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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龍山里耶古城之發現與戰國秦漢史研究

蔡宜靜

2U眨 年中旬 ,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出土 3萬餘枚秦簡而轟動一時 ,

里耶一次出土之秦簡 ,遠遠超過以前出土秦簡之總和 。這項重要發現被專

家認為是 21世紀初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發現之一 ,亦是近百年來秦代考古

最重要發現之一 。

秦為中國歷史上第
一

次統一多民族與建立郡縣制之國家 ,但
歷史極為

短暫 ,僅 15年 ,而相關文獻記載又極為缺乏 ,所存留之遺跡亦有限 ,里

耶古城和秦簡之發現 ,將填補 《史記》、《漢書》記載的秦史之缺漏 ,並可

能改變二千年來戰國秦漢學術史之基本面貌 。

本文將說明里耶古城與秦簡 ,對戰蔮秦漢史研究之重要性 。

關鍵詞 :龍山里耶 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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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里耶古城 ,位於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 ,沅水主要支流酉水岸邊 。2U呢

年中旬 ,於編號一號井內 (Jl)出土 3萬餘枚秦簡而轟動一時 ,這項重要

發現被專家認為是 21世紀初中國考古學最車要發現之一 ,亦是近百年來

秦代考古最重要發現之一 。

西元前 ” 1年 ,秦始皇不僅統一中國 ,且 其之制度與措施亦為後世奠

下基礎 。但秦傳世之典籍與文獻卻不多見 ,有關秦人 、秦國與秦朝等之記

載 ,以後人追述為多 ,里耶秦簡之出土 ,補充秦傳世文獻之不足 。里耶秦

簡超過 2U世紀所出秦簡之總和 ,於秦代考古上繼秦兵馬俑以後又一重大

發現 。

二 、發掘里耶古城與出土之文物之概述與秦簡之內容

里耶古城於 19%年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在文物調查時發

現 。古城所在地的里耶鎮東南距自治州首府吉首 124公里 。由於修建湖南

省重點工程碗米坡水電站 ,需在里耶鎮酉水東岸修建防護堤 。防護堤工程

部分涉及里耶古城遺址 ,受湖南省文物局委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

2U” 年 4月 開始對古城址進行搶救性發掘 ,現已探明古井數座 ,清理完

畢的有兩座 ,而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 。
I

里耶古城位於里耶盆地中部 ,東臨酉水 ,城址呈長方形 ,面積近 2萬

平方米 ,城西北尚存一段城壕遺跡 。此次發掘在臨河的防洪大堤施工區域

內開展 ,共開探方 3U餘個 ,發掘面積近 lUUU平方米 ,現發現古城的城內 、

城外 、城牆 、城壕各部位不同時期豐富遺跡和遺物 。初步認定這座古城有

2個主要的建築使用時期 ,年代由戰國至秦漢 。在城內遺址發現古井多座 ,

l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 ,〈 湖

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 文物》2UU3年 第 1期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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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號井始建於戰國 ,廢棄於秦末 。
2

