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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縣同構」與「令出多門」——包山簡所見
戰國楚國郡縣制
*

游逸飛 **
摘要
學界過去認為包山楚簡裡缺乏郡的跡象，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細密分析包
山楚簡所見行政機制與層級，從中找出、確認了宛、新城、唐、新都等郡的存在。
學者認為包山簡所見戰國楚郡長官由縣公兼任，郡不一定另外設置專門的官吏管
理郡務，可見楚之郡制脫胎於縣制，但尚未從縣制中獨立出來，處於過渡階段。
本文進而研究包山簡所見楚縣，指出楚縣首長（縣公）不能干預所有行政事務，
在地方上未能擁有最高、絕對的權力；地方司法、財政等事務由司敗（罰）
、司馬
等專業官僚負責，楚國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長官如左尹、左司馬等，可以直接責成
司敗（罰）
、司馬等地方專業官僚，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近似於一張張分門別類
的專業官僚網絡的套疊，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地方首長的權力。整體而言，楚縣
的公、司馬、司敗（罰）
、大夫等官爵稱謂，司馬、司敗（罰）的獨立權力以及爵
位的行政職能，在在揭示楚國地方政制深受周制影響，帶有一定的貴族色彩。因
此戰國楚國郡縣制的令出多門，而非政歸於一的特色，可能是楚國各大貴族相互
傾扎下的產物。地方政府的分權制衡，不一定反映中央政府集中權力，中央政府
的分權制衡可能更為強烈。
關鍵詞：包山楚簡、郡縣制、地方分權、中央集權、貴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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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以〈包山楚簡所見戰國楚國地方行政〉為名，宣讀於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
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
「簡牘與早期中國－－第一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
（2012.10.27-28，北京），頁32-45；又以〈包山簡所見戰國楚國郡縣制〉為名，宣讀於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主 辦 ，「【 出 土 文 獻 與 物 質 文 化 —— 第 五 屆 出 土 文 獻 青 年 學 者 論 壇 】
（2016.7.28-30，香港）。新稿篇幅增補超過一半，論點亦有相當程度的調整，寫作期間得
周鳳五、閻步克、趙平安、孫聞博、來國龍、田成方、土口史記、肖芸曉、陳偉、宋華強、
曲柄睿、林志鵬、馬楠、羅小華、黃杰、徐少華、黃冠雲、劉國勝、郭永秉、竇磊、曹方
向、黃人二、彭浩、韓巍、邢義田、陳侃理、廖基添、劉暢、梁鑫等師友賜教，唯一切文
責由我自負。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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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降兩千年來的中國大一統郡縣制度，奠基於東周秦國的郡縣制。1但東
周強權楚國的制度、文化在在與秦不同，其郡縣制亦應有別於秦，是否反映另一
種先秦地方政制傳統，另一種中國大一統郡縣制度的可能性，值得關注。下文將
分別探討楚之郡制及縣制，由於縣制材料較為豐富，將以縣公、 大夫、縣司馬、
縣司敗（罰）等幾種常見的楚縣要職為主要探討對象。

