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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的賭博遊戲：博與塞 
 

莊蕙芷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會員、本會會員） 

 

摘要：文獻記載中，中國最古老的兩種賭局分別為博戲與塞戲。但經歷數千年之後，

這兩種賭博遊戲已鮮有人知。本文主要論述兩種遊戲在近幾十年來重新被發現的過

程，以考古出土品說明兩種遊戲玩具的實物內容，並論證這兩種遊戲背後所模擬的思

想史意義，一探台語「賭博」一詞詞源的原型。 

 

關鍵詞：六博、塞棋、博塞遊戲、升仙思想、升官圖 

 

「賭神」系列一直以來都是華人圈最受歡迎的電影。從「賭神」、「賭俠」到

「賭聖」，歷久不衰，可說是香港影業的代表作。論其成功的緣由，除了演員精湛的

演技、奢華的場景、黑社會的愛恨情仇之外，其實還包括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賭」。「賭」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血脈噴張、欲罷不能之事，賭盤揭曉、風雲變色之

際，最為引人入勝。電影中各方神聖大顯神通，超能力與作弊並存，為的就是要能預

得先機、出奇制勝。愈是超前部署、愈是掌握信息，便愈能作出利己的判斷，贏面也

就愈大。而在人為與命運交錯之際，最是高潮迭起。 

從台語的角度來看，書寫時常將「賭博」一詞寫作跋九、博局、博九、簙、博

筊、博繳、跋筊等，但據劉建仁先生的考證，這個詞應寫作「博局」或「博梟」。1

「博局」一詞對現代人來說相當陌生，但若讀過西漢「七國之亂」的相關故事，就知

道漢景帝年少時曾因與吳國太子下棋時居於下風，怒執棋盤卻意外將其殺害的故事。2

故事中所下的棋，《史記・吳王濞列傳》中作「博」，用來下棋的棋盤即稱為「博

局」，也就是少年景帝誤殺吳太子的兇器。那麼「博梟」又是什麼呢？據劉建仁先生

研究，「梟」指的是玩博時投擲數顆黑白二色棋子，如果執出清一色白色，那就是擲

出「梟棋」；但也有其他研究者認為「梟棋」與其他棋子（稱為「散棋」）的不同之

處在於大小、材質與顏色，棋局的勝負以梟棋的存亡為主。3「局」與「梟」都可明確

對應到玩「博」的器物，那麼「博」是什麼樣的棋局遊戲？漢代還有什麼其他的賭博

棋局嗎？這些棋局的背後有何深意？本文擬從追溯博具的失傳與再發現開始，論述先

秦兩漢時期的兩種賭博遊戲所包含的遊戲組具、遊戲方式，以及其背後可能的思想史

含義，一探中華文化中最早的賭博淵源。 

 

一、 古老賭具的失傳與再發現 

「博」也做「六博」、「陸博」。《說文解字》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

（棋）也。從竹，博聲，古者烏曹作簙」。簙即是博，發明者烏曹（或作「冑」）則

是暴君夏桀的臣子；許慎將這種邪惡娛樂的發明歸功於暴君的走狗，正因賭博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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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建仁，台灣台北縣板橋人，生於 1931 年曾任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副處長、環境保護處副處長、

處長等職，潛心研究台灣話的語源、本字、理據，研究成果發表於見：

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2
 〔漢〕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

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3
 桂志恆：《戰國秦漢六博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古籍所 2018 年碩士論文，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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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業」。4其他文獻中，「博」也經常與暴君逆子、惡形惡狀等負面評價有關，例如

《史記・殷本紀》提到帝王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

《史記・五宗世家》提到漢景帝之孫、常山憲王之子劉勃在守喪期間不遵孝道禮法，

常「私姦、飲酒、博戲、擊筑」；《史記・平準書》提到「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其民」等等。嚴厲的孟子甚至在《孟子・離婁下》中將「博弈好飲

