 

       英 國 畫 家 喬 治 · 斯 坦 布 斯（GeorgeStubbs，1724 年出生于利物浦）擅長

描繪人與動物及大自然的和諧場景，尤其擅長馬的繪畫。他的作品中所散發的

熱情奔放的超自然主義繪畫風格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在他的一系列有關馬的繪

畫作品當中，最常見到的就是馬主和馬相處的生活場面。現收藏於倫敦國家美

術館內的名畫《Whistlejacket》，其主角就是現實中的一匹非常優秀的速度賽

馬。在斯坦布斯的作品中，馬主和馬之間和諧相處，作品中充滿了大自然各種

生物之間共融共生的動人美景，但馬很少喧賓奪主，我們看不到馬被尊崇甚至

被神化的一面。在斯坦布斯的後期創作中，甚至出現了受到獅子驚嚇的野馬的

主題等， 更是將馬牢牢地定格在現實世界當中，除掉馬身上神勇的外衣，成爲

自然生態中有時的弱者。 

    在畢加索的著名作品《格爾尼卡》中，畫的中間部分是一匹被刺傷的馬，它

昂著頭，張著嘴，發出聲聲哀鳴。馬的身下躺著一名死去的戰士，他的右手握

著被折斷的劍，劍旁有一朵鮮花，好像在悼念死去的戰士。畢加索用象征主義

的手法展現了受難的西班牙人民所面臨的驚恐、痛苦甚至死亡的悲慘情景，控

訴了法西斯的暴行。在畫面中，馬和人一樣，同樣是被塗炭的弱者，它甚至比

人更無辜、更脆弱，因此它帶給人們的震撼遠遠超過其他。也正是因爲長久以

來馬與人之間親密的關係，畫作中馬臨死前的無助和無奈也就更加強化了畫作

想要展現的悲與痛的主題。  

因此，在中國，人們愛馬、惜馬，也將馬美化甚至神化，從而產生了很多

浪漫主義風格的馬的藝術品。而在西方，馬始終生活在現實當中，它與人之間

的親密關係使它常常成爲藝術家們象徵主義作品的表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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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康熙朝之鼻煙壺（圖為畫琺瑯梅花鼻煙壺） 

創造時間：清康熙（1662 ~ 1722）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故宮鼻煙壺選粹》（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頁 41。 
 

一、基本說明 

這是一個康熙時製造的畫琺瑯梅花鼻煙壺。其腹部扁圓，橢圓足。腹部開光，

內繪寫生梅花一株，兩面飾紋相同，側面皮球花。足底白釉，中心藍釉楷書“康

熙御製”雙行款。鏨花銅鍍金蓋，連以象牙勺。繪製精細，淡雅優美，是一件具

有典型康熙朝風格的畫琺瑯鼻煙壺。1鼻煙壺本是一種盛裝鼻煙的器皿，而鼻煙

是明代傳教士利瑪竇向中國朝廷進貢的眾多物品之一，卻得到不少清朝皇帝熱愛。

完整的鼻煙壺包括壺身、壺蓋和煙勺三部份。而起初輸入的鼻煙，多為大瓶盛裝，

爲了便於隨身攜帶，遂改為小瓶分裝；2再加上，中國各地一般的氣候都比較歐

洲潮濕，故宜把盒改為瓶裝式的小壺，便不宜走氣。3後來，便研製成細小的鼻

煙壺。鼻煙壺可說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舶來貨”。 

 

二、 歷史意義 

清朝數代皇帝都迷戀鼻煙壺，還經常賞賜給臣下和外國使節，康熙帝也不例

外。康熙末期俄國彼得大帝、教皇克裡門的使臣來到中國，得到了康熙皇帝賞賜

的畫琺瑯鼻煙壺。康熙亦多次用畫琺瑯鼻煙壺賞賜外國使臣。這些史實說明了康

熙皇帝對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非常滿意並引以為豪。4康熙帝將傳教士帶來的禮

品悉數回贈，單單留下了鼻煙壺。而且，康熙之後的皇帝都效仿父親的行為，如

乾隆皇帝常以鼻煙賜賞王公大臣，嘉慶帝更是清朝中賞賜鼻煙壺最多的皇帝。除

了皇帝之外，慈禧太后也是鼻煙壺的愛好者之一，碧璽鼻煙壺為慈禧太后所喜愛。
5如此上下沿襲, 吸鼻煙漸漸成為社會時尚。6明末至清初時期，歐洲諸國以鼻煙

                                                       
1
故宮博物院：《故宮鼻煙壺選粹》（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頁 41。 

2
楊永年：《鼻煙壺藏品賞析》（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 年），頁 5。 

3
李英豪：《保值鼻煙壺》（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 年），頁 16。 

4
崔凱：<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銅胎畫琺瑯鼻煙壺>,《東方收藏》，（2011 年 03 期），頁 18-19。  

5
章用秀：《盈握珍玩-鼻煙壺的鑒賞與收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133。 

6
馬可瀅：<掌中玲瓏——鼻煙壺>,《藝術與投資》,（2012 年 01 期），頁 73。 

和鼻煙盒進貢朝廷，作為敦睦邦交的特別禮物。7 

清朝皇帝對鼻煙壺不止愛不釋手，還設有御製鼻煙壺的基地。此基地設於內

廷的養心殿造辦處，成立於順治年間，康熙時又有擴大。8清朝皇帝不僅收藏鼻

煙壺，還親自介入內務府鼻煙壺的製造。更有人做過估計: 宮中鼻煙壺製造在三、

四萬件。二百年間各地官員貢人的煙壺也在上萬件。這些煙壺, 從檔案記載上看, 

一部分賞賜給了文武官員、皇親貴戚、外國使節, 其餘則被置於各個宮殿供皇帝

使用與欣賞, 或收藏入庫。9可見，皇帝對其的愛好程度。 

再者，擁有怎樣的一個鼻煙壺也是那時社會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趙汝珍《古

物指南全編》指出：“(鼻煙壺)質料無所不有，式樣無奇不有，一言以蔽之，鬥

富而已，誇耀而已。”10鼻煙壺發展的後期，開始出現了煙碟。11從此，鼻煙壺逐

步變成人們顯富鬥富的一種手段，需要有附加的精緻煙碟來增加鬥富的力度。也

算是“好馬配好鞍”的又一種演繹。12鼻煙壺在清朝時除了盛裝鼻煙，亦成為鬥

富的物品，身份越高，配有越精美的鼻煙壺。 

 

三、 鼻煙壺與中西交流 

在康熙時，鼻煙壺款式多為“康熙年制”雙排四字款，筆意渾成，頗具韻味。
13皆因康熙時考據學的興起，加上康熙帝本人也對前朝文化藝術表現出非常大的

熱情，尤其對明末董其昌書畫極度喜愛，從而使清初文化藝術無論朝野都形成了

一股復古思潮。14另外，康熙皇帝熱愛西學，對歐洲文藝復興影響下的繪畫藝術

有著濃厚的興趣。法國黎里摩日的畫琺瑯製品，繪畫技法恰恰體現的就是西洋繪

畫風格，風格華麗纖細，使之剛剛傳入宮廷就受到了康熙的寵愛，並且下旨命令

造辦處承做。15由於康熙皇帝對鼻煙很感興趣，一些勳貴大臣趨之若騖，使鼻煙

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工匠對鼻煙壺的製作不遺餘力，技藝也日趨精細，民間各地

群起仿效，專營作坊比比皆是，鼻煙壺從此流落尋常百姓家。16 

另一方面，鼻煙壺除了是一個盛裝鼻煙的器具，也是一種藝術品，結合了中

西的文化和繪畫技術。康熙二十三年（西元 1684 年），清軍收復台灣後，開放廣

州為對外貿易口岸，東西方貿易往來逐漸開展起來。17後來，畫琺瑯這技術就在

中國開始得到推廣。而歐洲國家也第一次見識到東方畫琺瑯鼻煙壺的魅力，其影

響也自然植入歐洲琺瑯工藝的製作過程中。18油彩內畫更是中西合璧的統一體，

                                                       
7
李英豪：《保值鼻煙壺》（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 年），頁 16。 

8
朱培初、夏更起:《鼻煙壺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頁 101-102。 

9
胡忠良：<清宮中的鼻煙壺>，《中華遺產》，(2007 年 07 期)，頁 16-17。 

10
赵汝珍：《古物指南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年)，頁數缺。 

11
煙碟，為鼻煙壺下的碟子。 

12
楊永年：《鼻煙壺藏品賞析》（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 年），頁 108。 

13
裘鳳：<民族美術實用性的典范——鼻煙壺>，《池州學院學報》，（2011 年 01 期），頁 124-126。 

14
王懷治、王懷亮：<清康熙青花山水瓷畫“尚古”審美源流與內涵解析>，《中國陶瓷》，（2010 年 06 期），

頁 91-92。 
15
崔凱：<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銅胎畫琺瑯鼻煙壺>,《東方收藏》，（2011 年 03 期），頁 18-19。 

16
裘鳳：<民族美術實用性的典范——鼻煙壺>，《池州學院學報》，（2011 年 01 期），頁 124-126。 

17
章用秀：《盈握珍玩-鼻煙壺的鑒賞與收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數缺。 

18
崔凱：<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銅胎畫琺瑯鼻煙壺>,《東方收藏》，（2011 年 03 期），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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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作畫初期，是先用國畫顏料的朱膘、赭石淡淡打出結構的單色底，再用油

彩層層暈染，最後達到油畫的效果。而冀派肖像內畫著色清淡，色彩豐富細膩，

富有質感，臨仿的古代歐美之油畫亦有很高水準。19自鼻煙從西方傳入中國後，

中國人把鼻煙壺當作藝術品，製造出各樣的款式，中西的藝術技術得以融合。 

然而，鼻煙壺的出現亦令中外工匠有一新的平台，切磋手藝。爲了精益求精，

康熙吸納了一批通曉玻璃煙壺製作和畫琺瑯的西方人, 於紫禁城內製作鼻煙壺。
20而康熙五十八年，內廷還聘請法蘭西畫琺瑯藝人陳忠信來京，在內廷琺瑯處指

導燒造畫琺瑯器。其式樣、圖案逐步地趨向中國化。21後來，製造鼻煙壺的技術

在中國也漸漸有了創新，如玻璃胎畫琺瑯為康熙朝宮內所始創。而畫法上有寫意，

有工筆，並借鑒西方油畫，融會貫通，各具特色，其內容則大都是中國化的。22內

畫鼻煙壺更是出名的中國本土創作。除了皇帝邀請之外，不少外國工匠亦開始到

中國學習和交流，促進中外藝術上交流。 

 

四、 相關史料說明 

鼻煙壺在更多時候是被視為一種藝術品，得到中外收藏家的青睞。因此有關

鼻煙壺的資料可以在一些收藏家或者收藏鼻煙壺的書籍和博物館記錄中得到。早

在 1913 年美國芝加哥博物館出版的《收藏中國古代鼻煙壺目錄》中就記錄了 4714 

件之多。23美國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就藏有中國鼻煙壺 372件。24十七世紀以後，

鼻煙壺的收藏與鑒賞就成為一種時尚， 特別是康熙以後， 它更成為中國文化、

工藝的代表，源源傳入歐美、東南亞、日本等國，作為中華優秀文化藝術而大放

異彩。25我們可從一些外國的材料中找到中國的鼻煙壺的資料。 

另外，鼻煙壺在當時也是中外貿易的貨品之一，可以從當時的買賣記錄中得

到更多的資料。自康熙以後，中國的鼻煙壺便通過歐洲商舶、羅馬教皇的使節、

各國使節和傳教士、官員們逐漸流傳到歐美、日本等國，成為國外私人收藏家和

國家博物館的收藏品。26 

鼻煙壺成為了當時外國使者或傳教士的來華貢品。所以，從他們的回憶錄和

信件中也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例如，英國人波爾在回憶錄中記載：18 世紀，

俄國彼得大帝遣使覲見聖祖，俄使帶來幾十件珍貴禮物，有貂皮和儀器等，康熙

皇帝回賜使者每人一個琺瑯鼻煙壺。 

另一方面，一些中國本地的資料亦有跡可尋。通常宮廷的一些物品都會交給

造辦處去製造，因此在造辦處的檔案中也可以找到相關鼻煙壺製造的詳情。另外，

現存的清宮檔案中亦記載不少使節和官員進貢鼻煙壺的資料，如康熙六十一年

                                                       
19
張雪萌：<冀派鼻煙壺內畫藝術研究>，《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 11 期），頁 31-32。 

20
李冰潔：<掌中珍鼻煙壺 收藏外熱內冷>,《中國防偽報道》,（2012 年 11 期），頁 72-73。 

21
崔凱：<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銅胎畫琺瑯鼻煙壺>,《東方收藏》，（2011 年 03 期），頁 18-19。 

22
裘鳳：<民族美術實用性的典范——鼻煙壺>，《池州學院學報》，（2011 年 01 期），頁 124-126。 

23
鄭鵬、孟麗：<內畫鼻煙壺的歷史與收藏價值>，《科技信息(科學教研)》，（2007 年 23 期），頁 165。 

24
章用秀：《盈握珍玩-鼻煙壺的鑒賞與收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2。 

25
張雪萌：<冀派鼻煙壺內畫藝術研究>，《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 11 期），頁 31-32。 

26
章用秀：《盈握珍玩-鼻煙壺的鑒賞與收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38。 

（公元 1722 年），進“鼻煙四瓶”（《宮中·進單》）。27而看清朝各代的歷史，

也可以看到鼻煙壺的製造風格和衰落。 

 

五、延伸研究用途 

從中國清朝歷史去看鼻煙壺的發展，是一個比較少被提及的角度。鼻煙壺的

興衰，亦可見皇朝的興衰。如乾隆以後畫琺瑯鼻煙壺的生產逐漸停止，當時的國

力已經不能支持這樣不計工本的製作，從這個側面也可以說畫琺瑯鼻煙壺其實是

國家富足的一個象徵。而鼻煙壺的繁榮發展時期是清代乾嘉盛世時期。這一時期

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發展，鼻煙壺也隨之發展起來，形制已不再是簡單的

“直筒式”了。
28
可見，鼻煙壺的興衰和一個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關。可從鼻煙壺

和清朝歷史的關係，這一方面加以研究。 

現時，鼻煙壺的作用已不再是盛裝鼻煙，而完全地成為了一種藝術品，得到

許多中外的收藏者喜愛。因此許多有關鼻煙壺的書籍和研究都是關於鼻煙壺的製

作、賞析和保值方面。在未來，可從鼻煙壺在歷史上的意義作研究題材，帶出鼻

煙壺如何促進中外的文化交流。鼻煙壺在短短的三百年歷史中不僅得到了不少帝

皇貴族的喜愛，還流傳到民間，更遠播到國外。而且它的出現使清朝的藝術得到

不少的突破。更成為中外交流的一種途徑。這些鼻煙壺所帶來的意義，應多加研

究，讓人們對鼻煙壺有更好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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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庸調銀餅 

創造時間：唐代開元、天寶年間（713-756 年） 

 
圖片來源：《廣州日報》，2012 年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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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說明 

四件唐代的庸調銀餅，
1
於 1970 年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均是用來繳交庸

調的稅銀。銀餅呈圓形，分別刻有兩種鏨文。2上圖的銀餅刻有「懷集縣開十庸

銀拾兩，專當官令王文樂、典陳友、匠高童」，意思是來自廣東懷集縣開元十年

的庸調銀十兩，由朝廷委任官階至令的王文樂為專職官，專門辦理徵稅，陳友負

責主管，並由工匠高童鑄造。銘文的內容與格式都與
3
文獻記錄——題以州縣年

月，所以別粗良，辨新舊也——相乎。 

 

二、歷史意義 

庸調銀餅，顧名思義就是唐朝的賦稅制度——租庸調制的產物。
4
武德七年

                                                       
1 李曉萍：《金銀流霞---古代金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10。 
2 同上 
3 李林甫：《唐六典（卷二十）》（北京 : 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年） 
4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年）

頁 108-109 

（624 年），唐朝廷頒行賦役法（即租庸調制），與均田律令同時執行。5此稅制規

定每個成年人每年要繳交糧食兩石，即是租；上繳鄉村自行生產的綾、絹、胏各

兩丈，若然是布就要加百分之五，這是調；每年要服役二十天，不服則每天繳交

三尺絹。個別偏遠地方會因不同情況而收取稅米、稅錢及羊等。
6
據各類文獻記

載，租庸調制自武德年間推行至開元時期並沒有重大改變，亦即沒有徵收白銀的

記錄。縱使國法不承認徵收稅銀，至唐中宗在位時期（684，710-714 年）前後，

私自在州縣徵收稅銀已非罕見之事，而自從安史之亂後，白銀更是變得與租庸調

制色色相關。 

 
7
自唐開元、天寶年間，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統治者絞盡腦汁搜刮民脂民膏，

將庸調收到的布帛折變成為銀餅或其他輕貨，轉運至京城國庫，盛產白銀的嶺南

地區首當其衝以白銀交稅。據《唐六典》記載於開元、天寶時期：
8
「凡金銀、

寶貨、綾羅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而出土的銀餅亦剛好來自該時期，銘文分

別刻有
9
開元十年、開元十九年、

10
天寶五年等年號。白銀可謂見證著租庸調制的

崩壞與變造。 

 

雖然庸調銀餅見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但亦體現了唐政府完善和嚴格的賦稅

管理制度。從出土銀餅上的刻紋可見，銘文清晰地顯示銀餅的白銀來源，稅項，

年月，重量，負責官員的職務、姓名，工匠名等。銀餅上詳細的資料記載，反映

出徵收稅項中的每一個程序都有明確的分工。
11
租庸調制作為封建的唐代前期的

主要收入來源，銀餅上的銘文正好顯示出唐政府對稅收的重視。 

  

三、相關史料說明 

正如上文所言，以白銀繳交賦稅並非唐初國法的做法，所以相關的史書記錄

不多，因而令研究有所限制。但因為銀餅上清晰全面的記錄，學術界因此可以從

不同的角度出發，例如由產地製銀餅的數量來看看以銀餅交稅的普及性，翻查工

匠家族的鑄銀技術以了解白銀的生產質量；而清晰的年份記錄則提供可靠線索去

翻查當年的稅收帳目。透過查閱以上種種，學者亦能大概了解庸調稅銀在租庸調

制中的地位與作用。 

 

 

                                                       
5 劉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北京 : 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6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金銀研究》（日本，龍門書店，1944 年），頁 42-46。 
7 李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6 年 3 月版），頁數缺。 
8
 李林甫：《唐六典（卷三）》（北京 : 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年） 

9〈嶺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年 3 月 18 日，頁數缺。 
10 李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6 年 3 月版），頁數缺。 
11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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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2唐初租庸調制得以順利推行，其實全賴均田制及戶籍制度的配

合。唐初的稅制一直以田地為基礎，但田制在開元、天寶年間被破壞後，已再不

是13唐人陸贄（754 年－805 年）所說的「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

的租庸調制。 

 

史書一般記載推出以金錢作為稅收的兩稅法是解決田制破壞的方法，然而，

上文則發現庸調銀餅才是田制被破壞後孕育出來的產品。庸調銀餅於開元、天寶

年間（713-756 年）已經出現，而兩稅法則是德宗期間（780- 805 年）才推行，兩

者相差數十年。雖然庸調銀餅盛行的時間或短或長，至今仍未有相應的研究，但

在由租庸調制轉變至兩稅制的過程中，庸調銀餅絕對有一個相當的重要性。 

 

此外，
14
白銀在唐朝公經濟方面的用途則有賦稅與金銀、上供、進獻、一般

國費與金銀、軍費、賞賜等，剛好全都能與外交拉上關係。由於唐初並無以金銀

為賦稅的做法，人們聯想起以金銀為賦稅是受外國影響亦不足為過。的確，唐鄰

近的15大食國（包括波斯）與天竺國分別有使用銀貨及金銀貨的記錄，16高昌國與

龜茲國亦有收取銀錢為稅收的例子，分別是高昌國的「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

麻布」及龜茲國的「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由此可見，庸調銀餅的

出現有可能是唐與外國交流時所引入的產物。 

 

四、延伸研究用途 

 

上圖的銀餅右下方有一道明顯的圓形補疤，
17
有一說法是銀餅作為錢財的一

種，一般上繳國庫前必須驗明它的重量和成色，補疤估計是在校訂中發現重量不

足後補加而遺留下來的。這一說顯示出銀餅被納入國庫前會經過嚴格的檢驗，符

合舊唐書的記載，即18「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度斤兩者，卿及禦史監

閱，然後納於庫藏。」亦與前文提及唐朝政府重視賦稅的態度一致。 

 

然而，這些銀餅是由產地是嶺南道一帶的懷集縣洊安縣上繳至長安，若在檢

驗時發現重量不足大可要求當地下次補回差額，費時失事地將銀餅發還產地補齊

重量的做法實在令人存疑。再者，在唐重視賦稅徵收的大前提下，百姓不規整地

隨便修補銀餅而不重新鑄造，還留下明顯疤痕，絕對是藐視朝廷的行徑。這道疤

                                                       
12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度變遷研究》（哈爾濱，黑龍江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23，37-54。 
13 劉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度》（台北，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年），頁 211-216。 
14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金銀研究》，頁 42-68。 
15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金銀研究》，頁 48。 
16 令狐德棻：《周書（卷五十列傳第四十二異域下）》（北京 : 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

心，2009） 
17〈遺寶之謎：嶺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年 3 月 19 日，頁碼缺 
18 李林甫：《唐六典（卷二十）》。 

痕究竟是後期補加的痕跡，還是文物不敵歲月侵蝕而有所損壞的証據，仍然有待

相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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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 候風地動儀 

創造時間: 東漢事期（公元 132 年） 

 

 
圖片來源: http://www.irisknet.cn/wiki/index.php?doc-view-4448 
 
一、基本說明: 

    候風地動儀是中國天文學家張衡於東漢事期（公元 132 年）能發明的，也是

世界第一部用來偵測地震的儀器。
1
然而，真正的候風地動儀原型卻已經失傳。

根據《後漢書》中記載：「候風地動儀以精銅製成，圓徑八尺，合蓋隆

起，形似酒樽。」候風地動儀以精銅製造。八個主要方位上各有含着銅球的龍

頭。對準龍頭的下方，各有一仰頭張嘴的青銅蟾蜍。當其中一方傳來地震時，此

方的銅球便會跌落青銅蟾蜍的口中。因此，根據口中有銅球的蟾蜍的方位，便能

確定地震發生的方向。
2
 

 

二、歷史意義: 

    從二十世紀開始，地震發生的次數愈見頻密，人們對於地震學的研究愈來愈

重視。東漢時期，候風地動儀成功監測到公元 138 年的隴西地震，令地動儀得到

                                                 
1 <中國科學技術與發明>，《 僶 勉 出 版 社 》， 1978 年 ， 頁 282 
2 <中國科學技術與發明>，《 僶 勉 出 版 社 》， 1978 年 ， 頁 283 

重視，開創中國對地震研究的歷史。
3
中國地震發生頻繁，自夏商周以來，地震

災害對人們的傷害甚大，人們也認為地震與君主的行為有很大的關聯。這種封建

迷信的看法令古人一直對地震逆來順受。然而，張衡對地震的研究和候風地動儀

的發明打破了中國的傳統，讓人們從另一角度認識地震，同時亦讓中國的科學發

展邁進了一大步
4
。 

 

    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台地震儀。歐洲在 1880 年才製造出相似的地震

儀，這比候風地動儀的出現晚了差不多一千七百年。5但如此驚人的發明最終卻

失傳於東漢末年的戰亂之中。由此可見，根心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其朝代的統治者

對科學技術和發明並不重視，候風地動儀也沒有得到廣泛使用和推崇，以致在戰

亂期間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而保存下來6。 

 

    再者，中國古代的科學發展亦受到中國早期的哲學概念如重關係、重經驗而

輕分析、輕邏輯等傳統思想的局限。中國古代在科學理論和方法上一直欠缺研

究，缺乏系統式的理論和在邏輯上進行論證。例如，在編輯書籍上，《本草綱目》

和《天工開物》等著作皆是應用經驗而非邏輯理論7。這導致中國古代的科技發

展局限於狹窄的領域，造成科學技術在傳播和保存上的難題。由此可看出候風地

動儀的失傳可說是由於當時科學發展的不完善和文化思想及社會背景的阻礙。 

 

三、相關史料說明: 

    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在一百多年來一直備受重視和關注，並且在國內國外不斷

被研究。對於候風地動儀，我國不少學者一直認為「候風地動儀」是一種儀器。

後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已故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對此觀點並不同意，認

為在《後漢書 張衡傳》「复造候風地動儀」一句中所記載的「候風地動儀」其實

是兩種不同用途的儀器，一是測風向的「候風儀」，一是測地震的「地動儀」。8 

 

    這種新穎的觀點被提出後，引起了學術界廣大的迴響。儘管不少學者對這種

說法不置可否，但有些歷史學的學者均認同竺可楨先生的看法，如從谷岱的《張

衡與渾天儀，地動儀》和杜石然、范楚玉等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中可看

出這些學者紛紛採取和接納這個前所未有的新觀點。9另外，著名歷史學家范文

                                                 
3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唐錫仁: <中國古代的地震測報和防震抗震>，《中國古代科技成就》，1978
年，頁 318 
4 <中國古代地震和古人對地震的看法>，《文化中國》，2008 年 5 月 17 日 
5 王志堯:<張衡:世界史中罕見的全才偉人>，《漢文化研究》，2004 年 10 月，頁 433 
6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唐錫仁: <中國古代的地震測報和防震抗震>，《中國古代科技成就》，1978
年，頁 318 
7 王仁宇:<張衡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 兼論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滯後的文化原因>，《漢文

化研究》，2004 年 10 月，頁 514-515 
8 竺可楨: <中國過去氣象學上的成就> 
9 史延廷: <東漢張衡所造「候風地動儀」補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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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先生亦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指出候風地動儀實是兩種用途迥異的儀器。10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將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再加以研究候風地動儀終究是一種還是兩種儀

器。因在《後漢書 張衡傳》中並沒有記載對候風儀的描述，相關研究可加深人

們對候風儀及地震儀的了解。再者，若候風地動儀只是一種儀器，那麼真正的候

風地動儀原型是只有地動儀的功能還是也包含了候風儀和地動儀兩種用途？更

多的考究可幫助理解真真正正失傳已久的候風地動儀。 

 

    除此之外，雖然候風地動儀備受國內外的關注和研究，然而學術界卻忽略了

候風地動儀與西方第一台地震儀的比較。候風地動儀比歐洲地震儀的出現足足早

了約一千七百多年。研究中西兩方的地震儀並且作出比較，能有助更深入探討候

風地動儀的發明對西方科學技術和發明地震儀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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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推背圖 

創造時間﹕唐初 

 

1 

 

一、 基本說明 

《推背圖》這本中國古代預言奇書，相傳是於唐太宗初年，由李淳風和袁天

罡參考《周易》共著而成。全書共記載了六十象，每一象皆附有「讖」「頌」兩

首和一幅卦圖。每一卦象依「六十甲子」為序排列﹔「讖」為預兆的解釋，每一

「讖」有四句，多以三或四字成句﹔「頌」為傳播《推背圖》內容的詩歌，每一

「頌」皆是五言或七言絕句﹔卦圖則作表明事情和人物之用
2
。世人以最後一象

的「頌」﹕「萬萬千千說不盡，不如推背去歸休」來名此經典。而著者李淳風和

袁天罡二人，前者為當時欽天監（即負責天文的官員）﹔後者則為精通五行和面

相等的名士3。 

 

一八六零年英法聯軍火燒圓明園時，這本於宋朝曾被列為禁書的奇書從清宮

大量流出
4
，及後再流入民間，現為臺北故宮博物院館藏，當中以明末金聖歎所

作的注解最為人熟識。 

                                                       
1  圖片來源﹕梁煥松，筆錄及整理。2006。中國預言(上)。 
  http://chrisleung1954.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27.html。（上網日期﹕2013 年）。 
2  易道明﹕《警世奇書推背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 年），頁 15‐16。 
3   推背圖研究小組，筆錄及整理。2005。推背圖‐ Chinese Prophecy。http://tbt.firedale.com/。（上

網日期﹕2013 年）。 
4  作者不詳。2001。推背圖。http://roc.myweb.hinet.net/tbt.html。（上網日期﹕2013 年）。 

 

 

二、 歷史意義 

古時，人們對陰陽五行、面相術數、九宮星宿等極為迷信，而唐朝時，術數

發展更達最興盛時期。當時唐朝國泰民安，百姓豐衣足食，受教機會大增，而民

間著作亦逐漸增多，知識普及性提高，因此天文學、相學和堪輿學等範疇人才輩

出，如天文學代表李淳風和南宮說、相學家代表袁天罡（亦為袁天綱）、堪輿家

代表僧泓等
5
。 

 

與此同時，自唐開國以來，陰陽五行之說備受重視，先有唐高祖專注卜筮五

術，禁絕一切雜占外，後有唐太宗與李靖作有關卜筮五術的對答6，都印證了唐

朝對陰陽五行等的高度推崇。除此以外，古時也常以術數來應用於兵家之事中。

這不但反映了古人對術數的迷信，還有對術數的依賴。 

 

故此，能預言唐朝興衰的《推背圖》便在這充斥術數之說的氛圍下，由熟識

天文學的李淳風和熟識相學的袁天罡合著而成。 

 

 

三、 相關史料說明 

上文曾提及，《推背圖》於一八六零年英法聯軍火燒圓明園時，從清宮大量

流出，及後再流入民間，因此，對於這件文物的研究，當然不只中國方面，還包

括了日本方面。 

 

