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簡綴合十一則 

 
林宏明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關鍵詞： 

漢簡 綴合 肩水金關 

摘  要： 

本文拼合漢簡共計十一則，此次綴合材料全出自《肩水金關漢簡》。其中第

六、七、八這三組，綴合後即為完整的簡，其他各組則有待後續進一步復原。每

組之下，根據綴合後的內容加以討論。 

 

 

壹、前 言 

近年由於紅外線掃描技術運用於漢簡的出版，提供了比較清晰的圖版，對漢

簡的復原工作助益甚大。筆者多年來從事甲骨復原工作，最近利用甲骨綴合的方

法於漢簡的拼綴上也偶有所得。去年十月在政大舉辦的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會議

上發表〈漢簡綴合零拾〉一文，本文即是後來又新綴合的幾組漢簡。利用這個機

會整理為一篇，向大家請教。1 

 

第一組 

A：《肩水（伍）2》73EJD:71  

B：《肩水（伍）》73EJD:101  

說明：A 版上方未殘，反面僅少數幾字可以辨識，從殘跡來看，似有兩行字。

正面內容上段大字為「南書二封合檄一」，中段有三行字，其下方殘去，內容依

書上釋文為： 

                                                 
1 林宏明〈漢簡綴合零拾〉「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 6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2016 年 11 月 27，會後的正式論文集審查編輯尚在作業中。本文的十一組漢簡綴合號碼及圖

版均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頁上即時公布。第一、第二組見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第三至第七組見於 12 月 9 日，第八至第十組見於 12 月 15 日，而第十一

組見於 12 月 29 日。 
2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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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其一封居延城司詣大守府八月□ 

一封許輔詣角得 

合檄他候詣肩水八月 

 

B 版下方未殘，反面亦兩行字，可辨識者均在簡末，分別存「……五南」及

「……餘」字。正面可見字兩行，殘存的字為： 

 

戊子起 八月甲辰日＝東中受 

□   收降卒如時付猛 

 

兩簡加以綴合後，可辨識的釋文為： 

上段： 

 

南書二封合檄一 

 

中段： 

 

其一封居延城司詣大守府 八月戊子起…□  

一封許輔詣角得           

合檄他候詣肩水八月… 

 

下段兩行： 

 

八月甲辰日＝(日日)東中受收降卒如時付猛  

 

  上下兩版接點的殘字按 B 版原釋文為天干「戊」，由於圖版不是很清楚

不敢遽定，但其為天干則是沒有問題。Ａ版中段第一行末為「八月」，下接干支

頗為合適。「甲辰日日東中」中「日東中」是時稱，如：「凡四通 日食時表一通 日

東中時表一通 日西中時表一通」(73EJT23:354+4783)「四月乙卯日東中時起萬世

隧 其日下餔五分時第六隧卒同付府門界中 (73EJT23:764)」等，可以參看。 

    又Ａ版殘下，Ｂ版殘上，上下兩版綴合後簡長約莫 23 公分，和這類書

簡長度基本一致，如同出土的 73EJD:34 約 23 公分；73EJD:35 約 22.5 公分，可

以參見比較。又 A 版正面字跡較粗肥，反面字跡則較細；A 版的正面墨色較淡，

反面則較濃黑，恰巧 B 版也有上述兩個特徵。最後，比對類似此書信受付內容

的辭例： 

 

                                                 
3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九）〉，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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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綴合十一則 3 

 

 

73EJD:33 上段： 

 

南書八封 

 

中段： 

 

其三封居延司馬一4詣大守府一詣酒泉大府皆八月丁酉起 

三封地候一詣肩水府一詣氐池一詣肩水掾曹 

一封居令丞印詣表是一封延水丞詣揟次         

 

下段兩行： 

 

八月壬寅餔時受收降卒如時付頃 ~校  

 

73EJD:034  上段： 

 

北書五封 

 

中段： 

 

其一封張掖大守章居延府六月辛丑起  

二封張掖都尉章一詣他一詣地  

一封氏池長詣地  

一封番和尉詣地  

 

下段： 

 

六月廿五日＝蚤食受水食坐 

付收降卒  

騂北毋 

 

