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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送死，飾哀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 

──《荀子．禮論》 

全書含序論及結論，共分為十二章，原本皆為單篇發表，

撰寫之際，不免各依主題，多有斟酌倚重。今日彙整成書，

期待整體讀來，能夠相互補足，呈現較為清晰的整體輪廓。

整體而言，本書的研究材料多為漢墓所出，故而依照漢墓發

展脈絡，可將本書分成以下三組。第一組，針對西漢石槨及

其畫像，包含第一章至第三章的三篇論文，主要探討西漢時

期石刻畫像的起源問題，進而比對研究西漢儒學興盛對於喪

葬禮俗與喪葬美術的影響，分析上述儒學影響下的圖像轉

變；第二組，著眼於東漢祠堂題記及其畫像，包含第四章至

第六章以及附錄一的四篇論文，主要探討許卒史安國祠堂為

中心的題記、石刻畫像製作、墓園營建，嘗試探討喪葬美術

所反映的喪葬禮俗；第三組，以漢墓裝飾與漢畫空間表現為

研究對象，包含第七章至第十章以及附錄二的五篇論文，主

要探討東漢墓室畫像、仿木結構裝飾，以及漢畫圖像的空間

表現等議題。 

一、西漢石槨及其畫像 

具體而言，西漢早中期以降，魯中南漢墓為中心的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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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豫、皖（今日江蘇、山東、河南、安徽）交界地區的漢

代墓葬，率先流行石槨墓，同時出現各式石刻畫像，進而流

傳東漢，一脈相承地體現漢代畫像石的起源、發展與流傳。

因此，本書將以三章的篇幅，著眼於魯中南漢墓為中心的石

槨及其畫像，分別探討「漢畫淵源」、反映儒家葬俗的「敺禽

圖像」、從生產圖像到文化圖像的「紡織圖像」。 

首先，第一章以〈漢畫淵源考略──以西漢早期石槨畫

像為中心〉為題，著眼於目前所知中國最早出現的墓葬石刻

畫像，亦即魯中南石槨常見的菱形紋飾、玉璧、樹木、人物、

樓閣等畫像，探討上述畫像的起源問題。本章簡述西漢早期

畫像石槨的發現與研究，提出喪葬形制與石槨畫像的不對稱

關係，強調石槨墓葬的整體設計以及情境分析的重要性。 

其次，本章比較畫像石槨以及當時貴族的漆木棺槨得

知，菱形紋飾、玉璧畫像應該是模擬當時貴族的鑲玉漆棺。

相對於此，樹木紋飾象徵良木棺槨自身，進而象徵墓上的封

樹等。除此，人物以及樓閣紋飾則是如同人俑一般，皆為服

侍樓閣當中的墓主的象徵。由此觀之，漆木棺槨乃至石槨畫

像的轉換過程，宛如尼爾森闡揚的「視覺挪用」及「材質轉

換」；1 至於模擬漆棺紋飾，形成千篇一律的紋飾，且近年的

大量發現，可謂雷德侯提出的「子模設計」與「大量生產」

的翻版。2 

                                                        
1 參見 Nelson, Robert S., “Appropriation,”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in 

Robert S. Nelson and Richard Shiff ed., pp. 116-128. 
2  參見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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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作為情節敘述為主的畫像藝術，由於樹木紋飾的

雙重意涵，可謂居於棺槨象徵乃至墓園象徵的關鍵，並且經

由模擬漆棺畫像的「象徵性」轉換成為模擬墓園場所的「敘

述性」的過程，使石槨畫像得以擺脫千篇一律的「子模設計」

以及「大量生產」，從而得以刻劃樓閣與人物，展開模擬上位

墓園的敘述性的豪奢生活圖像。 

再者，魯中南的中小型漢墓率先使用石槨以及畫像一

事，似乎與其地望以及風俗有關。由於地處盛行斬山刻石的

西漢魯國、楚國、梁國等諸侯家族的崖洞墓之間，應該不乏

石刻工匠以及相關的喪葬美術之行業。如此一來，工匠以及

相關知識的基礎之上，一旦搭配該地好儒厚葬、儉嗇趨利的

風俗，以及楚系葬俗的影響之下，則誠如楊愛國先生以及邢

義田教授的詮釋，3 確實可謂漢代畫像藝術的搖籃。 

換言之，魯中南西漢早期石槨之上的畫像，可謂視覺挪

用以及材質轉換的結果。因此，作為平民墓葬形式的石槨及

其裝飾，可謂藉由視覺美術的手法，導致始於貴族品味的模

擬，得以借助新興的石雕技術所帶來的量化生產，一則教導

吾人得知當時平民階級的棺槨裝飾及其特徵；再則透過視覺

模仿以及大量製作的過程，確立當時平民階級的喪葬美術之

消費；三則累積數量並且改頭換面之後，脫離原始的貴族模

仿，從而增加人物畫像的敘述性格，開啟中國古代的畫像藝

術，確立平民品味的漢代喪葬美術，邁向俞偉超等考古學者

                                                        
3  楊愛國，〈固守家園與遠走他鄉──以漢代畫像石刻藝人為例〉，《齊魯文

化研究》，4，2005，頁 163-169；邢義田，〈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

《畫為心聲》（北京：中華，2011），頁 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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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漢制」之下的墓室裝飾。4 
其次，第二章以〈漢畫持弓敺禽圖像考略──兼論經典

