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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東南地區文化變革考略 

──以會稽郡人口的流動與遷徙為例 

黃旭* 

摘 要 

對於吳越文化，以往研究者多將精力集中於先秦時期以及永嘉南渡後該地區的治

亂興衰。前者著重於吳越兩地與中原截然不同之文明現象和其在與中原交往過程中發

生的歷史事件，而後者著眼於中原文化入主此地，使得當地漢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一歷

史事實。然而，文明間的交融絕非一日之功，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從在保存自身文化

到全盤接受中原文明影響的這一過程中，即秦漢兩代漫長的數百年間，學界並未給予

足夠的關注，多從史料方面評判漢武帝移民會稽之事之真偽，而並未從全局角度對吳

越之地民風轉變加以考量。本文僅對會稽一地於秦漢時代的變化作為研究對象，從反

映中央政府治理會稽郡的歷史事件入手，嘗試從多角度剖析會稽文明發生顯著變化的

原因。 

關鍵詞：會稽郡、吳越文化、人口遷徙、秦漢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05.04.29；通過刋登日期：1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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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漢時期吳越之地移民史實 

（一）史傳記載中的「吳越之地」與吳越文化 

漢人司馬遷（135 B.C.—90 B.C.）曾於《史記‧貨殖列傳》中有如下論述：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

怒，地薄，寡於積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

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

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

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

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1 

吳越文化又稱江浙文化，是指江浙地區的地域文化。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於「吳

越之地」已有界定：吳越文化區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日的蘇南、江

西東北的上饒地區皖南和浙江省及上海市，後世學者推定，其範圍基本與整個吳語方

言區相吻合。2以錢塘江為界，又可細分為「吳文化」與「越文化」，兩者同源同出，

既是江浙地區的地域文化，也是今日漢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司馬遷將越、楚

並舉，亦反映了此地文化雜糅現象的另一重向度，且待日後另做討論。 

言及吳越之地，人們往往會想到春秋時吳越兩國驚心動魄、充滿傳奇色彩的爭霸

故事，亦會聯想到東晉南朝時代風流飄逸的文人雅士。數百年間，風俗改換，由尚武

轉而崇文，不可謂不劇烈。對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學界多將其定為永嘉南渡帶入中

原風物文明，改變了當地蠻荒、原始的以越族3為主的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然而事實

                                                     
1 漢·司馬遷，〈貨殖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 129，頁 3267、3270。 
2 劉凱，《魏晉南北朝吳語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頁 12-13。 
3 參考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在此針對越族定義加以辨析：關於越族之來源，蔣炳釗曾發表〈「越

為禹後說」質疑〉一文詳加討論。根據蔣氏觀點，將越國及越族之來源概括為四種說法：即馬

來說（越族是馬來人的後裔，以呂思勉《中國民族史》為代表）、土著說（越族是東南地區創造

文陶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由當地原始先民發展而來）、混合說（越族是由夏人、楚人和當地原始

先民融合形成，以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為代表）、「越為禹後說」（越族為大禹後裔，以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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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如此，尚待後人判斷。本文選取會稽一郡於秦漢間受到移民影響而發生的社會風

貌與政治制度的變化加以考量，對其緣由進行初步探尋。 

（二）會稽郡初置與秦漢早期徙民活動 

對於秦漢時期會稽地區移民活動的記載，可見於《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

現將其歸納羅列於下。 

1.初置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

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

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

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4 

秦王政（259 B.C.—210 B.C.）二十四年（223 B.C.），秦滅楚。二十五年（222 B.C.），

秦將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此為會稽郡首見於史籍之記載。以吳為

郡治。 

2.更名 

秦王政三十七年（210 B.C.），始皇南巡會稽，並將其改名為山陰，《史記》中記

載如下：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

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

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

                                                                                                                                                

遷《史記》為代表）。其中後兩種可視為一種觀點，實質相同。蔣氏從考古器物類型分析的角度

讚同土著說的觀點，然參看葉文憲〈論古越族〉以及李伯謙〈我國南方幾何形印紋陶遺存的分

區、分期及有關問題〉等論述，可知縱使「越為禹後說」並非一個恰切無誤的概念，但其內涵

仍應獲得認同，故筆者支持越族是由夏人、楚人以及當地原始先民融合而成這一觀念，本文的

討論也由此展開。 
4 同註 1，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34。 



 

 

 

 

 黃旭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七期 

26 

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5 

《越絕書》復補充了除祭祀刻石之外的政治舉措，可以說此次巡行，更重要的作

用是摧毀吳越兩國舊有勢力，以及推行強制性遷徙政策，便如《越絕書》中相關記載

所言： 

是時，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

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6 

烏程、余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
7 

事實上，通過對近年出土材料的分析考察，可知越族輾轉播遷的地區遠及東南沿

海和西南各地，甚至到達廣東一帶。8 

3.漢初封王 

秦末漢初，據《史記‧東越列傳》所記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

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

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

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9漢高祖五年（202 B.C.），「復

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194 B.C.），「乃立搖為東海王，

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由秦末至漢孝惠三年，該地區呈現出兩位諸侯王分治的

面貌：一為稱王於閩中故地、以東冶為都城的閩越王無諸，一為以東甌為都城的東海

                                                     
5 同註 1，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60。 
6 卷 8〈越絕外傳記地傳〉，《越絕書》，《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 49。 
7 同註 5，卷 2〈越絕外傳記吳地傳〉，頁 11。 
8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增城浮扶嶺 M511 發掘簡報〉，《文物》2015 年第 7 期，頁 19—

