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제4회 세계한자학회 연례 국제학술대회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屆年會
“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The System of Ideography &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as Science

▪ 時間：

2016.06.24.～2016.06.28.

▪ 地點：

韓國釜山慶星大學(Kyungsung Univ., Busan, Korea)

▪ 主辦：

(社團法人)世界漢字學會
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 後援：

慶星大學、韓國敎育部 韓國學振興事業團(KSPS)

○ 會議日程 ○

6月 24日 (星期五)

▪全日報到, 20:00~21:00 理事會
6月 25日 (星期六)
早餐

07:00~08:00

․地點․時間

內容

09:00~09:05

第一部
開幕典禮

09:05~09:20

27號館

09:20-09:35

NURI館食堂(宿舍1F)

開幕典禮
發言題目及內容

• 開幕宣言: 臧克和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世界
•
•

09:35-09:45
09:45-10:00
10:00-10:25

第二部
基調講演
(2-a)

10:25-10:50

27號館

10:50-11:15

President Hall

11:15-11:40

第一部:
河永三
(Korea:
賀辭: 宋守健 (慶星大學總長)
慶星大學/世
歡迎辭: 李圭甲 (Korea: 延世大學/世界漢字學 界漢字學會
祕書長),
會韓國會長)
呂菁華
(Korea:
合影
慶星大學)
漢字學會會長)

President Hall

茶息

主持人

27號館12F茶息室

① 臧克和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漢字 · 漢字
學 · 漢字學科
② Wolfgang Kubin (Germany: The University of
Bonn)―漢字: 中國的經學
③ Edward L. Shaughnessy (US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再論表意文字與象形信仰
④ 許成道(Korea:首爾大學)―《孟子》的‘形色’

第二部:
朱歧祥
(Taiwan:
東海大學)

槪念

午餐

11:40~13:00

第三部
大會主題
講演
(3-a)

13:00~13:25

① 阮俊強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越

13:25~13:50

②

NURI館食堂

第三部:
王平
(China:
李圭甲 (Korea: 延世大學) 偏旁結構變更異 上海交通大
體字的類型研究
學),
南方塊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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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5
14:15~14:35

27號館

President Hall

14:35~15:00

③ 李運富 (China: 北京師範大學)―論漢字學的
“三平面體系”
④ 趙平安 (China: 清華大學)―《子儀》歌、隋
與幾個疑難字的釋讀: 兼及《子儀》的文本
流傳
⑤ 朱歧祥 (Taiwan: 東海大學 )―質疑 《清華
簡》的一些特殊字詞
綜合討論

15:00~15:20
茶息

15:20~15:45
▪第四部

15:45~16:00

第四部
分組發言
(4-a)

16:00~16:15

16:15~16:30

27號館

1203室

16:30~16:45
16:45~17:00
17:15~17:30
15:45~16:00

16:00~16:15

第四部
分組發言
(4-b)

16:15~16:30

27號館

16:30~16:45

1204室

16:45~17:00
17:00~17:15

郭靜云
(Taiwan:
中正大學)

27號館12F茶息室
分組發言

①丁克順(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十
三至十四世紀越南陳朝的碑刻•討論: 張玉
金•
②王平ㆍ羅雅麗(China: 上海交通大學)―《新
字典》引《禮記》異文研究•討論: 姜允玉
•
③張玉金(China: 華南師範大學)―漢字文化生
態學研究與《漢字中國》叢書編纂•
討論: 郭靜云•
④郭靜云(Taiwan: 中正大學)―東北拜虎族群的
活動及對殷周文明的影響•討論: 王平•
⑤姜允玉ㆍ李效眞(Korea: 明知大學)―15世紀
崔溥《漂海錄》俗字探討•討論: 丁克順•

(4-a):
李添富
(Taiwan:
輔仁大學),
張皓得
(Korea:
檀國大學)

綜合討論

① 河永三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新字
典》增減字考:與《全韻玉篇》比較•討論:
李運富•
② 羅度垣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字典釋
要》之'솥(Sot)'系列漢字試探:以人類語言學
的觀點•討論: 金玲敬•
③ 金玲敬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醫書玉
篇》板本硏究•討論: 羅潤基•
④ 郭鉉淑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漢鮮文
新玉篇 》中韓國固有漢字特徴之考察 •討
論: 羅度垣•
⑤ 金億燮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日鮮新
玉篇》系列書的版本考•討論: 河永三•
⑥ 羅潤基 (Korea: 韓國漢字研究所)―《國漢文
新玉篇》字釋研究•討論: 金億燮•
綜合討論

17:1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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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汪少華
(China:
復旦大學),
林亨錫
(Korea:
慶星大學)

15:45~16:05

第四部
分組發言
(4-c)

16:05~16:25
16:25~16:45

27號館

1205室

16:45~17:05

① 連登崗 (China: 南通大學)―中文古籍識字教
學研究•討論: 山元宣宏•
② 潘玉坤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古漢語“有”
訓“能、可”釋證•討論: 劉承峰•
③ 山元宣宏 (Japan: 宮崎大學)―書法教育於漢
字學習的有效性•討論: 潘玉坤•
④ 劉承峰ㆍ朴恩實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韓
國漢語學習者漢字學習偏誤研究•討論: 連
登崗•
綜合討論

17:05~17:30
歡迎晩餐

18:30~20:30

(4-c):
阮俊強
(Vietnam:
越南社會科
學翰林院),
黑維強
(China:
陝西師範大
學)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餐(學校正門口)

6月 26日 (星期日)
早餐

07:00~08:00
▪第五部
09:00~09:15

第五部
分組發言
(5-a)
27號館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203室

10:00~10:15
10:15~10:30
09:00~09:15

第五部
分組發言
(5-b)

09:15~09:30
09:30~09:45

27號館

1204室

09:45~10:00
10:00~10:15

NURI館食堂(宿舍1F)
分組發言

① 白于藍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清華簡《厚
父》校釋四則•討論: 汪少華•
② 汪少華ㆍ顧莉丹 (China: 復旦大學)―說“珽”
之形制•討論: 白于藍•
③ 藪 敏裕 (Japan: 岩手大學)―清華簡《耆夜》
所見“訶”與“誦”的解釋•討論: 余風•
④ 李孝善 (Korea: 京都大學)―中國《續千字
文》研究•討論: 藪敏裕•
⑤ 余風 (Taiwan: 逢甲大學)―《說文》山部地
名字構形探論•討論: 李孝善•

(5-a):
張美蘭
(China:
清華大學),
吳建偉
(China:
東華大學)

綜合討論

① 董蓮池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釋春秋公孫
敦中的“福”字兼談黃諸器中的“福”字構形•
討論: 夏含夷•
② 金愛英 (Korea: 安養大學)―張家山漢簡『脈
書』和馬王堆帛書醫書異文考察•討論: 叢
培凱•
③ 劉海宇 (Japan: 岩手大學)―“盬”字解詁•討
論: 董蓮池•
④ 叢培凱 (Taiwan: 東吳大學)―遠求近取, 旁搜
曲證: 從《六書索隱》論明人楊慎的文字學
研究•討論: 劉海宇•
⑤ 何余華 (China: 北京師範大學)―新莽時期特
殊用字研究•討論: 金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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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王漢衛
(China:
暨南大學),
金泰完
(Korea:
全南大學)

10:15~10:30
09:00~09:15
09:15~09:30

第五部
分組發言
(5-c)

09:30~09:45

27號館

09:45~10:00

1205室

10:00~10:15

茶息

綜合討論

10:30~10:40

27號館12F茶息室

10:40~10:55
10:55~11:10
11:10~11:25

27號館

1203室

11:25~11:40
11:40~11:55
11:55~12:10
10:40~11:00

第六部
分組發言
(6-b)
27號館

① 徐時儀 (China: 上海師範大學)―同形異詞與
異形同詞的收釋探略•討論: 李圭甲•
② 劉淩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戰國楚簡應用
類文獻中連詞的文獻分布特徵: 兼論連詞與
文獻類型的相互選擇•討論: 徐時儀•
③李鵑娟 (Taiwan: 輔仁大學)―《異體字字典》
簡化字收錄原則•討論: 劉淩•
④張述娟(China: 暨南大學)―《譯語類解》漢
語詞彙的特點及其詞彙學研究視角管窺•討
論: 李鵑娟•
⑤張東烈(Korea: 延世大學)―《班馬字類》異
體字初探•討論: 張述娟•

10:15~10:30

▪第六部

第六部
分組發言
(6-a)

綜合討論

11:00~11:20
11:20~11:40

1204室

11:40~12:00

(5-c):
李淑萍
(Taiwan:
國立中央大
學),
沈載勛
(Korea:
檀國大學)

分組發言

① 舒忠 (China: 山東大學)―從古之“公案”及語
言學角度辨析《孔子家語》眞僞•討論: 名
和敏光•
② 沈祖春 (China: 西南大學)―《集韻》編纂時
間考辨•討論: 舒忠•
③ 名和敏光 (Japan: 山梨縣立大學)―馬王堆漢
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前半
章綴合校釋•討論: 呂佩珊•
④ 呂佩珊 (Taiwan: 慈濟科技大學)―《清華
簡》從食字例初探•討論: 朴晟佑•
⑤ 朴晟佑 (Korea: 復旦大學)―西周金文所見防
護兵器(七則)•討論: 沈祖春•

(6-a):
連登崗
(China:
南通大學),
梁萬基
(Korea:
漢拏大學)

綜合討論

① 李添富 (Taiwan: 輔仁大學)―《異體字字
典》正字選錄原則•討論: 臧克和•
② 樓蘭 (China: 上海海洋大學)―秦楚簡文構形
差異成因研究•討論: 阮金茫•
③ 劉本才 (China: 南京林業大學)―隋唐五代石
刻韻文中韻字的平上兩讀而義別問題研究
•討論: 李添富•
④ 阮金茫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越
南寧平省陳朝碑刻避諱字研究•討論: 樓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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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李運富
(China:
北京師範大
學),
李圭甲
(Korea:
延世大學)

12:00~12:10
10:40~10:55

10:55~11:10

第六部
分組發言
(6-c)

11:10~11:25

27號館

1205室

11:25~11:40
11:40~11:55

綜合討論

① 王漢衛ㆍ蘇印霞ㆍ董燕南(China: 暨南大學)
―漢字拆分理論的再認識與基礎形元的求取
•討論: 黃芳梅•
② 黃芳梅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越
南少數民族喃字字典的編撰工作：回瞻與前
景•討論: 郭瑞•
③ 郭瑞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基於數據庫平
臺的文字編編撰和自動化發佈•討論: 王漢
衛•
④ 呂明恆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記
錄外來語人名聖名詞之喃字：考察第十七世
紀天主教之喃籍•討論: 李綉玲•
⑤ 李綉玲 (Taiwan: 逢甲大學)―從隸變看部首
記號化現象•討論: 呂明恆•
綜合討論

11:55~12:10

午餐

12:10~13:30
▪第七部
13:30~13:45
13:45~14:00

第七部
分組發言
(7-a)

14:00~14:15

27號館

14:15~14:30

1203室

14:30~14:45
14:45~15:00
13:30~13:45

第七部
分組發言
(7-b)

13:45~14:00

27號館

14:00~14:15

1204室

14:15~14:30

(6-c):
張玉金
(China:
華南師範大
學),
金彥鍾
(Korea:
高麗大學)

NURI館食堂
分組發言

① 吳良寶 (China: 吉林大學)―膚施、慮虒及相
關問題•討論: 姚美玲•
② 姚美玲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敦煌絹畫供
養人題記格式解讀•討論: 申世利•
③ 李海燕 (China: 同濟大學)―《隋代墓誌銘彙
考》釋文校讀劄記•討論: 吳良寶•
④ 何昆益 (Taiwan: 慈濟科技大學)―清華簡(六)
〈子儀〉析論•討論: 李海燕•
⑤ 申世利 (Korea: 朝鮮大學)―‘筭’, ‘算’關係補
證: 以≪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倉頡篇≫18‘美
(弄)’字爲主-•討論: 何昆益•

(7-a):
施順生
(Taiwan:
中國文化大
學),
金炫兌
(Korea:
釜慶大學)

綜合討論

① 黑維強ㆍ盧慶全 (China: 陝西師範大學)
―宋-民國民間文書中的兩類俗字現象舉例•
討論: 阮俊強•
② 張美蘭 (China: 清華大學)―清代口語文獻中
的異形字•討論: 黑維強•
③ 門藝 (China: 河南大學)―“倝”字形義考•討
論: 劉雅芬•
④ 劉雅芬 (Taiwan: 輔仁大學)―從概念合成理
論看漢語正色詞文化意義的形成與轉化: 以
《說文解字》白色詞系爲例•討論: 張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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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趙平安
(China:
清華大學),
崔南圭
(Korea:
全北大學)

•

14:30~14:45

⑤ 牛振 (China: 北京師範大學)―清末化學元素
同形異用字考察•討論: 門藝•

14:45~15:00

綜合討論

13:30~13:50

第七部
分組發言
(7-c)
27號館

13:50~14:10

14:10~14:30

1205室

14:30~14:50

① 李淑萍 (Taiwan: 國立中央大學)―從繁簡用
字觀念到漢字形義特色之探索•討論: 何瑞
•
② 陶芳芝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漢
字對越南社會的影響：以二十世紀初期喃字
鄉俗文本的漢字使用爲例•討論: 李淑萍•
③ 徐志學 (China: 三峽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
五代石刻引《坤》卦塵封用典形式成因辨析
•討論: 陶芳芝•
④ 何瑞 (China: 中國教育部)―宋本《玉篇》與
《說文》常用字比較分析•討論: 徐志學•
綜合討論

14:50~15:00
茶息

10:30~10:40
▪第八部
15:15~15:30
15:30~15:45

第八部
分組發言
(8-a)

15:45~16:00

27號館

1203室

16:00~16:15
16:15~16:30
16:30~17:00
15:15~15:35

第八部
分組發言
(8-b)

15:35~16:05

27號館

1204室

16:05~16:25

(7-c):
丁克順
(Vietnam:
越南社會科
學翰林院),
陳秋萍
(Japan:
久留米大
學)

27號館12F茶息室
分組發言

① 吳建偉 (China: 東華大學): 上博簡《容成氏》
釋文一則•討論: 金炫兌•
② 李恆光 (China: 中國浙江工業大學)―武興國
主楊文弘與姜太妃墓誌釋文校正•討論: 吳
建偉•
③ 鄭邵琳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論量詞“區”
“丘”“軀”“所”的更替與演化—以中古石刻文
獻爲中心•討論: 李恆光•
④ 莊斐喬 (Taiwan: 台灣中央大學)―《說文解
字》新附字之佛教用字•討論: 鄭邵琳•
⑤ 劉麗 (Korea: 慶星大學)―《簡明中醫字典》
之出版必然性、字典特點和意义的探究•討
論: 莊斐喬•

(8-a):
吳良寶
(China:
吉林大學),
金殷嬉
(Korea:
誠信女子大
學)

綜合討論

① 海村惟一(Japan: 福岡國際大學)―日本漢字
字形研究•討論: 朱歧祥•
② 周萍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近現代漢字改
革方案及其影響因素分析•討論: 海村惟一
•
③ 劉元春 (China: 上海交通大學)―《新字典》
“俗……誤”字、“俗……非”字初探•討論: 出
野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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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白于藍
(China:
華東師範大
學),
姜允玉
(Korea:
明知大學)

16:25~16:45

④ 出野文莉 (Japan: 大阪教育大學)―日本漢字
流通的成立過程•討論: 劉元春•

16:45~17:00

綜合討論

15:15~15:35

第八部
分組發言
(8-c)

15:35~16:05
16:05~16:25

27號館

1205室

16:25~16:45

① 王敏 (China: 中國教育部)―現代漢字楷書書
寫水平測試：理論與效果•討論: 施順生•
② 施順生 (Taiwan: 中國文化大學)―臺灣的敬
字亭及其所展現的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
•討論: 王敏•
③ 胡雲鳳 (Taiwan: 臺灣海洋大學)―論方塊漢
字與處世態度•討論: 李智瑛•
④ 李智瑛 (Korea: 首爾大學)―The Sound of
Initial Shan 禪母 in Middle Chinese•討論: 胡雲
鳳•
綜合討論

16:45~17:00
茶息

(8-c):
董蓮池
(China:
華東師範大
學),
梁英梅
(Korea:
韓國外國語
大學)

17:00~17:10

27號館12F茶息室

閉幕式

17:10~17:40

閉幕式

17:40~17:50

27號館

President Hall

17:50~18:00
18:00~18:10

歡送晩宴

18:30~20:30

•祝賀演奏: 韓國傳統音樂演奏 (東國大學金銀
慶敎授等)

主持人:
河永三
WACCS硏究倫理綱領講座及規定介紹
(Korea:
來賓致辭: 駐釜山臺灣辦事處 唐殿文處長 慶星大學/世
(Taiwan)
界漢字學會
祕書長)
會議總結(臧克和, China: 華東師範大學/世界
漢字學會會長)

•
•
•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餐(學校正門口)

6月 27日 (星期一)
早餐

07:00~08:00

NURI館食堂(宿舍1F)

▪文化考察(09:10~13:00 梵魚寺; 13:00~15:00 釜山電影節主會場, 海雲臺一帶; 13:00~自由活動
6月 28日 (星期二)
早餐

07:00~08:00

NURI館食堂(宿舍1F)

▪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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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從古之“公案”及語言學角度辨析《孔子家語》真偽
舒忠①

山東大學

摘要：針對《孔子家語》真偽兩派學說，本文從“偽書公案”開始梳理，結合語言的諸要素中詞匯
顯著的時代特徵,在古書年代鑒別上進行研究，試圖為辨偽工作提供有力的證據。
關鍵字：《孔子家語》 真偽 公案 語言
《孔子家語》，今傳本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肅注。全書共計八萬餘字，篇幅和內容遠遠超過
《論語》，詳細記載了孔子與其門人弟子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問答和思考，全面反映了孔子的哲學、
政治、倫理、教育思想，是一部研究孔子生平思想不可多得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然而，自
王肅作注始,該書便長期被疑為“偽書”，從而影響了歷代學者對其價值的評價，也導致《孔子家語》
學術思想和語言研究的滯後。
近年來,隨著河北定州八角廊《儒家者言》、安徽阜陽《儒家者言》木牘的出土和上博漢簡的發，
《孔子家語》的辨偽工作有了新的進展。以李學勤先生為首的大批學者,如龐樸、朱淵清、廖名春、
王志平、胡平生、張岩等，在經過《孔子家語》與出土文獻的對比研究以及單篇學術思想研究後，
普遍認為今本《孔子家語》中很多材料都有古的來源，不應視為偽書。
辨偽工作的進展促使《孔子家語》的價值得到重新評價 , 對《孔子家語》的研究也日益活躍
起來。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思想方面 , 語言方面的研究極少。而在語言的諸要素中，辭
彙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在古書年代鑒別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對《孔子家語》的語言研究不僅
能揭示其語言總體面貌，為漢語史研究工作提供素材，更能為辨偽工作提供有力的證據。

一、
《孔子家語》偽說之“公案”梳理
《孔子家語》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
，今傳王肅注，據王《序》稱，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孫
孔猛，為其家先人之書；所附《後序》則謂為孔安國所“撰集”。然王肅同時鄭學之徒馬昭指稱該書
為“肅所增加”，由此漸滋疑議，宋王柏以是書為王肅偽託於孔安國而作，至清儒範家相《家語證偽》、
孫志祖《家語疏證》諸家書出，《家語》王肅偽書說浸成定論，疑偽成風，乃至於陳士珂《孔子家
語疏證》之輯撰，本為今本辯護的，也被誤認為辨偽之作了。近人則承清人之說而加以推演，如屈
萬裏等本崔述說以為《家語》為王肅弟子偽作。又有學者如丁晏據《家語•後序》，以為古文《尚書》
經傳、
《論語孔注》
、
《孝經傳》
、
《孔叢子》連《家語》五書均為王肅“一手”所偽。於是，對王肅個人
與《孔子家語》此書之疑偽程度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王肅是否偽造《孔子家語》，是中國學術史
上牽連極為深廣的著名公案。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隨著一批與《家語》內容有關的戰國西漢時代竹簡木牘的面世、敦煌寫
本《孔子家語》的公佈，為重審這一公案，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帶來了新的契機、形成了新的研究
熱潮，出現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歸結為兩種傾向性的意見：一派可謂今本《家語》可信
說；另一派則可謂重證《家語》偽書說。兩派都利用了新出土材料，基本上均通過將出土簡帛古書
①

舒忠，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當代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戰略
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山東亞太禮學文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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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語》相關內容加以比勘等方法，但是大家對《家語》一書的時代和性質問題的認識仍存在尖
銳的分歧，有的分歧深刻地關涉到對二十世紀疑古思潮的認識與評價。
在這種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的情況下，筆者首先從公案學的角度入手，對學術史進行深入細緻的
分析，解剖事實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公案群，對王肅偽造《家語》說之來龍去脈作一個徹底的偵查
與斷案。
基於相關史實的梳理，筆者認為，《家語》偽書案至少與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個公案有難解難分
的關係。其一，群經之疏中記載了馬昭等的質疑初聲，由於馬昭為鄭學之徒，所以他的指控涉及到
經學史上的“鄭（玄）
、王（肅）之爭”，這是《家語》案涉及到的第一個學術公案。其二，宋代的王
柏遠本唐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語》”之說，發展出“古《家語》”／“今《家語》”
文本兩分的看法，並提出了王肅托名於孔安國偽造《家語》說。其根源在於，王氏批駁朱子借證於
《家語》校正《中庸》，從而為他提出將《中庸》分為二篇的創說掃清道路。這《中庸》分篇案，
是《家語》案涉及到的第二個學術公案。其三，《家語》偽書案又由於偽《古文尚書》案而擴大與
深化，愈演愈成為其中的一個子命題。學者對《家語》的研究，普遍存在一種鍛煉成獄之心理趨向，
產生了機械移植、推論過度、疏而不證、籠統混淆、牽強附會等等問題。其間所滋生的王肅偽造五
書之說，又成為近代康有為劉歆遍偽群經說之造端，影響廣遠。這是《家語》案涉及到的第三個學
術公案。其四，在《家語》本身的真偽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家語》與諸公案的關聯上，“《家語》
三序”（包括王肅的“《孔子家語解序》”、以孔安國口吻所寫的“孔安國《後序》”、載有孔衍奏書之
《後序》）的可靠與否，是一個關鍵。疑之者以為王肅遍偽群書的證據，信之者則可援以證成《家
語》為孔安國“撰集”之說。所以，“《家語》三序”疑信之辨，可謂是《家語》案涉及到的第四個學
術公案。
在此，首先當檢討的是王肅作為案犯之嫌疑之建立。其案底就在《禮記正義》所引馬昭的指控：
“《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屍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①我們在懷揣著對連類而及之
簡單化時刻加以審慎反省的同時，不能不指出，馬氏的控詞與吳承仕所證偽的陸、孔“疑似之詞”有
驚人的相似性，區別只在其次，即一為偏主“王、孔扶同之義”一則強說王、鄭“所見”不同。
馬昭何許人也？《三國志卷四•魏書四》《三少帝紀第四》載高貴鄉公與臣下論學雲：
於是複命講《禮記》
。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
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
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
文，故化有薄厚也。”②
綜合潘眉、錢大昕、梁章钜、侯康諸家之說，《魏志》此處“馬照”即群經之疏所引及之“馬昭”，
姚範謂“‘照’疑誤，或避晉諱”是也。潘眉之說尤能揭示馬氏立論的背景：高貴鄉公講《尚書》兩駁王
肅之說，知馬昭申鄭難王諸論作於是時。③
從諸書文所引馬說來看，幾乎未見其有對王說有些許容受或假借，真堪稱是暖暖昧昧於鄭先生
之言者。他還是歷史上最早論及《家語》與王肅關係的人。
《三國志》王肅本傳，未提到肅注解《家
語》之事，而只說：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
、《論語》
、《三禮》
、《左氏》解，
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
）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征為
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
《毛詩》、
《禮記》、
④
《春秋三傳》
、
《國語》
、
《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
① 《礼记正义》第卷,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下册, 第 1534 页。
②陈寿撰, 裴松之注《三国志》第 4 卷，
《前四史》第 4 册, 第 44 页。
③参见陈寿撰, 卢弼著(三国志集解)第 4 卷, 第 156 頁。
④陈寿撰, 裴松之注(三国志)第 13 卷，
《前四史》第 4 册, 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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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著錄，有王肅注解《家語》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周易》“王肅注十卷（字子邕【巍
按：“邕”，《魏志》作“雍”】，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
《論語》
、
《孔子家語》
，述《毛詩注》
，作《聖證論》難鄭玄。）” ①《隋書•經籍志》雲：“《孔子家
語》二十一卷（王肅解）
。”② 可見，
《魏志》本傳不具王氏注解《家語》一事，蓋舉其所謂“皆列於
學官”者，及《聖證論》等主要著作，未予一一羅列所有而然。“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
而釋之”，可謂針鋒相對，然亦未見疑於王肅之注《家語》，與之有相近為學取向的田瓊引及了《家
語》
，③亦未在此等處發表不利於王肅的高論。姚範曰：“《詩》、
《禮》疏引《鄭志》，有馬昭”，④縱
使馬昭有孫叔然般“受學鄭玄之門”的經歷，而言之鑿鑿地說：“非鄭所見”，孤證不立，其言為可信
乎？
明儒何孟春曾詳細地討論及之，道：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
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也”；
《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
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辟鄭氏學，猛嘗學於肅，
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
風》之詩，玄注《樂記》雲“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
（取諸《屍子》）非鄭
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大+言【巍按：此字上下結構，疑為“大言”之連筆。】異於玄蓋每如此。
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為贅此，此自有為雲爾。肅之注，愚不獲
見，而見其《序》
，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
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
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⑤
何氏緣由“肅之注愚不獲見”而發為此論，難免有誤，而誤有不盡出此一途者。其誤之大者，約
有兩端。其一，以著錄卷數之不同，定古書之真偽。學者已經指出史志書目所載卷數之變遷，容有
後世合併重編另分之可能。即以《家語》為例，英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
（編號為“斯一八九一”）
保存了“五刑解第卅（此下題有“孔子家語”和“王氏注”字樣）”整篇，及對應於今本《家語》第二十九
篇《郊問》的篇末 12 行文字。特別是《五刑篇》篇末題有“家語卷苐十”字樣，今傳本《家語•五刑
解》同為第三十篇，則居於第七卷。可證六朝已有多於“十卷”的傳本流傳，由此可以推證：《漢書•
藝文志》著錄“二十七卷”，至《隋書•經籍志》雲為“二十一卷”，而兩《唐書》乃至今本都為十卷。
其間的不同，乃分卷方法有異，而非內容有大的縮減或損傷。也就是說，今傳本《家語》，淵源有
自。⑥
敦煌殘本《家語》之卷次與卷數均與傳世十卷本不同，可證單據卷數出入以定本書真偽之武斷。
又，劉向之校定，例以“《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五十七篇。
）”⑦（見《漢書•藝文志》）及“《孫
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