一、包山楚簡所見之郡——兼論「郡縣同構」的現象
戰國楚國有郡，向為學界共識。2二十世紀末，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出土近兩百
枚司法文書簡，是研究戰國晚期楚國地方政制的絕佳素材。3學者研究後卻指出包
山 楚 簡 「 多 有 縣 的 線 索 而 缺 乏 郡 存 在 的 證 據 」、 4 「 所 呈 現 出 郡 的 線 索 卻 很 模
糊」， 5遂使戰國時期楚國郡制的研究陷入僵局，難以突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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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郡制記載始見於春秋晚期《左傳》哀公二年（西元前493年）晉國趙簡子犒賞將士：
「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614。
但這段文獻反映的春秋晉國縣郡制，與戰國諸國的郡縣制有明顯差異，亦不見明確的繼承
關係，土口史記已指出兩者不宜因為名稱相同，便比附為一。參［日］土口史記，
《先秦時
代の領域支配》
（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頁155。此外《國語．晉語》記載晉
公子夷吾對秦公子之言：「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時代早於趙簡子，見［清］徐
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卷8（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96。但童
書業指出《左傳》記載晉公子夷吾之言未見「郡縣」一詞，
「郡縣」連稱反映以郡轄縣之制，
此非春秋秦國所能有，
《國語》的「郡縣」只能是戰國以後竄入之語。參童書業著，童教英
整理，《春秋左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85。
參楊寬，
〈郡縣制度的建立〉
，收於氏著，
《戰國史》
（臺北：臺灣商務，1997）
，頁227-231。
下文引用包山楚簡只標明簡號、不詳引出處。所引圖版出自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包
山楚簡》
（北京：文物，1991）
；紅外線圖版見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簡帛網」的「中
國古代簡帛字形、辭例數據庫」（http://www.bsm-whu.org/zxcl/）；釋文參考陳偉等，《楚地
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
（北京：經濟科學，2009）與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
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2012），下文稱《十四種》與《全編》。
見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1996），頁101。
見顏世鉉，
《包山楚簡地名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頁242。
如吳良寶較全面整理楚簡所見地名時，未能將郡名納入分類，參吳良寶，
《戰國楚簡地名輯
證》（武漢：武漢大學，2010）。連郡名的存在與否都無法確認，也就難以進一步研究郡的
實際行政制度。參文炳淳，《包山楚簡所見楚官制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8）
；陳穎飛，
〈楚官制研究史綜論〉
，
《漢學研究通訊》第27卷第4期（2008，
臺北），頁12-20；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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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陳偉指出包山楚簡裡實有「宛郡」，為戰國楚郡的研究帶來曙光。 7陳偉詳細
探討包山〈案卷〉簡130-139記載的陰地訴訟案件（下文將徵引原文細究），指出
陰地為陰侯封邦，乃縣級政區，子宛公、湯公受中央司法長官左尹之命，在縣級
官吏之上干預陰地的訴訟案件，應是等級較高的郡級官吏，負責管理郡轄封邦─
─陰；此外包山楚簡裡只有宛公與左尹被尊稱為「子」
，亦反映宛公的地位高於一
般縣公，可能是郡級官吏。綜上所述，宛公所轄之郡宜稱「宛郡」
，其治所應在宛
縣，疆域及於陰地；而秦漢陰縣為南陽郡屬縣，南陽郡治所恰為宛縣。8楚之宛郡
與秦漢南陽郡的治所皆在宛縣，疆域皆及於陰地，推測楚之宛郡乃秦漢南陽郡的
前身，並不過分。戰國楚之宛郡的記載又見於《說苑．指武》
「吳起為苑守，行縣
適息」。9「苑守」即「宛守」，宛守有「行縣」之責，可見其下轄縣，楊寬據此將
「宛守」理解為楚國宛郡郡守。 10楊寬又認為《戰國策．楚策》「以十萬軍漢中」
的 「 宛 公 昭 鼠 」 亦 應 為 宛 郡 郡 守 ， 11 並 指 出 「 可 能 戰 國 時 楚 對 郡 守 也 尊 稱 為
公」； 12證諸包山楚簡，楊寬的觀察可謂的論。 13
陳偉根據戰國楚之郡縣長官皆稱「公」的現象，推測宛公可能是兼任宛郡長官的
宛縣縣公，反映戰國楚國之郡脫胎於縣，郡制與縣制在相當程度上重疊，尚未從
縣制完全分離出來。 14 此說有傳世文獻佐證，如《戰國策．楚策》記載楚國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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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陳偉，
〈包山簡所見楚國的宛郡〉
，收於氏著，
《新出楚簡研讀》
（武漢：武漢大學，2010），
頁1-7。
參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科文獻，2009），頁267、271；［東漢］班固著，［
唐］顏師古注，西北大學歷史系標點，傅東華校勘，
《漢書》卷28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頁1563-1564。
見［漢］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15（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67。《說
苑》下文記載吳起一年後任令尹，又「行縣適息」
，宛守與令尹均可至息地行縣，職權似有
重疊之處，楚國中央官吏與郡守的關係值得追究。
參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1997），頁678。
見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卷15（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453。
見楊寬，〈春秋時代楚國縣制的性質問題〉，收於氏著，《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上海
人民，2003），頁77。
《說苑》的「宛守」之稱，可能是漢人據漢制所改，原始文獻應稱「宛公」。李曉杰據漢人
習慣，主張「宛守」實為南陽郡之長官，因南陽郡治在宛而得名，宛郡只是別稱，正式名
稱為南陽郡；正如秦東海郡治所在郯，故又稱郯郡。參周振鶴、李曉杰，
《中國行政區劃通
史：總論 先秦卷》
（上海：復旦大學，2009）
，頁436。此說未能解釋包山楚簡與《戰國策》
等早期文獻皆稱「宛公」，不稱「南陽公」、「南陽守」。從宛到南陽的郡名變遷原因，似乎
更宜理解為楚秦漢政權更易所導致的稱謂變遷。至於郯郡等被視為漢人別稱的郡名，是否
亦可能為六國原有郡名？尚待進一步探討。
參陳偉，〈包山簡所見楚國的宛郡〉，收於氏著，《新出楚簡研讀》，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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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郡的過程為：
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
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
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
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
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15
新城縣升格為新城郡，為何對原來的新城縣公有利？如果新城郡是憑空疊壓於新
城縣之上的高級政區、新城郡守是外來的轄縣長官，原來新城縣公的權位只會縮
減降低，絕無好處。但戰國楚國若行陳偉所言之制，由原來的新城縣公兼任新置
的新城郡公，新城縣公便可依恃郡公職權，號令原來平行的鄰近諸縣，權位大為
提高，新城縣升格為郡自是原來的新城縣公所樂見。事實上楚王「以新城為主郡」
，
似帶有新城為郡主、諸縣之主的意涵，縣公兼任郡公之制昭然若揭。
除了宛郡與新城郡，陳偉還指出包山〈案卷〉簡130-139的湯公，可能與郡有
關，值得進一步檢討。該案件為陰地的案件，陰地轄於宛郡，宛郡郡公介入此案
甚為合理，但介入此案者為何還有湯公？湯公介入此案的時間點，是回答此問題
的線索。陰地人舒慶向子宛公告狀，未獲滿意結果，進而向楚王告狀。楚王將案
件交給左尹負責後，左尹並未直接責成子宛公，而是指示湯公調查。左尹繞過宛
郡首長子宛公的舉措，不禁令人想起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十八，漢初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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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繆文遠，
《戰國策新校注》卷14（成都：巴蜀書社，1998）
，頁423。楊寬認為此處「上梁」
為「上蔡」之誤，楚置有上蔡郡。參楊寬，《戰國史》，頁686。但此處與「上梁／上蔡」相
對的「新城」原來是縣非郡，不宜遽以「上梁／上蔡」為郡。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
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顧頡剛等點校，
《史記》卷87（北京：中華書局，1959），
頁2539。若楚國郡縣屬吏亦用本地人，李斯擔任的應是上蔡郡屬吏。惟司馬貞《索隱》言：
「鄉小史，劉氏云『掌鄉文書』
。」所見版本是「鄉小史」，而非「郡小吏」；王念孫《讀書
雜志》認為「鄉」為是，並引《藝文類聚．獸部》的版本為證；張文虎又指出《太平御覽》
卷188的《史記》引文亦作「鄉」。參［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卷三之五（南京：江蘇教
育，2000）
，頁140；
［清］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1977），
頁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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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指示南郡覆核蒼梧郡屬縣的叛亂案件，同樣繞過了蒼梧郡長官。 16 若楚
漢制度可相比附，湯公很可能亦為一郡之長，湯郡鄰近宛郡，在宛郡須覆核司法
案件時，湯公便受命覆核。 17劉信芳讀「湯」為「唐」，認為湯公即唐縣縣公，吳
良寶從之。18唐縣在今河南唐河縣一帶，19鄰近於宛、陰兩地，左尹確實可能派遣
唐縣縣公調查宛郡、陰地的司法案件，唐縣縣公似與宛公一樣兼任郡之長官，楚
國可能設置唐郡。
此外包山〈貸金〉簡113「新都莫敖」的「新都」被視為楚縣。 20但包山〈疋
獄〉簡102記載了「新都南陵」
，
「新都」應為「南陵」之上的政區。而晏昌貴據張
家山漢簡〈秩律〉簡457的「南陵」，主張包山〈案卷〉簡155的「南陵公」為縣
公，21吳良寶從之。22如此一來，「新都南陵」應指新都郡南陵縣，「新都」似乎既
是縣又是郡，亦為縣公兼任郡長官之例。而〈貸金〉簡113的「新都桑夜公」，亦
可比照「新都南陵」之例，理解為新都郡桑夜縣公。
綜上所述，出土及傳世文獻所見宛、新城、唐、新都等例子，似反映戰國楚郡的
建置並非在縣之上設置另一個官署，而是賦予縣公管理、監督鄰近之縣的更大權
力。如此一來郡制與縣制的結構便高度重疊，可謂郡縣同構。 23 考慮到行政成本
與效益，我們甚至可推測這種以邊地大縣為基礎而置的郡是楚國置郡的常態。鄭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見《奏讞書》簡124-161，引自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
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2007），頁363-365。
此處楚漢制度的類比，承孫聞博的提示。
參劉信芳，
《包山楚簡解詁》
（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頁128；吳良寶，
《戰國楚簡地名
輯證》（武漢：武漢大學，2010）。
參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1994），頁60；吳良寶，《戰國
楚簡地名輯證》。
其地望待考，參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頁202。
參晏昌貴，〈張家山漢簡釋地六則〉，收於氏著，《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北京：商務
印書館，2010），頁317-324。陳偉曾指出包山楚簡裡的「宰」為封邦特有官吏。此說如成
立，便反映包山簡102「南陵大宰」的「南陵」為封邦，簡155「南陵公」的「南陵」方為
縣，「南陵」曾改縣為邦或改邦為縣。參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104-105。但陳偉與吳
良寶通信時，對「新都」與「南陵」的關係提出四種可能：第一，新都縣、南陵鄉；第二，
南陵縣、新都在縣之上；第三，新都人任職於南陵；第四，新都即南陵。無一語及於封邦，
令人費解。見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頁202。
參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
或因如此，學者迄今尚難從包山楚簡裡找出更多的郡，因為楚郡長官經常以縣公的面貌活
躍於郡縣行政之中。同時尚須考慮戰國楚國雖有在縣之上的政區，但並不稱「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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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指出春秋時期陳、蔡、葉等楚國縣公曾兼領數縣，24此或為楚國郡制的濫觴。25
戰國楚之郡制在往後的秦漢歷史幾無影響。惟秦末漢初、楚漢相爭之際，項
羽、劉邦等人起事時皆以楚為名，楚懷王更成為天下共主，此時楚人的郡制與秦
漢郡制有別，略見特色，如《史記．項羽本紀》記載秦楚之際的楚懷王：
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
郡兵。 26
「碭郡長」又見於〈高祖本紀〉、〈高祖功臣候者年表〉、〈曹相國世家〉、〈絳侯周
勃世家〉
，
《漢書》亦載，顯非誤書。
〈樊酈滕灌列傳〉又載灌嬰與項羽之楚作戰時：
破薛郡長。……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27
「碭郡長」、「薛郡長」、「吳郡長」之稱，顯非秦郡之制，大抵為當時楚郡之制。
惟「吳郡長」之後又見「吳守」
，似反映楚制與秦制雜糅，當時楚郡之制已不盡為
戰國晚期之舊。