30。摘要稱：「2009 年 8~9 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增城市博物館，對浮扶嶺遺址進行

了搶救性勘探和發掘，揭露面積約 15000 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元明時期的墓葬 525

座、明代磚瓦窯址 1座，出土文物 2000余件（套）。其中，M511為發掘區內規模最大的墓葬，

由墓道、封門及槨室組成。該墓底鋪石子，上置木槨，出土陶器、原始瓷、玉器等，具有典型

的越人墓特徵。從整個墓地來看，該墓的規模和隨葬器物都顯示出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應

為越人部落的首領或上層貴族。」 
9 同註 1，卷 114〈東越列傳〉，頁 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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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東甌）王搖。 

4.武帝時期經營 

（1）發兵援助東甌 

建元三年（138 B.C.）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向漢廷求救，武帝遂使嚴助發會稽

兵浮海往救，閩越罷兵，應東甌之請，乃遷居越民於江淮間： 

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

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

江淮之間。10 

這實際上是繼秦王政三十七年南巡會稽推行強制移民政策之後，對越民的再一次

遷徙。這兩次遷移儘管對地域經濟發展造成一定阻礙，但對促進民族融合、鞏固秦漢

統治均帶來了較好的影響。 

（2）遷徙關東貧民 

武帝治會稽，除上文所言建元三年（138 B.C.）興兵相助東甌、復遷越民江淮之

間之外，另有一事，由於史籍記載不詳而引發了諸多爭議，即《漢書》所載漢武元狩

四年（119 B.C.）徙民會稽事，事見《漢書‧武帝紀》：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

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11

 

藉由分析材料可知，這次移民的遷入地——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四郡，都位

於漢朝的西北邊地，唯有會稽一郡位於東南。會稽當時地廣人稀，經濟、文化發展水

準大大落後於中原地區，大批遷入中原移民，對於該地區的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5.東漢吳、會分治 

                                                     
10 同註 1，卷 114〈東越列傳〉，頁 2980。根據匿名審稿人之寶貴意見，為求論證嚴謹，特此說明

引文中之莊助與正文中所提及的嚴助實為一人，《漢書》為避諱東漢明帝劉莊，故將莊助改稱嚴

助。 
11 漢·班固，〈武帝紀〉，《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 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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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永建中，陽羨令周嘉上書提奏，為了解決人口過度密集帶來的經濟與人事上

的問題，自永建四年（129）始，吳、會分治。12這三百餘年和平安定的良好態勢，與

秦漢之際的兩次徙民密不可分。 

二、原因探討：徙民實邊的政治軍事考量 

（一）漢武帝徙關東貧民於會稽事考辨 

史家中較早關注秦漢時期邊疆建設與人口遷移對會稽社會發展有所影響者，乃是

清代學者王鳴盛，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中著有「徙民會稽」條以敍說此事： 

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約增十四萬五千口也。13 

儘管王氏將《漢書‧武帝紀》中所記徙民會稽一事著重提出並進行了人口數字上

的詳細考證，但其由此推論「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卻略顯勉強。首先，武帝此

次遷徙的「七十二萬五千口」人中，遷至會稽的人口數目並沒有具體的記載；另外，

王氏所言「十四萬五千口」目前並未發現可靠的文獻依據。或以為此數目之來源，實

際上應是王氏用「七十二萬五千」這一總數，除以隴西等五郡郡數，而得出的每郡平

均遷入移民數量。而以平均值作為會稽郡的實際移民數額，顯然很不妥當。因此王氏

所得出「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的結論，亦無法得到有力支持。 

時至近代，一般的歷史學著述，多是簡單陳說《漢書·武帝紀》的記載而不加辨

析，如呂思勉先生《秦漢史》中〈人民移徙〉一章的相關記載。而至葛劍雄先生《西

漢人口地理》一書始為之一變。葛先生列專節討論這一問題，並經考辨分析後認為，《武

帝紀》「會稽」二字應屬衍文，事實上並不存在漢武帝徙民會稽一事。而稍後出版的史

                                                     
12 南朝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孝順孝沖孝賢帝紀〉，《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卷 6，頁 257。原文如下：「是歲（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又北魏·酈道元，陳橋驛校證，

卷 40〈浙江水〉，《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944、946。原文如下：「永建

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

年，一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

嘉上書，始分之。」 
13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卷 9，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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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海先生所著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同樣認為《漢書·武帝紀》所載「會稽」

二字存誤。至此，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權威學者的二位學者，將否定漢武帝徙民會

稽存在一事的觀點，確立成為獲得廣大學者普遍認同的結論。 

近年來有辛德勇先生作〈漢武帝徙民會稽史事證釋〉14一文，對此觀點進行較為

翔實的論證，使得這一似已形成「定論」的觀念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先從史料學角度，

論證《漢書》記載之可信，不存在文獻訛誤；繼而從會稽地區的接納條件，論述移民

會稽的可行性；最後從西漢前期東南地區的邊防形式，論述了朝廷移民會稽的深層動

機，即徙民實邊，以抵禦越人的侵襲。 

通過對兩種觀點的分析，個人較為偏向後者之觀點，葛氏對於史籍文獻考證略顯

粗率，且結論的得出僅基於否定文獻材料，並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取辛氏之觀點作為