①陆德明撰, 黄焯汇校, 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第 1 卷, 第 9 页。
②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第 4 册，第 32 卷, 第 937 页。
③田琼为郑玄弟子, 建安、黄初间为博士。他引《家语》之“文绝嗣而后他人, 于理为非”(载《通典》不见于今本, 则
可知田氏所据本子或与王肃有不同而更可能的是《家语》未必为王肃所“增加”，其内容却极可能历经流传而有所“遗
失”。参见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第 69 卷,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④陈寿撰, 卢弼著三国志集解》第 4 卷, 第 156 页。
⑤何孟春注《孔子家语》之《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 册, 齐鲁书社 1995 年版, 第 3 页。
⑥宁镇疆: 《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 ,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2 期; 张固也、赵灿良: 《
〈孔
子家语〉分卷变迁考》, 《孔子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⑦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 13 卷,《前四史》第 2 册, 中华书局缩印本 1997 年版，第 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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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殺青簡書，可繕寫。”①等，學者盛稱
之“古人以篇為卷”②之通例，並不能成立。更常見的到是集篇成卷的例子。據此而論，
《家語》所謂“四
十四篇”烏得謂必與《漢志》所著錄之“二十七卷”風馬牛不相及？豈書上獻於朝廷後必不寫留副本存
於家中耶？豈必如範家相亦依此前提而雲“古《家語》止二十七篇（巍按：
《漢志》原文為“二十七卷”，
此亦持所謂“古人以篇為卷”之見，故有此誤會。），而王肅之《家語》反有四十四篇，其增多十七篇
何哉？”③偽託者往往援例依傍，（猶偽《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依附劉向《別錄》或桓譚諸說而又加
以彌縫之比）誠若偽託，何以不造成《漢志》所著錄“二十七卷”模樣，偏出“四十四篇”之說呢？
其二，偏信敷衍馬昭之說。馬氏所謂“增加”之“虞舜《南風》之詩”，是否可能系劉向“定著”過程
中，“除複重”時一不小心或以為並不重要而將之刪除了，還是別有其故？更有可能的是，鄭玄根本“未
見《家語》”。唐人孔穎達等疑之於前（見《詩•東門之楊》、《禮記•曾子問》正義），清儒範家相論
之於後雲：“馬昭謂王肅增加《家語》
，此據其一節言之也。夫但曰‘增加’，則必有原本之存，而昭固
不及見矣，何以明之？昭若及見古《家語》，則當直舉原文以正之，何必雲鄭所未聞乎？鄭氏之學
極博，然注經未嘗一引《家語》
，則古《家語》之亡久矣！馬昭、張融與肅先後同時，已不可得見，
而肅之借孔猛以作偽，又孰從而難之？”④範氏所論，多有未當，然舉出鄭君注經不引《家語》一事，
頗為有力，足證孔穎達鄭氏未見《家語》之說。崔述《洙泗考信錄》之說與之不同：“《家語》一書
本後人所偽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
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己耶！”⑤著錄於《漢志》
，未必“顯於”漢世，其書未立
於學官，漢代之書亦未有大幅徵引，可見一斑；秘府之書，外人豈獲徑睹，類非賈、馬、班固校書
東觀，民間學者雖大儒如鄭君亦未必方便過目，否則鄭君何以“注經未嘗一引《家語》”？崔氏之說
暗本馬說而附會以想像之辭，如此立論，不免“佞鄭”之譏矣。近人雖信從之者甚多，無奈並無確證。
又，張融有《當家語》之作，⑥何必不見《家語》，田瓊等亦引及《家語》，何必必信鄭君為學無不
通，而以為今本《家語》與相傳《家語》必不同源，而生造今古《家語》兩分之說，且必以王肅“作
偽”為解乎？後人如錢馥等皆承襲馬昭之說，今人亦頗有持此說者，何不一反思之。不僅此也，馬昭
之說明明雲王肅《聖證論》以《屍子》與《家語》相證，則“虞舜《南風》之詩”之記載《家語》與
《屍子》皆有之，絕非王氏之杜撰。乃何孟春詭辭雲王肅“取諸《屍子》”，其誣染王肅連帶歪曲馬
昭，一何甚也。⑦
凡此云云之說，與陸德明、孔穎達等“疑似之詞”何以異？！

二、
《孔子家語》中複音詞的運用
要瞭解《孔子家語》的語言，首先要瞭解複音詞。
1、複音詞劃分標準
進行複音詞的研究，首先要確定判定標準。由於古漢語複音詞的判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同
學者有不同的主張，但總體上可以分為語義標準、語法標準、見次頻率等。筆者認為語義標準最為
重要，此外還要充分考慮複音詞結構的固定性，考慮一個複音言語片斷與構成它的語言成分的詞性
①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 , 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丈》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 第 41—43
页。
②见陈鲭为孙氏《家语疏证》所作之《序》
，孙志祖 : 《家语疏证》
，
《续修四库全书》第 931 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3 页。
③范家相: 《家语证伪》第 11 卷《续修四库全书》第 931 册, 第 189 页。
④范家相: 《家语证伪》第 11 卷, 《续修四库全书》第 931 册, 第 191 页。
⑤崔述：
《洙泗考信录》第 1 卷，顾颉刚编订 : 《崔东壁遣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第 264 页。
⑥魏征、令狐德棻撰: 《隋书》第 4 册，第 32 卷, 第 937 页。
⑦魏征、令狐德棻撰: 《隋书》第 4 册，第 32 卷, 第 9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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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轉變，其使用頻率以及詞的流傳情況如何。如果結構固定，在《孔子家語》中使用頻率較高，
且在其他文獻中也有使用的，特別詞性發生了變化的，優先考慮為詞。
2、見次頻率
見次頻率為參考標準之一，主要用於判定並列式複音詞和偏正式複音詞。因為這兩類詞出現早、
數量多、發展比較成熟，所以需參考本書及先秦其他典籍的見次頻率來判斷。如果該組合使用較多，
表明結構已趨固定，可判定為詞。
3、語法結構
語法結構也是參考標準之一，即兩個音節如果結合緊密,不能拆開或隨意擴展，即為詞；若能在
中間或前後插入別的詞語，而意義和功能基本不變，則一般是片語。再者，一個雙音組合若可在同
一語言環境中拆開單用，也可大體證明其為片語。
總之,在複音詞的判定上，應以語義標準為主要依據 , 見次頻率和語法結構標準為必要參考。
4、
《孔子家語》中的複音詞
根據上述判定標準，筆者統計出《孔子家語》中共有詞 5088 個，其中，單音詞 3529 個，複
音詞 1559 個。
《孔子家語》複音詞中各小類的具體統計結果詳見下表：

從上表可見 《孔子家語》
,
的辭彙量已相當豐富，
共有 5088 個詞。除專名外,有常用複音詞 1302
個。如前所述，雖然上古漢語中單音節詞佔優勢，最早產生的基本詞彙都是單音節詞，但隨著社會
的發展，人類思維能力的提高，大量新概念產生，需要新的詞語來表達。當單音節詞不能有效地承
擔新的交際任務時，漢語表義精密化的要求就促使漢語走上複音化的道路，因此複音化的趨勢在戰
國後期已出現。
從所占比例看,《孔子家語》複音詞與戰國末年漢語複音化的發展趨勢相一致。《孔子家語》除
專名外的複音詞在總詞數中所占的比例與戰國中期的《孟子》和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接近，較
《韓非子》少，故其所處的時代應為戰國中晚期。
再者，從上古到東漢，聯合式複音詞在複合詞中所占比例不斷增大；而偏正式剛好相反，雖然
詞語的數量在遞增，但所占比例明顯減少。
《孔子家語》的情況和戰國晚期作品《呂氏春秋》及《韓
非子》都十分接近，處於聯合式和偏正式互相抗衡的階段。由此可判斷《孔子家語》是戰國晚期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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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綜上,《孔子家語》複音詞占總詞數的比例以及聯合式、偏正式兩種主要構詞方式所處發展階段
都表現出戰國晚期的特點，
《孔子家語》應為戰國晚期的語料，不可能是三國時期王肅偽造的。

三、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在《孔子家語》中，人稱代詞中的第一人稱中，“吾”的使用頻率最高,“我”的句法功能最為廣泛，
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句法功能上；第二人稱則是“汝”、“尓”為主，前者多出現在古詩或頌詞中；
第三人稱僅有“之”和“其”，統計出“之”字作賓語 358 例，作兼語 5 例，“其”字作主語 70 例，作定語
452 例，作兼語 4 例。
從辭彙方面考察，筆者認為《家語》的辭彙系統較接近上古時期，書中少量中古時期的新詞匯
則反映了王肅及其後世儒家學者對此書進行過潤色。

結論
如前所述，《家語》是由孔氏家學世代編撰出的文獻，又經過歷代儒學研究者的改動，最終形
成了今天的今本《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其“偽書”一說並不成立。這其中貫穿了歷代儒學者對我國
儒學文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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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韻》編纂時間考辨

沈祖春
西南大學（中國重慶）

摘 要：關於《集韻》編纂的起訖時間，學界有不同觀點，本文對此進行了梳理，並分別對成
書時間和始纂時間進行了考辨，指出《集韻》的編纂應始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成書於寶元
二年（1039）
。
關鍵字：《集韻》 編纂時間 考辨

一、紛紜之說
《集韻》是宋代官方組織的由丁度等人編纂的一部大型韻書，它收字眾多，注音複雜，是研究
語音以及文字的重要工具書。關於其編纂的起訖時間，學界說法不一，以下分別述論。
1、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寶元二年（1039）
不少語言文字工具書及相關論著皆持此說，比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集韻”條：“宋
仁宗景祐四年（1037）
，即《廣韻》頒行後 31 年，宋祁、鄭戩給皇帝上書批評《廣韻》多用舊文，
“繁省失當，有誤科試”（李燾《說文解字五音譜敘》）
。與此同時，賈昌朝也上書批評宋真宗景德年
間編的《韻略》“多無訓釋，疑混聲、重疊字,舉人誤用”（王應麟《玉海》）
。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
①
這兩部韻書。
《集韻》在仁宗寶元二年(1039)完稿。”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
：“《集韻》是由宋代丁度等奉敕修定的一部官修韻書，始撰于宋景祐
四年（西元 1037 年）
，於寶元二年（西元 1039 年）編成，後《廣韻》三十一年。”②
錢劍夫《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
，宋祁、鄭戩等就提出意見，認為
陳彭年、丘雍等人所修訂的‘多用舊文，繁省失當。因詔祁，戩’與‘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於寶元
二年（1039）完稿。”③
趙誠《中國古代韻書》言及《集韻》時，也認為該書的編纂始于宋景祐四年（西元 1037 年），
完成於寶元二年（西元 1039 年）
。④
中華書局 1989 年出版北京圖書館所藏之宋本《集韻》時說：“《集韻》是一部重要的中古韻書，
始撰于宋仁宗景祐四年（西元一○三七年）
，……寶元二年（西元一○三九年）修訂完畢，詔名曰《集
⑤
韻》
。”
此說古已有之，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于“景祐《集韻》”條下云：“景祐四年，翰林學士
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攽行。”⑥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語言文字》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版，頁 506。
②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264。
③ 錢劍夫《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
，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頁 118。
④ 趙誠《中國古代韻書》
，中華書局 2003 年版，頁 59。
⑤ 中華書局編輯部《宋刻集韻·出版說明》
，1989 年版。
⑥ 宋·王應麟《玉海》
，廣陵書社 2003 年版（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
，頁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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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在“類篇”條下亦言及《集韻》的編纂時間：“《集韻》是宋仁宗
景祐四年（1037）命丁度、宋祁等開始修纂的，到英宗治平四年同為司馬光編訂成書。”①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
：“《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撰，實際最後是由司馬光完成的，
並非盡出於丁度等之手。宋仁宗景祐四年（西元 1037 年）宋祁等認為陳彭年等重修的《廣韻》，多
用舊文，未能徹底革新，取材亦欠勻稱，建議重修，於是仁宗命宋祁、丁度等重撰，到宋英宗治平
四年（西元 1067 年）才由司馬光續編成書。”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韻》
：“然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
，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
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
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云云，則此書奏於
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③莫友芝《韻學源流》亦從之。④
3、？——寶元二年（1039）
有許多音學論著在介紹《集韻》時，只說成書時間，不言始纂於何時，如《漢語音韻》：“《集
韻》成書于宋寶元二年（1039）
。”⑤《音韻學教程》
：“《廣韻》成書後不久，宋代又編了兩部韻書。
一部叫《集韻》
，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 年)丁度等奉敕編纂而成。”⑥李新魁在《漢語音韻學》中提及
《集韻》時也只是說：“此書成于宋寶元二年(西元 1039 年)，比《廣韻》後三十一年。”⑦《宋代文
化史大辭典》介紹《集韻》
：“北宋丁度等人奉詔修訂。十卷。成書于仁宗寶元二年（1039）
。”⑧趙振
鐸先生：“《集韻》成書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慶曆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雕成。”⑨即使在近
年出版的專著《集韻研究》中，趙先生還是比較審慎：“說明這部書宣導編寫是在景祐年間，編成於
寶元二年(1039)，刻成于慶曆三年（1043）
。”⑩
4、景祐元年（1034）——寶元二年（1039）
持此論者，就筆者所見，僅魯國堯、寧忌浮兩位先生。魯國堯：“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宋
祁、鄭戩等向皇帝奏言……請求‘重撰定《廣韻》
，使知適從’……至寶元二年（1039）書成，皇帝賜
11
名為《集韻》，頒行天下，立於學官。” 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鄭戩、宋祁奏請編
纂《集韻》的時間是景祐元年三月……到寶元二年九月告竣呈上，賜名曰《集韻》。”12

二、成書時間辨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頁 251。又，此說異於本書“集韻”條，蓋不同編者之歧見。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
，中華書局 2004 年版，頁 236-23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年版。
清·莫友芝《韻學源流》
，羅常培校點，香港太平書局 1965 年版，頁 38-39。
王力《漢語音韻》
，中華書局 1963 年版，頁 52。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頁 202。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
，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頁 40。
虞雲國《宋代文化史大辭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1164。
參見《關於〈集韻〉的校理》
，此文原載《中國語文通訊》
（香港）第 23 期，1992 年。後收入《辭書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2006 年版。
⑩ 趙振鐸《集韻研究》
，語文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2。
11 魯國堯《
〈集韻〉——收字最多規模宏大的韻書》
，見《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310。
12 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
，中華書局 1997 年版，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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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集韻》成書于治平四年（西元 1067 年）
，依據是《切韻指掌圖》所載司馬光的自序。關
於《切韻指掌圖》的作者，明人即開始懷疑非司馬光所作，清人鄒伯奇在《鄒徵君存稿》中指出此
書“乃冒溫公名以求售”，①陳澧也進一步斷定作者不是司馬光，今之學者多從。比如濮之珍認為，“《切
韻指掌圖》的作者問題，經清代鄒特夫考證論述，不是司馬光，乃為宋楊中修所偽託，可見偽序自
不足為憑。”②趙誠也認為：“實際上，這篇自序是後人假託司馬光之名偽造的，所以不取。”③
因此，此序系偽作。那麼，偽序為何有“總為《集韻》”之言？蓋本自對宋·孫覿《切韻類例序》
的誤解，《切韻類例序》云：“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
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
書成，上之，有詔頒焉。”④張世祿先生以為，“這是混合《類篇》
《集韻》二書而言，所以可得說
‘治平四年，司馬光繼纂其職’，至於今本《切韻指掌圖序》竟作：‘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
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
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內中便單指《集韻》一書而言，從《集韻》和《類
篇》在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就可以知道此序為偽託的了，
《四庫提要》竟誤據此偽序，以推斷《集
⑤
韻》成書的年代，尤為妄論。”
張世祿的說法很有道理，
《玉海》卷四十五“景祐《集韻》”條於“詔名曰《集韻》”下小字注：“自
許慎而降，凡數家總為《類篇》
《集韻》”，末尾小字注云：“或云治平四年，司馬光繼纂其職。”⑥
可見《玉海》編者王應麟已有點迷糊了，偽序作者將《類篇》《集韻》的編撰結束時間混而為一，
故有其說。
《集韻》未經司馬光之手，我們還可以從該書的內容上舉出兩個證據：
其一，經司馬光整理修訂並奏進的《類篇》，全書共有其按語 55 處，其中“臣光曰”41 處，“臣
光按”14 處，而《集韻》一處未見。如果說“司馬光繼纂其職”，那麼，他不可能在《集韻》中一處
按語也不加。
其二，武則天新造的 18 字，在《集韻》中均與相關字頭並列，視為異體。而在《類篇》中，
則附在相應的注文之下，司馬光在“天”字下即言明此體例：“臣光曰：唐武后所撰字，別無典據，各
附本文注下。”可見二書對唐武后所造新字採取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體現了各自的編纂態
度。因此，
《集韻》不可能為司馬光“繼纂其職”，自然也不可能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成書。
《集韻》成書於寶元二年（1039）
，我們還可以提供一個佐證。
《類篇》後的附記：“寶元二年十
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
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
，與《集韻》相副施行。’”《集韻》之名是書成之後欽定的，“詔名曰《集
韻》”，在寶元二年丁度的奏文中明確提到《集韻》之名，可見此時本書已經完成。假設是宋英宗治
平四年才完成，那麼在丁度奏文中便不會出現《集韻》之名，也不敢出現，因為《集韻》之名是欽
定的，在等級森嚴的封建時代，他人豈敢隨便命名？顯而易見，《集韻》編纂的結束時間是寶元二
年，即西元 1039 年。

三、始纂時間辨論

①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47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
②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
，頁 265。又，特夫為鄒伯奇的字。
③ 趙誠《中國古代韻書》
，頁 59 注①。另外，中華書局 1962 年 12 月所出版的《切韻指掌圖》
，陳操在《重印後記》
中對作者問題有考辨；李紅在其博士論文《切韻指掌圖研究》中，關於作者問題，提出了趙蔭堂、董同龢、黃典
誠、平田昌司、周世箴等諸家觀點，可參考。
（
《切韻指掌圖研究》63-64 頁，李紅，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
④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十，
《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影印出版。
⑤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
（下冊）
，上海書店 1984 年版，頁 115。又，
《類篇》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開始編
纂，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由司馬光整理並奏進。
⑥ 宋·王應麟《玉海》
，頁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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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部分學者認為《集韻》的編纂始于景祐四年（1039）
，然而不少學者在介紹《集韻》
時，只說成書時間，而不提編纂時間，為什麼呢？
起于“景祐四年”（1039）之說，蓋本於《集韻》卷首之《韻例》：
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為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
館鄭戩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
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為之典領。
如果根據此《韻例》
，那麼《集韻》的編纂時間當起于“景祐四年”。然而，《集韻》卷末牒文所
載的編纂起始時間則與《韻例》不同：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奏：昨奉差考校
禦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座坐、底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釋轉音，
重疊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聖聰，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
、《韻略》
所載疏漏，子注乖殊，宜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生。欲
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
，使知適從。”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
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嘗纂《群經音辨》，奏
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鏤版施行。①
這份牒文，只有金州本保存完好，其他《集韻》刻本的牒文從“上煩”以後全部缺脫。從牒文中
可以看出，編纂的時間是起于“景祐元年”，成書於“寶元二年”。
《集韻》現存三個宋本：明州本、金州本、潭州本，均為南宋初年或早年所刻，金州本卷末雖
有完整牒文，但缺卷一，自然也就沒有卷首之《韻例》了。明州本和潭州本的《韻例》皆為“景祐四
年”，可見《集韻》始纂時間的歧異在南宋早期就產生了，而且是在同一種文獻的不同版本中。
南宋中晚期的王應麟則兩說並載，他在《玉海》卷四十五“景祐《集韻》”條認為是“景祐四年，
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但是在接下來引用《集韻》之《韻例》時，于“景祐四年”下有小注“一云
元年三月”；在本卷另一處云：“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刊修《廣
韻》
《韻略》
，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②
面對《集韻》始纂時間的分歧，我們以為，起于“景祐元年”之說較為可信，理由如次：
其一，史家之筆以“景祐元年”為據。
宋代著名史學家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四記載：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直史館宋
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廣韻》
《韻略》
，仍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時祁等言《廣
韻》
《韻略》
，多疑混字，舉人程試間或誤用，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乃致上煩親決，故請加撰定。”③
他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中亦言：“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
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
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
。”④

① 此為南宋孝宗淳熙 14 年（1187）金州（今陝西安康）軍刻本，即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線裝書局 2001 年 12
月影印出版。
《集韻》此牒文，只有金州本保存完好。傅增湘之《藏園群書經眼錄》也完整錄有此附記，系傅君在
日本觀金州本後而錄。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
，中華書局 1983 年版，頁 140-150。又，甯忌浮先生即據此
認為“鄭戩、宋祁奏請編纂《集韻》的時間是景祐元年三月”，見寧忌浮《
〈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
，中華
書局 1997 年版，頁 73、頁 112。
② 宋·王應麟《玉海》
，頁 847。
③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頁 1026。又，李燾的生卒年為宋徽宗政和五年——
孝宗十一年（1115-1184）
。
④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中華書局 1986 年版。又，李燾的《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不知何時被削
去了前後序，
《文獻通考》將李序載于徐鍇的《說文解字韻譜》和《說文解字系傳》下。清人別之，
《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言：“《說文解字五音韻譜》
，十卷（通行本）
，宋李燾撰。……明人刊《文獻通考》
，又偶佚此書標題，
而連綴其前後《序》文于徐鍇《系傳》條下，世遂不知燾有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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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燾（1115 年－1184 年）生活的年代跨北宋末期和南宋早期，比王應麟早，也比現存三個宋本
《集韻》的刊刻時代要早，而且他是著名的史學家、目錄學家，其說較為可信。
另外，
《宋會要輯稿》中也記載：“其‘隋’‘隨’兩字，如係國名，即音義並同，景祐元年所修《集
韻》已曾收入，具注分明。”①
史家之筆對《集韻》始纂時間的記載，為明清學者所信從，明·曹學佺《蜀中廣記》
，顧炎武《音
論》，清·汪憲《說文系傳考異》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
，亦皆引作“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
清·李光地等撰《音韻闡微》曰：“景佑初，宋祁、丁度等撰修《集韻》收字取音，務從該廣。”②
其二，從事理上講，“景祐元年”說更合乎情理。
我們先來看看北宋仁宗朝緊承《集韻》之後官修的另一部大型字書《類篇》，其從宋仁宗寶元
二年（公元 1039 年）開始編纂，至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 1067 年）十二月上呈君王，前後歷時共
二十八年。
《類篇》與《集韻》為姊妹篇，其材料絕大多數來自《集韻》，尚且花了二十八年，而《集韻》
幾乎是新纂的，較《廣韻》而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如果說《集韻》是始纂于景祐四
年（1037）
，成書于寶元二年（1039 年）
，那麼其間只有兩年時間，儘管編纂隊伍不小，恐怕也難完
成規模如此龐大的一部書。因此，我們以為，《集韻》的始纂時間為景佑元年（1034）是比較合情
理的，即總共用了五年的編纂時間。

四、餘 論
《集韻》的始纂時間為何會有分歧？一方面是因為《集韻》在刊刻流傳的過程中，因版本不同
而產生了訛誤；另一方面還有《集韻》本身的原因。
《集韻》雖為官府編成並頒行，但因卷帙浩繁，
內容龐雜，流通及翻刻皆不便。加之當時科舉考試參考的標準韻書是只收九千多字且釋義簡單的《禮
部韻略》
，因此《集韻》在宋代不顯。(“元明兩代，《集韻》沒有刊刻過，全靠抄本流傳，見到它的
人不多”)③金州本《集韻》後有田世卿的跋文，從中我們可以窺見《集韻》的命運：
世卿舊聞《集韻》收字最為該博，搜訪積年，竟未能得，皆云此板久已磨滅，不復有也。
世卿前年蒙恩將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誤，間亦脫漏。嘗從暇日委官校正，凡點畫錯謬者
五百三十一字，其間湮晦漫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正文注解脫漏者三十三字，繼得中原平時
舊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舊本雖善，而書字點畫亦有謬誤，複以《說文》
、《爾雅》等
書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鋟板以廣其傳。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僅能畢工，
亦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之義也。
可見在南宋淳熙年間，
《集韻》就已經罕見了。田世卿重刻的這個本子，卷末完整地保存了牒
文，遺憾的是，這個金州本缺首卷，因此，我們無從知曉此本卷首《韻例》所記宋祁、鄭戩建言的
時間。不過可以推斷，此本《韻例》與牒文記載的時間應該是一致的。
至於為什麼會將“元年”訛作“四年”，我們推測，有可能是因為“元”和“四”的古文字形“𦉭”有些
像。
《說文》中“四”的古文作“ ”，唐開元十五年（727）
《楊孝恭碑》“四”亦作“ ”，後楷化為“𦉭”，
《集韻·至韻》
：“四，古作𦉭。”《類篇·四部》亦然。也許是某位刻寫者不小心將“元”訛混為“𦉭”，
遂按自己的誤解刻寫為“四”，後人以訛傳訛。
綜上所述，
《集韻》的編纂，當始于景祐元年（1034）
。三月，宋祁、鄭戩建言重新刊修《廣韻》；
四月，仁宗下詔令宋祁、鄭戩、王洙等刊修，丁度、李淑詳定。成書於寶元二年（1039）九月，刻
成于慶曆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
①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四》
，中華書局，1957 年版，頁 4310。又，原書為稿本，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② 《文淵閣四庫全書·音韻闡微》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影印出版，第 225 冊。
③ 趙振鐸《集韻研究》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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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
《諸神吉凶》前半章綴合校釋
名和敏光
山梨縣立大學
提要：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1中，《陰陽五行》甲篇殘損嚴重，有還需要修改的地方。該
篇《諸神吉凶》章第 1 到 16 行（
《集成（壹）》第 250-251 頁），根據《徙》章、
《天地》章和《女發》
章（同第 244-245 頁）的反印文，剔除了兩塊帛片并且移動了另兩塊帛片。然後還補充了幾塊殘片。
通過以上的調整，能提供新的釋文。我們發現該章圖版有拼錯帛片的地方、也有標錯編號的地方、
釋文的行號有和圖版不一致的地方、还有本來上下可以連讀的地方沒有連讀。
關鍵詞：《陰陽五行》甲篇、
《諸神吉凶》、新釋文、綴合。

關於《陰陽五行》甲篇的整體結構，我們發表過我們的復原方案2。此外，我們曾撰文介紹過《諸
神吉凶》章圖版等的一些修改意見3。
《諸神吉凶》章由六個帛片（上下合起來後三組）構成。本文
討論《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章第 1 到 16 行（《集成（壹）》第 250-251 頁。以下簡稱爲“前
半章”。）
。我們發現，
《集成》此處的圖版有拼錯帛片的地方，也有標錯編號的地方，釋文的行號有
和圖版不一致的地方，本來上下可以連讀的地方沒有連讀。本文主要调整帛片位置的基础上，拼綴
一些殘片，並提供新的釋文。

（一）已移動的帛片
本文要討論的是《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章第 1 到 16 行的復原。我們先看《集成》的
原始圖版和整理圖版：

1
2

3

《長沙馬王堆漢墓集成》全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以下簡稱爲“《集成》”。
名和敏光、廣瀨薰雄《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整體結構的復原》，《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訂
國際研討會報告，2015 年 6 月 28 日，於復旦大學。擬在《出土文獻研究》第 15 輯（待刊）上發表。
名和敏光《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綴合校釋》，紀念馬王堆漢墓發掘四十周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待刊。
名和敏光《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𧗟〉〈雜占之四〉綴合校釋》，《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
訂國際研討會報告。《出土文獻》第 8 輯，2106 年 4 月，146-158 頁。
名和敏光《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雜占之一〉〈天一〉綴合校釋――兼論〈諸神吉凶〉下半截的復
原》，出土文獻與先秦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2016 年 10 月 16 日，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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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圖版（
《集成（柒）
》第 141 頁）

整理圖版（《集成（壹）》第 250 頁）

我們討論《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章第 18 到 31 行（
《集成（壹）》第 252 頁）時，根據
該章跟《雜占之一》章和《天一》章有反印關係，能將兩個帛片從《諸神吉凶》章第 8-9 行和第 16-17
行移动到第 25-26 行和第 21-22 行4。

（二）《諸神吉凶》章第 1 到 16 行上半截的復原
我們認爲此處的圖版需要較大的改動。第一，右上邊第 1-4 行的帛片應該到左上邊移動，可以
直接拼接，參看下圖：