酒」列為五不孝之一。 

「博」也常與「塞」合併而為「博塞」一詞，也常以負面角度出現。例如《莊

子・外篇・駢拇》提到臧與穀二人去牧羊，羊都走失了，但臧是因為讀書太過於認真

而沒有留意，穀卻是因為「博塞」而失職。《管子・四稱》中，對無道之君的定義包

括「流於博塞」。《管子・四時》提到秋天的施政方針第一條即是「禁博塞，圉小辯，

鬥譯跽」，又云「流於博塞，戲其工瞽」等。由此看來，博與塞都不是什麼正經遊

戲，但以上種種文獻反而更顯示出這類遊戲受歡迎的程度，既會讓人廢寢忘食、且會

給社會帶來巨大影響，以至於必須立法禁止。 

但長江後浪推前浪，隨著遊戲本身出現轉變（塞棋轉變為另一種遊戲，後文

詳）、新遊戲（例如圍棋、雙陸）也陸續出現之後，5博塞這兩種古老的娛樂便逐漸失

寵、失傳。《顏氏家訓》（顏之推作，531-591 A.D.）中提到：「古為六博則六箸，小

博則二煢，今無曉此者」，此時距離東漢結束才約三百年。清代考據學興盛，但就連

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中也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只說「古戲，今不得其實」。時光

荏苒，就這樣過了一千五百年，直到上世紀考古學研究才又帶來解謎的曙光。 

最早辨識出文獻中「博局」一詞可能為何種文物者，是日本學者兼收藏家中山平

次郎先生。6時值十九世紀末期，列強入侵中國後開始搜尋各種中國精美文物，當時的

收藏家發現漢代有一類銅鏡上有 TLV 字形的紋飾（如下圖 1，原圖引自故宮網站，編

號 C1A000298N000000000PBB，筆者在左下方放大圖中特別標出），並對此產生興

趣。中山平次郎本身就是一位見識廣博的收藏家，他於 1918 年提出：這類紋飾可能就

是中國古代文獻中所謂的「六博」。7當時雖也有其他學者持相同意見，甚至提出這類

紋飾來自「式盤」的說法，8但畢竟無直接證據。此外，由於這類紋飾十分接近木工所

用的規與矩（Ｌ與Ｖ紋飾）、又與日晷的外型十分相

似，因此也被稱為「規矩紋」、9「日晷紋」，10總之

各種稱法莫衷一是。 

 

 

 

圖 1漢代銅鏡中的博局紋，ＴＬＶ紋以白框圈出。

筆者制圖。 

 
4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博戲，惡業也，而恆發用富。」 

5
 雖然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提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以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有學者認為「博」為六博，「弈」則為圍棋（詳見李零：〈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孔家坡漢簡《日

書》的《居官圖》及相關材料〉，收錄於氏著：《萬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16 年，

第 433-454 頁），但目前發現的圍棋，最早僅可推到西漢時期。西漢景帝陽陵陵園遺址與陝西咸陽西漢墓

M6 中曾出土相關文物（詳見孫勐、王繼紅：〈中國圍棋文物的考古發現和初步研究〉，《北京文博論叢》，

2017 年第 2 期，第 45-53 頁）。雙陸棋最早則見於河南博物院藏、河南安陽出土的隋代張盛墓（詳見蔡

杰：〈隋張盛墓出土雙陸棋盤考辨〉，《博物院》，2020 年第 6 期，第 21-24 頁）。 
6
 〔日〕中山平次郎，1871-1956，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醫學病理、考古學者。最有名的研究是「漢委奴

國王印」的出土地點考證。 
7
 〔日〕中山平次郎：《支那古式鏡鑒沿革》，聚英堂書店（東京），1919 年，第 34-35 頁。 

8
 例如〔日〕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京都：（桑名文星堂，1939 年）中也持相同觀點。 

9
 例如梁上樁：《岩窟藏鏡》，引自劉俊艷：《「ＴＬＶ」圖像的發展演變研究》，西北大學考古學系 2019 年

碩士論文，第 6 頁。 
10
 〔英〕W. P. Yatts “The Cull Chinese Bronze”,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Ltd. London,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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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隨著中國本土的考古學逐漸進入繁盛的階段，具有這類紋飾的文物出土數