下文論述之基礎。若將會稽郡置於武帝時期整體邊疆防禦體系中看，作為東南部防線

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會稽郡的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都受到邊防整體佈局的極大影

響，無論是秦始皇時期的罪遷至越、漢武建元年間的越民回遷，還是元狩年間遠遷關

東貧民，都是此種理念一以貫之的有力證據。這種複雜的、非自然的人口流動，對於

民族與文化產生的變化，絕非傳統觀點所認為的——以永嘉南渡作為文化轉變的開

始，而是在會稽郡發展建設過程中，早已奠定基礎。 

（二）歷代徙民實邊的政治考量：以「秦甌三戰」為旁證 

無獨有偶，儘管秦漢時期史料記載並不能給予有關結論部分的充分佐證，然而參

看同一時期其他地區的邊疆政策可知，秦漢時代中央政權對於邊疆地區經營存在著較

為明確與連貫性的經營模式，即移民實邊的戰略方針。 

以秦始皇時期發動的三征嶺南之戰為例。《淮南子‧人間訓》15與《史記‧平津侯

                                                     
14 辛德勇，〈漢武帝徙民會稽史事證釋〉，《歷史研究》2005年第 1 期，頁 75-81。 
15 漢·劉安編著，高誘注，〈人間訓〉，《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8，頁

203。原文如下：「秦皇挾錄圖，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

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挽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

翡 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

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臨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

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籲宋。而越人皆入叢 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

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 

http://www.lkong.net/thread-448142-1-1.html
http://www.lkong.net/book.php?mod=view&bookname=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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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列傳》16記載了第一次征伐：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當時在五嶺以南及越

南北部地區，統稱「南越」，居住著百越族人。秦始皇欲求百越地區出產的「犀角、象

齒、翡翠、珠璣」等珍寶，遂遣尉屠睢率軍五十萬進攻該地，但遇到激烈反抗，秦軍

出師不利，屠睢戰死。其後，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17之記錄，前 214 年，秦朝

發逋亡人、贅婿、賈人等，平定南越，設置南海、桂林、象郡，進行直轄統治。秦代

對於南越地區，採取徙民實邊的政策，「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中縣」指中原地區，「三

郡」指南海、桂林、象郡），使與百粵雜處」。第三次征伐乃見於《史記•南越列傳》18，

前 210年，秦將趙佗發動攻甌駱之戰。以上三次戰役，史稱「秦甌三戰」。 

不論是秦始皇徙民三郡，還是漢武帝徙民會稽，均體現一種徙民實邊的政治考

量。所謂徙民實邊，乃是指遷徙中原地區人民至邊疆地區以充實邊境。歷代史書中多

見，例如《漢書‧晁錯傳》：「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

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19《晉書•傅玄傳》言及治邊策略

時談到：「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複除以充之，以通北

道，漸以實邊。」20《宋史•食貨志上二》亦有「使田疇盡辟，歲收滋廣，一遇豐稔，

平糴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21之論，將徙民實邊與邊疆生產結合。清末鄭觀應《盛

                                                     
16 同註 1，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傳〉，頁 2958。原文如下：「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

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

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 
17 同註 1，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34。原文如下：「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

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18 同註 1，卷 113〈南越列傳〉，頁 2967-2968。原文如下：「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嬴姓，趙

氏。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

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

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觽，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

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

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

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告橫浦、陽山、

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

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

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 
19 同註 11，卷 49〈爰盎晁錯傳〉，頁 2286。 
20 唐·房玄齡等撰，〈傅玄傳〉，《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47，頁 1322。 
21 元·脫脫等撰，〈食貨志上二〉，《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174，頁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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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危言·墾荒》言東北地區移民實邊之事：「自吉林、黑龍江袤延以達於西藏三萬里，

安能日日應敵，處處設防，除此移民實邊，更無善策。」22 

綜合以上例證可知，史傳記載中的徙民實邊多與軍墾屯田相連，多為戰爭籌備之

前導工事。由是觀之，可以得到秦漢時期會稽一地的徙民活動，乃根源於歷代中央政

府政治軍事之考量。而這種非自然的、人口流動性較大、人員結構複雜的群體遷徙活

動，究竟對會稽郡帶來了何種深遠影響，將在下文試做探討。 

三、表徵體現：漢越雜糅 

 眾所周知，進行上古史時代面貌還原所要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史料之匱

乏。遍尋史籍，涉及此地的歷史記敘，主要有《史記》、《國語》、《越絕書》與《吳越

春秋》四部。另外還可借鑒考古遺存，利用「二重證據法」加以比照。若論及一地民

風世情，大多會從人口或民族構成以及相應的風俗信仰入手。而人作為文化的載體，

又成為首要考慮的對象： 

（一）人口構成：官宦、世家與一般民眾 

 通過找尋史書中《列傳》部分與會稽相關的蛛絲馬跡，或可建構出秦漢時期會稽

地區官宦與世家之面貌。但一般民眾之面貌，由於史料之匱乏，僅從關東貧民的角度

加以評判。 

1.官宦面貌：以太守任命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秦漢歷任政府對於會稽一地區的統治政策與制度，在保證當地和