4

名和敏光《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綴合校釋》，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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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邊的帛片 第 1-4 行

移動後第 10-13 行

這塊殘片應該移到 10-13 行。雖然把這塊殘片放在此處沒有確鑿的根據，但拼接處的筆劃密合，可
證我們拼合的是合理的：
釋文如下：
●河吉日：
【□（原 1）□□】□星才（在）去（虛）。
甬（用）……木不可

兇日：辛卯☆ 10 上 ……或胃（謂）辛不可

（爨）
。10 下

●泰吉日：辛、壬（原 2）、乙、己、癸。吉星：角、埂（亢）、 （氐）
、房、心、緊（牽）牛、
須女、斗【□□□□】□□ （七星）、張、翼。11 上……11 下
●二天子吉日：壬（原 3）戌。吉星：
室。

（奎）
、 （氐）
、房、心；夏三月：七星、危、熒（營）

兇（凶）日：庚辰、己□☆12 上……才（在）房、畢，吉┗。兇（凶）日：丁、戊、

壬；星：此（觜）觿、參。月生三日，以祭門、

（行），死。12 下

●行吉日：□辛□（原 4）【甲□□□】酉、亥、癸、丑。吉星：角、埂（亢）、 （氐）、房、緊（牽）
牛、須女、畢；秋：辛未、庚□☆13 上星復<須>女、去（虛）
、𦝩（胃）
、矛（昴）。13 下
第二，殘片 62 可以綴到《諸神吉凶（上）》第 7-8 行上：

殘片 62

拼合後

帛的形狀、7 行“酉”、8 行“己丁”的筆劃都密合。
另外，此頁與《徙》
、
《天地》
、
《女發》的一頁（
（壹）244 頁）有反印關係。根據反印文可知，
《集成》把“戶上司/五祀吉日/五風吉日/雨帀”的殘片位置放得不太準確，應該往上移一點。可以放
在第 3-5 行。
根據以上調整，此處釋文應當改爲如下：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五風吉日：乙酉□……。7 上
雨帀（師）吉日：己、丁酉、
【□□】。吉星：矛（昴）、畢，有得。以寅祈雨帀（師），得雨。
8上

“己、丁酉”之“己”。
《集成》將其釋作“壬”，通過我們的拼合可以知道是不確切的。
然後，我們知道《徙》《天地》《女發》《雜占之一》章的帛片上有這一頁的反印文，其圖版見
於《集成（壹）
》第 244 頁。
《天地》章第 4 行、
《女發》第 1-3 行章上有殘片 95 的反印文。

殘片 95

《天地》第 4 行、《女發》第 1～3 行

殘片 95 可以放在“戶上司/五祀吉日/五風吉日/雨帀”殘片右下邊第 7-8 行。
第三，殘片 61 可以綴到《諸神吉凶（上）》10 行上，殘片 63 疑可以綴到《諸神吉凶（上）》8
行上：

殘片 61

殘片 63

拼合後

殘片 61“星才去”三字的筆劃都密合，這個拼合當無可疑。殘片 63“矛”的筆劃密合，帛的形狀與此處
的殘缺處基本一致。但殘片 63 放在此處後，殘片 61 和殘片 63 的帛有一些重複的地方。我們認爲
這可能是帛變形的緣故。
此處釋文可以改爲如下：
雨帀（師）吉日：己、丁酉、
【□□】
。吉星：矛（昴）、畢，有得。以寅祈雨帀（師），得雨。
8上

河吉日：【□□□】□星才（在）去（虛）。

兇日：辛卯……10 上

第四，《集成》
（柒）第 294 頁所見殘片、殘片 217、204 可以拼合。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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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柒）第 294 頁所見殘片

殘片 217

殘片 204

其實殘片 211、殘片 227、殘片 100、殘片 203 也可以拼合：

殘片 211

殘片 227

殘片 100

殘片 203

拼合後
此處的釋文可以改爲如下：
……□以祭，六十福。1 上……□其身。1 下
……武以祭，五十福。
【□□】州邦 2 上……□□加大屋門，兇，羅弗行□2 下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以】祭，七十福。可以□子□3 上……□斷獄、斬伐、殺生，以祭天鬼，大吉。3 下
【□□□□】主有五得。……□有咎。

四（？）月下壬酒酉□4 上……有七得，主人有五得。

4下

【□】□□客主皆吉。

凡【□】□戊子酒 5 上……客主有亡。丙子、丁亥、庚寅、辛□【□□□□】

□丙寅，客死。5 下
戶上司【□□】吉日：癸酉、乙酉、
【□】。吉星：此（觜）觿、參；春：東辟、酉（柳）、七
星。

兇（凶）日（？）
：
【□□】星：婁、□6 上……矛（昴）、畢。6 下

五祀吉日：
【□□□□】星：角、
五風吉日：乙酉、□……。

（氐）。

兇（凶）
【□□□】酉（柳）、翼。7 上

兇（凶）【□□□】午。8 上

雨帀（師）吉日：己、丁酉、
【□□】。吉星：矛（昴）、畢，有得。以寅祈雨帀（師），得雨。
〼未。9 上……至斗。9 下
□□……□卯□五十☆10 上
河吉日：【□□□】□星才（在）去（虛）。

兇（凶）日：辛卯【□□】……11 上

第五，殘片 9 是兩塊殘片拼綴而成的，上半見第 7 冊第 133 頁，下半見第 7 冊第 169 頁：

我們發現《女發》第 3 行“月亥五月寅六”處隱約地有殘片 9 上半部分的反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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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片 9

《女發》
（已翻轉）

根據這個反印關係，殘片 9 上半可以拼到《諸神吉凶（上）》
。拼合後的圖版和釋文如下：

【□□□□□】主有五得。□午酒酉旬(?)【□□□】□有咎。

四(?)月下壬酒酉□

【□】□□□客主皆吉。

凡【□】□戊子酒

拼綴後，此行也有“酒酉”，下一行有“凡【□】□戊子酒”，“酒”下當是“酉”字。從這個辭例看，殘片
9 上半拼到這個地方是很合適的。
但這個地方沒有能容下殘片 9 下半部分的空間，這應該怎麼解釋？其實整理者把殘片 9 的兩塊
殘片拼綴在一塊是不對的。我們放大看這兩塊殘片的拼接部分：

整理者把此字釋爲“旬”。上半殘片“勹”下還有一點筆劃，按照整理者的意思，這應該是“日”的一部
分。但下半殘片還有比較完整的“日”，因此這兩塊殘片是不能拼合的。再看辭例，拼綴後的釋文是“□
午酒酉旬壬辰┗；星從□”，意思根本說不通。
另外，有一個只見於原始圖版的殘片（不見於整理圖版），《集成》（柒）第 163 頁所見殘片因
爲也有反印關係，可以和殘片 9 上半拼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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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3 的殘片

拼合後

有紅色欄線，該片“壬酒酉寅”的內容跟殘片 9“□午酒酉”意思相合。
第六，殘片 112 由筆劃和反印關係可以放在左上邊第 15 行“三月甲辰”的上方拼合，而殘片 123
由反印文、殘片的形狀和空白行的位置可以放在左上邊第 16 行“必才（在）其生”的上方拼合：

殘片 123

殘片 112

拼合後

（三）新釋文
我們整理後知道《諸神吉凶》章前有紅色欄線，在殘片 211、
《集成》
（柒）第 294 頁所見殘片、
殘片 227、殘片 204、殘片 100、殘片 217，殘片 203 拼綴的內容中，都能看到“…以祭，…福。”的
句式。我們猜测該部分應該承《祭》章。
《諸神吉凶》前半部下半截（《集成（壹）
》第 251 頁）沒
有拼綴的殘片。我們認爲紅色欄線後，下半截的位置錯開前 3 行。
我們在以上拼合的基礎上製作了新圖版，把它附在文末。最後根據新圖版重新做了《諸神吉凶》
前半部的釋文。
《祭》章（承前）5
【●】〼
5

如前所述。。我們猜测該部分應該承《祭》章。

□有五得以祭，六十福。〼1 上〼□其身。1 下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柏

【●】〼

武以祭，五十福。
【□□】州邦〼2 上〼□□

加（架）大屋門，兇（凶）
，羅弗行□〼2 下
【●】〼

陽文德□【以】祭，七十福。可以□子□〼3

上

〼□斷獄、斬伐、殺生，以祭天鬼，大吉。3 下
《諸神吉凶》6前半章
【●□□□□□】主有五得。□午酒酉7旬【□□□】□有咎。

四（？）月下壬酒酉□〼1 上〼有七得，主

人有五得。1 下
【●□】□□□客主皆吉。

凡【□】□戊子酒【酉】〼2 上〼客主有

亡，丙子、丁亥、庚寅、辛□【□□□□】□〼丙寅，客死。2 下
●戶上司吉日：癸酉、乙酉、□。吉星：此（觜）觿、參；春：東辟（壁）、酉（柳）、 （七星）。
兇（凶）日（？）
：
【□□】星：婁、□〼3 上〼矛（昴）、畢。3 下
●五祀吉日：
【□□□□】星：角、
●五風吉日：乙酉、□〼

（氐）
。

兇（凶）【□□□】酉（柳）、翼。4 上

兇（凶）
【□□□】午。5 上〼□。5 下

●雨帀（師）吉日：己、丁酉、
【□□】
。吉星：矛（昴）、畢，有得。以寅祈雨帀（師），得雨。

〼

未。6 上〼【吉星從□】至斗。6 下
【●】□□〼□卯□五十〼7 上〼吉星從軫至〼□。7 下
●河吉日：
【□□□】□星才（在）去（虛）
。
（用）〼木不可

兇（凶）日：辛卯【□□】〼8 上〼或胃（謂）辛不可甬

（爨）
。8 下

●泰 吉日：辛、丑、乙、己、癸。吉星：角、埂（亢）
、
8

（氐）、房、心、緊（牽）牛、須女、斗

【□□□□】□□ （七星）
、張、翼。〼9 上。〼9 下
●二天子吉日：壬戌。吉星

（奎）
、

（氐）、房、心；夏三月：七星、危、熒（營）室。

兇

（凶）日：庚、辰、己□〼10 上才（在）房、畢，吉┗；兇（凶）日：丁、戊、壬；星：此（觜）觿、
參。月生三日，以祭門、

（行）
，死。10 下

●行 吉日：庚辛；
【甲□□□】酉、亥、癸丑；吉星：角、埂（亢）、 （氐）、房、緊（牽）牛、須女、
9

畢；秋：辛未、庚□〼11 上星：復<須>女、去（虛）
、𦝩（胃）
、矛（昴）
。11 下
【●□□吉日才緊】牛，秋三月：甲辰、寅10┗；角、埂（亢）、 （氐）
、房、畢，有得；兇（凶）日：
庚、辛、丁〼12 上□心、尾。12 下
6

《集成》注〔一〕云：“《諸神吉凶》章題目爲此次整理時新擬。該章分上、下兩節，右五上、右五下、右六上、
右六下共四塊帛所屬內容爲上節，中一上、中一下共兩塊所屬內容爲下節。每節分若干段，每段以一神名開頭，
如‘五祀’、‘五風’、‘雨帀（師）’、‘大父母’等，其下依次列出該神之吉日、吉星、凶日、凶星。由於
帛書殘損嚴重，未能完全復原。由於右六上號帛與右六下號帛的內容無法確定上下行的對應關係，因此暫將該部
分內容分上欄和下欄，分別寫出釋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分章是在湖南省博物館初步復原方案的基礎上做
出的。由於帛書有可能抄於兩張帛，而且該部分上節末尾與下節開頭並無可以銜接的文句，因此該章上、下兩節
也不排除分爲兩個獨立章節的可能性。另外，下節開頭有一些似乎屬於巫術的內容，若帛書確實抄於兩張帛的話，
這些內容也可能獨立分章。”
7
關於“酒酉”詞語，我們已經在《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𧗟〉〈雜占之四〉綴合校釋》上讨论过。
“酒酉”似是“飲酒”、“酒肉”之類的意思。參考第 155 頁注〔一〕。
8
《集成》注〔二〕云：“此字不識，或是‘泰’字訛寫，疑是泰山之神，與前之河神相配。”
9
《集成》注〔三〕云：“此字殘，疑是‘ ’字，讀爲‘行’。”
10
《集成》注〔四〕云：“‘甲辰、寅’似當指‘甲辰、甲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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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三月：己未11。必才（在）其生；吉星：斗、緊（牽）牛、熒（營）室、畢；兇（凶）日
丙戌；星□〼13 上
【●】〼□。14 上

附記：
筆者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得到了廣瀨薰雄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本文爲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Ｃ））“中国古代の陰陽五行―占と科学
の成立―”（研究課題番號：16K02157）
、
（基盤研究（Ｂ））“Multi Disciplinary Approach による戰國
秦漢期新出土資料研究”（研究課題番號：26284010）
、
（基盤研究（Ｂ））“前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術數文化の形成と傳播・展開に關する學際的研究”（研究課題番號：16H03466）的成果之一。

11

“未”字，《集成》本文和殘片沒有釋。拼綴後才能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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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諸神吉凶》前半章上半截新圖版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附 2 《諸神吉凶》前半章上下拼合新圖版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清華簡》从食字例初探
呂佩珊
慈濟科技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

摘

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是近年來出土的寶貴文獻，其中所蘊含的豐富先秦思想，吸引學有
專精的專家學者各以己長投入簡文的釋讀與闡釋。而本文所關注的，即是從古文字角度探究先秦
飲食文化，這是相關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1

筆者曾有小文論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關於飲酒觀與烹飪藝術的簡文 ，而在《清華簡》
中，出現相當多的飲食動詞，如：飤、亯、

、嘗、饋、旨、飲等字，今專就从食諸字論起，討

論其相關用法，並討論相關飲食相關文例。
出現在《清華簡》从食的字例，
「飤」字有食用的意思，｛食｝都是以「飤」表示，而先秦傳
世文獻則以「食」用來指｛食｝
，是最常見的飲食動詞；「饋」則是專指下對上的獻食。；「
應即是「飻」字異體，而「飻」也是「餮」字異體，貪食的意思；「

」字

」即是「飲」字，在《清華

簡》中都指｛飲用｝義，尚未出現泛稱｛飲料｝義的用法。
關鍵詞： 清華簡、从食、飤、飻餮、饋

壹、

前言

從《漢書・卷四三．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的記載，可知飲食活動
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性。在傳世文獻中，飲食的相關資料相當豐富，可以從《周禮》、《儀禮》
中探索飲食禮儀，可以從各種正史、方志、筆記文獻，蒐羅飲食禮俗。在《尚書》、《詩經》、
《左傳》當中，光是「食」字就分別出現了18次、52次、209次，可以藉此推敲飲食文化的重要
性。
而在《說文解字》中，共出現了178次的「食」字，「食」部下共收入了64個字，可以瞭解這
是飲食文化在文字的具體反映。因此，本篇小文以食部字為論述主題，探究在《清華簡》中从食
諸字的相關文例，或可以稍益於對《清華簡》飲食諸字及其所代表飲食文化的相關研究。
《清華簡》中从食的字例，有「飤」、「飲」、「饋」、「

1

」、「饗」等五個，都是《清

呂佩珊：〈
《清華簡》飲食觀初探〉，中國文字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北京人民大學，2015.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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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簡》的飲食詞彙，以下嘗試討論相關文例，還請學者方家不吝教正。

貳、

飤

「飤」字甲金文作「」之形，从食、从「人」
，象人進食之形。
《說文解字・食部》
：
「飤，糧也。
从人、食。」
（5）甲骨文用義不詳，金文用以表示食用，如余義鐘：「飲飤訶(歌)舞」讀作「飲食歌
2

舞」
，唐蘭、馬敍倫等學者認為「飤」即是「食」字，
「飤」是「食」字的繁體 。在戰國簡文中，
「飤」
有兩種用法：一是用作動詞，讀作「食」，如《上博・子見季桓子》
：「不飤（食）五穀【14】
」
、《上
博二・容成氏》
：
「句（后）禝（稷）既已受命，乃飤（食）於埜（野）
【28】」
；二是用作名詞，讀作
「食」
，如《包山》
：
「一白犬，酉（酒）飤（食）
【210】」、「飤（食）室之飤（食）【255】」
。
而在《清華簡》中，
「飤」共有 13 例，也都應讀作「食」
，如「眾 （烏） （將）飤（食）之」
（

鳥 6）
、
「不可飤（食）也」
（

（莘）之女

鳥 6）、
「于飤（食）【六】亓（其）祭」
（

（食）之」
（湯丘 1）
、
「湯亦

（饕）
，五味皆哉（

（食）之」
（湯丘 2）
、
〈湯丘〉
：
「

鳥 6）
、
「又（有）
（食）時不旨（嗜）

）
【15】
」即是，而且以上的六例都做動詞使用，指進食、食用的意思。

除了動詞的用法之外，
「飤」也可做名詞使用，如〈湯丘〉
：
「取妻於又=
以少=臣=（小臣，小臣）善為

=（有莘。有莘） （媵）

（食）
，亯（烹）之和。
【1】」
、
〈厚父〉
：
「曰酉（酒）非

（食）
，隹

（惟）神之卿（饗）
。
【13】
」
、
〈湯丘〉
：
「能亓（其）事而 （得）亓（其） （食）
，是名曰昌。
【六】
未能亓（其）事而 （得）亓（其） （食）
，是名曰喪。必思（使）事與 （食）相 （當）
。
【7】」
、
〈湯丘〉
：
「
（食）

（饑）又（有）所
（

（食）
【18】
」
、
〈子產〉
：
「勑（飾） （美）宮室衣裘，好酓（飲）

）釀【23】」
、
〈殷高宗〉
：
（厭）非（必） （富）
，亞（惡）非（必）亡（無）

。

【八】等，也都是讀為「食」
，指食物的意思。
從《清華簡》
「飤」都讀為「食」
，以及《清華簡》未見有「食」的現象來看，可以說，
｛食｝都
是以「飤」來表示的。而《說文》：
「飤，糧也。从人、食。」以指穀類食物的「糧」來說解「飤」
字，在《清華簡》中沒有看到相關的用例。
《清華簡》
「飤」字的用法，與上述的戰國簡文呈現相同的用例，卻與傳世文獻不同。先秦傳世
文獻不見「飤」字，僅用「食」字，如《周易・需卦》：「需者。飲食之道也」、《孟子・盡心》：「飢
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經典釋文》也指出：
「飤，囚志反。
《字林》
：云：
『糧也。』

2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十，《古文字詁林》第五冊，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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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典並止作食字，借作嗣。」 。
另外，
〈子儀〉
：
「三

（謀）

（輔）之，非（靡）土不

（飭）
【1】」中的「」字，整理者提

出兩種讀法：一讀作「」
，舉《呂氏春秋．孟春》「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如敕。」說明；一
4

說「 （食）
」猶「祿也」
。 目前學界對此字未有特別撰述，多從整理者讀作「飭」。
「飭」字从人、从力、食聲，目前未見於出土文獻，就小篆來看，與「飤」字形、字音相近，
二者通假的可能性很高。然而，目前未有兩字通假的例子，就「飤」在出土文獻中皆讀作「食」來
思考的話，
「非（靡）土不

」有可能讀作「靡土不食」
，義指沒有土地不能使人食之，這裡的食意

義近於《國語・吳語》
：
「食土不均，地之不修」
、
《前漢紀・孝武皇帝紀六》
：
「得其土，不可耕而食。」
的食。
總括來看，
《清華簡》
｛食｝都是以「飤」表示，而先秦傳世文獻則以「食」用來指｛食｝
，這是
兩者最大的差異。

參、

（飲）

在「飲食」一詞中，
「飲」字泛稱一切可喝之物，
「飲」字古文寫作「

」
，正說明了為何俗諺常

言：
「無酒不成席」
，強調酒在一場宴席中的重要地位，從這個字可以看出飲酒在古代生活的重要性。
「

」字見於《說文》
：
「㱃，歠也。从欠，酓聲。凡㱃之屬皆从㱃。𣲎，古文㱃从今、水。𩚜，

古文㱃从今、食。」甲骨文作「」之形，象人俯首張口飲酒，本義即是飲酒。商代金文也有从酉、
今聲的字形，如「

元匜）
、
「

」
（辛巳簋）
；西周後出現眾多異體，如「

」
（曾孟嬭諫盆）
、
「

」
（《古陶》3.1184）
、
「

」
（ 中壺）
、
「

」
（天卜）等，在从酉、今、食、

次等不同構件中組合而成。
在《清華簡》中，
「

3
4

」字也是指飲酒義，是常見的飲酒動詞，文例如下：

《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09）
，頁 42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上海：中西書局，2016.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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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
：
「賽（息）侯以文【二六】王

=（飲酒）【27】
」

〈耆夜〉
：
「乃

（飲）至文王大（太）室【1】
」

〈耆夜〉
：
「監

（飲）酉（酒）
【3】
」

〈耆夜〉
：
「嘉

（爵）速

（飲）【4】
」

〈耆夜〉
：
「周公秉 （爵）未

（飲），

（蟋）

（蟀） （趯）

（陞）于尚（堂）

【9】
」
從字形上來看，
《清華簡》
「

」字繼承了从酉、从次、今聲的金文寫法（如「

」
，魯元匜）
，

其中有細微的差別，在於「今」旁構件是否包圍了「欠」部。
從這五個文例看來，
《清華簡》的「

」字，與「酉（酒）
」合文，讀作「飲酒」
；不與「酉（酒）」

連文時，也解作「飲酒」的意思。段玉裁曾指出：
「水流入口為飲，引伸之可飲之物謂之飲。與人飲
之謂之飲，俗讀去聲。又消納無迹謂之飲。」並且都用作動詞，取「水流入口」的意思，未出現如
《論語．雍也》
：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類的名詞用法。
這種現象，不獨在《清華簡》
，在《上博簡》中也可以發現。《上博二・容成氏》
：「（飲）而飤
(食)之【3】
」
、
《上博五・三德》
：
「凡飤(食)飲無量計【7】」
、
《上博五・三德》
：
「不飲弗飤(食)【11】
」
、
《上博五・融師有成氏》
：
「弗飲弗飤(食)【6】」
總括來看，
《清華簡》的「

肆、

」字都指｛飲用｝義，尚未出現泛稱｛飲料｝義的用法。

饋

「饋」字見於〈

鳥〉
：
「少（小）臣

（饋）
【5】」原考整理者引《周禮・天官・膳夫》
：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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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玄注：「進物於尊者曰饋。」解釋，諸家從之。
「饋」字从食、从貴，表示進獻食物的意思。
《說文・部》
：
「饋，餉也。从食、貴聲。」可見「貴」
5

旁亦兼聲。季師旭昇指出「貴」字有兩個來源 ，而《清華簡》
「饋」字的「貴」旁，从甾（簣之初文）
、
从「貝」的字形，與《郭店・老子甲》
【29】
「
於《曾侯乙》
【137】
「

」
、
《上博一・詩論》
【6】
「

」的寫法相同，異

」一類的字形。

在出土文獻中，
「饋」用作本義，如卲王之諻鼎：
「卲(昭)王之諻(媓)之饋鼎。」
（《殷周金文集成》
02288）
，或指饋祭，如《新蔡葛陵楚簡》：
「饋祭子西君【甲二 38、39】
」
《望山》：
「各戠（特）牛，
饋之。
【1.112】
」。
在《清華簡》中，可以明顯看出「饋」字取的是進獻食物於上的意思，小臣饋是指小臣進獻做
好的

羹給商湯。

伍、
「

」字見於〈湯丘〉
：
「 （食）時不旨（嗜）

，五味皆哉（

）
【16】」原考釋讀為「饕」
，

許可讀為「珍」
，指出：
郭店簡中有讀爲「慎」的
「

」
（

并说「

等字。裘錫圭先生認爲這類字从

）省、从「丨」聲或「十」聲。6陳劍先生把其分析爲「从言，斦聲（或斦省聲）」
，
」所从「幺」形是由璽印中

字的「 」形訛變而來。7 準此，此處

字字从食、

聲，讀成宵部「饕」字不若讀爲文部的「珍」
，謂食材之珍貴。如此，
「不事問，不居疑；
食時不嗜

，五味皆載」呈隔句押韻8。

9

王瑜楨從之 ；而王寧則指出：
5
6

7
8

9

季旭昇：
《說文新證》
（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頁 542。
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兼說“丨”爲“針”之初文》
，
《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
帛書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393 頁。
陳劍：
《說慎》，
《甲骨金文考試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52 頁。
據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
〈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2015.4.8。
〈清華五《湯處於湯丘》初讀〉17 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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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珍”可從。此字當是從食慎省聲，即“飻”字或體，《說文》以為“餮”之本字，
訓“貪也。從食，殄省聲。”此當是從食㐱聲，可讀為“珍”。“旨”不煩讀為“嗜”，“旨
珍”乃以珍饈為美味之意。」10
筆者前已指出：
「

」
，許可讀作「珍」的思路是可從的，而王寧進一步提出「飻」字，卻仍讀作「珍」
。

《説文・食部》
：
「飻，貪也。从食，殄省聲。
《春秋傳》曰：
『謂之饕飻。』」
「
音近於

」字从食，

，讀作同从食旁的「飻」
，比讀作「珍」較為適宜。11

今稍作補充。我們認為「

」應即是「飻」字異體，關於《說文》所引《左傳・文公十八年》
：

「謂之饕飻」
，段玉裁已指出「今傳作『餮』
。賈、服及杜皆曰：
『貪財爲饕，貪食爲飻。』此蒙上文
貪于飮食、冒于貨賄，分言之。非許意也。」 而從《清華簡》的用法來看，許慎所看到的《左傳》
可能比較接近寫作「

」一類字形的本子。

「飻」義貪食，
「嗜飻」在簡文中指嗜欲貪食。
「

（食）時不旨（嗜） （飻）
」是指食以時，

不嗜以飻，也就是說飲食不離時節，不喜欲貪食。類似的觀念，常見於古代文獻，如《禮記・禮運》
：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而《禮記・坊記》
：
「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與簡文「食時不嗜飻」的觀念是相同的。

陸、

鄉

「鄉」字見於〈筮法・享〉
：
「屯（純）牝，乃鄉【2】
」、「乃亦鄉【4】，都讀作「饗」。「鄉」字
从

（

12

亦聲）
、从皀，象兩人相對跪坐共食之形 ，如「 」（《集成》5395）
；
「 」有時候改為从

二欠或从二丮，如「

」
（
《甲骨文合集》16050）
、
「

」（《甲骨文合集》19851）
；「皂」也

時有改為从食，如「 」
（
《集成》4207）
，有時則改从「酉」，如「
而在《清華簡》中，「鄉」字作「

」
、
「

」（《甲骨文合集》6734）。

」之形，繼承的是从

、从食的寫法。

「鄉」字在簡帛類的出土文獻中，可讀作本字，如「丞某告某鄉主」
（《睡虎地・封診》
【43】
）
、
「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睡虎地・倉律》【21】
）
；可讀作「嚮」
，如「以人火
王寧：讀清華五《湯處於湯丘》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4.21。
呂佩珊：〈
《清華簡》飲食觀初探〉，中國文字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北京人民大學，2015.8.21-24。
12
季旭昇：
《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頁 54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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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嚮）之，則已矣。」
（
《睡虎地・日書》【42】）、
「聞吏民犯法為閒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
變」
（
《睡虎地・語書》
【6】
）
；可讀作「饗」，如「昔堯之鄉(饗)舜也」
（《上博・四・曹沫》【2】
）、
「天子而鄉（饗）
」
（
《信陽》
【1.035】
）
。從「鄉」字的用法，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別，秦系「鄉」字
13