先說中國方面，元順帝期間（即一三四六年），由當時丞相脫脫和阿魯圖先

後修撰的《宋史‧藝文志》中《志》卷一五九，第二十五頁的第五行終於正式記

載了《推背圖》7。由於《推背圖》被列入正史之中，因此也確認了它的歷史地

位。另外，明朝學者朗瑛於包含天地、國事、義理、辯證、詩文、事物、奇謔七

類的個人筆記《七修類稿》中，就提到對《推背圖》的描述﹕「推背圖，傳唐李

淳風作也。……記憶宋禁讖書，犯者日眾……得矣，可以告同類不觀可也。8」

這不但證明了《推背圖》於宋朝曾成為禁書，還因其敏感內容包括不同朝代的國

運，而被稱作「可以告同類不觀可也」的讀物。這些中國的史實記載，都證明了

《推背圖》早在宋朝已經存在，也有助後人研究它的歷史及其在緯學經典中的代

表性。 

                                                       
5  羅桂成﹕《唐宋陰陽五行論集》（香港﹕香港公誠社，1982 年），頁 100。 
6  同上，頁 103‐104。 
7  林宜學﹕《中國預言之迷－燒餅歌與推背圖之透視》（香港﹕藍天書屋，出版年份缺），頁 15‐16。 
8  維基文庫。2010。七修類稿/卷 15。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4%B8%83%E4%BF%AE%E9%A1%9E%E7%A8%BF/%E5%8D%B715
。（上網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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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遠至日本的文獻中，亦有對《推背圖》的記載。由諸橋轍次所著、

昭和二年（即一九二七年）出版的《大漢和辭典》中，就有一段對《推背圖》的

介紹，當中包括《推背圖》的大致內容、作者和命名緣由等等9。而昭和八年（即

一九三三年）所出版的《大百科事典》中，亦有提到《推背圖》命名緣由和作者

介紹等10。可見，這不但證明了《推背圖》的出現時間早於民國，也證明當時《推

背圖》代表中國預言書，在外地文獻中，也佔一重要席位。 

 

 

四、 延伸研究用途 

眾所周知，《推背圖》是參考《周易》而成，恰恰地，《周易》也是一本以卦

象為主的經典。當時的古人不但欠缺天文科學知識，還缺少精密的儀器來作更深

入的研究，可是，這依然不減他們的興趣。由此可見，《推背圖》反映了古人對

陰陽五行、面相術數、九宮星宿等方面的認知和迷信。換句話說，《推背圖》的

預言不只記載了唐代的興衰，還代表了古人對天文術數的態度。 

 

其次，即便到了廿一世紀的今天，學者依然對《推背圖》各有看法，他們根

據對「讖」、「頌」和卦圖不同的推算和猜測，都得到不同的結論，因此，《推背

圖》的含意，不再局限於唐代。有學者提出，《推背圖》不只內含唐代國運，還

包括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運，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時局，如第四十象及第四十一

象，就有疑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預言11﹔第三十八象和第四十五象中，就

有疑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言
12
。由此可見，即使《推背圖》是寫於唐朝，但

是，它仍能成為學者對未來局勢推算的參考，不論是國內還是國外。 

 

 

五、 參考資料 

 

圖片來源﹕梁煥松，筆錄及整理。2006。中國預言(上)。

http://chrisleung1954.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27.html。 

 

易道明﹕《警世奇書推背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 年）。 

 

推背圖研究小組，筆錄及整理。2005。推背圖- Chinese Prophecy。

http://tbt.firedale.com/。 

                                                       
9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昭和 41[1966 年]）。 
10  林宜學﹕《中國預言之迷－燒餅歌與推背圖之透視》（香港﹕藍天書屋，出版年份缺），頁

10‐11。 
11  易道明﹕《警世奇書推背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 年），頁 159‐168。 
12  同上，頁 152‐154，頁 185‐188。 

 

作者不詳。2001。推背圖。http://roc.myweb.hinet.net/tbt.html。 

 

羅桂成﹕《唐宋陰陽五行論集》（香港﹕香港公誠社，1982 年）。 

 

林宜學﹕《中國預言之迷－燒餅歌與推背圖之透視》（香港﹕藍天書屋，出版年

份缺）。 

 

維基文庫。2010。七修類稿/卷 15。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4%B8%83%E4%BF%AE%E9%A1%9E%E7%A8%B

F/%E5%8D%B715。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昭和 41[196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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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清明上河圖 

創造時間：十二世紀 

 

(圖片來源：互聯網 Google) 

 

一、基本說明 

《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亦被譽為中國十大名畫

之一。
1
長 528.7 釐米，寬 24.8 釐米，採用的是我國古代繪畫中特有的長卷形式，

以高度寫實的技法，通俗的題材全方位描繪了當時民間繁華熱鬧景象，關於《清

明上河圖》的作者、繪製時代、畫中地點、畫本真偽等等，自古受多方質疑，其

中多指以北宋時期著名的人物風俗畫家張擇端的版本為最佳。至於繪製時代和地

點，則多指為北宋末年徽宗時代的清明時節和首都汴梁。 

《清明上河圖》畫面精細逼真，場面宏大寬廣，
2
場面之大、表現人物之眾、

建築物之多，堪稱在中國繪畫史上空前絕後。全圖大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

汴京郊外春光，其中包括田間小路、掃墓後歸到城中的人等等；第二段是汴河上

如雨後飛虹般的大橋；第三段是城內街市，懸山門樓和瓦房等等。圖上眾多的車、

船、橋和馬匹、毛驢、駱駝、市街店鋪、民居房屋，不勝枚舉。就人物而言，官

吏、書生、隨從、和尚、道士、江湖郎中、農民船夫、販夫走卒等三教九流、五

行八作幾乎都在畫上一一展現。 

                                                 
1張安治：《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2崔勁松：〈讀清明上河圖〉，《春秋》，2006 年第 4 期。 

 

二、歷史意義 

首先，《清明上河圖》促進了宋朝及期後的文化藝術發展。
3
由於張擇端對當

時北宋市民生活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理解，以及他對現實主義創作思想嚴謹不苟的

寫實精神，使《清明上河圖》大大突破了自漢唐以宗教、封建禮教和貴族官僚生

活為主要題材的人物畫傳統，由此開拓了人物畫的題材內容。作者堅韌的創作毅

力、嚴謹的創作態度和非凡的藝術表現力，在中國繪畫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印象

和意義，引起後人不絕的臨摹及模仿。 

 

此外，《清明上河圖》以精緻絕倫的工筆描繪了，詳實地記錄了當時世界上

最大城市汴京的商業、生活、建築、手工業、交通工具、民俗細節等與民生有關

的事物和自然景觀，
4
從圖像上直觀展現出的是一個社會整體，而非某一特定階

層的精神理想和價值判斷，或達官貴人、或貧民乞丐、或三教九流、或文人商賈，

作品人物與現實生活人物之間隱藏著身份上的對應性，是一幅具有濃厚生活氣息

的歷史名作，為我們今天研究和瞭解宋代提供了客觀、完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

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5
其中，畫裡市場的繁榮景象反映了當時經濟的發達。《清

明上河圖》以清明節這個傳統節日作為時間背景，以水門以東至虹橋附近汴河兩

岸為實際地理位置，以郊野、虹橋、城關三段為情節，以市民出郊、上河、趕集、

掃墓等活動為主題，詳細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盛況：人們除了按習俗上墳外，還

四處遊玩、聊天、逛街、購物，或一家大小歡樂喜慶，或三五成群，到處人山人

海，充滿生機。從畫中的建築規模看，當時汴河沿岸實際出現的人物肯定比畫中

描繪的要多得多。由於畫面繁簡、疏密的要求，畫家有意作了適當的處理。同時，

對後人歷史性地瞭解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情況提供了有益

的參考。又如：對建築、商品、工具、船隻、服飾等的精微描繪，對我們今天技

術性地瞭解和借鑒都有著重要的價值。 

 

三、相關史料說明 

至今，依然有許多對於《清明上河圖》的不解之迷，而去破解這些疑惑，相

關史料的證明非常重要。基於《清明上河圖》是繪畫類作品，題材非常豐富，可

以從作者在畫中所表達的各個細致點出發去找尋相關證據。以此畫的最大爭議點

之一：
6
《清明上河圖》是「清明節之意」、「清明坊之意」，還是「清明盛世之意」

為例： 

可以從當時不同的史書上找尋，例如明代的《味水軒日記》裡記載，《清明上河

                                                 
3崔延和：〈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特色〉，《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 年第 2 期，第 125
頁。 
4 趙萌、李顏：〈清明上河圖含義新探〉，《大眾文藝》，2008 年第 3 期，第 30 頁。 
5 王元元：〈試析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 期（2007
年 7 月），第 1 頁。 
6包柏成〈對清明上河圖的四大追問〉，《榮寶紊》，2007 年第 3 期，第 42-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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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除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還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包括「水

在上河春」一句。從這個史料中得知《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春天的景色。 

 

同時，亦有其他史料指出《清明上河圖》並非繪於春天清明節：北宋孟元老

《東京夢華錄》是研究北宋汴梁風土民俗的重要文獻，而且張擇端和孟元老在同

一時代生活。此書記載：一、每年農曆十月，汴京始「進暖爐炭，幃前皆置酒作

暖會」，但畫卷右首有馱負十簍木炭的驢子，若果說清明節前後進暖爐炭，便違

背了宋人的生活習俗。二、《清明上河圖》上有多處酒肆，標著「新酒」二字，

而《東京夢華錄》云：「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醉仙錦，市人爭飲」宋代

新穀下來要釀醪酒喜慶豐收，不然無新酒可言，因而由這歷史資料中引起了對《清

明上河圖》繪畫時間的疑惑。 

 

此外，
7
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宋史研究會上，鄒身城提出《宋代形

象史料〈清明上河圖〉的社會意義》一文，指出「清明」二字是作者張擇端進獻

此畫時所作的頌辭。故有人認為，「清明」要從廣義上去理解。在其他史料《後

漢書》也有例證，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從這個「清明」的語氣可

見此二字意指政治開明。畫中題款「清明」語，本是張擇端進獻此畫，請帝王們

賞識所作的頌辭。另外，金人在畫面上留下的跋文說：「當日翰林呈畫本，承產

風物正堪傳。」點明《清明上河圖》主題在於表現承平風物。考張擇端行年，他

於徽宗朝在翰林書畫院供職，此畫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證畫家意在稱頌

盛世，討最高統治者歡心。所以亦有史料證明「清明」一詞不是指節令。可見，

金人的文獻，也是後人研究宋朝文物的重要資料。尤是說，進行歷史研究應從不

同時代、年份的資料中找出證據，不論是本國還是異國的資料都應多加進行了

解。 

 

四、延伸研究用途 

不少人把《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重點放在當時繁華的生活、蓬勃的經濟貿

易發展上，但除此以外，筆者卻發現《清明上河圖》還透露了宋代的一些政治問

題，特別是在軍事疲弱、重文輕武方面方面。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一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巨大發展的歷史時期。宋

代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為當時的繪畫藝術開拓了新的創作領域。而《清明上

河圖》這幅風俗名作，恰好顯示了宋代城市的社會面貌，可見宋代人們對文化發

展的水準和重視。 在畫中亦不難找到當時文化風氣濃厚的證據：畫中有不少人

穿著文人、書生的服裝；也有標著「學」字的書塾；有一群人坐著聽老者講話，

估計是當時很流行的民間說書等等。這些寫實的畫面皆體現了當時民間文化、學

習的普遍性。 

                                                 
7雷紹鋒：《臆說清明上河圖》，（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保衛國家最重要的防禦，當然不能缺少首都的城牆。從不同文獻描繪各個時

代繁盛國家的城牆大多都是高大而堅固的，然而，從《清明上河圖》中的首都汴

梁的城牆卻顯得低矮單薄，城樓上沒有任何防衛設施，極為簡陋，旁邊更長滿青

苔、樹木，看起來很久沒有人打理，最重要的是，這個城牆根本起不了城牆應有

的防範作用。此外，城牆的缺乏嚴密士兵防衛的程度令人為之一驚，城門口完全

沒有一個像樣的守衛，唯門側有一名男子靠著牆一副懶散的模樣，根不分不清士

兵與平民的分別。再者，在整幅《清明上河圖》中亦罕見士卒、軍人的身影，可

見當時朝廷對國家防衛的資源相當不足，甚至可說是輕視其重要性，缺乏防範意

識。 

 

以上只是筆者的一些粗略觀察，但足以發現此畫在另一個角度顯示出宋代重

文輕武的情況。目前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需要更詳細的研究：到底導致

宋朝滅亡的軍事弱點，是否由此畫繪成的時期已開始萌芽，畫中是否有其他線索

證明當時的軍事疲弱的誘因等等，非常值得更深入及具體的探討，找尋當中的關

系。 

 

(圖片來源：互聯網 Google) 

 

五、主要參考資料 

 張安治：《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那志良：《清明上河圖》（臺北：華欣綜合印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雷紹鋒：《臆說清明上河圖》，（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崔延和：〈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特色〉，《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

年第 2 期，第 121-126 頁。 

 崔勁松：〈讀清明上河圖〉，《春秋》，2006 年第 4 期。 

 王元元：〈試析《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第四期（2007 年 7 月），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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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清朝龍袍 

 

 

 

一、 基本說明 

清朝龍袍是指於清朝期間皇帝所穿的吉服之一。1 關於清朝龍袍

                                                      
1王雲英:《清代滿族服飾》( 遼寧: 遼寧民族出版社, 1985 ) 
 

的外觀及特色方面, 龍袍身繡九條金龍。正龍繡得正襟危坐，顯

得格外威嚴，行龍繡得極富活力，似動而非動。四條正龍繡在龍

袍最顯要的位置,分別是前胸、後背和兩肩，四條行龍在前後衣襟

部位，這樣前後望去都是五條龍，這寓意九五至尊。而第九條金

龍繡在裏面的衣襟上，要掀開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到。在龍紋之間，

繡以五彩雲紋、蝙蝠紋、十二章紋等圖案。五彩雲紋是龍袍上不

可缺少的裝飾圖案，既表現祥瑞之兆又起襯托作用。紅色蝙蝠紋

即紅蝠，其發音與“洪福”相同，是龍袍上常用的裝飾圖案。在

龍袍下襬排列著代表深海的曲線，這裡被稱為水腳。水腳上裝飾

有波濤翻捲的海浪，挺立的岩石，這寓意福山壽海，同時隱含了

“江山一統”和“萬世昇平”的寓意。2 在這件龍袍上，同時也

刻有十二章紋樣，但其面積較小，再加上清代帝王禮服色彩鮮艷，

圖案豐富，容易令人忽略這悠久歷史、蘊含豐富的紋飾。這十二

章紋包括：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分列左肩為日，右肩為月，前身上有黼、紱，下有宗彝、

藻，後身上有星辰、山、龍、華蟲，下有火、粉米。十二章紋發

展歷經數千年，每一章紋飾都有取義，“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

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取其孝

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

                                                      
2宋鳯英:《清代宮廷服飾》(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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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辯也。”3 

二、 歷史意義 

早在崇德時期清皇室就定下了「上下冠服諸制」和不得「變

本忘先」的訓誡。
4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也提出「祖

宗成憲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最終決定本著「不輕變祖訓」

的原則，在保持滿族服飾特點的同時，吸收漢族帝王服飾的

色彩和章法紋飾，再對服飾制度作一些增加補充，形成最終

的典章制度確定下來，並極為嚴格。清順治九年(1652)四月上

諭：「凡違禁衣服，如：三爪、五爪滿水緞圓補子，黃色、秋

香色、黑狐皮，俱不許存留在家。餘越品衣服，如御賜許穿

用，若非御賜，聽其變賣不許穿用……」另據康熙九年(1670)

議政王等議定服制：「民公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禁止穿五

爪、三爪蟒緞滿翠緞圓補服，黑狐皮、黃色、秋香色衣……」
5 清代冠服制度具有全面性、系統性、嚴肅性，皇帝每年秋

審，對「服制斬犯」達到近乎瘋狂的殘酷。據乾隆四十七年

(1782)九月《清實錄》中載：「丙午，上御依清曠勾到，秋審

官犯、服制及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官犯斬犯六人、絞

                                                      
3王光鎬、楊玲：《文物珍寶—明清織繡》， 藝術圖書公司，1995

年，121 頁。 
4王雲英:《清代社會文化叢書》( 遼寧: 遼海出版社 , 1997) 
 
5房宏俊〈試論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穿着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 

犯四人、服制斬犯四十二人、雲南絞犯七人、貴州斬犯一人，

絞犯八人……」
6
 可見因服制被斬首的犯人在死刑犯中占相

當大的比例。 

      然而，到了清代晚期，在冠服制度上雖然更注重繁文縟節，

但實際上隨著政權的衰落，有些制度已經變樣，對服制的管束也

日漸寬鬆。乾隆自己就曾慨歎道：「每歲秋審，謀故殺人犯已不勝

誅，豈能將侈肆越禮之人，復一一繩以三尺乎？此時朕非不能辦，

實不忍辦，亦不必辦也……」, 
7由此可見, 清朝龍袍見證著清朝

由盛轉衰的局面,體現由盛期對清朝龍袍服飾的嚴謹執行到清中

後期衰落對清朝龍袍服飾的寬鬆。 

三、 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清朝龍袍涉及的資料文獻和史料是來自多方面的媒介,

例如參考書目、學者文章、相關網站等等,以方便深入探討及

研究。而這些資料對清朝服飾,特別是龍袍有詳細的介紹及分

析,闡述清朝龍袍的外觀花紋包含的意義,例如紅色蝙蝠紋代

表洪福、十二章紋的不同含義等。除此以外,有關清朝龍袍的

歷史背景及時勢也一一記載於資料上,如於崇德順治等時代

                                                      
6 同上 
7金燕: 《 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重慶,文

化藝術出版社,2005 ) 
 

135



時是嚴禁其他人的服飾與龍袍有任何相似,違者予以嚴懲;但

隨着時代的變遷,到了乾隆時期的政權衰落,對龍袍服飾的管

束規限也漸漸放寬,8 這些關於清朝龍袍的歷史背景有不少豐

富的資料,更可令其他學者作更仔細的研究。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學者對清朝龍袍有十分深入的認識及研

究,他們都撰寫了不少論文分析有關清朝龍袍的承傳脈落,例

如故宫博物院宫廷歷史部織绣组館員房宏俊,他對清朝服飾,

包括龍袍有很深入的認識和見解,於是他發表過一些論文及

言論來分析清朝龍袍的含義、清代龍袍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中

所處的歷史地位之高、滿漢風俗文化融合的歷史過程等,9其專

業及深入的分析,都是有助研究清朝龍袍起承轉合及文物歷

史發展的重要證據。 

四、 延伸研究 

 

                                                      
8王雲英:《清代社會文化叢書》( 遼寧: 遼海出版社 , 1997) 
 
9房宏俊曾發表〈清代帝后服飾淺說〉,香港（龍語）文物藝術月刊   

以及 〈試論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穿着作用  〉,故宫博物院院

刊  等刊物來分析清朝龍袍的歷史背景 
 

  有關清朝龍袍的研究,本人認為從中可研究及窺探出滿淸與漢

文化的交匯和融和。例如當滿清入關後,他們認為長袍箭袖已失去

實際用途,及後滿清皇帝選擇用十二章紋等圖案制成龍袍,反映滿

淸與漢文化的交匯。其實現今可搜索的資料與文獻大多都是研究

及分析清朝龍袍當中的存在寓意或如何凸顯皇帝的地位,甚少對

於清朝龍袍與漢文化的交匯作出深入的研究,對此方向似乎有點

忽略,所以學術界可在日後於此方面作仔細的研究,從而令清朝龍

袍的研究更全面。 

 

  除此之外,這也可從中窺探及探討出中國服飾發展史的進步及

昇華。我們可比較清朝及清朝以前朝代的皇帝君服,從當中的工藝、

用料及藝術價值來分析及研究中國服飾的發展,了解中國的服飾

制作如何從工藝、用料等多方面變得精湛及龐雜,從而進一步研究

中國服飾發展史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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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章懷太子墓壁畫 

創造時間：706,711 年 

 

 
一、基本說明 

        章懷太子墓的壁畫是於 1971 年出土的、發掘的地點為陝西省乾縣鄉楊家洼

村。此陵墓為乾陵，即唐高宗和武則天的陪葬墓之一。李賢為唐高宗第六子

(654‐684)1，生前曾在上元二年被策封為太子，可惜被武氏貶為庶人並流放，在

異地去世。神龍二年(706)2  ，他以雍王身份遷至現址埋葬，景雲二年(711)得追封

為章懷太子，與妃子合葬。陵墓上的壁畫分為兩層，分別於以上兩年繪制的。墓

中壁畫多是紀錄着其為監國時的顯赫地位和生活享樂的一面。其中包括《馬球

                                                       
1董理：《魅力獨具的唐墓壁畫》頁 117 
2董理：《魅力獨具的唐墓壁畫》頁 117 

圖》、《迎賓圖》、《狩獵出行圖》、《觀鳥捕蟬圖》和《宮女與侏儒圖》等。 

 

二、歷史意義 

        章懷太子墓的壁畫是唐墓璧畫的代表作之一。多幅豐富而複雜的壁畫題材都

是當時流行的，包括儀仗、社交活動和禮賓等。這些作品都是學者研究唐人生活、

衣着及文化的重要資料。 

        它們充的向我們展露了盛唐時期宮廷生活奢華的狀況。《馬球圖》描繪的是

當時打馬球的場面，它是目前時期最早、較為完整的作品。圖中共繪有二十匹馬，

有一是裁判，參加者手執偃月球仗，爭相打擊紅色的圓球。這向我們透露了球杖

的名稱《月杖》3因其形而來，球為方便易見皆塗上顏料。圖中可見有兩種顏色

衣物的人在競賽。作品的背景為青山、古樹等，証明它是種隨性而起，沒有場地

規範的球賽，這打破了一貫認為那時遊戲是在深宮馬球場上進行的看法。它為記

戴不夠清晰的文献補充了不足。 

          馬球是經唐太宗倡議而開始在唐室中流行的。當時蕃人好打球，太宗有見

及此則想用於外交。《封氏聞見記》堤到，中宗時期神策軍曾與吐蕃的馬球4。其

受歡迎情度可由當時馬球場的分佈中體現到，當時除了宮中、三殿十六王宅都

有。而且，唐代的馬球不只作耍樂之用，它更被定為軍事訓練的一種。《馬球圖》

的出現印證了中西文化融合和當時唐代社交繁盛的一面。 

        唐朝為我國史上最強大之一的朝代，長安是當時的國際大都會、絲綢之路的

起點、擁百萬多人口。當時四周的邦國和族群都會派使臣到長安交流，不少節慶、

甚至是葬禮都會出席。政府為接待外賓，特設鴻臚寺和禮賓院等機構。從《迎賓

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使節來朝的景況。圖中左側為三個四至五品的鴻臚寺

的長官卿和少卿5，他們面色凝重，像在相議事情。後面緊跟着三位外族使者，

他們的神情中則顯露出當時外使對唐那種恭敬之意了。而三位使節的國藉仍有學

者爭議。第一和三位分別是來自大秦和東北少數民族靺鞨族6，而第二位則可能

是高句麗或新羅人甚至是日本人7。畫中所記載的正是陵墓主人李雍遷葬時，發

哀臨吊的情景。官員的衣服描繪得細致清晰，表達出當時封建和等級觀念，由官

員衣着上不同的顏色可見其等級。它從官員和使節的神態中具體的告訴我們盛唐

的外交及其作為強國的地位。 

          除了唐朝在邦交和大型玩樂方面，從《觀鳥捕蟬圖》和《宮女與侏儒圖》，

我們可以感受到唐朝人的貴族生活。《觀鳥捕蟬圖》中有三個女子，其中一名衣

著較為華貴的置在左面，仰著頭凝望一隻花翅鳥。中間的那名中抽起衣袖、準備

捕捉小樹上的禪兒，最右邊的則靜心的散步。當時的皇帝會在宮中放一些蝴蝶和

                                                       
3董理：《魅力獨具的唐墓壁畫》頁 123 
4董新林：《墓葬歷代帝王及百姓死後的家》頁 99 
5董理：《魅力獨具的唐墓壁畫》頁 134 
6董新林：《幽冥色彩中國古代墓葬壁飾》頁 78 
7  周天游：《唐墓壁畫研究文集》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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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兒，有哪位妃子宮女能捕捉到就會得其寵幸。8此畫作可想言之就是為我們呈

現出這一方面。 

        另外，在《宮女與侏儒圖》中，記下了當時一個貴族間特別流行的玩意。有

三個步行中的人物，其中一名身材矮小、臉較闊、眉較粗、塗有口紅的是個小侏

儒。他的動作似在要求後面的宮女做事。侏儒是極為少見的畫作題材，但在歷史

上其實卻不令人陌生。他們大多在戲班、舞團中在娛樂表演。唐朝的時候，一些

地方如道州9更會每年以侏儒作為上貢朝廷的貢品。此外，唐朝更會從外地進口

侏儒，如康國10（今烏兹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等。此圖令人猜想當時的貴族

除了豢養他們外，還會用來當特殊待者。 

        章懷太子墓壁畫雖然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它卻完整的向世人呈現出盛唐

風光繁榮的一面。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章懷太子墓壁畫多為研究當時葬儀和當時唐朝壁畫墓飾為多。當中有些

是略為帶過或詳寫有關畫作的。在研究其作品的史料中，有一大部都會詳細的描

述作品的畫風、技巧和構圖等。它們會細仔的說明每一個人物的神情、動作和衣

著是如何，並指出畫師在畫功上的精妙之處。由此，可協助讀者更容易解讀當時

的情景。 

          另外一些則是從整個墓的佈置到畫作都有提及。他們會從畫作中研究其畫

作的背景和題材等。如《迎賓圖》突顯了唐的盛況和從《馬球圖》引申到馬球在

中國的發展等。 

          有些則是針對壁畫而提出研究，如上文中提到學者對《迎賓圖》中使節的

身份有所爭議一樣。 

 

四、延伸研究用途 

          現時的研究中，大部份的學者都是着重在章懷太子墓壁畫的藝術水平和表

現出的意境。在這一方面的畫作研究上當然大部分都會則重於此，以及其畫作如

果表現到當時的社會現像等。其實，我認為亦可以研究這些畫作對當時有甚麼影

響，當時中西交流如此盛行，其實在畫風上又有沒有導入了外來的畫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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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莫高窟 

創造時間:十六國前秦時期 

 
 
 
 

(來源:維基百科) 

 
 
 
 
一、基本說明 
    莫高窟在中國敦煌，稱為「沙漠中的一顆明珠」，198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文化遺產。1相傳樂僔和尚雲遊在此地，看到鳴沙山金光萬象，如千佛顯

現。他認為這是佛寶勝地，於是在山上開鑿石窟。它內藏壁畫、彩塑、萬卷經書，

大多與佛教有關。2這有利研究中國歷史、藝術、文學等。可惜，在 1900 年後，

外國探險家在莫高窟拿走過萬件文物，破壞莫高窟完整。當時中國動盪不安，清

廷無力保護莫高窟，令它損失更大。3 
 
二、歷史意義 
    莫高窟歷史意義極大，如宗教、文學、藝術、建築。敦煌學就這樣結成。首先，

敦煌壁畫、彩塑主要圍繞佛教。莫高窟壁畫包括佛像畫、按佛經繪畫的經變畫等。

彩塑有佛像、菩薩像等。這用來闡釋佛教義理和感染信徒。由於，壁畫由不同年

代創作，故作品反映不同時期佛教的思想和特點，體驗了宗教變更。4另外，中

                                                       
1曾維華: 〈略述敦煌莫高窟的變遷、藝術成就和意義〉，《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1992 年)，頁 12。 

2 徐勇:〈敦煌莫高窟〉，《歷史教學》，第 3 期(1992 年)，頁 17。 

3 陳作義:〈敦煌莫高窟的百年滄桑〉，《縱橫》，第 7 期(2000 年)，頁 50‐51。 

4
高宇琪:〈敦煌壁畫在當代中國畫教學中的意義探索〉，《大眾文藝》，第 2 期(2012 年)，頁 239。 

5
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國不同時期的統治者提倡佛教，尤在隋唐時期鼎盛。5佛教壁畫、彩塑在莫高窟

佔多數，可見佛教在中國宗教史的重要性及人民對佛教的推崇。 
    其次，敦煌壁畫、彩塑在藝術上反映歷朝繪畫風格及影響後世。在北朝，古人

的畫風粗獷。唐朝時，作畫嚴謹，用色鮮豔瑰麗。6敦煌藝術影響後世的美術創

作者。許多國畫、油畫創作者臨摹敦煌藝術，在作品展現獨特技法，如暈染法。

西方著名畫家魯阿的作品也吸收了敦煌壁畫的味道。可見，莫高窟既影響中國的

美術界，也影響西方，令東西方的繪畫藝術融合。7 
    接着，莫高窟典籍內容包羅萬有，內容有歌辭、詩賦等。敦煌遺書學術價值大。

敦煌歌辭題材、內容豐富，語言通俗，反映社會藝術風格。另外，敦煌歌辭已有

百字以上的長調，比過去認為宋代才有長調還要早。可見，隨敦煌歌辭的研究，

中國詩詞學也會有所發展。接着，敦煌遺書的詩賦多是唐代佚篇殘句及殘卷，因

此可用以修補《全唐詩》。這反映敦煌遺書可補史書不足。8 
    最後，在建築上，莫高窟展現不同時期建築。莫高窟洞窟設計多變，有封閉式、

背屏式等。除此，莫高窟崖上有木構窟檐用來連接殿堂，莫高窟前的園林有塔。

僅保留的木構窟檐有十座，分別在唐、宋、清、民國建成。古人在柱上雕花繪畫。

另外，在莫高窟有木塔。塔在不同時期建成，有宋代、西夏、元代及清代的建築。

塔的特色不同，如有壁畫、尖頂。可見，莫高窟把建築與藝術融合。同時，莫高

窟內有不同時期的建築，體現了建築間的共存與文物多元化。9 
 
三、相關史料說明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0按前文所述，莫高窟

文物流失海外，遭受破壞。誰是莫高窟的破壞者?有人說破壞者是外國探險家，

                                                       
6 曾維華: 〈略述敦煌莫高窟的變遷、藝術成就和意義〉，《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1992 年)，頁 17。 

7 高宇琪:〈探索敦煌藝術對美術創作與理論研究的影響〉，《南昌教育學院學報》，第 10 期(2012

年)，頁 41-42。 

8 張錫厚:〈敦煌文學研究的歷史回眸〉，《敦煌研究》，第 2 期(2000 年)，頁 127。 

9 胡同慶: 〈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敦煌研究》，第 3 期(1993 年)，頁 18-20。 