平安定的同時，亦為中原文化的滲透與傳播奠定基礎。根據所能查閱到的現有史料，

將秦漢兩朝會稽郡職官狀況整理如下： 

                                                     
22 清·鄭觀應，〈工政·墾荒〉，《盛世危言》（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卷 8，頁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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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秦漢會稽職官名錄 

封  號/官  職 姓  名 籍  貫 任  期 史籍根據 

楚王（次年被廢

為淮陰侯） 
韓信 淮陰 

漢高祖五年正月至十一年 

（以秦之東海郡、會稽郡、泗

水郡、薛郡、陳郡置楚國） 

《史記·淮陰侯列傳》 

荊王 劉賈 泗水沛縣 

漢高帝六年正月至十一年為

淮南王英布所殺（領「故東陽

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 

《史記·荊燕世家》 

吳王 劉濞 泗水沛縣 漢高帝十一年至景帝三年 《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會稽太守 

莊（嚴）助 會稽吳 武帝建元、元光之際（在職三年） 《漢書·嚴助傳》 

朱買臣 會稽吳 元朔六年 《漢書·朱買臣傳》 

魯伯 琅琊 漢宣帝年間 《漢書·施仇傳》 

周君（均） 右扶風 漢成帝年間 《浙江通志》 

黃讜 汝南 漢光武帝建武年間 《浙江通志》 

第五倫 京兆長陵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在

任，漢明帝永平中去職 
《後漢書·第五倫傳》 

尹興 不詳 漢明帝年間，永平中去職 《浙江通志》 

左恢 曲阿 漢章帝年間 《浙江通志》 

黃兢 不詳 漢章帝年間 《後漢書·許荊傳》 

慶鴻 河南洛陽 漢和帝年間 《後漢書·廉範傳》 

張霸 蜀郡成都 漢和帝永元間 《後漢書·張霸傳》 

馬棱 扶風茂陵 漢和帝永元末 《後漢書·馬棱傳》本傳 

蔡君 修武 漢安帝年間 《浙江通志》 

趙牧 長安 漢和、安帝之際 《浙江通志》 

苦灼 不詳 漢順帝年間 《浙江通志》 

劉府君 不詳 漢順帝年間 《浙江通志》 

成公浮 不詳 漢順、桓帝之際 《後漢書·戴就傳》 

陳重 豫章宜春 漢順帝年間 《後漢書·陳重傳》 

馬臻 扶風茂陵 漢順帝永和五年 （修築鑒湖） 《宋史·河渠書》 

梁旻 不詳 
約在漢順、桓帝年間 

（梁旻為梁翼從弟） 
《浙江通志》 

劉寵 東萊牟平 漢桓帝年間 《後漢書·劉寵傳》 

韋毅 不詳 漢靈帝初年 《浙江通志》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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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菜 上虞 漢桓帝年間 《浙江通志》 

尹端 不詳 漢靈帝年間，熹平二年去職 《浙江通志》 

徐珪 不詳 漢靈帝年間 《浙江通志》 

唐瑁 潁川 漢靈帝末年至漢獻帝初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王朗 東海郯 
建安元年至初平四年在任，後

被孫策所逐 
《三國志·王朗傳》 

孫策 富春 
漢獻帝初平中自任，至建安五

年卒於任上 
《三國志·孫策傳》 

詹強 不詳 建安元年（自稱，旋滅） 《三國志·賀齊傳》 

孫權 富春 建安五年繼任孫策之職 《三國志·孫權傳》 

顧雍 吳 不詳 《三國志·顧雍傳》 

淳於式 不詳 漢獻帝建安末孫權所置 《三國志·陸遜傳》 

資料來源：《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新唐書》、《宋史》、《浙江通志》 

 

 

表 2·基於秦漢會稽職官名錄的分析 

州名 揚州 司隸部 豫州 益州 青州 

郡名 

會稽郡： 

會稽吳（3），

琅琊，曲阿，

上虞，東海

郯，富春

（2）； 

豫章郡： 

宜春 

右扶風，扶風

茂陵（2）； 

京兆： 

長安，長陵； 

河南郡： 

洛陽； 

河內郡： 

修武 

汝南郡； 

潁川郡 

蜀郡： 

成都 

東萊郡： 

牟平 

共計 10 7 2 1 1 

除去西漢初年作為封國所下轄官吏存在的三人，於會稽收歸中央政府管控之後，

在籍貫可考的 21位太守中，揚州會稽郡當地的太守所占比重接近半數，而出身國家政

治中心地區——司隸部者所佔比重屈居第二，這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會稽邊郡的重視；

而時間越接近東漢末年，本地人成為太守的比重越大，最終以孫策自立為會稽太守為

標誌，會稽郡終於在百年後脫離中央政權的掌控，改由地方上的世家大族控制，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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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揭開了漢末三國直至魏晉南北朝長期地方割據分裂的序幕。 

2.世家：主要以中原大族為主，有極少數古越貴族遺存 

（1）中原大族 

《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僅嚴助、朱買臣、鄭吉 3人，其中前兩者為吳

人，鄭吉祖籍會稽。《後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共計 23人，其中錢塘江以南

14人，主要集中於山陰、上虞、餘姚一線。可知至東漢時期，太湖、錢塘江流域，便

已非復「無千金之家」的荒涼之地。 

 援引《漢書•地理志》23與《後漢書•郡國志》24的相關材料，如下表所示： 

                                                     
23 同註 11，〈地理志〉卷 28上，頁 1950-1951。原文如下：「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荊國，十