弔喪的古今發展〉為題，探討漢代石槨畫像的持弓驅禽圖像，

                                                        
4  尼爾森所言的「視覺挪用」與「材質轉換」的現象，類似傳統文獻的「僭

越」。此一「僭越」亦見於東周以來的中原墓葬，誠如列鼎制度與對應階

級的鬆動，仿銅陶禮器的流行，新興葬俗誠如楚墓的鎮墓獸、帛畫、槨

內空間的開通，或是秦墓率先出現的土洞墓、模型明器等，於西漢中期

產生明顯的匯合與轉變之後，在墓葬形制之上，促使「周制」的土坑豎

穴木「槨墓」逐漸轉向「漢制」的磚石「室墓」；其次，在墓葬裝飾之上，

促使東周以來的棺槨裝飾（包含畫像），藉由本文著眼的材質轉換與視覺

挪用，邁向漢制室墓的的地下「墓室裝飾」與地上「祠堂畫像」。如此一

來，蘇、魯、豫、皖交界地區的西漢石槨墓，可謂繼承周制的槨墓形式

之餘，也採材質轉換的手法，以石代木，產生小規模的仿木石槨墓葬形

式。其次，採取視覺挪用的手法，雕鑿各式圖畫，邁向漢制室墓的墓室

裝飾，以及隨之而來的宏偉空間與豪華裝飾之下的死後世界。換言之，

西漢早期的魯中南石槨墓及其畫像，不但位於「周制」與「漢制」之間

的關鍵位置，而且可謂漢代墓室畫像的源頭之一。關於墓葬形制，詳見

俞偉超，〈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

與「晉制」的三階段性〉，《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1985），
頁 117-124；鄭同修、楊愛國，〈山東漢代墓葬形制初論〉，《華夏考古》，

1996 年 4 期，頁 87-102；俞偉超，〈考古學中的漢文化問題〉，《古史的考

古學探索》（北京：文物，2002），頁 180-190；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

研究》（長沙：岳麓，2003）；Jessica Rawson, “The Eternal Palac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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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一圖像的題材內容以及相關寓意。首先，根據相關圖

像的歸納與分析得知，持弓驅禽圖像大多分布於西漢晚期乃

至東漢早期的山東魯中南地區，似乎呼應漢代儒術深化之

際，山東儒生的重要角色。 

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以及東漢趙曄《吳越春秋》

的記載得知，持弓驅禽圖像可謂模擬當時墓上弔唁之新風，

反映時人對於托古改制的喪葬禮俗之想像，亦即當時人們以

為《周易．繫辭》所言的古代葬禮乃是薪材裹屍、不封不樹，

故而孝子必須持弓驅禽以護屍。5 如此一來，但凡相信此說

的弔唁問喪者，應該持弓上墓，協助孝子驅禽，從而形成墓

前弔唁之新風。相對於此，持弓驅禽圖像當中的跪拜人物，

應可視為喪家答禮，誠如臥虎山 M3 石槨畫像，以及微山溝

南村石槨畫像。 

換言之，上述持弓驅禽圖像以及跪拜人物畫像，可謂反

映西漢晚期──尤其王莽執政時期──的學術新風。亦即推

崇《周官》的古文經派逐漸抬頭，同時通過古典經書的引述，

尤其在當時盛行的「章句」詮釋之下，誠如漢代學者經常引

用《周易．繫辭》的兩句話──「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從而開啟或是依附王莽執政時期的托古改制。然而，王莽失

                                                        
5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

子……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

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古人歌之

曰：斷竹續木，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頁 260）《說文

解字．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敺

禽。弓，蓋往復弔問之義。」（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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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並且引來天下大亂的改朝換代之後，人亡政息。或許如此，

持弓驅禽圖像也才曇花一現地出現在西晚乃至東漢早期。 

再者，儘管托古改制的王莽難逃失敗的命運。但是王莽

所崇尚的儒家學說卻是日益興盛，而且更為全面地影響東漢

時代的喪葬禮俗。或許，更為正本清源的儒家葬俗，或者說

是漢化的儒家葬俗乃是誠如山東嘉祥武氏墓園一般的前有石

闕、石獸、石碑、石祠堂等諸多供人觀看追思弔念的「紀念

物」。如此一來，前期石槨所見的持弓驅禽圖像或是跪拜人物

畫像，應該也要轉移陣地，或是另尋圖像發展的其他出路。 

然而，相對於畫像藝術的自我調整，日益興盛的儒家學

說並未放棄古代理想葬俗的追尋，誠如前述趙曄《吳越春秋》

的記載，或是《漢書．楚元王傳》、《後漢書．王符傳》、《後

漢書．趙咨傳》、《後漢書．符融傳》的引用。甚至變本加厲

地望文生義，製造新意，誠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

「弔」字，應該乃是反映上述學術氛圍之下的詮釋。 

只不過許慎參酌當時經學與風俗的釋「弔」之說，亦即

「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敺禽。

弓，蓋往復弔問之義」，竟然引發持續兩千年的學術爭議，此

則唐代顏師古注西漢史游《急就篇》、唐代段成式《酉陽雜

俎》、唐代李陽冰與五代徐鍇注《說文解字繫傳》、清代小學

諸家注解《說文解字》的糾葛以及皮錫瑞《經學通論》的解

釋。再者，上述諸人大多針對文字、經學與義理之爭，故而

論述之際，往往缺乏直接性的材料，尤其是漢代的視覺材料

之證據。因此，倘若本章考察的持弓驅禽圖像得以成立，或

許可為東漢許慎之說，甚至從此引發持續兩千年的學術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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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供些許的視覺材料，從而圖文並重地完成宋人金石學