出土物包括當時一些生活遺棄物 ,食物類多見果核和動物骨骼
3;工

具類有有木鏟 、橛 、椎 、楔 、棰以及竹蔑編織器 ;生活日用品有棕麻編織

的履 、繩索 ;陶器中最多的是大形筒瓦和板瓦 ,另有罐 、豆 、盆等 ;金屬

工具和兵器有刀 、斧 、鍤 、削 、錘 、鉤 、錐 、劍 、箭鏃以及鐵絲和銅絲 。

此外還出土了封泥 、秦半兩等 。
4

出土物之中最多的 ,亦是最常見的是木屑和各種形式之木質材料 ,而

其中最重要即是簡牘 。簡牘出土於一號井 (Jl)之 內 。Jl井內堆積物可分

為 18層5,簡
牘自第 5層始出現 (深度 3.8公尺 ),至井底都有 ,共出土

3ωUU餘枚 。這批簡牘字體屬早期之古文字
‘,內容多為當時之官署檔案 ,

而簡牘之埋藏應是秦末動亂之時 ,因政務不修 ,而隨意棄置於水井之中 。

7

Ⅱ 出土簡牘均為墨書 ,絕大多數為木質 ,只有第 5層之楚簡為竹質 。

秦簡均為木質 ,形式多樣 ,最多見的長度為 ” 厘米 。寬度不一 ,有 1.4、

1.5、 1.9、 2.2、 2.5、 2.8、 3.2、 3.4、 3.6、 4.2、 4.8、 5厘米等 。其寬窄是

根據內容的多少決定的 ,一般一簡一事 ,構成一完整公文 。兩道編繩或無

編繩 ,編繩系書寫後再編聯 ,尚未見到先編聯後書寫的簡牘 。也有寬達

lU厘米或長 4ε 厘米以上的異形簡牘 。另有少量不規則簡牘或用隨意材料

書寫的 , “削衣
”8的

痕跡得到較好的保留 。簡牘所用木材的種屬除少量

2 
〈龍山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簡牘 〉,《 中國文物報》2UU2年 8月 9日 。

3骨
骼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黃蘊平教授鑑定 ,有馬 、牛 、鹿 、豬 、狗以及小

型嚙齒類動物和禽類 ;另有一節人體的腰椎骨 。參見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

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頁 “9。
4參

見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及 〈龍山里耶出土大批

秦代簡牘 〉,《 中國文物報》2UU2年 8月 9日 。
5Jl堆

積物之分層及出土器物 ,詳見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

簡報 〉一文 。
‘
里耶秦簡之字體屬早期古文字 ,有隸書 、篆書 、草書 ,風格迥異 。

’
參見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及 〈龍山里耶出土大批

秦代簡牘 〉。
8即

是里耶秦簡出土少量於薄如刨木花上有墨書字跡 ,當是由於書寫不當而從簡

上削下的 。(〈 龍山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簡牘 〉。)居延漢簡常見從舊木札削去一

層薄皮 (削衣 )而重書寫 ,被削去之薄皮稱秭 .從木札削下之木片 ,往往其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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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為杉 、松木外 ,另有很多質地堅硬 、紋理細密的雜木 ,其具體樹

種有待今後鑑定結果 。
’

里耶Jl出土秦簡多為當時縣一級之部分官署檔案
1U,內

容廣泛 ,包含

政令 、各級政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質 (含罰沒財產 )

登記和轉運 、里程書 ,還有算術 、記時方式等 ,綜合考古發掘其他資料之

時代特徵 ,以及簡文中之紀年 ,紀年有廿五年至〺七年和二世元年、二年 ,

可知這批簡牘當是秦王政 (始皇)及二世時之遺物 。
H

里耶秦簡涉及之郡有秦之內史
一
南郡 、巴郡 、洞廷郡 、蒼梧郡等 ,其

中洞廷郡等資料從未見諸文獻記載 ,可補史籍之缺。
珍
秦簡所提到的地名 ,

有遷陵 ‵臨沅 、弋陽 、酉陽 、沅陵 、陽陵 、益陽 、零陽等數十處 ,可見秦

政府對武陵山區管理之巖格。其中還有多枚簡涉及洞庭郡某一行政建制之

討論 。

又眾多之基層職官之記載 ,特別是縣鄉級 ,可使我們了解秦王朝之具

體運作 。
‘
職官有司空 、司馬丞 、守丞 、令守等 ,一般於官名後附人名 ,

如
“
遷陵守丞騰

” 、 “
遷陵守丞敦狐

” 。             ;
﹉
算術方面則出土乘法口訣表如

“
四八三十二 、五八四十

” 。

於民族方面之記載如
“
越人以城邑反蠻

” ‘        ﹉  ﹉

一枚記載竟陵人向遷陵縣借船之情形 。

還有的簡文還記載某一時期中當地駐軍糧食的消耗量 。

如紙 ,古名日秭 。削秭之成因 ,計有二纇 ,其一來自筆誤削改 ,另一來自簡牘
之再造重用 。(馬先醒 ,〈 筆削與汗青〉,《 簡牘學要義》,台北市 :簡牘學會 ,

19SU年 。)
’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頁 18。

I°

里耶秦簡屬官府文書 ,當不在秦始皇 「焚書」之列 。《史記 .秦始皇本紀》載
李斯建議始皇焚書 :「 ∴∴.臣 請史官非 《秦紀》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
敢有藏 《詩》、《書》、百家言者 ,悉詣守 、尉雜燒之 。有敢偶與 《詩》、《書》,

棄市 ;以古非今者
j族

。:..∵所不去者 ,醫藥 卜筮種書之書、」(司馬遷 ,《 史
記》,台北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ss年 1月 臺 6版 ,百衲本 ,〈 秦始皇本紀
第六〉,頁 9U。 )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頁 β4。
前引文 ,頁 34。    一