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縣二

十六：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

州川），曲阿（故雲陽），烏傷，毗陵（季劄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餘暨（蕭山，潘

水所出。東入海），陽羨，諸暨，無錫（有曆山，春申君歲祠以牛），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

禹塚、禹井，揚州山。越王勾踐本國。有靈文園），丹徒，餘姚，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

越），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剡，由拳（柴辟，故就李鄉，

吳、越戰地），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烏程（有歐陽亭），句章（渠水東入海），餘杭，

鄞（有鎮亭，有鮚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

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裏），鄮，富春，冶，回浦（南部都尉治）。」 
24 同註 12，〈郡國志第二十二〉，頁 3488-3489。原文如下：「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

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戶十二萬三千九十，口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下轄

縣十四：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塚。有浙江），鄮，烏傷，諸暨，餘暨，太末，上虞，剡，

餘姚，句章，鄞，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為縣），

東部（侯國）。……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雒陽東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

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下轄縣十三：吳（本國。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海鹽，烏程，

餘杭，毗陵（季劄所居。北江在北），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陽羨（邑），無錫（侯國），

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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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基於《漢書•地理志》與《後漢書•郡國志》的對比分析 

出處 郡名 戶籍 人口 下轄縣數量、名稱 

《漢書·地

理志》 
會稽郡 223038 1032604 

二十六縣：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

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

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

餘杭，鄞，錢唐，鄮，富春，冶，回浦。 

《後漢書·

郡國志》 

會稽郡 123090 481196 

十四縣：山陰，鄮，烏傷，諸暨，餘暨，太

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

寧，東部。 

吳郡 164164 700782 

十三縣：吳，海鹽，烏程，餘杭，毗陵，丹

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陽羨，無錫，

婁。 

總計 287254 1181978 二十七縣：地名總體差別不大。 

首先對戶籍及人口數量進行分析。西漢至東漢，吳越地區人口有所增加，但增長

幅度有限。西漢時期，會稽郡共 223038戶，1032604人。東漢時期，會稽一分為二，

其中吳郡共 164164戶，700782人；會稽郡共 123090戶，481196人。兩郡合計共 287254

戶，1181978人。經歷二百餘年的發展，僅增加 64216戶，149374人。且戶的增長率

為 28.3%，而人口的增長率為 14.5%。在中原地區遭受戰爭嚴重破壞、人口大量外流

的情況下，相對和平的吳越地區人口僅增長 14.5%，在減去原有戶口自然增長的部分

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外遷的戶口並不多。而就下轄郡數量與名稱而言，值得注意之

處有二：其一為原有的郡置不合理，漢代會稽郡轄地，北至今揚州，南至今廈門之地，

郡下一些縣據郡治甚遠，如大末、回浦以及冶等地。其二為人口存在著增長的狀況。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中原戶口大減，亟需充實，政府亦無大規模徙民政策以

保證吳越之地人口的增長。其二是中原的文化向心力效應，致使避亂會稽的中原人士

待故土安定之後多選擇「還中土」而非落戶當地。 

查閱東漢時期吳郡與會稽郡的名人大姓見於史傳者，基本上是西漢時期或西漢以

前已在吳越地區定居。東漢時期外來人口與文化影響因素不大，直至漢末三國，戰亂

四起，偏安一隅的會稽地區方又迎來了遷徙的又一輪浪潮。  

（2）越族遺存：以顧氏家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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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之後，越族後裔成為吳越大姓者，唯有顧氏一族。鄭樵《通志·氏族略二》

記載： 

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

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

別封其子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25 

顧氏分為南北二支，根源為一。26吳郡之顧氏亦為東吳四大姓之一，顧雍在東吳

時期擔任丞相 19年，其祖顧綜，東漢明帝時人，曾任御史大夫，尚書令。西晉滅吳後，

陸機、陸雲與顧雍之孫顧榮同入洛陽，當時人稱「三俊」。八王之亂時，二陸身亡，顧

榮返吳。晉室南渡之後，吳郡顧氏與陸氏成為了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重要支

持者，榮寵直襲南朝四代，顯赫不衰。 

3.一般民眾：關東貧民與山越部族 

（1）關東貧民 

對於漢代關東地區的定義，邢義田先生在〈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

一文中有著如下描述： 

漢人沿襲戰國觀念，可以關東或山東泛指六國舊地。可是毫無疑問，漢代的關

東是有一個範圍較小的核心區域。在漢代，尤其是在東漢政治、社會和經濟上

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是核心區的關東，而不是廣義的關東全域。這個核心的範

圍，大致如勞榦先生所說，不包括北方邊郡，南邊以淮河為界，除去荊、揚兩

部。不過淮河以南的廣陵、荊州的南陽仍應在關東之內。關東的西界在關殽，

包括河南、河內以及太行山以西的太原和上黨。換言之，漢代的關東是以青、

                                                     
25 宋·鄭樵，〈氏族略二〉，《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26，頁 453。 
26 因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之血統，夏時帝少康曾封其庶子無餘於越地，負責看守禹陵、主持