  其文例形式大致是上段總言收書信若干，中段則分述各書信的寄收件

者，下段則紀錄收付書信的時間及人員。本組綴合後，內容亦與上述三段相符。

A 版末端因有斷折，筆者綴合圖版將之拉直，附上原圖以供參看。 

  另外，肩水金關漢簡有「角得」，學者已指出「角得」即是漢簡常見的

                                                 
4 此處「一」當為「二」。因前言「其三封」，但釋文「一詣大守府，一詣酒泉大府」則只有二封。

比較前後兩個一字，當是前者應為二。按，「馬」其下四點，或以一橫、或以一點，也有少數

根本省去的例字。第二個「一」可能涉「馬」字下一橫筆，而共用或缺寫。「二封詣某」省說

「二詣某」者並不少見，如 73EJD:073「北書三封張掖都尉章二詣他一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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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觻得」，除了本組尚有 7 例： 

 

（一）73EJT31:114 

此為書信郵傳記錄，其中涉及「角得」有兩處，「一封角得丞印詣廣地」「一

封角得丞印詣居延」，田炳炳先生歸入觻得5。漢簡有「觻得丞」、「觻得丞印」，

例甚多見。而 73EJD:151「二封張掖都尉章詣橐他廣地 二封肩水城尉詣廣地居

延 二封觻得丞詣橐他居延 卩」。而廣地、橐他二者關係密切，詳筆者〈漢簡綴

合零拾〉。 

 

 （二）73EJT37:282+8196 

「六月乙巳角得長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過所亭到如律令」，對比

73EJT37:678「四月丁酉觻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所關出入毋苛…  丿掾

輔…」，二者均有丞彭，很難說只是單純的巧合。另 73EJT37:815 有「…得守長

日勒尉丞彭移過所如律令?…」可惜「得」字前殘去。 

 

（三）73EJT37:968+13107 

    「角得長印 嗇夫欽白」。漢簡亦有「觻得長印」，如「二封觻得長印一詣居

延都尉一詣居延都尉肩水候官」73EJT37:1071、「觻得長印（削衣）」73EJT9:391、

「一封觻得長印行大守事詣…」 73EJT23:131。 

 

（四）73EJF3:314 

「角得千秋里王放年四十五」。此例黃浩波先生已指出觻得「寫作角得」8。

從漢簡中可知「千秋里」、「萬歲里」乃是各地常見的里名，而觻得亦有「千秋里」。

如： 

 

《居延（壹）9》037:57「肩水候官始安隧長公乘許宗 中功一勞一 歲十五

日 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廿六歲長七尺五寸觻得千秋里家去官六

百里」 

73EJT4:045「為觻得騎士千秋里李本倉穀小石卅五石輸居延」 

                                                 
5 田炳炳〈《肩水金關漢簡》（參）所見縣名與里名〉註 14，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4:07:22。 
6 姚磊先生綴合，根據姚磊先生寄賜的綴合表。 
7 顏世鉉〈《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 11:12 組〉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1:19。 
8 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伍）所見郡國縣邑鄉里表〉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9:07。 
9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九，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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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綴合十一則 5 

 

 

73EJT24:039「??觻得大千秋里公士淳于晏年廿四出」 

73EJT24:682「觻得千秋里…」  

73EJT25:092「觻得千秋里上造尹賢」 

73EJT25:125「鱳得千秋里薛…」 

73EJT30:132「觻得千秋里萬政年廿六長七尺三寸黑色」 

73EJT37:108+122410「觻得千秋里不更李齎年卅二長七尺二寸黑色牛車一

兩…」  

73EJT37:984「觻得騎士千秋里王護年卅五」 

73EJF3:423「戍卒觻得千秋里公乘江永年卅」 

 

（五）73EJF3:558 

「…延累山里趙彭就人角得博庠里王成…」。此例黃浩波先生亦已指出觻得

「寫作角得」11。漢簡似乎找不到各地還有第二個「博庠里」，「博庠」亦不知何

意？相對的觻得在漢簡中有「博厚里」三見，如《居延（壹）》049:09「半日能

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五十一歲長七尺六寸觻得博厚里家去官千六十三里

屬張掖郡積百」、《居延（參）》228:011「觻得博厚里公…」及 73EJT3:059「候史

觻得博厚里孫奉憙」。《禮記‧中庸》：「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博

厚為里名非常合適。因此我們不得不考慮原釋文釋「庠」是否正確？細看該字，

其字形雖和所列各厚字仍有差異，但考慮到該簡各字均較簡草，如「得」、「博」、

「里」等，因此此字釋「厚」並非不可能。而且，若釋為庠，則「广」下為「羊」，

其與一般羊字三橫筆相較，也存在了少一橫筆的問題。以下將《木簡字典》12厚

字並列於下，以供參考： 

 