的「證經補史」，只不過此處的證補可能乃是漢儒詮釋之下的

儒化古史。 

其次，第三章以〈漢畫紡織圖像考略──從生產圖像到

文化圖像〉為題，結合藝術心理學、考古類型學與文獻分析

的研究方法，探討漢畫紡織圖像的確立、流傳以及演變等諸

多問題。首先，經由本文的考察得知，漢畫當中的「紡」、「織」

有別。紡車為中心的紡織圖像多見西漢中期乃至東漢早期的

墓葬裝飾，可謂豐富死後世界的生產圖像之餘，隱含婦功美

德之象徵。相對於此，織機為中心的紡織圖像則是盛行東漢

的祠堂裝飾，大多力守特定的圖像特徵，連結「參配陰陽，

通達神明」的夫婦之道，以及曾母與曾子為中心的孝通神明

之故事，並且通過祠堂的公開展示，彰顯祠主的忠孝仁愛之

情操。 

然而上述的紡織圖像流傳既久既遠，不免因為刻板印象

之故，造成圖示的修正以及形象的變化，誠如西漢「紡車圖」

的槌狀「籆」板，被東漢早期的嘉祥工匠誤為「木槌」，並且

增加「鑿子」之後，導致原本的「紡紗」圖像變成「造輪」

圖像。 

再者，新莽時期已經出現織機為中心的圖像。此後，武

梁祠的紡織圖像因為兩則題記之故，大多讀為「曾母投杼」

圖像，而且廣為人知。事實上，兩則題記似乎指向兩則曾子

為中心的兩則不同故事，而且分別連結圖中的不同人物。簡

言之，橫榜的「讒言三至、慈母投杼」確實得以連結畫面所

見的織機、曾母、織杼等圖像元素，以及曾母投杼、轉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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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人物姿態──本章稱為「曾母圖示」；相對於此，上榜的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衹，著號來方」，應該指向東

漢王充《論衡．感虛篇》以及東漢宋均註解《孝經援神契》

所言的曾參母子同氣、曾母搤臂、千里感通、曾參來歸、跪

地問母的「以通神明」之故事，並且連結圖中的跪地人物──

本章稱為「曾子圖示」。如此一來，工匠或是指導工匠的贊助

者，巧妙地結合兩則故事、兩則題記以及曾母轉身、曾子跪

地的紡織圖像，成為貫穿東漢紡織圖像的重要參考圖示。 

其次，各地接受上述圖示之餘，不斷修正，結合上述的

紡車為中心的圖像之後，形成各地的地域子傳統。首先，皖

北、蘇北亦見上述曾母圖式的影響，但是風格改變，題材內

容微調，誠如兩地的織機圖像並非典型山東的正側視，而是

稍稍翻轉織機，增加織機的立體感，並且強化經線、緯線的

描繪。其次，人物肢體語言活潑，人物描繪善用曲線，整體

呈現自然寫實的趨勢。此一特徵亦見四川的織機圖像，只不

過此地更重細部描繪以及大量充填的裝飾效果。 

相對於皖北、蘇北的既寫實又裝飾的趨勢，滕州的紡織

畫像似乎更加趨近嘉祥的公開觀看以及訓誡性格。首先，滕

州工匠採用「婦女攜子」的圖像，以為上述曾母轉身、曾參

跪地的修正。再者，描繪Ω型絲線連結絲團、紡車與織機，

形成詳述紡織工序的在地特徵。換言之，結合絲團、籆板、

紡車、織機、人物等諸多圖像，似乎嘗試說明紡織工序以及

絲綢產品的豐富，一則通過祠堂畫像的公共性格，亦即以生

產圖像完成豐厚喪葬裝飾以顯孝的社會習俗，同時借用紡織

圖像所隱含的孝悌故事，完成《漢書．郊祀志上》所言的「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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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的祭祀傳統。 

再者，「通神明」的祭祀傳統之下，東漢紡織圖像所見的

男女親密動作，實則體現陰陽調和的「夫婦之道」。如此一來，

男女親密圖像不但成為《列女傳》歌頌「色親德固」的榜樣，

同時符合東漢班昭所強調的儒家禮儀，亦即《後漢書．列女

傳》：「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的思維之下，促成

男女親密的紡織圖像得以融入「通達神明」的墓葬美術。 

除此，平陰畫像石以及宏道院祠堂不但使用紡織圖像，

而且對稱地使用牛耕圖像。如此一來，原本作為孝悌故事的

紡織圖像，不但彰顯喪家以及祠主的美德，而且體現男耕女

織的時代意義。甚而言，開啟日後耕織圖的歷史性淵源，故

而美術史上的位置，不可不謂意義重大。 

最後，本章出現紡織圖像的魯南、蘇北、皖北的墓前祠

堂，大小有別。規模大者，經常並置紡織、武庫、臺榭、樓

閣禮拜、車馬出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等圖像。其中，樓

閣禮拜與車馬出行可謂褒揚祠主光采，百獸率舞與鳳凰來儀

則是盛世祥瑞，至於紡織、武庫與臺榭，隱含男子尚武、女

子紡織、各司其職、百姓和樂之寓義，亦即當時王充《論衡．

宣漢》所言之「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或是《白

虎通義．封禪》所言之「天下太平符瑞」。如此一來，紡織圖

像為中心的上述圖像，可謂歌頌當時政治清明與太平盛世的

文化圖像。 

二、東漢祠堂題記及其畫像 

東漢以後，魯中南漢墓為中心的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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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墓前祠堂，其上或見文字題記與石刻畫像，記載祠主生前