祭祀，無餘遂成為了上古時期于越部族之首領，由此亦知，夏越本同源。參照匿名審稿人之寶

貴意見，特對「于越」與「吳越」之關聯加以詳盡論述：「于越」為古國名，又稱越國，其中于

越為越族人自稱，越國是中原諸國對其稱謂。姒姓，相傳始祖是夏代少康庶子無餘，春秋五霸

之國一。而「吳越」作為百越的一支，指現今中國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東

北部一帶的地區。吳越之名亦來自於春秋時代吳國、越國的國名，各取一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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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兗、豫、徐五州為核心，加上荊的北端、司隸的東部以及并州東南角。27 

由上文敘述可知，對於「關東」的認知，自戰國至漢代已有了較為明顯的改變，

伴隨著新的政治與社會情勢的發展，關東從泛指東方六國之屬地，逐漸形成了一個以

青、冀、兗、豫、徐五州，加上荊的北端、司隸的東部以及并州東南為中心的核心區，

並對漢代政治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根據金發根先生的統計28，173名東漢黨錮時期的

重要人物中，有 147人籍貫指向此處。 

 不論漢武帝遷徙的究竟是廣義或是狹義範疇內的「關東貧民」，作為中原文明核

心區域屬地的關東民眾，顯然印刻著秦漢時期中原文化的深刻烙印，與會稽當地的于

越先民形成了鮮明的區隔。 

（2）山越部族 

「山越」作為于越先民在史籍中的指稱，最早見於《後漢書·靈帝紀》：「建寧二

年（169 年）九月，丹陽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29這裡的「山越」，是漢末三

國時期分佈於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及浙江、江西、福建一帶，以山寨武裝集結，在

山區生活的百越族人的通稱，其中還包括因逃避政府賦役而避入山林的漢人，故亦稱

「山民」。學界關於山越的論述十分豐富，山越活動時段主要集中於三國孫吳政權存在

時期。查考《三國志》東吳諸人列傳可知，「山越」在東漢末年活動頻繁，東吳大將周

瑜、黃蓋等數次對山越征剿。最後諸葛恪從嘉禾三年（234 年）開始使用堅壁清野的

戰術圍山三年，使山越降伏，得四萬壯丁加入軍隊，六萬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最終解

除了「山越」之患。 

而「山越」部族之起源，當為百越族四個分支，即東甌、山越、南粵和閩越中的

「山越」一支。根據安般〈山越盛衰淺析〉30一文，可知山越之來源主要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前 306年，越國被楚國消滅，大量越國貴族四散奔逃，大部分沿海逃散，亦有

部分逃入東南沿海地區的山地之中，而那些逃入山地之人便被稱為「山越」。其二是始

皇二十五年（222 B.C.），王翦率師定江南，降百越。始皇採取遷徙政策，強制將越人

                                                     
27 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

華書局，2011年），頁 199。 
28 參見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1963 年），頁 517-520。 
29 同註 12，卷 8〈孝靈帝紀〉，頁 330。 
30 安般，〈山越盛衰淺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期(1999 年)，頁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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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入漢地。部分越人憑藉山水險峻，再入深山為民，形成「山越」。兩種說法均有史實

依據，持保留意見。 

《三國志‧諸葛恪傳》記載了山越部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幽邃民人，未嘗入

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補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

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

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

不能羈也。」31依據史籍記載，山越部族的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種植穀物，又因「山

出銅鐵」，而常常「自鑄兵甲」。居所散布深林，好習武，以山險為依託，組成武裝集

團，對於中央封建政權處於半獨立的狀態，亦呈現出與傳統中原地區農耕文明截然不

同的景象。 

然而，隨著時間發展，時至六朝時期，山越部族與漢族人民的接觸、融合愈加豐

富。川本芳昭〈六朝時期蠻族考〉32一文藉由列舉《吳書‧賀齊傳》、《華陽國志‧南

中志》、《陳書‧陳寶應傳》以及《隋書‧譙國夫人傳》四條史籍記載，提示了南遷入

山越聚居地區的漢人為安身立命而與當地原住山民產生的接觸，通過聯姻、保護、協

助與合作等方式實現了文明之間的相互滲透。施光明〈論山越與漢民族的融合〉33一

文對此種現象加以概括，認為「在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漫長歲月中，山越人民對江

南經濟的開發做出了貢獻。同時，他們自己也逐漸吸取漢族先進文化，最後和漢族融

為一體。」 

（二）文化流俗：以出土文物反映的漢代墓葬形制及喪葬風俗為例 

 之所以選取葬式作為文化風俗之考量，主要是受到了杜林淵〈漢代北部邊疆地區

移民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34一文的啟發，文章通過對比分析漢代北部邊疆地區漢人

                                                     
31 西晉·陳壽，〈諸葛騰二孫濮陽傳第十九〉，《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卷 64，頁

1431。 
32 川本芳昭，馬寧摘譯，〈六朝時期蠻族考─以山越及蠻漢融合問題為中心〉，《世界民族》第 4

期(1989年)，頁 44-50。 
33 施光明，〈論山越與漢民族的融合─山越研究之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8年)，頁 93-98。 
34 杜林淵，〈漢代北部邊疆地區移民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考古與文物》第 1期（2011年），頁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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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少數民族移民墓葬的具體狀況，揭示了疆域形成、民族融合、地區開發、文化