10
李偉國: 《敦煌話語》(上海: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2 年)。 

11
沙林: 〈淚向敦煌一百年〉，《青年文學》，第 12 期(2000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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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說國畫大師張大千在莫高窟臨摹也是破壞者。這問題眾說紛紜。11首先，

1907 年，英國的斯坦因欺騙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騙去了九千多卷文物。法國

的伯希和拿走文書六千多卷。莫高窟文物散失還沒結束，隨之而來的是日本、俄

國及美國的考察隊。莫高窟有 26 方壁畫更在 1924 年被美國人華爾納用化學膠布

粘貼走。12由上可見，莫高窟的破壞是由外國人所致。無可否認，他們的確破壞

莫高窟。這是他們一方的責任嗎?中國也要負上責任。各國到莫高窟取走文物，

清廷非坐以待斃。清廷在 1909 年冬天下令把莫高窟藏書運到京城。13這本來是

保護行動，可是清廷運送工作馬虎，運送時只用草蓆覆蓋，令部份書籍丟失。更

有人想據為己有，但怕被人發現而把書一分為二。晚清覆亡後，1920 年莫高窟

成為監獄，俄國十月革命而流亡的官兵遭囚禁，他們在莫高窟內火燒壁畫，令莫

高窟再受重挫。14 
    細看前文，有人認為外國探險者是可恥盜賊。中國人得知莫高窟受到破壞又有

否盡力拯救?因此，我們不可以指責這全是西方國家的錯。中國人亦應反思及負

上一定責任。接着討論張大千是莫高窟的守護者還是破壞者。張大千 1940 年遠

赴敦煌臨摹。他為了臨摹而把壁畫剝去，被認為是毀壞古蹟。但是，已經證明張

大千是清白。當年，他只是發現有些前代作品被後人用泥土抹掉再重新繪畫，因

此他才會剝掉表層壁畫，好讓原本的壁畫重現。15雖然，藝術界對他的評價仍然

不一，認為他在敦煌毀壞古蹟及偷盜國寶，以及因為他早年曾造假書畫而被人質

疑其道德人格。但我認為張大千是敦煌的守護者而非破壞者。因為他是最早的畫

家到敦煌考察及臨摹。臨摹的步驟複雜，敷染顏料多達十幾層。16他臨摹功力深

厚，許多殘缺壁畫經他修復編號後能呈現原貌。另外，他是第一人為洞窟編號，

令壁畫的排序按歷史時序，為日後的臨摹工作奠定基礎。17總的來說，張大千早

年雖有不當行為，但不可抹殺他的貢獻。 
                                                       
12 俞筱堯:〈徐平羽搶救敦煌莫高窟記聞〉，《敦煌研究》，第 64 期(2000 年)，頁 179‐180。 

13 敦煌失寶.林保怡，泳兒 and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香港，中(Directors).(2010.[video/DVD]香港: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 

14 守望敦煌.  林保怡，  楊秀惠  and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香港，  中  (Directors). (2010).[Video/DVD] 
香港: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15 王煒民:  〈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研究的貢獻〉，《陰山學刊》，第 2 期(1996 年)，頁 36。 

16 巴東: 《潑彩敦煌: 張大千的藝術與生活》(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7 王煒民: 〈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研究的貢獻 ，《陰山學刊》，第 2 期(1996 年)，頁 37。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研究中，研究誰是莫高窟破壞者。我覺得可以運用日後的歷史事件來探

討。如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下莫高窟有否受破壞及保護。另外，外國探險

家被視為盜賊，他們是把文物拍賣還是加以研究。因為有探險家用敦煌遺書來著

述研究，加以整理。還有，敦煌文物流失多年，能否重歸中國也值得研究。因為

中國國際地位加強，能夠有談判能力，追討國寶。但亦可能受到局限而令過程困

難。 
    接着，學術界可加強研究敦煌醫學。因為學者研究多集中在藝術，反之研究醫

學的人不多。18敦煌醫學結合現代中醫學理論救治病人。它在中國開始應用，效

果不錯。如婦科疾病。19敦煌醫學要加強發展。敦煌醫學由古文寫成，在解讀時

困難或字義上有誤解。20因此，我認為研究敦煌醫學必先要研究古文意思。另外，

敦煌舞可擴大研究。現時敦煌舞教材針對女性而寫，舞者多為女性。其實，敦煌

舞也有男性形象、動作，如金剛力士。若可以整理編寫教材，有助推動敦煌舞及

男性舞蹈新發展。21 
    以上提出了不同方向作延伸研究。我認為現時莫高窟非欠缺研究方向，缺少的

是人才。因為許多學者年事已高，加強培養人才是當務之急，否則研究只會停滯

不前。故此，培養人才是最重要，這才能承先啟後。 
 
五、參考資料 
巴東:  《潑彩敦煌:  張大千的藝術與生活》(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王煒民:  〈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研究的貢獻〉，《陰山學刊》，第 2 期(1996 年)，頁

36‐37。 
李偉國:  《敦煌話語》(上海: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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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作義:〈敦煌莫高窟的百年滄桑〉，《縱橫》，第 7 期(2000 年)，頁 50‐51。 

                                                       
18王道坤、朱玉:〈敦煌醫學初探〉，《甘肅中醫學院學報》，第 1 期(1984 年)，頁 39。 
19 王艷明:〈敦煌醫學難結“碩果”〉，《瞭望新聞周刊》，第 42 期(2004 年 10 月)，頁 57。 

20 沈澍農: 〈敦煌醫學文獻醫方篇疑難字詞考〉，《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1999 年 12 月)，頁 33。 

21 相寧:〈略論敦煌舞編創發展的制約因素〉，《音樂大觀》，(2012 年 5 月)，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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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半兩1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滅齊國，六國全部平定，天下統一，並實施一系列鞏固政權的

措施，貨幣都是其中的一項。2秦始皇帝廢除了六國的其他各種貨幣，只行半兩，重如其

文，並全部由中央控制著鑄幣權，民間則嚴禁私鑄。3貨幣的形制都為方孔圓錢，絕大多數

沒有周郭，周邊較圓，錢面方穿的兩邊有''半兩''二字。錢文仍然較高，但不如戰國。文字為

小篆，字體漸方。4秦半兩的重量大約在戰國半兩和漢初半兩之間，大約在 4-6 克，已非''重

如其文''，有些半兩更可以到達 8 克以上。根據現今出土的文物，按照大小及重量去作出分

類，可以分成六型十式，另外亦有私鑄幣出現，可見嚴禁私鑄的法則共未有完全實行。秦半

兩成為了中國貨幣日後的規範，例如西漢初年便摸制秦錢版，5
 另外方孔圓錢的形狀亦為之

後歷朝所使用，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大突破。 

 

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首先，秦半兩的出現為中國統一幣制之始，並為中國日後的貨幣制度訂下了參考基

礎。在戰國時代，七國割據，關卡林立，幣制十分複雜，給各國間的貿易帶來不便，客觀上

                                                
1 中國政府網，筆錄及整理。2013。秦朝貨幣。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6-

05/09/content_276251.htm  。(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16 日) 

2 杜維善:<半兩考(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頁 48。 

3 同上 

4 趙叢蒼:<中國古代貨幣>(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年份缺)，頁 129。 

5 王雪農 劉建民:<半兩錢研究與發現>(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75。 

要求統一貨幣的趨勢已有必要
6
，原本刀，布幣流通區在戰國後期出現了較為統一的圓孔圜

錢，加上在戰國時代秦國已經使用先秦半兩多年，秦始皇建基於這些基礎上，以秦"半兩"圜

錢為合法貨幣，取代六國其他貨幣並通行全國。此外《漢書●食貨志》指出"秦兼有天下，

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各隨時而輕重

無常。"
7
秦亦制定兩級制的貨幣系統，統一了形制及單位，方便不同階層的交易。而且本次

貨幣統一是形制上第一次收回貨幣鑄造權
8
，這個完善的貨幣系統因而成為了日後其他朝代

的參考對象，並沿用二千多年。因此秦始皇統一貨幣及確立幣制，成為了日後歷朝歷代跟隨

的基礎。直到現代中國所使用的硬幣仍然使用圓形硬幣，可見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不過，秦始皇的統一貨幣政策只做到表面一層，並未能真正做到高度規範化。因為秦

始皇制定了多項貨幣政策，但真正實行時卻出現了不少誤差，因此秦朝貨幣仍未達到真正"

統一"。例如秦始皇明令用秦半兩取代六國其他貨幣，成為唯一的法定貨幣，但並未有取代

戰國各期所使用的半兩，反而讓這些貨幣流通全國，例如先秦半兩等，這個問題直到秦未仍

未得到解決。
9
因此秦代沒有禁止戰國半兩的運用，令到貨幣統一的政策未得到完全的實

行，阻礙了民間的交易流通。 

 

 而且如《漢書●食貨志》般所指，秦代的半兩是『輕重無常』
10
的。做成這種情況的

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秦始皇明令所有半兩由官府鑄做，但在實際運行時，中央可能采用中

央和地方分鑄的方式，直接影響到鑄造的貨幣式樣並非完成統一。
11
以出土的文物半兩來分

析，眾多式樣的半兩中，四型二式的半兩最為規範化，應是統一化的一種。但四型一式的半

兩帶有戰國半兩的特色，可能使用了戰國半兩舊範鑄造半兩所致。而六型半兩就是最造糙的

一款，錢肉高低不平，技藝落後，應是地方鑄錢所致。可見在中央地方共同鑄幣下，令貨幣

式樣不一，並未真正做到統一。 

 

 另外，雖則秦代明令禁止民間私自鑄幣，不過私鑄幣的問題未有得到完全禁絕，稱為

"秦莢錢"
12
的私鑄幣仍然流通出市面，原因在於法制流於表面，秦政府對此未有嚴厲打擊，

才令私鑄的情況禁而不絕。總括秦半兩的歷史意義，秦統一貨幣的政策的而且確影響深遠，

                                                
6 趙叢蒼:<中國古代貨幣> 頁 129。 

7 杜維善:<半兩考(上)> 頁 48。 

8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58。 

9 趙叢蒼:<中國古代貨幣> 頁 129。 

10 杜維善:<半兩考(上)> 頁 48。 

11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 頁 59。 

12 王雪農 劉建民:<半兩錢研究與發現>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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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統一或樣及收回鑄造權均受到之後歷代所跟隨，但貨幣改革中仍出現不少遍差，未做到

真正規範化。可說秦推行貨幣改革，但未有完成
13
。 

 

三﹑﹑﹑﹑資料說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    

    研究這件文物的資料大致上可以分作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就是文字說明。文字資料大

致可分作古代文獻及現代作者，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古代文獻較少加入作者自身的看法，但

現代作者的文章就加入了自己的分析，因此在閱讀現代作者的文字資料時要分開”客觀事

實”和”個人意見”。這些資料分別有助更深入了解半兩錢在當時實行的情況，和一般歷史

教科書不同，這些資料反映了貨幣統一政策在實際運作上的情況及困難，以便後世再作進一

步的探討。現代作者的意見則可供探討事實背後的原因，如對當時貨幣形狀出現誤差的背後

原因和秦二世''復行錢''''''''的具體內容
14
。不過他們的意見缺少實證支持，因此不能完全作準，只

供參考。例如在討論秦二世''復行錢''''''''的內容時，不同文字資料對這政策的解釋就有不同之

說，有意見認為''復行錢''''''''是利用原本的秦半兩暹行減重再重新制造新的貨幣，因此有體型較

少的半兩出現。
15
不過另外有指''復行錢''''''''只是重新執行秦始皇的貨幣政策::::把貨幣的大小重量

再一次劃一，當中並沒有加鑄貨幣。
16
對於此政策，各資料只憑手頭上固有的考古物證進行

推敲。因此都不能作準。    

        

    第二部份是圖片資料，圖片資料攝影自發掘了的半兩錢，並再把相近大小和重量的的

半兩分門別類，例如把不同的貨幣分作六型十式。
17
這有助研究不同時段﹑地方和錢範所鑄

造的貨幣之間存在的關係。加上文物並不能隨時隨地在手研究，圖片正正可以記錄文物的式

樣，方便之後再作研究，因此這些圖片資料可對半兩研究帶來相當大的便利。另外有資料把

不同的半兩類別畫成一個關係圖，目的在於研究不同型式的半兩之間是否有存在關係。
18
而

且圖片資料有助更準確地推斷當時的局勢狀況和錢幣之間的影響，因此圖片資料可說是相當

重要的史料佐證。    

        

    第三部份是考古地區的發掘情況，資料中詳細記載了不同地方發掘的情況和發掘出來

                                                
13 王雪農 劉建民:<半兩錢研究與發現> 頁 31。 

14 維善:<半兩考(上)> 頁 63-64。 

15 王雪農 劉建民:<半兩錢研究與發現> 頁 31。 

16 維善:<半兩考(上)> 頁 63-64。 

17 維善:<半兩考(上)> 頁 65-81。 

18 同上 

的半兩存在的差異，目的在於了解半兩錢的鑄造和地域之間的關系。如在秦始皇陂的兵馬俑

坑中發掘出的四枚半兩錢是型式規範的四型一式，但在衡陽縣赤石鄉的秦墓出土的半兩錢貿

較簿，文字較深，可推斷為私鑄錢。
19
一來證明了秦代私鑄的情況是禁而不絕的。二來亦證

明了地方鑄造的貨幣質素參差。因此考古地區的發掘情況亦左右了對秦半兩的研究。    

    

四﹑﹑﹑﹑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 

 對於半兩錢的研究在近年因為考古學的進步而進入新階段，對於當時統一貨幣政策和

實際上執行的分別仍然是在熱烈討論之中。但對於半兩錢對其周邊國家的影響卻極少資料探

討。在古代時中國可說作亞洲最強國家之一，不同項目如政府制度或文化等均成為了其他國

家模仿和參考的對象，如越南的古代文化主要參考自中國。可見中國在古代對周邊國家的影

響力極大，而貨幣亦是其中一環。不論是越南還是古朝鮮，他們都有使用圜錢作為貨幣的。

可見這一點有受著中國文化影響的因素存在。不過現在卻極少有文獻研究半兩錢對其周邊國

家的影響。因此這一點可在日後深入研究，以了解中國當時的文化輸出。，及中國文化在其

他國家落地生根的原因和過程。 

 

五﹑﹑﹑﹑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中國政府網，筆錄及整理。2013。秦朝貨幣。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6-

05/09/content_276251.htm  。(上網日期:2013 年 4 月 16 日) 

 

杜維善:<半兩考(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頁 48-77。 

 

杜維善:<半兩考(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 

 

趙叢蒼:<中國古代貨幣>(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年份缺)，頁 129-132。 

 

王雪農 劉建民:<半兩錢研究與發現>(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82,204-267。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56-64。 

 

高英民 王雪衣:<古代錢幣>(文物出版社，出版年份缺)，頁 68-71。 

 

孫仲匯 :<古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7-18。 

                                                
19 維善:<半兩考(上)> 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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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圍棋 
創造時間：實際創造日期不詳，傳說是歷史人物堯所造1，最早記載於春秋末期2(公
元前 770—前 476)的史料 

 
一、基本說明 
 圍棋是一種策略性棋類，遊戲進行時兩方各自把黑白二色棋子放在格狀的棋

盤上，玩法簡單來說是圍地吃子，以達致取得最大「圍地」的目的，地多者勝。

圍棋極有可能源於中國，被視為是最源遠流長的遊戲之一3，人們常將之與四藝

「琴、棋、書、畫」並稱。圍棋古代叫做「弈」，也作「手談」4，意即以雙手下

棋來溝通交流，好比以談話互相認識。論其變化，中國古時便有人嘗試計算圍棋

的變化5，算出盤上有三百六十一個下子點，每一交叉點又有黑、白、空三變，

這尚未計算重複「打劫」或「提子」的可能性，可見圍棋棋路變化極多；論戰術

手段、形勢、存亡的多端，古人曾就下棋的情況提出三十二個不同的定名6；論

                                                 
1
《世本·作篇》：「堯造圍棋、丹朱善之」 

2
 《左傳》，春秋末期的魯國編年史：「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心不免矣！」 

3 明謝肇赫《五雜俎》：「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 
4
 南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5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

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 
6 北宋《棋經十三篇》—名數篇第十一：「夫弈棋者，凡下一子，皆有定名。棋之形勢、死生、

提及圍棋的文學，戰國時有《論語》7，唐代有社甫的詩句8，明清時有《三國演

義》。圍棋不但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舉足輕重，從有關高麗910、倭國11的史料、及

有關圍棋在世上分佈的資料12(圍棋曾傳至歐洲多國)可以看出，圍棋對韓國、日

本以至海外都具文化影響。 
 
二、歷史意義 
 古人對圍棋意義的見解改變，能夠反映不同時代中國哲學思想的轉變，例如

對「戲」觀點的改變。春秋戰國時代，古人對弈棋活動的評價大致正面，例如《淮

南子》曾將弈棋與「才智」聯繫13，《孟子》曾以弈棋為例帶出應當「專心致志」

的道理14。不但如此，圍棋當時更被視為「遊藝」的一種，而「遊藝」則被看為

成德成仁的工具之一15。由於對弈棋的態度正面，圍棋曾在古代極為流行，在秦

朝更為高潮期16。可是到了漢代，圍棋卻以禮教化的角度被給予「失禮迷風」17的

評價，又有指圍棋使人「簡心」、「相輕」18，漢朝的淮南王也提出弈棋是浪費時

間，認為把弈棋的時間用來學習會更好19，對圍棋的負面評價導致圍棋在漢朝的

發展開治減慢。但到了魏晋，圍棋卻又再次慢慢興起20，這可能與當時社會動蕩

後享樂主義的冒起有關，當時人們看圍棋慢慢由負面「戲」轉為正面的「巧藝」
21。隨著從不同時代人們對圍棋態度的轉變，便可看出中國哲學思想不同時期的

轉變。 
 
 不同時代圍棋的發展程度，其實不止單單反映學思想的轉變，更反映了朝代

當時的繁榮程度、文學發展、國家外交情況等。對於朝代繁榮程度，南朝時曾出

現評定棋手技藝高下的「品棋」工作22，明帝甚至因好圍棋而設置「圍棋州邑」
23，這與當時正直政治茍安、人們生活安定的情況有關24。對於文學發展，唐、

                                                                                                                                            
存亡，因名而可見。有沖，有斡，有綽……圍棋之名，三十有二，圍棋之人，意在可周。」 
7 《論語—陽貨第十七》：「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8杜甫〈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之二：「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9《朝鮮史略》 
10《唐書·高麗傳》：「高麗……好圍棋、投壺之戲」 
11《北史。倭傳》「倭國……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 
12劉善承《中國圍棋》：〈圍棋在世界上的傳播示意圖〉，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及蜀蓉棋藝出版社，

1985 
13 劉安《淮南子》：「行一棋，不足以見智。」 
14 《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15 《論語集註•述而第七》：「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 
16張如安《中國圍棋史》，頁 23 
17 西漢賈誼《治安策》：「失禮迷風，圍棋是也。」 
18 《急就篇》「棋局博戲」，唐代顏師古註：「棋局，謂彈棋、圍棋之局也。」 
19 《淮南子》卷二十《秦族訓》：「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 聞識必博矣。」 
20張如安《中國圍棋史》，〈魏晋—圍棋的自覺時代〉，頁 47 
21同上，頁 49 
22劉善承《中國圍棋》—〈棋品、棋勢和「圍棋州邑」〉，頁 24 
23 同上，頁 26-27 
24張如安《中國圍棋史》，〈南朝—圍棋黃金時代〉，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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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時，圍棋常常出現於史籍、雜記、詩文中25，如詩聖社甫26、白居易27的

詩句、宋代《侯鯖錄》28等，反映當時文學發展良好，喜愛圍棋的知識份子林立。

對於國家外交情況，圍棋在南北朝開始傳至日本29，反映當時兩地在宗教等文化

上已存在交流。 
 
三、相關史料說明 
 中國歷代以來有關圍棋的史料，包括文學及其他歷史遺物。而文學大致可分

為 1) 棋論、棋經和棋評、2) 提及圍棋的文獻、3) 有關圍棋的詩詞歌曲。「棋論、

棋經和棋評」內容主要針對弈棋的理論、技巧、態度、圍棋的意義等，例子有班

固《弈旨》、敦煌的《碁經》、張擬《棋經十三篇》、及史上首篇有系統地反對圍

棋的文獻30《博弈論》等，透過研究這些文獻，可得知古代對弈規則的轉變、技

巧的發展、圍棋的哲學意義的轉變等。「提及圍棋的文獻」可以是歷史紀錄或雜

記，如戰國時期《世本》、班固《漢書》、西晉陳壽《三國志》中都出現過圍棋的

記載；也可能是哲學思想或政治思想的評論，孔子《論語》、孟軻《孟子》；甚至

只是教學文獻，如《說文解字》、史遊《急就篇》。「有關圍棋的詩詞歌曲」包括

社甫《別房太尉慕》、元代《悟棋歌》等31。 
 
 其他歷史遺物句括繪圖和棋具。繪圖有唐代《弈棋侍女圖》、五代《重屏會

棋圖》、宋代《十八學士圖》、清代《弈棋圖》。透過這些古圖，我們更熟悉古人

弈棋的習慣，也知道圍棋在貴族和文人中的受歡迎程度。棋具中，有 1954 年在

河北山土的十七道棋盤、河南出土的十九道隋朝瓷棋盤32，亦有敦煌出土的棋

子。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圍棋對弈之道一直被古人研究，眾多文獻中不乏弈棋技術的文獻，故學術界

不乏研究棋道的文章。而當代有關圍棋史的書藉中，也出現過能有系統地介紹中

國圍棋歷史走向的文獻，學術界並無必要再次把圍棋史慢慢整合起來，只須加以

修正就行。但在無數史料被收集、整合之際，學術界所忽略的可能是把圍棋與中

國其他文化整合起來研究。例如，學術界可探討古代中國圍棋理論與中國主流哲

學思想的關係，因為很中國古典都把圍棋與哲學思想掛鉤。如在這方面進深研究，

或可更完備地了解中國哲學思想。此外，學術界亦可探討圍棋與祭祀(圍棋曾於

墓穴出土)、古代治國思想(有古代文獻把圍棋與治國掛鉤)、中國文藝(不少小說、

                                                 
25劉善承《中國圍棋》—〈文人學者酷愛圍棋〉，頁 47 
26 註 8 
27 唐。白居易《宿張雲舉院》：「棋罷嫌無敵，詩成媿在前。」 
28宋趙令《侯鯖錄》：「宣宗曰：『遠詩雲，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 
29劉善承《中國圍棋》—〈圍棋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播〉，頁 34 
30劉善承《中國圍棋》—〈春秋—三國的圍棋活動〉，頁 17 
31劉善承《中國圍棋》—等二篇〈中國古代圍棋文獻與文學作品〉，頁 119-589 
32劉善承《中國圍棋》—文物照片 

詩歌、繪圖都出現圍棋) 的關係，這些方面仍有待學者加以研究。 
 
五、參考資料 
 
劉善承：《中國圍棋》，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蜀蓉棋藝出版聯合出版 (1985) 

﹙部分古文原文取自  等二篇〈中國古代圍棋文獻與文學作品〉頁 119-589﹚ 
 

張如安：《中國圍棋史》，團結出版社 (1998) 
 
圖片：圍棋，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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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傳國璽，又稱傳國玉璽 
創造時間：西元前三世紀 
 

 
 
 
 

一。基本說明 

這方玉璽乃秦始皇於秦二十八年亦即西元前 219 年命玉匠孫壽以和氏璧所

刻，而玉璽刻字為時丞相李斯所寫。1
傳國璽方圓秦尺四寸，璽上有紐龍紋但缺

一角。據三國志所載，玉璽所刻文字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2 但亦有不少版

本提供其他刻字的可能。3
和氏璧乃以楚人和氏獻玉璞予楚文王而得名。4

  自秦

始皇做璽以來，據現存文獻記錄，傳國玉璽共流存歷時 1587 年，至元順帝於元

亡時北逃而失。5
 

 

二。歷史意義 

九鼎在周朝是代表天子統領九州的器物，因此有意一統中原者均意圖奪鼎

以正名。6
 九鼎代表當時的祀權，神權和政權。7

當中能用作證明天子受命於天的

皇位正統性及權威，理論上九鼎歸於誰手他便是上天指定的天子。但秦滅六國一

統中國後另造傳國璽作皇位傳承及上天受命的信物。8
中國自有歷史文獻記載至

                                                       
1 袁奎榮， 鄧燕華：<和氏璧的千古之謎 傳國璽和氏璧的原料、圖形考證(摘要)>，《寶藏》, 2007 年 01  
   期， 頁 39。引自元代陶宗儀《輟耕錄》。 
2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吳書》（中華書局，1960），頁 1099 

3  同上 
4  韓非: 《韓非子·和氏》，(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5 鍾世傑：世界 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鍾世傑(香港；顧問管理)有限公司，2002），頁 133-142 
6  《戰國策》，卷一<東周>：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及卷三<秦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 (漢達

古 
  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7  蔡先金：<九鼎制多始末略考>，《安順學院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98 
8  荀悦：《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寶藏》月刊（2007 年 01 期）<和氏璧的千古之謎 傳國璽和氏璧的原料、

圖形考證(摘要)>一文所載的疑傳國璽刻印，與下文所描述未必全然相同

秦統一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均是奉行封建制度的，天子作為天下的共主但透過封地

分享其部分權力與眾諸侯國。
9
 但自秦起中國步入君主專制制度，權力全掌握在

君主手中，全國只設郡而廢分封地，是一種與先秦諸朝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10 因

此，秦可說是古中國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傳國玉璽便正象徵著君主集權制的開

始。 

  

不過，以傳國壐代九鼎，這有較大可能是一個被動的政治行為而非全是秦

始皇單純為彰顯成就而作。如上文述，九鼎為天子之物，在先秦時期就從此而產

生出完善的等級制度。11 但秦始皇滅六國而統天下，取代周成為中國的主人，但

此時九鼎卻不知何故失之泗水彭城下。
12
 秦始皇既然認為自己的才能比三皇五帝

還要高，但又苦無象徵天子之物的九鼎，便唯有另製傳國璽來證明自己的管治合

法性。從傳國璽的製造原因可清楚反映這是一個古代禮與階級文化影響深刻的時

代，因此這件文物可說是中國古代身份（階級）物化的例證。 

 

此外，傳國玉璽得以在朝代迭替中一直成為各朝代的傳國之寶是因為傳國

玉璽具有上天對國君權力授予的象徵，反映古代帝皇普遍把皇權繼承以至皇朝交

替解釋為“天命”的選擇。13自漢高祖滅秦而從子嬰手中得傳國璽，後繼朝代均

把秦傳國璽視為己國的皇帝受天符命，如隋文帝便在覓得‘真傳’傳國璽後改以

‘受命璽’名之。14  中國歷朝的開國皇帝常把前朝事物皆大加貶斥，如南宋理學

名家朱熹便將唐代女性較為開放的文化形容為‘閨門失禮之事’。
15
 但傳國璽的

待遇卻明顯不同，這反映傳國璽已超脫朝代的界限，不局限於是某一朝代的至寶，

成為皇帝代天行權的共通憑證，說明了各朝代帝皇對皇朝承繼的理解。 

 

三。相關資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到的資料有不同部分，主要可分為官方紀事，古代研究

和近代研究。由於文物的特殊性及其間轉多次失落的歷史，正史正面、詳細地提

及秦傳國玉璽的資料並不多，但從史記等書籍仍可找到不少側面提及秦傳國玉璽

的記載。
1617

 除常為後朝所修訂的正史之外，一些當朝法典和宮廷紀事如漢代的

                                                       
9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 (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10  同上，<秦始皇本紀> 
11

 胡世強：<九鼎考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 05 期 （2011 年 10 月）頁 92 
12  胡世強：<九鼎考論>，頁 90 
13

 王紹璽：傳國玉璽（上海 : 上海書店, 2000）頁 33-34 
14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頁 196-197 
15

 李怡：<唐代文官朝服與公服使用禮儀變遷之探研>,《設計藝術研究》，2012 年 06 期（2012 年 11 月），      

   頁 103 
16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楚世家第十> 
17  范曄：《後漢書九十卷附續》卷十一<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卷七十五<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漢  

   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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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帝起居注和唐代的大唐六典亦有記載著。1819這些書籍能提供皇帝如何得到、使

用玉璽的資訊，以便研究人員從多方面考察與玉璽有關的題目。 

 

另一方面，傳國璽的象徵意義使不少民間通志，紮記都嘗試對傳國璽的流

傳作出研究和記載。例如徐令信的《玉璽譜》; 李昉的《太平禦覽》和馬端臨的

《文獻通考》都對傳國璽作出了記載和論述。
20 

不同於官方記載，這些研究相對

而言較為缺乏一手的確切資料，但因其第三者的身份，較之正史，能以更客觀的

角度提供分析和研究為後世提供補充資料或不同於正史的新視野，聲音。 

 

而現代研究也是重要的佐證。由於傳國玉璽確實的失傳時期以至玉璽本身

的玉材刻字都還存在爭議，因此相較其它文物，傳國璽需要更多清末、民初以至

21 世紀的當代研究來協助文物探研。科技日新月異，一些西方科學的考古鑑證

知和科技儀器便能用於協助辨明玉璽上的痕跡線索，如顯微鏡的運用。21再者，

時代的沉澱和資訊的流通亦有助研究能蒐集更多更齊全的往昔文本，使研究歸納

更全面。因此，現代研究能從科技和總結歸納的層面幫助隨後的研究。 

 

四。延伸研究用途 

 傳國玉璽可以為中國人文發展的歷史提供一個不同的審視角度。在未來的

研究中，學術界可從不同朝代對傳國玉璽的重視程度探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文化

及價值觀。實際上越接近近代，皇帝對傳國璽的重視程度便隨之遞減。如清乾隆

帝便認為無論所獲得疑玉璽是真是假都是別朝的器物，不配和清朝諸璽同放交泰

殿。
22
這與以往歷朝皇帝爭相奪璽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些轉變不應被忽略，才能