行事，家屬治喪、服喪、祭祀過程，墓園營建、畫像內容以

及相關的喪葬禮俗。值得注意者，喪家往往耗費巨資、聘請

名匠、競相技巧地經營祠堂與墓園，呼應當時文獻記載的厚

葬、久喪、飾哀以顯孝，從而博取輿論支持的特殊現象。因

此，本書以三章的篇幅，討論祠堂題記與喪葬禮俗，祠堂藻

井畫像的規劃與設計，題記所見的祠堂畫像、畫像製作與墓

園規劃等議題。 

其中，第四章以〈永壽三年許卒史安國祠堂題記考略〉

為題，探討 1980 年左右出土於山東嘉祥宋山的許卒史安國祠

堂畫像石題記。此石題字 11 行 489 字（包含重文、符號），

記載祠主生前行事，家屬治喪與服喪過程，墓葬營建、畫像

內容以及相關的喪葬習俗，可謂漢代喪葬美術的重要參考。

然而，內在的文字考釋之上，或因俗字、異體字、通假字、

方言之辨，或涉喪葬習俗之故，尚有些許不明之處。 

因此，筆者謹依西漢晚期揚雄《方言》、東漢許慎撰、清

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宋代洪适《隸釋》、清代顧藹吉

《隸辨》、清代邢澍《金石文字辨異》等書，考校「廿」等 38

字，考釋「朔」、「珍」、「滋」、「痛」等異體字，考釋補遺「遭

恒（慎？）」、「佪（徊，『晦』意）氣來西上」、「不為知、閒

（間）」、「草廬、凷、容」、「王無伴（並）死之臣」、「牧馬牛

羊諸偅（僮）」、「高平」屬性，完成全文的句讀與釋義。 

根據筆者考證得知，許卒史安國祠堂畫像石題記的內容

之上，大致有二：亦即，前言祠主行事，後言喪家治喪服喪、

修飾墓園、悲哀思慕、敬語觀者。前半既言祠主行事，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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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主美德，頗類碑文之銘誄頌德，然而篇幅較短。相對於此，

後半長篇多言贊助者的部分，包括喪家名字、美德、服喪、

墓飾，乃至誇張墓飾，以彰顯哀悼之意。此則告慰死者之餘，

多費筆墨，讚揚喪家符合時人期許的美德。 

其次，題記多言修墳立祠，甚至明記高平名工的姓名、

工序、紋樣、畫像、工期、功費，而且馳騁文才，似為誇張

畫像之豪華，頗類〈魯靈光殿賦〉的「圖畫天地」之下，描

繪天井、四壁圖像等文字。儘管題記無法一一對應該當出土

之畫像石，然而頗具畫像構成以及裝飾意匠的參考價值。如

此一來，一則符合《考工記》強調「料工物美」的當地工藝

傳統，而且兼具治喪飾哀，甚至期待哀榮送死，以為光榮著

世之禮俗，從而符合長篇論述所欲博取的喪家名聲，以及題

記文末的敬語觀者、訴諸輿論。 

最後，題記文末出現節哀順變的語氣，似乎暗指禮儀即

將轉折。除此，首尾明記「年月朔日子」的書式，而且文末

紀日之後，緊接著出現墓園落成的用語，似乎暗示著新完工

的祠堂，即將成為日後上墓祭祀的中心。如此一來，許卒史

安國的喪禮似乎也將進入另一階段──亦即服闋除喪，回歸

祖先祭祀。 

其次，第五章以〈紋樣、形式與意匠──以宋山畫像石

的花卉紋樣為例〉為題，探討包含上述許卒史安國祠堂畫像

石，亦即 1980 年左右山東嘉祥宋山發現八石花卉紋樣的畫像

石。首先，本章分別從花卉紋樣的構成形式──圓苞區、花

瓣區、邊框區，規矩施張、瓣間填補、瓣上重疊、瓣尖充填

等裝飾意匠，以及漢代銅鏡為主的器物紋樣等，考察宋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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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八石畫像石的花卉紋樣。 

歷來最為難解的井字紋，實為簡化形式的四瓣花紋，亦

即本書第七章所探討的井絡圖像。相對於此，八石的花卉紋

樣則是重疊變化形式的四瓣花紋。除此，得知定制化以後的

四瓣花紋的簡化或是繁化，往往取決於紋樣的構成形式及其

裝飾意匠。其中，邊框的約束，往往造成花型的改變，甚而

言，造成單一花瓣為主的框內分枝或是框內連續。 

其次，構成形式的演化之際，除了力守規矩施張的裝飾

意匠之外，往往因應不同材質以及不同尺寸，從而展開花型

的圖案與基底、花瓣的瓣間填補、花瓣的瓣上重疊、花瓣的

瓣尖充填等的調整，而且彼此相關，進而與形式之間，互相

呼應。 

高凸的圓苞、寬厚的方框以及方圓之間的花瓣設計，大

多類似漢鏡──尤其盛行於兩漢之際的方格規矩鏡的紐座紋

樣；或是類似王莽時洛陽墓室的藻井垂瓜裝飾，詳見本書第

七章與第八章的論證。然而，形式雷同之下的紋樣借用，卻

因材質、技法與尺寸之不同，頗多修正之處。亦即，形式的

簡潔與對稱之上，使得紋樣得以貫穿各種材質；然而工匠接

收紋樣之際，往往相對小幅地修正形式，並且相對多元地參

酌工匠熟悉的視覺語彙，從而進行瓣上重疊、瓣間填補以及

瓣尖充填。 

其中，第 28、29 石畫像石的圖案與基底之間，平衡而對

稱，保留較多的銅鏡設計之形式與意匠。相對於此，第 7、8、

9、10、31 石的圖案與基底之間，出現鬆動，並且增加瓣緣

裝飾。此地不但出現較多的意匠之上的修正，而且似乎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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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紋樣的構成形式，暗示著畫像石之上、大面積的花卉紋