傳播、城市形成與發展、人口增長和分佈變化等多方面的狀況。隨著大量的漢代考古

資料的發現與公佈，就文獻記載的移民區所發現發掘的物質遺存現象進行深入討論便

成為可能，地下出土材料為今人研究提供了更為直觀科學的證據，成為了史籍記載之

外的重要依據。 

1.吳越地區漢代墓葬概覽 

轉引葉文憲〈再論吳越地區的漢文化〉35歸納表格於下： 

表 4·吳越地區漢墓資料發表情況 

序號 名稱 時期 形制 出土器物 來源 

1 義烏 西漢早期 土坑墓 釉陶器 10件 
《考古》 

1965（3） 

2 丹徒蕎麥山M2 西漢早期 豎穴土坑墓 陶器和釉陶器 8件 
《東南文化》

1988（1） 

3 北山 M2 西漢早期 豎穴土坑木槨墓 
早年被盜，銅帶鉤 1

件 

《東南文化》
1988（1） 

4 青浦福泉山 
西漢早期至 

新莽 
豎穴土坑墓 46座 各類器物 604件 

《考古》 

1988（8） 

5 安吉上馬山 
西漢早期至 

西漢晚期 

豎穴土坑木槨墓 

8座 

陶器 153 件，銅器
15 件，鐵器 7 件，
玉璧 2件，石研 2套 

《考古》 

1996（7） 

6 常州國棉二廠 西漢中期 墓殘 釉陶器 16件 
《文物》 

1993（4） 

7 
紹興獅子山

M308 
西漢中期 豎穴土坑墓 

陶器 11 件，銅鏡 2

件，鐵刀 2件 

《考古》 

1988（9） 

8 
婁葑天寶墩

M27 
西漢中期 豎穴土坑木槨墓 

釉陶器、銅器、玉
器、金器共 64件 

《文物資料
叢刊》（9） 

9 
湖州方家山 

3號墩 

西漢中期至 

東漢早期 

豎穴土坑墓和豎穴
土坑木槨墓 13座 

陶瓷器、銅鏡、鐵兵
器 180件 

《考古》 

2002（1） 

10 龍游東華山 
西漢中期至
東漢早期 

豎穴土坑墓 12座 
陶瓷器、銅鏡、鐵兵
器 170件 

《浙江文物
考古所學刊》
1981；《考古》
1990（4） 

                                                     
35 葉文憲，〈再論吳越地區的漢文化〉，《江蘇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卷第 2期（2008

年），頁 8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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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淳固城 
西漢中期至

東漢晚期 

豎穴土坑木槨墓 5

座，券頂磚室墓 1座 

陶器、銅器、鐵器、

銅鏡數十件 

《東南文化》

1992（5） 

12 上虞鳳凰山 
西漢晚期至

東漢晚期 

豎穴土坑墓和券頂

磚室墓 
無 

《浙江文物

考古所學刊》

1993 

13 
鎮江諫壁磚瓦

廠 
西漢晚期 豎穴土坑木槨墓 

陶器 16 件，銅鏡 1

件 

《東南文化》

第一輯，1987 

14 吳縣窯墩 東漢早期 木頂磚砌雙室墓 陶器、銅器若干 
《文物》 

1985（4） 

15 
高淳下壩

M1M2 
東漢早期 磚砌單室墓 

銅器、陶器、鐵器

53件，銅錢 

《東南文化》

1988（1） 

16 上虞聯江鞍山 東漢中期 券頂磚室墓 
早年被盜，陶瓷器若

干 

《東南文化》

1992（5） 

17 丹陽宗頭山 東漢中期 磚室墓 
銅器 34 件，陶瓷器

9件 

《考古》 

1978（3） 

18 
上虞蒿壩永初

三年墓 
東漢晚期 券頂磚室墓 

陶器 24 件，鐵器 2

件 

《文物》 

1983（6） 

19 
紹興獅子山

M305 
東漢晚期 券頂磚室墓 青瓷器、銅鏡若干 

《考古》 

1984（9） 

20 
紹興獅子山

M307 
東漢晚期 券頂磚室墓 

青瓷器、五銖錢與貨

泉若干 

《考古》 

1984（9） 

21 
奉化白杜熹平

四年墓 
東漢晚期 券頂磚室墓 

早年被盜，陶瓷器 5

件 

《浙江文物

考古所學刊》

1981 

22 高淳固城M1 東漢晚期 
穹頂帶耳室畫像 

磚墓 
早年被盜，陶器若干 

《文物》 

1983（4） 

23 高淳固城M2 東漢晚期 
穹頂前後室畫像 

磚墓 

早年被盜，陶瓷器若

干 

《考古》1989

（5） 

24 嘉興九里匯 東漢晚期 墓殘 
陶瓷器 15 件，銅戟

1件 

《考古》 

1987（7） 

25 
海安長安海安

中學 
東漢晚期 券頂畫像磚墓 

早年被盜，陶器、青

瓷器若干 

《文物》 

1983（5） 

26 丹徒蔡家村 東漢晚期 石板雙室墓 
早年被盜，陶器、石

器若干 

《考古》 

1987（7） 

葉氏對於吳越地區漢墓情況總結如下：會稽地區漢代墓葬基本呈現與中原地區發

展基本同步的態勢，並無質上的分別，不同之處主要有三：①出土器物發展序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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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器形出現時間略晚於中原地區。多以陶器、釉陶器和銅、鐵器為主，極少出土漆