多讀作本字，或讀作「嚮」 ；楚系則多讀作「饗」。
〈筮法・享〉
「鄉」字應讀作「饗」
，「乃饗」、「乃亦饗」，指燕饗或饗祀。清・段玉裁注《說
文解字》指出：
按：
《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亯用亯字，凡饗燕用饗字。……
《左傳》則皆作亯，無作饗者。
《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亯，神食其所亯曰饗。……
鬼神來食曰饗，卽《禮經》尙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亯，卽《周禮》祭亯作亯之例也。各經
用字自各有例，
《周禮》之饗燕，
《左傳》皆作亯宴，此等葢本書固爾，非由後人改竄。
從《清華簡》以「鄉」指「饗」
，可見較近於《周禮》系統。

柒、

小結

以上討論了出現在《清華簡》中的「飤」
、
「

」
、
「

」
、
「饋」四個从食的字例。經過上文的討

論，可以知道：
一、
「飤」尚未用以指穀類食物，且先秦傳世文獻只作「食」
，戰國出土文獻則多作「飤」
。
「飤」
字有食用的意思，
｛食｝都是以「飤」表示，而先秦傳世文獻則以「食」用來指｛食｝，是最常見的
飲食動詞
二、
《清華簡》的「

」字都指｛飲用｝義，尚未出現泛稱｛飲料｝義的用法。
《清華簡》的「

」

字，與「酉（酒）
」合文，讀作「飲酒」
；不與「酉（酒）」連文時，也有「飲酒」的意思。
三、
「饋」則是專指下對上的獻食。其所从之「貴」
，从甾（簣之初文）
、从「貝」的字形，與《郭
店・老子甲》
【29】
「

」
、
《上博一・詩論》
【6】
「

」的寫法相同，異於《曾侯乙》
【137】
「

」

一類的字形。
四、「

」字應即是「飻」字異體，而「飻」也是「餮」字異體，貪食的意思。

五、
「鄉」字在《清華簡》中，讀作「饗」
，與秦系出土文獻多讀作「嚮」不同；在傳世文獻中，
近於使用「饗」字的《周禮》系統。

13

方勇編：
《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2）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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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主要參考書目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2。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12。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12。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12。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04。
顏偉明集釋：
〈清華簡《耆夜》集釋〉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股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1.9.20
季旭昇教授主編；王瑜楨、黃澤鈞、李雅萍、金宇祥合撰；季旭昇、駱珍伊摹字《清華大學藏戰國
竹簡（壹）讀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11。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市：萬卷樓，2013.12。
李學勤先生主編，沈建華女士、賈連翔先生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文字編》，北
京：中西書局，2014.5。
季旭昇：
《說文新證》
，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
〈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2015.4.8。
〈清華五《湯處於湯丘》初讀〉17 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
王寧：讀清華五《湯處於湯丘》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4.21。
呂佩珊：
〈
《清華簡》飲食觀初探〉
，中國文字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北京人民大學，2015.8.21-24。

玖、

字例

附錄

冊數
清
華
三

篇章

文例

鳥6

眾

鳥6

不可飤（食）也

鳥6

于飤（食）【六】亓（其）祭

（烏）

（將）飤（食）之

飤
湯丘 1
清華五

取妻於又=
善為

=（有莘。有莘） （媵）以少=臣=（小臣，小臣）

（食），亯（烹）之和。

湯丘 1

又（有）

湯丘 2

湯亦

（莘）之女

（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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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湯丘 18

（饑）又（有）所

（食）

湯丘 18

（饑）又（有）所

（食）

子產 23

好酓（飲）

子儀 1

非（靡）土不

參

鳥5

壹

繫年 27

壹

耆夜 1

壹

耆夜 3

壹

耆夜 4

壹

耆夜 9

伍

湯丘 16

（食）

（

）釀

（飭）

少（小）臣饋

賽（息）侯以文【二六】王
乃

（飲）至文王大（太）室
監（飲）酉（酒）

嘉

（爵）速

周公秉

「

=（飲酒）

（飲）

（爵）未

（飲）

（食）時不旨（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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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所見防護兵器（七則）
朴晟佑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要
根據西周銅器銘文的內容，可以了解西周時期的歷史現場。有的銅器只鑄刻族氏名號、作器
者名、祖先的稱號等，有的銅器則反映當時發生戰爭起因，征伐的內容，或者祭祀活動等，
當時的很多事情鑄刻在銅器上用以記錄，因此青銅器銘文中所見名物如兵器的有關內容也較
為豐富。本文就西周銅器銘文中所載錄兵器來探討其定名與功用，其中以防護裝具為中心，
例如：銘文中盾、干、毌、甲、胄、樐等字，以及與此字有關的詞。通過對其形制的研究及
相關字形的整理與考釋，參考傳世文獻及其他領域的出土材料，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
歸納分類，進而考證它們的含義。

古代人類為了生存，用石頭、樹木等材料簡單加工而成的鋒刃石器和木棍來獵取禽獸，
獲得食物。隨著社會的進化，人類進入部落生活。為了自己部落的利益，部落之間的戰鬥也
隨之產生，兵器的加工工藝也不斷發展，殺傷力更強的兵器不斷出現。《荀子·議兵》云：“古
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按照這個記錄，可以推測古代兵器的種類并不多，但是出
土兵器證明，商代已經出現并使用格鬥的長柄戈、矛和戰斧，射遠的弓箭，衛體的短柄刀劍，
以及防護裝備青銅胄、皮甲、盾等。
到了西周兵器發展的鼎盛時期。青銅兵器在形制構造上已從單一到多樣。如戈有直內
無胡戈、直內短胡戈、短胡一穿戈、短胡二穿戈等。進攻性的兵器發展的同時，防護裝具
也隨之產生 1 ，如：出現了堅固的皮甲、青銅甲或皮盾、青銅盾等。還有不但用於人，而且
用於車馬等的保護器物。在青銅器銘文中也不難發現各種有關兵器的記載，不僅在銘文中
出現的重要的進攻和防禦類兵器的種類頗多，而且用於裝飾兵器的配件物品也很多見。西
周銘文中有關兵器的詞，大體可分為四種：一.遠射兵器；二.格鬥兵器；三.防護兵器；四.
兵器配件。遠射兵器主要有弓、矢等；格鬥兵器主要有戈、矛、刀、劍、戟、斧、鉞等；
防護兵器主要有毌、干、盾、胄、甲、樐等 2 ；兵器配件主要有箙、弭、璲、緌等。本文主

1

2

在殷墟、臺西、婦好墓、周原、丰鎬等遺址的墓葬和窖藏中，都曾發現過青銅格鬥兵器刀、矛、戈、
戟、斧、鉞，以及防護裝備甲胄等。參見王兆春，
《中國古代兵器》
，11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
五年師롆簋的“昜（鍚）끖（簦）”。目前學者的意見紛紛，懷疑這個未必是防護裝具，釋讀還沒有確
定，我們決定暫時不在這裡談防護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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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針對西周銘文中的防護兵器進行討論。

一

《殷周金文集成》第 4 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2007 年。以下
簡稱《集成》）뗻簋（《集成》4.4322）是一件西周中期前段器，現藏
扶風縣博物館，其內 134 字（其中重文 2），銘文的一部分為：

隻（獲）졓（馘）百，執냮（訊）二夫，孚（俘）戎兵；
（盾）、矛、戈、弓、僃
（箙）、矢、뱚（裨）、胄，凡百又（有）卅又（有）五꽁（쩆），寽（捋）戎孚（俘）
人百又（有）十又（有）亖（四）人。

其中“

”字，上部象“豚”形，下部值得討論。于省吾認為是“豚”、“甲”二字的合文

，典籍中“遁逃”的“遁”作“遯”者習見，這是從豚從盾古通之證。《釋名·釋兵》：“盾，遯也
”，二字以音為訓。銘文的“豚甲”為二字合文，豚為假借字，應讀作“盾”，指盾牌言之，甲
指身鎧言之3。豚為假借字，應讀作“盾”，下部考釋為“甲”字的觀點不確。唐蘭認為下部應
釋為從 （古毌字），豚聲，即盾字4。林沄進一步研究認為“可以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這個字。就是把它看作一個從

豚聲的形聲字。其中的

，實際就是從 盾形的

演化成的。……在古字和戎字中的 ，後來都變成了和甲字形混的 。可見
字所注的豚聲，正表明了盾形字符 的讀音。”5我們認為下部從盾的
觀點甚確。根據뗻簋“

”形，上部為“豚”字，下部為盾，是個從盾豚聲的字。

、

、

等形就是原始的“盾”字，後來固時代演變的原因，簡化寫成
形。從古音來看，“盾”與“豚”都是定母文部，兩字古音同，可以通用。

二

3
4
5

于省吾，
《釋盾》
，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
，4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唐蘭，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41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林沄，
《說干、盾》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
，9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參看本文釋形
“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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豦簋（《集成》3.4167）是一件西周中期器，原藏孫星衍，其内底鑄銘文 41 字，銘文的
一部分為：

易（錫）와（무）冑、干戈，豦弗꽆（敢）朢（忘）公白（伯）休。

“干”字，金文作“

”、“

”、“

”、“

圓點作的字一般都演化為一橫，即“ ”形變成“

”、“

”、“

”6等形，古文從

”形。郭沫若、李孝定認為上部有羽飾的盾

牌7。《說文》：“干，从反入，从一。”說解文字不準確。早期甲骨文作“
“

”、“

”8等形，根據郭先生、李先生的觀點，上部從“

”、“

”、

”，其羽飾，金文上部的字形

是從甲骨字形來演變的。

三
逆鐘乙（《集成》1.61）是一件西周晚期器，現藏天津博物館，其鉦間鑄銘文 21 字
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2784）是西周中期器，現藏上海博物館，其內壁鑄銘文 57 字，
各銘文的一部分為：

弔（叔）氏若曰：逆，乃且（祖）考許政于公室，今余易（錫）女（汝）毌五。
易（錫）弓矢、虎盧、九（厹）、冑、毌、殳，놪（趞）뚷（曹）꽆（敢）對，뚷（
曹）낏（拜）뻪（稽）首。

其中“

、

”形，原隸定為“毌”字，《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

寶貨之形。凡毌之屬皆从毌。讀若冠。”許說“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解釋有誤。甲骨文
作“

”、“

”、“

”、“

”、“

”9等形，甲骨文字形均作長方形或方形。商代金文的

字習見，象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的形象。其所持之盾作

、

、

形10。郭沫若認為

董蓮池，
《新金文編》
，236 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李圃，
《古文字詁林·第二冊》
，655 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于省吾，
《甲骨文字詁林·第
四冊》
，3087-3088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8
劉釗等編纂，
《新甲骨文編》
，128 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9
字形在《新甲骨文編》“盾”字頭下記載。劉釗等編纂，
《新甲骨文編》
，228 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14 年。
10
于省吾，
《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
，2333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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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盾之象形文，有圖形文字作‘
又認為“

’可證。然形雖是盾，讀當如干，盾實後起字也。”

即毌字，乃干之象形”11。羅振玉將小臣宅彝的“畫 ”釋為“畫盾”12。“ ”就是

“盾”的象形文。郭先生、羅先生認為此形為“盾”之象形文的觀點甚確，但是郭先生認為“讀
當如干，盾實後起字”的觀點不確。“干”字甲骨文作“ ”，上部有羽飾，下部則為盾牌形。
後來演化為●形，又多變為

形。“毌”是從豎貫的貝形變來。把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干、盾

兩字的字形對比，可知干盾之別不在盾形的方圓，而在羽飾之有無13。
那麼“盾”與“干”實物之間有什麼區別呢？可以推測如下：
西周早期小臣宅簋（《集成》08.4201）中有“畫毌”一詞，我們懷疑“畫毌”，指稱“干”。
“畫”字金文用作彩色、紋飾之義。從典籍可知“畫”的意思。《爾雅·釋言》：“畫，形也。”郭
注：“畫者為形象。”，《釋名·釋書契》：“畫，繪也。以五色繪物象也。”《書·顧命》：“東
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孔傳：“彩色為畫。”《周禮·春官司常》：“皆畫
其象焉。”《周禮·考工記·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儀禮·鄉射禮》：“畫以虎豹，畫
以鹿豕。”“畫毌”是繪有紋飾的盾的意思。從“干”的字形來看，“上部有羽飾，下部則為盾牌
形”是有裝飾的盾。

四
小盂鼎（《集成》3.2839）是一件西周早期器，其內璧鑄銘文，約 390 字，今不知所
在。銘文的一部分為：

弓一、矢百、畫뮕（甲）一、貝冑一、金毌一、똆戈二、矢뭱八，用乍（作）□白（
伯）寶깮（尊）彝。

其中“

”形從虎， 聲。隸定為“뮕”字，伯뵌鼎“

”字從虎，

聲，原隸定為“뮖”字。“뮕”、“뮖”為聲符異形同字。孫詒讓認為“ 與
，皆從虎，必是一字，……疑當為皋之古文。《左傳·莊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
杜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䖍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
。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兵甲之衣曰鍵櫜。’伯뵌鼎之‘뮖’，蓋即皋字，謂
11
12
13

李圃，
《古文字詁林·第六冊》
，538 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羅振玉，
《遼居乙稿》
，25 頁，1931 年。
參看林沄，
《說干、盾》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
，93-95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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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虎皮包甲，뮖胄即甲胄也。”14郭沫若基本都從孫先生的說法，卻有所不同的意見，郭先
生曰：“伯뵌鼎之뮖，則是從虎從系夲聲，《說文》：‘夲，讀若滔’，與報櫜同在幽部。皋
，亦當從本聲。幽部字轉入宵部者也。뮖字最古，必為鍵櫜之櫜之專字。뮖字稍後，乃뮕
之異作。櫜出引申，皋則假借字也。”15郭先生認為“皋”為假借字，“뮕”和“뮖”讀為“皋”，
意思為“甲”。“뮕”這個字應該就用為“甲”，從楚簡辭例來看，都用為從甲聲的字16。讀為“
皋”是不對的。
典籍中“甲”之義又用“介”、“鎧”表示。《周禮·夏官司馬·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
。”鄭玄注：“介，被甲。”《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介弟兵就舍。”顏師古注：“介，
甲也，被甲而自衛也。”

五
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2784）是西周中期器，現藏上海博物館，其內壁鑄銘文 57
字，各銘文的一部分為：
뗻簋（《集成》4.4322）是西周中期前段器，現藏扶風縣博物館，其內 134 字（其中
重文 2），銘文的一部分為：

史놪（趞）뚷（曹）易（錫）弓矢、虎盧、九（厹）、冑、毌、殳，놪（趞）뚷（曹
）꽆（敢）對。
隻（獲）졓（馘）百，執냮（訊）二夫，孚（俘）戎兵；꽮（盾）、矛、戈、弓、僃
（箙）、矢、뱚（裨）、胄。

其中“

”、“

”形，原釋為“胄”字，《說文》：“兜鍪也。從冃，由聲。䩜，
《司

馬法》冑从革。”金文字形同《說文》也從冃，由聲。小盂鼎下部增加義符“目”旁。胄的本
義是頭盔，在古代戰爭起保護頭部的作用。丁佛言認為“當是胄， 象鍪，如覆釜，中銳上
出， 象䝉首形，今所謂兜鍪也。古兜鍪皆兼面具施之，故袛露目。古文完全象形。”17

六
豦簋（《集成》3.4167）是一件西周中期器，原藏孫星衍，其内底鑄銘文 41 字，銘文
的一部分為：
14
15
16
17

孫詒讓，《古籀餘論》，《金文文獻集成·第十三冊》，120-121 頁，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
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
》
，38 頁，臺北：大通書局，1971 年。
參看徐在國，
《上博楚簡文字聲系》
，3123 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沈融，
《中國古兵器集成》
，4848 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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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錫）와（무）、冑、干戈，豦弗꽆（敢）朢（忘）公白（伯）休。

”後一字原釋為“冑”，前一字值得探討。劉心源認為“

其中“
作

，此從

為甲省，甲者，銕衣，故從衣是甲之會意字，或曰：

，即

省。”18孫詒讓與劉心源的觀點相同，孫詒讓認為“即甲之變體，《說文》：‘

《說文》甲
，

衣

，象木戴孚

甲之象。’古文作 ，此作 者，從衣從甲省。”19丁佛言、于省吾都從之20。高鴻縉釋為
“介”，他認為“

者，衣為意符。

為形，蓋

象介之兩袖， 象介之身。字以介胄為

本意。”2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說法：
裘錫圭在考釋史牆盤時提過“
亞初補充分析認為“‘

”形，裘先生認為“

”象“筓”形，應即“筓”字初文22。張

’字，筓的象形初文，應隸定為幵，筓字初文本該作幵，竹字頭是後

加的意符。在古文字中單雙無別，幵當可作

。……銘文中，從衣從幵的字，應該隸定為

𧙧。𧙧字《廣韻》：‘古莧切’，《集韻》：‘居莧切’，《類篇》訓：‘衣名’，《廣韻》訓：
‘古衣’。這是一種衣服的名稱。”23
我們讚同張先生“𧙧”的隸定，但是訓為“古衣”的說法有疑問。據傅修才的研究，“𧙧”
字的上古音當屬於見母元部，“介”字屬見母月部字，二字雙聲，韻部可以對轉，“𧙧”字與
“介”字音近可通24。傅修才的說法同意，是有道理的。《毛詩·大雅·瞻卬》：“舍爾介狄。”
鄭玄箋：“介，甲也。”《廣雅·釋器》：“介，鎧也。”銘文內容 “와（무）冑、干戈”文義
上也較恰當。
“와（무）”是頭盔的意思。

七
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2784）是西周中期器，現藏上海博物館，其內壁鑄銘文 57
字，各銘文的一部分為：

18
19
20
21
22
23

24

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金文詁林附錄》，2026 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 年。
孫詒讓，《古籀拾遺》，《金文文獻集成·第十冊》，233 頁，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
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金文詁林附錄》，2026-2028 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 年。
同上。
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第三期》，32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31-232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傅修才，
《釋金文中兩個與“幵”相關的字》
，
《中國文字·新三十九期》
，125-130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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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놪（趞）뚷（曹）易（錫）弓矢、虎盧、九（厹）、冑、毌、殳，놪（趞）뚷（曹
）꽆（敢）對。

其中“

”前一字釋為“虎”，後一字隸定為“盧”字，值得討論

。陳夢家“盧”假作“樐”25。盧與樐古音同魚部，甚確。但陳先生認為“虎”與“盧”為二物。不
可從。《說文》：“樐，大盾也。”《廣雅·釋器》：“樐、盾，或作楯。”白川靜認為相當於
小臣宅簋“小臣宅畫毌、戈九”的畫毌。但是白先生認為虎盧與畫毌是不同意思，“虎盧”以
虎皮為資料的干，也有虎文的26。
從傳世來看，《左傳·襄公十年》：‘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杜預《注》：‘櫓，大楯。”
馬承源認為“櫓上所蒙之甲為虎皮。”27目前很難確定“虎盧”指稱“虎皮作的盾”，還是“蒙之
樐為虎皮”，文義上都可通，其義待考。

結 語
通過對西周銘文所見的防護兵器的討論，以及可知防護裝具的含義，并回顧了前人的
研究現狀與字形考釋。為了研究良好的成果，參考了傳世文獻及其他領域的出土材料，吸
收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分類，進而考證它們的含義。
根據銘文內容，把防護裝具，꽮、盾、毌、干、畫뮕（甲）、胄、虎盧這七個字詞進
行考釋，其或已釋讀的字再整理就確定字形，或不夠詳細考釋的字就論證補釋。本文取上
述七個考釋，還有未確定字形與釋義，仍有需要討論的部分。

參考文獻：
劉釗等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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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高，
《金文詁林補·卷五》
，631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 年。
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
，143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40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李圃，
《古文字詁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羅振玉，
《遼居乙稿》
，1931 年。
董蓮池，
《新金文編》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周法高，
《金文詁林》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5 年。
林義光，《文源》，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劉永華，
《中國古代軍戎服飾》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孫詒讓，《古籀餘論》，《金文文獻集成·第十三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
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
，臺北：大通書局，1971 年。
徐在國，
《上博楚簡文字聲系》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六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 年。
孫詒讓，《古籀拾遺》，《金文文獻集成·第十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
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傅修才，《釋金文中兩個與“幵”相關的字》，《中國文字·新三十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
2013 年。
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
，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周法高，
《金文詁林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 年。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編，《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董蓮池，
《新金文編》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陳初生，
《金文常用字典》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李學勤，
《字源》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 年。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年。
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月。
于省吾，
《甲骨文字詁林》
，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41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異體字字典》的正字選錄原則
輔仁大學

(會議論文初稿)

李添富1

論文提要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引用古今字書 62 種，實際用例參考文獻 1242 種，收錄正字 29892 字，
異體字 76338 字，全書總計 106230 字，堪稱是一部大型的中文字形彙典。
《異體字字典》的編纂，採層級纂輯方式，以正字引領與之具有正異關係的文獻異體文字。所
採正字則為教育部頒行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罕用字體表》等三
個標準字體表的 29528 個標準正字，以及在纂輯過程中，因應實際需求並比對正異體關係之後新增
的 364 個正字。
本文旨在論述有關《異體字字典》正字的產生暨其選錄原則，同時舉例說明正字與所引領的異
體字間之關連。
關鍵詞
異體字字典 標準字體表

正字

異體字

一、 《異體字字典》編纂緣起與概況
教育部自 1970 年代初，即開始有關標準字體的整理工作，前後公布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
字等三個正字表，同時也初步整理了《異體字表》。三個正字表所收錄的字，都是具有獨立音義的
字形，
《異體字表》所收錄的字，則是對應這些正字的不同寫法。而這四個字表所收的字，也正是
現行國家標準中文標準交換碼納編（CNS11643）的依據。
1995 年本師 陳先生向教育部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國語會)提出《異體字字典》修撰建
議，國語會主委李鍌先生在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討論後，基於：
(一) 為維護傳統正字的地位，有必要將亞洲漢字以正字為綱領作一統整。
(二) 為日後擴編中文電腦內碼，有必要作大規模整理，以為擴編之基礎。
(三) 為修訂原異體字整理的初步成果，有必要正訛與增訂。2
等三項理由，決定推動《異體字字典》編輯專案。耗時六年，動員一百二十餘位專家學者暨工作人
員，蒐尋、研議一千三百餘種典籍文獻後，《異體字字典》終告完成。本典引據文獻分為基本文獻
與參考文獻兩類；基本文獻為字形來源，計有：說文、古文字、簡牘、隸書、碑刻、書帖、字書、
李添富，臺彎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育部《國語辭典》副總編輯兼《異體字字典》編審小組召集
人、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員、輔仁大學副教授。
2
詳見《異體字字典‧編輯說明‧編輯委員會李主委序》(20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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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書、字樣書、俗字譜、佛經文字、現代字書等 12 類，凡 62 種。列舉字形實際用例的參考文獻則
涵蓋經、史、子、集，共 1242 種。全書 106230 字，其中正字 29282 字，異體 76338 字。

《異體字字典》自公告上線以來，不僅深受國內外漢學界、國語文教師或語文工作者的信賴與
稱揚，更是「國際標準組織表意文字工作小組」(ISO/IEC JTCI/SC2/WG2/IRG) 編輯組工作會議主要
參考網站之一。

二、《異體字字典》裡的標準正字
就字典字形彙集成果之呈現而言，
《異體字字典》具有層級性，以「正字」
引領所屬之「異體字」群。所謂「正字」蓋指具有獨立音義之形體，所謂「異體字」則指音義與「正
字」全同的異寫或異構文字。至於「正字」與「異體字」之繫聯關係則為：
漢字歷史淵遠流長，一個字經過歷代抄寫、刻版、印刷、衍繹等流傳過程，
必然產生複雜紛歧的用字現象。教育部為利國字教學、書寫溝通及資訊發
展，故而舉要治繁，訂定「正字」
，樹立用字標準；隨後又為保存文字歷
史，著手整理從古至今的字書文獻字形，以正字繫聯音義相同的其他異體
寫法，總整成一部大型中文字形彙典，即為《異體字字典》
。3
可知，
《異體字字典》的編纂，乃基於「樹立用字標準」的立場，透過「正字繫聯音義相同的其他
異體寫法」，以教育部視為用字標準的三個標準字體表為綱領，蒐羅古今字書、文獻中相應異體字
形的大型資料庫。換句話說，《異體字字典》是一部立足於當代用字，並在時間軸上往前推求，彙
集與正字用法相應但形體不同者的字形彙典。
由於《異體字字典》以三個國字標準字體表為「正字」，透過「正字繫聯音
義相同的其他異體寫法」引領所屬之「異體字」群，而這三個字體表具有標準字形之地位，因此，
一般稱《異體字字典》中引領異體字群的正字為「標準正字」。

(一)《異體字字典》正、異體字間的繫聯
《異體字字典》中的「正字」與「異體字」，既然存在於上述時間軸上的某
個斷面，可知所謂「正」與「異」
，並非字形本身的固有屬性，而是某些字形被賦予規範用字性質
的正字地位之後，屬於同一字樣的其他字形便被認定為異體。因此，《異體字字典》賦予「異體字」
的定義為：
「對應正字的其他寫法」4，至於正、異體字之間的繫聯方式，大抵有以下數種：
1. 文獻注明正、異關係者
凡文獻中見有正、異體字對應線索者，本典概於以正字為綱領的前提下，
3
4

詳請參閱《異體字字典．編輯說明．字典簡介》
詳請參閱《異體字字典．編輯說明．編輯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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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字形之正、異關係。如：
【企】《龍龕手鏡》
：
「

，二俗。企，正。」本典據以收「

」
、
「 」

為「企」之異體。
【拉】《廣韻》
：
「拉，折也，敗也，摧也。盧合切。

，上同。 ，

亦同。」本典據以收「 」、
「 」為「拉」之異體。
【節】《字學三正》
：
「 ，俗作節，非。」本典據以收「 」為「節」
之異體。
【奈】《四聲篇海》
：
「奈，奴太切，正作

。」本典據以收「

」

為「奈」之異體。
2. 本為通假字，惟文獻上已明示為正、異關係者
此類具正、異關係之二字，原本各自分用，各有獨立音義，或因通假成
俗，字、韻書遂以正、異關係視之，故其中異體多兼具正字身分。如：

【後】《說文‧口部》
：
「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
厂之從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文獻中因見此字借為同音字「後」
，
故《宋元以來俗字譜》引《通俗小說》等，於「後」字下收「后」
為異體，本典據以收「后」為「後」之異體。
3. 異形聯綿詞之用字具明確孳乳或變易關係者
聯綿詞專為描摹語音而設，故常見多形，如「彷彿」或作「仿佛」
，亦可
書作「髣髴」
，以其形體但有記音功能，是以此類多形資料本不宜盡視為
正、異體字，故本典只就其中字形具明確孳乳或變易關係者建立正、
異關係。如：
【崑崙】
「崑崙」與「崐崘」為異形聯綿詞，「崑」與「崐」
、
「崙」與「崘」
間具有部件易位之字形變易關係，文獻又見「崐崘」用法，足以
證知二組聯綿詞用字具正、異關係，故本典據以分別收錄「崐」
、
「崘」為「崑」
、
「崙」之異體。
【徘徊】「徘徊」與「俳佪」為異形聯綿詞，「徘」與「俳」
、
「徊」與「佪」
間雖則形符有所不同，文獻卻多見「俳佪」用法，足以證知二組
聯綿詞用字具正、異關係，故本典據以分別收錄「俳」
、「佪」為
「徘」
、
「徊」之異體。
4. 可明確認定為某正字之缺筆避諱字者
古代避諱用字或有同音替代、缺筆之異，本典就其中「缺筆諱字」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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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間建立正、異關係。如：

