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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7 新材料．新發現：弱水簡牘研讀會「廿年有恆」學術研討會 
 

一、議程 

時間：106 年 5 月 24 日（三）09:00 至 16:10 
地點：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行政大樓四樓） 
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弱水簡牘研讀會 
時  間 1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開幕式 主持人：吳昌廉、劉振維、陳中龍 

09:40 
 ｜ 
10:40 

                         第一場研討會 
                      主持人：耿慧玲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與談人 
羅仕杰 從敦煌、居延漢簡看漢代邊郡的官、私馬與駱駝 陳中龍 

陳聰文 從出土簡牘看兩漢轉變時期河西地區的政治態度 洪淑湄 

10:40-10:50 茶         敘 

10:50 
 ｜ 
11:50 

第二場研討會 
主持人：劉振維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與談人 
李昭毅 西漢中尉組織建制沿革考釋 游逸飛 
陳中龍 秦漢法律資料中的河洛古語詞蠡測 林文慶 

11:50-13:20 午        餐 

13:20 
 ｜ 
14:50 

第三場研討會 
主持人：陳中龍副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與談人 
林文慶 秦、漢簡牘文字編述評 林葉連 
沈明得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移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羅仕杰 

洪淑湄 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談郵人的復免問題 詹士模 

14:50-15:00 茶           敘 
15:00 
 ｜ 

第四場研討會 
主持人：林文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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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發表人              題      目 與談人 
林益德 孫吳時期「吏」的身分問題 張文杰 

張文杰 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的吏 李昭毅 

16:00-16:10                     主辦人結語―陳中龍 

16:1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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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一）各場次主持人、發表人及與談人出席狀況 

本次學術研討會各場次的主持人、發表人及與談人如下所列，計有 14 人，

14 人中只有第四場的張文杰老師，因「漢光演習」無法請假前來，其餘皆親

自參加研討會。張文杰老師另準備書面資料，由陳中龍老師代為宣讀。 

開幕式：吳昌廉、劉振維、陳中龍 

第一場次： 

主持人：耿慧玲，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發表人：羅仕杰，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與談人：陳中龍，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發表人：陳聰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與談人：洪淑湄，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助理教授) 

第二場次： 

主持人：劉振維，朝陽科技大學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發表人：李昭毅，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游逸飛，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陳中龍，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與談人：林文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第三場次： 

主持人：陳中龍，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發表人：林文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林葉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沈明得，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與談人：羅仕杰，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發表人：洪淑湄，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博士(助理教授) 

與談人：詹士模，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副教授 

第四場次： 

主持人：林文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林益德，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與談人：張文杰，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發表人：張文杰，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與談人：李昭毅，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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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研討會的其他人員 

本次研討會共計 43 位參加，其中 14 位為非本校學者，29 位為本校人員，

參加的人員名冊如下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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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本中心劉振維主任致詞 

 
第一場次陳聰文老師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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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李昭毅老師發表文章 

 
 

第三場次林葉連老師與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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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林益德老師發表文章 

 
與會學者的合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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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紀要 

本次會議的紀要將刊登於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止善》學報第二十

二期，預計 2017 年 6 月底出版。 

 

〈2017 新材料‧新發現：弱水簡牘研讀會「廿年有恆」學術研討會〉

會議紀要* 

 
 
 

陳中龍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976 年 9 月，馬先醒教授組成「居延漢簡研讀班」，開國內集體研讀出土

簡牘之風，1980 年成立「睡虎地秦簡研究班」，研讀睡虎地秦墓竹簡取得豐碩

成果，自 1995 年 8 月始，馬先生將其改名為「弱水簡牘研讀會」，採取更加

開放的態度，廣納簡牘研究之學者與研究生，擴充研讀內容，吳昌廉師繼其步

伐，克紹其志，至今「弱水簡牘研讀會」已歷二十餘載，1其間之艱難與堅持，

令人敬佩。 

「弱水簡牘研讀會」成立十年時，曾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辦「十年有成」學

術研討會，其宗旨在闡明「新發現˙新材料所引發之新問題、新方法、新潮流、

新歷史」，以致有「進步、預流、新學問」之產生。研讀會至今又過十年，此

「新發現˙新學問」之旨趣始終是「弱水簡牘研讀會」的主要精神，因此在秉

持「記注、撰述、興史學」的步驟下，欲將近十年來的研讀成果再次展現，遂

有「廿年有恆」學術研討會之舉辦。此次研討會由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弱水簡牘研讀會協辦，共計有四場次九

篇論文發表，每篇論文另邀與談人提供寶貴意見。研討會雖屬小型會議，但在

                                                 
* 本會議由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弱水簡牘研讀會協辦。 
1 「弱水簡牘研讀會」之發展與目的可參見陳中龍，〈記注撰述興史學――弱水簡牘研讀會簡介〉，朝