量更多，也引起學界更廣泛的注意。1973 年馬王堆漢墓出土一組完整的博具。1979

年，曾參與馬王堆發掘的熊傳新先生提出把「規矩鏡」改名為「博局紋鏡」的想法。

111986 年，傅舉先生有發表〈論秦漢時期的博具、博戲兼及博局紋鏡〉，支持熊傳新

的看法。121987 年，周錚先生發表〈「規矩鏡」應改稱「博局鏡」〉，13提到中國歷

史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所典藏的一面四神博局鏡，其命名應當依照銘文

「刻具博局去不羊（祥）」而改為「博局鏡」，並指出這類紋飾具有避惡去邪的作

用。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最大特色就是「證經補史」，這些研究雖然十分具有說服

力，但若無文獻或文物本身的題記支持，終究有功虧一簣之慨。直至 1995 年，尹灣漢

墓的發現才讓這些問題得到全面性的解答。 

尹灣漢墓位於江蘇連雲港，當年一共發現六座墓葬，六號墓（M6）出土了 23 枚

木牘以及 133 枚竹簡，包括《神龜占 六甲占雨》、《博局占》等文書，這幅以墨繪製

於木牘上的「博局圖」中便有「方、廉、楬、道、張、曲、詘（屈）、長、高」等文

字；14M4 中則出土一枚銘有「刻治六博中間方」等文字的銅鏡。顯然銅鏡上的紋飾與

簡牘上的圖案有相同淵源，而簡牘文字又可以在傳世的文獻中找到線索：這與記載西

漢故事的《西京雜記》卷四中，漢代賭神許博昌所述的「六博口訣」基本一致。15李

學勤先生據此發表〈《博局占》與規矩紋〉，16確認了兩者的關係。之後又有曾藍

瑩、17李解民、18羅見今、19黃儒宣、20李零等先生學者詳加研究，21學界逐漸將此

紋飾定名為「博局紋」，並依文獻將此類遊戲正名為「六博」，遊戲用的棋盤則稱為

「博局」--即台語「賭博」一詞的由來。 

 

圖 2尹灣漢牘《博局占》、復原圖 

 
11
 熊傳新：〈談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陸博〉，《文物》1979 年第 4 期，第 35-39 頁。 

12
 傅舉有：〈論秦漢時期的博具、博戲兼及博局紋鏡〉，《考古學報》1986 年第 1 期，第 21-42 頁。 

13
 周錚：〈「規矩鏡」應改稱「博局鏡」〉，《考古》1987 年第 12 期，第 1116-1118 頁。 

14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6 年第 8 期，第 4-25、97-98、100

頁。 
15
 （漢）劉向：《西京雜記》卷四：「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博昌又作《大博

經》一篇，今世誦之」。 
16
 李學勤：〈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 年第 1 期，第 49-51 頁。 

17
 曾藍瑩：〈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文物》1999 年第 8 期，第 62-65 頁。 

18
 李解民：〈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 補訂〉，《文物》2000 年第 8 期，第 73-75 頁。 

19
 羅見今：〈《尹灣漢墓簡牘》博局占圖構造考釋〉，《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 年第 2 期，第

181-184 頁。 
20
 黃儒宣：〈六博棋局的演變〉，《中原文物》2010 年第 1 期，第 52-60 頁。黃儒宣：〈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

相關問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三本，第二分，2022 年六月，第 273-330

頁。 
21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 15-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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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先生在〈《博局占》與規矩紋〉中提到博局又名曲道，《廣雅・釋器》

載：「曲道，栻梮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漢書・王莽傳》注：「栻，所以占

時日」，褚少孫補《史記・日者列傳》中也提到栻的形狀「上圓象天，下方法地」。

可見「博局」的圖案其實是來自「栻（式盤）」，式盤即是古代最重要的占卜工具之

一，其造型稱「法天象地」。 

尹灣漢墓《博局占》的發現，除了對「博局紋」的定名具有重大影響之外，也讓

學者們對中國古代的「式占」有了更近一步研究的契機。現在的式盤大致分為遁甲

（雷公）、太乙（太一）、六壬三類，但目前發現的漢代式盤僅有太乙九宮占盤與六

壬式盤兩種（圖 3）。22學者們在研究博局、式盤的過程中，又發現了幾種紋飾相似卻

又不同的文物，例如王家台秦簡中的〈政事之常〉、23孔家坡漢簡中的〈天牢〉（又稱

〈居官圖〉）、24北大漢簡中的〈居官圖〉等（圖 4）。25李零先生於 2011 年發表文

章，認為這些是有異於「六博」的另一種遊戲，應是前文提到的，與「博」合稱「博

塞」的「塞棋」。26而關於塞棋，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是 2022 年夏季黃儒宣先生所發

表的〈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研究〉。27至此，終於揭開先秦兩漢時期兩種賭博

棋局的真面目。 

 
圖 3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式盤，左起 1、2為六壬式、3-5為太乙九宮式 

 