樣的新形式──藻井蓮華──的即將到來。 

因此，經由銅鏡紋樣、宋山畫像石第一組紋樣、宋山畫

像石第二組紋樣、藻井蓮華的比較，似乎反應著銅鏡紋樣過

渡至畫像石紋樣的脈絡之一。其中，第 29 石之上，出現永壽

三年的紀年。亦即，製作於西元 157 年左右的此批宋山畫像

石之上，已經萌生特殊器物（方格規矩鏡）紋樣的影響之下，

特殊墓葬美術的新型花卉紋樣（大型方框八瓣蓮華紋）的創

生契機。而且此一發展曲線之上，正是流行東漢晚期畫像石

墓的藻井蓮華。如此一來，一則確立花卉紋樣的共時研究──

即紋樣、形式與意匠的互動模式；二則確立簡潔、平衡、對

稱之上的形式貫穿，亦即銅鏡等器物乃至畫像石的脈絡，從

而駁斥墓室裝飾影響方格規矩鏡之說；三則釐清文樣借用之

際的形式鬆動以及意匠修正。並且期待上述研究，得以延伸

大型方框八瓣蓮華紋的藻井蓮華。 

第六章以〈題記、製作與意匠──以安國祠堂畫像石為

例〉為題，考察「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堅、江胡、欒石。

連車采石，縣西南小山陽山，琢礪磨治。規矩施張，搴帷反

月，各有文章。雕文刻畫」等題記。 

整體而言，安國祠堂畫像石題記已經走出東漢早中期題

記的格局，從而邁向碑、志之路。然而形制之上、功能之上，

似碑非碑；內容之上，似銘非銘，似誄非誄，似志非志。其

中，細述製作過程，以期材美工巧、裝飾華美、畫像豐富等，

可謂題記與告哀金石文字為主的誄、碑、銘、頌、志之間的

最大差異。誠如此地重視製作及其視覺經驗者，可謂「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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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題記」、尤其是「畫像石」「祠堂」「題記」的特色，從而凸

顯本章揭舉題記的特殊性，以及其與製作與意匠之間的相關

性。 

首先，題記似碑而非碑。似碑之上，乃是承襲青銅器銘

文的稱頌祖德的傳統之下，祠堂畫像石題記、甚至承載題記

的石刻自身──包含招工、相料、采石、鐫刻、題記、裝飾

與畫像，也具有某種神聖的意義，亦即名山采石、樹立靈碑、

刊石勒銘、頌揚祖德、公開展示、永垂後世的紀念性價值，

從而內在地聯繫本章標題的「題記、製作與意匠」。然而題記

似碑終究非碑，故而形制之上，往往礙於制度，從而隱身畫

像石一隅。 

同時，題記往往訴諸視覺性褒美。因此，強調「招工募

石」的材美工巧，而且多述碑文少見的紋樣與畫像，從而視

覺地、民間性格地「送死飾哀」，以及直接地、樸素性格地「崇

飭喪紀以言孝」。 

其中，「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堅、江胡、欒石」可為

一文，主述「招工募石」的「工有巧」。其次，「連車采石，

縣西南小山陽山，琢礪磨治」可為一文，描述開山采石乃至

整治石料的工序。當中，「連車」未必為人名，應為工序，讀

成「連車采石」。至於「縣西南小山陽山」則是采石場。其次，

「琢礪磨治」乃是石料整治。除了歷來認識的水磨整平之外，

比對文獻以及製作痕跡之後，得知「琢」字也暗示著鐵鐫鑿

石的工具與工法，從而合觀上述文字，或可適度地復原畫像

石製作工序以及石材邊料運用之關係。 

再者，「規矩施張，搴帷反月，各有文章」可為一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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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工具、紋樣與意匠。其中，「規矩施張」包含多重含意，一

為工具意義，故而留下清楚的製作痕跡；二則暗示紋樣意義

的規矩施張，誠如方形設計的菱形紋以及圓形設計的連弧紋

等，亦即緊接此文的「搴帷反月」的反月紋；三則隱喻意匠

意義的規矩施張，誠如高平工匠製作之下的宋山小祠堂立面

裝飾的設計與佈排，強調方圓並濟、平衡對稱、細密精巧的

裝飾意匠。甚而言，宋山小祠堂等墓葬建築立面裝飾、乃至

晚期嘉祥派風格也是規矩施張的結果之一。 

最後，「各有文章」意味著「規矩施張」以及「搴帷反月」

的精巧設計。只不過意匠仍需通過製作，方得實踐。於是「各

有文章」之後，緊接著「雕文刻畫」，從而產生令人肅然起敬

的「交龍委蛇」等畫像，以期張橫〈冢賦〉、〈梁相孔耽神祠

碑〉以及〈武梁碑〉所言一般的美化墓葬、降福子孫、永世

不忘的墓葬美術，從而外現地聯繫本章標題的「題記、製作

與意匠」。 

歸之，題記雖多套語，然有信度。因此，倘若合觀漢碑

與文獻，不但釐清字型與用例，而且闡發隱喻；倘若合觀製

作痕跡，則是增進工具與工序之理解。最後，倘若合觀紋樣、

畫像與意匠，一則補正題記之不足，二則凸顯特殊匠師設計

之下的特殊意匠，三則幫助裝飾之理解與紋樣之溯源。 

三、漢墓裝飾與漢畫空間表現 

相對於東漢祠堂所反映的喪家「飾哀」以治喪，東漢墓

室的畫像及其裝飾，則是更多體現「大象其生」的仿木結構

以及人物畫像，同時反映時代風格與地區特色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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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空間表現。因此，本書以四章的篇幅，討論祠堂以及漢