二、包山楚簡所見之縣——兼論「令出多門」的現象
上節已反映包山楚簡所見楚國政制與我們熟知的秦漢政制有別，而有關楚國
的傳世文獻又較有限，廓清包山楚簡裡地名的層級既然不易， 28 探索地方官吏的
24

25
26
27
28

6

參鄭威，
〈從縣邑之縣到郡縣之縣：春秋戰國之際楚國縣制的演變〉
，收於劉玉堂編，
《楚學
論叢（第2輯）》（武漢：湖北人民，2012），頁111-123。
其他六國也可能存在這種置郡方式，如上引韓國的「大縣」宜陽。
見《史記》卷7，頁304。
見《史記》卷95，頁2670。
過往已有一系列的研究，如劉彬徽、何浩，
〈論包山楚簡中的幾處楚郢地名〉
、
〈包山楚簡「封
君」釋地〉
，收於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包山楚墓》
（北京：文物，1991）
，頁564-579；
陳偉，
《包山楚簡初探》
；徐少華，
〈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
《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190-267；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陳偉，〈包山簡
所見楚國的宛郡〉
，收於氏著，
《新出楚簡研讀》
，頁1-7；吳良寶，
〈試說包山簡中的彭地〉，
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三輯）》
（上海：上海古籍，2008），頁41-46；鄭
威，《楚國封君研究》（武漢：湖北教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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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關係便更為困難。29本節以吳良寶最新且全面的楚國歷史地理研究為基礎，30
依據較可能為縣的地名製表，統計縣吏種類的數量，然後選取出現較多者進行個
案分析，藉以探索楚縣官吏的職權與性質。 31
表一：包山楚簡司法文書所見縣吏
官名
公

29

30

31
32

33

34

35

數量 地名（簡號）
20

魯陽（2、4）、胡（47）、萴陽（47）、 32 鄧（58）、長沙（61）、益陽
、34安陵（117）
、陽城（120）
、35疋陽（125）、
（83）
、33 陵（103、115）

但相關研究亦不少，且頗有建樹，如彭浩，〈包山楚簡反映的楚國法律與司法制度〉，收於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包山楚墓》附錄二十二，頁548-554；周鳳五，
〈《［余日］睪命
案文書》箋釋－－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
《文史哲學報》41（1994），頁1-18；李零，
〈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收於氏著，
《李零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大，1998），頁131147；文炳淳，《包山楚簡所見楚官制研究》；李佳興，《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簡研究－－以訴
訟事件為例》
（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日］藤田勝
久，
〈包山楚簡にみえる戰國楚の縣と封邑〉，收於氏著，
《中國古代國家と郡縣社會》第一
編第五章（東京：汲古書院，2005），頁203-230；［韓］朴俸柱，〈戰國楚的地方統治體制
－－關於「『縣邑』支配體制」的試論之一部分〉，收於李學勤、謝桂華編，
《簡帛研究二○
○二、二○○三》（桂林：廣西師大，2005），頁13-23；［日］土口史記，〈包山楚簡の と
大夫－－戰國楚の行政單位と「郡縣」〉，收於氏著，
《先秦時代の領域支配》，頁95-121；
王杰，《包山楚司法簡考論》（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2）；詹今慧，《周秦漢出
土法律文獻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13）；張伯元，《包山楚簡案例舉隅》（上海：上
海人民，2014）。
參吳良寶，
《戰國楚簡地名輯證》
（武漢：武漢大學，2010）
。下表引用吳良寶意見時，若出
自此書，不注出處。
如此一來，即使樣本偶有不屬縣者，亦不會對整體分析造成多大影響。
劉樂賢讀為「涅陽」，《十四種》讀為「萴陽」，吳良寶認為尚待研究，今從《十四種》。參
劉樂賢，〈楚文字雜釋（七則）〉，收於張光裕等編，《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
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頁613-636。
「益」字原作「嗌」
，黃錫全、何琳儀、顏世鉉、徐少華讀為「益」
，
《十四種》
、吳良寶、
《全
編》仍隸為「嗌」
。參黃錫全，
〈《包山楚簡》部分釋文校訂〉
，收於氏著，
《古文字與古貨幣
文集》
，頁398-405；何琳儀，
〈包山竹簡選釋〉
，
《江漢考古》1993:4，頁55-63；徐少華，
〈包
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
《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190-267；顏世鉉，《包山楚簡地
名研究》。
何琳儀讀「 陵」為「遷陵」
，吳良寶從之，參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355。
「陽城公」出現於下蔡尋里人舒猬的訴訟案裡，學者均認為指陽城縣縣公，惟吳良寶提出
異議，他將簡文「下蔡廄執事人陽城公」（「廄」字據《全編》之釋）連讀，認為陽城公既
為身分較低的執事人，便不可能是縣公。然而《十四種》已將兩者用頓號斷開，表明「下
蔡廄執事人」與「陽城公」不應視為一人，如此陽城公便可為縣公。從該簡下文既出現「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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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

9

36

湯（131）
、37宛（133、139）
、南陵（155）
、陘（159）
、38期思（163）、

39

陳（166）、羕陵（177） 40
（22、24、30）、宜陽（103）、夷陽（109、118）、 41州（114）、正

陽（119）、 42陽陵（119）

司馬

2

臨陽（53）、 43鄢（81）

左司馬

4

鄝（105、116）、柊（130）、 44鄢（155）

右司馬

1

陽陵（119）

少司馬

4

期思（129、130）、滕（162）、 45枝陽（173） 46

莫敖

14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8

鄝（29、105、116）
、安陵（105）
、株陽（108、117、189）
、正陽（111）、
新都（113）、州（114）、郫陽（121）、 47龍城（174）、 48 （177）、