圖 4左起王家台秦簡〈政事之常〉、孔家坡漢簡〈天牢〉、北大漢簡〈居官圖〉 

 

 
22
 見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

物》1978 年第 8 期，第 12-31 頁。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 年第 5

期，第 338-339 頁。石云里等：〈西漢夏侯灶墓出土天文儀器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

（2012 年），第 1-13 頁。漢代的太乙式也與今日流行的有所不同。由於本文以討論博具為主，式占、占

卜等民俗問題為另一個議題，本文不另作展開。 
23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37-43 頁。王明欽：〈王家台秦

墓竹簡概述〉，收錄於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文物出版社（北

京），2004 年，第 26-49 頁。 
2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北京），2006。李零：

〈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居官圖》及相關材料〉。晏昌貴：〈孔家坡漢簡

《日書》天牢篇箋證〉，http://cccp.uchicago.edu/archive/2008_IFBSD/Yan_Changgui_2008_IFBSD.pdf，查詢日

期：2022/11/10。 
2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 年。 

26
 李零：〈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居官圖》及相關材料〉。 

27
 黃儒宣：〈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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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代的棋局 

論述完博、塞兩種古老賭博遊戲的失傳與再現簡史之後，接下來我們就來一窺這

兩種賭博遊戲的實物內容以及可能的遊戲方式。 

目前戰國～東漢時期墓葬出土的博局盤大約有三十多件（包括木、陶、磚、石等

材質，可能包括明器與用器），若將算籌、骰子等構件也一併計入，則可多達六十件

左右，再將兩漢畫像石等繪畫性資料計入，則數量非常豐富，可超過一百五十件。目

前較完整的博具實物，可見於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28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等，29

下文以馬王堆出土的博局組為例略作說明。 

塞棋方面的資料較少，目前僅知上述的王家台秦簡、孔家坡漢簡、北大漢簡以及

左塚中有較清楚的圖像，但畫像石中也有不少可供辨識的塞棋形象。下文將以左塚楚

墓出土的棋局（盤）為例略作說明。 

 

（一） 馬王堆的博具 

馬王堆三號漢墓的《遣冊》（隨葬品清單）記載隨葬品中包含：「博一具、博局

一、象其（棋）十二、象直食其（棋）廿、象筭卅（三十）枚、象囗囗囗囗（缺

字）」。對照文物來看，應是隨葬的一整組博具，其中幾樣實物的詳細數量稍有出

入，但名目是符合的。圖 5 為髹漆博具組實物照與線繪圖：30外盒外黑內紅，邊長

45.5、高 17 公分，打開之後可見一張黑底繪紅色線條、鑲嵌象牙的木質博局盤，長十

二根、短三十根（共四十二根）的箸狀象牙質算籌，大十二枚、小十八枚（共三十

枚）的象牙質棋子。煢（骰子）出於另一件雙層六子奩之中，為木質髹深褐色漆的十

八面球體，十六個面刻有數字一～十六的篆體文字，另外兩面刻有「驕」、「妻畏」

二字。除了以上幾樣基礎玩具之外，博具中還附有象牙削、角質割刀各一件，可謂是

精裝版遊戲組。 

 

圖 5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博具 

由於流行的時間很長（實物的年代分布是從戰國到東漢末年），因此博局棋盤本

身也有發展、流變的過程。目前已知有多種不同形式的博局棋盤，31且有些棋盤似乎也

被拿來當作占卜用的式盤使用。博局盤上ＴＬＶ等造型的「道」，即是尹灣漢墓《博

局占》中名為「方、廉、楬、道、張、曲、詘（屈）、長、高」的行棋路線，也就是

少年漢景帝與堂兄弟所爭之「道」。自古以來下棋有所謂的「棋譜」，目前發現與博

 
28
 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6

期，第 41-61、88-95 頁。 
29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區文化館：〈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1989

年第 2 期，第 1-11、31、98、99 頁。 
30
 實物圖引自湖南省博物館編：《長沙馬王堆漢墓陳列》，中華書局（北京），2017 年，第 114 頁，線繪圖

引自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 第一卷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 年，第 164、165 頁。 
31
 黃儒宣將式盤分為七種類型，各類代表者有 1.九店楚墓（戰國中期）、2.中山國墓（戰國晚期）、3.鳳凰

