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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

國人為何看不懂“甲骨文、鳥篆、古篆、竹簡”以及“秦代
古經(論語、老子、書經、詩經、易經、山海經、春秋左傳、
呂氏春秋··等)”，是因其中的人民，是指人俑(司作眼靈所生
成的细胞靈命)。

是故，我們必須從源流探覓，才能明白中華文化的古文字(附
一)及古經的內容。



董仲舒前後的文字情況

• 甲骨文(附二)→金文(附三)→戰國竹簡(附四)。

• 戰國時韓、趙、魏、楚、燕、齊、秦七雄，
各個國家文字因地區的阻隔逐漸不同。
（如同今日兩岸的字體亦不同）(附五)

• 秦始皇統一天下，命李斯等人將秦國的早
期文字大篆(附六)簡化為小篆(附七)，用小篆統
一天下文字。

• 秦始皇焚書坑儒，頒布挾書律(附八)，規定
「偶語詩書者棄市」。大家不再讀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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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 黃老道家(漢朝惠帝、文帝、景帝)→儒家
(漢朝武帝)

• 漢惠帝（前191年）廢挾書律，學說紛起，
著名的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
漢初休養生息、無為而治，黃老道家學說
受到重視。漢武帝即位（前140年），一改
無為而大事興作，無為思想不再滿足需要；
儒家春秋大一統思想，君臣倫理觀念為武
帝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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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利祿所驅，士子紛從

• 武帝（前134年）召士子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獻天人三策，建議「罷絀百家，獨
尊儒術」，受武帝賞識。

• 前124年，儒生公孫弘居相位。設《易》、
《禮》、《書》、《詩》、《春秋》五經
博士。置博士官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高
下補官，通經者選任要職。此後，儒家經
典成為做官的條件，儒家思想成為時代的
正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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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古文之爭

• 秦始皇統一天下文字的小篆，因亡國太快
沒來得及推行。所以漢代傳授經書都是以
當時的隸書(附九)寫成。[今文學家]

• 不過，惠帝除挾書律以來，民間獻古書及
孔壁出古文經書，都是用戰國時六國文字
寫成。不過當時人已經認不得這些字了，
只有專門的文字學家才認得。[古文學家]

• 《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
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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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隸古定

• 「隸古定」是指用隸書的筆法來寫 「古文」
的字形。

• 這些出土的古文經書，被漢代儒生用當時
的隸書代換。 

• 總結：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獨尊儒術，讀書
人為了當官都學五經。連那些沒有被秦始
皇燒光的用六國古文寫的經書，也被改用
漢代的隸書重新隸定過。

• 漢儒的註解是用約定成俗的方式，官大學
問大中華古文經而逐步走入文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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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
西元前4700~2900年(圖1)

良渚文化
西元前3400~2250年(圖2)

甲骨文（殷墟） 
西元前1320年-1046年(圖4)

籇文(圖6)鳥紋(圖5) 周、秦 
楚、蜀 

隸書(圖7)
秦代一統後漢人使用 

歷史朝代對照

西元前2070~1600 夏

西元前1600~1046 商
西元前1046~771 西周

西元前770-403 春秋

西元前403-221 戰國

西元前551-479 孔子

西元前134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

西元前563-483 釋尊佛

西元前145-86司馬遷史記

五、中華文化文字演化對照表

三星堆文化
西元前2780年-1080年(圖3)

西元618-907唐朝隸書向楷書過渡

西元920-1279宋朝行書

西元1368-1644明朝草書

西元1716康熙字典成書約5萬字

西元1919年反儒家五四運動

西元1956年開始推行漢字簡體化

西元1979年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出版

楷書(圖9)草書(圖8)

行書(圖10)

唐

宋、明 

西元前4700~2900年紅山文化

西元前3400~2250年良渚文化

文字變成文史學工具化

西元220-589 魏晉南北朝

文字字體演化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圖8

圖10

圖9

西元前213秦始皇狹書令

西元前100隸古定

西元前221秦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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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文字究竟是由文學(工具字)或是由宗廟神學文化 (易經卜辭)來發展的

一、原古文家是形而上的宗廟神學文化(修行用)
甲骨文兼具象形文及楔形文，先有甲骨文再發展成宗廟圖文；甲骨文是易經卜辭、宗廟神學裡面
的行為。甲骨文字是一個字就是一句；原古人類再慢慢發展成抽象等圖的映文，是心相構圖的圖
碼；甲骨文與古埃及文都是吾人卦象中意象的推演理論神學，也是吾人基因胚胎演化學。 
甲骨文及六千年以前的古埃及文與中原正音河洛閩南文語是相通的，用河洛閩南語文加上易經卜
辭文化的卦中意象推演連結再配合六書（象形、轉注、指事、假借與形聲、會意），就可以讀懂
其神學意涵。 

二、甲骨文是中華文化文字的樞紐轉折
甲骨文是以拆字拼圖分開來解析的，秦末再慢慢發展由古篆丶鳥紋(加入各種情節)到小篆(秦末李
斯加入民間雙關語的工具用)而變成隸書體(古經+官方文書併用)。