墓藻井裝飾，分析井絡圖像的演變與意涵。其次，以豐富仿

木結構的四川綿陽崖墓為中心，討論刻花垂飾的類型與風

格，比較中原漢墓的相關案例，溯其淵源，考其意涵。最後，

分區、分類收集整理漢畫的器物、建築與山岳圖像，排比、

分析漢畫空間表現的地區特色與時代風格，奠定早期繪畫研

究之基礎。 

首先，第七章以〈漢畫井絡圖像考略〉為題，針對漢墓

藻井裝飾及其相關紋樣，通過造型元素以及形式風格的分析

與比對，探討盤長紋飾、陶井紋飾、藻井裝飾以及相關裝飾

之間的發展脈絡。本章在日本學者中野徹的啟發之下，6 從

臺灣傳統藝術的盤長紋飾出發，溯及漢代的陶井紋飾以及崖

墓紋飾。 

其次，分析上述紋飾的造型元素與形式風格之後，發現

陶井紋飾密切關係其旁的「東井戒火」之銘文，從而進入「東

井」星象的探討得知，洛陽陶井紋飾的三項造型元素，十分

類似洛陽漢墓的藻井裝飾，因為漢代的藻井取象陶井銘文所

指的「東井」星象。此時，取象東井的洛陽漢墓的藻井，經

常可見五星如瓜高懸藻井之上的五星聚東井之裝飾。 

再者，本章比對文獻得知，五星聚東井乃是漢高祖劉邦

的受命之符，可謂漢代開國的吉祥圖案，故而高懸藻井之上，

同時成為陶井紋飾的三項造型元素的淵源所在。其次，通過

                                                        
6  中野徹，〈明磁の文様──主として吉祥文について〉，收入《世界陶磁

全集：第 14 冊》（東京：小學館，1976），頁 3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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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神秘的讖緯之學以及天文分野之說得知，劉邦龍興的蜀

漢之地，在西漢晚期以降，正從「五星聚東井」的開國圖讖

衍生「井絡纏曜」的地方性分野星占。具體而言，通過《河

圖括地象》等緯書，推出「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上為天井」之新說。此地的井絡實乃井繩，亦即

東井星宿之繩索。因此，一旦井繩纏繞匯聚此地的五曜之後，

便是岷山之精所對應的「井絡纏曜」，亦即蜀地的分野星占祥

瑞，同時在造型之上，對應陶井紋飾的最後兩項造型元素，

從而完成漢畫井絡圖像的淵源與建構，並且多見蜀漢一帶。 

換言之，類似盤長紋的陶井紋飾，密切關係該當紋飾旁

邊的「東井戒火」之銘文，從而聯繫東井星象的「五星聚東

井」與「井絡纏曜」等兩種天文祥瑞。其中，陶井紋飾的第

④造型元素，相當於井繩，亦即井絡，因其「迴旋」「纏繞」

「交織」的造型特徵，最為顯眼。因此，不但成為漢畫井絡圖

像的主幹，而且淵源流長，在形式風格之上，連結元明清陶

瓷、臺灣傳統藝術乃至現代設計的盤長紋樣。 

最後，通過上述的研究得知，盤長紋飾的造型元素以及

形式風格確實可以上溯漢畫井絡圖像，誠如 Alois Riegl 的史

詩般紋樣研究，7 縱橫千古。然而，儘管造型元素相同，風

                                                        
7  Alois Riegl, Stilfragen: Grundlegung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Ornamentik, 

Berlin: George Siemens, 1893；此書原以德文出版。1943 年翻譯成日文，

1992 年翻譯成英文，1999 年翻譯成中文；アロイス．リイグル著、長廣

敏雄訳，《美術様式論：装飾史の基本問題》，東京：座右宝刊行會，1942；
Alois Riegl; translated by Evelyn Kain, Problems of style: foundations for a 
history of orna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阿洛

瓦．里格爾著，劉景聯、李薇蔓譯，《風格問題：裝飾藝術史的基礎》，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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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類似，近代盤長紋飾與古代井絡圖像的文化意涵卻是大不

相同。誠如本章追溯「五星聚東井」乃至「井絡纏曜」的演

變一般，尤其脫離情境約束之後的多元變化，似乎已經預告

裝飾紋飾的形式與內容未必同步，甚至喪失內容，故而隨遇

而安，與時俱變，形成紋樣的歷時延續不變，以及同時並存

求變化的對立現象。歷時延續不變者，誠如盤長紋與井絡圖

像；至於同時並存求變化者，誠如山東地區的井絡圖像，多

見「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的新型藻井蓮華之上，誠如本書

第五章以及第九章所探討的許卒史安國祠堂畫像石。 

其次，第八章以〈四川漢墓建築裝飾研究──以綿陽崖

墓的刻花垂飾為中心〉為題，探討綿陽崖墓藻井裝飾的圖像

淵源與象徵意涵。首先，本章回顧歷來研究，確立問題所在。

亦即漢代乃至六朝期間，以四川為中心的中國西南地區盛行

崖墓。其中，綿陽崖墓多見模擬木構建築的藻井，其上常見

垂瓜、垂花、烏龜等裝飾。事實上，藻井垂瓜已經出現新莽

時期的洛陽漢墓，並且散見山東、江蘇、甘肅等地東漢墓室。

相對於此，四川崖墓尤其岷山之下的綿陽崖墓，更是盛行藻

井垂瓜裝飾，同時沿著長江水系，流傳重慶、湖北、南京等

地，然而此一過程當中，垂瓜裝飾似乎逐漸脫離藻井框架的

約束，進而散見屋頂、屋簷、斗栱等處，同時常與垂花裝飾

並列，形成瓜花團簇的裝飾效果。 

因此，本章將以綿陽崖墓為中心，回顧此一課題的發現

與研究，歸納墓頂藻井裝飾的類型與風格，對照他區漢墓的

相關裝飾與文物，得知綿陽崖墓的垂瓜裝飾可能源自洛陽漢

墓，乃是當時的天文祥瑞。傳入四川之後，形成多瓣、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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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瓜似花、苞花並存的當地特色。 