             

 

                                                 
10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1:24。 
11 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伍）所見郡國縣邑鄉里表〉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9:07。 
12 佐野光一《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85 年，頁 128-129。「羊」字則見於

581-5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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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六）73EJT8:105B 

「觻得角得得得」。此為習字簡，此例張俊民先生認為兩字「圖版均作『角』，

按照文義是『觻得』13」我們知道習字常重複一些字或詞來書寫，如果「觻得」、

「角得」是兩個不同的地名，被放在一起習字就很難解釋，如果均是「觻得」則

「觻得觻得得得」很符合習字簡的風格。 

 

（七）73EJT37:537+94814 

「葆俱之角得對大司空史願以律取傳謹案」。此處「角得」亦是地名，可比

較 73EJT24:431「…?葆俱之長安迎 …?謁移過所縣道」。 

 

根據以上的辭例對比，學者提出的作為地名的「角得」應即「觻得」是很有

道理的。 

 

第二組 

A：《肩水（肆）15》73EJT37:279+287  

B：《肩水（肆）》73EJT37:325  

說明：A 為姚磊先生綴合16。「西鄉」之下尚有「嗇」字的殘筆，釋文未釋。

綴合後「西鄉嗇夫」常見，如： 

 

73EJC:316「元始元年正月己未朔癸未西鄉嗇夫蔡敢言之……」 

73EJT6:039「…嘉二年七月丁丑朔丁丑西鄉嗇夫政敢言之……」 

73EJT10:313「甘露二年十二丙辰朔庚申西鄉嗇夫安世敢言之……」 

73EJT21:175「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辛卯西鄉嗇夫郡中謹案……」 

73EJT25:204「……朔丁丑西鄉嗇夫敢言之……」 

73EJT26:092「河平五年二月戊寅西鄉嗇夫赦敢言俱謹案……」 

73EJT29:028「……西鄉嗇夫充敢言之……」 

73EJT33:039「……朔戊午西鄉嗇夫彊敢言之……」 

73EJT37:059+47117「元延四年十一月丁丑朔乙未西鄉嗇夫竟佐政敢言

之……」 

73EJT37:521「五鳳元年六月戊子朔己亥西鄉嗇夫樂敢言之……」 

73EJT37:524「五鳳三年十月甲辰朔癸酉西鄉嗇夫安世敢言之……」 

                                                 
13 張俊民〈肩水金關漢簡（壹）釋文補例續〉，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2:05:08。 
14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7:25。 
15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16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則〉綴合，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1:12。 
17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八）〉綴合，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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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綴合十一則 7 

 

 

73EJT37:617「建平元年二月己未朔丁卯西鄉嗇夫襃敢言之……」 

73EJT37:822「濟陰定陶西鄉嗇夫中關里公乘張廣……」 

73EJF3:619「西鄉嗇夫」 

 

本組反面由於「佐」下一字字跡不清，與 B 版該如何連讀還有待研究。綴

合後釋文： 

正面： 

 

初元四年十月丙午朔己巳西鄉嗇夫… 

爵不更年十六歲毋官獄徵事當得以令… 

十月辛未居延令…以私印行事庫…… 

 

反面： 

 

秦賢私印 

十二月 庫佐…  

 

第三組 

A：《肩水（肆）》73EJT37:896  

B：《肩水（肆）》73EJT37:903  

說明：B 版下方未殘，上方與 A 版綴合後可補足「寸」字。釋文為：「…字

馬齒四歲高六尺一寸 十月庚午南入」內容為出入紀錄。「字」前殘去，72EDIC:021

有「…乘桃華字馬齒八歲 出」及 73EJT37:456「…卅六歲字子上乘軺車駕姚華

牝馬一匹齒九…」可以參考。  

  