【玄】《廣韻》
、
《類篇》等均見「

」形，經考乃知宋太祖名「玄朗」
，

故宋代刻本或抄本多將「玄」字缺末筆以避諱，本典據以收「

」

為「玄」之異體。
【朗】《廣韻》見「

」形，經考乃知宋太祖名「玄朗」，故宋代刻本或抄

本多將「朗」字缺末二筆以避諱，本典據以收「

」為「朗」之異

體。
5. 文獻中僅言「音某」
，惟察考其字形可以確認為某字之異體字者
文獻中或見某字形注云「音某」，而非「同某」
，但從文獻資料以為考
釋，僅能證知其字與「某」字音同，兒不能證得正、異關係。因此，
本典將此類資料列為附錄待考字。唯其中部分文字，在察考其形體資
料或參酌其他文獻後，可以推斷其為某字之異體者，本典亦據以 建立
正、異關係。 如：
【丘】《龍龕手鑑‧一部》
「
「
「

」字注云：
「音丘。」
《玉篇‧丘部》
：

「
，丘同。」又云：
丘

，丘同。」《集韻‧平聲‧尤韻》：

，祛尤切。
《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

經察考，可以推斷「
故本典據以收「

」字因與「

」
、
「

」形體相近而訛成，

」為「丘」之異體。

6. 文獻中未見直接線索，察考其音義關係可以確認為某字之異體字者
另有部分字形，雖於文獻中未見與某正字具有直接關聯之線索（如「同
某」
、
「某俗字」等）
，若從音義相同、字形演變或其他週邊關係，可以
推斷其為某字之異體者，本典亦收錄為某字之異體。如：
【畸】《說文‧田部》
：
「

，殘田也。从田竒聲。」《廣韻》：「畸，殘

田。」
《集韻‧平聲‧支韻》：「

，《說文》殘田也。」《集韻》

雖未列正字「畸」形，惟由音義相同、文獻相承關係，以及「奇」
形常見作「竒」等線索，推斷「
「

」即「畸」，故本典亦據以收

」為「畸」之異體。

(二)《異體字字典》正字綱領之實踐
誠如上述，「異體字」乃相對於「正字」而言，故於浩瀚文獻中蒐羅異體字形之前，必須先行
確立正字，方能以其形、音、義為綱領，脈絡分明地對應其所彙集之異體字形。《異體字字典》以
教育部頒行之標準字體表作為正字依據，綱目至為明確。故能突破歷代文獻因正字標準不一產生之
淆亂，所有字形均能有所依歸。而此一正字綱領體例之實踐，在編輯成果上，具有兩項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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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足於當代用字，聯繫歷史文獻字形。讀者可以藉由較為熟悉之當代文字，認識文獻中
之陌生字形，有助於文獻之解讀。
2. 彙集正字字形在文獻中之演變情形。讀者可以藉由探究正字之演變脈絡與途徑，進而確
立其形、音、義，有助於當代文字之正確使用。

三、教育部頒定的三個國字標準字體表
在《異體字字典》裡，扮演歸納異體的正字角色，而有引領功能的三個標準字表，肇始於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幾位文字學老師組成的「國字整理小組」，幾位老師課餘研訂的漢字系統，意外擊
退幾個由各國政府主導的國際組織，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採用。不但令這幾位老師為自己的研究成
果獲得肯定感到欣慰，有關漢字形體的確認、整理與保存問題，更是引起教育主管當局的重視，於
是開啟了字表研定的漢字整理工程。
(一)《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甲表》、《甲表》)
1973 年 2 月由「國字整理小組」擴編的「常用國字編纂處」在林尹、周何、李鍌、陳新雄、李
殿魁、張文彬、于大成、王熙元、胡自逢、許錟輝、黃永武、黃慶萱等幾位先生領導下，著手進行
常用標準國字的整理工作。《甲表》共收常用國字 4808 字，其收字及選字標準為：
本表選字以《中文大辭典》編纂處「總字表」(49905 字)、師大國文研究
所研訂之「常用字表」(2408 字) 及教育部「國民學校常用字彙表」(4708
字)，合併統計其總出現次數，再參酌各方意見修訂而成。5
其中，《中文大辭典》
「總字表」由以下十五種文獻資料歸納統計而成：

1.中文大辭典

49905 字

2.日本基本漢字

3000 字

3.國民學校常用字

3861 字

4.教育部常用漢字表

3451 字

5.古代漢語

1086 字

6.角川常用漢字字源辭典 1967 字

7.甲骨文字集釋

1607 字

8.金文正續編

9.辭源

11033 字

10.辭海

1382 字
11769 字

11.國語辭典

9286 字

12.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7412 字

13.王雲五綜合詞典

6788 字

14.辭彙

9766 字

15.最新漢英辭典

7250 字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常用字表」，則據當代書刊雜誌抽樣統計而成。

5

詳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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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甲表》之編輯說明，可知字表的纂輯，蓋廣泛蒐集當時較為通行的辭書以及報章雜誌而
來。後來教育部更以這 4808 個字為基礎，加上由大陸地區報章雜誌統計得到的四千七、八百個常
用字，合併整理出一個 5401 字的當時通行字表，並據以編纂《國民常用字典》6。
(二)《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乙表》、《乙表》)
1980 年《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修定工作完成後，臺灣師大繼續接受委託，研訂團隊新增黃錦
鋐、劉正浩與吳璵三位老師，研訂常用國字外之次常用國字 10740 字。在參酌各方意見後，依據使
用頻率，將 10740 字區分為《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乙表》) 6341 字 (含單位詞 9 字) 以及《罕
用字體表》(《丙表》) 4399 字。同時決定凡甲、乙、丙三表之異體字，另立《異體字表》(《丁表》)
收納之，以方便檢索。
《乙表》的選字原則有三：
1. 凡十三經、四史、《楚辭》
、
《文選》、
《淮南子》
、
《老子》、
《莊子》
、《荀
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管子》等書用字。
2. 以《中文大辭典》為根據，再參酌其他辭書，凡某字之詞頭次數超過
兩次以上者。
3. 現代學術專業或地方性用字，經討論決定者。
《丙表》之選字原則為：
1.凡甲、乙兩表未收，且非甲、乙兩表之異體字者。
2.罕用字中有異體者，經討論後擇一錄之。
至於《丁表》因後來據以擴充纂成《異體字字典》，雖亦彙集成冊，但未公告使用，就 1984 年 3 月
版而言，收有異體 18588 字，補遺 22 字，總計 15610 字。
依據《乙表》的編輯說明，可以得知字表的纂輯範疇，已由當時通行的書報，擴展至熟知常見
的古籍經典。由於這些典籍並非一般民眾日常閱讀材料，因此，整理所得的文字，列為次常用字。
至於只出現在其他文獻資料或較為罕僻，但確認可以獨立使用，不為甲、乙兩表之異體者，則收為
《罕用字表》(《丙表》)。
(三)《罕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罕用字體表》、《丙表》)
1982 年，臺灣師大繼續接受委託，研議擴充《罕用字體表》(《丙表》)並修訂《異體字表》(《丁
表》)。本次研訂，
《罕用國字表》由原訂 4399 字擴充為 18388 字 (若含附錄字 18 字、補遺 74 字，
6

《國民常用字典》雖已完成編修工作，因故未正式刊行。但坊間卻見同名而且收字相同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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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 18480 字)。《丙表》之收字審定原則亦同時修正為：

1.凡具有獨立音義而不屬於甲乙兩表之異體者。
2.一字多體，其選字原則為：
(1)選取其合於六書之造字原則者。如：
《說文‧心部》
：「惪，外得於人，
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
《康熙字典‧心部》：「

，同惪。」《四聲

篇海‧心部》
： ，古文，音惪，義同。」可知「惪」字亦作
作

，又

，今以悳字合於六書原則，故取以收入《丙表》。

(2)多體皆合於六書造字原則，則儘可能取其出現時代較早者。如：鍱
異形，今以鍱字見於《說文》，
收入《丙表》而

字見於《正字通》，因此，鍱字

字收入《丁表》
。

(3)多體皆合於六書造字原則，若其時代較早者過於罕僻，則取其筆劃
較不繁瑣者。如：
文》)、

、 、

字見於《方言》
、

、

四字音義皆同。今以

字為籀文隸定字，故取

字見於《說
為正字，

收入《丙表》
，餘皆入《丁表》
。
3.凡屬姓氏、化學元素名、地名、水名等專有名詞，雖本為他字之異體，
然以專名不能兩通，故皆獨立為罕用正字。如：C06439 ，本為

之異

體，因為水名，故另兼正字。C01692 埡，為堊之異體，因為地名，故
另兼正字。(作地名多指兩山間狹小處，讀ㄧㄚˋ)。 C02034 妶為娹之
異體，因為人名，故另兼正字。C02076 姟為孩之異體，因為計數單位(十
兆 為經，十經為姟，計數之最大單位)，故另兼正字。C14859 鈄為

之

異體，因為姓氏，故另兼正字。C08724 硅，為砉之異體，因為化學元
素名(矽之舊名)，故另兼正字。
4.複音詞或聯綿字，兩字並收。如：

、

5.凡音義不全或構形難解之訛字，概不收入。

四、《異體字字典》裡的《新增正字表》(《N 表》)
前面曾經提到，
《異體字字典》總收字為 106230 字，其中正字 29892 字，
異體字 76338 字（含待考之附錄字）
。字典中的正字完全依照部頒的常用、次常用以及罕用等三個
標準字體表。但如遇有正、異體對應關係淆亂，或者三個字表未收，卻有獨立音義之文獻字形，則
補收為新增正字。若有三個標準字體表所收字形確屬疏誤而與部頒資料牴啎者，則於討論確認後，
參據下列資料修訂之：
1. 教育部《國字標準字體楷書母稿》(200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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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國字標準字體宋體母稿》(1998 年 2 月）
3. 教育部《國字標準字體宋書母稿增補編》(1999 年 5 月）
4.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中文標準交換碼》(1992 年 6 月)
( 此碼本之字形經教育部整理後公告，其字形大抵依據三個標準字體表
而稍作修訂。該表國家標準編號為 CNS11643，因此，一般或簡稱為
CNS11643 碼本。)
至於重複收錄或字形有誤者，則依 CNS11643 碼本更正情形，加以修訂，例如：
1. 若 CNS11643 碼本已更正，則逕行據以修訂。如：
「 」分別收於《罕用字表》C01918 號（夕
部）及 C09152 號（禾部）
，今依 CNS11643 碼本整理結果，只存收於「夕」部之「 」字。
2.

若 CNS11643 碼本未更正，則依文獻考察實際狀況，由編輯委員會確認後
加以修訂。如：B02226 於原次常用字表收錄字形為「滕」
（从肉旁），依
據文獻提請委員會議認定後，改形為「

」。（从月旁）

此外，若有因編輯需要，必須新增為正字者，則依據文獻資料，經編輯委員會確認後，亦可訂
為新增正字，列入《N 表》
，並賦予編號。如：

1.文獻中見獨立音義，須獨立為正字者。如：勠 (N00153)
案：段注本《說文解字．力部》
：
「勠，勠力，并力也。」
《文選．陸機．
文賦》
：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唐．李善．注：「勠，并
也。」今考：段注本《說文解字．戈部》
：「戮，殺也。从戈翏聲。」
注云：
「殺下曰：戮也。二篆為轉注。古文假翏為之。又勠力字亦假
戮為勠。」《墨子．尚賢中》：「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南朝梁．
劉勰．
《文心雕龍．祝盟》亦云：「共存亡，戮心力。」並作「戮力」
。
今日亦作「戮力」
，可知「勠力」字假「戮」為之久矣。今以字書有
據，且於文獻中考知其字具有獨立音義，故可獨立為正字，並收「戮」
字為其部分異體。7
2.依化學元素收錄體例，須獨立為新正字者。如：鉫 (N00060)
案：
《龍龕手鏡．金部》
：
「鉫，音加，又古荷反。」而義未詳。依據「罕
用字表」審定原則，凡音義不全者不得收為正字。唯「鉫」字為化學
元素「鎵」字之舊譯，故可獨立為正字。

3.依聯綿詞收錄體例，須獨立為新正字者。例如：霶 (N00401)
案：
《龍龕手鏡．雨部》
：
「霶，普郎反，霶霈，大雨也。」今考《說文解

7

或稱為不完全異體。蓋指某字既為他字之異體，又另有獨立完整之音義，可獨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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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水部》
：
「滂，沛也。从水旁聲。臣鉉等曰：今俗别作霶霈，非是。」
然則可知「霶霈」與「滂沛」為無定字之聯綿詞，依「罕用字表」聯
綿詞審定原則，二字皆可獨立為正字，「霶」字同時可以兼為「滂」
字之異體。

4.依部首字收錄體例，須獨立為新正字者。例如：亠 (N00050)
案：
《字彙‧亠部》
：
「亠，徒鉤切，音頭，義闕。」依據「罕用字表」審
定原則，凡音義不全者不得收為正字。今考《龍龕手鑑‧亠部》：「亠
部第二十，亠。」
「亠」字既為部首字，故可獨立為正字。

五、《異體字字典》正字綱領的特殊現象
理論上，三個標準字體表加上新增正字表，應該可以完全肩負引領異體的工作，然而，文字的
發展形勢多元，四個字字體表，亦有未能完全切合文獻用字的情形。因此，《異體字字典》中，偶
有正字綱領未能徹底發揮效用或執行未盡完善情形。如：
1.

文獻雖已明白指出正、異關係，標準字體表卻分別收為不同正字，本典或依文獻處理正、
異關係，未能兼顧各正字所應具備之條件。如：
「汙」
、「污」二字於標準字體表中，分別
收為常用字與次常用字，唯此二字實為同源，僅字形之末筆是否彎曲、橫筆交接與否二
處略見差異而已，故歷來文獻皆以正、異關係處理之。本典以「污」
（次常用字）為「汙」
（常用字）之異體字，雖無不妥，但「污」字之釋義云：「同『汙』。」造成「污」字不
具獨立音義，正字條件有所不足，依例不得收為正字卻又收為正字的矛盾現象。

2.

或有教育部標準字體表未列為正字，而於文獻中卻見某字有獨立於所有正字以外之音義
者，本典因其字不在現行標準字體範圍之內，而將該字形另行獨立為新正字。如：「亘」
字教育部《異體字表》列為「亙」字之異體，非屬正字。惟察考文獻，「亘」字見於《說
文‧二部》
：
「亘，求亘也。从二从

。

，古文回，象上下所求物也。」音ㄒㄩㄢ，復因

具有上下求而盤桓義，可以推知當為「宣」之本字。唯ㄒㄩㄢ音、上下求而盤桓義，皆
屬其所對應正字「亙」字所未能含括者，是以本典依其音、義，另立「亘」字為正字。
唯此一新立正字之作為，卻與正字表不相契合。
3.

漢字凡有二字構件及其音、義全同，只是構件位置不同情形者，文獻多以正、異關係處
理，譬如「峰」與「峯」、
「群」與「羣」、「秋」與「

」之類。唯《異體字字典》中卻

有二字構件全同，位置不同，音、義亦異現象。如：
《說文‧木部》
：
「櫳，檻也。从木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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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

，房室之疏也。从木龍聲。」而《玉篇‧木部》云：「

亦作櫳。」
《字彙‧木部》云：
「櫳，盧容切，音龍。養獸檻。
《正字通‧木部》云：
「

，同上。一曰房室之疏。」

，同櫳。」《說文》二形二義，
《玉篇》「櫳」為「

《字彙》
、
《正字通》則以「
彙》
、
《正字通》以「

，例同切，房室之疏。

」之異體，

」為「櫳」之異體。二字之正異關係糾葛淆亂。本典依《字

」為「櫳」之異體，固然合於教育部三個標準字體之安排與理念，

卻無法解釋《說文》與《玉篇》之現象。究竟應以正字表為依歸，維持現狀，抑或依據
新立正字體例，獨立

字，似乎都有不盡周延之處而難以決斷。

有關上述幾個正字綱領未能徹底執行之情形，究其原因，或與教育部標準字體表之溢收或
漏收有關。《異體字字典》在必須維持標準字體表之標準正字地位，又要考量正、異體字對應
關係之情況下，究竟應該如何取捨的課題，值得深思。

六、 結語
本典既然定名為《異體字字典》，當然是以歸納整理典籍文獻中的異體字為主要任務。然
而，由於異體字的產生原因不一，分化演變的過程更是複雜。因此，除了必須具備精審嚴謹的
分析整理工夫與理念之外，統領諸異體字的正字系統之建立，更是不可或缺的要項。
在《異體字字典‧編輯說明》的序言裡，曾總編輯明確的指出建構正字系統的必要性之外，
更揭示這一套系統必須是「標準唯一，時代唯今」的編輯立場。然而，儘管編纂《異體字字典》
時，不可避免的必須面對巨大的困擾與挑戰，但只要能夠建構一套不容任意變動的正字系統，
做為統領歷代異體字形之標準，至少可以讓每個形體都能有所依歸。雖然在歷史的演變過程
中，可能出現一些不規準的變化，但總能有個基準，做為離析不規則變動的圭臬。《異體字字
典》以教育部頒布的三個標準字體表為正字標準，除了因為具有官方色彩，基本上不宜另作他
想之外，三個標準字體表具有客觀的研訂基礎，在編輯過程中，能夠提供文獻字形歸納或分化
的明確依據，更是重要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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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簡文構形差異成因研究
樓 蘭1
（上海海洋大學人文學院，上海，201306）

摘要：戰國時代秦楚簡文構形比較是古文字研究中的一個前沿課題。從漢字本體來考察，形成秦、
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的共同原因，有傳承異形、局部變異、另造新形和構件訛變等。通過對各類原因
所形成的特異構件在不同層面上的分佈情況的量化統計，發現秦簡牘文在發展過程中，對傳統文字
體系進行了較大的改易，總體趨於簡化，注重應用性，而且漢字生成機制的無理性增強；而楚簡帛
文在發展過程中，保持了較強的傳承性，通過一些調整和新造來保持漢字與語言發展的同步，試圖
維持漢字生成機制的理據性，總體上趨於繁化。
關鍵詞：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成因；比較

一、引言
分域研究一直是戰國文字研究中的重要課題。總體來看，目前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幾個方面：編纂分域文字編、考察研究某一地域文字的特點、枚舉性地分域比較。2現在出土的
戰國文獻主要是楚簡和秦簡，它們是戰國文字分域研究極其珍貴的語料。張傳旭的《楚文字形體演
變的現象和規律》3、孫鶴的《秦簡牘書研究》4都列舉過部分秦楚簡文的差異，只是未作深入研究。
因此，全面搜集秦楚簡文資料，進行系統對比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兩相比較，互有異同。兩者相對特異的直接構件（以下稱為“特異構件”）是秦楚簡文構形差異
的一個重要構成。比如構件“妥”，在楚簡帛文中參與構成“綏”等字。查秦簡牘文，未見以其為直接
構件的字形。因此，判定“妥”為楚簡帛文特異構件。又比如構件“完”，在秦簡牘文中參與構成“院”
字。查楚簡帛文，未見以其為直接構件的字形。因此，判定“完”為秦簡牘文特異構件。之所以要作
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可以構件頻率爲參數，通過描述特異構件在各自文字系統中所佔的比重，顯示
出它們在各自系統中的影響力，並且在特異構件數量和構件總數都得到清理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前
者在後者中所占份額來精確計算秦楚文字的構形差異程度。排除材料因素，秦簡牘文特異構件共有

1
2
3
4

作者簡介：樓蘭（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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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個，楚簡帛文特異構件共有 311 個。1由於特異構件是塑造秦楚構形系統差異的基本元素，通過
對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產生原因的統計分析，可以探究秦、楚簡文字發展的不同趨向。

二、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的成因分析
（一）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產生的相同原因
從漢字本體來考察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形成的相同原因，有傳承異形、局部變異、另
造新形、構件訛變等方面。
比如傳承異形。傳承異性是指由於秦簡牘文或楚簡帛文的某些構件傳承了商周文字的構件形
體，而形成了特異構件。如構件“狄”：
構件“狄”，由“犬”、“火”構成。該構件承襲金文而來，如
“悐”字，如：

（

盤）
。在秦簡牘文中，參與構成

（睡/為/84）
。查楚簡帛文，未見以“狄”為直接構件的字形，但“悐”字在其中寫作“惕”，

從“易”從“心”，如：

（包/文/157）
、

（上三/彭/6）
。此構形也見於戰國晉系文字中，如：

（侯馬盟書）
。構件“易”，早在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就多次出現，如

（合集 268）
、 （缶鼎）
。由

此可見，因為秦簡牘文構件“狄”與楚簡帛文構件“易”的來源不同，所以形成特異。
比如構件訛變。構件訛變是指秦簡牘文或楚簡帛文中某構件形體與楚簡帛文或秦簡牘文相比，
因構件形體發生了無理性變異，而形成了特異構件。如構件“ ”：
“史”字，甲骨文作

（合集 20576 正）
，金文作 （克鼎）
、 （史卣）
，從“又”從“中”，表示手

持某物。“中”所象何物，學者意見分歧很大，或以為簡策，或以為盛笄之器，或以為筆，迄今尚無
定論。秦簡牘文“史”字之構形承襲前代文字，如：
中該字上部亦從“ ”，如：

（上三/中/4）
、

（睡/為/82）
、

（上四/曹/40）
、

（睡/法/61）
。而楚簡帛文
（郭/老甲/35）
。構件“ ”與整

字的字音字義無關，在整字的構形中僅起填補原構件空位的作用，因此變為無理構件。而且，這一
無理構件具有很強的替代性。除上舉字例外，其還可以替代“巢”字上部，如：
可以替代“貴”字上部，如：

（包/遣/265）
、

（匯/望一疾/72）。

（上四/曹/21）
。偶爾還替代“克”字上部，如：

（郭/老乙/2）
。根據統計，在直接構件層面，構件“ ”共出現 165 次。可見，構件“ ”是楚簡帛文中

1

具體數據見樓蘭：
《構件視角的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構形差異比較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第 15-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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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強替代功能的類化構件。
綜上所述，在構成“史”、“巢”等字時，秦簡牘文承襲前代之構形，而在楚簡帛文中，這些字中
的某些構件發生訛變，皆訛從“ ”，從而導致該構件特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秦簡牘文或楚簡帛文中都還有一批特異構件，由於缺乏材料相互之間
的對應關係，這些特異構件的生成方式不明確，難以解釋清楚，因此歸於此類。部分可能是受材料
所限，或是受詞義系統的影響。關於它們的成因，有待新材料的出土，方能做出科學判定。
（二）楚簡帛文中特異構件產生的特有原因
除了上節列舉的四種秦、楚特異構件產生的相同原因以外，楚簡帛文中還存在大量的特異構件，
是由於構件的增加或省減產生的，而秦簡牘文中并沒有因這兩類原因而形成的特異構件。
1、增加構件
增加構件是指楚簡帛文中某構件形體與秦簡牘文相比，因增加了新的成分而形成了楚簡帛文特
異構件。根據所增加成分的功能，又可以具體劃分爲增加同形構件、增加羡符、增加表義成分、增
加表音成分四類原因。
比如增加同形構件。它是指與秦簡牘文相比，楚簡帛文因在原構件的基礎上再增加同一原構件，
而形成了特異構件。如構件“舰”：
構件“舰”，由二“見”構成。在楚簡帛文中，僅參與構成“炿”字。該字出現在郭/六/45 中：“丌（其）
十又（有）二。”按：劉釗認爲“炿”疑即“筧”之繁體，讀爲“貫”。1查秦簡牘文，未見以“舰”爲直
接構件的字形，僅有從“見”者，如：

（睡/秦十八/28，“視”字）、

（睡/法/49，“覺”字）
。

在秦簡牘文中，雖未見“炿”字，但楚簡帛文很可能是通過重疊構件“見”，從而形成特異構件“舰”。
比如增加表音成分。它是指與秦簡牘文相比，楚簡帛文增加表音成分，使該複合構件2中的兩個
基礎構件在整字的構成中都起表音功能。如構件“溃”：
構件“溃”，由“己”、“丌”構成。在楚簡帛文中，僅參與構成“嫐”字。該字出現在郭/尊/1 中：“灄
（推）忿硉（懣）
，改（戒）

砩（勝）
。”按：劉釗認爲“嫐”即“惎”字，“惎”意爲“忌妒”。3 構件“嫐”

中兩個基礎構件“己”、“丌”在構成“嫐”字時，皆起表音功能，因爲“己”、“丌”在讀音上同屬“之”部。
查秦簡牘文，未見以“溃”爲直接構件的字形。這也就是說，楚簡帛文中構件“溃”是爲了強化表
1
2

3

劉釗：
《郭店楚簡校釋》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0 頁。
根據構件是否具有可拆分性，我們將構件分爲基礎構件和複合構件。不可再拆分的構件叫基礎構件，可以再拆分
的構件叫複合構件。
劉釗：
《郭店楚簡校釋》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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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功能，“己”、“丌”兩個表音構件疊加，而形成的特異構件。
2、省減構件
省減構件是指楚簡帛文中某構件形體與秦簡牘文相比，因省減了一些構件，而形成了特異構件。
如構件“澼”和構件“艽”：
構件“望（朢）”，早在西周金文就有，從“臣”從“壬”從“月”，如 （朢爵），或構件“臣”訛作“亡”，
如

（無叀鼎）
。其演變軌跡是： —— （師朢壺）—— （師望鼎）—— （無叀鼎）。1秦簡牘

文和楚簡帛文分別承襲不同的金文，前者作“朢”，如：
作“望”，如：

（郭/語二/33）
、

（睡/爲/81）
、

（睡/日乙/128）
。後者

（上六/用/20）。

不僅如此，楚簡帛文還在此基礎上進行省簡，形成新增構件“澼”和“艽”。構件“澼”省構件“月”，
構件“艽”則省構件“月”和“土”。如：

（郭/緇/3，“潿”字）、

（郭/語二/3，“烞”字）、

（曾

/171，“妫”字）
而它們在秦簡牘文中皆未出現，從而造成特異。

三、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產生原因比較及其發展趨勢
在秦、楚簡文字材料中，各類原因所形成的特異構件在不同層面上的分佈情況千差萬別。通過
對它們各自分佈情況的統計和兩者的比較分析，可以勾連出秦、楚文字各自的發展趨向。
1、成因類型比較
形成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的原因，比秦簡牘文特異構件的成因要相對複雜一些。除了傳承異形、
局部變異、另造新形和構件訛變是兩者共有的原因以外，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的成因還有增加構件和
省減構件兩類。
我們對這兩個原因產生的楚簡帛文特異構件進行了量化統計，詳細情況見下表：
成因

特異構件數（個） 在特異構件*中

在全部直接構件

所占比重（%） *中所占比重（%）

增加構件

1

增加同形構件

3

0.96

0.21

增加羡符

6

1.93

0.42

增加表義構件

4

1.29

0.28

張世超等著：
《金文形義通解》，日本：中文出版社，1996 年，第 20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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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表音構件
省減構件

5

1.61

0.35

4

1.29

0.28

* 楚簡帛文中特異構件總數是 311 個，全部直接構件總數是 1443 個。
從上表中的數據情況，我們可以推測出如下結論：（1）楚簡帛文中存在因構件的增減而形成的
特異構件，而秦簡牘文中沒有，這說明和秦簡牘文相比照，楚簡帛文在組成特異構件的構件數上存
在著更多不穩定的因素。
（2）楚簡帛文中存在因省減構件數而形成的特異構件，但是數量相當有限，
僅有 4 個，佔所有特異構件的 1.29%；而因增加構件數而形成的特異構件有 18 個，佔所有特異構件
的 5.79%。這說明在楚簡帛文中也存在一些簡化的現象，但是并不起主流作用。構件的繁化較簡化，
對特異構件的形成，乃至整個楚簡帛文構件系統的發展更具有影響力。（3）因增加表義構件和增加
表音構件而形成的特異構件，也占據了一定比重，從側面可以反映出，漢字音義在楚地發展過程中
發生的一些變異，對楚簡帛文的形體結構也存在著一定的約束。
（4）因增加羡符而形成的特異構件
有 6 個，這是楚地喜好在文字形體上增加裝飾性符號的一種影射。
2、相同成因的量化比較
表 1、兩者特異構件總量比較
國別