山西漢墓、4.馬王堆三號墓（西漢早期）、5.姚莊西漢墓（西漢晚期）、6.高台漢墓 M33（西漢初期）、7.芮

城漢墓（東漢），可見於本文圖 6。排序中隱約可以看出時代的演變，詳見其研究：〈六博棋局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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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相關的出土文獻有尹灣漢墓《博局占》、北大漢簡《六博》以及海昏侯墓中的《六

博》等，其中海昏侯墓所出土的《六博》即屬棋譜，可惜殘毀過甚，無法完整判讀。32 

關於博戲的玩法，目前多根據出土文物以及《古博經》、鮑宏（南朝）《博經》

等文獻中的隻字片語猜測而有不同的看法。《古博經》一書今已失傳，但東晉張湛注

《列子・說符》及北宋洪興祖注《楚辭・招魂》時曾引用：「二人相對坐為局。局分

十二道，兩頭當中為水，用棋十二枚，古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

采以瓊（即煢，骰子）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鋭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

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通「梟棋）），即入水食

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

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戰國策・楚策》中提到：「夫梟棋之所以能為者，

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

乎？」。《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提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儒

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楚辭・招魂》提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東漢王

逸注：「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己棋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棋，下兆於屈，

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可見玩法相當多樣、複雜。 

目前學者們都認為博戲行棋是按照《西京雜記》所載的口訣「方畔揭道張，張畔

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

玄屈究張」來走，出土文物、文獻中用字遣詞略有出入，但基本大致與此相符。李零

先生等對照尹灣漢墓出土的《博局占》之後，將行棋步數與路線作了如圖 2 右圖的復

原，按編號走完一局一共有 60 步（每一邊各有 12 步）。也有學者認為，由於博局盤

與占卜有關，涉及到先秦兩漢的宇宙觀與升仙思想，因此梟棋的橫放與豎立暗示著

「天」與「地」兩種不同的維度。33但總體而言，目前並未有一個完整、確定的玩法復

原方案，也或許這類遊戲本來就允許玩家隨時發明新玩法。 

 

圖 6黃儒宣為博局盤所做的七種不同分類 

 

（二）左塚楚墓的塞棋 

 
32
 楊博：〈海昏竹書《六博》初識〉，收錄於朱鳳翰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2021 年，第 214-231 頁。 
33
 湯沁嫻：〈升仙之路—從圖解博局紋試探六博行棋路線〉，收錄於呂舟、崔光海主編：《2019 年第一屆洞

天福地研究與保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北京），2021 年，第 253-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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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塚棋局出土於湖北荊門的左塚三號楚墓，年代為戰國晚期。34棋局板面由整木製

成，長 39.9、寬 38.8、厚 1.7 公分，近正方形；原來可能是有四足的桌案形式，但出土

時四角僅餘楯眼，四足應是下葬前已拔除。 

左塚棋局整體構圖如圖 7，除了中心有一個圓環之外，其餘共有七重同心方，每邊

中央及四角穿過方形中心的連線構成一個「米」字形，這些即是塞棋的「道」。

「道」上面的文字，據李零先生研究，與吏治、吏德有關，有順有逆、有吉有凶；黃

儒宣先生釋讀文字之後，指出這些文字表示了四方民、蠻夷困土、都市、郊外等地。

學者們大都同意這類塞棋也稱為「格五」，是後來「升官圖」的老祖先。 

關於塞棋的玩法，除了鮑宏《簺經》（主要篇幅已失傳）中尚有「簺有四采，

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云格五」等句流傳之外，還有東漢

邊韶《塞賦》中提到：「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

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

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

也」。黃儒宣先生所復原的左塚棋局玩法，是從對角線把整個棋面分為四部分，按照

圖 7 右側的數字順序，以棋盤上同心方的邊與米字形線條為「道」來走，最中央的小

方形既是棋局的起點也是終點。每一邊由外向內層推進，走完一邊再換另一邊繼續推

進，整盤期共有 112 步（每邊各有 28 步）。 

從文字來看，左塚棋局的步數有從地方往中央層層邁進之意，「升官」的意味較

具象也較濃厚。但其他塞棋（如圖 4 中幾幅）又有不同，棋局上並不一定有各種難懂

的名詞，僅有天干地支。若按照其順序步數來走，北大漢簡〈居官圖〉一共有 60 步，

王家台秦簡〈政事之常〉則有 38 步。此外，每走完一邊再重新更換的方向也有所不

同，有些可能是將其盤轉 180 度，有些則是轉 90 度，可知棋局走法必定有很多種。35

但目前尚不清楚這是時代性、區域性抑或是本來就有十分多元化的玩法所造成的。 

 