其次，本章依據刻花垂飾的地域風格，連結墓門的門楣

裝飾。然而卻因門楣的裝飾情境的改變（小兒托瓜、小兒推

瓜、老鼠咬瓜），使得紋飾的意義發生變化（瓜瓞富貴），此

一變化或因四川古來的地理與風俗之故，然而不離當時的喪

葬禮俗的期待。 

最後，誠如本章所論，縱使已經紋樣化的刻花垂飾，也

往往因地制宜，故有大小區域風格之不同；再者，縱使造型

類似的裝飾紋樣──誠如「垂瓜」與「垂花」，往往也因空間

位置及其週遭情境的不同，從而產生象徵意涵的變化，誠如

藻井「垂瓜」到墓門「垂瓜」的變化，只不過此一演變，終

將彙整當時墓葬情境當中，亦即統合在消極的辟邪以及積極

的祈福當中。 

其次，第九章以〈漢墓藻井的類型、風格與意義──以

蓮華藻井為中心〉為題，探討漢墓形制變化之下的藻井蓮華

裝飾，可謂藻井垂瓜裝飾的續篇。事實上，西漢中期，墓葬

形制巨變，興起墓室裝飾。其中，西漢晚期以降，漸行藻井，

出現平棋、斗四、綜合等三種類型，反應漢墓第宅化的趨勢。

除此，藻井或有挪用器物的四瓣花紋及其裝飾意匠，並且調

整形式、延續意匠、展現不同的花型、形成新舊有別的風格

以及前後有序的脈絡。直到東漢中晚期，不但形成蓮華藻井，

而且組合天窗裝飾，完成宮殿形制之模擬，並以魯中南畫像

石墓為中心，散見各地，成為日後定制之一。 

換言之，蓮華藻井的形成過程當中，既受舊有因素（墓

頂裝飾、藻井垂瓜、四瓣花紋）的約束，也有新興因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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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藻井、蓮華意匠、天窗綺疏）的刺激。同時，通過模擬、

挪用的手段，確立新興題材──墓室的蓮華藻井，並且折射

模擬對象──宮殿的蓮華藻井。如此一來，蓮華藻井的意義，

將可求之宮殿裝飾，只不過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當中，似乎

也暗示著傳統意涵的沉潛。 

再者，漢代宮殿藻井已經難尋，唯存諸多漢賦以及相關

文獻。文獻中，或見讖緯巫俗、天文神異以及陰陽五行，可

謂兼融諸義。誠如香草降神巫俗，促使蓮華裝飾東井之象的

藻井，並於天人感應的讖緯之下，幻化神力象徵，模擬懸象

著明，裝飾宮殿，完成圖畫天地，從而期待崇高富貴，兼容

祥瑞與辟邪，可謂寓意重層。 

因此，本章首先釐清蓮華藻井與墓葬形制的關係，分析

蓮華藻井的類型與風格，參考類型該當漢墓的墓頂裝飾，比

對裝飾意匠以及使用意圖之傳遞，確立墓葬與宮殿的模擬關

係。其次，著眼宮殿藻井，參考相關文獻，分析蓮華藻井的

象徵意涵，進而探討墓室蓮華藻井的象徵與寓意。 

第十章以〈漢畫空間表現初探──以幾何投影與視覺觀

看為中心〉為題，探討漢代繪畫的空間表現。根據本章研究

得知，漢畫既有類似繪畫的線刻與平面雕，也有接近雕刻的

浮雕與透雕。因此，漢畫空間表現不但關係繪畫與雕刻，而

且涉及漢代的觀看模式以及幾何投影圖學，可謂日後中國繪

畫空間的重要淵源之一。 

因此，本章將在前學的基礎之上，結合漢畫的雕刻技法、

工程製圖的投影學以及漢代的視覺觀看模式，首先通過早期

畫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其演變，確立漢畫人物圖像的造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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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其次，著眼於漢畫的樓閣建築圖像、桌椅圖像、田園與

陂池之圖像，通過斜投影學的分析，確立漢畫空間表現的類

型與特徵。其次，比對漢代文獻所記錄的觀看模式，檢視漢

畫處理高度、寬度以及深度的表現手法，確立漢畫空間表現

的圖示。最後，通過區域比較，分析漢畫在區域流傳的過程

當中，如何擺脫傳統圖式的約束，如何邁向相對自然主義的

空間表現，從而迎接即將到來的早期山水畫的空間表現。 
根據本章研究漢畫當中的器物、建築與山岳等圖像，得

知漢畫當中的空間表現似有題材的偏好、時代的演變，同時

也有地區的差別。亦即幾何投影多見近觀之下的六博、屏風、

水井等器物圖像，以及遠望之下的建築與山岳等圖像。相對

早期的西漢圖像似乎偏好「正面俯瞰」以及「側面直視」的

圖式傳統。進入王莽以及東漢以後，上述的傳統圖式日益鬆

散，直到東漢晚期甚至三國時期，方才普遍流行斜投影，然

而傾斜角度往往根據表現的需求，多所不同。 

再者，區域的變化當中，山東地區偏好平面正投影，而

且形成相當強烈的地方傳統。此後，隨著時代的流傳過程當

中，越是距離山東越遠，正投影的圖式似乎越是鬆動，誠如

邊塞之地的陝北或是內蒙古等黃河以及長城邊上，往往多見

相對成熟的斜投影的庭院圖像。只不過因應人物說明的需求

之下，往往調整平行斜線的傾斜角度，導致同一畫面當中經

常出現複數的觀看視點。 

相對上述黃河以及長城邊上的建築圖像的斜投影，長江

流域的人們似乎偏好荷塘陂池以及田園農耕的自然風景，使

得人們的觀看角度延伸到山水當中，從而在題材以及空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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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上，聯繫六朝山水畫的誕生。 