特異構件數

直接構件數

比重*

（個）

（個）

（%）

秦

96

843

11.39

楚

311

1443

21.55

* 特異構件在直接構件中所占比重。
表 2、兩者特異構件相同成因總量比較
原因

秦

楚

數量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數量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個）

總數比重

構件總數比

（個）

總數比重

構件總數比

（%）

重（%）

（%）

重（%）

傳承異形

9

9.37

1.07

35

11.25

2.43

局部變異

4

4.17

0.47

29

9.32

2.01

另造新形

2

2.08

0.24

17

5.47

1.18

構件訛變

4

4.17

0.47

4

1.2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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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77

80.21

9.13

204

65.59

14.14

表 3、兩者特異構件相同成因在不重複字形層面中的構件頻率比較
原因

秦
構件頻

楚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構件頻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率（次） 總構件頻率

構件總構件

率（次） 總構件頻率

構件總構件

比重（%）

頻率比重

比重（%）

頻率比重

（%）

（%）

傳承異形

13

9.35

0.42

93

16.94

0.96

局部變異

5

3.60

0.16

49

8.93

0.51

另造新形

3

2.16

0.10

22

4.01

0.23

構件訛變

8

5.76

0.26

15

2.73

0.16

其它

110

79.14

3.56

333

60.66

3.44

表 4、兩者特異構件相同成因在文獻用字層面中的構件頻率比較
原因

秦
構件頻

楚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構件頻

占特異構件

占全部直接

率（次） 總構件頻率

構件總構件

率（次） 總構件頻率

構件總構件

比重（%）

頻率比重

比重（%）

（%）

頻率比重
（%）

傳承異形

40

4.95

0.11

804

30.17

0.89

局部變異

17

2.10

0.05

177

6.64

0.20

另造新形

13

1.61

0.03

116

4.35

0.13

構件訛變

321

39.73

0.86

262

9.83

0.29

其它

417

51.61

1.11

1225

45.97

1.36

綜合以上各表中所統計的數據情況，得出如下分析結論：
（1）特異構件可以反映兩者的發展趨勢。通過表 1 所列數據，可以發現特異構件在兩類文字
中並不佔有絕對的比重，因此，對特異構件的調查並不能反映出兩類文字整體的發展情況，只能揭
示秦楚兩類文字在漢字發展道路上的離異程度和推測出兩者的發展趨向。
（2）秦、楚文字發展軌道不同。表 1 統計出楚簡帛文不僅在直接構件總數上比秦簡牘文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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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個，而且楚簡帛文中的特異構件數要高出秦簡牘文中特異構件數 215 個，這反映出楚簡帛文和
秦簡牘文正走向兩種不同的發展軌道，而楚簡帛文的生成機制顯然要比秦簡牘文更為複雜。
（3）秦簡牘文較楚簡帛文，變異程度更加激烈；相反，楚簡帛文較秦簡牘文，對商周文字的
傳承性要高，而且變異程度相對要小。首先應該說明的是，表 2 顯示出兩類文字都存在大量的特異
構件，很難說出它們的形成原因，秦簡牘文比楚簡帛文更加突出，秦簡牘文在出土量和字量上都遠
遠低於楚簡帛文，這是導致這種情況存在的一個重要的材料因素。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秦簡
牘文較楚簡帛文，變異程度更加激烈。
表 2、表 3、表 4 中的數據顯示，秦簡牘文中由傳承異形產生的特異構件無論是數量上、還是
在不重複字形層面的構件頻率上，以及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上，它們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
都比楚簡帛文的低很多。這說明楚簡帛文較秦簡牘文與商周文字保持了更多的傳承特徵。而秦簡牘
文中由構件訛變產生的特異構件在上述三個層面上，所統計出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就要比楚簡
帛文高出很多個百分點。這反映出秦簡牘文較楚簡帛文，變異程度更加激烈。
（4）楚簡帛文不僅注重傳承商周文字，而且較秦簡牘文更為注意加強本體對語言發展的適應，
不斷進行一些調整。這一點反映在由局部變異和另造新形所產生的特異構件上，通過對表 2、表 3、
表 4 中的數據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在三個層面上，楚簡帛文中因這兩個因素形成的特異構件，
無論是在絕對數量上還是在相對比重上，都比秦簡牘文要高很多。這就說明，楚文字系統以保持對
正統文字一致性的前提下，對自身體系進行著局部的調整，同時也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造一些新的
構件形體來改善由音義演變而引起的漢字發展的滯後性。
總之，通過對特異構件多角度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秦簡牘文在發展過程中，對傳統文字體系
進行著較大的改易，趨於簡化，注重應用性，而且漢字生成機制的無理性增強；而楚簡帛文在發展
過程中，保持了較強的傳承性，通過一些調整和新造來保持漢字與語言發展的同步，總體上趨於繁
化，試圖維持漢字生成機制的理據性。

參考文獻：
[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4]劉釗.古文字構形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M].長沙：嶽麓書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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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rigin of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on Qin Bamboo Slips and
Characters on Chu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Lou L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on Qin bamboo slips and
characters on Chu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is an advanced subject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an ontological view, the same causes of the specific components are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partial transformation, creating a new form and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ly caused specific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we
fi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on Qin bamboo slip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system had been
adap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al use, the character formation mechanism became more irrational and
the characters became simplified in general; whi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on Chu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the sense of inheritance was much maintained, some adjustment and creation of new
characters had been made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he character formation
mechanism remained rational, and the characters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in general.
Key words: characters on Qin bamboo slips, characters on Chu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specific
components, cause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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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石刻韻文中韻字的平上兩讀而義別問題研究 
劉本才
（南京林業大學 人文學院，南京 210037）
【摘

要】本文討論隋唐五代石刻銘文中韻字的平上兩讀而義別的情況。我們在石刻韻文的韻

字中發現有 10 多個常用字存在著平上兩讀而義別的現象。本文結合石刻韻文用韻的具體情況，按平
上兩讀義別而至今仍為兩讀或演變成一讀（或平或上）的三種類型來討論辨析，分析和討論各韻字
義項與平上讀音的對應關係，歸納這種古今音義歷史演變的規律，為準確判定韻文中這些平去兩讀
字的音義提供參照。
【關鍵詞】隋唐五代；石刻韻字；平上兩讀；平上義別
古人寫作碑誌等石刻銘文例用韻文，無論從其語言形式還是從其內容表現上看，這些銘文都可
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詩。歷代的石刻韻文，是研究漢語語音史的重要材料，通過對韻文韻字的
考察可以探求韻部系統，另外分析單個韻字讀音的發展演變，也有利推進我們於對某個階段語音的
研究。韻部研究是宏觀的，而字音研究是微觀的，它對研究語音發展同等重要，所以我們研究韻文
用韻，應該重視對字音的考察。
我們曾對隋唐五代石刻韻文韻字進行過系統考察，從中發現很多韻字在聲調方面存在一字平仄
異讀現象，這些異讀字具有兩讀甚至三讀而意義或異或同，給判斷韻字音義造成很大的麻煩。閱讀
或欣賞韻文時，如果忽視平仄異讀字的音義對應情況，就會對韻文的解讀產生誤解，或曲解韻文的
語義，或誤判韻字的平仄，從而產生不好的後果。只有正確解釋和辨析這類一字平仄異讀而義有異
同的問題，才是真正讀懂了句義，才能準確判定韻文的韻例和韻字的音義對應關係。
劉子瑜、劉宋川先生曾撰寫系列論文討論唐詩一字平仄異讀而義有異同問題，通過分析有平仄
異讀的各字在唐詩中的具體音義和用法，總結各字從唐代到現代的音義變化規律，比較各字古今音
義的異同，為掌握諸字在唐詩中的音義關係，準確判定諸字在唐詩中的音讀和平仄奠定基礎。劉子
瑜、劉宋川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們參照其研究思路，考察平仄異
讀字在隋唐五代石刻韻文中的表現，為推進中古平仄異讀字音義關係的討論增添一些新的材料。
本文專論隋唐五代石刻韻文中韻字的平上兩讀而義别問題。我们从隋唐五代石刻韵文的韵脚字
中搜寻到 10 多个平上两读而义别问题的单字，下面依次对诸字在用韵中的音义关系和用法予以讨
论。

（一）現代仍大體上保存平上兩讀而義別者
1.頃 《廣韻》清韻去營切，“西頃，地名，出《地理志》。
《說文》曰：頭不正也。”又靜韻去潁
切，“田百畝也”。頃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義為：頭不正，引申為傾斜，形容詞；上聲義：為土地
作者簡介：劉本才（1981—）
，中國山東省平邑縣人，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漢字發展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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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單位，少時、片刻，往時、進來，名詞。石刻銘文用韻，頃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8 次，2 次押
平聲，6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押上聲，後兩例押平聲。
（1）闕名《趙隆墓誌》續貞觀 019 協“挺鼎頃熲”，銘文“脩幹千尋，洪波萬頃。”
（2）闕名《李信墓誌》彙永徽 103 協“頃省”，銘文“松挺千丈，波澄萬頃。”
（3）闕名《項法墓誌》濟南 037 協“英聲名頃鳴”，銘文“蘭春兮始茂，□露兮俄頃。”
（4）闕名《趙達拏墓誌》秦晉豫 094 協“庭馨榮生頃庭情”，銘文“如何風燭，能沒能頃。”
2.予 《廣韻》魚韻以諸切，“我也”；又語韻余吕切，“郭璞云：‘予，猶與也。’”予字平上兩讀
義別，平聲義為：余、我，代詞；上聲義為：給予、賜予，贊許，動詞。石刻銘文用韻，予字平上
兼押，共入韻 4 次，2 次押平聲，2 次押上聲。
（1）闕名《張敬之墓誌》彙天授 042 協“拒楚緒予”，銘文“仲兮淑兮，胡寧忍予。”
（2）闕名《李君墓誌》彙開元 447 協“處予”，銘文“幽明隔兮有攸處，泉壤閟兮獨愁予。”
（3）闕名《長孫全義墓誌》西市 181 協“廬書諸予”，銘文“顏回既死，天之喪予。”
（4）楊凝式《李德休墓誌》五代 089 協“車疏予孤書”，銘文“膏肓構疾，手足啓予。”
3.屏 《廣韻》青韻薄經切，“《三禮圖》曰：‘扆從，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又清韻府盈切，“屏盈，徬徨。”又静韻必郢切，“蔽也”。屏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義為：當門的小
墻（即蕭墻）
，屏風，名詞；上聲義為：藏，掩蔽，除去，退避，動詞。石刻銘文用韻，屏字平上
兼押，共入韻 8 次，4 次押平聲，4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押上聲，後兩例押平聲。
（1）闕名《李和墓誌》匯考 007 協“屏靜穎請”，銘文“分竹為守，丹帷作屏。”
（2）和少微《王處直墓誌》五代 062 協“屏鼎晉胤”，銘文“入掌鴻鈞，出臨巨屏。”
（3）裴虯《怡亭銘》北圖 27-042 協“亭汀溟經屏形”，銘文“眾木成幄，羣山作屏。”
（4）胡熙載《張季宣妻李氏墓誌》五代 121 協“精靈屏”，銘文“香芬羅幌，蓮對雲屏。”
4.幾 《廣韻》微韻居依切，“庻幾”；又微韻渠希切，“近也”；又尾韻居狶切“幾何”。幾字平上
兩讀義別，平聲義為隱微，形容詞；事情的迹象、先兆，名詞；將近、接近，副詞；幾乎，副詞；
上聲義為：若干，多少，疑問詞。石刻銘文用韻，幾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25 次，17 次押平聲，8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義為差不多、接近，押平聲；後兩例義為無多、多少，押上聲。
（1）闕名《王士端及妻杜氏墓誌》彙乾封 013 協“暉幾霏畿”，銘文“肹響英俊，交柯庶幾。”
（2）闕名《張節墓誌》彙咸亨 030 協“幾菲微扉”，銘文“潜圖積善，剋誕隣幾。”
（3）崔行功《孔子廟碑》北圖 15-020 協“幾飛韋微”，銘文“在智伊妙，惟神迺幾。”
（4）闕名《許琮妻李氏墓誌》彙長壽 004 協“子美李幾”，銘文“窈窕之質，生涯詎幾。”
（5）闕名《王君妻橋氏墓誌》彙開元 083 協“死幾”，銘文“送死事生，古今何幾。”
5.鮮《廣韻》仙韻相然切，“鮮潔也。善也。”又獮韻息淺切，“少也”。鮮字平上兩讀義別，平
聲義為：活魚、鮮魚，新宰殺的鳥獸，新鮮食物，名詞；新鮮、鮮明，嘉善、美好，形容詞；上聲
義為：少，形容詞，此義是“尟”的通假。石刻銘文用韻，鮮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24 次，23 次押平
聲，1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三例義為鮮明、朝鮮地名（因朝日鮮明而得名）
、小魚，押平聲；後
一例義為少，押上聲。
（1）闕名《韓素墓誌》續永徽 020 協“綿聯鮮傳”，銘文“貞渝玉潤，操履冰鮮。”
（2）闕名《泉男產墓誌》彙長安 008 協“焉鮮燕遷”，銘文“東明之裔，實為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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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師中《獨孤季膺及妻高氏墓誌》續大和 010 協“煙鮮然絃”，銘文“於洛之煙。烹茲小鮮。”
（4）闕名《王君妻宋尼子墓誌》彙長壽 011 協“鮮善典轉”，銘文“守義或聞，能仁者鮮。”
6.迤（迆）
《廣韻》支韻弋支切，“逶迆”；又紙韻移爾切，“邐迆”。鮮字平上兩讀義別，迤（迆）
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逶迤”，疊韻連綿詞，曲折綿延貌，曲折行进貌，游移徘徊貌、徐行貌，又
形容歌聲婉轉；上聲“邐迆”“迆邐”，疊韻連綿詞，曲折連綿貌，曲折行进貌。石刻銘文用韻，迤（迆）
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26 次，15 次押平聲，11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義為曲折行進貌、曲折
連綿貌，押平聲；後兩例皆為曲折連綿貌，押上聲。
（1）闕名《桓銳墓誌》彙顯慶 140 協“悲迤嘶期”，銘文“攅塗已撤，柩輅逶迤。”
（2）賀知章《楊執一及妻獨孤開墓誌》彙開元 263 協“隋迤離斯”，銘文“積慶二十，長源逶迤。”
（3）闕名《陳頤及妻藺氏墓誌》彙開元 260 協“氏此迤毀”，銘文“松檟蕭森，原陵邐迤。”
（4）盧陟《盧彰母戴氏墓誌》彙中和 010 協“子水趾迤”，銘文“古陌新阡，松楸邐迤。”
7.荷 《廣韻》歌韻胡歌切，“《爾雅》曰：‘荷，芙蕖。’”又哿韻胡可切，“負荷也”。荷字平上
兩讀義別，平聲義為：荷葉，荷花，名詞；上聲義：為扛、擔，引申為擔任、擔當，承受，動詞。
石刻銘文用韻，荷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3 次，2 次押平聲，1 次押上聲。
（1）闕名《宮人蕭氏墓誌》匯考 361 協“波荷俄羅”，銘文“愛花時採，摘藕舉荷。”
（2）獨孤及《蕭直墓誌》全唐文 392-3988 協“葩家荷”，銘文“為言為行，是構是荷。”
（3）李華《苗晉卿墓誌》全唐文 321-3253 協“荷坐可”，銘文“二聖登遐，萬方是荷。”
8.訾 《廣韻》支韻即移切，“思也”；又紙韻將此切，“訿，訿毀。訾，上同。”訾字平上兩讀義
別，平聲義為：衡量、計量，引申為考慮，動詞；上聲義為：詆毀、指責，動詞。石刻銘文用韻，
訾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3 次，1 次押平聲，2 次押上聲。
（1）韓愈《孟郊墓誌》全唐文 564-5715 協“猗訾施詩”，銘文“維執不猗，維出不訾。”
（2）闕名《楊盆墓誌》秦晉豫 187 協“移訾”，銘文“唯餘景行，流譽無訾。”
（3）裴坦《楊收墓誌》秦晉豫 827 協“理義否躓異氏器瑞尉賜既祀季紫水峙畏意里耻死喜指揆事議
訾矣忌史已恃義子嗣”，銘文“正言不入，大道多訾。”
9.委 《廣韻》支韻於爲切，“委委、佗佗，美也。”又紙韻於詭切，“亦委積。又屬也。棄也。
隨也。任也。”委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義為……，動詞；上聲義為……動詞。石刻銘文用韻，委字
平上兼押，共入韻 14 次，2 次押平聲，12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押上聲，後兩例押平聲。
（1）寇仕璋《寇熾妻姜敬親墓誌》匯考 014 協“委氏侈徙”，銘文“衣纓載襲，福祿修委。”
（2）闕名《崔訥墓誌》彙景龍 017 協“氏美趾委”，銘文“高風海属，英名世委。”
（3）闕名《劉君墓誌》彙上元 041 協“儀詩委輝”，銘文“霜摧菊浦，蕙苑蘭委。”
（4）闕名《董本墓誌》彙天授 045 協“委隨芝轜”，銘文“梁木斯折，哲人其委。”

（二）中古韻字平上兩讀而義別，其義項到現代或部分消失，或部分少用，而音讀
變為平聲或上聲一讀者，共有 4 字，分為二個小類，討論如下：
第一類，中古韻字平上兩讀而義別，現代諸義變為平聲一個讀音者，計有 2 字，即：蒼、夭。
1.蒼 《廣韻》唐韻七岡切，“蒼色也”；又蕩韻采朗切，“莽蒼”。蒼字平上義別，現仍有平上兩
讀，平聲為草色，疊音詞“蒼蒼”義為深藍色，茂盛的樣子，灰白色。上聲疊韻連綿詞“蒼莽”或“莽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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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空曠無邊的樣子，形容詞。石刻銘文用韻，標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257 次，254 次押平聲，3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前兩例押上聲，後兩例押平聲。
（1）闕名《李洽墓誌》故宮 139 協“上往響蒼”，銘文“柳巷沉沉絕音響，故里蕭蕭愁莽蒼。”
（2）張撰《趙何一墓誌》西市 266 協“蒼往壤仰”，銘文“身名夭枉，山河莽蒼。”
（3）闕名《楊政本妻韋檀特墓誌》彙永隆 017 協“芳璋詳光亡蒼光涼長”，銘文“長終帷縞，永絶穹
蒼。”
（4）宋務靜《樊庭觀墓誌》彙開元 196 協“茫蒼隍崗亡藏方狼荒房”，銘文“神理兮茫茫。松栢兮蒼
蒼。”
2.夭 《廣韻》宵韻於喬切，“和舒之皃”；又小韻於兆切，“屈也”；又晧韻烏晧切，“《禮》曰：
不殀夭。”夭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義為短折、短命、早死，動詞；上聲 yǎo 義為盛貌，形容詞；ǎo
初生的草木，名詞。石刻銘文用韻，夭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14 次，1 次押平聲，13 次押上聲。
（1）闕名《李静訓墓誌》匯考 293 協“曉鳥夭”，銘文“共知泡幻，何嗟壽夭。”
（2）李慎名《柳婉墓誌》千唐-166 協“小了夭旐曉”，銘文“洛陽埋没，秦京枉夭。”
（3）滕綬《支詢墓誌》彙大中 112 協“考夭草造”，銘文“孰不長生，顔惟早夭。”
（4）闕名《王求古及妻郭氏墓誌》陝西貳-179 協“夭條凋消”，銘文“郭氏夫人，桃李夭夭。”
第二類，中古韻字平上兩讀而義別，到現代義項有的失落了，只保留上聲一讀者，共有 2 字，
即：反、壘。
1.反 《廣韻》元韻孚袁切，“斷獄平反”；又阮韻府遠切，“反覆。又不順也。”反字平上兩讀義
別，平聲義為翻案、平反，動詞；上聲義為為覆、翻轉，回來、回去，反面、相反，背叛、造反，
反省，動詞。石刻銘文用韻，反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7 次，1 次押平聲，6 次押上聲。下舉四例，
前三例押上聲，後一例押平聲。
（1）闕名《楊實墓誌》匯考 269 協“遠反晚本”，銘文“珠沉桂折，吉行凶反。”
（2）闕名《薛朗及妻王玉墓誌》彙貞觀 166 協“遠阮反混”，銘文“一言有聞，三隅遂反。”
（3）闕名《李孝禕墓誌》邙洛 176 協“晚轉遠反”，銘文“珠沒無歸，劒沉難反。”
（4）令狐德棻《于志寧碑》碑林 191-0358 協“原反繁門”，銘文“決曹仁恕，廷尉平反。”
2.壘 《廣韻》旨韻力軌切，“《說文》曰：軍壁也。又重壘。”又《集韻》脂韻倫追切，“重也”。
壘字平上兩讀義別，平聲義為：累積，動詞。“壘壘”，連綿不斷貌；上聲義為：军营，軍營墻壁或
防禦工事，名詞。“壘壘”，重積貌。壘字平上兼押，共入韻 32 次，11 次押平聲，21 次押上聲。下
舉四例，前義為兩例為連綿不斷貌，押平聲；第三例義為軍營，第四例義為重積貌，押上聲。
（1）闕名《張據墓誌》續大和 051 協“枝宜斯悲壘而”，銘文“居五品兮孤影憎悲，南山戚戚兮孤墳
壘壘。”
（2）房密《李君妻張氏墓誌》秦晉豫 429 協“哀悲壘思”，銘文“邙山臨洛，丘墓壘壘。”
（3）闕名《程知節及妻孫氏崔氏墓誌》續麟德 019 協“壘宄水美”，銘文“出捴外臺，入居中壘。”
（4）闕名《鄭君妻崔氏墓誌》彙天寶 234 協“壘此已子”，銘文“北山迴合，髙墳壘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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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nyms of Characters with Level and Falling-rising Tones in Rhyme of Epigraphy i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IU Benca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rhymed characters with level and falling-rising tones. It has been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0 common characters in epigraphy which hav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together with varied meaning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s, the paper h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correlation of each rhyme with their pronunciations. It ha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some rhymes
with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have undergone changes. They either keep two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r evolve into only one pronunciation, whichever it may be. The evolutionary rules have
been summarized so that some references could be obtained for rhymes of this kind.

Key words: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rhymed characters in epigraphy, level and rising tones, level
and rising tone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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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寧平省陳朝碑刻避諱字研究
NGUYEN Kim Mang 阮金茫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直屬漢喃研究院

摘 要: 避諱是漢字文化圈獨特的文化現象, 起源於中國周朝 (約 BC 世紀 XI), 後來传入越南。
对漢喃文獻研究者而言, 避諱字是斷定碑文年代及漢喃版本時間的“金鑰匙”。這把“金鑰匙”在越南
的古籍和金石文獻中留下了很多的內容，特別是在碑刻中。通過對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存貯的
碑文拓本進行統計, 結合地方田野調查，我們收集了約 1000 份寧平省的碑銘拓本, 包括了大量的避
諱字。寧平省碑刻的避諱字主要出現在三個時期：陳朝 (1225-1400)、中興黎朝（1533-1788）和阮
朝（1802-1945）。我們根據寧平省碑刻中出現的陳朝避諱資料，證實了以前研究公佈的避諱字形
式，又發現了一些沒有研究過的新形式，這些新的避諱字形式為研究越南的避諱字提供了新的例
證，也為古籍文獻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珍貴、可靠的資料。
關鍵詞: 陳朝；避諱字；越南寧平省；碑刻
*
*

*

主要內容
一引言
二 、陳朝官方頒布的避諱字
三 、已知的避諱字表現形式
四 、寧平碑刻中新發現的陳朝避諱形
五 、結論
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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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02 年漢喃研究院和中正大學文學院合作整理出版的《越南漢喃銘文彙編》第二集《陳朝
（1226-1400）》收入了 36 篇碑刻銘文，刻於木牌、銅鐘、石柱、佛磬以及石碑等載體之上。而在
大量的寧平省碑刻研究成果中，我們發現很多碑文中有避諱字，特別是陳朝的碑刻，其中一些避
諱字與已經發表公佈的越南避諱字研究有所不同。對寧平省碑刻避諱字的研究可以增加、豐富這
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并為學者提供資料和參考。
一、陳朝官方頒布的避諱字
避諱字是漢語文字中的一個特殊現象，這一習俗從周代即以開始。《左傳》桓公六年記載：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焦循注曰：“諱自周始，殷無諱例”。戰國時期避諱變得比較普
遍,“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①。之後從秦到清，歷代對避諱都有具體的規定。中越兩個
民族的文字均是“三位一體” 的方塊字，避諱流傳到越南之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避諱習俗也
體現了越南人相同的心理。
避諱字分為“私諱”和“公諱”，又稱“國諱”。“私諱”有“家諱”、“族諱”和“鄉諱”；“國諱”大致包
括“御名”、“御諱”和“廟諱”，應用於越南古代君主及父母、當朝皇后以及部分皇族成員的名字中。
因“國諱”強制在全社會發生作用，所以一般而言，避諱主要是講“公諱、國諱”。避諱主要體現在兩
個方面：話語使用和文本文獻。
越南最早記載避諱的史料是《大越史記全書》。1232 年開始陳太宗首先下旨頒行避諱：“夏
六月，頒國諱、廟諱。元祖諱李，因改李朝為阮朝，且絶民之望李氏也”②

①

轉引自: 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字研究》， 河內：文 化 出版社，1997， 22-23 頁。
《大越史記全書》，法國，巴黎，亞州学会會圖書館藏刻本，编号 PD.2310，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影印
本，2011 年再版，第五卷，7b 頁。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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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越史記全書》记载陳朝第一次頒布的避諱字

之後陳英宗在位時又多次頒布避諱。第一次是在甲午興隆二年（1294），“春二月七日，頒國
諱，帝諱烇、仁宗昑、聖宗晃、太宗煚、太祖承、元祖李，内諱聖慈皇后蜂、順慈皇后妙、顯慈
皇后莹、元聖皇后歆。①”四年之後，興隆六年（1298），再次下旨：“春，頒魏、珠二字諱。” ②
在頒布避諱的歷史中，陳英宗是唯一一位為外戚頒布避諱的君主，興隆七年（1299）：“夏
四月十二日，詔禁欽明大王、善道國母諱 ③，臨文不得用。若魏、濕、南、乾、蘇、峻、英、顙等
字臨文减畫。陳諱外親自此始。”④
陈英宗还曾为前朝帝王颁定避讳，甲辰十二年，“秋七月，詔凡廟諱御名正文减畫”⑤；
“八月，禁李朝廟諱，蘊、瑪、尊、德、煥、祚、幹、旵八字减畫”⑥。
陳明宗是陳朝的第三位君主，亦是陳朝最後一位頒布避諱字的君主，甲寅二十二年，“春三
月，勑中書頒本朝名諱，增入寕皇及宣慈保慈二太后諱”⑦。
撤銷避諱字的情況僅有一次，光泰八年（1395)，“春二月二十日，却月字、南字諱，許用依
舊”⑧。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 第六卷， 1a 頁。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 第六卷， 5a 頁。
③
欽明王諱柳，生于辛未 (1211 年)，沒于辛亥 (1251 年)， 陳朝親王，陳太宗之兄，武成王陳允与興道王陳國峻之
父；善道諱月，是欽明王之妻。
④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 第六卷， 5a 頁。
⑤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 第六卷， 19a 頁
⑥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 ，第六卷， 19a 頁
⑦
《大越史記全書》第 六卷， 31a 頁：“三月以後大慶元年延祐元年 ”。
⑧
《大越史記全書》前揭，第七 卷 ，25a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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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越史記全書》记载陳朝撤銷的避諱字