第四組 

A：《肩水（肆）》73EJT37:1271  

B：《肩水（肆）》73EJT37:1340  

說明：綴合後可補足「吏」字，釋文為：「…□年三月吏民出入關傳」，類似

文例如 73EJT6:017「五鳳三年二月吏民出入關傳籍」等。 

 

第五組 

A：《肩水（肆）》73EJT37:1313  

B：《肩水（肆）》73EJT37:1405  

說明：ＡＢ兩版均殘上方，下方不殘，兩版左右綴合後可以補足殘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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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出」及點畫，綴合當無問題。 

中段： 

 

…………年二歲丿  正月癸酉北出  

………………五丿 

大婢益息長六尺丿 

 

下段： 

 

伏匿車一乘丿 

馬一匹騂牝齒六歲高五尺八寸丿 

馬一匹騩牝齒十五歲高六尺丿 

葆…… 

 

綴合後的內容也是人員家屬及其車馬出入關記錄，B 簡上方及 A 簡上方或

右尚殘去主要人物及其妻子女。參見 73EJT37:797「客田男子解恭 大婢好長六

尺五寸 小婢綠長五尺 小奴驩長五尺…」。  

 

第六組 

A：《肩水（肆）》73EJT37:1177  

B：《肩水（肆）》73EJT37:1416  

說明：A 簡殘下，B 簡殘上，綴合成一支完整的簡。綴合後釋文為「八月庚

午匽師丞義移過所河津關門亭勿苛留如律令丿掾廣令史彭」。 

 

第七組 

A：《肩水（肆）》73EJT37:1402  

B：《肩水（肆）》73EJT37:1450  

釋文為：A 簡殘上，B 簡殘下，綴合成一支完整的簡，簡文有兩行。內容為

「元延二年三月壬戌朔丁丑居延卅井候譚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掾孫萬為官市上

書具觻得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尉史忠」。 

 

第八組 

A：《肩水（肆）》73EJT37:730  

B：《肩水（肆）》73EJT37:1476  

說明：Ｂ版上方未殘，Ａ版下方未殘，二支簡正好綴成一支完整的簡。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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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綴合十一則 9 

 

 

後內容為：「河南雒陽南里不更許脩年卅七歲長七尺二寸墨色告不出 車一兩牛

二頭弩一矢五十」，紀錄河南雒陽南里人爵不更的許脩年歲身長及膚色。 

此即紀錄「名縣爵里年姓長物色」「所乘用」(73EJT32:003、73EJT4:066)，

這其中有一類是出入關的紀錄，常見者為「某月干支出(入)」如「居延都尉卒史

居延平里徐通大奴宜長七尺黑色髡頭 十一月丙辰出」(73EJT37:522)等，例甚多。

但也有其他紀錄文例「已入」、「已出」等，如「葆淮陽國陽夏北陽里公乘張不武

年廿三長七尺二寸黑色已入」(73EJT10:118)「黑色已出卩」(73EJT25:182)。而本

組的「告不出」較少見，其性質應也是類似上述與出入有關的紀錄。 

 

第九組 

A：《肩水（參）18》73EJT24：56  

B：《肩水（參）》73EJT24：529  

說明：ＡＢ兩版均為 T24 所出，釋文均於夫下一字缺釋，綴合後知為「關嗇

夫欽」。欽為私名，「關嗇夫欽」又見以下三例： 

 

「元延二年正月癸亥朔壬午肩水關嗇夫欽以小官行 事隧長章輔自言遣收

責橐他界中出入盡十二月晦如律令」「守令史駿」73EJT23:079  

 

「始建國元年二月癸卯朔庚午肩水候謂關嗇夫欽吏所葆如牒」

73EJT23:290 

 

「始建元年三月壬申朔己丑關嗇夫欽以小官印行候文書事謂關嗇夫吏使

名 縣 爵 里 年 姓 如 牒 書 到 出 入 如 律 令 」「 尉 史 昌 」

73EJT7:148+(73EJF3:201+338)+73EJF3:205
19
 

 