器、玉器、金器和大型明器。②規格等級明顯低於中原地區。無大型墓葬；畫像磚石

墓遠少於其他地區，儘管內容無差異，但規模與數量無法並提。③遺留漢字資料極少，

少有碑銘傳世。 

依據張之恒《中國考古學通論》36對於漢代墓葬形制的論述，漢時墓葬形制大約

可分為主流與旁支兩類。主流墓葬形制是繼承先秦以來的豎穴木槨墓、土洞墓、以及

由此二者發展出來的橫穴磚室墓，是漢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則如四川的崖墓、

山東的石板墓、東北地區的貝墓等，屬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又有個別的壁畫

墓與畫像石墓。 

對看表 4中的第 26條東漢晚期丹徒蔡家村的石板雙室墓，便會發現移民之表現。

石板墓作為山東地區墓葬的特殊形制，出現在數千公里之外的江蘇地區，或許便是秦

漢時期某位南遷至此的山東移民之墓葬。 

 而在與北方地區移民墓葬情況的對比中，根據杜氏〈漢代北部邊疆地區移民墓葬

反映的歷史問題〉一文的概述，可知遷徙至北地的移民在墓葬形制方面與吳越地區墓

葬形制相類似，葉氏與杜氏共同認為，不論是吳越地區抑或是北部邊疆，漢代墓葬發

展過程均呈現出「突變」大於「漸變」的特徵，即兩地移民墓葬凸顯出了一種他文化

覆蓋取代自文化傳承的總體面貌。 

2.特殊葬俗：越文化與撿骨葬 

 對於喪葬文化之討論，還可以從喪葬習俗的角度考慮。 

 吳越地區自古流傳「拾骨葬」這一特殊葬俗。所謂「拾骨葬」，又稱「洗骨葬」，

是一種二次葬的葬禮活動，基本原理是在人亡故之後，先以棺木斂屍入土埋葬，待三

五年屍體腐朽後，再撿骨重葬。關於拾骨葬最早的文獻記載當見於《墨子•節葬》：「楚

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37至今依舊流行於閩南

人、客家族群、中國南方、琉球、東南亞部分地區。淩純聲先生在《東南亞的洗骨葬

                                                     
36 張之恒，《中國考古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 267-271。 
37 清·孫詒讓撰，《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 6節葬下，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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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環太平洋的分佈》38一文中指出，整個拾骨文化圈裏諸民族所採行的拾骨文化，

基本上均為來自相同起源的一個文化習俗，而這個習俗最早的起源地，正是古百越族

所分佈的華南地區。 

 何彬先生在《江浙地區喪葬文化》〈江浙葬俗特征〉39一章提出：從民族葬法劃分，

不論是傳統的土葬，還是近現代的火葬，漢族一般被歸入一次葬民族範圍。這顯然與

吳越、閩南等越文化相關聯地區流傳至今的二次葬法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綜合本章所論述的漢代吳越地區墓葬形制與喪葬風俗，可以得到如下結論：儘管

該地區的漢代墓葬凸顯出了一種他文化（即中原漢文化）覆蓋取代自文化（即吳越原

始文明）傳承的總體面貌，但從流傳至今的喪葬禮儀中，仍然可以尋覓到漢越雜糅共

存的證據。在此基礎上或可推論，受到中央政府政策之影響，中原地區移民在秦漢時

期便開始對吳越地區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與改造作用，然而當地亦

保存著原住民的文化習俗的影子，經歷漫長且深入的交流融會，最終形成了漢越文明

交融、不分彼此的文化表徵。 

四、結論 

本文以秦漢時期吳越之地移民史實的爬梳為開端，整理史傳記載中呈現的吳越文

化面貌，並對會稽郡設置與早期徙民活動加以歸納。經過對漢武帝遷徙關東貧民於會

稽一事的考辨，旁證以「秦甌三戰」之史實，將移民原因定為漢武帝時期徙民實邊的

軍事考量。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現象的深入探尋，通過對人口構成與文化流俗（主要

以喪葬為主）等具體表現的分析，最終得到秦漢時期東南地區文化變革呈現出一種「漢

越雜糅」表徵的結論。 

 

 

乙未歲端午前夕於台南成功大學初稿 

丙申歲谷雨於台南成功大學二稿 

                                                     
38 淩純聲，〈東南亞的洗骨葬及其環太平洋的分佈「The Bone-Washing Burial Custom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Circum-Pacific Distribution」〉，《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民族學報》第 1 期

（1955 年），頁 25-44。 
39 何彬，〈江浙葬俗特征〉，《江浙地區喪葬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二

章，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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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ural Change in Southeast China from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Based 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Kuaiji County   

Xu Huang *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rs focused on the pre-Qin period of the Wu-Yue cultures af-

t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e former investigations have focused on the 

Wu-Yue people who lived far from the central civilization, both in their own way of 

life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a historical event, while the 

latter research is done on the Huang He River culture, which is the local centre of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way people lived in the capital. However, the cultural 

blending is doomed to be a long process since the two mentioned cultures are sepa-

rated, causing both cultures to accept the central ideology of the government. How-

ever, although the researchers discussing the Wu-Yue people accept the central dis-

course, and the emperor immigrating to KuaiJi, they fail to consider the reasons why 

these two cultures have accepted the ideology of the rul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os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ir own culture because of mingling with the Han culture. 

Therefore, previous researchers have yet to investigate the Wu-Yue in a broader 

sense. From reflecting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view,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period,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civilization 

chang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words: Kuaiji County, Cultural changes in Wu-Yue area, Population migration, 

Qin to H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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