對中國社會文化歷史在縱向上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同時，傳國璽亦可與西方國王的信印作對比研究。傳國璽在中國作為皇帝的符印，

所代表的不單是皇帝本人，更是整個君主集權制的象徵。與其它中國古官印制度

一樣，傳國璽是代表着‘職位’而非個人，皇帝駕崩後璽會隨之傳到下位皇帝手

中。當然中國帝皇亦有為數不少擁有自己的私印。但歐洲國家的國王卻多以個人

名字/記號做印章而不見代表整個皇室的信印以像皇位承傳的方式繼承下去。這

有可能解釋到在家族與個人之間，古歐亞皇室對兩者關係以至比重，有著不同的

價值觀，使學術界對兩古文明的異同有多一種了解。

                                                       
18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頁 197 
19 鍾世傑：世界 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頁 136 
20  王春雲：<秦代傳國玉璽揭謎>《珠寶科技》，2003 年 05 期 (2003 年 12 月），頁 22 
21

 鍾世傑：世界 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頁 44 
22

 王紹璽：傳國玉璽，頁 387 

五。參考資料 
 
袁奎榮， 鄧燕華：<和氏璧的千古之謎  傳國璽和氏璧的原料、圖形考證(摘要)>,
《寶藏》, 2007 年 01 期,頁 39。 
 
韓非:  《韓非子·和氏》,(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吳書》（中華書局, 1960），頁 1099 
 
鍾世傑：世界 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鍾世傑(顧問管理)有限公司），2002，頁

133‐142 
 
佚名：《戰國策卷一及三》,(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 1996),   
 
蔡先金：<九鼎制多始末略考>，《安順學院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98 
 
荀悅：《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始皇本紀>，<楚世家第

十> (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胡世強：<九鼎考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 05 期(2011 年

10 月) ,頁 90，92 
 
王紹璽：傳國玉璽（上海  :  上海書店, 2000）頁 33‐34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頁 196‐197 
 
李怡：<唐代文官朝服與公服使用禮儀變遷之探研>,《設計藝術研究》，2012 年

06 期（2012 年 11 月），頁 103 
 

王春雲：<秦代傳國玉璽揭謎>《珠寶科技》，2003年 05期 (2003 年 12 月），頁

22 
 

149



 

 
1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文物: 國家圖書館館藏《坤輿萬國全圖》原圖的第 4 幅，宮廷的摹繪本。 

這幅地圖由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年）1繪畫。他一生的創作

涵概科學、數學、文化, 包

括天主實義、幾何原本、西

字奇蹟等。2地圖在明神宗

年間(1602 年)繪畫, 是中國

最早刊行的近代世界地

圖。它高 5 英尺及寬 12 英

尺, 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西

洋地圖出現五個洲、四大

洋。四方設有九重天圖、天

地儀圖、日月食圖、中氣圖。現保存在國家圖書館。3 4 

二二二二、、、、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對中國的歷史意義 (中西交流中西交流中西交流中西交流) 

 “後世的人皆認為他(利瑪竇)是所有來中國的外人中, 學問最好, 道德最高, 影

響最大的一人。” 李定一 《中國近代史》5 

第一, 地理知識和測繪技術, 利瑪竇在加入耶穌會時曾學習哲學、神學和法律。

同時, 他亦博通天文、地理及算學。 另外, 他在肇慶時積極研究中國經典和歷

史。6 因此, 他透過地圖上五大洲、氣候、大量的地名和名詞, 介紹天文及地理

上的知識: 如歐羅巴、大西洋、經線、緯線和赤道等; 另一方面, 他把西方測繪

技術「投影作圖法」7傳入中國, 完善了中國古代地圖的不足之餘, 亦成為中國地

                                                 

1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2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3 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 範俊劼: <卷中有乾坤 一圖一世界——第三屆國家珍貴古籍特展中的古輿圖簡介>, 《中國測繪

報》,  2010 年 10 月 29 日,  第 82 期第七版。 頁數缺。 

5 呂振基等: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

司, 2009 年)。 

6 同上 

7 佚名, 筆錄及整理。2013。萬國全圖。

http://tw.myblog.yahoo.com/jw!ZeCC5O6WEgREPbwXCh47wg--/article?mid=5746。(上網日期: 2013 年

3 月 13 日)。 

 

 
2

理學的基礎概念8和開創了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 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其實對

地圖亦有質疑9, : “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 誣

也。”10《明史．外國七．意大里亞》, 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現象, 士子對西方傳

入的事物產生興趣並主動考據地圖的真偽。  而期後的中國出版的《輿地山海全

圖》、《輿地圖》亦有以《坤輿萬國全圖》為藍本，亦可見中西地理有互相參考

和交流。 

第二, 社會, 雖然明代開始中國與外國的交流已經有所增加, 但中國人一直以

「天朝上國」自居, 其實對西方的文化十分反感, 認為西學是奇技淫巧, 中國的

傳統文化才為正宗, 而中國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大國。 但《坤輿萬國全圖》將

整個世界展現在中國人面前，令他們發現原來中國不過是世界諸國之一, 從中國

傳統的“天下觀”轉變到“世界觀”。11再者, 地圖以經緯度定位, 令中國人相信

地球為一個球體而並非「天圓地方」, 令中國人對宇宙的認識加深。12隨著西方

文化大量傳入, 中國人的眼光也變得更為廣闊。 除此之外, 不少的明代知識份子

如三大柱石都因此向傳教士請教西學及跟隨他們學習。傳教士得到知識份子和社

會的認同, 在中國慢慢融入, 令交流更為頻繁。 

第三, 宗教,《坤輿萬國全圖》令傳教士得到知識份子和社會的認同外, 更重要的

是令傳教士可以順利在中國傳教, 改變中國自古以來只有儒、道、佛教的傳統。

再者, 知識份子利用天主教「補儒易佛」13, 完善中國的宗教派系及體制。 

最後, 開闢科學研究,《坤輿萬國全圖》中包含豐富的科學和地理知識 , 對中國

地理學貢獻良多。因此, 不少人希望透過翻譯其他的西學以達到富國強兵和改善

生活素質的目標, 令中國的科學研究萌芽。   

三三三三、、、、中國化的傳教策中國化的傳教策中國化的傳教策中國化的傳教策略略略略 

中國化的傳教策略: 因為西方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很大的差異14 , 加上前人

經驗, 因此利瑪竇採用帶有中國色彩的策略。而今次專題研究的《坤輿萬國全圖》

就是利瑪竇以西學吸引和籠絡知識份子的重要例子,反映其中國化的傳教策略。 

                                                 
8 曹増友: 《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9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10 張廷玉等:《明史．外國七．意大里亞》(出版地缺, 清)。 

11 王宏偉: <《坤輿萬國全圖》開創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 《新華日報》, 2011 年 4 月 2 日, 

頁數缺。 

12 曹増友: 《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13 呂振基等: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

公司,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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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以西學吸引, 利瑪竇相信令中國人對西學感到興趣是有利天主教的傳播, 

傳入西方的知識, 籍此爭取知識份子的支持。 第二, 迎合中國知識份子,《坤輿

萬國全圖》特意把中國放在以地圖的中心以籠絡知識份子, 增加他們對西學及西

教的好感。第三, 與儒學調和、迎合中國文化15, 首先, 在利瑪竇未來華前, 他巳

經取了一個中國姓名─西泰並改穿中國的服飾; 在來到廣東後, 他更改穿儒服。 

另外, 利瑪竇尊重中國文化, 放棄「不可拜別神」的天主教教條, 容許教徒拜祭

祖先和孔子。另一方面, 他以儒學經典展述天主教教條, 從《四書》、《五經》

中找出「天主」、「天」, 以適應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風俗。再者, 因為中國的階

級制度, 利瑪竇採取由高到低的策略。他先認識知識份子和官吏, 再經過他們的

引荐, 上京面見神宗, 把《坤輿萬國全圖》上呈, 最後獲得其歡心及欣賞, 允許他

留京和建大教堂, 死後更獲准葬於北京城郊,    可見他中國化的傳教策略是如何的

成功。 最後, 因為耶穌會傳教士的良好高尚品德, 令利瑪竇深得知識份子的尊重

及支持, 導致天主教得以順利在中國傳播。 

四四四四、、、、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除了《坤輿萬國全圖》外,    利瑪竇在數學、天文學、宗教等的著述和後期西方傳

教士的創作都可以反映西學流入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和其中國化的傳教策略。利瑪

竇的著述超過二大多種, 當中與徐光啟在 1607 年合作翻譯的前六卷《幾何原本》
16 17令中國傳統數學復興並在中西學交流下融合, 激發南懷仁、第谷等人創作新

觀測儀器和觀測儀器。“這(《幾何原本》)不但為其後一個多世紀間西方數學、

天文學輸入中國開先河，也刺激了許多中國學者如方中通、梅文鼎、王錫闡等研

究、講論數理天文之風。” 陳方正18 雖然研究《幾何原本》的專書《歐幾理德

在中國》曾有以下的結論:「它(《幾何原本》)的衝擊很有限，徐光啟百年之後人

人研習此書的希望也沒有實現。」「引進西方數學的主要後果是本土數學傳統之

復興。」19但無論如何, 《幾何原本》介紹了數理上的知識並成為中國數理學的

基礎概念, 的確為往後中國的數理學發展埋下了一顆等待萌芽的種子。 

                                                                                                                                            
14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15 呂振基等: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

公司, 2009 年)。 

16 曹増友: 《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17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18 陳方正: <《幾何原本》在不同文明之翻譯及命運初探>,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48 期(2008

年), 頁數缺。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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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延伸研究 

利瑪竇來華的隱藏目標: 不論是從前或是現在, 宗教的傳播都在某程度上包括了

政治的目的。早在十六世紀, 西班牙及葡萄牙巳經開始進行海外擴張, 「這是一

場揉合著宗教信仰和經濟利益動機的十字軍東征。」20因此, 作為一個傳教士, 利

瑪竇來華的目的除了是將天主教傳揚開去, 其實他的任務還包括了透過擴張天

主教去達到政治入侵的目標, 而從這角度，我們可以對傳教士的在華傳教有更仔

細及具體的認知。 

六六六六、、、、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2. 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3. 範俊劼: <卷中有乾坤 一圖一世界——第三屆國家珍貴古籍特展中的古輿圖

簡介>, 《中國測繪報》,  2010 年 10 月 29 日,  第 82 期第七版。 頁數缺。 

4. 呂振基等: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香港: 現代

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2009 年)。 

5. 佚名, 筆錄及整理。2013。萬國全圖。

http://tw.myblog.yahoo.com/jw!ZeCC5O6WEgREPbwXCh47wg--/article?mid=5746

。(上網日期: 2013 年 3 月 13 日)。 

6. 曹増友: 《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7. 張廷玉等:《明史．外國七．意大里亞》(出版地缺, 清)。 

8. 王宏偉: <《坤輿萬國全圖》開創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 《新華日報》, 

2011 年 4 月 2 日, 頁數缺。 

9. 陳方正: <《幾何原本》在不同文明之翻譯及命運初探>, 《中國文化研究所

學報》, 48 期(2008 年), 頁數缺。 

10. 顧衛民: 《十六世紀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的兩種不同的傳教方式》(香港: 香

港中文大學祟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05 年)。 

 

                                                 
20 顧衛民: 《十六世紀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的兩種不同的傳教方式》(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祟基

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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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圓明園十二生肖銅像

創造時間:18世紀

1

一、基本說明

圓明園十二生肖銅像是清朝皇家園林圓明園海晏堂前噴水池的一部分，由

意大利清朝宮廷畫家朗世寧(G iuseppe Castiglione)，由法國人蔣友仁(R. M ichel

Benoist)監修，清朝宮廷匠師制作。這十二個生肖銅像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它們是

人身獸首
2
。而當年十二生肖銅像是呈八字形排列在圓明園海晏堂前，南邊有子

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和戍狗。北邊則有丑牛，卯兔，已蛇，未羊，酉雞

和亥豬，此十二生肖銅像於八國聯軍之役後遭八國聯軍奪去
3
。當中龍，狗，蛇，

羊和雞五個獸首銅像下落不明，而馬，牛，猴，虎，豬則已經回歸中國，放置在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4
。

二、歷史意義

十二生肖銅像是位於圓明園附園長春園的海晏堂內，海晏堂是西洋樓建築

之中最大的一橦
5
。但是當時海晏堂並不是圓明園最重要的建築，因為他並不處

於圓明園本園內，而是在圓明園附園長春園內
6
。而且有專家提及過十二生肖銅

像的藝術價值其實不高，而且十二生肖銅像的手工相對圓明園的其他文物較為粗

糙
7
。故此其歷史意義並不在於其手工，設計方面。

1
新紀元周刊。2009年。十二生肖銅像水力鐘。

http://mag.epochtimes.com/b5/115/6122.htm (上網日期:2009年 3月 19日)
2
王晶:< 淺談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對中國園林的影響>，《魅力中國》，第 14期，頁 96
3
吳榭:《誰在拍賣中國》<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69頁>
4
新華網。2009年。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下落及追索大事記。

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9-02/25/content_10890621.html (上網日期: 2009 年 02 月

25日)
5
黃韜朋，黃鍾駿:《圓明園》<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年，113頁>
6
黃韜朋，黃鍾駿:《圓明園》<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年，108-109頁>
7
東方早報。2009年。羅哲文：獸首根本算不上國寶 真正價值只數十萬。

http://cul.sohu.com/20090227/n262496207.shtml (上網日期:2009年 2月 27日)

既然十二生肖銅像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其藝術價值，為何十二生肖銅像能夠

成為八國聯軍戰役中被搶劫文物中的代表呢?因為十二生肖銅像其中一個特色是

十二個銅像均代表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鼠、虎、龍、馬、猴、狗、牛、兔、蛇、

羊、雞、豬。十二生肖是中國特有的傳統，他們有背後的故事，並非隨意選擇
8
。

十二生肖有好比西方的星座，北歐，希臘神話之類的文化價值。故此十二生肖有

代表中國的象徵，有著濃厚的文化價值。而十二生肖銅像正正是十二生肖的投射，

有代表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意義。所以十二生肖銅像對於中國是有非常重大的歷史

意義。

除此之外，十二生肖銅像具備的另一個歷史意義是它們能令世人回憶起晚

清時期清政府的腐敗及無能。在八國聯軍之役之中，圓明園被聯軍破壞，甚至慈

禧太后避走西安
9
。而十二生肖銅像成為了當時這段歷史的一個證明，對後人有

警惕的作用，避免重蹈覆轍。

另外十二生肖銅像在八國聯軍之役後被八國聯軍帶到去不同的地方，直至

現在部分十二生肖銅像仍然海外，當中鼠首銅像和兔首銅像被佳士得公司在 2009

年於巴黎拍賣，最後由中國商人投得，但他拒絕付款
10
。十二生肖銅像包含了一

個歷史價值，十二生肖銅像帶著中國於晚清時期對外戰爭失利以及簽訂種種不平

等條約時產生的恥辱。因為十二生肖銅像是八國聯軍擄掠的戰利品，更甚外國拍

賣公司將這些擄掠回來的戰利品用作拍賣某程度上是對中國及中華民族不尊重。

故此十二生肖銅像是晚清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低落，被外國勢力入侵所產生的恥辱

的其中一個象徵。

三、文物所反映的中西藝術文化融合程度

十二生肖銅像能夠反映清朝時期中西文化融合的程度，因為十二生肖銅像

的設計者朗世寧是一名意大利人，而他身為一名傳教士，但他以藝術家的身份進

入紫禁城為皇帝，嬪妃畫畫像。他身為圓明園的設計者，他把西式的藝術元素混

入了中式的園林，改變了固有中式園林的形象。例如海晏堂便是融合了西方建築

文化，是圓明園內西洋樓建築中最大的一幢。

而十二生肖銅像更是一個中西文化集合的產物，因為設計者朗世寧把西方

常用的人體銅像帶入了中式的皇家園林中，放置在海晏堂前的水法，即人工噴泉

旁，作為裝飾品及噴水裝置。為了切合中國的傳統風格，朗世寧將中國傳統文化

的十二生肖放進人體銅像中，造就了當時海晏堂前人身獸首的十二生肖銅像。

因為十二生肖銅像，後人可以從這些文物得知當時中西文化融合尚未十分

成熟，全面。清朝當時委任以藝術家身份進入紫禁城的傳教士朗世寧去設計圓明

園及十二生肖獸首人身銅像。當中朗世寧把部分西方藝術元素放進圓明園，例如

8
中國政府網。2007年。十二生肖故事傳說。

http://www.gov.cn/fwxx/cjtbch/content_525567.htm
(上網日期:2007年 2月 13日)
9
中國新聞網。2001年。慈禧太后逃亡記。

http://www.chinanews.com/zhuanzhu/2001-02-23/445.html
(上網日期:2001年 4月 20日)
10
吳榭:《誰在拍賣中國》<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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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噴泉，西式的雕像等等
11
。但是當時的清朝皇室並未全盤接受西方的藝術文

化，他們不接受西式的部分前衛的藝術元素，例如西式的裸女雕像
12
。所以朗世

寧才會把十二生肖放入雕像中，取代西式的裸女雕像
13
。由此可見，十二生肖銅

像反映當時中方和西方在藝術文化上有一定的交流，甚至皇室會在皇家園林中採

用含有西方藝術元素的建築物，裝飾品等，但是亦不會完全採納西方藝術元素，

也會去除一部分有違中國傳統文化的西式藝術因子，從而將兩者結合成為一種新

的藝術特色。

四、延伸研究用途

十二生肖銅像除了是藝術擺設之外，亦是一個水力鐘，十二生肖銅像連接

著水管，每隔一個時辰或者兩個小時，當中其中一個生肖銅像的口便會噴水，當

在正午時分，十二個銅像更會一起噴水，相當壯觀
14
。製造這個由十二生肖銅像

水力鐘所需的技術是相當複雜，始終要在不同的時辰有不同的銅像噴出水，並未

簡單的功夫。。學術界可以從水力鐘的結構，原理入手去探究當時清朝的工程技

術水平的發展程度。清朝的皇室工匠能夠按照朗世寧的設計製造出十二生肖銅像

水力鐘，理應有相當的工程技術。故此學術界可以透過十二生肖銅像水力鐘來研

究明清時期的工程技術水平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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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圓明園大水法（圓明園西洋樓景區其一建築） 

創造時間:十八世紀 

     

(大水法原貌) 1                         (大水法遺址)2 

 

一、基本說明 

    大水法是圓明園內其中一個標誌性的建築物,而現時圓明園的標誌也從大水

法演化而來3。大水法意即大噴泉(fountain)，是圓明園內西洋樓的景區，位於海晏

堂東面
4
，建於 1759 年。大水法是由歐洲傳教士蔣友仁(P.Michel Benoit)設計和監

造5，以巴洛克式建築，加上許多金字塔結構的水池，以及石頭和貝殼裝飾而成

的噴水池雕像。而主池的噴泉,外形是包括一只鹿和十一只獵犬等十一頭動物的

雕像。當水泉在同一時間從十一頭動物噴出,就會形成這只鹿被群犬追逐的效果,

故此名為:“群犬逐鹿”
6
 。大水法內若噴泉全部開放,有如山洪爆發,人們都要依

靠手勢談話,可見其雄偉程度。不少外國使節在參觀圓明園時,在觀看完大水法後,

也對其壯觀景致嘆為觀止。可是,在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 年)和八國聯軍之役

(1900 年)後,大水法遭受到外國軍隊的劫掠和破壞,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堆

頹垣敗瓦
7
。 

 

二、歷史意義 

    18 世紀，中國風遍佈整個歐洲，歐洲國家都派使者來觀看這第一園林——

圓明園。此時，也有使者向乾隆皇帝介紹歐洲的建築和自動化的建築技術，便是

                                                       
1 Boycc: <中國 北京-圓明園.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之役> 2012 年 4 月 18 號內 

2 雅虎搜尋圖片<大水法>  

3
中國網 china.com.cn：<完美的詮釋 圓明園官方標識首次公開亮相>，2007-09-22 

4 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頁 80。 

5 百度百科＜圓明園大水法＞ 

6 汪榮祖: ＜追尋失落的圓明園＞，頁 80。 

7 Boycc: <中國 北京-圓明園.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之役> 2012 年 4 月 18 號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由來的原因。乾隆皇帝希望建立一個西洋宮殿，並有自動裝置

的噴水器，此項工程由外國傳教士蔣友仁設計，便是“大水法”。
8
建成後，乾

隆皇帝對這些噴泉十分自豪，分別在 1784 年和 1785 年，先後下令製作兩塊雕刻

了這些噴泉的銅盤，並把它們展示在院子內
9
。甚至來華的使者也甚為驚歎，令

他們想起凡爾賽宮的水泉10。故此，大水法可謂是中國第一座機械式的大型噴水

池，雖然最後因為乾隆皇帝對科技持保守的態度，便關閉機械給水系統，改為人

工提水，可見中國仍然處於“閉關封國”思想。但大水法仍然是中國進行東西文

化交流的例證之一，也是中國對機械科技的一大嘗試。 

 

    再者，大水法的設計，為皇帝帶來了一個極其奢華的享受。但這只是圓明園

內其中一個建築，已是如此雄偉壯觀，可見這座園林在清代是如此興盛雄偉。清

朝皇帝不但接受傳教士，而且還容許引入西方的設計並由洋人擔任設計者。可見

當時的皇帝，特別是乾隆皇帝對生活的享受是如此注重並且希望園內達致更雄偉

及多元化。 

 

    最後，正是這座園林的繁盛，令驕傲的清朝不斷向外國展示自己的內部，自

己卻仍然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處於外強中乾的狀態，

以至在之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及八國聯軍之役(1900)，令這座充滿珍奇異寶

的圓明園成為搶掠的目標，清朝卻沒有還擊之力，圓明園內大部分建築被毀被搶

被燒,當中包括大水法。
11
從繁盛到衰落，圓明園、大水法都見證著清代的興亡。

更不能忘記的是那一段被列強侵略的歷史, 圓明園便成了現代青年了解自己國

家近代史的教育場所, 從文物去看國家的歷史。
12
 

 

三、相關史料說明 

    圓明園被譽為“萬園之園”
13
, 這座中國最大、最美的園林，當然有相當的

資料說明，但當中直接提到大水法的資料卻不多。因為圓明園有不同的園區，當

中又存有很多具有意義的文物，大水法只是其中之一，故此，對於大水法的直接

記載史料卻不多。但隨著 2008 年 9 月，圓明園公佈了其官方標誌，是由大水法

演化而成的，因此，大水法便成了圓明園的象徵。在不少旅遊刊物中，都有大水

法的記載和介紹，成為其他學者的研究對象之一。
14
 

                                                       
8 百度百科<圓明園大水法>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圓明園：清代檔案史>，下冊，1565 頁 

10 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頁 80。 

11中國網 china.com.cn：<完美的詮釋 圓明園官方標識首次公開亮相>，2007-09-22 

12  楊東曉:< 大水法之變>,頁 39,< 看歷史>內刊登 

13
繼蘭:  《金玉大水法》再現昔日輝煌,頁 20, <文化月刊>  內刊登 

14
中國網 china.com.cn：<完美的詮釋 圓明園官方標識首次公開亮相>，2007-09-22，當中介紹了圓

明園標誌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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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華人提到圓明園時，都會帶點民族情緒。故此，有不少書籍都會圍繞著圓

明園被侵略的歷史和文物被破壞掠奪作記敘重點。15大水法也是由雄偉的景致最

終變成現今的頹垣敗瓦，從這些書籍的記載下，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朝代的興盛

到滅亡。從一個文物去看清代的政策與思想是如何影響其發展。為我們了解文物

歷史發展提供很多歷史的資料。
16
 

 

    與此同時，大水法是中國第一座西式大噴泉建築，是中西交流的證據之一。

故此，也有不少外國書籍也提及到這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故此，他們的研究

也反映了西方對當時中國的看法及朝廷的情況。這些資料也能讓我們了解大水法

的發展。17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從大水法概念的傳入，建造和之後受到破壞，去了解清朝

在東西之間文化融合下的情況。了解清朝接受外來物品或思想的接受程度。“閉

關自守”的政策是如何導致它無法抵擋外國的侵略。大水法是文化交流的產物，

可以從此去了解清朝社會對於外國的開放程度如何。 

   

     再者，大水法以機械方式運作，當中涉及到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大水法雖

然是由外國人設計，但設計者（蔣友仁）其實也不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製造者

大多數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民。到底當時清代中在學習科技上的態度和理解上是如

何。從乾隆皇帝有這個想法到大水法完工，其實只用了大約十二年的時間，便可

以造出如此雄偉的大水法，不僅乾隆皇帝，甚至外國人都對大水法的氣勢所震撼，

因為機械運作能令大水法在同一時間不同泉口噴水，產生宏偉的效果。從研究這

方面上，我們可以去對當時人們對外來科技的接受程度及學習態度有更詳細的認

知。 

 

五、參考資料 

 

中國網 china.com.cn：<完美的詮釋 圓明園官方標識首次公開亮相>，2007-09-22 

 

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百度百科＜圓明園大水法＞ 

 

                                                       
15  富振洋:<第一標 圓明園金玉大水法> 頁 108,<收藏界>內刊登 

16  新浪讀書：大水法之變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6:03 

17  由汪榮祖著，鍾志桓譯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Boycc: <中國 北京-圓明園.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之役> 2012 年 4 月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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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粵劇戲服―蟒 

 

一、基本說明： 

粵劇戲服分為七大類：蟒、靠、褶子、開氅、官衣、帔、衣，不同的戲服代

表著不同的角色並向觀眾展現出劇中人的性別、年齡、地位、性格等特質，

讓觀眾對戲中人有基本的概念。粵劇戲服十分著重式樣、顏色及花紋，這三

部分象徵著人物的地位、性格及氣質，演員是絕對不能穿錯的。而蟒服在粵

劇舞台中，帝王將相以及一些后妃的角色亦會用此來表達，同時，有些平民

起義中的權位者的角色也會穿起蟒服。皇帝穿的是五爪黃蟒，而官蟒就是四

爪的，而且會以官階用顏色來分別：紅、淡黃、綠、白、黑，一共五種顏色。

而樣式便是圓領、大襟、寬袖、腋下身邊有擺的。1 

 

二、歷史意義： 

蟒的原意是王蛇，而中國古代龍的形象是蛇身，所以龍與蟒的形象非常相近。
2而當時社會的階級觀念很重，皇權是不可被僭越的，所以即使粵劇的演員

需要扮演皇帝的角色，也只能穿次一等的蟒袍而非龍袍。例如在《龍鳳呈祥》

中劉備的角色雖是一位王者，但演員只能身穿紅蟒，可見清朝人民對於統治

階層存有避諱。 

 

蟒袍的顏色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而這些顏色正代表著人物在民間的形象。

而劉備為例，在粵劇的戲服中，他的角色一般以穿紅蟒為主，紅蟒是表示莊

                                                       
1佚名：《粵飾服飾》（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5 年），頁 11。 
2
劉琦：《京劇行頭》（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年），頁 3 

嚴和地位超昭然的帝王，但是，當在《哭靈牌》一劇中，劉備為關羽、張飛

之死辦喪事時，劉備一角是身穿白蟒的，白蟒是削弱了龍的威嚴，可見在人

民的心目中，劉備是一個體恤下屬，願意紓尊降貴的好君主。 

 

另外，清宮中收藏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戲服，全部也手工精細、鑲金配銀，例

如各種不同顏色的蟒服、男蟒與女蟒及不同的配件等3，代表當時王室貴胄

經常在宮內舉行各種娛樂消遣活動，加上當時康熙年間開始，清代宮延設有

升平署一機構，專門負責所有宮廷戲曲演出，足見當時清初國庫充盈，王室

貴族對娛樂活動十分重視及考究。 

 

 

三、相關史料說明： 

根據《廣州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粵劇春秋》的記載，民間粵劇在民初的時

候戲服是很簡陋的，在台上，有的演員會穿古裝，有的會穿時裝，是在後來

薛覺先這位出身於粵劇世家的著名老倌的帶領，以及在殖民地化和商業化的

影響下粵劇戲服才有所變革。 

 

另外，在《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九）》4中亦提到，粵劇其實是多方面引入

了京劇的元素，才形成今天的粵劇，當中亦包括戲服。粵劇是比京劇更早盛

行的，但粵劇多方面採納不同戲劇的形式，以引致變化會很大。京劇對於粵

劇有多方面的影響，在唱腔、武打技術、服裝、化妝及劇目等也是由京劇引

進的，當中在服裝方面，粵劇的古裝和水袖便是由貴妃文引進的。 

 

粵劇的戲服經歷了很多的變遷，在《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十）》5中提到，

由民國六七年開始粵劇的改革可分作十一個項目，而其中之一亦有提及服裝

方面的改變。粵劇歷史當中，戲服有非常大膽和創新的改變，例如在戲服上

加上亮片甚至燈泡來吸引觀眾的注目。此外，粵劇的戲服後期也採用了西方

時裝或模仿西方古劇人物的裝束。 

 

四、延伸研究用途：   

現今我們所看到的傳統粵劇戲服起源時間至今仍未可確認，有學者認為是明

朝已定了下來，亦有學者認為是出於清朝。最早期的粵劇戲服是參照明朝的

服裝來塑造的6，在《粵劇服飾》一書中指出明代確定了戲服的基本樣式―

                                                       
3
張淑賢：《清宮戲曲文物》（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 年） 
4
古岡：《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九）》（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頁 33-34 

5古岡：《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十）》（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頁 17-18 
6
香港文化博物館編製：《粵戲百年蛻變》（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處，2005 年），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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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劇所列出的戲服已趨一致，不分朝代、地帶、時季，如漢故事《曇花記》

和唐代《崑崙奴》均用幞頭。不管劇情朝代、時季及劇中人物居住地域，均

穿同樣的服裝。武將所穿鎧靠，亦在明代定下來。」7，還有各個角色應穿

什麼顏色，都已在明朝確定下來了。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現今所見的粵劇戲服是在清朝所定立的，甚至有可能

是晚清。劉艾文在《粵劇服裝與年代的考證》一論文中指出三大點來證明粵

劇服飾不是在明代定立的。8 

 