根據《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陳朝是第一個頒布避諱字體例的朝代。在陳朝 174 年的歷史
中，有 8 次頒布避諱字的記載，主要集中在陳太宗、陳英宗和陳明宗三位君主時期。陳朝總共頒布
了 20 個避諱字: 李、承、烇、昑、晃、煚、妙、瑩、歆、魏、珠、柳、月、濕、南、乾、蘇、俊、
英、顙。其中為宗室外戚頒布避諱是唯一的一次，也與越南其他朝代的避諱情況有所不同。全國
各地都要在文字書寫中嚴格遵守避諱，特別是碑文寫作和碑刻製作。

二、已知的避諱字表現形式
現在關於避諱字的研究成果，首推漢喃研究院文獻研究部原主任吳德壽教授。吳德壽先生考
察了越南古代歷史典籍和漢喃書籍中所有的避諱字，發表了多篇高水平論文，最後出版了《越南
歷代避諱字研究》專著，包括陳朝、胡朝、黎朝統一時期、莫朝、中興黎朝、西山朝和阮朝。關
於李朝的避諱，吳先生認為：“從一些丁朝、前黎朝和李朝的碑刻鐘銘來看，我們初步可以得出結
論：越南在李朝及以前的時代，應該是沒有避諱的規定”①。
如上文所述，陳朝正式頒布的避諱字有 20 個。其中有 8 個避諱字見於古籍、碑刻、佚書、陶
器、刻磚、鐘銘、祭臺等，即李、承、柳、月、乾、英、南。另外在現有的碑刻研究中，又發現 5
個避諱字，其中一些也出現在寧平省的碑刻之中。
（一）諱“月”字
這是安生王陳柳之母善道國母的名諱，屬於外戚避諱字。陳明宗開泰四年（1327）立於文林
縣向道社大悲寺的《三寶田碑》中，“月”字寫作如下形態：
缺一筆：“重興五年己丑

初九日” ②。

缺兩筆，但重添一筆：“乙亥年四

①
②

” ①。

轉引自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字研究》， 河內：文化出版社，1997 年，37 頁。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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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祐三年（1331）立於海陽省嘉祿縣市德社的《崇天寺碑》中，“月”字原有兩筆形態不同，
兩橫斜向上：“歲次壬午年五

”；另有一“月”字一筆左出：“斯紀其日

②

” 。

紹慶三年（1372）的崇嚴寺雲磊山大悲岩碑文中，“月”字一筆右出：“在青化府
陳裕宗紹豐己丑年(1349)，寧平省山水寺碑文有“月”字一筆雙出：“紹豐己丑秋九

娥 巷” ③。
④

” 。

陳裕宗紹豐 17 年 (1357)，寧平省嘉遠縣整頓社興福寺碑文有“月”字一筆雙出：“紹豐十七年
丁酉正

⑤
” 。

（二）諱“南”字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興隆七年（1299）頒布外戚避諱。“南”字諱寫為以下形態：
“南”字中間的部分去掉右邊一筆，左邊一筆向下，寫作“午”字，陳藝宗紹慶三年（1372）范
師孟撰文的崇嚴寺雲磊山大悲岩石壁銘文:“其
部分缺筆：“同流附舶

興入

邑長江”⑥ 。1321 年的白鶴通聖觀鍾銘文“南”中間

”⑦；1376-1377 的錦川鍾銘文“南”字異寫 “

林縣陽光社報恩寺碑銘文“南”字中間缺筆寫為“
（三）諱“乘”字，缺筆寫為“

望橫山大海端”⑧；嘉

”⑨ 。

”。崇嚴寺雲磊山大悲岩銘文即寫作“

幽控寂”、“

興遊

方”⑩。
（四）諱“乾”字
“乾”是安生王陳柳外戚家族的諱字，諱“乾”為“摩”。崇嚴寺雲磊山大悲岩銘文將“乾尼山”寫
為“摩尼山”11。
（五）諱“英”字
天成公主名陳氏英，上皇陳承之女，興道王陳國俊之妻，諱寫“英”為“
花探社青梅寺圓通塔碑立於陳裕宗大治五年（1362），碑文寫：“

”。海陽省至靈縣黃

”宗詔住天長常樂庵傳燈

錄”12。

三、寧平碑刻中新發現的陳朝避諱形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5310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5114/5115 ，原碑在今海陽省四祿縣日新社示德村崇天寺。
③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5114/5115 ，原碑在今海陽省四祿縣日新社示德村崇天寺 。
④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114 ，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⑤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19162 ，摩崖在今寧平省嘉遠縣整頓社興福寺 。
⑥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0965 ，原碑在今清化省娥山縣 白閒社崇嚴寺。
⑦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4997/5000 ，原碑在今永福省白鶴縣白鶴通聖觀。
⑧
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字研究》 前揭，52 頁。
⑨
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字研究》 前揭，52 頁。
⑩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0965 ，原碑在今清化省娥山縣 白閒社崇嚴寺。
11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0965，原碑在今清化省娥山縣 白閒社崇嚴寺。
12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陳朝上， 河內， 漢喃研究院， 嘉儀中正大學院， 2002， 26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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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田野調查，我們收集了近 1000 本碑刻拓片。寧平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是重要的歷
史發生地，這一點別的省很少能比得上。儘管寧平省的碑刻數量不是最多，但其時間跨度長達
1000 年，從 973 年丁先皇時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到 1945 年阮朝終結，寧平省碑刻具有的系
統性絕無僅有。寧平省已經發現的碑刻明確落有陳朝年代的有 15 通，其中昌符七年 (1383) 胡宗鷟
撰写的 《長安府安登鄉劉君翠山報恩院銘》碑刻實物已經佚失，碑文錄於《寧平全省地誌考辨》
①

，因是轉錄，故其中的避諱字無從考究。14 通碑中有 12 通的碑文有避諱字，其中一些與前文所

述相同，但筆者從中又發現一些現有的研究沒有涉及的避諱字和避諱形式。

（一）諱“月”字
陳英宗興隆七年（1299）五月十二日下旨諱名。因興道王陳國峻有功于國家朝廷，父以子
榮，因此其父名的“柳”字和其母名的“月”字得以位列國諱，“臨文不得用”。通過研究，我們發現這
一點並未實現，1299 年至 1395 年間，“月”通常是以缺筆的形式書寫行文。“月”和“南”字都以缺筆
或替換筆畫的形式使用。
在古籍中，“月”是使用很頻繁的一個字，在文獻出經常出現。在已經發表的 6 種“月”字諱寫
形式之外，筆者又在寧平省碑刻中發現 2 種。
第一種是將“月”字中間寫一筆為“

”，在一 記 天 龍 寺 常 柱 三 寶 物 中紹豐二年 壬 午（1342）寧

平省山水寺碑文刻：“越 明 年 春 大 會 慶 讚 一 時 聞 者 咸 來 瞻 禮 迺 三

望 封”。NO.29122①

圖 3: 月
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O.29122

①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寧平全省地誌考辨》，編號 A.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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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將“月”字中間替換為“冫”。現在寧平省山水寺的紹豐二年（1342）天龍寺常柱三寶物
碑文寫：考刘大郎 四

初九慈妣刘大娘七

十七①。

圖 4:月
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O.29122

表 1：“月”字諱形一覽表
序號

越南“月”字諱形

研究發表諱形

寧平省碑刻

1.





2.



3.



4.



5.





6.





7.



8.



總數

8

6

11

（二）諱“南”字
字中間缺筆寫為“

”這樣的書寫形式在寧平省碑刻中出現多次。昌符九年（1385）的未題名

碑刻中寫道：“德孫比丘四高在□岸洞東長八高近阮巨赖西長七高十四尺近武玉爛
尺近阮布北闊三高十尺”①。
①

河內：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0 29122 ，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

闊七高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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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 5: 南
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O.29120
另有一種將“南”字寫為“

”。山水寺的無名碑刻寫：“在个

隊東長一面一高近 武迫西長一

面一高近三 寶丙活拾二伍近武麻雷 北活十一伍近大路”②。

圖 6:南
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O.29097
“南”字中間的部分去掉右邊一筆，左邊一筆向上 ，寫作“牛” 。大治十年丁未二月十八日
(1331）立於寧平省寧平省寧和社盎山盎山的《仙隆山金剛寺顯曜塔碑文並序》中“南”字寫作如下
形態：於是

①
②

遊經福成登山水訪得壞塔寺。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120 ，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113，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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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 7: 南
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O.33098

表 2：“南”字諱形一覽表
序號

越南“南”字諱寫形態

研究公佈形態
碑文

鐘銘

寧平省碑刻
刻磚



1.


2.




3.



4.
5.



6.



7.



總數

7

1

2

1

4

除了將“南”字缺筆書寫，寧平省碑刻中尚有將“南”寫為“丙”的情況。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
字研究》在研究“南”字避諱之時並未注意及此。1997 年吳德壽在《漢喃雜誌》刊發《鐘銘文的年
代和避諱字研究》①，指出“丙”代替“南”的情況，并舉例:

①

吳德壽，《金石銘文中的避諱字及年代問題》， 河內：《漢喃雜誌》，1997 年第 2 期， 18-2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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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南國家博物館藏鐘銘文：“行僧向心，居士大惡，共開創山林下洞，東至海邊為界，西
至邊海，石頭為界，丙至橫山為界，囗囗囗囗，北至抄粱石為界。”①
最初學者認為“丙”為“南”的草寫字體，但“南”草寫為“

”，才又確定“丙”為“南”的諱寫字。

2. 美文縣樂道社大悲延明碑文：“東廣一高九尺,近武塊;西廣一高九尺,近阮冷丙長四高五尺,
近阮考,北蔡平。”②
作者只舉出了這兩個材料，并指出：“我們知道陳朝諱‘南’字，缺筆書寫，現又知道還用同義
的‘丙’來代替”，但因為資料不足，作者於此做出推論：“相信在陳朝的鐘銘碑文中我們還將遇見更
多這樣的情況，以證實這個結論。”③ 筆者對寧平省碑刻進行了系統研究，包括寫明年代的和年代
不明的碑刻，發現了 56 次用“丙”代替“南”的例子。略舉如下：
紹豐二年（1342）一天龍寺常柱三寶物碑：東闊波拾陸篙界松路西闊波拾篙界小路丙長添拾
篙界小路北長添拾篙界大路④
陳朝 (1290- 1395）施濟病田碑：壹面東近三寶田為界西近濟病田隊丙近山腳北近[三]寶田為
界。⑤

圖 8:丙
漢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NO.29097

指方向的東西南北，在碑文中寫為“東西丙北”，可以肯定是以“丙”諱寫“南”字。另外我們還發
現鐘銘文有“南”字的兩種諱寫形式：
內壹所四面伍高東伴近路西近故皇婆金昼市

近賣主北近路；

本鍾在海防市塗山海灘，今藏於河內歷史博物館， 拓片今藏漢喃研究院， 無編號 .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5309/5312 ，原碑在今興安省美文縣樂道社大悲延明寺。
③
吳德壽，《金石銘文中的避諱字及年代問題》前揭 ， 22 頁。
④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122 ，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⑤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097 ，原碑在今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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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洞東長九高半西近大文公阮 元丙長九高近小溪□□□□文公阮春六高四尺北近大江闊八高
半。
可以肯定 NO.29122 銘文是陳朝晚期的作品，《大越史記全書》記載光泰八年（1395）廢除
諱“月”和“南”兩個字，一律從舊。寧平省碑刻可以為吳德壽先生的結論提供例證。
（三）諱“李”字
紹豐三年（1343）張漢超撰寫的《浴翠山靈濟塔記》碑文，写佛寺位置：“吾鄉多勝境，少
時遊覽，足跡殆遍，嘗捨舟登此山，拊其崖碑，剝苔認讀，則知 故塔乃阮朝廣祐七年辛未所建
也” ① NO.29122，此是歷史名塔，建於李仁宗 (1085-1092) 廣祐七年（1091），此處即以“阮”代
“李”。
大治十年（1367）的《仙隆山金剛寺顯曜塔碑文並序》碑文，作者登臨山寺，寫道：“此山
昔有古塔 寺迺阮朝第四帝之所刱也”，② 李陳第四帝即仁宗李乾德(1072-1128)，《大越史記全書》
記載陳太宗時以“阮”諱“李”。
（四）諱“煚”字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興隆二年（1294）：“春二月七日，頒國諱，帝諱烇、仁宗昑、聖宗
晃、太宗煚、太祖承、元祖李，内諱聖慈皇后蜂、順慈皇后妙、顯慈皇后莹、元聖皇后歆。”
紹豐三年（1343）張漢超撰寫的《浴翠山靈濟塔記》中，與“煚”同音的“境”字出現三次，但
並未避諱：
吾鄉多勝境少時遊覽足跡 (《李陳詩文》中“勝境” 作“勝景”與文意不符)
此景此懷惟余與此江山知之
永托伽蓝境界用為含識津梁無乃不可乎
陳朝帝王的名諱字形很少見。“景 Cảnh”的發音與“境”“耿”相近。陳太宗的名諱“煚”則是太陽
臨照的意思，與使用較多的“耿”字同義。

四、結論
根據對文獻古籍，特別是金石銘文的研究，我們知道越南的避諱始於陳朝(1226-1400)。陳朝
的避諱主要在太宗、英宗、明宗時期確立。陳朝將外戚的避諱也置入國諱之中，這與越南其他朝
代有很大的區別。陳朝的避諱在社會中得到了廣泛、嚴格的使用，在古籍文本和金石銘文中都有
體現。主要以缺筆和替換的形式實現避諱字的使用。缺筆的避諱字很容易使讀者知曉其產生于陳
朝。可以說避諱字是判斷、識別文獻和金石銘文年代的鑰匙。通過研究可知，寧平省碑刻中的一
些避諱字與已經公佈的研究成果一致，但也有一些新的避諱字形式，可以對現有成果進行補充，
也對現有的一些避諱字研究結論提供更豐富的例證，增加了越南歷史中的避諱字研究的內容。在

①
②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0 29122 ，原碑在今寧平省浴山山水寺 。
0
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本，編號 N 33098 ，原碑在今寧平省华閭縣寧和社仙隆山金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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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諱字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能要對已經認定的陳朝漢喃文獻重新判斷其產生年代，畢竟陳朝的
資料太過稀少，傳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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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銘文資料
序號

碑名

歷史年代

源地

漢喃院編號

1

無題

(1290-1395)

寧平省

33099

2

施濟病田碑

(1290- 1395)

寧平省

29097

3

白鶴通聖觀鍾

1321

永福省

4997- 5000

4

三寶田

开泰三年 (1327)

興安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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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崇天寺碑

开佑三年(1331 )

海陽省

5114

6

一記天龍寺常柱三寶物

紹豊二年(1342)

寧平省

29112

7

浴翠山靈濟塔記

紹豊三年(1343)

寧平省

29094

8

無題

紹豊己丑年(1349)

寧平省

29114

9

佛法僧寶

紹豊十七年(1357)

寧平省

19162

10

永報寺碑

大治四年(1361)

寧平省

38993

光泰五年(1392)
11

無題

大治八年(1365)

寧平省

29109

12

仙隆山金剛寺顯曜塔碑

大治十年(1367)

寧平省

33098

文並序
13

崇嚴寺雲磊山大悲

紹慶三年(1372)

清化省

20965

14

無題

隆慶三年(1376)

寧平省

29267

15

無題

符乙丑年(1385)

寧平省

29113

16

無題

昌符乙丑年(1385)

寧平省

29120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漢字拆分理論的再認識與
基礎形元的求取1

王漢衛 蘇印霞 董燕南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華文教育研究院

廣東

廣州

510610）

摘要 “據形”和“據理”是拆分漢字的兩條途徑，拆分結果也不一樣。他們各有自己的道理
和價值，並無對錯高下之分，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服務於漢字教學。據形切分
可以得到真正字形意義上的形元——最小元件，進一步整理形元可以得到基礎形元。基
礎形元可以作為一批具體的教學內容、一個特別的教學階段，是説明漢字學習者形成字
形意識、奠定字形基礎的有效方法。
關鍵字

據形切分；元件；形元；基礎形元

〇

引言

“漢字的字形可以分為三級:整字、部件、筆劃。數十種筆劃組成數百種部件,數百種部件組成
了數萬個漢字。”（張普，1984）“現代漢字的字形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筆劃—部件—整字。這個見
解已經被學術界接受。”（費錦昌，1996）作為漢字構形的中間層次，面對解決漢字難學的問題，
部件被寄予了厚望，從部件的界定、拆分、選取、規範，一直到教學設計、習得和偏誤分析，有
過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傅永和（1991）
、費錦昌（1996）、蘇培成（1995）、王寧（1997）、崔永華
（1997）
、邢紅兵（2005）
、萬業馨（1999）、肖溪強（2002）、尤浩傑（2003）等。
基礎部件（又叫最小部件、末級部件、字根、字元、字素）是部件拆分的主要目標。理論
上，作為漢字教學上的中間層次，基礎部件的集合總量宜小不宜大，而且應該比整字要顯著簡
單，但實際上基礎部件似乎並不如此。先看總量，下表展示的是不同研究者基於大體相同的字元
集所得到的基礎部件數量。
表 1 幾個基礎部件集所呈現的基礎部件總量
來源

1

分析物件

基礎部件

邢紅兵

漢語水準漢字等級大綱 2905
字

515

費錦昌

常用字 3500

290

曉東

常用字 3500

474

現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稱規範

常用字 3500

514

本研究得到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2012、2014 級碩士研究生李爽、陳豔妍、謝曉萌、劉陽、許雪真、徐平莉等 35 位
同學的幫助，暨南大學王潔博士也在統計方法上給予本文幫助，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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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名稱規範》
）
基礎教學用現代漢語常用字部件
規範(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教
學部件規範》
）

常用字 3500

540

從上表可以看到，多數以常用字為物件的拆分，所得基礎部件多在 500 左右，理解 500，我們
需要參考另外一些資料，例如：500 字在現代漢語文本中的覆蓋率高達 75%（《中國語言生活狀況
報告 2009·下編》
）
；600 字出頭即可支撐起漢語最小語言交際平臺所需要的詞彙量（史有為，
2008）
；
《漢語水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甲級字也才 800 字。這樣看來，作為一個基礎性、過渡
性的教學階段，基礎部件 500 的總量不能算小。
至於基礎部件的複雜程度，我們可以把基礎部件的筆劃數跟獨體字的筆劃數做一個對比。獨
體字的定義是：“由筆劃組成、不能或不宜再行拆分、可以構成合體字的漢字”（
《現代常用獨體字
規範》
，2009）
，基礎部件是“最小的、按照規則不再拆分的部件”（
《名稱規範》
，2009）
。從各自的
定義看，這兩個集合有相當強的可比性。對比結果如下：
表 2 部件與獨體字的筆劃數對比
筆劃數

部件
部件數

筆劃數

1

10

2

獨體字
平均筆劃

字數

筆劃數

10

2

2

56

112

19

38

3

92

276

48

144

4

110

440

65

260

5

92

460

58

290

6

65

390

29

174

7

38

266

17

119

8

24

192

8

64

9

13

117

7

63

10

4

40

1

10

11

6

66

1

11

12

2

24

—

—

13

1

13

1

13

14
總計

1

14

—

—

514

2420

256

1188

4.71

平均筆劃

4.64

獨體字終歸是字，基礎部件的平均筆劃和最高筆劃居然都高於獨體字，這說明從難度上看，
基礎部件似乎也不夠基礎。
上述情況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下兩個問題：①是什麼原因導致基礎部件以這樣一個面貌呈
現？②我們能不能找到更小的漢字結構單位？顯然，這兩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漢字的拆分理論、拆
分方法。
“確定漢字的組合層次和拆分原則,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單純字形原則，一個是構字原則。”
（蘇培成，1995）“字形原則”就是只根據現代漢字字形，“構字原則”就是盡可能採用字源原則，也
就是盡可能採用傳統的六書分析方法。“字形原則”和“構字原則”即“據形切分”和“據理切分”，如何
認識這兩條原則、根據各自的特點，發揮各自應有的價值和作用？這是漢字拆分上核心理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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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是關係到漢字教學效果的重要問題。

一

“據理切分”和“據形切分”

《名稱規範》的拆分原則是：“根據字理、從形出發、尊重系統、面向應用。”在這個原則中，
“理”居第一，“形”居第二。王寧（1997）認為，“理據的客觀性免除了部件拆分的主觀隨意性,決定
了拆分正誤的可辨性,使現代漢字部件的規範有了可能……在有理據拆分中，字形與字理是一致
的，因此屬於依形拆分。在無理據拆分中，字形與字理髮生矛盾而採取尊重字形的原則，因此也
屬依形拆分。”事實上，在第一原則“根據字理”的制約下，“字形”的作用空間會被嚴重擠壓，“從形
出發”並不能落實。
《名稱規範》的具體拆分規則有 5 條，摘要如下：
①字形結構符合理據的，按理據進行拆分。②無法分析理據或字形與字理矛盾的，依形進行
拆分。③筆劃交叉重疊的，不拆分。④拆開後各部分均為非成字部件或均不再構成其他漢字的，
不拆分。⑤因構字造成基礎部件相離的，拆分後仍將相離部分合一，保留部件原形。
上述五條規則，①④⑤都是對“根據字理”的明確闡發，不必贅言。下文分析②③兩條，因為這
兩條似乎是對“從形出發”的體現。
依據第②條規則，“朋”依形拆分為“月”“月”，因為根據字理的話是不可拆的。但是，既然“依
形”，為什麼不繼續拆分呢？之所以不拆，還是字理作用的結果：“月”是獨體字、象形字，再拆下
去就破壞了“月”的字理。換句話說，“朋”的第一層拆分，執行的是“形”的標準，到“月”就不再拆
分，執行的又是“理”的標準——這是自相矛盾的拆分。
第③條規定筆劃交叉重疊不拆，不僅《名稱規範》
，“相交不拆”幾乎是一個共識。之所以交重
不拆，是因為這類部件往往是獨體字、象形字，繼續拆下去就破壞了字理——這仍是“形”服從了
“理”，因為從形上說，沒有什麼結構體不能拆，漢字是一筆一筆寫成的，自然也能一筆一筆地退回
去。
《名稱規範》規定“表中部件規定了漢字部件拆分的下限，一般不宜再行拆分”，例如不能把
“京”分為“亠、口、小”。
《漢字部件規範》也規定“基礎部件”“沒有包容關係，不得將大部件拆分為
小部件”，這都是“字理”作用下的規定。如果從“形”的視角來觀察，下面“/”左右的同組部件顯然不
能同時“基礎”、同時“最小”：
A 類：凡/几，丸/九，宀/冖，

/丷，广/厂，太/大，大/人，乒、乓/丘……

B 類：示/二、小，舌/口、千，仑/人、匕，穴/宀、八，衣/亠、衣省……
C 類：京/亠、口、小，高/亠、口、冂、口……
有些基礎部件，例如：垂、秉、承、革、柬、禺、重、禹、兼、象、庸、鹿、黑、鼠、熏等
等，筆劃和結構甚至相當複雜，從字形的角度更難說“基礎”。
總之，以上分析表明：在“根據字理”的制約下，“從形出發”的空間就很小了；“尊重系統”體現
的是尊重漢字的理據系統；“面向應用”的體現也主要是面向基於字理的漢字拆分及教學——所謂
“基礎部件”，也只能是“漢字表義成分的基本結構體”，其主要價值是建立漢字理據的構形基礎，而
非漢字的結構基礎。
字義的構形基礎，當然需要通過據理切分來尋找，而字形的結構基礎，也只能通過據形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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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獲得。表面上看，“據理切分”和“據形切分”相互矛盾，實際上，這兩種方法是相互補充、並行不
悖的關係。
早在 1980 年，周有光先生在《現代漢字學發凡》一文中講到字形的分解時，以“疑”為例分解
如下：

圖 1 周有光先生漢字拆分示例
在這個分解圖中，部件跟偏旁相當，是第一層分解的結果，元件是第二層以下的筆劃結構
體，最後分解為零件（筆劃）
。儘管周有光先生沒有明確表述他的拆分原則，但無論從拆分框架
上，還是從拆分細節上周老的這個分解圖顯然是更重視字形的，可以看做是“字形原則”的先聲。
“矢”在《名稱規範》中不可再拆，而周老對它做了進一步的拆分，再從加括弧的“（三層分解）”
看，顯然隱含了繼續拆分的意思，直到筆劃為止。周老沒有告訴我們筆劃之前的那一層是什麼，
合乎邏輯的推斷是，筆劃之前的那一層應該是兩筆構成的元件，再分解就只能是筆劃了。遺憾的
是，周老對字形原則後來沒有更多的表述。
費錦昌（1996）把“氵、口、木”進一步拆分為“丶冫丨 十八”，不但在當時不能被廣泛接受，
甚至在今天也仍不免被批評（陳藝騫，2015）
。
學術的發展脈絡，從概念上最能夠得到印證，“部件”這個概念可以說是《說文解字》以來的學
術傳承，隱含了服從“字理原則”的拆分理論和方法。基於上文的討論，我們試圖在“字形原則”下，
使用周老的“元件”這個概念，對進行漢字拆分。由於周老並沒有明確界定元件的內涵，我們需要在
著手拆分之前，給本研究的“元件”及相關概念盡可能精確的定義：
元件：依據字形原則拆分漢字而獲得的任意筆劃組合體。
形元：依據字形原則拆分漢字而獲得的由兩個筆劃構成的元件，形元也就是最小元件。
基礎形元：具有較高教學價值的形元。形元的使用價值不一定都很高，擇取其中具有較高使
用價值的一部分，構成一個具有普遍教學價值的集合，即“基礎形元”。
這三個概念是層層包容和被包容的關係：元件＞形元＞基礎形元。

二

以形為綱的拆分原則

定義了元件和形元，接下來我們需要制定一套盡可能嚴密的拆分規則。經過“規則”和“實踐”的
互相校正，本文暫制定元件的拆分規則如下：
基本原則：以形為綱，兼顧字理，立體拆分，一分為二，直至最小。
細則 1：字形先於字理。字形跟字理衝突時，從“形”不從“理”，如不衝突，則兼顧字理。例如
“修”，按照字理“從攸”，字理跟字形結構是衝突的，這種情況下按字形拆分為左右結構。再例如
“章”，結構和字理並不衝突，這種情況下參考字理，第一層分解為“音十”，而不是“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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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 2：字理先於筆順。有時候，字理跟字形一致，而跟筆順是衝突的，例如“国、裹、秉、
匡”等，應首先拆分為“囗玉、衣果、禾

、匚王”。

細則 3：如非字理需要，應尊重筆順，按照筆順截取元件，而不能不顧筆順抽取元件。例如不
能從“巴”中抽取出“巳”，這樣的拆分既無字理依據，也無視筆順規範，是亂拆。
細則 4：在以上原則的基礎上，相離先於相接，相接先於相交。例如“天夫矢失”看起來很像，
但首層拆分並不相同：天→一大，夫→二人，失→

夫，矢→ 大。

細則 5：在以上原則基礎上，以直接拆分出簡單元件為選擇。例如“关”等，第一層可切出“䒑
大”，也可切出“丷天”，都無關字理，也都合乎以上原則。但因為“䒑大”避免了拆出更為複雜的
“天”，所以取這種拆分。再例如“壶”，也是一樣，首層拆出“