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止善》第十九期，（2015 年 12 月），頁 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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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上相當明確且集中，是一場專業的學術性研討會，獲得與會學者的高度贊

同。 

5 月 24 日在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舉辦研討會，吳昌廉師以

書面致辭表達兩項期許，一是「弱水簡牘研讀會」持續了二十餘年，為臺灣學

界所罕見，希望在出土資料不斷豐富研究內容之時，研讀會能夠繼續廣納人

才，開發多元主題，讓研讀內容更具時代性。二是此次學術研討會邀集了國內

簡牘學者共襄盛舉，來日應將研讀會的成果向國際發聲，進而舉辦國際型的簡

牘學術研討會，以達學術交流、以文會友之目的。 

第一場發表會由本中心耿慧玲教授主持，首先是由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的羅仕杰助理教授發表〈從敦煌、居延漢簡看漢代邊郡的官、私馬與駱

駝〉，該文從居延漢簡的《建武五年十二月令史劾狀》、《駒罷勞病死》及《張

宗責馬錢簡》三個簡冊進行分析，區別漢代邊郡的官馬與私馬問題，對官馬遺

失與究責，及私馬的死亡與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得出在馬匹的飼養與照顧上，

不論官馬與私馬受到的待遇基本是一致的結論。其次，又透過整理敦煌、居延

漢簡中有關漢代邊郡野生、官府飼養及西域敬獻駱駝的基本資料，討論野生駱

駝的蹤跡、駱駝與馬匹的價格差異，以及邊郡駱駝飼養及擔任運輸工作的相關

問題。該文對於復原漢代西北邊塞的生態環境甚有貢獻，且羅教授曾三度前往

居延地區實地考察，對於當地生態環境的掌握超乎一般學者，可謂精彩生動的

文章。 

接下來由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陳聰文發表〈從出土簡牘看兩

漢轉變時期河西地區的政治態度〉，該文利用簡牘所見河西地區的年號變化，

解釋從新莽末年到東漢光武帝統一前，河西地區政權的演變及其認同問題。文

中表示自新莽滅亡後，河西地區經歷過三個政權時期，一是更始皇帝，二是赤

眉劉盆子政權，三是東漢光武帝。在此其間，雖有隗囂的復漢年號，但從未出

現河西自我發展出的年號系統，表示河西地區始終無獨立建國的野心。且河西

地區雖在名義上統一於竇融，但卻是五郡聯合統治，諸郡太守與竇融之間並無

絕對的統屬關係，以致河西不存在獨立建國的能力。陳博士是弱水簡牘研讀會

的生力軍，相信未來必有一番成就。 

第二場由本中心劉振維主任主持，首先由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李昭毅助

理教授發表〈西漢衛尉屯衛制度探研──以未央宮內殿外的屯衛區域、設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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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為中心〉，李教授長期關注西漢中央的軍事組織系統，此文又是近期的大