第一、蟒袍初出於清代戲班而非明代，作者引述了《明史輿服志》的記載來

證明明代對不同階級的服裝是非常嚴格，以及民間是不得穿蟒衣，所以蟒袍

是不會出現在明代。 

 

第二、現在所見的粵劇官衣是清代的而非明代，作者指出官袍上的「補子」

是只有明清兩朝代有的，但作者參考了明、清史稿及歷史圖片等資料後，發

現到現今的粵劇官衣是採用明代的官袍制。 

 

第三、從當時的政制所見戲服不會與當朝官服一樣，作者指出如台上台下一

樣的官服在社會角度來說會很容易令人混淆，所以清代是以明代的官服作藍

圖是比較令人信服的，也不會造成民眾的誤會。他亦提出在美術角度來說，

清代的官衣加了補子比較好看，所以粵劇官衣沿用清代的官衣也是合理的。 

 

明朝與清朝也是粵劇所盛行的時期，亦是粵劇戲服不斷改進的一段時期，兩

方學者的說法亦不無道理，的確，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議題。 

 

五、參考資料 

          香港文化博物館編製：《粵戲百年蛻變》（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2005 年） 

 

          梨園客：《細說任、龍、雛》（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年） 

 

          王文全等：《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 

 

                                                       
7
佚名：《粵飾服飾》（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5 年），頁 7 
 
8
劉艾文：〈粵劇服裝與年代的考證〉，劉靖之、洗玉儀：《粵劇究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三聯書

局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 年），頁 187 

 

   劉艾文：〈粵劇服裝與年代的考證〉，劉靖之、洗玉儀：《粵劇究會論文集》

（香港：香港三聯書局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 年） 

 

   佚名：《粵劇研究資料選》（廣東：廣東省戲劇研究室，1983 年） 

 

   黎鍵編錄：《香港粵劇時蹤》（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8 年） 

 

     譚元杰：《戲曲服裝設計》（中國：北京豐台區萬泉寺甲１號，2000 年） 

 

   宋俊華：《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龐靜平：《京劇服飾》（台灣：藝術圖書公司，1996 年） 

 

   劉琦：《京劇行頭》（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年） 

 

   佚名：《粵飾服飾》（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5 年） 

   

     張淑賢：《清宮戲曲文物》（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 年） 

 

          古岡：《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一）》（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 

 

    古岡：《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九）》（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 

 

     古岡：《廣東戲劇史（紅伶篇之十）》（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 

157



文物名字：雷峰塔 

創造時間：西元 977 年 

一、 基本說明 

1
雷峰塔始建於北宋仁宗趙光義太平興國二年，即西元 977 年，是第五代吳越國王

錢俶為表示“敬天修德”所建，其中供奉佛螺髻舍利和藏經等佛教用品。
2
其後雷峰塔

與夕陽交相輝映之“雷峰夕照”，成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為文人墨客鍾情之處。不

幸的是雷峰塔幾度經戰火損毀，雖在南宋慶元年間有重修（1195－1200），但在明嘉靖

年間的大火之後，變得通體赤紅，只剩塔心，且從原來的七層減為五層。之後年久失修，

加上人為的破壞，雷峰塔在 1924 年 9 月 25 日倒塌，正直新文化思潮，以魯迅為代表的

新文化運動者紛紛歌頌，借此反對封建禮教，呼籲變革與解放。中國於上世紀末開始對

雷峰塔進行考古挖掘，重建工作於 2002 年竣工。 

二、 研究方向 

——民間文化意義 

雷峰塔最初與白娘子並無關聯。吳越王說道，
3
自己繼承王位太平已經很久，雖未

能達到全盛的狀態，可也不能不說是尊奉祖宗推崇佛家慈悲忍耐的光輝雨露滋潤的一種

結果吧。它有一定的政治意義，顯示了王權的合法性，體現了古人“受命于天”的思想。

之後它的影響範圍逐漸向文人、士大夫階級轉變，越來越多人為美景賦詩。比如元代詩

人尹延高的“煙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圖兀倚空。湖上畫船歸欲盡，孤峰猶帶夕陽紅。”

以及明代張岱的《雷峰塔》 “聞子狀雷峰，老僧掛偏裘，日日看西湖，一生看不足。

時有熏風至，西湖是酒床，醉翁潦倒立，一口吸西江。” 

而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再之後，雷峰塔的的名氣擴散向更底層的民眾，與人盡皆知

                                                               
1  路秉杰：<雷峰塔創建記>，《同濟大學學報》，2000年 6月，第 11卷，第二期 
2
  佚名。2012。雷峰塔歷史詳情。http://d.3dlyw.com/leifengta/intro/（26/4/2013） 

3  翻譯來自，路秉杰：<雷峰塔創建記>，《同濟大學學報》，2000年 6月，第 11卷，第二期 

的《白蛇傳》結合起來。自此，只要提到雷峰塔，人們都知道“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本文將截取它最貼近民間的文化意義進行詳盡的說明。 

三、 歷史意義 

    1、雷峰塔名字的由來。雷 峰塔有三個名字，一個是“西

關磚塔”，初見于塔內藏經標題 中，以後的人也不稱此明。古

人稱的多些的是“黃妃塔”，
4
一 說是吳越王妃建塔，

5
一說是以

吳越王為首的吳越王後妃們建 塔，故得此名。用得最多的“雷

峰塔”得名於民間。因為建塔的 山名 “ 回 峰 ”， 古 音“ 回 ”

“雷”不分，“雷峰塔”之名便流傳開來。
6
正如俞平伯在《雷峰塔考略》中所言：“雷

峰得名，遠在塔先，以山名塔，通乎古今，誠如上述。”從一塔之名可看出，被人們傳

頌的名字並非最官方的命名，而是貼近民間生活，通俗易識的。 

    2、《白蛇傳》——膾炙人口的故事，也是流傳於民間。
7
據考，將雷峰塔與白蛇聯

繫在一起最早是在北宋人章炳文《搜神秘覽》的一則記載，講到元豐五年（1082）的一

個故事，其中蛇妻、丈夫、高僧分別與白蛇、許仙、法海相應。
8
現在人們所熟知的《白

蛇傳》的故事，最早成型於明代馮夢龍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這時的白娘子是一個美麗、溫柔、熱愛丈夫而又堅強不屈的女性化身，但她之前完成這

一形象，卻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早在唐人傳奇中，已有白蛇變化少婦的白衣娘子出現，

但 那大都是害人的妖精，以色迷人，受惑者或則化為血水，或則腦裂而亡。宋人筆記

中也有大白蛇變的美婦，丈夫見她原型，驚憚而死。《警世通言》是《三言》中的一部，

                                                               
4
姜丹書：<雷峰塔始末記>，《越风》，1937年，增刊 1, 30‐34页 

5路秉杰：<雷峰塔創建記>，《同濟大學學報》，2000年 6月，第 11卷，第二期 
6
俞平伯：《雷峰塔考略》，1928 年 

7陈泳超：<《白蛇傳》故事的形成過程>，《藝術百家》，1997年，第二期 
8
  馮夢龍，錢伯城評點：《新評警世通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43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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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言》在內容上繼承了宋元話本從現實生活中開拓創作素材、描摹世態人情細緻入

微的特色。“雷峰塔”由此真正與地層民眾的思想結合起來，明清以來《白蛇傳》的故

事多次被改變成京劇、越劇等演出樣式，在民間膾炙人口。 

    3、雷峰塔在民間不僅有“白娘子”一樣積極的傳播樣式，還伴隨一些糟粕流傳於

民間。
10
雷峰塔的倒塌與之有很大關係。原因如下，一是年久失修，修也是力不從心，

無法恢復其本來面目；二是有很多香客，隨意竊取塔的磚瓦，迷信地認為這些磚瓦能驅

病辟邪，久而就之，塔基已不穩固；三是塔進湖濱，也起到一定衝擊作用。眾人的力量

不可小視，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有關雷峰塔的迷信在民間傳播之廣。此外，塔倒之時竟是

一片熱鬧景象，當時正是北洋軍閥混戰中，閩浙一代受戰火紛擾，遊人絕跡，撐船的人

幾乎沒有生意可做。聽到這個驚天的消息後，看客絡繹不絕，半日就收入頗豐。
11
更有

愚昧之人撿拾塔中遺物，其中有很多珍貴文物，宋代甚至五代時期的經書和版刻被人哄

搶，隨意賤賣；有人看到商機，不惜製作贗品，以致真假難辨。有些無知的百姓不只經

書的價值，以為是渣滓而丟棄。在這過程中文物破壞情況及其嚴重，人們的“力量”對

於此是起反作用的。 

    4、說道《白蛇傳》，不得不提魯迅寫作於塔倒之後的兩篇文章：《論雷峰塔的倒掉》、

《再論雷峰塔倒》，兩篇文章都寫於塔倒不久，分別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和次年三月。一

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魯迅陸續創作了《彷徨》、《野草》、《華蓋集》等名作，
12
這個時

期他的創作對象主要是愚弱的國民性、革命者的孤獨、政治的黑暗及自我心理。魯迅對

當時文藝界、當時的青年影響是很大的。
13
從寫作背景和思想動機看，辛亥革命雖然推

                                                               
9
  韓秋白、顧青：《中國小說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 231‐237 

10姜丹書：<雷峰塔始末記>，《越风》，1937年，增刊 1, 30‐34页 
11
  王佳，編輯。2010。華夏經緯網。http://www.huaxia.com/zhwh/sslh/2094454_2.html。（26/4/2013） 

12  章妮：<1924至 1926年鲁迅的创作心理构成>，《临沂师范学院学報》，2005年，第 27卷，第 2期 
13
佚名。关于《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附记的位置_语文论文。http://www.eduzhai.net/edu/304/jiaoxue_76044.html。

（26/4/2013） 

倒了封建專制的“雷峰塔”，但只是把“法海”趕到“蟹殼”裡，封建制度並沒有“絕

種”，復辟勢力仍存在，複右論調仍在鼓噪，封建思想意識的清除更非易事。雷峰塔倒

掉了，固然值得“欣喜”，可是壓在人們心頭上的保塔還根深蒂固，更需警醒國民精神，

讓人們人人自覺，群起而拆倒它。魯迅先生試圖通過雷峰塔倒，這個契機有力批判封建

傳統，這個寫作意圖和效果應該都是非常明顯的。但這似乎也有些過火了，不能說上段

中提到的多數人對於文物的漠視甚至摒棄與這種激進的思潮無關。 

5 爲了完整，我們簡述一下雷峰塔的現狀。1999 年底，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鄭重決

策：順應人民群眾的心願，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貫徹文物保護原則，發掘雷峰塔地宮，

建造雷峰塔遺址保護設施，並對遺址保護設施的內在功能和外觀

形象加以延伸、拓展，按雷峰塔原有的形制、體量和風貌建造雷

峰新塔。雷峰塔重建工程於 2000 年 12 月 26 日奠基後進展順利。

2002 年 10 月 25 日，雷峰新塔如期落成 。新塔二、三、四層將

分別展示銅版線刻壁畫“吳越造塔圖”、雷峰塔歷代詩文佳作、

彩繪壁畫當今“西湖十景”。雷峰塔依然保留這些歷史的遺跡，供後人瞻仰。   

四、 相關史料說明 

有關雷峰塔的史料是很多的，但是也很雜。尤其要區分文學作品和史料。二者也不

是截然分開的，有些文學作品也可作為史料來用。一種是像《白蛇傳》以及其各種改編

版這樣的，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出來，而它的表現形式（如戲曲、小說）比較通俗，又是

代表底層民眾生活的，就能從中總結出那個時代人們思想上承受的壓力，以及他們所希

望衝破的東西。還有就是在一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對人們思想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學家，

像魯迅這樣的作者尤其如此，他的文學作品都帶有很強的思想性，他也明確指出
14
“文

                                                               
14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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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從這樣的作品中，

我們也能看到當時的文化氛圍。 

有的文學作品也可直接反應歷史。清朝許承祖曾作詩雲：“黃妃古塔勢穹窿，蒼翠

藤蘿兀倚空。奇景那知緣劫火，弧峰斜映夕陽紅。”“黃妃”二字與雷峰塔原名的史料

可以相互印證，“劫火”清晰地反應出雷峰塔遭燒毀的事實，而且他是清代詩人，所以

反應的應該是最近一次，即明嘉靖年間的火災。 

由於塔倒時有很多親歷者，他們的記錄應該也是十分可靠的。比如上文提到的薑丹

書
15
“其最奇者，有許多磚之側面有一圓洞，深約四寸，口徑約六七分……”這個就是

藏經書的洞口，其親眼所見，算是一手資料，可信度很高。 

五、延伸研究 

雷峰塔被人們記住，並非只因為其本身的
16
卓越水準，而是人們給它賦予的意義。

它經過多次損毀和重建，仍保持其生命力，仍有很多人去研究它，是它的文化意義給予

了它無限價值。對於文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簡單地說，
17
文化實際上主要包含器

物、制度和觀念三個方面，具體包括語言、文字、習俗、思想、國力等，客觀地說文化

就是社會價值系統的總和。本文探討的主要是雷峰塔對底層民眾的文化意義的變遷。
18
文

化作為相互關係的整體而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簡單來說文化是被“創造”出來的，而

民眾的數量畢竟在任何歷史時期都是占大多數的。這就是爲什麽，我們今天看到的被固

定下來的有關雷峰塔的文化符號，如名字，傳說，都是發源並流行與當時的民間的。文

物是活的。廣為流傳的不是物件本身，而是作為文化符號的文物，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心

                                                               
1515姜丹書：<雷峰塔始末記>，《越风》，1937年，增刊 1, 30‐34页 
16
“规换宏丽,  极所未见,  极所未闻。”  路秉杰：<雷峰塔創建記>，《同濟大學學報》，2000 年 6月，第 11卷，第二

期 
17文化. (2013, April 18). Retrieved from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

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8C%96&oldid=26248499 
18  同上 

聲。 

後續的研究，還可以從上層入手，比如它的佛學價值、它的文學價值，這都需要一

定水準的專業知識積累，再配合史料深入研究。我自己的探討也有不完善之處，我只是

截取了歷史上的幾個點，而並沒有把它們很好地串在一起，看出雷峰塔的文化意義的變

遷過程，這就需要通覽各個時期的史料，有些時期並不好直接查到，有些時期必須通過

看其他時期的資料相互對照來看，這對我來說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尚沒能做到這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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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漢代上林三官五銖錢（又稱三官五銖） 

創造時間：公元前 113 年 

 
 
 
一、基本說明 
  由於在漢代鑄造了多種五銖錢，以下文物報告將會著重研究漢武帝於元＿四年（公元

前 113 年）所鑄之上林三官五銖錢。林三官五銖錢是漢武帝第六次的幣制改革，由中央政

府鐘官、技巧、辨銅三個機構鑄造，故稱上林三官五銖，上林三官五銖造工精美。 1 
 
  上林三官五銖錢為圓形方孔的銅錢，它繼承了秦代以重量命名之制度，標準重量約 4 克，

其中一面有小篆書樣式之錢文”五銖”。由於只由上林三官鑄造，技術水平高,，錢形整

齊、鑄工精細，顏色為紅色。2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

百八十億萬餘雲。」3 五銖錢的發行確定了方孔圓形、精整、有內外郭以及輕重大小都合

適的銅鑄錢幣，為中國古代開創了新的錢幣體制，基本上杜絕了私鑄問題，建立了共長七

百多年的五銖錢體制時期，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 。4 

                                                 
1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77-79 頁 
2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85 頁 
3班固：·＜第二十四卷·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上海 :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 年） 
4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灣商務印書局，1994 年），28 頁 

二、歷史意義 
  五銖錢的發行其實是為了改善一些社會上關於貨幣體制的問題。兩次幣制改革時隔只

有一年左右，原因是五銖錢推出後，官鑄銅錢減重及民間私鑄的問題再次變得十分嚴重，

雖然在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44 年）頒布了”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用死刑來禁上私鑄

問題，但是此律並沒有收到滿意的效果《史記•平准書》載：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余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 
 
  由而且三官五銖前的五銖仍然由地方政府發行，技術不一，導致各地所鑄的五銖錢質

素及輕重不一。重的有高達 7.5 克，最輕的僅 2 克多。5 使民眾難以分辨正錢及私鑄錢，

私鑄問題仍然嚴重。郡國官吏舊習難改，通過這種手段中飽私囊。這令五銖有可能重蹈漢

半兩、三銖的覆轍。  
 
私鑄的問題一直限制西漢經濟發展，政府與商民爭利，大力私鑄半兩錢6 ，使錢重愈來愈

輕，錢幣的數量愈來愈多，而物價則愈來愈高。物價通脹導致民不聊生，使人民無棄生產，

流亡海外。只能以勞力力換取金錢，或冒險進入私鑄行業以維生。  
   
  漢武帝下令將往日鑄造的錢幣全部作廢及銷毀，不單禁止私人鑄幣，也禁止地方政府

鑄幣，把鑄幣權收回中央。使得三官五銖的做工統一、精緻，質量以及成色也十分上乘，

一般人難以偽造。第二，中央政府發行了大量的三官五銖，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不需要

再用私鑄錢來交易，杜絕了私鑄錢的市場。7 《史記．平准書》記下，”民之鑄錢益少，

計其工費不能當，唯真工大奸乃盜之”8 。以上幾個原因，使得三官五銖杜絕了私鑄的問

題。私鑄的問題得以解決，就等於解決了物價不穩、貨幣流通混亂等問題，從而促進了社

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使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   
   
  三官五銖肯定了銅質錢幣的之形與重量，並在防偽方面上得到了很大的進步。所以在

往後七百多年中，各朝代基本上都沿用三官五銖的樣式和制度，只是錢文年號方面有所不

同，在重量及外型方面十分一致。 
 
  三官五銖是封建王朝集中鑄幣權的里程碑。鑄幣權應否集中於中央政府，還是私人和

地方政府？在發行三官五銖以前，這個問題已經纏繞中國經濟整整百年。漢高祖及漢文帝

兩次下放鑄幣權予人民，其後惠帝和景帝又禁民私鑄 。9鑄幣權一直飄忽不定，到了三官

五銖發行後終於有了確實的定案，所以在漢朝以後基本上沒有出現過鑄幣權下放的現象。 
   
  發行三官五銖、收回鑄幣權亦使社會更和安穩和諧，避免了像吳王劉濞持著家中銅資

源豐富，私鑄貨幣，富可敵國，家產甚至超過了皇帝，使他們生出叛亂的意欲。所以控制

                                                 
5中國古錢幣，唐石父．2001，83 頁，上海古藉出版社 
6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77-79 頁 
7宋敘五：《西漢貨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91 頁 
8
司馬遷：《史記。平准書》（上海 :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 

9
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北 : 臺灣商務出版社，1994 年），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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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幣權是作為穩固中央集權系統一個重要的手段，往後歷代的政府也沿用此法。 
   
  三官五銖在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挽回民眾對貨幣的信心，經過多次貨幣改革，

幣值變動使人民對貨幣去去信心，使他們不願意儲蓄貨幣轉而存積貨物 。10如此一來，物

價通脤就更為嚴重了。標準、統一的三官五銖重新挽回市民的信心，同時也使交易標準更

為明確、方便，促進了漢代日後的經濟發展。 
 
 
三、相關史料說明 
 
  在和三官五銖相關的史料當中包括不少它外形、大小、重量的記錄，在多本古錢幣中

亦有詳細的記載，原因是三官五銖的外形較統一、工整、易於辨認，所以有相對較多及較

詳細的記錄。 
   
  另外，在《史記·平准書》中對三官五銖的發行以及五銖錢制的推行的內容有詳細的

記錄，同時文獻中亦有簡單記錄在三官五銖發行後對社會的影響，此書對研究五銖錢制及

漢武帝的貨幣改革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在《鹽鐵論》當中亦有記錄當時學者對於中央回收鑄幣權的討論，透過研究這些文獻

相信有助我們對三官三銖推行的背景、過程及細則有更全面的認知。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認為學術界可利用相關的文物五銖錢，以五銖錢的鑄造過程，防

偽特徵 的進步作切入點，對上林苑三官有更加多的研究，了解更多鑄錢的過程，我相信

會對中國貨幣之發展史有全面的了解。 
 
  其次我認為五銖錢亦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因為五銖錢作為一種標準統

一的貨幣，為中國日後起飛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我認為學術界可多加研究

五銖錢制度面世後對漢朝的經濟環境成了何種影響。 
 
   
 
  
  

                                                 
10西漢貨幣史，宋敘五，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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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北 : 臺灣商務出版社，1994 年）。 
 
千家駒, 郭彥崗著：《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馬社香：《中國貨幣文化史》（武漢 : 湖北人民，2000 年）。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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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漢陽八八式步槍 

創造時間：19 世紀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漢陽八八式步槍是中國生產的第一款旋轉後拉式槍機步槍,多簡稱為漢陽造。 

1899 年,張之洞有意打造新式步槍供中國軍隊使用,故電詢德國柏林地方力拂機器

廠， 訂購新式製造連珠毛瑟槍1
,時至 1891 年張之洞得悉 Gew 88 步槍的出現, 追

加了 45 萬馬克從德國取得了 Gew 88 步槍的授權,並推動在湖北建立漢陽兵工廠生

產授權型號。從清末一直到韓戰都是主要步槍之一,可說是在中國近代史証有一定

影響力。21 廠的漢陽造持續生產到 1944 年廠內機具才完全修改為製造中正式後才

告停產,目前己知的最高的序號是 6D9381， 民國 33 年出廠,按此推算漢陽造的總產

量， 在一百萬把以上。 
2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此步槍乃是清末洋務運動精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種體現,學習西方的

船堅炮利,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功效。3此步槍雖為德國的授權生產版本,但生產工

作都是在中國本土設廠建造,對於中國對於冶金技術以及軍事技術等都有一定貢獻,

而且採用無煙火藥和金屬包裹彈頭等當時先進的技術,
4縮窒當時中國與西方例強

的差距。此步槍亦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大小戰役。雖然改革只集中於軍事與經

                                                 
1
 趙爾巽: 《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志一百十五兵十一》（出版地缺，1927 年）。 

2柴文官: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編， 兵器工業出版

社，1993 年） 
3唐浩明 : 《張之洞》（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年）。 

 
4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編審委員會編: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 : 清末至民國的兵器工業》， （中國近代

兵器工業編審委員會編，國防工業出版社，1998 年）。 

 

濟兩大方面,但洋務運動的出現無可否認地開出了近代中國現代化的先例。 

 

 漢陽造在武昌起義中亦有參與,辛亥革命第一槍就是由程定國使用漢陽造所射出, 

第八營班長 熊秉坤鳴笛集合宣布起義，進攻楚,王望台軍械庫。及後攻陷楚望台亦

得漢陽造步槍近兩萬支及大量彈藥,滿足了起義部隊的武器需求。確保辛亥革命的

火苗沒有熄滅。5而且其後共產黨人決定武裝起義,南昌起義中的骨幹部隊亦是使用

漢陽造,開展了國共多年的武裝鬥爭,對歷史有重大影響6。今天中國南昌的八一南昌

起義纪念塔的塔頂亦矗立了一支漢陽造,種種證據證明了即使是一把步槍在歷史之

中亦佔有地位,同為歷史的一環。 

 

  另外，漢陽八八式步槍亦是中國該段時期與德國的最早期合作關係的產物, 代表

了當時兩國的合作關係。德國首相俾斯麥有見英國控制了絕大部份中國與歐洲各

國的貿易,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所以對中國所採取相對懷

柔的政策,例如促成了 1890 年德華銀行的建立、 克虜伯公司負責修築旅順港和大

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北洋艦隊中的經遠號、來遠號裝甲巡洋艦, 定遠級

鐵甲艦亦是向德國訂購, 漢陽鐵廠的設立德國亦有參與。7雖然及後德皇威廉二世

時期一改以往的懷柔政策,採取強硬政策,中斷了兩國的合作關係。但先前的合作無

疑有助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料集中於中國方面的資料,因為此步槍始終是中國製步槍。

雖然可以與德國原版 Gew 88 步槍作出比較與論述當中差異,但意義不大。而且此步

槍是較為冷門的題材,所以專門講述此槍的史料非常少。反而其他方面的史料則有

較多提及此槍,如《清史稿》, 《江南製造局記》8。而且由於此槍服役時間很長,

如抗日戰爭仍然被國軍採用,所以不少其他事件的史料都有提及,但資料比較零碎,

需花時間整理。整理相關史料後就能理清此槍的發展脈絡和影響。 

 

  由於此步槍是一種軍事武器,所以亦都能顯示出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例如之前

提及過在約 50 年間漢陽造的總產量， 在一百萬把以上。但對比德國自身在約十

年間的產量,中國五十年的產量比德國十年還低。9可見中國當年的軍事實力與西方

列強有極大的差距。而且由於步槍為大量生產的武器,所以今天可能會有較大量的

圖片或實物保存,例如 2011 年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辛亥革命百周年展中,亦有展

                                                 
5
 楊天石: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6
 徐兆林: 《壯烈的開端 南昌起義研究》, （黄河出版社,1992 年。 

7張 寄 謙:: 《中德關係史研究論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8
 魏允恭: 《江南製造局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版， 1997)。 

9
 Military Rifle Journa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rman Model 88 Rifle, Stan Zielinski, May,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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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該槍,這些較全方位的史料有助對這件文物有更深入的瞭解。 

 

 

 

 

四四四四、、、、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之中,我們可以利用該步槍的服役時間,產量,製造工藝等方面與其

他國家比較,以側面比較當時中國的實力處境等。但此槍雖為大量生產品,而且服役

至韓戰時代,理應有很多軍人使用過,但軍人對於此槍的使用評價資料卻很少有留

檔,難以考究對於當時士兵的影響。若果有更充足的考究就可以對當年士兵的感受

有更深刻的體會。 

 

  此步槍為相對冷門的文物題材,因為在當時它並不是非常珍貴,而是大量生產品。

但正正因為是大量生產品,所以影響了當時大部份的軍人命運。但學者大多喜歡研

究珍貴的文物,忽略了當時較為常見的物品,忽略了與民眾較貼近的事物。這把步槍

的研究正正就可以較貼近地瞭解當時的情況,而且亦為一個以小見大的素材觀察清

廷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的成果。 

 

 

五五五五、、、、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趙爾巽: 《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志一百十五兵十一》（出版地缺，1927 年)。 

柴文官: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編， 

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 年。 

） 

唐浩明 : 《張之洞》（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年。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編審委員會編: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 : 清末至民國的兵器工業》，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編審委員會編，國防工業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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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 福建客家土圍樓 

創造時間: 約唐宋元時期  

 

一、基本說明 

福建客家土圍樓又稱『客家圍屋』
1。福建客家土圍樓分佈在福建西南山區。

福建客家土圍樓多選址於背山面水的盆地，依山而建。客家土圍樓的建築規格有

圓形、方形等
2。不同地區的客家土樓都有些許分別。福建圍樓利用泥土或三合

土夯築，泥磚或青磚砌築，或外面青磚、裡面泥土砌築
3，經過繁複的工序而製

成的。而且，客家土圍樓的建築規模十分龐大，通常佔地幾千平方米以上。另外，

客家圍樓的佈局都是按傳統禮制的，以祖祠為樓內的中心點
4
。房門都要面向圓

心祖祠，以示尊敬。還有，圍樓裏設施十分齊全，有公共水井、公共廁所、學堂

                                                       
1
 黃崇岳 楊耀林: 《客家圍屋》，華南理工大學出版社，2006，頁 3-4。 

2
謝莉 馮亞芬: <福建土樓形成發展的歷史地理環境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11 年 01 期，頁 212。 

3
 黃崇岳 楊耀林: 《客家圍屋》，華南理工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20。 

4 同上。 

等設施。此外，土樓外牆十分堅固，牆上沒有一扇窗子，只在高層設有幾個小孔

作防禦攻擊之用。 

二、歷史意義 

    福建的客家土樓約產於唐宋元時期。經歷了明代早、中期的發展，技術不斷

提高，在清代、民國時期逐漸成熟成形，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5
。福建土圍樓的建

造和發展與客家人的歷史是密不可分的。在中國的歷史上，很多時候因為戰亂和

自然災害，令人們、族群進行遷移活動。 

    客家人的祖先原本來自中原，因為中原的戰亂和災荒，而大舉遷居至南方，

之後又再度遷移，大概遷移了五次。第一次，客家人祖先因五胡亂華，而遷至淮

河流域；跟著，又因為安史之亂的爆發，而搬遷至皖南、贛東南、閩西南、粵東

北；第三次，宋高宗南渡、金人南下入主 ，客家人祖先又搬至粵東北 ；接著，

又因滿人南下，而遷至廣東中部等地區；最後，受太平天國事件的影響，遷移到

廣東南路與海南島等地方
6
。客家人祖先不斷大規模地遷徙到南方 ，在當地落生

根，繁衍傳播，融入當地的文化，與當地的居民由爭鬥轉為和諧相處。他們保留

了自己本身的文化傳統，再吸收當地居民的文化精華，形成獨特的客家文化。 

    另外，福建客家土圍樓建造的歷史悠遠，所蘊含的歷史價值亦十分豐富。以

位於粵東大東鎮的林氏花萼樓為例，它建於明萬曆三十六年(1608 年)
7。客家圍樓

顯示了當時的建築特色和他們當時的生活習俗，啟示了客家人的文化變遷。此

外，歷史學家可以透過觀察客家圍樓的建築方法、建築材料和裡面的設施等了解

當時古人的的建築技術、科技水平、生活習俗等，為歷史學家提供十分重要的第

一手歷史資料，供日後的研究。 

三、相關史料說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歷史資料大多來自中國本土的文獻和研究報告。西方對

中國圍樓的記載實在是甚少，甚至曾經以為這些圍樓是火箭發射台。當然，直接

提及圖中客家土圍樓的資料不多，特別是其歷史方面的資料，而且不同學者的紀

                                                       
5
謝莉 馮亞芬: <福建土樓形成發展的歷史地理環境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11 年 01 期，頁 212。 