城公」，又出現「下蔡山陽里人邞 」，而「邞 」被控告竊馬看來，「下蔡廄執事人」是指
「邞 」，應無疑義。
「疋陽」在包山楚簡裡又寫作「 陽」、「 陽」，應無區別。
顏世鉉讀「湯」為「鍚」，劉信芳讀「湯」為「唐」，吳良寶傾向「唐」。參顏世鉉，《包山
楚簡地名研究》；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
「陘」在包山楚簡裡寫作「 」。
「期思」原作「亟思」，學者均通讀為「期思」，即楚地期思。
「羕陵」在包山楚簡裡又寫作「漾陵」，應無區別。
「夷陽」在包山楚簡裡寫作「 陽」、「 陽」，應無區別。徐少華讀為「弋陽」，吳良寶指
出楚璽印已見「弋陽」
，
「弋」
、
「夷」古音不相通，徐說不確。參徐少華，
〈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190-267。
「正陽」原作「 陽」。劉釗認為「定」從「正」聲，兩字通用，「 陽」即「正陽」，吳良
寶從之。參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收於氏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
籍，2004），頁3-32。
整理者懷疑釋為「贏陽」
，徐少華讀為「潁陽」
。滕壬生釋為「臨陽」
，吳良寶從之。參徐少
華，
〈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
《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
，頁190-267；滕壬生編，
《楚
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2008）。
該字（ ）舊隸為「 」，讀為「葉」；《全編》隸為「 」，讀為「柊」，可從。包山楚簡裡
的「葉」，應見於簡170的「 」，隸為「 」。
「滕」原作「 」，何琳儀讀為「滕」，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9。
「枝陽」原作「 陽」，李家浩讀為「枝陽」，吳良寶從之。參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
枳」〉，收於李學勤、林劍鳴、謝桂華編，《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1996），頁
1-11。
何琳儀讀「郫陽」為「比陽」
，吳良寶從之。參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頁773。
「龍城」在包山楚簡裡寫作「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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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187）
（20、47）、 50 （31）、蓍陵（40）、 51 中陽（71）、羕陵（128）、

司敗（罰） 49

8

少司敗（罰）

2

馭司敗（罰）

1

司敗（罰）

1

陵（166）

右司寇

1

南陵（102）

大夫

8
3

大

邾（162）、奉陽（177）
（50）、繁丘（90）
臨陽（33）

羕陵（12、126、128）
、 陽（26）
、

（47）
、柊（130）
、鄢（157）、

（188）
羕陵（12、126）、

（67）

52

（2）
、 復（165、189）
、53踖陵（166）
、54平陵（184）
、湖陽（186）

令

6

尹

1

復（164） 56

令尹

1

鄧（92）

攻尹

6

踖陵（106）、羕陵（107、117）、 （110、118）、鄢（157）

少攻尹

2

踖陵（106）、正陽（111）

大

1

陽陵（112）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尹

55

「司敗」讀作「司罰」的理由詳下節。
「 」在包山楚簡裡又可寫作「 」，指故息國地，今河南息縣一帶。吳良寶則認為地望待
考。參劉彬徽、何浩，
〈包山楚簡「封君」釋地〉
，收於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包山楚
墓》附錄二十五，頁569-579；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97；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237；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頁185。
「蓍陵」在包山楚簡裡寫作「 陵」，吳良寶讀為「夷陵」。
吳良寶認為可能是楚縣。職掌不明的湖陽令、平陵令，吳良寶均認為是縣吏。 令受命檢
閱 人的戶籍，比湖陽令、平陵令更可能是縣吏，只是 的地望不明。
徐少華、顏世鉉認為是楚縣，吳良寶認為有可能。參徐少華，
〈古復國復縣考〉
，
《中國歷史
地理論叢》1996:1，頁113-120；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徐少華，〈復器、復國與
楚復縣考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2009.6），頁197-216。
「踖陵」原作「 陵」，徐少華讀為「踖陵」，吳良寶從之。參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190-267。
「湖陽」原作「盬陽」，徐少華讀為「湖陽」，吳良寶從之。參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
收於氏著，《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190-267。
徐少華認為復令與復尹或為一正一佐的關係。參徐少華，
〈復器、復國與楚復縣考析〉
，
《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頁19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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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3

成陽（145）、陵（149）、 （191）

令

2

集（164）、 （177）

連敖

4

陽陵（112）、崇（127）、 57 （110、118）

喬尹

2

羕陵（107、117）

左喬尹

1

鄢（49）

大正

1

正

3

長沙（59）、南陵（102）、 （186）

3

正陽（174、179、186）

正婁

3

鄢（19、66）、羕陵（75）

尹

2

疋陽（164）、 吁（175）、 58

廄尹

2

湯（61、189） 59

2

羕陵（12、126）

1

鄦陽（87）

兮尹

1

踖陵（116）

大司城

1

鄢（155）

少司城

1

鄢（155）

寢尹

1

（171）

寢令

1

（166）

公

1

正陽（191）

大馹尹
大兮尹

57

58
59

60

60

陽（26）

該字字形為「 」，史傑鵬將該字右半部隸為「 」，讀為「舒」，吳良寶從之。但包山楚簡
裡的「舒」字（ ）應隸為「 」，該字右下方明顯不是兩個口，右上方一豎亦未凸出、連
接兩橫筆，顯非「舒」字。匿名審查人指出該字見於清華簡《子產》
（ ），隸為「 」，讀
為「崇」，可從。見李學勤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88。
該字原未釋，《全編》釋作「 吁」的合文。
「湯」原作「昜」
，吳良寶懷疑與「湯」為一地，皆讀為「唐」
。劉釗、劉信芳將簡61的「昜
廄尹」與前一字「代」連讀，並將「代昜」讀為「弋陽」，遂見「弋陽廄尹」。由於「昜廄
尹」在簡189單獨出現，「昜」的讀法縱可推敲，與「代」連讀、讀成「弋陽」，肯定不確。
參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收於氏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頁3-32；劉信芳，《包山
楚簡解詁》。
該字字形為「 」
。劉信芳認為該字從「于」聲，可通為簡44「右 尹」之「 」
；
《十四種》
釋為「主」；吳良寶釋為「冢」；《全編》根據郭店《老子》甲種簡1的「攷」（ ）字，將該
字釋為「兮」，似較可信。參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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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畢（44）

正佐

2

長沙（78）、正陽（177）

喬佐

2

鄢（49）、株陽（108）

士師

2

羕陵（12）

大仹 尹

1

（67）

大漁尹 61

1

陽城（121）

少甸尹

1

羕陵（186）

波尹

1

（110）

廚尹

1

正陽（173）

宰尹

1

福陽（37）

少宰尹

1

鄢（157）

相

1

陵（149）

旦

1

長沙（78）

右

尹

1.縣公
縣公為楚縣之長，上表共二十例，最為常見。但包山楚簡裡的「公」多種多
樣，探討縣公的職權前，須先排除「公」非縣公之例。州加公、里公、路公、邑
公諸「公」
，前綴政區與縣不同，其非縣公甚明，茲不詳論。62其餘非縣公之「公」
則須先略加辨析。
〈疋獄〉簡99「枝陽之造箞箞公」的「造箞箞公」
、
〈貸金〉簡111「正陽
的「

公」

63

公」， 其與枝陽公、正陽公非一職甚明，應是枝陽、正陽縣下某官署或某

政區之公。循此可指出其他數則「公」非「縣公」之例，如〈貸金〉簡119「 陽
司馬達、 芙公騎」為 陽縣借貸黃金，「芙公」應為 陽縣吏； 64 〈集箸〉簡12左
、
「大馹尹」
、
「
尹下令「羕陵 大夫」檢閱羕陵戶籍，回覆命令者有「羕陵大 」
61
62