前引文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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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牌 、封泥匣和封泥也有不少文字 。

總之 ,里耶秦簡涉及當時社會之各個層面 ,內容相當豐富 。

三 、里耶秦簡內容之研究

1.歷朔

里耶簡牘大部分的年代集中於秦王政統一中國稱始皇帝後的秦朝時

期 ,其紀年由秦王政 (西元前 ”U年 )到二世元年 (西元前 2U9年 )‘ ,

一年不少 ,記事詳細到月 、日。未來里耶秦簡全部發表後 ,將有助於全盤

了解秦代之歷朔 。

2.文書習用語

里耶秦簡之行政文書 ,與過去所見秦法律文書相同 ,有固定成熟之格

式 ,語言亦簡練 。如文書習用語詞
“
敢言之

”b,下
級向上級所上文書之

敬語 ,又其之作用是標示文書主體的起訖 ,防止有贅改 。
怕“

敢告
”η

,

即同級官吏之間稱
“
敢告

” ,作用當如同
“
敢言之

” ,防止公文為人所竄

改 。此亦說明秦代中央對邊境之控制極為嚴密 。

3.“某手
”

里耶秦簡文書還有一個特殊之現象 ,就是常見
“
某手

”18, “
某手

”

即某人簽署 ,是負責抄寫 、收發文書等事之吏員 。

4.秦代郵傳系統

I1李
學勤 ;〈 初讀里耶秦簡 〉,《 文物》2UU3年第 1期 ,頁 93。

15 
「〺年九月丙辰朔己巳 ,田官守敬敢言之 :廷日⋯⋯詣廷 。敢言之 。」(J1Θ

9Sl)「 〺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 ,少內守是敢言之 ,廷下御史書舉事⋯⋯ 。今書

到 ,敢言之 。」(JlΘ 152)兩個
“
敢言之

”
之見 ,為文書之主體 。有時主體也

可能很短 ,但 “
敢言之

”
不能少 ,如 「三月戊午 ,遷陵丞歐敢言之 :寫上 ,敢

言之 。」(JlΦ 6)
1‘ 〈初讀里耶秦簡 〉,頁 74。

I’ 
「〺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 ,遷陵守丞色敢告酉陽丞⋯⋯ 。」(JlΘ 158)遷陵

守丞色與酉陽丞為同級 ,故云 撖 告
篙

╮‘
駍 ,“某手

”
即某人簽署 ㄍ 參見18γ

某手
”,前一字為人名 ,而 “

手
”

訓 :

〈初讀里耶秦簡 〉,頁 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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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有 《行書律》,規定十里置一郵 ,南郡江水

以南二十里一郵 ,一郵十二室 ,系統相當龐大 。
”
但秦之郵傳系統似乎沒

有西漢初年完善 。

依 《睡虎地秦墓竹簡 .語書》末云 :「 以次傳 ;男 j書江陵布 ,以郵行 。」
∞
說明該文書有兩種傳送方式 , “以次傳

”
即在郡內各縣 、道以驛傳依次

傳送 , “以郵行
”

則為專門設立之郵人送達
”,這兩種傳送方式在秦代當

是主要的傳送方式 。但依據里耶秦簡 ,曾有一鄉只設一名郵人之記載 ,22因

此除一些緊急的文書由郵人專送外 ,多數文書是由下級吏員 、一般民眾 ,

甚至隸臣妾遞送 。
2秦

律翠對文書之收發 ,有嚴格之規定 ,此規定從里耶

秦簡亦可得到證明 ,文書送出或收到常有準確紀錄 ,不僅記日 ,還記出時

刻 。
竻

5.記 時刻方式

里耶秦簡有兩種記時刻之方法 ,一是用一 日內之時分名稱 ,%二是用

漏刻 ,”而此又佔多數 。秦將一晝分為十一刻 ,刻於漏壺箭上 ,估計木質

I’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 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 )》
,北京

市 :文物出版社 ;加U1年 ,頁 ” 3。
∞

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 ,《 睡虎地秦墓竹簡 .語書》,北京市 :文物出版社 ,199U

年 9月 第 I版第 1次印刷 ,頁 13。
” 〈初讀里耶秦簡 〉,頁 π.95。
”