三、中華古文明宗廟神學文化被發展成文書史學(工具用)
漢以後(約2200年前)用兼具官方與文書工具字的隸書來解讀3000年以前形而上的生命演化古經文
化，方向是完全不同而無關，古經文化不應只是秦漢以來所發展的文學與歷史，乃至於唐宋以後
的工具文創文史學。

四、我們的先秦古經內文，是要用「甲骨文→古篆→隸書字型的拆字法」才能解讀的，其文句中
含有依「人俑之戲簿(吾人胚胎內基因人子的演化歷階)」所演義的形而上學識；這種經由宗廟神
道思想中，所述說的「人俑修學法要與歷階演化改變」，不是漢儒與今日學者，用人倫的文書、
文史觀點所能涉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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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故2500年到4000年前的甲骨文與中華各古經文化

(書經、詩經、易經、道德經等)乃原古宗廟祭師卜辭

修為至高的文化底蘊境界，而不應僅止於2000年到

2500年前經西漢董仲舒獨尊儒學所演變的文學(工具

字)、史學或宗教哲學之自我正負交感神經的感官覺受

領域；把3000年以前的甲骨文與中華各古經神學用秦

漢以後發展成的文學、史學或宗教來作註解，或許是

穿鑿附會完全背離的文化研究方式。



七、附件

附件一、中國古文化文字
附件二、甲骨文
附件三、金文
附件四、竹簡
附件五、戰國七雄各國文字字體及種族說明
附件六、大篆
附件七、小篆
附件八、秦始皇挾書律說明
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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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國古文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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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4700~2900年
紅山文化

◎西元前3400~2250年
良渚文化

◎西元前2780年-1080年
三星堆文化



附件二、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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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金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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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金文(2)

15



附件四、竹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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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竹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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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封泥

附件四竹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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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文字

包括齊、魯、邾、滕、薛、莒、杞、紀、祝、倪、任等國。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東方文字體系。
書寫者任意，異體字繁多，裝飾筆劃醒目。

文字蒼勁有力，很符合當時身處最北方的燕國。對於當時的其他國家文
字，有著特異的北方風格，而且由於燕地身處邊疆，因此他的字也比較
穩定

燕國文字

秦國文字

主要指秦國文字。
更多地繼承了西周文字的遺風，比較穩定。後來發展出規整和潦草兩種類型。

包括楚、吳、越、徐、蔡、宋等大國以及漢、淮二水之間星羅棋佈的小國。
字體頎長，有特殊的形體，特殊字體。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楚國文字

附件五、戰國各國文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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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文字

附件五、戰國各國文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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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春秋戰國時期的種族遷徙分化(3)

春秋時期，秦國向西大舉開疆拓土，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的戎人、羌人。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河湟差人，由於地處邊遠，秦國勢力一時還達不到，故得以保存
其原來的種族和文化。
戰國初，分布在黃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一部分羌人，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當時「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他們較之先期進入中原地區的羌人及姜氏之戎等，發展水平緩慢得多，而且自公

元前7世紀初以後，由於秦國的強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過去即從上古以來那樣向東方乃至中原地區頻
繁地遷徙了。河湟地區的羌人不得不改變自己原始的生產方式，向農耕兼畜牧的生產方式過渡，這種改
變與秦國的影響有著重要關係。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秦獻公(前384-前362年)時秦再次向西擴張勢力，秦兵來到渭水源頭，滅了
狄戎和獂戎，使羌人受到極大的威脅。於是一部分羌人率部遠徒，從此與湟中羌斷絕了往來。其所徙之
地當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東北角。這支「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的羌人，即是後來的「發羌」、
「唐旄「，成為藏族先民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有一部分羌人長途跋涉到了新疆天山南麓，為後來文獻上
所記載的「婼羌」的組成部分。
此外，還有大量羌人陸續向西南移動，有的到了白龍江流域，名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
名為廣漢羌；有的到了雅礱江流域，名為越巂羌。這些遷徙的羌人與當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發展成
為西南藏彝語族各支的先民。由於自然條件的差別，有的處河谷地帶，有的據丘陵地區，有的則生活在
深山密林之中，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決定了他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有的強大，有的弱小，
或農耕，或遊牧，或與漢族同化，或與土著結合形成新的民族，為我國多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更加豐富多
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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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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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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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3)

24



附件七、小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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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小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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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秦始皇挾書律說明

記載
1.史記.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
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2.漢書·卷二·惠帝紀：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顏師古註：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挾書律，是指中國秦朝始皇帝嬴政在建立秦朝以後，實施焚書時同時頒布的一條
法令。「敢有挾書者族」，即對私自收藏持有違禁書籍的人施以滅族酷刑。
挾書律與秦朝的其他文化政策共同形成了秦朝對文化的高壓態勢，使得許多士人
受到迫害，許多重要的文化書籍被焚毀，使得東周以來出現的百家爭鳴的文化開
放局面結束，使東周以來的學術和文化傳承受到破壞，同時也使得秦的政策遭到
當時及後世廣泛而強烈的批評，並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更為激化，對秦朝的滅亡
有推動作用。網路上皆無挾書律的詳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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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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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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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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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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