6
同上，頁 213。 

7
黃崇岳 楊耀林: 《客家圍屋》，華南理工大學出版社，2006，頁 28-34。 

168



錄都有些許分別，令研究遇到困難。就如圍樓的建築方法，不同學者持不同說法。

有學者認為客家圍樓利用三合土、青磚建造，有學者認為圍樓用不加工的生土摻

進細沙、石灰、竹片、木條等材料建造。由於各持說法，最後以較多人認可的方

法作本文的參考。 

另外，客家圍樓的建造時間並沒有明確的資料顯示，但是在各個客家宗族的

族譜當中都有記載到圍樓建造的時間。客家祖譜的資料是很重要的佐證。族譜通

常都會紀錄他們本族的重要事情，如出狀元、建宗祠等。他們經歷了數載的歷史

變化，他們記載的資料有助推敲出圍樓出現的時間。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來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多利用相關的客家圍樓的文物，對客家圍樓和

客家文化歷史作切入點。在學術界一直忽略了，客家人建立這些圍樓和集體居住

的一些原因。在很多地區不論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很少有族群會如此集中地居

住。尋常的族群都會在一個地方定居，族民會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各自建立居所。

然而，客家人捨棄尋常的做法，建造一個『大城堡』供整個族群的人居住。就此

我有以下的看法，集體居住有助節省資源，建立居所需要耗費大量人力物力，遷

移到南方的客家人生活都比較艱辛，資源缺乏，結合整個族群的力量建造房子更

為可行。另外，他們初來南方容易與當地人產生摩擦，受到當地的攻擊，建立圍

屋有助保護族民的人身安全。再者，圍屋有利於他們管理族民和建立良好的鄰里

關係。 

於此同時，這是個從小看大觀察中國內部遷移的角度，理解在中國的族群是

如何在遷移中保留承傳文化起來，並在經歷了某程度的在地化。學者們大多以大

事件的角度來研究、觀察中國族群遷移的文化，而文物就是文化交流成傳下的產

物。而客家土圍樓的產生、承傳及改變，對於研究中國族群的遷移的文化改變及

在地化情況有更仔戲和具體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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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名稱: 說唱陶俑 
    創造時期: 東漢                        

 
一、 基本說明 

這件說唱俑 1963 年出土，通高 66.5

釐米，灰陶，捏塑 1。陶俑形象滑稽，上

身赤裸，垂乳突腹，下身穿著的淺襠長褲

僅能兜住撅起的肥腴臀部的下半部，搖搖

欲墜；陶俑的動作誇張，聳肩撅臀，脖子

向前伸出；臉上表情豐富，擠眉弄眼，嘴

巴歪斜，舌頭向上甚至要舔到鼻子，額頭

的皺紋也應景的皺起幾道褶子；搭配上手

上欲敲的扁平鼓，可以想像當時這說唱藝

人定是講到極精彩之處。製作手法看似粗糙，卻將說唱藝人的表演情況體現的

活靈活現，體現了製作者高超的技藝。值得注意的是，此陶俑的身材極不符合

比例，製作者為將滑稽效果放大，拉長了上身的比例，令人忍俊不禁，匠心獨

具。 

俑，就是偶人，東漢大儒鄭玄於《禮記》檀弓篇的註釋便指出【俑，偶

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
2是中國古代喪葬中使用的一種隨葬品，也

1    曹者祉, 孙秉根著 《中国古代俑》,(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6 年 9 月), p.118-120 

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著, <<陶俑: 泥塑的永恆藝術>>,(台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1988 年) p.5-15 

是人殉的替代品。這件東漢說唱俑便是這高潮時期的產物，製作技藝優良，亦

極具時代特色。 

這件陶俑描述了東漢時期說唱藝人表演的場景。漢代時，表演樂舞百戲

的藝人稱為俳優和倡優。《漢書·霍光傳》有【擊鼓歌吹作俳倡】之語，唐人

顏師古的註釋指出【俳優，諧戲也。】3由此可知，俳優便是東漢時的搞笑藝人，

也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說唱說書藝人，也不怪其形象如此滑稽。表演的內容逗趣

兒，自身形象也不在話下。 

 

二、 歷史意義 

俳優的表演在兩漢時盛極一時，這些從相關典籍中的描述中就可以證明。

但由於俳優的地位低下，除了宮中一些受寵的俳優如優孟，郭舍人等的行為得

以被記錄在冊外，市井的俳優表演情況就缺乏典籍記錄。陶俑作為陪葬品,被埋

在地下兩千多年，並未受社會活動影響，保持完整；而且由於視死如生的思想

影響，陪葬品的內容追求的正是如實的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所以透過研究這生

動的實物資料，配合墓中其他相關陪葬品，我們對東漢時期的俳優的表演情況、

當時的平民生活娛樂、雜技藝術都可以有更形象、全面的瞭解。例如，此陶俑

在表演時誇張的動作、表情，以及其手上的鼓，可以推斷其表演形式是以說、

唱，甚至演，三者結合的表演方式。 

3
昝風华 著, <<漢代風俗文化與漢代文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p.304-305,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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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陶俑自春秋開始發展，至清朝才真正衰亡，幾乎出現於整個中

國古代。期間受不同朝代的社會風氣、審美情趣及生產方式影響，其外形也隨

之轉變，具有時代特色。作為雕塑的一種，研究不同時代的陶俑對瞭解中國雕

塑的發展也有幫助。例如，對比秦俑和東漢俑，前者崇尚寫實，手法精細嚴謹，

務求如實的重現真人形象，猶以兵馬俑聞名；而後者追求神似，僅以簡單的線

條將輪廓勾勒出，豪邁大氣，又由於國情不似秦朝般好戰，安定繁荣，使這時

期的陶俑在技藝和類型上都有很大發展，對當時各階層的人物形象皆有涉獵。

作為陪葬品只求意到，捉其氣韵，形狀也大大縮小。當中猶以說唱俑聞名，這

件便是當中精品。 

除了作為雕塑發展的實證外，俑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陪葬品其實就

是人們慾望的延續，希望在世時的享受也能延續到地下。又以秦俑和東漢俑做

例子，前者多以軍隊的形式出現，士兵和戰車馬列隊出現，反映當時社會對武

力的看重，但多是有權有錢有地位的人才能維持這樣的出行儀仗，所以兵馬俑

在當時上流社會的墓中才會出現。東漢時期，政府對婚喪嫁娶的禮儀訂立了一

套標準，將其推而廣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墓中都出現了陶俑的

痕跡。此時社會穩定發展，娛樂事業很受歡迎，所以東漢的墓室中有關休閒娛

樂的陪葬品增多，例如這說唱俑。 

 

三、 相關史料說明 

陶俑的最初价值是代替活人随葬死者，使死者在[另一世界]也可以享受

和生前一样的生活。但由于陶俑在历史和艺术上的价值，人们将其视为史料来

研究，视为艺术品来观赏，也不能它最初的功用和目的。古代視死如生的思想

根深蒂固，殉葬之说因此出现。奴隸制時期便有以人為殉的情況，但此舉令奴

隸消耗過快，而且殺生以送死的行為與道德不服，人殉在商代终被禁止。但视

死如生的思想并未消失，俑就是替代人做為陪葬品。最開始的俑是以稻草扎成，

陶俑至春秋時代便出現。往后，還有很多不同材質的俑，如玉俑，木俑等，但

終究陶俑因其價格低及保存時間久最為普及。 

漢代時国家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理念治理天下，孝的重要性得到

极力推广。朝廷以儒家经典拟定了丧葬礼节，陶俑作为陪葬品被制度化和法令

化，。《潜夫论》浮潜篇中提及[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多埋珍宝，偶人，车马。]4当时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孝顺及道德，将孝體現在

父母的喪葬禮儀上，陪葬品的規格比較上。厚葬之风得到普及，無論贵族社会，

还是普通百姓，陶俑的需求大增，并藉此得以快速发展，达到其发展过程中的

第一个高潮。而且由于社会繁荣安定，陶俑的设计内容得以拓阔，包含各类娱

乐生活，终于使地位低下的俳优陶俑得以发展。 

 

四、 延伸資料 

始作俑者這個成語出自於《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子的一句話【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當中的俑，指的便是陶俑。俑是人殉的替代品，老子這句話的意

思是指責即使以陶俑代替人殉，也違背了仁愛的原則，因為背後的思想其實並

沒有改變，使用陶俑的目的還是要代替那些努力去侍奉上流社會的人，想出這

個主意的人後代是不會興旺的。 

但笔者认为，老子的说法其实过于极端。以俑代人殉葬，背后的思想虽无

4
楊樹達 著, <<漢代婚喪禮俗考>>,(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 p.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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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但这想法却拯救了许多当时极可能成为陪葬品的奴隶和罪犯，也算美事

一件。而且，俑的出现，不仅保存了人命，还满足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欲望，也

是一种平衡。但无论何等美事，过于极端也会成了坏事一件。例如在汉代时，

人们为尽孝道，极尽所能的以最大规格殉葬，死的人倒是死的风光，活的人却

家徒四壁，未免本末倒置。总的来说，俑的发明者还是该记一功，毕竟此发明

增加了人们对古代生活的了解，也为中国的艺术发展提出了另一种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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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說明 
  上圖是元朝的階梯式銅壺滴漏，又稱漏刻、水鍾。此文物全由人手打造，壺身大

小由上而下變小，分別以日天壺、夜天壺、平水壺、受水壺四壺構建而成。1位於 下

方的受水壺壺中直豎一支刻畫了十二個時辰的銅尺，前端插一支木浮箭，下面則是浮

舟。水由 高的日天壺自依順序慢慢滴至底層的受水壺，令壺中浮箭逐漸上升，從而

顯示時辰。銅壺滴漏不論在黑白陰晴均可計時，但由於滴水速度始終會受到外在環境

因素影響，故難免存在誤差。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現收藏了有一件元朝延三年(1316
年)的銅壺漏壺。 
 
 
二、歷史意義 
  銅壺滴漏早出現於公元前三四千年的父氏公社時期，但由於當時的漏壺技術未算

成熟，以致在時間的量度上產生很大的誤差。後來，隨著得到愈來愈多天文與科學知

識，水鐘亦臻完善。這文物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一個很重的位置，這是由於當時人視銅

壺漏壺為文明大躍進的表現，它不但是一個負責報時的技術性儀器，更直接推動古時

的天文知識。在《順天府志》中就寫道:「上置銅刻漏,製極精妙，故老相傳，以為宋故

物。」2其價值顯而易見。在西漢中期，可說是為滴漏發展史寫下一個輝煌的里程碑。

這是由於當時的計時精確度就高於十四世紀歐洲的機械鐘，直到1715年英國人Geogre 
Graham引入新元素並應用到機械鐘上，其準繩度與日誤差只有數秒，方超越了古代中

國的漏刻。3 
 
                                                 
1 金秋鵬《一百項中華發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頁35 
2 陳美東、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29 
3 尚博靑《中國古代文物》(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71-76 

  銅壺滴漏在中國得到如此高速的發展，無疑是與國家的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意義

關係。我國以農業為本，季節變化與收成時間是 基本需要掌握妥當的因素。其次，

古代的中國已極之注重「禮法」，故素有禮義之邦稱號。皇帝的祭天、封地甚至行刑

等等林種種的傳統儀式都需要依靠準確的時間，才能製定曆法。值得細究的是，中國

長久以來的政治觀中，敬天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動。當權者除了要向士大夫交代，更

需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簡單來說，敬天就是一個帝王的「在位任務」。4欲想觀察天

象，時機就要拿捏得好，銅壺滴漏正正在此顯得更加重要。 
 
  在元代，安置於拱北樓的銅壺漏壺因一場火災而遭偷竊。其後在1860年，被兩廣

總督勞崇光懸紅尋獲。但探究之下，平水壺左側部分有一小圓孔，可當作漫流漏孔，

這是為了防止操縱失當時的後備方案。此外，水壺壺身的設計是平截圓錐體，有指這

與古代埃及漏壺的外形十分相似，而且這款式在古代亦不常見。5由此推敲，相信這是

因為元代頻頻的中外文化交流，水鐘的設計可能融入了小部分西方的味道。 
 
 
三、相關史料說明 
  雖然水鐘在古代中國高速發展，朝代之間經常起了巨大的突破。但是，根據歷史

記載，李約瑟就認為銅壺滴壺並非始於中國，乃是出自巴比倫文化。6他相信由於文化

交流，滴壺才流傳入中國。反駁的學者也無可否認地指出古巴比倫使用水鐘的確比中

國早，而且樣式亦存在相似之處。不過，他們亦提及到同類型的器件在有知識有文明

的地域中是可以被獨立研發。 
 
  根據《銅壺漏箭制度》一書記錄，它不但解釋了宋代為何是古代中國滴漏技術的

高峰時期，更指出在這朝代，銅壺滴漏直接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長久以來，西方

認為中國雖以農為本，但卻欠缺時間觀念。7當時，李約瑟等數人將本土研發的水運儀

象台介紹給西方使者時，叫他們大嚇一驚。從此，兩邊廂進一步加緊科技研究，在互

相的交流與競爭下一同進步。當然，朝廷的聲譽在西方亦愈來愈大。 
 
  事實上，元朝的銅壺滴漏在很大程大上是以宋朝的為標準，大體上實在與宋朝之

作大同小異。在宋代，科學家沈括用了十餘年的光景去考研滴漏， 終發明了「浮

漏」。8這器物不但融合了新技術，而且在原料的使用、整體結構都大大改善。漏刻上

的報時裝置，更是現今機械時鐘響鬧系統的始祖先驅。元代承襲了先朝的技術，以前

人的功勞為標準，進一步發展更完善的水鐘。 
 
 
四、延伸研究用途 
  水鐘技術在古時除了被用作報時、探究天文之外，在生產活動或相關科技亦有著

極其廣泛的用途。在《黃帝內經》9中就寫到漏刻可與中醫相輔相成，脈象的頻率可以

                                                 
4 陳美東、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53-158 
5 金德年《中國古代發明》(北京出版社)，頁15-20 
6 周瀚光《中國古代科學方法硏究》(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3-64 
7 朱筱新《文物講讀歷史》(北京市 : 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70-78 
8 王順義、王心恆《簡明科學史》(上海: 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3)，頁88-100 
9 田峰等《孔子: 被遺忘的古代科學家: 易傳與古代科學》 (太原: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頁4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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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漏刻來量度。又例如古代道士在煉製丹藥時，亦會借助滴漏的計時，理由是其的

時間準確度較其他工具都高。 
 
  水鐘在中國歷史中不斷更新、演替，從中可見中國人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執著。

在古時民間，即使沒有技術性高的銅壺滴漏，但農民在種植時亦廣泛使用「田漏」。
10由此可見，古時的農業亦有一套嚴謹的時間管理來控制收成。更重要的是，古時中

國雖然有明顯的階級觀念，但朝廷仍然會將努力研發出來的科研成果與百姓分享，務

求落實做到以科學推動文明發展並從中令黎民獲益。在此，我們可以思考不同朝代的

漏刻能否被廣泛使用，從而審視人民生活與科技寬關係。 
 
 
  

                                                 
10 陳久金、楊怡《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北京 :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頁83-90 

五、參考資料 
陳美東 、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71-
267。 
 
金德年《中國古代發明》(北京出版社)，頁15-46。 
 
金秋鵬《一百項中華發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頁35-145。 
 
柯雁《中國科技》(北京 :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頁2-38。 
 
尚博靑《中國古代文物》(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71-267。 
 
朱筱新 《文物講讀歷史》(北京市 : 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65-165。 
 
陳久金、楊怡《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北京 :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頁

82-102。 
 
周瀚光《中國古代科學方法硏究》(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5-68。 
 
田峰 等《孔子: 被遺忘的古代科學家: 易傳與古代科學》(太原: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8年)，頁28-94。 
 
王順義、王心恆《簡明科學史 》(上海: 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3)，頁12-138。 
 
席文《科學史方法論講演錄 》(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社)，頁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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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廣州沙面建築群

創造時間：19 世紀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ShaMianBuildings.JPG

一、基本說明

1860 年 10 月，英法聯軍向清廷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民眾燒毀外國

商館。英、法以恢復商館洋行為由，強迫兩廣總督租借沙面，「沙面」遂成為為

英法兩國的租界地。1自此以後，這小島就成為兩國的租界，而且成為了使館區，

各國駐廣州領事或商業機構多設於此。而英國亦在這裡擁有駐軍權。2而作為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廣州首批歷史文化保護區，沙面現有 158 株古樹，大多逾

300年樹齡、亦擁有150多座20世紀初期歐式的古老建築群見證百年滄桑，至今，

除了少數建築被改變利用外，仍舊保有原始的建築外觀與室內裝璜。3

二、歷史意義

沙面被劃為租界後，英法兩國於這細小的地區內，先從粵海關刮去稅銀八十

八萬三千兩作為「基本建設費」，還公開拍賣地皮，除了建築洋衙門和教堂的地

皮外，將剩下的七十多段土地以平均每段三千二百元公開拍賣，就此，英法兩國

人便賺取了超過三十二萬元。拍賣土地後，英法兩國便於區內建起一座座洋房，

1
廣州市政協委員會：《廣州的洋行與租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2 月，5 頁

2 劉聖宜：《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 月，318 頁-329 頁
3
廣州市政協委員會：《廣州的洋行與租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2 月，35 頁

用作洋衙門、教堂、銀行、企業、酒吧、醫院和住宅等用途。由此可見，沙面可

說是外國如何在中國土地進行殖民管治的初步例證。

除此之外，英法在沙面實行的殖民統治模式具有很大的排斥色彩。他們在區

內控制治安、行政等權力，並設有軍隊、警察等，可以在租界內逮捕中國公民，

而在現在的沙面街辦事處和市供銷社的地方，更是當年的操兵射擊場。除此之外，

區內亦訂有不少具侮辱性的法規，如靠近白鵝潭沿江的大道不讓中國人行走，又

如可謂馳名中外，至今仍然能在區內看看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銀行、

洋行等大門亦只供給洋人出入，在那裡工作的華工只能由橫門小門口出入。4因

此，沙面建築群亦代表了外國在華統治的排斥性政策。

直到民國年代，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幾萬工人參與「省工大罷工」，

並舉行大遊行，沿廣州街道最後走至沙基，並經過西橋附近走入內街，後隊亦將

到沙橋的時候，英法人員在西橋橋頭的碉堡、水塔等較高的建築物用機槍向遊行

隊伍掃射，造成五十二人死，一百七十多人傷。至今，在沙面西橋仍有一個‘毋

忘此日’ 紀念碑，東橋亦建有一烈士紀念碑。5因此，沙面亦見證了中國歷史上

其中一次普通平民與殖民者正面衝突的重要歷史事件。

英法兩國佔據了沙面後，這裡便成為外資的根據地。在一個小小沙面，便有

五國開設銀行九家，計有英國的上海匯豐銀行、大英銀行，法國的法蘭西銀行、

中法實業銀行等等。他們除了作正常的銀行業務外，亦控制了外幣市場，進行大

量黃金、白銀、港幣的兌換。6雖然，過程亦出現了不少的不公平的交易，但這

亦是具規模外國金融機構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的例證。

如前文述，在廣州沙面島上，有 150 多座歐洲風格建築，其中有 42座特色

突出的、券廊式、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倣哥德式及中西合璧風格建築，是廣

州最具異國情調的歐洲建築群。例如沙面大街五十四號的原匯豐銀行，樓高四層，

二層的外墻砌有通柱到三層頂，在西南面樓頂建有穹窿頂的亭子，與西方古典復

興建築風格相類近；在沙面大街二號至六號的紅樓，原是海關洋員及華員的俱樂

部，樓高三層，由紅磚砌築而成，南北兩面均建有尖頂閣樓，倣十九世紀的歐洲

浪漫主義建築風格；沙面大街十四號的露德天主教聖母堂，結構簡單，但在其入

口處仍然為倣哥德式；沙面大街四十八號的樓房，是最具代表性的券廊式建築，

4
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79 頁

5梁炳樞：《沙面租界史料點滴》，1986 年 8 月
6
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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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墻刷水洗石米，樓高三層，結構為鋼筋混凝土，四面的走廊均為券拱形；7這

些保留至今的文物建築，亦引證了西方建築文化在華的歷史。

三、相關史科說明

對沙面這地方作探討，主要依靠史書資料。不少講述廣東省歷史的書籍，都

對沙面此地所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有所詳述。不過，需留意的是，這些近代歷史事

件，或許涉及現今政治，部份歷史書籍或因而未能對事件作出客觀概述，這是及

後學人們研究時需比較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亦有不少書籍以建築文物的角度

探討沙面建築群。

除此之外，進行田野考察亦可對研究此文物有所幫助。筆者亦是在年前到過

此處，才對此地有一些基本了解。田野考察期間，除了可從觀察和諧參觀中研習

外，更能透過與部份商店的後人交談，獲取更多一手史料，亦有助及後作進一步

研究。

四、延伸研究用途

在沙面區內，有不少從事古董買賣的公司，例如香港百年老字型大小「廣昌

號」便以「廣昌號文化藝術館」形式進駐廣州沙面，把中國每份文物回流，當中

包括一對高 45 公分的“清乾隆禦制金胎掐絲琺瑯纏枝蓮紋龍柄多穆壺”， 以

9072萬元人民幣拍賣成交，此價格不僅創造了當時中國琺瑯器拍賣的世界紀錄，

也成為了香港老字號－－廣昌號，的鎮館之寶。8而他所經營項目以玉石古玩、

陶瓷器皿等為主，並以此為載體進行古代文化研究、交流和文物知識鑒賞。透過

一買一賣加來強滬港穗三地的歷史文化交流，通過民間力量，再將流失海外的珍

品回流祖國，然後更好地研究和傳承祖先的文化。

透過此切入點，我們可以對在歷史中，戰爭所導致國內多樣文物被掠奪，文

物流失的狀態作出研究。而中國目前的文物保護法也沒有關於追索歷史上流失文

物的規定，而且，由於沒有完善的培訓制度，使古玩愛好者和從業人員的鑑賞能

力不能有效地提高，因而導致古玩藝術品市場出現了混亂的現象。這種現狀使歷

史研究受到很大制肘。身為一個歷史方面的研習者，亦可從此方面，作出一些探

討，為理順現況作一些建議，造褔往後的歷史研究者。

五、參考資料

梁偉傑：《從傳統古董行業發掘價值美德 學習歷程檔案 (範本) 》，鄧鏡波學

校，2010 年 8 月 25 日

7
梁偉傑：《通過歷史文化保護規劃探索通識科的有關議題》，鄧鏡波學校，2010 年 7 月

8梁偉傑：《從傳統古董行業發掘價值美德 學習歷程檔案 (範本) 》，鄧鏡波學校，2010 年 8 月

25 日

梁偉傑：《通過歷史文化保護規劃探索通識科的有關議題》，鄧鏡波學校，2010

年 7 月

《廣州沙面的歐式風情》，台灣聯合報，2009/04/07

劉聖宜：《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 月，318

頁-329 頁

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77-90 頁

王曉玲：《2006 年廣東文化發展報告》，廣州出版社，2006 年，115-126 頁

廣州市政協委員會：《廣州的洋行與租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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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虢季子白盤 
創造時間:西周時期(周宣王 12年) 
 

 
一.基本說明 

虢季子白盤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毛公鼎、散氏盤並稱為中國古代三

大青銅聚寶，是為西周最大的出土青銅器。它高 39.5厘米，盤口長 137.2厘米，
寬 86.5厘米，重 215.3千克，以范鑄法鑄造，用陶范把青銅器的模組合起來，再
以青銅溶液澆鑄成。1它呈長方形圓角，深腹平底，下有四個曲尺形矮足，器外

四面各有一對鋪首銜環，環上及璧外皆鑄有花紋。盤內底部中央有８行共１１１

的銘文。2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北方獫狁族入侵

（古匈奴族），大獲全勝，得到周王賞賜。虢季子白獲此殊荣，特鑄此盤以志纪

念。3據記載，虢季子白盤在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市的虢川司，出土出期

曾流落農家被用作養馬槽，直到１８６４年被任直隸提督的淮軍將領劉銘傳收藏，

經由劉家四代的守護，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劉家後人將這件國寶獻給了國家。4 
 

二.歷史意義 
首先，虢季子白盤在中國古代書法演化史上有重要意義，印證了西周晚期

金文文字風格的轉變。西周早期金文風格延續了商代金文的風格，風格類型多姿

多彩:或靈動活潑，或不加雕飾，或随意散漫，顯得琳琅滿目，異彩纷呈。西周
先民重視理性，喜好修飾的文化心理使得他們選擇了端正典雅的藝術風格，從而

在潛移默化中完成了對商代金文風格的繼承和革新。5而《虢季子白盤》整體風

貌端莊秀雅，用筆謹飭筆畫圓潤遒麗，佈局和諧，一絲不茍，縱能成行，横則大

致成列，有意高低錯落，形成一種動態美。講究書法元素的對立统一，在形式组

合中方、圓和三角形互相搭配，字距行距疏疏朗朗，井然有序，对秦代小篆的風

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6其中，有學者更形容虢季子白盤銘“上承西周末年文字體
勢，而下開石鼓等器文之風格”。7 
 

另外，虢季子白盤體現了西周時代森嚴的禮樂制度。西周時期非常重視禮

制，一般平民百姓不能夠自己鑄造青銅器，就連貴族也是在冊命，賞賜征伐等國

家大事時，經由在上位者的允諾後才能鑄造青銅器，並祭祀傳達給祖先。8而虢

季子白正正是因出征北伐獫狁大獲全勝，受周王賞賜才命人鑄造此盤，讓子孫萬

世永為紀念。在西周，權貴們會把青銅器作為顯示自己豪門身份和權力的標示物，

                                                 
1 《國寶檔案─虢季子白盤》，導演缺，演出：任志雲（中國，中央電視臺，２００４年）。 
2杜迺松：《中國青銅器定級圖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3紀洪：〈虢季子白盤〉，《環球人文地理》，２０１２年０１期（２０１２），頁１５４。 
4 《國寶檔案─虢季子白盤》，導演缺，演出：任志雲（中國，中央電視臺，２００４年）。 
5朱志榮，劉莉：〈西周金文書法的審美特征〉，《甘肅社會科學》，２０１０年０３期（２０１０），頁５３－５５。 
6朱志榮，劉莉：〈西周金文書法的審美特征〉，《甘肅社會科學》，２０１０年０３期（２０１０），頁５３－５５。 
7孫次舟: 《虢季子白盤年代新考》，《齊大國學季刊》新第一卷第二期（１９４１年）， 頁２０。 

8 《珍寶總動員》，劉偉，演出：彭詩婷（中國，鳳凰衛視，年份缺） 

更是一種記事耀功的禮器而流傳於世。9虢季子白作為世代在王朝為官、顯赫的

虢季家族的世族子弟10，命人在虢季子白盤上鑄上華美複雜的花紋以顯示自己豪

門身份和權力。虢季子白盤鑄工精美，器外四面各有一對鋪首銜環，環上的花紋

呈繩索狀；銅盤四壁外側通體鑄有花纹，頸部飾曲纹，腹部飾環带纹。此盤造型

之大，冶鑄之精，字體之優美、工整，為同類青銅器中罕見，儼然一副皇家氣派，

體現了虢季子白地位之高及權力之大。11 
 

還有，虢季子白盤銘文表現了西周時期的階級壓迫。西周為奴隸制度國家，

在虢季子白盤銘文中記載了虢季子白攻伐獫狁，虜獲５０名俘虜。體現了奴隸制

度國家對外戰爭與征伐目的為掠取奴隸和財富。12 
 

最後，虢季子白盤銘文中的許多字句可以和《詩經》中的篇章相互印證，

與其他史料詮釋了西周初至晚期西周與獫狁的征伐關係。商周時代距今已很遥遠，

由於歷史的變遷，那個時代遺留下来的文獻極少，只有《尚書》、《詩經》和《春

秋》三傳等書。13而虢季子白盤記載了虢季子白討伐獫狁，在洛水之北英勇殺敵，

取得斬首五百、俘虜五十人的大勝的經過。因此，虢季子白盤對研究西周歷史有

重大的意義。 
 
三.相關史料說明 

據記載，虢季子白盤的第一手主人徐燮鈞弟徐星鋮著了《虢季子盤記》一

書，記載了虢季子白盤出土經過，其中一段引文云：“虢季子盤，傅兼先兄自陝
得之也，其時由郿縣兼理寶雞縣篆，先君湘漁公偕往，入國問俗訪得斯盤，百金

相易，兄携以歸，名震一時……。”14由此書可得知虢季子白盤此國寶的來歷。 
 

另外，護國寶有功的劉銘傳一家守護了虢季子白盤四代,劉家可能存有虢季
子白盤的相關文獻。劉銘傳對虢季子白盤愛護有加，家族中必有對虢季子白盤的

記載。據記載，劉銘傳曾邀一名黄從默的老儒生考証該盤的來厲，當時的考証記

載也是研究虢季子白盤重要證據。劉銘傳在證實了虢季子白盤為國寶後，修建了

一盤亭，作《盤亭小記》，記載了建造盤亭的經歷、盤子的形狀和銘文的内容，

并親筆寫下“盤稱國寶 亭護家珍”的對聯。15因此，盤亭也是考究虢季子白盤的好

據點之一。 
 

另外，《尚書》、《春秋》、《詩經》都是有記載的內容包括了商周時期,當中《詩
                                                 
9齊麗娜，劉子健：〈淺析西周青銅文化〉，《美與時代（上）》，２０１０年０３期（２０１０），頁４４－４６。 
10張懋榕：〈晚清─四大國寶〉，《收藏》，２０１０年０６期（２０１０），頁５４－５８。 
11吳杰：〈西周‧青銅器─虢季子白盤〉，《西部大開發》，０４期（２００８年），頁４０。 

12杜迺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13佚名：《中國古代青銅器特點與價值》。年份缺。中華五千年網。http://www.zh5000.com/JS/qito/qt-online-0023.htm。
（上網日期：２０１３年０４月１７日） 
14楊偉微：〈虢季子白盤與劉銘傳〉，《文物鑒定與鑒賞》，２０１１年０６期，頁１１０－１１１ 
15楊偉微：〈虢季子白盤與劉銘傳〉，《文物鑒定與鑒賞》，２０１１年０６期，頁１１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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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采薇》、《出車》、《六月》、《采苞》有篇章與虢季子白盤銘名的記載互相