63
64

「漁」原作「 」，從《全編》讀之。
參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頁149-158。相較於州、
里、路、邑，包山楚簡未見「公」前綴「縣」之例，而秦漢行政文書出現縣吏時，往往亦
省略「縣」字，楚秦漢行政文書的書寫方式或有其延續性。此問題承竇磊提示。
「 」字（ ）原未釋，此從《全編》之釋。
劉信芳將「芙公」讀為「芻公」，指掌草料的官吏。參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頁107。
由於貸金簡偶有甲地官吏為乙地借貸黃金之例，似不能完全排除「芙」通「胡」，「芙公」
指簡47胡縣縣公的可能，但吳良寶亦未視「芙」為地名，此說聊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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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士師」，「

公」亦應為羕陵縣吏； 65〈案卷〉簡130「柊 大夫集陽公蔡逯

弗受」，反映蔡逯既是柊縣的 大夫（爵稱，詳下節），又是柊縣的集陽公，集陽
公應是柊縣縣吏； 66〈案卷〉簡130的「坪射公」位列陰候屬吏

客等人之後，應

為陰侯屬吏。 67
〈疋獄〉簡98的「

（澨）公朔」為左尹文書的處理者，
「澨公」應為左尹官

68

署之吏； 而見於〈案卷〉簡128、141、143的「

公」， 69均接於「左尹」之後，

處理案件分別為羕陵縣之州里、秦大夫怠之州、鄝域磝敔鄍君之泉邑三地的案件，
案件內容均未見「

」之地名，
「

至於〈疋獄〉簡85的「

公」幾不可能為

縣縣公，當亦為左尹屬吏。

缶公」
、
〈所 〉簡183的「鳧公」
、
〈所 〉簡186的「

公」，目前並無前綴於「公」者為地名的證據，暫不列入表中。
觀察包山楚簡裡可確認為縣公的「公」，如〈貸金〉簡103-104記載：
大司馬卲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享月，子司馬以王命命

陵公

、宜陽司

楚懷王七年（西元前322年）楚曆六月，中央司馬傳達楚王之令，要求

陵縣公與

70

馬彊貣越異之黃金，以貣郊縣 以糴種。

宜陽司馬借貸黃金，其目的為協助郊縣購買農作物的種子。簡115則是同年七月，
中央令尹與大師具體指示
65

66

67

68

69

70

陵縣公借貸黃金的數目。簡117則記載安陵縣公協助株

吳良寶據新蔡簡指出 是楚縣，故此例不能完全排除「 縣縣公」參與其事的可能。但簡
文完全不見 縣參與檢閱羕陵縣戶籍的理由，此說聊備參考。
徐少華將「集陽」讀為「稷陽」，吳良寶認為「集陽」是楚縣，但地望待考。其實「集陽」
在包山楚簡裡僅此一見，尚未見其為楚縣的證據。
何琳儀讀「坪射」為「平輿」
，吳良寶進一步指出「坪夜大夫之璽」的「坪夜」亦為「平輿」。
參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4，頁55-63。「坪夜」或為「平輿」，但此
處「坪射」似不宜讀為「平輿」
。鄭威於2014.4.14電郵裡指出「坪射」似與古謝國、謝水有
關，戰國中期改稱黃棘，漢代置棘陽縣，城址仍見存，今在河南新野縣東45里的張樓村一
帶，東臨唐河。參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53。
史傑鵬已指出此問題，但他進而推測「朔」曾任縣公或遙領之，吳良寶從之。與其如此，
不如推測「澨公」並非縣公。參史傑鵬，
〈關於包山楚簡中的四個地名〉
，
《陝西歷史博物館
館刊》第5輯（1998，西安），頁141。
「 」在包山楚簡裡寫作「 」（ ）。吳良寶認為「 」通「 」，「 公」即「 公」，似
誤。「 公」若非「 公」，便無其為縣公的依據。
「郊縣」的釋讀詳見下文，參馬楠，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
，
《中國史研究》2011:1，頁93-98；
魯 鑫 ，〈 新 發 現 的 幾 則 有 關 楚 縣 的 戰 國 文 字 資 料 〉， 武 漢 大 學 簡 帛 研 究 中 心 ，「 簡 帛 網 」
（2013.9.1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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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縣借貸黃金。以上三簡反映楚縣縣公擁有一定的財政權。
出土楚簡揭示楚國有以大事紀年的傳統，71〈集箸〉簡2、4記載楚人曾以「魯
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記錄楚懷王九年（西元前320年）
，楚國縣公曾領軍出征。
〈受期〉簡61記載「長沙公之軍」，亦為楚縣縣公軍事權力的反映。
〈案卷〉簡138-139記載平輿縣公在司法審判裡作證；簡124-125記載「疋陽
之酷官黃齊、黃 」死亡，疋陽縣公派遣「 域之客蔁
記載邞

尹癸」前往調查；簡120

被控告盜馬、殺人，陽城縣公「命亭邞解拘傳邞

，得之。」可見縣公

有派人調查案件、拘捕嫌犯之權。
綜上所述，包山楚簡裡的縣公有財政、軍事、司法等職權，權力相當完整，
其為一地首長應無疑問。
2.縣令
〈集箸〉簡2與4記載「

令」檢閱戶籍。若「

縣縣令擁有管理一縣戶口的職權。
3.

令」為

縣縣令，則反映楚

72

（縣）大夫
戰國楚璽與包山楚簡常見「 大夫」之官，不少學者認為是楚縣長官。73我認

為「 大夫」的性質較為特殊，不宜逕視為楚縣長官，而是楚爵。包山楚簡的 大
夫為楚爵，揭示戰國爵位不只是身分等級制的一部份，更是行政制度的一部分。74
4.莫敖
包山楚簡所見楚縣莫敖見有十四例，其中簡105、111、113、116、117涉及貸金
71