歸之，幾何投影圖學對於漢畫的器物、建築與山岳圖像

的空間表現，頗具一定的規範效果與參考的價值，體現空間

表現的客觀性。相對於此，視覺觀看的種種變化之下，往往

左右平行斜線的角度，同時體現漢代人觀看世界的種種方

式，亦即空間表現的主觀性。如此一來，漢畫的空間表現也

可視為一種中國早期的「象徵形式」。同時在題材特徵以及空

間表現之上，得以聯繫六朝山水畫的誕生。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表明，通過文字題記以及相關畫像

的記錄，往往得知人物群像、文物器物以及空間表現的造型

特徵與使用方式，從而得窺古代文化藝術之風貌。換言之，

出土文字與石刻圖像或可證史。因此，上述的研究基礎之上，

收入兩篇相關文章，以為附錄。 

附錄一以〈漢墓題記補遺兩則〉為題，運用上述墓葬題

記與石刻圖像的研究經驗，嘗試分析近年考古發現的漢墓文

字資料與相關畫像。具體而言，近年的《文物》分別刊出山

西離石東漢墓與西安曲江翠竹園西漢墓的文字資料以及相關

畫像，8 十分珍貴。然而二文當中，尚有三字從缺。其中，

前者缺字涉及干支記日法；相對於此，後者缺字與題記則是

涉及壁畫人物。因此，筆者嘗試判讀該當缺字的字形，參考

前後文脈的字義，比對文字、圖像以及墓室裝飾的喪葬情境，

                                                        
8  王雙斌，〈山西離石馬茂莊建寧四年漢畫像石墓〉，《文物》，2009 年 11 期，

頁 84-88；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程林泉、張翔宇、翟霖林、郭永琪、

陳斌），〈西安曲江翠竹園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 年 1 期，

頁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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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嘗試補上未釋之缺字。同時，略述題記所見之葬俗，以

及因應此一葬俗的造型美術。 

附錄二以〈吳越王劍與東周銅劍──以越王句踐劍為中

心〉為題，探討東周王劍的類型與風格，同時借助東周乃至

漢代的彩繪以及石刻畫像當中的人物操戈、配劍、引弓、射

箭等場面，檢視銅劍的造型特徵，分析當時人們使用武器的

種種方式。其實，中原銅劍，始於西周的扁莖劍、柱脊劍，

長約 20-30 公分，可謂短劍；其次，盛於春秋晚期乃至戰國

時期的柱莖薄格劍、柱莖厚格劍，長約 50-60 公分，可謂「長

鋏」。其中，西周早期乃至春秋初期的吳越之地，率先流行「整

體鑄造、圓盤劍首、其上裝飾同心圓紋樣、柱莖、突箍、有

格、格上裝飾紋樣」之銅劍，或可稱為早期吳越式銅劍。此

後，春秋中晚期的吳地鑄劍，一則繼承此地傳統，二則吸收

中原精粹，再則精密磨製、豪華裝飾之下，從而拉長劍身、

鑄造銘文、鑲嵌玉石，確立形制，並在春秋戰國之際，鑄造

聞名天下的吳王夫差劍、越王句踐劍，而達到巔峰、引領風

騷，奠定東周式銅劍的基礎。此後，吳越銅劍繼續「領導品

牌」之餘，同時帶動各地的尚武佩劍、禮儀用劍以及喪葬用

劍的時代風潮。 

因此，本文首先根據東周圖像紋樣以及各式人俑裝飾，

論述東周圖像以及人俑所見之銅劍。其次，著眼早期吳越銅

劍的造型與裝飾之特徵，從而論述吳越王劍的淵源與發展。

再者，以江陵楚墓為中心，檢視上述裝飾特徵與墓葬等級之

關係，並且略述楚文化當中的銅劍、葬俗與信仰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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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文十章分別考察漢代墓葬美術的「石槨及其畫

像」、「祠堂題記及其畫像」、「墓室裝飾及其空間表現」。由此

得知，漢畫確實體現該當時代的喪葬禮俗與社會風氣。亦即

包含儒家喪禮所主張的「大象其生」與「送終飾哀」，9 以及

時代潮流的「奢侈相高」與「百姓倣傚」。10 其中，「大象其

生」較多體現埋藏地下的棺槨裝飾與墓室畫像。相對於此，「送

終飾哀」則是較多體現地上營建的祠堂與墓園。然而，無論

「大象其生」或是「送終飾哀」，皆須墓葬美術的積極參與，

石刻畫像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本書僅以「象生與飾哀」為

軸，依循漢墓的發展趨勢，分立章節，結合考古材料、傳統

文獻以及美術史學，一探「漢墓石刻畫像」的起源、發展、

變化、意涵與藝術表現，故而書名《象生與飾哀──漢墓石

刻畫像研究》，就教十方。 

                                                        
9  《荀子．禮論》云：「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棺

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頁 366-369） 
10  西元前 81 年，漢朝舉行鹽鐵專賣與否的御前會議。會議中，儒生為主幹

的賢良與文學，紛紛發言批判當時的奢侈僭越、競相模仿的喪葬禮俗，

可以歸納為「奢侈相高」與「百姓倣傚」，其文如下。《鹽鐵論．散不足》

云：「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

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

見王先慎，《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354。《鹽鐵論．

散不足》又云：「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

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

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頁 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