照應16，可以用二重証據法來互相印證虢季子白盤銘文的記載，更可以由《尚書》、

《春秋》、《詩經》裡的記載一窺虢季子白這次出征的始末。 
 
可惜，鑒於目前學術界有關匈奴語言文字的研究考証尚無進展 所以匈奴無

文字流傳於世幾乎已成定論, 其民族歷史發展也自然不會有完整的記錄。17故此，

也難以從匈奴的祖先獫狁得到有關虢季子白伐獫狁的記載。 
 
四.前人有關研究 

參考資料，發現有不少學者著重於虢季子白盤銘文的金文字體研究，例如

寶雞市研究所的郭繼斌和辛怡華合著的〈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盤〉，就主要研
究虢季子白盤是為秦國石鼓文的淵源。另外，朱志榮和劉莉合著的〈西周金文書

法的審美特征〉主要研究虢季子白盤銘文的文字線條結體章法和風格。但綜觀而

言，至今對於虢季子白盤的學術研究偏向於銘文，而對盤器的紋路、外型則下了

較少的筆墨。故這次的文物報告的延伸研究以此為大方向。 
 
五.延伸研究 

青銅裝飾文樣能夠概括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觀念形態，是智慧與生產工

藝的結晶18。故此，虢季子白盤作為西周晚期青銅器的精品，盤器上的紋定能反

映西周青銅器的紋飾主流，反映當時社會發展和思想意識。虢季子白盤盤口下飾

竊曲紋，器腹飾環紋呈繩索狀，腹部飾環帶紋，19充分表現了西周晚期青銅器的

特色。因竊曲紋和環帶紋都是西周后期流行的。 
 
竊曲紋紋樣兩端回鉤成Ｓ形，為扁長圖案，中間常填以目形紋。呂氏春秋

記載：“周鼎有竊曲（一作穷曲），姣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而環帶
紋的環帶呈曲折狀波浪起伏，凹處常填以眉形紋及口形紋。20兩者是簡化了的餐

餐纹和龍紋的化身。 
 

有學者青銅器紋飾的簡化有如文字的簡化規律。西周中晚期, 青銅器更為廣
泛地使用到了生活的許多方面 (如騰器的鑄造等)21 ，這反映了西周晚期鑄造技
術的進步。同時，禮器的款式、數量愈多，代表社會對禮制要求也愈繁複和嚴謹。 
 

並且，周人重銘文,。西周時代青銅器銘文一改商代銘文簡略的規律，商代

                                                 
16郭繼斌，辛怡華：〈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盤〉，《寶雞社會科學》，頁３６－３７。 
17吉晶玉：〈文學裡的匈奴記憶〉，《劍南文學（經典教苑）》，２０１２年０９期，頁１０２。 

18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人氏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19吳杰：〈西周‧青銅器─虢季子白盤〉，《西部大開發》，０４期（２００８年），頁４０。 

20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人氏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21彭裕商：〈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考古學報》，２００２年０４期，頁４２１－４３６。 

銘文一般是一字至十幾字不等。而西周銅器以文字為主，器物為輔，具銘文銅器

常常是數十字或百字以上。22以虢季子白盤為例，盤鑄有銘文１１１字，為中國

青銅長銘文器具之一。西周中晚期, 銘文字數不斷增多， 紋飾自然就退居次要
地位，促進了早期的饕餮紋和象鼻龍紋向竊曲紋的演化。23銘文地位愈發重要無

形中反映了社會認為記事變得重要，顯示當時文化及人民思想有所提高。 
 
    總括而言,虢季子白盤作為西周青銅器的代表之一，盤器上的紋飾詮釋了西
周青銅器的紋飾主流，反映當時社會發展和思想意識。 
 
六.參考資料 
1. 紀洪：〈虢季子白盤〉，《環球人文地理》，２０１２年０１期（２０１２），
頁１５４。 

2. 吳杰：〈西周‧青銅器─虢季子白盤〉，《西部大開發》，０４期（２００８年），
頁４０。 

3. 《國寶檔案─虢季子白盤》，導演缺，演出：任志雲（中國，中央電視臺，２
００４年）。 

4. 孫次舟: 《虢季子白盤年代新考》，《齊大國學季刊》新第一卷第二期（１９
４１年）， 頁２０。 

5. 朱志榮，劉莉：〈西周金文書法的審美特征〉，《甘肅社會科學》，２０１０年
０３期（２０１０），頁５３－５５。 

6. 齊麗娜，劉子健：〈淺析西周青銅文化〉，《美與時代（上）》，２０１０年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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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懋榕：〈晚清─四大國寶〉，《收藏》，２０１０年０６期（２０１０），頁５
４－５８。 

8. 《珍寶總動員》，劉偉，演出：彭詩婷（中國，鳳凰衛視，年份缺） 
9. 吉晶玉：〈文學裡的匈奴記憶〉，《劍南文學（經典教苑）》，２０１２年０９
期，頁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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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楊偉微：〈虢季子白盤與劉銘傳〉，《文物鑒定與鑒賞》，２０１１年０６期，
頁１１０－１１１。 

12. 郭繼斌，辛怡華：〈秦系文字鼻祖─虢季子白盤〉，《寶雞社會科學》，頁３６
－３７。 

13.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考古學報》，２００２年０４期，頁４
２１－４３６。 

14. 邵大地：《青銅裝飾紋樣選》（天津：人氏美術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15. 杜迺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22杜迺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23彭裕商：〈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考古學報》，２００２年０４期，頁４２１－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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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鄭和寶船 
創造時間:明代永樂年間(約 1402-1405 年間) 

 
 

鄭和寶船意想

圖 
 
 
 
 
                                                                                     
一、基本說明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帶領超過二萬七千人的船隊,先後七次下

西洋。鄭和的船隊共分五大類---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元帥,副帥,國師,天

師及各國使節等重要人士才有資格登上寶船
1
。一般人認為寶船只有一艘,然而,

鄭和的船隊共有 63 艘,可見其出海遠洋聲勢浩大。 各類船的建造及改造地點遍

及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沿海各地,不過寶船主要 在南京 龍江船廠建

造。
2
縱使鄭和 寶船背負著神聖的 歷史象徵 ,但是尚未有一艘明永樂時海上

沉船或船塢近處古船的殘體被發現,故 此所有寶船的資料只 能從文獻 參考。

而寶 船的「消失」是由 於 花費巨大，國家財力難以維繫 ,故在明 成祖逝世 

,繼位的明仁宗便下禁海令 ,而這隊 連綿天際的船隊亦 隨之消失。 

 

 

二、 歷史意義 

   鄭和七下 西洋是第一個吹響了遠洋交 流的號角  海洋世界  ,Ocean 

World , 編輯部郵箱 ,2011 年 12 期,世界一眾 的頂尖航海家 ,例如 哥倫布,

                                                 
1 孫亨利:(大 到不 可以的鄭 和寶船 )<NOW NEWS> 2008/05/11 ] 

2 《寶船的身世》  海洋世界 ,Ocean World , 編輯部郵箱 ,2011 年 12 期 

麥哲倫等等都只能排在其身後。現代的西方一直被人類認為是文明的象徵,科技

發展的先鋒。但是正當歐洲才擺脫中世紀神學的束缚;鄭和的船隊便已經著手準

備出發至人迹罕至,從未有人探索過的印度洋。由此可見,中國的海上實力在當時

的時代絕對站在世界的頂點。當時以明的海上實力絕對可以稱霸海上,絕非一般

西方眾國能疪美;明皇帝最後選擇了以文化交流的模式出海探索而非軍事侵占,發

展殖民地亦體現了中國對當時落後國家的尊重。 

 

   此外,鄭和的船隊和各類船型亦能檢視到中國科技發展的步伐,及龐大的船隊

顯示了明代中國驚世駭俗的造船水平 。許多中外人士
3
對於世界尚未昌明的古

代,中國竟然能派出如此规模,組織有秩的遠洋木帆船隊長期在充滿變數的海洋上

馳騁,紛紛大感神奇。要知道木經過長期浸水會出現腐爛,不過鄭和的船隊仍能七

下西 洋,可見其 技術的長。當然 ,這種技術并非一朝一 夕就能發 展出來 ,

經過 了不同朝代 ,逐步演變而成。從西漢發 明了櫓 ,東漢發明了 舵,到了

唐發 明了水密隔艙和撐 條式席風 帆,再到了 宋發明指 南針 ;中國航海技術

一點 一滴累積,一點一滴地進步。舵與指南 針的發明 絕對是人類進行遠

洋航 行的先決條件。
4
最終到了明 代,集合了 前人的造 船技術再配合鄭和

自身 去探清航路、召募 航海人才 、研究地文和天文 導航技術 的大量出

海前 準備 ,最終 完成了這七次史詩式的偉大 航道。 

 

  再看 ,鄭和下西洋主要 進行海上 貿易 ,但同 時亦是由 明成祖朱棣所發動

的外 交誘惑。鄭和下西 洋按照  ''厚往薄来 ''的方針與 所有到訪 的國家建

立起 外交。在東西亞有 4 個國家 共 9 位國 王先後 8 次 到訪中 國;亦有 16-

17 個 國家先 後 4 次每 隔 2-3 年遣使来華。
5
 正正 是鄭和寶 船的啟航為中

國帶 來了繼唐代以後外 交史的另 一頂峰。 

 

  再言 ,寶船作為了一個 良好的橋 樑,把中國 文化向東 南亞國家傳揚。同

時因 為''厚往薄 来''的方針 ,東南亞國家大量接 受中國的 賞賜 ,加上 各國國

王及 外交特使訪華 ,使當時的永樂年間進入 了盛世。 若非鄭和乘坐寶船

到處 進行外交任務 ,恐怕永樂年間并不能如 此安寧。 不過在我看來 ,其實

這是 一種外交的侵略,明成祖以物質恩惠使 各國都向 他俯首稱臣 ,不僅減

少了 人命的傷亡 ,這可算是一種和平侵略。 某程度體 現了明成祖追求「

普天 之下莫非皇土 率土 之濱莫 非皇臣」的權力。  

   

  另外 ,鄭和寶船雖站在 歷史的頂 點,但同時 亦見証著 中國航海事業及科

技的 衰落。
6
 值 得驕傲 的是鄭和 比起哥倫布和麥哲 倫的成就 更上一步

而且 不論船隊规模或是 船隻大小 都使他們鞭長莫及 。不過 ,上文曾提及

明成 祖以 ''厚往 薄来''的方 針進行外 交。這種外交手法經歷永樂 一朝,已

                                                 
3 辛元欧:《郑和下西洋的重大意义与历史源流》 上海交通大学 2003 年第

2 期 ,P59 

4 侯樣祥：《傳統與超越—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話》,P45.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0  

5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航程與功績》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 06 月 01 日   

6 中国历史从此走向了错误的轨道——明朝禁海令   王娟銳 20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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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 庫空虛 ,入不敷支。繼位的明仁宗當機 立斷,再次 頒布「禁 海令」 ,

并下 令把這支叱吒一時 的海上巨 無霸拆毀。隨後幾 百年,中國便不再在

航海 科技及技術上有新 的突破 ,反而不思進 取,漸漸被 西方的各 國所取代

。而 隨後 ,英國 、西班牙等國家更加利用海 軍不斷 建 立 殖民地 。由此寶

船見 証了中國科技的威 風的一面 ,但亦同時 見証著中 國海上科技的沒落

。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 的歷史資 料眾多 ,當中多從鄭 和本身進行深入探

究。 然而 ,直接 提及寶船的資料其實非常有 限,到現今 為止,歷史學家對

寶船 的真實大小仍有所 懷疑。「 撥舡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

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 」
7
 學界一直認為文獻記載的大 小對於

鄭和 寶船的真實大小記 載有所不 在乎 ,認為 當時的技 術并不可能造出這

種體 型巨大的船。
8
即使回歸現代 ,用當時文 獻記載的 大小去重新造一艘

相同 大小的船亦有所困 難。在復 原鄭和寶船的工程 中 ,其實 造船界專家的

意見亦可參考;他們表示純用木材造的船，不可能造到 400 多呎長而不漏水,其骨

架若不用鋼材是很難有適航能力的。400 呎的木船只能在地上或水底打地基造

一艘假船。9
以現今的技術亦無法以文獻記載的實際大小去造船,更遑論當時的技

術。當然,寶船的製造圖已經消失,但我們不能假定當時的技術比現今還要高,所

以即使沒有製造圖,理論上現代工程學的技術亦應能做到,不過結果卻是相反。 

        

     另一方面,鄭和寶船亦帶出了明成祖好大喜功的一方面。在我看來,作為一

艘外交船,其规模犯不著如此龐大,且看哥倫布,達‧伽馬 ,麥哲倫船隊 的船隊 ,

它們就如巨人眼中的小昆蟲。明成祖為了炫耀自己的實力,彰顯明朝的威望,故此

以巨型船隊到訪各國,利用巨船作為滿足自己權力威嚴的慾望。要知道鄭和七次

下西洋,每次修補,重建每一艘船是多勞民傷財,為的只是以'' 厚 往薄来 ''的方式

爭取 鄰近地區的支持。  

 

四、 延伸研究 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以利用船廠的遺址或過往的記錄去評估或估計

寶船的大小,龍江寶船廠的遺址其實已經出產過小量有關寶船的遺物,如 15 米長

舵桿。
10
正正是因為這些的出土文物,使寶船的兩派;質疑派和肯定派出現失平衡

。質疑派的理據愈佔優勢,使得寶船的真實大小愈變得撲朔迷離,更令人值得花心

思去研究。 

 

                                                 
7 明 馬歡原著 萬明校注 明鈔本 《瀛涯勝覽》校注 第 5 頁，第 207 頁 

海洋出版社 2005 

8 《南京出土洪保墓志証實鄭和寶船体量和航程》 蘭臺世界 ,Lantai World , 編

輯部郵箱 ,2010 年 15 期 

9 孫亨利 :「鄭和寶船」大小與民族自信心   2008 年 6 月 11 日 

10  滌塵山人 :華人時刊 ,Chinese Times , 編輯部郵箱 ,2001 年 05 期 

     另外,鄭和對東南亞的發展有著深遠,東南亞一帶的華人相信，鄭和將軍是

所有華人的驕傲
11
，也有人把他當成神來膜拜,馬來西亞亦曾用馬來文寫作《鄭

和傳》和《三保大人傳》 
12
 其中的用途在於招呼各國的使節,讓他們隨船訪華,

這些使節在船上的日誌相信對於研究寶船大小能作出重大的貢獻。若然歷史學

家能返從東南亞各國探索得到當時的一些文獻,并翻譯之,必然能讓這個千古疑團

更進一步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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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頤和園 

創造時間：乾隆廿九年（一七六四年）建成，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改名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一一一、、、、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在遼朝及金朝起，歷代皇帝已在香山及玉泉山設行宮及宮殿；而明代君主亦

在玉泉山及西湖修建行宮，寺廟，供皇帝在享樂之用。1在乾隆十五年，乾隆皇

帝以慶祝太后六十大壽為名，在萬壽山、昆明湖擴建園林，『修建『清暇散志澄

懷之所』，即休養娛樂的園林」。2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把正在修建的園林，在

命名為「清漪園」，「清漪」二字取自於水態實景。3清漪園前後共修建接近十五

年，在乾隆廿九年建成，耗資銀四百四十八萬兩。4在英法聯軍之役時，清漪園

被英法聯軍焚燒破壞，搶劫珍寶，凋零荒廢。5 

 

  在光緒十一年，清政府成立海軍衙門，由光緒帝生父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

而醇親王在翌年「奏請『修治清漪園工備操海軍』，『創辦昆明湖水師學堂』」，秘

                                                 
1郭英之、劉凱、徐岩：《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 年），

頁 7-8。 
2 耿劉同、翟小菊：《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0 年），頁

8。 
3郭英之、劉凱、徐岩：《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頁 9。 
4 同上，頁 8，10。 
5 同上，頁 24。 

 
 

密修復清漪園。6在光緒十四年，慈禧太后以光緒帝之名，發佈造園上諭，公開

修復公程，並把「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修築費用則從海軍經費中每年騰

挪三十萬兩，7並由慈禧太后親自主持工程。 

 

  自光緒十八年起，除光緒廿五年及廿七年外，慈禧太后每年二，三月離開紫

禁城，前往頤和園，一直住到十一，十二月才回宮。而再宣統皇帝繼位後，隆裕

太后以「皇帝尚在沖齡」為名，從此帝后不再進駐頤和園。8 

 

二二二二、、、、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歷史意義 

  慈禧太后自光緒十八年，年年入住頤和園。慈禧太后住在園中時，「光緒要

到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於宮中到頤和園時來時回。雖然當時光緒帝已大婚親政，

但是慈禧太后依然繼續「訓政」，因此當慈禧太后開始居住在頤和園時，清朝的

「政治中心自紫禁城無之形之中逐漸移到頤園，仁壽殿似乎成了『金鑾殿』」，9成

為慈禧太后的聽政之地，一切政令都出自頤和園。 

 

  而且，由於修復頤和園時，費用是挪用海軍經費，因而令到海軍自成立之後，

再沒有買入軍備，因此正當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享受已計劃兩年的六十大壽慶典

時，北洋海軍正正在甲午戰爭全軍覆沒，慈禧被迫停辦慶典，向日本割地賠款。
10 

 

  在八國聯軍之役後，慈禧太后動用巨金修復頤和園，並在光緒廿八年重新入

住頤和園，而且亦打破歷朝皇帝，皇太后不見外國使臣的慣例，正式在頤和園召

見各國駐京使節及使節夫人，並以「賜宴」及「游湖」為名，請他們進園玩樂，

「頤和園成為慈禧進行媚外外交的場所」。11 

 

  由此可見，頤和園成為慈禧生命中，以及清朝歷史上，位一大重要的席位。

對慈禧來說，她三度垂簾聽政，頤和園成為她生命，最後二十年的一個樂園，對

清朝歷史上，接近二十年的政令，外交方針都是從頤和園出來的，顯出頤和園是

有一大歷史意義。 

 

三三三三、、、、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相關史料說明 

  裕德齡及其妹容齡於一九零三年被太后召見，進入頤和園，後來成為太后的

                                                 
6 同上，頁 25。 
7 同上，頁 26-27。 
8耿劉同、翟小菊：《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頁 37。 
9郭英之、劉凱、徐岩：《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頁 21。 
10耿劉同、翟小菊：《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頁 32-33。 
11耿劉同、翟小菊：《頤和園 The Summer Palace》，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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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眷女官，服侍慈禧太后及作為太后的翻譯。12在德齡離開北京後，她亦有出過

數本書，憶述她們兩姊妹在太后身邊的日子，當中亦有提及頤和園。 

 

  德齡在書中，詳細記述頤和園中的建築物，跟太后中一起的細節，包括遊湖、

「御劇場」、吃飯等。13例如：她記述跟太后遊昆明湖時，則有以下感受：「太后

倒好，作為世界上最大統治者之一，居然把自己的水上旅游團在一個小小的人工

湖裏。她的朝廷如同是一群在小池塘玩耍的孩子，而遠外窗户裏則有一個保姆在

遠望她們，看他們有沒有摔倒，會不會溺水。」14，可見德齡認為頤和園對慈禧

來說，除了是她的樂園之外，還是一個保護她的樹蔭。 

 

  在 1903 年西曆 8 月 5 日，美國女畫師凱瑟琳·卡爾（Katharine Augusta Carl）

獲慈禧太后邀請，進入頤和園替太后畫兩幅畫像，送到聖路易展覽會。15卡爾在

完成畫像後回國亦寫了一本書，記錄在頤和園繪畫的過程。16 

  在德齡書中，亦有寫下此事，但書中則能看出太后是對卡爾存有戒心，希望

能夠向她展現太后和善的一面，例如：在太后、皇后、宮眷跟卡爾吃晚飯時，太

后則放下椅子，讓皇后、宮眷坐下吃飯，這是從未見過的，而慈禧太后跟她們解

釋：「不要密斯卡爾說我們野蠻，如此對待皇后和宮眷，因為她並不知道這是祖

宗的禮法。所以你們就坐下吃吧，不要棧謝我，要做得自然，好像你們本來就坐

着吃的。」17，可見德齡的書本可以作為其他有關頤和園及慈禧太后的補充資料。 

 

四四四四、、、、延伸延伸延伸延伸研究用途研究用途研究用途研究用途 

  我認為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從德齡寫的書，可研究慈禧太后在頤和園的足

跡。現在如果要知道慈禧太后的生活，可以從兩方面找出：一是曾服侍慈禧太后

的宮女太監的口述；二是曾進入頤和園的人物回憶錄。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之役後，對洋人的態度由仇恨轉為媚外，不

斷大肆邀請公使夫人們進入頤和園，跟她們進餐，遊玩，令公使夫人們對慈禧太

后只有一個好印象，正如剛才卡爾的例子，慈禧太后都為了留下一個好印象，亦

會改變祖法，幸得德齡的書本才能指出真相，我相信曾進入過頤和園的公使夫人

們會在她們的日記或寫在中國時的書本上，亦會記低這段時間的經歷，因此可以

從德齡的書本中找出真實，作為補充，而且亦可以從這點研究慈禧太后如何對洋

人展現出其媚外態度。 

                                                 
12 德齡、容齡：《在太后身邊的日子》，（北京：禁城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5-31。 
13同上，頁 15-31。 
14 德齡著，頋秋心、鄧偉霖譯：《皇室煙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0 月），頁

140-141。 
15德齡、容齡：《在太后身邊的日子》，頁 113-114。 
16 關於卡爾在中國的憶述，詳參凱瑟琳·卡爾著、晏方譯：《禁苑黃昏－一個美國女畫師眼中的西

太后》，（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頁 123-128 及 135-139。 
17德齡、容齡：《在太后身邊的日子》，頁 1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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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報告 

文物名稱︰濕屍 

時間︰最早的濕屍大約是西漢時期 

 

 

(圖)馬王堆辛追夫人
1
 

 

一、 基本說明︰ 

 

    自 1972 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挖出一具千年不腐的漢代

女屍後，「濕屍」這個名稱亦因此而生。
2濕屍是指外型完整(甚

至有部份濕屍出土時有著與活人一般的鮮豔臉孔)，內臟俱全，

皮膚飽滿、有彈性，表面也可能有少量脂肪酸鹽結節，關節可

                                                      
1
 李文廣，筆錄及整理。2011 年。馬王堆女屍保存年限難確定。

http://news.hnradio.com/f/2011/201110/20111071067556.html。(上網日

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2 《走進科學—香屍謎案》，欄目製片人：張國飛，欄目主持人：張騰嶽（中

國︰中央電視台，2012 年） 

以活動，肌肉組織、血管神經紋理清晰，以及有脫鈣的情況等。

中國現存的千年濕屍有馬王堆辛追夫人、荊州鳳凰山西漢男屍、

連雲港的漢代女屍淩惠平等。 

 

    正常而言，屍體保存一段時間，由於屍身有大量的細菌繁

殖，所以會令體內細胞分解，繼而屍身腐化。聞名世界的埃及

木乃伊之所以可以千年不腐，原因是屍體的內臟被挖空，並用

特殊的香料填滿，經過浸泡、包裹等複雜的工序，才可以達致

肉身不腐的狀態。可是，濕屍體內的內臟完整，甚至可以找到

部分細胞結構，所以濕屍的防腐方法成為了學界其中一個最為

關注的項目。其實濕屍之所以能夠不腐主要有兩點，
3其中一

點就是屍體要儲存在無氧的環境下，因為細菌繁殖需要大量的

氧氣，所以如果屍體擺放在無氧的環境中，當細胞耗盡棺材裏

僅餘的氧氣後，棺木裏的細胞因缺氧而不能繼續分解屍體。以

馬王堆辛追夫人和安徽省碭山清代女屍作為例子，古代放置屍

體有分棺和槨，辛追夫人被三棺三槨密封，而碭山女屍亦有一

層楠木棺和兩層白木槨所包圍，兩者的棺與槨中間都有白糕泥

填滿，加上厚油漆，以達致無氧的狀態。第二點是要有防腐殺

菌作用的中藥，在馬王堆辛追夫人的棺木中有紅色液體保存屍

身，而液體是含有中藥成份，具防腐殺菌作用；碭山女屍的身

下則鋪滿了面條狀的中藥，例如麝香、冰片、燈心草等有防腐

殺菌作用的藥材。 

                                                      
3 參考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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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意義︰ 

 

    濕屍對於歷史的意義，毫無疑問首先當然會想起防腐技術。

通過研究濕屍的防腐方法，上文亦有提及其防腐方法與為人所

熟知的木乃伊最大的不同在於，濕屍能夠更好地保存內臟，而

其要點除了需要防腐的藥材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缺氧的環境。

研究人員對防腐技術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他們能夠制作

效果更佳的人體教學標本。除此之外，濕屍研究還有兩大意義，

第一是在醫學方面，第二就是在歷史方面。 

     

    首先在醫學研究方面，在中國缺少人體教學標本的情況下，

濕屍的出現令中國的醫學家更加了解古代人類的疾病類型，也

有助解剖學進行相關的研究，
4
例如有寄生蟲學針對馬王堆辛

追夫人的屍體進行寄生蟲研究，在屍體的腸道、膽道、肝組織、

腸壁組織等地方，發現有大量的寄生蟲卵，大概可以分為日本

血吸蟲卵、華枝睪吸蟲卵、帶縧蟲卵，以及人鞭蟲卵，並且把

古屍身上的寄生蟲卵與現代人身上的作對比，從中發現古今寄

生蟲的演變，以及推斷出當時長江流域一帶的生態環境。另外，

通過研究濕屍身上部分已凝結的細胞組織，對古病例學有重要

的學術研究價值。 

                                                      
4
 魏德祥等︰〈江陵鳳凰山 168 號墓西漢古尸的寄生蟲學研究〉，《武漢醫

學院學報》，03 期 (1980 年)，頁 1-5。 

 

 

    在歷史方面，濕屍研究有助於考證歷史。
5以安徽省碭山

清代女屍為例，無論從棺槨的材料、陪葬品的造工，都顯示著

女屍生前的顯貴，但棺槨附近並沒有任何說明死者身份的墓碑，

於是引起了一番對死者身份的推猜。有說女屍是乾隆皇帝的愛

妃—香妃，又有說她是乾隆六下江南時寵幸過的女子，更有說

她死前已經身懷龍種。種種的猜測反映，濕屍的研究價值不僅

僅是屍身本身具有醫學研究價值，更加可見屍身、女屍的陪葬

品，以及棺槨都有助於還原歷史。在對碭山女屍的研究中，研

究人員排除了各種猜測，透過女屍衣服上的麒麟圖案，以及宮

廷出品的飾品，初步確認了女屍應該是雍正年間一品武官的誥

命夫人。以明代顧氏墓為例，墓中有三具屍體尤其富研究價值，

其中兩具為合葬屍。當中一具屍骨是明代嘉靖御醫顧東川，但

在史書中對他並沒有太詳細的記載，但正正因為他是一名大夫，

其子濕屍的出土，令墓穴的佈局如何令屍身不腐就有更大的研

究價值，例如相比起其他濕屍棺內有大量不同種類的中藥材，

顧汝由的棺內只有木炭和燈芯草，證明這兩種物質可能才是令

屍身不腐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在研究這些濕屍的過程中，通過屍體的陪葬品和屍身，不

單可以補充醫學上的空白，也可以由陪葬品中推斷出當時的社

會風俗，並且豐富了我們對該時代的認知。 

 

                                                      
5
 參考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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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史料說明︰ 

 

    在本文物研究報告中，主要的史料為中央電視十台《走進

科學》中「香屍謎案」的節目，以及兩份期刊。 

     

    首先，「香屍謎案」的節目主要是解開安徽省碭山清代女

屍的身份謎團。除了解釋女屍的身份外，節目當中亦介紹了「濕

屍」的資料，並且將碭山女屍和馬王堆辛追夫人作對比，研究

兩者棺槨的相同之處，以得出屍身可以歷久不腐的一些重要因

素，例如密封程度、棺內的藥材等。通過節目更加可以了解清

代皇室風氣嚴謹，皇帝尤其注重自我修養和形象，不會隨便寵

幸宮外女子。另一方面，通過女屍身上的服飾，也更加了解宮

廷的服飾，例如文官官服上有仙鶴，武官則為走獸等。這些資

料既有用於簡介「濕屍」，亦可以反映出濕屍有助歷史考證。 

 

    至於兩份期刊，其中一份是關於馬王堆辛追夫人屍體內寄

生蟲的研究，這份資料證明了濕屍具有醫學研究的價值。通過

研究，學者將古屍寄生蟲卵和現代人寄生蟲卵作對比，也有利

於寄生蟲古今演變的研究。另外一份則是有關滬地出土的明代

顧氏墓，內容重點主要分開兩部分，一是明代嘉靖御醫顧東川

的身份說明，一是對於兩具合葬屍的不尋常佈局的描述，以及

顧汝由屍身不腐的因素。因為顧東川、顧汝由皆有官職在身，

所以兩者可以作為例子證明濕屍有考證歷史的作用。 

 

四、 延伸研究用途︰ 

 

    在研究濕屍的過程中，無論是湖南省馬王堆辛追夫人、荊

州鳳凰山西漢男屍、連雲港的漢代女屍淩惠平、安徽省碭山清

代女屍、滬地出土的明代顧氏墓等等，大多數現時出土的濕屍

都是在長江流域一帶，而甚少學者對此作出詳細的研究或解釋。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研究濕屍的學者可以從地理的角度，分

析大多濕屍出土自長江流域一帶的原因，考究當地的水土資源

又是否特別適合貯存濕屍，又或者在古代長江流域一帶的地方

的風俗對濕屍這種保存屍體的方式是否特別推崇。從地理位置

的角度來進行研究，亦有助我們對濕屍有更加全面的掌握。 

 

五、 參考資料︰ 

 