〺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 ,啟陵鄉夫敢言之 :成里典 、啟陵郵人缺 ,除士五 (伍 )

成里句 、成 ,成為典 ,句為郵人 ,謁令 、尉以從事 ,敢言之 。(JlΘ 157)
因

下級吏員 :「 佐處以來 (JlΘ 152)、 佐任以來 (JlΘ 9Bl)、 守府以來 (JlΘ 156、

l” )。 」一般民眾 :「 走賢以來 (JlΘ 133)、 走印行都鄉 (JlΘ 9S4)、 求盜簪
裝陽成辰以來 (JlΦ5)、 不更成里午以來 (Jl∮9)、 士五 (伍 )巫下里聞令以
來 (JlΦ6)。 」隸臣妾 :「 隸臣尚行 (JlΦ 5)、 隸妾冉以來 (JlΘ 157)、 隸妾
以來 (JlΘ 984)。 」《睡虎地秦墓竹簡 .行書律》:「 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
勿令 。」(《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61。 )

舛
《睡虎地秦墓竹簡 .行書律》:「 行傳書 、受書 ,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 (暮 ),

以輒相報毆 (也 )。 」(《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6I。 )乃 〈初讀里耶秦簡 〉,頁 乃 。%四
月丙辰旦 ,首府快行旁 。(JlΘ 158)九 月庚五旦 ,佐任以來 。(JlΘ 9Sl)正

月丁酉旦食時 ,隸妾冉以來 。(JlΘ 159)四月甲寅日中 ,佐處以來 。(JlΘ 152)
口口戊申夕 ,士伍巫下里聞令以來 。(JIΦ 6)

η
里耶秦簡記漏刻有兩種格式 ,一種是作

“
水十一刻刻下若干

” ,如 「甲辰水
十一刻刻下若干 。(J1Φ 9)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 。(Jl☉ 154)四 月癸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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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箭上由下至上標有刻數 ,視箭下沈幾刻 ,此漏壺形制應與已發現漢代漏

壺相似 。
困

t.黔 中郡與洞庭郡

有關黔中郡設置之間題 ,黔中郡最早為楚所立 ,而湘西之地隸屬其管

轄 。秦統一後 ,全國設三十六郡 ,其中黔中郡之郡治在沅陵附近 ,湘西地

區仍屬其內 。里耶出土簡牘 ,雖為官署往來文書 ,卻未出現黔中郡之名 ,

反而洞庭郡之名出現頻繁。黔中郡於秦代之變化為何 ?又黔中郡與洞庭郡

之關係為何 ?均有待里耶秦簡之整理與研究 。
”

7.其他

里耶秦簡之重要性 ,另從徵調民眾服繇役 、
∞
不惜民力 、秦令嚴苛之

內容
m可

看出 ,簡文亦反映出秦末陳勝揭竿起義之時代背景 。

又里耶秦簡之文書格式 ,可與已出土之漢初文書相互對照 。

十一刻刻下五 ,(JlΘ 156)口 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 。(JlΦ 5)」 ;一種是略去
“
十一刻

”
等字 ,如 「丙辰水下四刻 。(JlΦ 5)八月癸巳水下四刻 。(JlΘ 133)

八月壬辰水下八刻 。(JlΘ 984)三 月癸丑水下盡口 。(JlΦ 5)」

麥
秦之漏刻與漢代

“
晝夜百刻

”
之漏制比較 ,是很原始的 ,因此記漏刻之格式與

漢代亦不相同 。參見 〈初讀里耶秦簡 〉,頁 75;孫機 ,《 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

說》,北京市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頁 289一”U。
” 〈管中窺豹一專家熱評里耶發現 〉。
’°JlΦ9正面云 :「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 ,啟陵鄉應敢言之 :都鄉手嘉言 :渚

里⋯⋯核十七戶徒都鄉 ,皆不移年籍 ,令白 : “移言 。
”