圖 7左塚棋局照片與釋讀 

介紹完兩種棋局實物之後，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1.過去許多研究中，都把墓葬中

出土相關的棋子、箸、煢（或載為「瓊」）等都記為六博遊戲組，但目前看來值得再

思。棋子、箸、煢等可以一物多用，箸也可以占卜或算數用的蓍、籌替代，因此不能

以偏概全。2.雖然目前對於兩種遊戲的方式仍有很多問題存在，但這兩種遊戲的主要差

異仍在於棋盤的不同，而這兩種遊戲棋盤也各自有不同類別，且每種棋盤可能又有多

種玩法（與用法），因此作行棋推測時必須有更多的想像力與包容度。前文提到的

 
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襄荊高速公路考古隊：《荊門左塚楚墓》，文物出版社（北

京），2006 年。 
35
 黃儒宣：〈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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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雜記》中對於六博的玩法記載十分籠統，云「用法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

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亦是例證。可見進行文物研究

時，還應留意所出土的各種環境資訊、共出的物品，才能更全面的理解各種文物之間

的關係，避免張冠李戴的誤植問題產生。 

 

三、 博塞遊戲所模擬的原型 

任何遊戲的出現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關。若不能營造搭配得宜的想像情境、不

能抓住社會潮流使玩家產生共鳴，就無法成為流行的中心；能在先秦兩漢時期風靡整

個社會的博塞遊戲亦是如此。因此，在稍微理解兩種棋局的基本形式之後，我們不禁

要問：這兩種遊戲所模擬、仿效的，是什麼樣的情境，得以讓當時的人為之瘋狂？ 

 

（一）升仙的博戲 

前文提到博戲與漢代以前的式盤紋飾非常相近。式盤又可分為上方象徵天的圓盤

（天盤）與下方象徵地的方盤（地盤）兩個構件。將兩者互相嵌入後，圓形的天盤可

以按照天干、地支、星宿等條件作旋轉來進行占卜，36這些旋轉的元素多屬時間單位，

影射的應該是所謂的「天時」。另一方面，方型的地盤則每邊有三條「道」，正符合

《考工記・匠人》篇中的城市設計：「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圖 8），因此地盤所影射的可能即是所謂的「地利」。這樣一個以模

擬天時、地利為目的的遊戲，背後就是希望能溝通天地，以便能預得一個順遂的未

來，在面臨選擇時獲得制勝先機。 

 

 

 

 

 

 

圖 8（宋）聶崇義《三禮圖》中為周代王城所做的想像復原

圖「王城圖」 

 

式盤本身就是一種與天地溝通以求預知未來的用具。《周禮・春官・大史》載：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玄注「大師出，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

凶。史官主知天道。」賈公彥將天時解釋為「天文見時候者」、「抱式者，據當時占

文謂之式，故謂載天文者為式」，37《史記・日者列傳》載：「今夫卜者，必法天地，

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索隱：「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

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

謂卜以作卦也」。可見式盤最初的使用者，是古代政治、社會決策核心中非常重要的

人物。三代以前，占卜與祭祀等工作是由巫、史、祝、宗等神職人員分工合作進行，

主要從事與神靈交流的活動，以幫助帝王在面臨問題時獲得預先的、正確的選擇。天

時與地利的背後，是這些人具備的各種社會能力以及當時最新的科技知識（漢代以

前，能預知氣象變化、日月食、甚至曆法，就已經是所謂的「高科技」了），因此這

些人是當時君王身邊最重要的知識份子。38而這種能預知未來的「超能力」，到了漢代

 
36
 占卜方式詳見嚴敦杰：〈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考古》1978 年第 5 期，第 334-337 頁。殷滌

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曾藍瑩：〈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羅見今：〈《尹

灣漢墓簡牘》博局占圖構造考釋〉。 
3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藝文印書館（台北），重刊宋本《周禮注疏》，1998 年版，第 403