1. 《走進科學—香屍謎案》，欄目製片人：張國飛，欄目主

持人：張騰嶽（中國︰中央電視台，2012 年） 

2. 高毓秋︰〈滬地出土明墓及濕尸考古兩則〉，《醫古文知

識 ,Knowledge of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第 1 期 (1995

年)，頁 33-35。 

3. 魏德祥、楊文遠、馬家驊、胡文秀、黃森琪、盧運芳、謝

年鳳、蘇天成等︰〈江陵鳳凰山 168 號墓西漢古尸的寄生

蟲學研究〉，《武漢醫學院學報》，03 期 (1980 年)，頁 1-5。 

4. 柳用能︰〈新疆古尸〉，《四川文物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1 期 (1986 年)，頁 73-77。 

5. 佚名︰〈連云港漢代女尸姓名確認〉，《風景名勝》，09 期 

(2002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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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譜牒

創造時間：西周（西元前 1000－ 800年）

圖片來源：雅虎圖片

一、基本說明

譜牒也稱家譜、族譜、宗譜、家乘，家譜，
1
是一種以圖表書譜形式記載一

個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蹟的特殊圖書形式，是同宗共

祖的血親成員世系以特殊形式記載本族世系和事蹟的歷史圖籍，當中記載了該宗

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殷商

時已有刻在金屬武器上的家族世系紀錄，譜牒則形成於西周。魏晉南北朝盛行官

修合譜，時門第勢力興起，有九品官人法的產生，政府舉才往往先察訪其家譜，

任用顯赫人士為官，是謂世族，而譜牒則專門記載官宦世家世系的史籍。

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地區，因家族受到重視，家譜特別發達，許多大家族的家

譜撰寫流傳達數十年甚至上千年不絕，並有專門的學科譜牒學作研究。
2
家譜紀

錄每個氏族的名稱和徽號，其目的在於維持全體氏族成員的共同世系，以便區別

於其他氏族。家譜的內容一般除了各世代人物姓名、事蹟外，有時也會包括家族

1韓冬冬：＜中國家譜起源、發展及意義研究＞，商業文化·社會經緯 2008 年 1 月，頁 264-265
2齊心：< 中國家譜產生及發展史探析>，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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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居地產業的變送以及祖傳的家訓等，家譜對於一個家族的自我認同和凝

聚力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

二、歷史意義

家譜是一個家族的百科全書，它和正史、方志被看作中國歷史的三大支柱。

家譜不僅是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深入研究歷史學、民俗學、文

學、人口學、社會學等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

沒有文字之前，
3
先祖是以結繩記事和口頭相傳的方式，承傳、積澱著那個

時代的歷史，是譜牒最新的萌芽，也是民族家譜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譜牒蘊藏

著豐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史料，可以補正史之不足，在編史

修志之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4
譜牒我主要作用是祭祀先祖、証明血統、辨別

世系，同時，又是權力和財產我依據。除此之外，家譜記錄歷史，純潔家族血統，

尊祖、敬宗、睦族、團結、約束家族成員、教育後代，提高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

和聲望，宗族的教育功能增強，家譜中大量出現家族祖先的善舉恩榮和各種家訓、

家箴對於傳播倫理，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一定作用。

家譜發展及其功能嬗變的脈絡，大致可分為周代、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

和五家譜的產生弘揚家族尊嚴，起著連宗結族的重要作用。兩漢的家譜功能是為

恢復、重建宗族和形成、鞏固世族的統治，
5
一個時代的國家和家族之間的互動

關係，就這樣充分體現在族譜的記載文字中， 所以家譜具有極高的政治學研究

價值。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家譜成了政府選舉、

士族出仕、門第婚姻的根據，同時也成為士族的政治工具。
6
由於北方戰亂頻繁，

大量中原人口南遷，經濟中心南移，五代之後家譜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

官修變為私修，內容就更加廣泛豐富，譜牒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在鞏固封建政

權、維護封建統治方面建樹了不朽功勳，亦反映了女性地位、社會倫理、人文學

等社會狀況，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遺產。要發揮家譜的功效，我們須秉承中華

文化的傳統，使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凝聚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使其

發生重要作用。

三、相關史料說明

譜牒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

化遺產，也是東方文化瑰寶。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血緣文化）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3李升寶：＜譜牒傳承的價值和作用＞，《譜牒文化》
4來新夏：＜家譜價值與應用＞，頁 1-4
5楊一瓊：＜家谱研究价值新探析＞2004第 2 期，頁 48-52
6徐建華：＜家譜的產生＞，《尋根山西 - 家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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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強烈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思想意識，而這意識也影響著鄰國。

朝鮮古代也有許多譜牒，多稱“族譜”而罕稱為“宗譜”；越南、日本亦深受漢

文化的影響，譜牒數量浩大，但名稱多為家譜，也很少使用族譜一詞。因此，族

譜不僅可以作為宗族譜牒的總稱，而且還是一個非常“中國本土化”，並主要為

漢人宗族使用的名稱。

韓國位於朝鮮半島南半部，與中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是我國的友好鄰邦，在歷

史上有“君子之國”的美稱。中國這種特有的譜牒文化早已為韓國等一些國家和地

區的學者和譜牒界人士認同和共用，証明譜牒文化有一定的普遍價值。
7
朝鮮古

代譜牒的起源可追溯至曾統一朝鮮半島 450多年高麗王朝期間。講究譜牒，重視

血緣關係的文化傳統，在韓國延續至今，也就是韓國社會仍是地道的各姓氏血緣

集團的集合之體。
8
各家族最珍重自己的族譜，城鎮街道到處設立“族譜相談所”，

可資諮詢。每個姓氏都從傳統的祖宗世系排列至今。給孩子取名字也一律按族譜

規定的輩別程式提一個字，在名字上顯示出屬於某字輩。

此外，韓國把家族族譜保留得非常完善，《羅州吳氏族譜》是韓國吳氏族譜

中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韓兩國自古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倫理道德方面的

交流密切和相互影響。
9
韓國吳氏譜牒文化源遠流長，族人和有關人士在認真學

習和全面接受中國儒家文化和譜牒文化的基礎上，結合韓國歷史實際，在民間廣

泛開展修譜活動，形成了具有韓國特色的譜牒文化，大大地發展和豐富了譜牒學

的內容，對當代日益顯示出強大生命力的東方文化學也是一大貢獻。

韓國人十分重視族譜，由最初只有皇室貴族擁有族譜再普及至各個姓氏。
10

十六世紀朝鮮王朝時代出現了比較完整地收錄同姓同本全部家族系統的族譜。現

在，韓國人幾乎每個宗族都擁有本血統的族譜。1988年由韓國氏族史研究會編

撰並出版的《韓國族譜大典》,收錄了全國 262種姓氏的族譜。每個族譜的內容

分別包括始祖姓名及本貫的由來、世系表、輩份表、歷代人物、遺址（始祖或中

始祖的墳墓及有關的寺廟等）、本族人分佈地名、當代人物等項，形式與中國家

譜相似。

故此，譜牒流傳到韓國、英國、美國等國家及被沿用，對於相關的史料有很

詳盡的記錄，不但啟示的歷史意義不限於文化交流的情況；亦能反譜牒文化及受

其他國欣賞和重視，有助於對譜牒各方面更深入的研究。

7李明博：＜中國與韓朝＞，頁 1-5
8趙建飛：＜中國家譜和族譜的起源＞
9馬淼根：＜常州家谱＞，第十八期《無錫市譜牒文化研究會會刊》
10金德泉：＜韓國人姓氏溯源＞，《韓國文化》，頁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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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研究用途

現在研究家譜的白髮人多，黑髮人少，無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力量都存在

明顯不足，此外，現存的中國族譜大多是清朝和民國時期的刻本和鉛印本，損毀

情度嚴重，對族譜資料的整理、收集，政府及相關單位要引起重視，給予必要的

資金投入和支持。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整理、研究、挖掘家譜時，應該運用

社會學、統計學、人口學等多學科、綜合性的科學方法，補足譜牒自身的不足和

局限性。目前對家譜等有價值的地方文獻研究還不夠，家譜研究目前尚處於自發

狀態，缺乏相關部門的管理和指導。為了令家譜研究更有效率，學界應向政府建

議設立專業組織及啟動歷史文化研究工程，確保家譜與國史、方志都得到同樣重

視。再者，目前中國大陸研究譜牒的學者主要集中在史學、社會人類學和圖書館

學界，後期的研究可集中於譜牒檔案的研究，使其與其學科都有地位相當的話語

權，提高譜牒另一面對歷史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國外日、英、美等國都有著某些類似於中國家譜發展的經歷，而

她們對中國家譜的研究與利用，反映了在全球化下，中國文化如何在他國得以承

傳和宣揚開去，並得到其他國家重視。譜牒作為宗法制度下的産物，自然存在信

疑相滲、精華糟粕同存的現象，使譜牒的歷史作用被貶低。在未來研究中，整理、

研究、開發和利用家譜，應該集中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分析、鑒別、剔除工

作，再擴大研究範圍，提高譜牒的可信性及歷史價值。

五、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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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羨林：〈家譜的作用〉，《中國家譜牒》頁 31-36

陳捷先：〈中國族譜的源流〉，《中國的族譜》頁 12-21

馬智超：〈研究家譜的現實意義〉，《尋根認祖-家譜》頁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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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稱:蘭亭集序 

創造時間:東晉永和九年 

 

 

                                                                      蘭亭集序（神龍本)1 

 

一、基本說明 

         

      《蘭亭集序》是由世稱書聖的著名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所寫，

這不但是王羲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集序》全文一共三百二十四字。王羲之於東晉永和九年

陰曆三月三日時邀請謝安、支遁等四十一名名士在會稽山陰的

                                                 
1圖片來自蘭亭集序-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AD%E4%BA%AD%E9%9B%8

6%E5%BA%8F 

蘭亭飲酒賦詩，舉行修禊盛會，當中有二十六名名士作下三十

七首詩，並結集為《蘭亭詩》，由王羲之為其寫序，用以記述盛

會的情況和抒發對人生短暫的感慨，就是《蘭亭集序》的創作

由來2。《蘭亭集序》在行文結構、運用墨彩、運筆過程上也極

精妙，而文中對「之」字的運用更各盡其態，可見極具藝術價

值。《蘭亭集序》的真迹至今下落不明，據傳已成為唐太宗的殉

葬品。現時廣泛流傳的版本均是摹本，而當中以唐代書法家馮

承素臨摹的「神龍本」被視為最忠於原作的版本，現藏於北京

故宮博物院3。 

 

二、歷史意義 

          

        古代中國在不同時代也會發展出獨特的書體和書法風格，

秦代時流行小篆，漢代時流行隸書。到了魏晉時期，由於各種

書體互相影響發展，使書體發展趨向更成熟，更在隷書的基礎

上演變出行書。行書是介乎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一種書體，書

寫較靈活自由，而且在書寫過程中對筆的運轉和點畫的形態上

都表現得較明顯，而且行書不像楷書般著重工整，也不像草書

般字體難辨，所以也廣泛受應用4。 

                                                 
2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蘭亭集序〉（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2002年），頁14。 
3于樂:〈中國書法〉（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頁84。 
4書體源流與書法賞析- 行書，

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h_calligraphy/running_chi.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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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個書體發展開始蓬勃的時期，出現了多個對中國

古代書法發展影響深遠的書法大家，當中的王羲之更是行書成

熟時期最具代表性人物，他的《蘭亭集序》被歷代書法家譽為

「天下第一行書」，其筆法、章法和運墨技巧吸引不少後人臨摹

學習，使後世流傳《蘭亭集序》的摹本多不勝數，例如神龍本、

馮本、定武本等著名摹本也極有參考和藝術價值。 

 

          王羲之對書法發展有極大貢獻，在書法的表現技巧和體

現意境上表現超卓，而且在書寫行書的成就無可比擬，得到不

少書法家的讃賞，如清代的楊賓。而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蘭

亭集序》在六朝前期仍不受當時駢儷體盛行的風氣所影響5，行

文樸實，沒有過多修飾，，句法又以散句為主，反而創作自己

的獨特風格，引起不少後人仿效 。王羲之在序中記述盛會的情

況和抒發自己對人生短暫無常的感慨。文章通篇出現多次「生

死」兩字，除了直斥「一死生」、「齊彭殤」的老莊學說外，還

批判了當時東晉時代崇尚玄學的社會風氣，表現出作者積極向

上的精神外6，亦一洗當時的頹風。 

 

          

                                                 
5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蘭亭集序〉（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2002年），頁18-21。 

6
王羲之《蘭亭集序》，

www.cognitiohk.edu.hk/chilit/Han%20Wei%20Prose/WangXiZhi.htm 。 

三、相關史料說明 

         研究《蘭亭集序》的史料有很多類別，當中有研究《蘭亭

集序》的筆法流變、真跡的下落以及對各個臨摹本的賞析。王

羲之有很多行書傳世作品，但都不是真迹，《蘭亭集序》真迹的

下落仍然不明，所以後世對此作品的研究便主要依靠比對各個

臨摹本以及史料對真迹的記載。 

 

          現時《蘭亭集序》較有名的摹本神龍本、米芾詩題本和

天曆本7均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幾個摹本分別最能體現原

著意韵、神韻和原貌，後人能透過這些較接近原著的摹本、拓

本間接了解原作對筆法、運墨的運用，同時也能賞析各種摹本

的精妙之處。 

 

          雖然後人無法親眼目睹《蘭亭集序》真迹，但也可從第

三者的角度了解這篇作品能被讃賞為「天下第一行書」的因由。

據史料記載，唐太宗曾撰寫《王羲之傳論》讃賞王羲之的書法

已達盡善盡美境界。而著名元代書法家趙孟頫亦曾盛讚“右軍

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8，

從不少歷代名家對王羲之的書法評價可知其作品擁有極高藝術

水準。 

          

                                                 
7王羲之《蘭亭序》（語言文字報第658期） 

http://www.yywzb.com.cn/more.asp?infoid=3515 
8張冰、暴學偉:〈中國書法名家識別圖鑑〉（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2009年），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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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研究用途 

       現時流傳於世的《蘭亭集序》均為拓本和臨摹本。臨摹本

雖與真迹並非完全相同，但出色的臨摹本是極考臨摹者的書法

功力，特別著重下筆的順序、墨彩的濃淡運用、字的形態等，

甚至要掌握原作的神韻和筆意9，可見傑出的臨摹作品其實在某

程度上也具有相當的藝術水準。特別是像《蘭亭集序》般已不

見真迹的藝術作品，流傳下來拓本和臨摹本更是唯一能賞析

《蘭亭集序》的途徑，特別具有參考價值。現在《蘭亭集序》

的摹本受到相當的重視。由此可見拓本和臨摹本用作研究用途

其實也有助加深對原作的認識。 

 

        《蘭亭集序》作為王羲之的行書代表作品，其書法技巧的

高超一直受到注視。但《蘭亭集序》不單是書法作品，亦是文

學作品。王羲之個人也具有相當的文學修養，這從他流傳於世

的詩丶書札中可見一二10。在《蘭亭集序》中王羲之寫景優美，

感慨抒懷的情感真切，當中的行文結構和對字的運用亦十分巧

妙。故此，《蘭亭集序》作為文學作品亦具有研究價值。 

 

 

五、參考資料 

                                                 
9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蘭亭集序〉（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2002年），頁20-21。 
10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蘭亭集序〉（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2002年），頁5。 

 

專書: 

 

于樂:〈中國書法〉（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 

 

吳羊壁:〈書藝廊系列1書體與書史 書法長河〉（科華圖書有限公

司，2000年）。 

 

張冰、暴學偉:〈中國書法名家識別圖鑑〉（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2009年）。 

 

張俊東:〈王羲之筆法及其流變研究〉（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

年）。 

 

洪釗:〈中國歷代國寶之謎〉（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 

 

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蘭亭集序〉（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其態 

 

文章: 

 

田伯平:〈王羲之與他的“蘭亭序”〉，《養生大世界：A 版》 ，

2010年第五期，頁12-13。 

 

不詳:〈從王羲之《蘭亭序》談藝術與人生的境界〉，《東方養

生 》，2010年第一期 頁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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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蘭亭集序-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AD%E4%BA%AD%E9%9B%8

6%E5%BA%8F。（上網日期:2013年4月23日） 

 

書體源流與書法賞析- 行書，

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h_calligraphy/running_chi.htm 。

（上網日期:2013年4月23日） 

 

王羲之《蘭亭集序》，

www.cognitiohk.edu.hk/chilit/Han%20Wei%20Prose/WangXiZhi.htm 。

（上網日期:2013年4月23日） 

 

王羲之《蘭亭序》（語言文字報第658期） 

http://www.yywzb.com.cn/more.asp?infoid=3515。（上網日期:2013年

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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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護甲套 

盛行時間：明清兩朝 

 

一、基本說明 

 

護甲套，又名護指、金驅、護甲套。護甲套歷史由來已久，在內蒙古準格爾旗戰

國墓、吉林榆樹大坡老河深漢墓、陜西西安玉祥門外隋墓盤都出土過用金片或白

銀鑄成的護甲套, 可見其起始可追溯至漢朝。
1
然漢墓的指甲套卻又比圖一中的短

了不少，所以有學者推斷漢墓中的指甲套不像是用以護指，而更像琴拔，其功用

至今仍未有定論，但可算是明清時真正用以護指的長護指套的先河。 

古人視手指纖長為美，

從「十指纖纖」、「指

若青蔥」等詞語可見

一班。是以護甲套功

能有二。 

 
一，長指甲較脆弱，

所以戴護甲套進行保

護，以免受到外來損

傷。 
二，可在視覺上增加

其手指的纖長度，符

合古人的審美觀。 
 
早期，因為工藝、技

術等方面的限制，護

指的樣式較為簡單，

到了清朝，滿族對飾品更為重視，工藝技巧上得以改良，並以金銀寶石等材料鑲

嵌，所以清朝的護指套愈加華麗。其外型大多長約五公分至十幾公分不等，套型

略為彎曲，上尖而基部闊，表面用鏤刻、累絲、點翠、嵌寶、緝米珠等各種工藝，

制成花卉、古錢、桃蝠、喜壽字等吉祥紋樣。自基部至指端紋飾逐漸縮小，亦有

基部垂流蘇者。背面通常鏤空，用以通氣，極少完全封閉。2 
 
護指套佩戴的方式一般是除大拇指外，其余四指均可戴，大部分只戴四指或三指，

亦有只戴無名指、小拇指兩指。3 
                                                       
1董倩倩:  〈指尖上的風情——古代女子美甲瑣談〉，《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理論研究)》，第 03 期

(2012 年)。 
2〈滿族詞典〉，《滿族文學》，第 06 期(2005 年 12 月)  ，頁 8。 
3董倩倩:  〈指尖上的風情——古代女子美甲瑣談〉，《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理論研究)》，第 03 期

圖一  銀鎏金累絲嵌珠石指甲套(清朝) 

二、歷史意義 

 

首先，指甲套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古人對指甲的重視。宋朝的張君房輯

錄的《雲笈七籤》中寫道，「凡梳頭髮及爪，皆埋之，勿投水火，正爾拋擲，一

則敬父母之遺體，二則有鳥日備鶴，夜入人家取其髮爪，則傷魂。」可見即使是

剪下來的指甲，亦不可隨意丟棄。除此以外，由於古人連修剪指甲也有所謂的吉

時，一旦錯過時辰，再行剪甲便為不祥，所以為了減少弄錯時辰剪甲的機會，古

人養成了蓄甲的習慣，並以套護甲。
4
 

 

除此以外，滿族入關後,對身體的裝飾更為重視, 可以說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多,

而且更加精美典雅。
5
所以明朝興起蓄甲之風，制造出護甲套，可清朝時期的護

甲套美侖美喚，金壁輝煌，才可算是真正的護甲套大盛時期，款式比之明朝時亦

多了不少。同時，滿清服飾在服裝的款形上體現滿族人的著裝特點，在服飾紋樣

上卻繼承和發揚了漢民族吉祥紋樣 ，而指甲套會紋上以花卉、古錢、桃蝠、喜

壽字等吉祥紋樣 
6
也是表現出滿漢兼容的特色的一例。 

 
晚清時，護甲套的款式越

見奢華，往往鑲嵌上名貴

珠石，連慈禧拍照時亦要

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戴

著三寸長的金護指，左手

亦有兩個指頭戴有同樣長

的玉護指
7
，在清道光朝繪

的《喜溢秋庭圖》中，其

他後宮妃嬪，或稍有地位

的婦女亦會佩戴護甲套，

以示其尊貴身份。普通婦

女日常要勞動，蓄長甲者

甚少，亦鮮有餘錢買護甲

套，故大多不會佩戴護甲

                                                                                                                                                           
(2012 年)，頁 64。 
圖一，故宮博物館：《天朝衣冠—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服飾精品展》，(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2008 年)。 
4  關於吉時一說，詳參陳夏生：陳夏生：〈嫩護玉蔥芽—閒談指甲套〉，《故宮文物月刊》，第 34
期  (1986 年 1 月)，頁 34。 
5  余梓東，鄢瑩：〈論滿族服飾的特點及其對中華民族服飾發展的貢獻〉，《滿族研究》，第 3 卷(2007
年)。 
6胡星儒  王義芝：〈中國古代美甲漫談〉，《尋根》第 1 期(2007 年 4 月)。 
7〈慈禧摄影史话〉，《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03 期(1988 年)  。 
圖二：陳夏生：〈嫩護玉蔥芽—閒談指甲套〉，《故宮文物月刊》，第 34 期  (1986 年 1 月) ，頁 37。 

圖二  慈禧太后佩戴護指套的攝影 

198



套，是以護甲套可算古代女性高貴身份的象徵之一。 
 

事實上，護甲套最能呈現的，是一個民族對女性的審美觀念。清代指甲套的盛行

可能與當時滿族婦女的服飾有聯繫。滿族貴婦多梳兩把頭，發髻高聳向上伸延，

腳蹬厚達四、五寸的高底鞋，上衣袖口呈馬蹄狀透著白皙的手背，如若雙手飾戴

纖長的護指，便可達到與服飾和諧統一的裝飾目的。
8
如若寬大的袖口下是短粗

的手指，在視覺效果上自然不如前者優勝，所以護甲套頗為適合搭襯滿族顯貴婦

女的服裝。 

 

三、相關史料說明 

 

關於護指套的文獻有晚清的一些攝影和故宮博物館的刊物。故宮博物館中關於清

朝的目錄下有不少護甲套的圖片，當中可見其精細奢華及其紋樣等以供研究者參

考推論。晚清的攝影也不難看見一眾后宮嬪妃佩戴甲套的模樣。 

 

另外，清朝的小說傳記中有不少關於護甲套的記載。例如清人陳裴之的《香畹樓

憶語》當中寫道「姬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驅護之。彌留

之際更倩閏湘盡剪長爪，並藏翠桃香盒中」便記載了其妻子紫湘的指甲每個都留

約寸長，每次操持家事，都要用金驅 — 即護甲套套住，以免損壞。
9
 

 

同時，關於指甲的文獻不少，由於蓄長甲緣遠流長，所以當中常有提及護指套，

詳細紀錄了其功用和外型，是有力的參考資料。 

 

四、延伸研究用途 

 

鑒於前文有提及護指套的起始究竟是否始於秦漢，抑或是明清，或其制造過程，

尚未有定論，故學者可於此方面進行更多的考究，才能對不同朝代的風俗習慣、

生活形態有更多認識。 

同時，亦可以護甲套作為切入點，進一步探討古代女性被物化的可能性。 

據研究所悉，古代的男性或女性也會也會蓄長甲，但只有女性才會配戴護甲套，

並紋上美麗的花朵圖案作裝飾，而男性卻不會佩載指甲套。而前文所言，護甲套

只有兩種功能性，一是保護作用，二是純為美觀，就此看來護甲套為美觀的可能

性較大。 

由此推斷，從古至今女性都被賦予為美的象徵，指甲套亦是其美的符號，延伸至

現今的美甲、水晶甲為同樣的裝飾用途，是否傳統價值觀已把女性被男性觀賞的

                                                       
8董倩倩:  〈指尖上的風情——古代女子美甲瑣談〉，《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理論研究)》，第 03 期

(2012 年)，頁 64。 
9同上，頁 65。 

位置牢牢圈緊？ 

所以學者們或可以護甲套作為女性被物化的切入點進一步研究，從而對古代女性

地位等有更具體的認知。 

 

五，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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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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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字 : 秦代半兩錢 
創造時間 : 公元前 336 年 (秦惠文王二年) 

 
一、基本說明 

秦代半兩錢以圓形方孔、錢幣上鑄有「半兩」二字見稱，在秦始王

統一六國時成為各國間流通的貨幣。因此，不少人，甚至是學者，都把

秦代半兩錢的起源定於秦皇統一六國的公元前 221 年。但 1《史記·秦始

皇本紀》當中提及：「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意指秦惠文王二年，

即公元前 336 年起，這種圓形方孔的錢幣已經存在，唯只局限於秦國境

內通用，並未遍及各國。事實上，半兩錢曾於 2四川青川縣郝家坪 50 號

墓中被挖掘出，而從該墓的木牘中得知，最後的時間為武王四年十二月，

學者因此而推斷下葬時間為秦昭王元年。而秦昭王元年與惠文王之間相

距只有的三十年，因此，足以證明墓中所挖掘出之圓形方孔錢幣實屬

『初行錢』當中的錢幣。以上的推斷及實證，足以證明半兩錢早於秦始

王統一六國的公元前 221 年，已在秦國境內通行了足足 115 年。而秦半

兩亦一直沿用至秦的衰落，直到公元前 206 年，一共 130 年。 
 
另外，《史記索隱》引 3《古今注》 ：“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

十二銖。”按古今度量衡的換算，4即每枚錢幣標準直徑約 2.77 厘米，重

1 《史記·秦始皇本紀》 
2 蔣若是： 《秦漢錢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 
3 高英民﹑雪農：《古代貨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4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統藝術》，第 26-37 期（2008），32 頁 

約約 8 公克。而錢幣的錢文以 5篆書鑄上「半兩」二字，背面則平坦，並

沒有任何修飾。 
而實際上，現今所挖掘出的半兩錢，重量上的偏差很大，由最輕 66

公克至最重 20 公克不等；錢幣直徑的差異亦相差於約 2.5 厘米至 3.4 厘

米之間。可見，錢幣統一後於鑄造方面仍未能達到一致。而錢文字體方

面，現今有不少學者認為，半兩錢上是以隸書鑄上錢文，實際上，篆書

中的小篆實為隸書中早期的形態，因此流傳中所指錢文字形多樣化其實

有跡可尋。 
最後，秦半兩娥的出土數量很高，而且主要集中於 7秦的舊地，如

四川﹑陝西和咸陽等。單單在咸陽遺址長安張堡，於 1962 年發現的千枚

古錢中，當中除了 3 枚其他錢幣外，其餘均為半兩錢。 
 

二、歷史意義 
於戰國時期，各國分別自鑄貨幣，當時主要流通貨幣主要有布幣﹑

刀幣﹑圓錢和布幣。而當中各種貨幣形制上的差異極大，面值亦不劃一。

於經濟交流和商品交換上都造成嚴重的不便和阻礙。8司馬遷在《史記‧

平准書》中記載：「及至秦，分一國之幣為二。黃金以鎰為名，為上幣；

銅錢識曰半兩，重如期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藏，不為幣。」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秦始皇便廢除各國原有的舊幣，

並以秦境內圓形方孔的半兩錢制定為全國唯一流通於平民百姓間的貨幣，

刻服了貨幣換算上的困難，從而大大促進了各地經濟上的聯繫，因而發

展出大平盛世及安定的社會。 
 
另外，秦代統一以「圓形方孔」﹑「文如其重」的半兩錢為各地流

通貨幣後，亦同時奠下了往後數千年錢幣形制的基石。由於這樣圓形方

孔的錢幣容易鑄造，而且錢文精準而容易辨識，有利於經濟及社會層面，

因此在往後的朝代亦衍生出相同概念的錢幣。如 9漢朝的「五銖錢」﹑

「三銖錢」，這些錢幣同樣如「半兩錢」一樣「文如其重」，意思是錢

文與錢幣重量相符；及至唐朝的「開通元寶」，雖錢文並未有明確標明

錢幣重量，但仍然採用圓形方孔的鑄造模式。可見，10秦代所統一的半兩

5 高大倫﹑蔡中民﹑李映福：《中國文物鑒賞辭典》（桂林：灘江出版社，1991） 
6 路迪民﹑王大業：《中國古代冶金與金屬文物》（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7 華夏收藏網，整理。2012。秦半兩的出土。http://news.cang.com/infos/201203/190408.html 。（上

網日期：2013） 
8 司馬遷：《史記‧平准書》 
9路迪民﹑王大業：《中國古代冶金與金屬文物》（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10顏吾芟﹑顏品忠：《中國歷史文化概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有限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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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貫穿了中國的封建之社會，為錢幣定下基本的形式，對往後二千餘

年的錢幣史影響深遠。 
 
此外，半兩錢「圓形方孔」的設計當中： 11錢幣的「外圓」象徵

「天圓」；錢幣的「方孔」象徵「地方」，代表着古代「天圓地方」的

宇宙觀念。而同時這種設計亦代表着當時天命皇權的觀念， 12《呂氏春

秋‧圜道篇》：『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說天

道之圓也，精氣一下一上，圓周複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地道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

主方，方圓不易，期國乃昌。』13意指外圓是天，而皇權是天命所賜，而

當中的方在外圓錢幣的中央，就似是君臨天下，管治着各個方城。由此

可見秦始皇統一天下之雄心壯志及當時強烈的君臣制度。 
 

三、相關史料說明 
除此以外，所涉及之文物亦存在着一個野史。14史料指出，秦始皇

鑄造半兩錢所用的銅礦，有著一種未知名特殊物質，可能促使人體骨質

癒合，治療人體跌打損傷。 
 

四、延伸研究用途 
古語有曰：「物以罕為貴」。由於秦代半兩錢的出土數量很高，以

現今科技仿製偽造亦相對簡單，因此導致市面上流出大量真假不分的秦

半兩錢，亦因而衍生出半兩錢文物貶值的趨向。唯所研究的文物出土數

量實不應與其價值掛鉤。 
 
外界一直忽略秦半兩錢幣前於鑄造技術上的研究，秦半兩錢雖要標

準的直徑及重量，但所挖掘出的文物卻大多與標準大相逕庭。往後學者

或可以鑄造技術作切入點，從而耍深入探討當時民生及政治層面上為何

不能確保錢烯質素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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