今問之 ,劾等徙⋯⋯

書告都鄉日 : “啟陵鄉未有某 (牒 )” ,毋以智 (知 )劾等出產至今數 ,⋯ ⋯

謁令都相具問劾等年數 ,敢言之 。」背面記 :「 ..⋯ .遷陵守丞敦狐告都鄉主 ,

以律令從事 。 建守 。」正面文書 ,是遷陵所屬啟陵鄉給縣廷之報告 ,內容說

都鄉的劾等十七戶 ,都沒有移交年齡的登記 。啟陵鄉負責人應做應做了調查 ,

在劾等戶遷徙時 ,有過文書通知都鄉 ,說啟陵鄉沒有紀錄 ,不知劾等人的年齡 。

因此上報縣廷 ,請告知都鄉 ,由 都鄉自行詢問 。背面所記 ,是遷陵代理縣丞敦

狐的指示 ,要都鄉負責人依法行事 ,也就是登記劾等的年齡 。(〈 初讀里耶秦

簡 〉,頁 99。 )《 史記 .秦始皇本紀》載 ,十六年
“
初令男子書年

” 。(頁 粉 )

《睡虎地秦墓竹簡 .編年紀》稱
“
自占年

” 。(頁 7)當時成年 ,須著名籍 ,

以給公家繇役 ,因此登記年齡對政府而言 ,是很要緊之事 。
m里

耶秦簡由年 、月 、日 、地名 、職官 、事件及辦理的時刻構成簡潔完整之公

文 ,可知秦政權嚴厲之行政制度 。參見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

發掘簡報 〉,頁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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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里耶古城與 1號古井    :

據文獻之所載 ,秦統一南方之過程中 ,先佔領巴蜀 ,後經巴蜀向南推

進 ,而湘西之酉水流域便成為秦與巴人攻楚之交通要道 ,里耶地處西垂 ,

為兵家必爭之地 。
釳   :

里耶位於湘西邊境之酉水流域與武陵山區 ,不僅為戰國時期楚 、秦等

國開發與軍事交鋒之前洽 ,I於歷史上亦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出土文物有

秦 、楚和當地少數民族之遺物 ,屬於不同考古文化之系統 ,此更說明里耶

為多民族文化交匯之地帶 ,於古代民族史研究意義十分重大 。
留
湘

﹉
西自古

即被認為蠻荒之地 ,但從出土之秦簡來看 ,秦對邊地之統治與控制似乎極

為嚴密 ,與後世理解不同 。
竻

從古城與秦簡之關係而言 ,古城是秦簡之載體 ,因此古城之價值 ,並

不亞於秦簡之發現 。據考古專家分析 ,根據里耶古城遺址之規模與秦簡之

記載 ,里耶古城當屬秦王朝縣級之城市 。又從出土簡牘內容來推之 ,里耶

可能屬於秦之洞庭郡 。而里耶古城之設立 ,應與秦王朝統治武陵山區多民

族之需要有關 。

里耶古城與秦簡之發現 ,也見證
“
土家北源說

” ,即為庸人南遷提供

重要之史料 。
鉐

笓
考古學者曾於大板漢代墓葬群發掘出 3枚玉石天平砝碼和數十枚西漢晚期之
五銖錢 ,此說里耶風光之過往 。五銖錢於漢代是流通貨幣 ,以其為陪葬品 ′實
乃常見 ,但 3枚玉石天平砝碼出土之意義則不同 。戰國時期 ,黃金交易以天平
砝碼為計量工具 ,其顯露出里耶昔日之繁華 。五銖錢與天平砝碼之出土 ,反映
當時里耶與各地之交流繁榮 ,與今之風貌迥異。(〈 里耶五銖錢銘刻漢時繁華 〉,

《瀟湘晨報》∞∞ 年 lU月 16日 。)
田

里耶古城之軍事功用至少經歷兩次重大之政治變局 ,一是西元前七世紀秦楚
巴結盟滅庸之戰爭 ,二是西元三世紀秦王朝統一中國前後一段時期

一

(〈 湖南里
耶秦簡清理新發現 :專家稱其見證土家族源 〉,《 光明日報》2UU2年 8月 9日 。)

“ Jl出土之器物雖具有秦文化之特徵 ,但仍有強烈之楚文化特點 ,兵器中也略
見巴蜀文化之風格。(〈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頁 ”。)

“
根據文獻 ,一般認為中原政權對湖南地區 ,特別是武陵山區之有效管理自西
漢初年始 ,但由里耶記載之遷陵

一
酉陽等地名 ,可知秦朝早就對此

一

地區進行
嚴格之管理 。(〈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頁 34。 )

鉐 〈湖南里耶秦簡清理新發現 :專家稱其見證土家族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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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簡出土地點一1號古井 ,亦是重要古物 。l號古井 ,為方木井 。方