72

73

74

參王紅星，〈包山簡牘所反映的楚國曆法問題－－兼論楚曆沿革〉，收於湖北省荊沙鐵路考
古隊編，《包山楚墓》，頁521-532；劉彬徽，〈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
收於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頁533-547；林素清，〈從包山楚簡紀年材料
論楚曆〉
，收於臧振華編，
《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1997），頁1099-1121；劉信芳，〈戰國楚曆譜復原研究〉，收於氏著，《包山楚簡解
詁》，頁325-339。
本文未將某些「令」、「尹」列入縣長官，如〈疋獄〉簡99「枝陽」之後的「教令」顯非枝
陽縣令；〈所 〉簡165的「囂酖尹」疑為專門官署之尹；〈所 〉簡190的「篁令」、簡193
的「夏令」則因吳良寶未將「篁」、「夏」列入楚縣，姑不列入。
參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100；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文炳淳，《包山楚簡所
見楚官制研究》。
詳細論證請參游逸飛，〈試論戰國楚國的「 大夫」為爵〉為名，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
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頁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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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簡121涉及司法，簡158涉及軍事，整體而言莫敖的權力似包含經濟、司法、軍
事，是重要的楚縣官吏。
5.司馬
包山楚簡所見楚縣司馬的職權實以財政為主，75中央及封邦司馬亦然，直接涉及
軍務的司馬一例也沒有。但包山楚簡裡罕見司馬涉及軍務，不代表戰國晚期楚國司馬
已無軍事職權，可能只是反映當時司馬的日常職權以財政為主。76
6.司敗（罰）
(1)釋讀
包山楚簡裡的「司敗」字面意義難明。但據《左傳》文公十年杜預注：
「陳、
楚名司寇為司敗。」可知楚國司敗即司寇，司敗應為楚地方言。司寇普見於春秋
列國，職掌司法，楚之司敗應是繼承西周司寇而來。根據二重證據法解釋司敗，
幾乎無懈可擊，故學者多未進一步探討司敗的意義。 77 然而杜預並未說明司寇為
何稱為司敗，在陳楚方言裡「司敗」之「敗」的字義為何，故此問題至今仍懸而
未決。包山楚簡反映的「楚語」
，無疑是探索司敗意義的重要材料。正如張伯元指
出「在包山簡中『司敗』與『陞門有敗』同時出現，而且出現的頻率很高」， 78探
討「阩門有敗」的「敗」字，或許有助於找出司敗的意義。
「阩門有敗」的意義眾說紛紜，該詞是〈受期〉簡固定的文書術語，其前皆
有日期與否定句，上引簡26與簡47皆見，陳偉已指出此格式可理解為「在某日以
前不如此做，便阩門有敗」，「阩門有敗」是假設的懲罰。 79 〈受期〉是楚國中央
左尹向各種官吏下達司法命令、要求執行的摘要檔案，
「阩門有敗」其實就是左尹
警告受命官吏，若不執行命令，必將懲罰。裘錫圭亦持此說。 80 「阩門有敗」與
75

76

77

78
79
80

〈案卷〉簡155記載鄢縣左司馬為了埋葬「王士」，強徵「五連之邑」的土地，不易判定其
原來職掌。
詳細論證請參游逸飛，〈包山楚簡所見司馬的經濟職能〉，收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
《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
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13-116。
唯一一篇專題研究似為張伯元，
〈「司敗」考〉
，收於氏著，
《出土法律文獻叢考》
（上海：上
海人民，2013），頁170-184。
見張伯元，〈「司敗」考〉，收於氏著，《出土法律文獻叢考》，頁172。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94-107。
參裘錫圭，
〈釋戰國楚簡中的「期」〉
，收於氏著，
《裘錫圭學術文集２：簡牘帛書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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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的意涵相當，「敗」與「罰」的上古音同屬並母月部，音近可通， 81「阩門有
敗」似可讀為「阩門有罰」，即「登門有罰」，指前往官署接受懲罰。 82 因此「司
敗」可讀為「司罰」，仍指司法官吏。 83
(2)職權
表一所見楚縣官吏中的司敗（罰）
，若含少司敗（罰）
、馭司敗（罰）
、隔司敗
（罰）
，共見十二例，僅次於縣公、司馬、莫敖，足徵其重要性。司敗（罰）在〈受
期〉簡中十分活躍，下表先歸納〈受期〉簡裡左尹下達司法命令給哪些楚縣官吏。
表二：包山楚簡〈受期〉裡受命的楚縣官吏
官職

大

數量

1

司馬 司敗（罰） 84
1

7

正 85

大仹尹

2

1

右

尹
1

喬佐

旦

1

1

上表共十五例，沒有任何一例縣公，而司敗（罰）佔七例，約佔一半，若加
上同為司法之職的「正」
，便達九例，為總數的三分之二。在〈受期〉簡裡，中央
左尹下達司法命令給楚縣時，主要下達給司敗（罰）及正等司法官吏，卻不下達
給縣公。反映縣公的司法權並不完整，楚縣司法事務有一部分由司敗（罰）直接
處理，並向中央左尹負責。
據〈受期〉簡20記載：

81

82

83

84
85

復旦大學，2012），頁456-464。
參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北京商務，2010），頁8、204。此說承來國龍
老師、肖芸曉學友提示。
廣瀨薰雄將「阩門」讀為「徵問」，認為「徵問有敗」即指驗問、審案將會失敗。此說固可
解釋「阩門有敗」，但將「敗」解釋為「失敗」，仍難以解釋「司敗」之意。參［日］廣瀨
薰雄，〈包山楚簡〈受期〉「阩門又敗」再探〉，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
二輯）》（上海：上海古籍，2007），頁53-61。相關研究可參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頁
146-150。李零認為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治獄》「有恐為敗」與包山楚簡的「阩門有敗」
有所關聯。參李零，〈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收於氏著，《李零自選集》，頁131-147。
周鳳五於2014.6.9我的博士論文口試時，指出漢代的「文無害」亦可能淵源於此。
張伯元將「司敗」讀為「司則」
，
「阩門有敗」讀為「阩門有則」
，然後將「則」理解為法則，
以疏通文義。此說與本文脈絡近似，但讀為「則」似不如讀為「罰」直接了當。參張伯元，
〈「司敗」考〉，收於氏著，《出土法律文獻叢考》，頁170-184。
含少司敗（罰）、馭司敗（罰）。
含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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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之月乙丑之日， 司敗（罰）李聖受期，九月甲辰之日不貞周惃之奴
以致命，阩門有敗（罰）。
左尹下令縣司敗（罰）
「貞周惃之奴」
，直接回覆左尹。
《十四種》讀「貞」為「偵」，
為偵問之義，可見縣司敗（罰）亦有司法調查權。
〈受期〉簡是簡單的命令摘要，
所見命令多為要求受命人於預定日期將案件關係人押送至左尹官署，楚縣司敗
（罰）所受命令亦然，如簡31：
八月戊寅之日， 司敗（罰） 蔡丙受期，己丑之日不將 之己里人青辛以
廷，阩門有敗（罰）。
簡71：
十月己丑之日，中陽司敗（罰）黃勇受期，爨月辛亥之日不將中陽之

門

人範慶以廷，阩門有敗（罰）。
上述案件關係人的身分為庶民與縣小吏，若將討論範圍擴及其他官署的司敗
（罰），則可見司敗（罰）押送同級官吏，如簡60：
九月戊午之日，射叴君之司敗（罰）

受期，十月辛未之日不將射叴君

之司馬周駕以廷，阩門有敗（罰）。
司馬應與司敗（罰）同級。司敗（罰）甚至可以押送所在官屬的長官，如簡69：
十月辛巳之日，大廄馭司敗（罰）雩

受期，己丑之日不將大廄馭陳 以

廷，阩門有敗（罰）。
大廄馭應是大廄之長。又如上引簡47
陽公穆痀與周惃之分

司敗（罰）受命「將

大夫、胡公魯期、

（辯）以廷」
。或因縣公及 大夫並非被告，只是案件關

係人，身分較高，又有守土之責，不必親自到案說明，只須由縣司敗（罰）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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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辯的爰書（筆錄）上呈左尹。
楚縣司敗（罰）直接受命於中央左尹，無疑有助於司敗（罰）權力的強化。
楚縣司敗（罰）有獨立的司法權，其管轄範圍甚至及於縣公。當地方司敗（罰）
執行司法權時，其身分儼然為中央左尹的代表，而非地方首長的屬吏。
〈受期〉簡不見縣公處理司法事務，〈案卷〉簡131-139的舒慶訴訟案件，則
呈現了更加複雜的情況。 86為便於討論，全文移錄如下。簡132-135正：
秦競夫人之人舒慶坦 陰侯之東 之里，敢告於視日：「陰人苛冒、宣卯
以宋客盛