又有「關嗇夫李欽」(73EJT3:073)，侯旭東先生認為前兩條關嗇夫欽與李欽

均為同一人；黃浩波先生則認為前兩條，紀年相差二十年，其間又有「李豐等人

出任關嗇夫一職」，兩者很難是同一人。黃說有理。第三例為第五冊新出，與第

二例均為始建國元年，一為二月庚午，一為三月己丑，相差僅廿天，兩版的「關

嗇夫欽」自屬同一人無疑。另有「嗇夫欽」多見20： 

                                                 
18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 
19 雷海龍〈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一則〉綴合，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8:25。 
20 除上文所舉例外，尚有「七月癸未北出嗇夫欽出(73EJT37:1193)」「居延尉史杜敞 七月壬辰北

嗇夫欽出(73EJF3:093)」「七月乙丑北嗇夫欽出(73EJF3:132)」「居延尉史殷臨 為人小刑黑色 革

車一乘 用馬一匹 騂 齒廿歲高五尺八寸 八月己丑嗇夫欽出(73EJF3:134+498+555)」「居延尉史

孫護 軺車一乘馬一匹騅牝齒八歲高六尺 七月壬辰北嗇夫欽出(73EJF3:521+534)」「居延尉史徐

嘉 八月…北嗇夫欽出(73EJF3:158)」「居延城倉令史曹相 城倉丞 軺車一乘用馬一匹騂牝齒八

歲高五尺八寸 六月戊寅北嗇夫欽出(73EJF3:347)」「嗇夫欽白(73EJT37:968+1310)」「陽武延里魯

日年六十 五月十六日北嗇夫欽出…(73EJT37:609+664+1418)綴合見謝坤〈讀肩水金關漢簡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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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戊寅橐他守候孝移肩水金關居延卅井縣索關吏

葆家屬私…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盡十二月如律令  

…水橐他候印 …月十日北嗇夫欽出 守尉史長? 73EJF3:120 

 

本簡為始建國元年「正月戊寅」，而上引例二、例三為同年的「二月庚午」

及「三月己丑」分別相差 53 天及 72 天。又有一例： 

 

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戊寅橐他守候護移肩水金關遣令史呂鳳持傳車詣府

名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張肩塞尉  閏月壬申況以來  嗇夫欽白發  君前  丿令史鳳尉史敞 

73EJT37:1065 

 

本簡為永始五年閏（正）月戊寅，永始五年即元延元年，例一為元延二年的

正月，兩者相差一年，亦有「嗇夫欽」。透過這兩組相差二十年的「關嗇夫欽」

與「嗇夫欽」，我們懷疑永始五年的「嗇夫欽」和元延二年的「關嗇夫欽」是同

一人；而始建國元年的「嗇夫欽」與「關嗇夫欽」也是同一人。 

 

第十組 

A：《肩水（參）》73EJT24:220  

B：《肩水（參）》73EJT24:502   

說明：Ａ版上方未殘，和Ｂ版綴合後，釋文為「出麥三石以食亭戍卒五人十

二月辛丑盡庚…」。此為糧食廩給紀錄，「出穈大石一石七斗四升始元三年五月乙

未朔以食吏一人盡癸亥廿九日積廿九人人六升」（《居延（參）21》273:013）。一

石七斗四升正符合「廿九人，人六升」174 之數。「為大石九石以食吏卒五人四

月丁未盡丙子卅日積百五十人人六升」(《居延（參）》273:010），九石即九百升，

亦符合「百五十人，人六升」900 之數。「以食亭卒四人四月庚申盡戊子廿九…」

（《居延（壹）》011:03），均與本組屬同類性質的簿籍紀錄。   

 

第十一組 

A：《肩水（貳）22》73EJT24:486  

                                                                                                                                            
（六）〉武漢大學「簡帛網」2016:02:25 及姚磊綴合表」。又 73EJT37:073「居延令印 嗇夫欽白」

釋文欽原釋錢，從顏世鉉先生改釋，見〈《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 11:12 組〉參見武漢大學

「簡帛網」2016:01:19。 
21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九，2016

年。 
22甘肅省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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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肩水（參）》73EJT24:577   

說明：釋文為「…頭死罪敢言之」。「…叩頭死罪敢言之…」為漢簡書信常見

文例。 

 

六、結 論 

以上為筆者去年十二月中所拼合的十一組《肩水金關漢簡》，並根據綴合後

的內容對有關問題做了一點探討。由於接觸漢簡研究的時間非常短，因此本文一

定存在許多不足，希望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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