頁。見黃儒宣：《〈日書〉圖像研究》，中西書局（上海），2013 年版，第 62-63 頁。 
38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篇第五節：《後世思想史的背景：儀式、象徵與數字化的世界秩序》，復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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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傳說中神人、仙人所擁有的特殊技能，在《列仙傳》、《神仙傳》中即多以能

預測自然災害或世人未來者為仙人。前文也曾提到有些學者認為玩博戲時可能具有

天、地等不同維度的玩法（見註釋 33），玩家在透過玩博戲的過程中模擬自己升仙的

願望，若能比對手早一步升仙，便是符合當時社會大眾對「成功」的期待。漢代畫像

磚石、銅鏡中常有仙人玩博的圖像與銘文，本文一開始也提到帝王武乙作人偶擬天神

並與之玩博之事，正是此種願望的具體寫照。 

 

（二） 升官的塞戲 

塞棋棋盤構圖的背後，則是戰國時代「畿服制度」的圖案概念。據黃儒宣先生的

研究顯示，這是按照距離王畿遠近所制定的服事納貢規範，並指出西周以前有內服、

外服，西周中後期之後又形成內有甸服、外有侯服的五服體系，最終還出現六服、九

服等經過理想化雜揉而成的理想的政治格局。左塚棋局中多層同心方結構代表的，即

是上述的地理概念（圖 9 左），39並更近一步轉化成仕宦的經歷，而起伏的仕途背後所

隱藏的，是由地方到中央、由低至高的仕途願望。 

漢人對於升官出仕亦十分熱衷。例如漢代繪畫中便常見射鳥與猴子的題材。邢義

田先生在〈漢代畫象中的「射爵射侯圖」〉一文中提到：射獵與收穫有關，漢人以

猴、雀、桂樹等圖像暗示著發音類似的「侯」、「爵」、「貴」等人生願望。40漢代銅

鏡、畫像磚上的銘文同樣也可以看到富、貴等祈願詞句，模擬升官的塞戲反映出時人

對官爵、財富的追逐與喜好，因此受到歡迎。 

有趣的是，塞棋並不像博戲一樣完全失傳，反而更近一步的「進化」了。後世的

各種升官圖中仍有這種多重同心方「畿服制」的影子。圖 9 右側為網路中所找到的古

代升官圖版畫，41現在也還可以找到其他圖文並茂、十分多元化的不同版本。可能對世

人來說，更現實點的升官發財還比虛無飄渺的成仙成佛來得更有吸引力、說服力吧？ 

 

圖 9左為堯制五服圖，右為古代升官圖 

 

四、 結語 

在文章結束之前，讓我們再回到本文最初關於賭博的話題。博戲與塞戲的行棋與

擲骰子之間都命運、機會有關，遊戲時的各種手段也牽涉到令人猶豫且血脈噴張的

「選擇術」。遊戲時，得勝者心花怒放，失敗者義憤填膺，難怪文獻中從帝王到黎民

都淪陷、圖像中從仙人到凡人都沈迷。從模擬宇宙模式的升仙博戲到模擬理想政治地

 
大學出版社（上海），2009 年版，第 46-64 頁。 

39
 黃儒宣：〈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研究〉。圖 9 左亦析自本文。 

40
 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一分，

2001 年，第 1-66 頁。 
41
 圖版引用自 https://nicecasio.pixnet.net/blog/post/455514155?fbclid= 

IwAR3jJc5hWa58MOpZkiPJTxDqrGJM5TMZXaS7cjgQkj7YDql6VTbLwm0ME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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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格局的升官塞棋，兩種古老的賭博遊戲其實也是今日「大富翁」等各種桌遊的老祖

先，以今日桌遊盛行的情況，相信能稍為理解漢人為何喜好這些遊戲、並以這些圖案

作為吉祥圖案裝飾文物。李零先生在研究這些棋局之後提出「卜賭同源」的看法。42有

句俗話說「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肯放手賭一把的人才有機會成功，才可能升格為

神仙、高官或者賭神。真實人生不正是如此嗎？ 

 

主要參考文獻 

專著： 

中山平次郎 Nakayama, Heijiro:《支那古式鏡鑒沿革》，聚英堂書店（東京），1919 年。 

梅原末治 Umehara, Sueji：《紹興古鏡聚英》，桑名文星堂（京都），1939 年。 

Yatts, W.P.：The Cull Chinese Bronze”,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Ltd. London, 1939. 