公之歲荊 之月癸巳之日，僉殺僕之兄 。僕以誥告子宛公，

子宛公命 右司馬彭懌為僕 志，以舍陰之 客、陰侯之慶士、百宜君，
命為僕捕之。得苛冒，宣卯自殺。 客、百宜君既以致命於子宛公：『得
苛冒，宣卯自殺。』子宛公屬之於陰之 客，使斷之。今陰之 客不為其
斷，而倚執僕之兄

。陰之正又執僕之父

。苛冒、宣卯僉競殺僕之兄

，陰人陳脖、陳旦、陳越、陳 、陳寵、連利皆知其殺之。僕不敢不告
於視日」。
簡135背：
左尹以王命告湯公：「舒慶告謂：『苛冒、宣卯殺其兄 。陰之 客捕得
冒，卯自殺。陰之 客或執僕之兄 ，而久不為斷。』君命速為之斷。夏
之月，命一執事人以致命於郢。」
簡132背：
許 之享月甲午之日， 尹傑馹從郢以此志來。
簡131、136-137正：
86

陳偉復原了該簡冊的編聯與文書傳遞流程，劉信芳則做了完整翻譯。參陳偉，
〈包山楚司法
簡131－139號考析〉
，
《江漢考古》1994:4，後收於氏著，
《燕說集》
（北京：北京商務，2011），
頁179-190；劉信芳，〈文書．舒慶命案〉，收於氏著，《包山楚簡解詁》，頁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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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之客許 歸胙於 郢之歲夏 之月癸丑之日，陰司敗（罰）某 告湯公
競軍，言曰：「執事人屬陰人宣 、苛冒、舒 、舒 、舒慶之獄於陰之
正，使聽之。 87 、 皆言曰：『苛冒、宣卯僉殺舒 。小人與慶不信殺宣
卯，卯自殺。』宣 、苛冒言曰：『舒慶、舒 、舒 殺宣卯，慶逃。』夏
之月癸亥之日，執事人為之盟證。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言曰：
『信辨問知舒慶之殺宣卯， 、 與慶偕；辨問知苛冒、宣卯不殺舒 。』
舒 執，未有斷，解拘而逃。」
簡137反：
以致命於子左尹。

僕軍造言之：「視日以陰人舒慶之告屬僕，命速為之

斷。陰之正既為之盟證，慶逃， 解拘，其餘執，將至時而斷之。視日命
一執事人致命，以行古澨上 ，僕倚之以致命。」
簡138-139正：
陰人舒 命證，陰人御君子陳旦、陳龍、陳無正、陳 ，與其 客、百宜
君、大史連中、左關尹黃惕、酖佐蔡惑、平輿公蔡冒、大 尹連 、大廚
尹公宿必與 三十。
簡139背：
左尹以王命告子宛公：「命澨上之職獄為陰人舒 盟其所命於此書之中以
為證。」

87

由此可知陰司敗（罰）是陰正的上級，而簡102的「右司寇正」應指右司寇的正。包山楚簡
所見司寇僅此一例，司寇與司敗（罰）或為同職異稱，或為不同的官吏，王穎與吳曉懿均
認為尚難判斷。張伯元認為司寇才是司法官，司敗近於訟師，似不確。參王穎，
《包山楚簡
詞彙研究》
（廈門：廈門大學，2008）
，頁268；吳曉懿，
《戰國官名新探》
（合肥：安徽師大，
2013），頁54；張伯元，〈「司敗」考〉，收於氏著，《出土法律文獻叢考》，頁17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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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138背：
使 之仇除於 之所證。與其仇又怨不可證，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證，
暱至從父兄弟不可證。」
該訴訟案件梗概為：
居於陰侯之地的舒慶，越級向楚王上訴。上訴內容為：
「舒慶原來向子宛公告
狀：『陰人苛冒、宣卯殺死舒慶之兄舒 。』子宛公派遣陰之 客捕得苛冒，宣卯
自殺。但陰之 客久未裁決此案，卻逮捕了舒慶之兄舒

；陰之正又逮捕舒慶之

父舒 。舒慶因而找了幾位陰人作證，上訴楚王。」
楚王命左尹要求湯公處理該案件。
湯公上呈陰司敗（罰）的答覆：
「陰司敗（罰）先前已命陰之正審理此獄，卻
有兩百多人作證：『舒慶、舒 、舒

偕同殺死桓卯，苛冒、桓卯並未殺舒 。』」

楚王命左尹要求子宛公再為舒 找人作證。
湯公覆命為公元前317年，包山二號墓墓主左尹昭 約死於公元前316年。隨
葬簡冊未記錄這起訴訟事件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湯公覆命之後左尹昭 便生病歸
家，不再辦公之故。
該訴訟事件反映的地方司法行政關係十分複雜。上文已指出陰侯封邦為縣級
政區，子宛公、湯公應為郡級長官。然而該案件尚有一現象令人困惑，那就是不
見陰邦首長現身。這麼一件驚動楚王的訴訟，子宛公、湯公竟不責成陰地首長，
而是命令司敗（罰）
、正、

客等其他陰地官吏處理。兼以〈受期〉簡亦只見左尹

責成楚縣司敗（罰）等其他縣吏，似可推測楚縣普遍設有司敗（罰）等官吏專門
負責司法事務，當上級干預楚縣司法事務時，往往繞過縣公，直接責成司敗（罰）
等專業官僚。 88
綜上所述，我們可嘗試復原戰國楚國的司法體系：郡縣首長擁有司法權，但
上級干預縣級司法時經常繞過縣級首長，由中央左尹或郡級首長直接責成司敗
（罰）等縣級司法官。透過在縣級政區普設司敗（罰）
，楚國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干
預縣級司法，反映楚國中央對縣的有效控制，縣公的權力受到縣司敗（罰）的制
88

類似情形亦見於宋代路級司法行政，參王雲海，
《宋代司法制度》
（開封：河南大學，1992）；
王曉龍，《宋代提點刑獄司制度研究》（北京：人民，2008）。

19

興大歷史學報 第三十一期

約。 89 而楚國中央干預郡級司法的方式只是責成鄰郡首長，似反映郡並未設置司
敗（罰）
，反映楚郡的行政功能尚不完備，進一步證實上節楚郡首長由縣公兼任之
說。

三、結語
包山楚簡及傳世文獻所見戰國楚之郡制並不完備，郡制脫胎於縣制，但尚未
從縣制中獨立出來。郡長官由縣公兼任，郡不一定另外設置專門的官吏管理郡務，
如此一來自然容易造成楚國某些縣公權力高漲的局面。 90 似有鑑於此，包山楚簡
所見戰國楚之縣制的特色發展為司法、財政等事務由司敗（罰）
、司馬等專業官僚
負責，楚國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長官如左尹、左司馬等，可以直接責成司敗（罰）、
司馬等地方專業官僚，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近似於一張張分門別類的專業官僚
網絡的套疊，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地方首長的權力。 91 戰國楚國中央政府並未完
全依賴地方首長治理地方，楚國的郡縣長官不能干預所有行政事務，在地方上未
能擁有最高、絕對的權力。楚國地方政制較近似令出多門，而非政歸於一。除了
郡縣，鄭威亦指出戰國晚期楚國封邑常被割裂，封君權力不復早期強大。 92 無論
郡縣或封建，戰國晚期楚國地方政制均偏重分權制衡，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央
集權，地方上的分權制衡，完全可能在楚國中央重演，楚國中央政府也可能處於
分權制衡的狀態。而楚國的貴族制社會形態，似乎為分權制衡的政體的存在提供
了社會結構的證據。