作。該文從長安城的空間視角出發，考察其屯衛制度，目的要彰顯衛尉作為中

央常備軍的制度特色。文中結合考古及文獻資料，認為禁衛三卿間採取區域門

戶內外聯防的分工模式，以落實宮禁法規，確保皇帝居處安全。文中大膽推測

當時未央宮的日常建制兵力約在 3,000-3,600 人之間，且可由屯衛部曲編建的組

合情況看出兵力部署並非完全均質化，此為長安城軍事研究的重要發現。 

接下來由本人（陳中龍，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發表〈秦漢

法律資料中的河洛古語詞蠡測〉，該文以為今日臺灣河洛話的一般習語白讀

中，從形、音、義三方面考量，都能從古文獻裡找到與其相契合的古字詞，因

此欲連結古今，利用今日河洛話的讀音、詞義，推敲秦漢古字詞的使用方式，

凸顯河洛話的歷史意義，同時作為秦漢史研究的助力。該文檢出秦漢法律資料

中的「行」字、「𠢕𠢕」字及「作」字三種，在「行」字部分，字形早見於甲骨

文，文中以「行書」、「行廟」、「行春」、「行路」、「行金」、「行錢」為例說明。

「𠢕𠢕」字部分，秦漢時雖常與「敖」、「傲」互用，但「𠢕𠢕童」、「𠢕𠢕悍」之「𠢕𠢕」

應帶有「力」部。「作」字部分，文中以「作田」、「作功（工）」為例說明。三

種字詞在河洛話的語義上與秦漢字詞相同，有助於古代史研究及河洛話字詞的

尋根。 

第三場由本人主持，首先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文慶副教授發表

〈秦漢簡牘文字編述評〉。該文先回顧簡牘文字編的發展歷程，述評各家著作

之優點與不足，最後總結出編纂一部文字編所當考慮的面相與要點有三。一是

字形處理的問題，主張字形釋讀或來自竹簡整理小組，或亦從學者考訂，亦有

出自字編纂集者，但都應交代來源依據為宜。二是形體排序問題。認為文字編

主要以形體為主軸，收錄時自然應先納入與所立字頭相同之文獻字形，然後再

錄因寫法或構件不同而形成之異體字。三是欲考究字形演變之跡時，勢必得對

字頭統屬之眾形體進行音、義之觀察，再進一步予以類分並群聚。林教授長期

從事教育部國語字詞典的編修，對於秦漢簡牘文字編的編纂意見，無疑是珍貴

的實作經驗分享。 

接下來由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沈明得助理教授發表〈甘露二年丞

相御史書移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該文以肩水金關所得之三枚簡冊

（73EJT1：1-3）――「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冊」為研究對象，輔以「永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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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詔書」及「元康五年詔書」，對比同是中央下移之詔書文件，討論甘露二年

發佈之追緝令是否具有急迫性。另外又藉此推論該簡冊出土的肩水金關遺址問

題，對肩水都尉府與肩水候官的關係為何，提出肩水金關應是關、部合一的組

織，此說可補肩水金關研究的不足。沈教授長期關注漢武帝前後時期的政治變

化，此文正是利用出土簡牘討論這個時期政治大案的絕佳例子。 

第三位由國立中興大學洪淑湄博士發表〈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談郵

人的復免問題〉。漢代比較重要的文書採取「以郵行」，郵人須透過「郵」的系

統來傳遞文書。該文先釐清郵的設置及郵人的身分，再討論郵人的復免內容及

其問題。得出的結論主要為：郵人是由無爵或低爵位的平民擔任，選用本地人，

郵戶有宅第居住，有田地耕種維生，官府免除其徭戍而付予專門的行書工作，

此工作不同於一般的徵調徭役。但從張家山漢簡所見，郵人的復免並不如一般

學者討論的那麼優免，因為學者論述時常將一般地區及巴、蜀、漢中的復免統

合看待，而取其最優惠的復免條件，以至於「戶不減」成為重要議題。該文專

門討論郵人的身分及復免問題，是一篇能夠解決問題且質精的論文。 

第四場次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文慶副教授主持，這場次有兩篇論

文發表，兩篇都是以三國走馬樓吳簡中的「吏」為對象，因此將其置於同一場

次發表，可獲得更精細而深入的討論。首先是由國立中興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林

益德發表〈孫吳時期「吏」的身分問題──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為中心〉，

該文認為「吏」自秦漢時期即屬較具經濟優勢之人，在兩漢社會發展的路途上，

甚至因此形成豪族掌握地方吏職的局面。孫吳時期長沙地區的吏似乎仍具備秦

漢時期特色，由社會中較為富有的族群擔任，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縱使不高，

但也絕非可以任意用賤吏等詞彙形容。只是在常見的諸吏外，必須承認較具軍

事性質之軍吏、卒，已成為一種較低賤的身分。總體而言，吏是較為富有的，

只是吏、民皆須承擔共同義務，同樣共享權利，兩者之間尚無根本差異。 

最後是由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張文杰助理教授發表〈走馬樓三國吳簡中

的吏〉，該文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及《長沙走馬樓三

國吳簡‧竹簡》（壹）、（貳）、（參）為主要史料，討論走馬樓吳簡中「吏」的

地位問題。文中認為從吳簡所見，限米納交的諸身分別，顯示擔負者大致包括

兩部分，一是從事專項工作的身分，如佃卒、郵卒，二是有別於正戶民（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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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者，如客、子弟、私學等。吳簡中的諸吏佃作待遇並不理想，納交限米

者多為基層社會的特殊身分，從中都顯示諸吏的社會地位不高。文中最後以「置

吏以周役」的概念，解釋從兩漢以來置吏的主要目的在作為基層勞役，直到魏

晉時期仍是如此，吳簡中的吏社會地位不高，是延續兩漢而來。 

最後一場的兩篇論文討論的都是同一個主題，但研究卻呈現兩種完全不同

的結果，對於「吏」的社會、經濟地位有不同的認知。這種透過史料的理性討

論，凸顯這次學術研討會中不同意見的珍貴呈現。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九篇論文都以出土簡牘為主要史料，輔以文獻進行「二

重證據法」（或多重證據法）的研究，這種方法最適合於出土資料豐富的今日

學界，就如吳昌廉師所提示的，廿一世紀是出土資料的世紀，新資料將引導出

新的研究方法，進而產生新的學問，順此潮流者得謂「預流」，在此「預流」

的指引下，希望「弱水簡牘研讀會」能夠持續二十年來的努力，繼續為學術的

討論而堅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