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收錄於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

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 年，第 26-49 頁。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 第一卷 田野考古

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 年。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中華書局（北京），2006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北

京），2006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襄荊高速公路考古隊：《荊門左塚楚墓》，文

物出版社（北京），2006 年。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9 年。 

黃儒宣：《〈日書〉圖像研究》，中西書局（上海），2013 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2014 年。 

李零：《萬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16 年。 

湖南省博物館編：《長沙馬王堆漢墓陳列》，中華書局（北京），2017 年。 

桂志恆：《戰國秦漢六博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古籍所 2018 年碩士論文。 

劉俊艷：《「ＴＬＶ」圖像的發展演變研究》，西北大學考古學系 2019 年碩士論文。 

楊博：〈海昏竹書《六博》初識〉，收錄於朱鳳翰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大學出

版社（北京），2021 年。 

 

期刊： 

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

物》1974 年第 6 期，第 41-61、88-95 頁。 

嚴敦杰：〈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考古》1978 年第 5 期，第 334-337 頁。 

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 年第 5 期，第 338-339

頁。 

熊傳新：〈談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陸博〉，《文物》1979 年第 4 期，第 35-39 頁。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

簡報〉，《文物》1978 年第 8 期，第 12-31 頁。 

傅舉有：〈論秦漢時期的博具、博戲兼及博局紋鏡〉，《考古學報》1986 年第 1 期，第

21-42 頁。 

周錚：〈「規矩鏡」應改稱「博局鏡」〉，《考古》1987 年第 12 期，第 1116-1118 頁。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37-43 頁。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6 年第 8 期，第

4-25、97-98、100 頁。 

 
42
 李零：〈卜、賭同源〉，《讀書》1997 年第 2 期，第 128-133 頁。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103 

 

李學勤：〈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 年第 1 期，第 49-51 頁。 

曾藍瑩：〈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文物》1999 年第 8 期，第 62-65 頁。 

羅見今：〈《尹灣漢墓簡牘》博局占圖構造考釋〉，《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0 年第 2 期，第 181-184 頁。 

李解民：〈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 補訂〉，《文物》2000 年第 8 期，第 73-75

頁。 

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

一本，第一分，2001 年，第 1-66 頁。 

黃儒宣：〈六博棋局的演變〉，《中原文物》2010 年第 1 期，第 52-60 頁。 

石云里等：〈西漢夏侯灶墓出土天文儀器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

（2012 年），第 1-13 頁。 

孫勐、王繼紅：〈中國圍棋文物的考古發現和初步研究〉，《北京文博論叢》，2017 年第

2 期，第 45-53 頁。 

蔡杰：〈隋張盛墓出土雙陸棋盤考辨〉，《博物院》，2020 年第 6 期，第 21-24 頁。 

黃儒宣：〈左塚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三本，第二分，2022 年六月，第 273-330 頁。 

網路： 

1. 臺灣話的語源與理據：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查詢日期：2022/11/17 

2. 故宮 Open Data 專區：新莽—東漢早期「仙人不老」博局鏡：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23471&Key=^10^1&page

No=2 查詢日期：2022/11/17 

3. 晏昌貴：〈孔家坡漢簡《日書》天牢篇箋證〉，

http://cccp.uchicago.edu/archive/2008_IFBSD/Yan_Changgui_2008_IFBSD.pdf，查詢日

期：2022/11/17。 

4. 姜朝鳳宗族部落格：升官圖圖版，

https://nicecasio.pixnet.net/blog/post/455514155?fbclid=IwAR3jJc5hWa58MOpZkiPJTxDqr

GJM5TMZXaS7cjgQkj7YDql6VTbLwm0ME5Q   

 

 

 

 

 

 

 

 

 

 

收件日期：2022年 11月 15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104 

 

 

Gambling Games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Bo and Sai 

Chuang, Huichih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cords, the two oldest gambling games in China are 

Bo（博） and Sai（塞）. But after fifteen hundred years, they are los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about the process of the rediscovery of the two games in recent decades, using 

archaeological unearthed objects to illustrate the two game toys.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behind the two games, and to explore the prototype of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gambling”（賭局）in Taiwanese pronunciation. 

Keywords: Chinese gambling games, Liu Bo（六博）, Sai qi（塞棋）, become immortals, 

promotion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