89

90

91

92

《商君書．定分》「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見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5（北京：中
華書局，1986），頁143-144。此記載反映在法家思想裡，地方長官與地方司法官吏有一定
分工。包山楚簡所見地方長官與司法官吏的關係，與《商君書》的理念如此近似，似反映
楚文化雖非孕育法家的溫床，但戰國晚期楚國政府並不排斥法家思想，此或與戰國早期吳
起變法的影響不無關聯。吳起變法對戰國中晚期楚制的影響，參鄭威，
〈吳起變法前後楚國
封君領地構成的變化〉，《歷史研究》2012:1，頁24-35。
楚國縣公的專權已見於春秋時期，兼任郡長官只是該現象的進一步發展。參［日］平勢隆
郎著，徐世虹譯，
〈楚王和縣君〉
，收於劉俊文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
（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212-245。
此說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秦漢的都官，兩者皆可謂中央外派的地方專業官吏，確有相似之
處。但秦漢都官是與縣平級的獨立官署，戰國楚國的司敗（罰）
、司馬等與縣公同在一縣，
二者仍有本質區別。
參鄭威，〈吳起變法前後楚國封君領地構成的變化〉，《歷史研究》2012:1，頁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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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政府是一種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與西周的貴族社會結構相適應。93近
數十年來，考古學者發掘成千上萬的楚墓，揭示春秋戰國楚墓看似僭越周制，實
則繼承周制，並進而發展出一套楚王、封君、大夫、士層累相疊的墓葬禮制等級，
楚國社會具有強烈且嚴密的階級性，顯然繼承了西周的貴族制社會特色。那麼楚
國政府是否也繼承了周制，是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呢？從司馬、司敗（罰）等
周官掌握強大權力，郡縣長官保留「公」的稱謂， 大夫之爵參與縣的行政等特
徵看來，楚國地方政制受周制的影響不可謂低。曾侯乙墓的遣策反映曾國國君與
楚王、楚國封君及大夫結合成一個關係緊密的貴族圈。而包山、望山、天星觀、
葛陵等封君、大夫等級的楚墓極盡豪奢，墓主多半擔任左尹、縣公等重要官職，
反映楚國貴族在政府裡把持重要職位，制約了楚王的權力。 94 故楚國政府應當類
似西周，也是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本文所揭示的戰國楚國地方行政的多頭馬
車現象，可理解為楚國貴族制政體的表現。楚國的政治權力由楚王與貴族共享，
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夠享有完全的權力，楚王也未能充分掌握專制獨裁的
君主權力，戰國楚國更近於貴族制國家，而非專制帝國。 95
相較於上述楚貴族墓細密的階層序列，戰國秦國墓葬的特色是國君墓葬規模
極大，與卿大夫、士乃至庶民階層的墓葬規模有著巨大鴻溝，秦國社會結構裡貴
族扮演的角色弱化，秦國國君的地位明顯比楚國國君重要許多。 96 除了墓葬，梁
雲還根據禮器、都城、聚落等考古資料，指出楚等東方六國社會與秦之間的區別，
反映戰國秦國已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了周人的貴族制社會。 97 而秦始皇等秦國君王
的專制獨裁，則體現戰國秦國同樣揚棄了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而秦滅楚等東
93

94

95

96
97

參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1999）；李峰著，吳敏娜等譯，《西周的政體：中國
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三聯書店，2010）。
參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武漢：湖北教育，1995）；張長壽、殷瑋璋，《中國考古學：
兩周卷》
（北京：中社科，2004）；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
（北京：民族，2006）；
羅泰（Lothar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 250 BC） :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徐靜欣，《戰國、秦、西漢時期江陵墓葬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
朴俸柱從不同角度探討包山楚簡，得出「戰國楚的統制體制兼有極權性、向心性和分散性、
離心性的兩種相對性質」的結論。此說雖不免籠統，但亦有助於我們留意楚制的複雜情況，
參［韓］朴俸柱，
〈戰國楚的地方統治體制－－關於「『縣邑』支配體制」的試論之一部分〉，
收於李學勤、謝桂華編，《簡帛研究二○○二、二○○三》，頁13-23。
參滕銘予，《秦文化：從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北京：學苑，2003）。
參梁雲，《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考古學的視野》（北京：文物，2008）。

21

興大歷史學報 第三十一期

方六國的政治現實，似乎不能不與秦國揚棄周式貴族制政府與社會結構，創建新
的專制君主政體與個別人身支配的社會結構有所關聯。在戰爭時期，專制君主以
個別人身支配的方式統治社會，似乎比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與社會，更能有效
動員國力。在包山楚簡裡，中央下達到地方政府的命令有時屢遭擱置， 98 地方政
府之間產生財務糾紛， 99 或許都是分權制衡的貴族制政府效率低落的反映。循此
思考戰國晚期楚國可以在東方稱雄，但每遇秦軍則屢戰屢敗的原因，雖不中亦不
遠矣。總之探討包山簡所見戰國楚國郡縣制，有助於我們思索戰國楚國政體與社
會結構的本質，未來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包山簡所見的戰國楚國中央政制，驗證本
文提出的初步觀察。

98
99

如簡46、52、55記載楚國中央左尹連下三道命令，越異之司敗（罰）仍舊未將大師儥交出。
如上引簡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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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縣同構」與「令出多門」——包山簡所見戰國楚國郡縣制

Commandaries and Counties in Baoshan Chu
Bamboo Manuscripts Dur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You, Yi-fei*

Abstract
Scholars didn’t find commandaries in Baoshan Chu Bamboo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level, find some commandaries, such as
Wan, Tang and Xindu. Commandary governors in Chu state also served county
governors. Maybe there were no commandary officials who handle administrative
matters. Commandary institution in Chu state was developed from county institution,
and it had not been independent from the county institution, it wa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County governors(Gong) in Chu state couldn’t involve in all administrative
matters, they didn’t have supreme and absolute power in local govern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Sibai handled judicial matters, Sima handled financial matters. Central
governors in Chu state, such as Zuoyin and Zuosima, could directly control Sibai and
Sima i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as similar to overlap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pecialized bureaucratic
network, it may constraint the power of the local governors.

-daifu was not the

county governor, it was a noble title, but ha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To sum up,
official title of county , such as Gong, Sima, Sibai and

-daifu, independent power of

Sima and Sibai,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noble title, These phenomena s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Chu stat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ordship tradition of Zhou
institution, it was noble. So the multi- policymakers of commandaries and counties in
Chu state dur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we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aristocracy who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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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 each other. Separation of powers of local government was not necessarily
equal to concentration of power of central government. Maybe separation of pow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more intense.
Keywords: Baoshan Chu bamboo manuscripts

commandaries and counties

separation of powers of local governme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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