木井自東漢以後逐漸消失 ,殷商自戰國間方木古井之演變後世知之甚少 ,

實物資料更缺乏 ,此古井之發現 ,填補古代木井之空缺 。

商代之井井邊已固上井欄 ,井下以原木為壁 ,並用轆轤汲水 。1993

年於河北莫城縣台西村商代遺址發現兩座以原木為壁之古井 ,一座深近 6

米 ,井下木井壁占全井之 l/3;另一座深 3.7米 ,木井壁與井中水位持平 。

里耶古城 1號井 (Jl)深 14.3米 ,平面正方形 。井壁四周以寬 3U、 厚 lU

厘米的嵌砌 ,為榫卯結構 ,內徑為 2.l米 ,深至 3.8米處有 2U餘厘米沒有

擋板 ,往下收分 ,內徑為 2米 。每面井壁均用木板 42塊 ,木板大小基本

一致 。
37較

之殷井 ,l號井不僅於鑿井技術之改進 ,或由淺井向深井發展 ,

均有飛躍性的進步 。
銘

五 、結 論

秦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多民族與建立郡縣制之國家 ,但其之歷史

極為短暫 ,僅 15年 ,而相關文獻記載又極為缺乏 ,所存留之遺跡亦有限 ,

里耶古城和秦簡之發現 ,將填補 《史記》、《漢書》記載的秦史之缺漏 ,並

可能改變二千年來戰國秦漢學術史之基本面貌 。

里耶古城建於戰國晚期 ,洽用至秦漢時期 。現存城址分布明確 ,古城

遺跡保存良好 ,為湘西地區戰國至秦漢時期之考古學文化編年及譜系提供

重要之標尺 ,”亦填補秦代地方考古之空白 。

李學勤認為里耶秦簡之重要性 ,在於不僅其數量眾多 ,且是首次發現

成組 、成系統之秦簡 。19巧 年 ,睡虎地秦簡的出土 ,讓世人首次見到秦

人用毛筆書寫之文字 。但睡虎地秦簡不過 lUUU餘枚 ,且每枚字數有限 。

η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 〉,頁 6。

銘
曹硯農 ,〈 試讀里耶一歷史空缺的填補 〉(上 ),《 中國文物報》2U魄 年 l1月

22日 。
” 近來先後於湘西清水坪附近發掘出麥茶戰國古墓 、大板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

之墓葬群 、里耶戰國古城和簡牘 ,為武陵山區之地方考古編年提供實物史料 ,

對於建立中國地區性古代文化序列和戰國至秦漢之城市研究有重要之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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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 ,陸續發現之秦簡均於墓葬出土 ,雖有少量行政文書之內容 ,但與里

耶秦簡官署文書之性質不同 。
的
而里耶一次出土之秦簡 ,遠遠超過以前出

土秦簡之總和 。里耶秦簡內容豐富 ,所涉及到秦之文書內容是成套的 ,有

一定之系統 、格式和體例 ,由透過秦代一個地方之行政文書制度 ,可以豐

富與改變目前對於秦代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等各方面之知識 。
到

的
歷年秦簡出土 :「 19乃 年 ,湖北雲夢睡虎地 ll號墓出土秦代簡牘 11UU餘枚 ,

內容以秦代法律 、文書為主 ,記載秦孝公至秦始皇時期秦律之部分內容 ,此為
有史以來第一次秦簡之出土 。1999.19SU年 ,四川青川郝家坪第 5U號戰國墓葬
出土墓木牘 2枚 ,內容為秦武王頒布的 《更修為田律》。I986年 ,甘肅天水放
馬灘墓葬出土秦簡 46U枚 ,內容有日書和紀年文書兩類 。1989年 。湖北雲夢
龍崗出土秦簡 15U餘枚 ,內容有不少與睡虎地 ll號的秦律一脈相承 。1993年 ,

湖北江陵王家台 15號秦墓出土 8UU餘枚 ,主要內容為日書 、《效律》和易占 。
湖北沙士周家台 3U號墓出土秦簡 389枚 ,內容秦始皇三十四年 、三十七年及
秦二世元年之歷譜 、日書病方等 。加U2年 ,湖南湘西龍山里耶古城 1號井出
土秦簡 錎UUU餘枚簡 。」

姐
〈管中窺豹一專家熱評里耶發現 〉,《 中國文物報》2UU2年 8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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