业”，而不是“士

”。

根據上面的定義、原則及細則，我們對《通用規範漢字表》一級 3500 字進行了拆分，示例如
下：
表 3 以形為綱的漢字拆分示例
例
字

第一
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五
層

第四層

第六
層

第七
層

风
服 月

卩

又

组 纟 且
族 方

一
亠

播 扌 番
演 氵 寅

丶

冫

矢

大

一 人

田

米

丷 木 十 一 十 八

冖

一 由

宀

丶

十

一

丨
鹰 广
丶 厂
鸟 亻 隹 勺
亻
勹 丶 亠
一
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拆分程式看起來非常麻煩，但這個“麻煩”僅僅屬於漢字研究，是為了保
證元件獲取的可靠性，而不屬於漢字教學，不是漢字或元件教學的方法。恰恰相反，研究上的“麻
煩”換取的正是教學上的“簡單”。

三

拆分結果的統計和基礎形元的提取

統計拆分結果，3500 字範圍內，共得到元件 1806 個，使用 26882 次，具體資料見表 4。
表 4 全體元件的基本資料
筆劃數

元件數

使用次數

占比

筆劃數

元件數

使用次數

占比

2
3

154
175

13173

49.00%

11

63

109

0.41%

5459

20.31%

12

49

84

0.31%

4

254

3269

12.16%

13

28

57

0.21%

5

220

1670

6.21%

14

12

20

0.07%

6

238

1275

4.74%

15

6

8

0.03%

7

188

670

2.49%

16

5

5

0.02%

8

181

562

2.09%

4

8

0.03%

9

143

340

1.26%

17
總計

1806

26882

100.00%

10

86

173

0.64%

-

-

-

-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表 4 顯示的重要資訊是：元件數量是兩頭少中間多，3-8 畫的元件數量最多，6 畫的元件最
多，從 10 畫開始急劇下降，這一點跟整字的情況有點類似，不同的是，多數元件的筆劃比較少。
更為重要的是，形元（最小元件）的數量相當少，少於 3-8 畫的任何一組元件，僅占元件總數的
8.53%，然而使用次數卻近乎全部元件使用次數的一半。
形元的面貌和性質，一方面可以從這些資料上得到清晰的展現，一方面也可以從理論上得到
推導和支持。從字形上，每一個漢字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因為要實現形音義的結合，要實現對
應客體世界概念的功能，文字不能不多（近現代漢語詞雙音節化之後，當用文字的數量大大減
少，這也是必然的）
。反過來，正如筆劃種不能多一樣，形元也必須不能多（事實上當然也不多，
否則漢字幾乎就真成“畫”了）
。因為分析方法的問題，我們習以為常的“基礎部件”其實並沒有揭示
出字形構造的真正“基礎”，而形元體現的正是基本的筆劃組合——漢字的結構基礎。
進一步而言，由於漢字畢竟有象形的根基，演變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歷史的遺留，有一些形
元並沒有普遍意義上的“基礎”價值，非常少用甚至完全是個案，例如“凹”，按筆順分析出來的任何
兩個相鄰筆劃組合都只是個案。所以，我們有必要對 154 個形元做進一步的篩選，這樣才能得到
具有普遍教學價值的基礎形元。
基礎部件的構字價值資訊通常有兩個指標：構字數和出現次數。這兩個指標基本上大同小
異，甚至常常沒有區別。我們發現，“直接構字數”是衡量一個筆劃結構體價值的另外一個重要指
標，甚至比出現次數更為重要，因為它真正反映了一個筆劃結構體的獨立使用價值。所謂直接構
字數，是指一個元件以且僅以其自身參與構字的次數。例如“ ”，它只能棲身於“辶”，所以“ ”
的出現次數是 79 次，而直接構字數僅為 1，而“訁”的出現次數也是 79 次，直接構字數卻高達 77
次，所以“訁”是常用部件，而“ ”不是。把形元按出現次數和直接構字數分兩次排隊，再把每一
個形元兩次排隊的位元次資訊相加，就地得到了每一個形元的綜合價值，我們稱這個排序為“基礎
序”。下表展示的是基礎序位居前十的形中繼資料：
表 5 基礎序位居前十的形元
元件

出現次數資訊

直接構字數資訊

基礎序

出現次數

排序

直接構字數

排序

1122

2

60

3

1

1715

1

37

6

2

366

8

39

5

3

513

4

32

9

4

亻

232

14

128

1

5

丷

444

5

27

13

6

917

3

25

15

7

亠

371

7

29

12

8

冖

243

13

32

10

9

冂

256

12

26

14

10

十
人

擇取 154 個形元集合中基礎序較靠前的一部分形元，就構成了基礎形元的集合。教學意義上
的“基礎”，只能是一個相對主觀的概念，基礎形元的集合到底應該是多大，除了直接構字數僅為 1
的粘著形元，其他形元到底取多少，顯然是有彈性的。資料顯示，基礎序達到 50 位時，使用次數
的累計占比已達 83.81%，直接構字數的累計占比已達 81.03%，當基礎序達到 100 位時，使用次數
的累計占比已高達 97.52%，直接構字數的累計占比已達 95.00%。根據這樣的資料，我們姑且取前
100 位的字元作為基礎字元的待選範圍。進一步觀察，發現基礎序在 50-100 之間有 18 個形元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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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構字數在 3 以下（不含 3）
，例如前文提到的“ ”，再例如“ ”，只用在“女”及“女旁”中。就是
說它們基本不能自由使用，應該放在筆劃更多的元件集合中去教學。剔除這 18 個粘著或基本粘著
形元，再增補位序 100 以後僅有的 3 個直接構字數為 3 的形元，就構成了總數為 85 的基礎形元集
合。如下：
表6

基礎形元集合（寬式）

基礎序

形元
十、 、人、 、亻丷、 、亠、冖、冂

1-10

、 、又、冫、讠、 、二、厂、厶、

11-20

阝、

21-30

、

、八、力、刂、勹、 、凵、

、㐅、丅、 、

31-40

、

、匕、

、 、刀、

41-50

乂、儿、

、丆、 、匚、了、几、

51-60

、 、

、 、 、 、 、卜、 、

61-70

、丁、

、卩、 、

、 、 、丂、九

乃、 、丄、〢、七、 、 、 、 、
81-85
、廴、 、 、丩
上述 85 個基礎形元是一個相當寬標準的集合，形元的直接構字數最低要求是 3，假如以直接
構字數是 5 作為基礎的標準，基礎形元的集合則進一步縮減為 62 個，出現次數累計達 85.39%，直
接構字數累計達 87.98%，這 62 個形元是：
71-80

表7

基礎形元集合（嚴式）

基礎序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形元
十、 、人、 、亻丷、

、亠、冖、冂

、 、又、冫、讠、 、二、厂、厶、
阝、

、 、八、力、刂、勹、 、凵、

、㐅、丅、 、

、匕、

、 、刀、

乂、儿、 、丆、匚、了、几、 、 、

、 、卜、 、 、丁、 、卩、丂、九、乃、
、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名稱規範》中，兩筆部件僅有 56 個，全包括在 154 個形元之中，而
反過來，154 中的許多形元，特別是一些高頻形元亦不見於兩筆部件之中，例如 、 、 、 、
51-62

、 、丅、 、 、

等，據理拆分和依形拆分的差異由此也可見一斑。

四

基礎形元的教學價值

筆劃是漢字結構的基本材料，單個筆劃無所謂結構，而儘管只有兩筆，基礎形元已經鮮明地
表現為漢字結構的堅實基礎——體現了漢字的基本結構、筆劃組合，以及筆順關係。
結構關係上：上下結構例如，

、二、亠、訁、丅；左右結構例如，人、丷、 、八、冖、

；框架結構例如，十、 、乂、 ；包圍結構例如， 、冂、 、凵、匚、 ；
筆劃組合及筆順關係上：基礎形元囊括了絕大多數的筆劃組合，也由此承載了基本的筆順關
係。例如基礎序排在首位的“十”，隱含了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基本筆劃的基本組合，這應該不是偶
然。排在前三位的“十、 、人”，已經隱含了“先橫後豎、從左到右、先撇後捺、先外後內最後封
口”的基本筆順。困擾漢字學習者的筆順練習，可以依託基礎形元這樣簡單的材料而得到極大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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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培養學習者敏感反應筆劃差異、筆劃組合差異，基礎形元也是很好的學習材料。把上文的基礎
序按照形元的內部規律加以調整，大量成對成組的形似元件就會立刻彰顯。例如：組 1： 、二、
；組 2： 、刂、 ；組 3：卜、 ；組 4：十、丅、丄、丁、 ；組 5： 、厂、 、丆、

、 ；

組 6：亻、 、 ；組 7： 、丷、 、冫、 （冫 本有意義上的差別，但形狀差異實在小，楷體
字形已經合併，教學上亦可忽略）
、組 8：

、

、

；組 9：人、 、八、乂、 、㐅、

；……

總之我們認為，漢字字形的教學自然是要從筆劃開始，筆劃之後，緊接著的就應該是基礎形
元的教學。基礎形元可以作為緊隨筆畫教學之後的一個階段、一批教學內容。形元之間的異同把
握了，漢字看起來就會清晰不少，難度自然降低，習得效果自然會提高。

五

結論

漢字的拆分可以“從理”，也可以“從形”。從理據的角度，最終得到的是義元（基礎部件）
，從
字形的角度，最終得到的是形元，這兩種拆分目的不同、方法不同、結果也大不相同（儘管有交
叉）
，但它們並不矛盾，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服務於漢字教學。本研究顯示，以形為綱拆分漢字是必
要的，也是可行的。
漢字的基礎有四個，形元居其一：基礎筆劃是材料基礎，基礎形元是結構基礎，基礎義元
（基礎部件或通常說的偏旁部首）是意義基礎，基礎音元（常用聲旁）是字音基礎，這四個基礎
結合到一起，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漢字基礎。
一般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難點在漢字，漢字的難點在字形，個中原因在於從筆劃到部件（或整
字）是比從字母到單詞的線性組合更為複雜的組合及變形。筆劃不會比拉丁字母更難（王漢衛，
2015）
，而從筆劃到部件的跳躍之大常常令字母文字的人難以適應，這恐怕是問題的關鍵。基礎形
元是在筆劃和部件中間多修建了一個臺階，理論上，這個臺階會有助於降低漢字的習得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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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 on the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earch for Their Basic Form Units
WANG Hanwei, SU Yinxia, DONG Yannan
Abstract: There are the two ways of segmenting Chinese characters: form-based
segmentation and etymology-based segmentation, which have come up with different
conclusions. They, with their own theories and value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serve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different way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m-based
segmentation may produce the minimum form units of characters, which can be arranged into the
basic form units. Basic form units can help character learners to get an initial knowledge of the
form of characters, and thu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character learning.
Key words: formed-based segmentation; minimum unit; minimum form unit; basic form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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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派生文字的構造：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
中國方塊壯字之比較

黃芳梅

主要內容：
一， 引言
二， 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的出現與发展情况
三， 越南京喃字、岱喃字、中國方塊壯字與漢字之間比較的研究成果
四， 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之構造比較
五， 結語

一，

引言

隨著漢字和漢字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在漢文化圈內的越南、日本、朝鮮等各國家（中國地方少數
民族也不另外）都產生了一種模仿漢字的造字方法，同時結合使用漢字的字形、讀音、意義等一
到三個要素來創造出帶有本地語音的文字。越南把這種文字叫做“喃字”, 日本叫做“和字”，中國壯
族叫做 “方塊字” 等等。在每個國家的文字歷史和各個相關領域，這些文字站著不可輕視的地位并
作出不少貢獻。
眾人所知，漢字和漢字各種派生文字的研究是很有吸引力但是極為困難的事項。要求研究者不但
要具備文字學、語言學等主公領域的本領意外，而且還要掌握地理學、歷史學、文化學、民族學
等補助領域的多方面知識。筆者本來不是專門研究文字學的專家，而是剛剛入門學習岱喃字的人，
卻為了提高自己水平、擴大眼界而總是找機會請教關心學者。本文討論主要內容是了解越南京南
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這三種文字出現與發展概況後，先對這三種文字之間比較相關研究成
果進行考察作為前提，然後對這三種文字之有關形體結構做個初步比較。研究方法是根據前輩學
者相關研究成果，使用筆者對越南漢南研究院所藏岱喃字書籍直接進行考察結果，結合起來做比
較， 對彌補以往這三種文字對比研究領域的不足作出一点贡献。
術語統一：通過考察相關文章、論著等研究，可以發現這幾種文字的名稱混亂不一。中國壯族方
塊字還叫做壯族方塊字、方塊壯字、古壯字等。類似越南京族喃字還叫喃字、京南字、京族喃字、
越喃字等。越南岱族喃字還叫岱喃字、岱語喃字、岱族土字等。所以為了達到全文的統一，我們
暫時規定：越南京族喃字叫作京南字，越南岱族喃字叫作岱喃字，中國壯族方塊字叫作方塊壯字。

二，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的出現與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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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方块壯字
壮族是一种具有民数最多、生活地盘主要分布在接近越南领土的中国难方地区的中国少数民族。
在長期生活生產過程中，他們已經模仿（仿效）漢字六書的造字方式創造出來自己的文字。那就
是古壯字，也叫作壯族方塊字或者方塊壯字。壯族還把它稱為 Sawndip. 這是中國二十三個具有古
文字的少數民族文字之一。
壯族人以這種文字為記錄生活中各個方面領域的工具。所以在壯族民間生活中，方塊壯字站著很
重要的地位，并作出不可輕視的貢獻。其表現在神話、傳說、歌謠、家譜等領域。
根據中國學者的考察研究結果，關於方塊壯字的出現最早實物是唐代的碑文。唐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澄洲敇史韋敬辦所撰的《澄洲無虞縣六合堅固大宅頌》碑中刻有方塊壯字。此碑現存保存
在上林縣麒麟山。以後，人們發現最早方塊壯字在漢文史籍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 1175）四大詩
人之一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書中記載當時方塊壯字的使用比較普遍：“邊遠俗陋，牒訴
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詁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余閱誦縣
二年，習見之”。這證明當時方塊壯字的流行與使用相當廣泛。方塊壯字在壯族的發展史上已經站
著重要的地位。
從 1957 年，中國政府正式通過批准《壯文方案》， 把新壯字代替方塊壯字。目前在壯族民間，方
塊壯字仍在一定範圍流行使用。
據《古壯字集註》，方塊壯字有一共 4800 個字，除此以外還有 8000 多個同音異體字。《古壯字字
典》收集流行于壯族地區的古壯字共 10700 個，其中選擇使用較普遍、結構較合理的 4918 個推薦
為正體字，其餘同音同義異形的字列為異體字。
方塊壯字研究成果：

（二）越南京喃字
關於京喃字，各位越南學者已經出版了許多研究論著，介紹了喃字的形成與發展軌道。其中
代表的論著是：
1975 年之前，寶琴先生，在《喃字研究入門》(Bửu Cầm. Dẫn nhập nghiên cứu chữ Nôm. ) 一文
中簡單的介紹喃字的來源、結構以及其優缺點。
1975 年，在陶維英所著《喃字：起源、构造、演变》/(Đào Duy Anh (1975). Chữ Nôm - nguồn
gốc, cấu tạo, diễn biến.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1975) 一书中，作者根据古典文献和碑文资料進行考证
後得出結論，認為因早期資料的缺乏不能確定喃字的起源，但是早期喃字主要是運用假借方式
（方法）直接借用漢字造成喃字系統。早期喃字的典型作品是李代《報恩禪寺碑記》和陳代的四
首賦。
1981 年，黎文貫先生在《喃字研究》((Lê Văn Quán. Nghiên cứu về chữ Nôm.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1981) 主要以越南語語音爲基礎，針對喃字進行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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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阮才謹先生在《關于喃字的一些問題》((Nguyễn Tài Cẩn.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chữ Nôm.
Nxb Đại học và Trung học chuyên nghiệp, H.1985) 一書中也是從語音、音韻材料出發，分析喃字的起
源、構字法以及喃字的演變。
1984 年，黎智遠先生主編的《漢喃語文基礎》((Lê TríViễn. Cơ sở Ngữ văn Hán Nôm. Nxb Giáo
dục, H.) 一書中是從喃字的構架模式以及喃字中的語音方面著手，進行詳細的研究。
1988 年，阮師奎《喃字的一些基本問題》(Nguyễn Khuê. Những vấn đề cơ bản của chữ Nôm, Nxb )
一書中已針對以上的書籍做了總結並提出他個人的意見，針對喃字的起源、構造、演變進行分析。
最近有一個論著一問世就得到學術界很好的評價，那就是阮光宏的《喃字文字學概論》，由
教育出版社出版于 2008 年。
除了上述論著還有許多文章，論文討論相關問題。
最近，學術界對喃字展開更多的研究方面并樹立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在漢南研究院工作代表
學者有：阮光宏，阮佐而，黃氏午，阮氏林，呂明姮，陳仲陽，阮俊強，杜氏璧選，阮蘇蘭，陳
氏絳華等各位學者。
國外學者：
1982 年，王力先生在《龍蟲並雕齋文集‧漢越語研究》一書中對越南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以
及古漢越語和漢語越化進行了科學的分析[4]。其中，第八節〈仿照漢字造成的越字〉對喃字進行
了分類，認爲「漢字與喃字只是一種字，因爲字的構造成分完全相同」。
1996 年，何九盈、胡雙寶、張猛等人主編《中國漢字文化大觀》一書中有談到「漢字在越南」
的部分，其中又提到喃字及其字形結構以及喃字的發展和演變，其篇幅極少，僅短短三頁長而已。
在這部分，他們針對喃字的字形結構來作研究，按照中國的「六書」造字法來介紹越南喃字的字
形結構，只提到假借、形聲、會意這三種方法。
2002 年，由陸錫興先生編撰的《漢字傳播史》一書中，在第四章〈漢字嚮南傳播史〉中的第
七節「越南使用的漢字」此部分也簡單的介紹越南的喃字，其中有談到喃字的形成過程，將喃字
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借用字，現成地借用漢字爲越語服務。二是自造字，根據越語的特點，自
行構造方字。另外還有一些簡俗字。」[5]
2003 年，王鋒先生在《從漢字到漢字系文字──漢字文化圈文字研究》此書中的第二章〈漢字
系文字的曆史發展和制字特征之一：南方型漢字系文字〉第二節也談到喃字的部分，不過篇幅所
限，僅短短十頁，因此所談的部分也相當少。他對喃字構字法做了進一步介紹，對喃字形體構造
做了更爲詳細的分類，把喃字的構造法大致分爲四個大類：假借漢字、仿造字、漢字省略字和漢
字變體字。其中進一步對假借漢字和仿造字進行了細分。
2007 年，由王元鹿、鄭章應、李靜等人編撰的《中國文字家族》一書中，在第三章〈中國文
字在海外的足迹〉的第三節「來自漢字又有別于漢字──越南喃字的故事」有談到喃字的構成以及
喃字的性質這兩部分，主要參考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簡略地介紹越南的喃字。
2008 年，範宏貴先生和劉志強先生共編的《越南語言文化探究》一書中，在此書的第八章
〈中國的俗字、方言字與越南的喃字及其他〉的第三節也稍微談到「越南的喃字」，將喃字的結
構分爲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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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國外學者研究越南的喃字所發行之專書。不過，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王力先生之
專書對越南的喃字較爲全面的研究之外，其余著作大部分都引用及按照王氏〈漢越語研究〉中的
說法，或簡述越南喃字的概況，或僅就喃字中的某一方面做探討1。
通過考察各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總結他們所提關於京族喃字出現年代的觀點是根據兩種研究
方法進行的：
第一，根據傳說或歷史資料進行分析。范輝虎認為喃字早在雄王時代已經出現了。香珍法性的
《指南玉音解義》和阮文珊所著的《大南國語》都說喃字在 2 世紀末東漢代士爕當太守時期已經形
成了。兩位學者番繼丙和阮文素又根據“”（Bố Cái）说喃字在 8 世紀馮興時代出現。陶維英認為喃
字很可能在曲氏興業的階段。寶琴根據 “大瞿越”（Đại Cồ Việt） 的“瞿””(Cồ) 字來肯定喃字就在十
世紀丁先皇時代形成的。還有兩位學者比如 Maspero 根据《报恩禪寺石碑》認為喃字在李代形成。
第二，根據喃字內在的構造、漢字音韻學和語音歷史對漢越兩個語音系統進行比較，阮才謹肯定
喃字系統一定要在 938 年吳權取得勝利、國家獨立前後階段出現的。
在眾多不一觀點之中，後背學者大多數認為阮才謹的想法是最有科學性和說服性的，這就是說喃
字在十世紀後出現的。
經過近十世紀的演變并發展，隨著朝代更替、越語語音的變化、政治社會不斷更替，京族喃字也
呈現比較豐富的面目。可以把喃字的演變和發展過程分成幾個重要階段：
在十五世紀之前，喃字數量不多，大多數是借用原有漢字來記錄，種類不多，創造類只有形聲類。
到十五世紀：借用漢字喃字減少，創造字增加，出現多種創造字。在這個階段，喃字在越南文字
歷史上站著很重要的地位，最為有名作品是阮廌的《國音詩集》。
從十六至十七世紀，創造喃字比例增多，借用漢字偏音和古越音減少。
到十八世紀喃字跨進發展末期，借用字與創造字之間的比例較大，因容易辨認字體而形聲字站了
優勢。這能算是喃字和喃字作品最為發展的盛期，出現了很多聞名內外的喃字大作，例如：阮攸
的《金雲翹傳》，司德王的《大南國史演歌》等。
。。。
（三）越南岱喃字
岱族是具有民數最多、大多數分佈在越南北部的上游和中游地區的越南少數民族。其中他們集中
最多在高平、涼山、宣光、河江等北部各省。
作為借用漢字因素形成并發展的越南文字系統中的一種古文字，跟京族喃字不一樣，上世紀岱喃
字早也受到一些學者的關心，但是好像沒有專門研究的論著，數量也比較少，大多數是趁著研究
京族喃字的時候隨便涉及到岱族喃字的，例如：阮文暄、陶維英、呂文蘆與何文書、黃宥等諸位
學者。較早地關心研究岱族喃字與文化的學者之一，但是阮文暄沒有涉及到岱喃字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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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阮進立的《汉字与喃字形体结构比较分析》，http://khoavanhocngonngu.edu.vn/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9:2011-09-13-02-20-25&catid=121:ht-vit-namtrung-quc-nhng-quan-h-vn-hoa-vn&Itemid=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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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九十年代的期間，文字學、語言學、漢南學等學者開始關心并出版關於岱族的語言和文字，
但是還比不上京族喃字研究成果那麼豐富多樣。其中在文字方面上最有價值之一是龔文略的副博
士2 論文《越南岱族喃字與漢字、越族喃字之比較》。可以說這個論文是岱喃字領域上具有開發性
和突破性的研究項目，為研究越南文字學史和岱族文字學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基礎。除了文
字方面以外，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學等方面都出現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後來，岱族喃字一天
比一天更得到政府和研究者的關心。到二十世紀頭，漢南研究院創辦岱儂族課程，經過近十年一
邊教學一邊研究，至今已經編撰出版《越南少數民族書目》（全三集）、《越南少數民族詩傳總
計》（正在繼續出版，至今已經出版十七集）、《岱族喃字字典》等書。
最近幾年，一些大學和各地文化管理機構也增強關於少數民族個方面的教學與研究活動。他們也
特別注重研究各種少數民族古文字，其中有岱喃字。
2012 年，研究論壇上出現了一個直接以岱喃字為對象去深入研究的論著。那就是趙氏嬌蓉在中國
暨南大學進行實現的博士學位論文《越南岱語手抄本喃字研究》。該論文集中研究岱喃字的形成、
構造、演變并把這種文字排在別的同類文字進行比較。這個論文把岱族喃字研究工作提上新的階
段，讓更多學者關心到這種文字，特別是外國學者。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我們就可以形容出來關於岱喃字的形成與發展情況，大多數越南有名文
字學學者和一些專門研究岱喃字的專家已經提出下面的幾種假設:
第一，關於岱喃字出現，值得關心的最早事件就是關於黎世卿創造岱喃字的事跡。由於發現在實
際生活中有一些漢字不能表達土族語音的詞語，他就模仿漢字的六書造字方法來創造出來岱族的
喃字。這種看法是根據高平訓導閉黃所著于 1920 年的《高平雜誌》。這本的內容比較豐富：風俗，
古跡，任務，文化等方面。其中記載相關岱喃字形成的資料：“以前有一個叫李世卿的年輕人，出
生于住在高平省石林州讓伴總（壤畔總？）的一個大家族。他本人天資特別聰明。十五歲那年，
因聽從父母的教訓，他自己一個人下龍邊（當時的京都）去尋師求學。那時候我國內屬中國，相
當于中國晉代時期 （409）。經過十五十六年學習後，黎世卿好幾次參加科舉考試卻都考不上。正
好晉國走進衰弱階段，南朝和北朝之間發生了大戰，黎世卿就返回家鄉創辦學校，從事教學。經
過二十年教學過程，覺得漢字對記錄自己家鄉的土音顯得多點不符合，他就設想辦法模仿中國漢
字的六書理論，隨著土音而加減，編輯成符合于自己家鄉的喃字，創造出很多七言押韻的本地歌
曲，把各個古傳奇故事翻譯成岱語，而且創作了許多抒情、懷春的首詩，在舉行婚禮時唱歌的問
答詩歌。這些詩歌作品被流傳下來。他擅長與音樂，用葫蘆瓜做出琴弦，用蛋絲做弦琴，對岱語
詩歌進行普樂。。。”3.
一些學者引用并根據這個資料作為基礎理論和憑據（憑證），樹立自己關於岱喃字出現觀點，說
早在五世紀岱喃字就已經形成較有系統性的文字。代表是黃朝恩，趫氏嬌容等。特別是其中的幾
位還進行考察地志材料來證明以前那個黎經年的家鄉是完全真實的地名。另外有的學者還下了很
大的功夫去找黎世卿的身世，并發現“黎世性的後裔。。。還一直保存有祖先的傳統，有很多很好
學的人，已經有很多人考上大學、碩士、博士”【趫氏嬌容 25】。這些辦法是很有科學性，好像對
世卿的故事增加了可靠證據，增加了學術論點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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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博士學位改稱科學博士，副博士學位改稱博士。

3

根據朝恩的《岱喃字與詩傳》，文學出版社與國學研究中心出版，2003 年第 12 – 13 頁所引用黃紅錦

（漢南研究院）所著《高平民間文化》，高平文藝會出版，1993，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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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些研究論著揭示，《高平雜誌》這本書藏在越南漢南研究院。希望能親自閱讀這個珍貴的資
料，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找到那本書。我就擴大範圍去找關於高平地名的書籍，可惜也沒有效
果。以後我一定會再找一找。很可能這本書早在幾十年前就沒跟蹤了。
可是，值得討論的是《高平雜誌》那本書是二十世紀創作的作品，年代較晚的，距黎世卿所生活
的時代較長的時間。那麼根據內種資料來編寫《高平雜誌》，這種資料是否可靠？為什麼除了
《高平雜誌》意外，沒有任何文獻涉及到“黎世卿創造岱族喃字”的故事？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
十分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的。
第二，據傳說，在李代（李佛馬，1028– 1054）, 佔領寶樂北部安德州後，儂智高立國，號為南天
國。因對宋人有所不滿，儂智高已經用喃字撰寫運動地方岱族儂族跟著自己進攻宋人的敇旨。
（龔文略（1992）。《越南岱族喃字與漢字、越族喃字之比較》【龔文略： p7】
三，到莫代廣和年間（1541– 1546），當傣族人兩位閉文峰和儂瓊文蒙受為司天管樂時，他們已經
用喃字來創作文學。現在還保留他們的《論紅顏四季》皇朝龍德元年抄本。抄本上明記他們倆的
姓名和職稱。龔文略（1992）。《越南岱族喃字與漢字、越族喃字之比較》， p7）
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頭，高平省石林州壤畔總福增社（今和安縣洪越社藍山村）人黃德厚詩人
還使用岱族喃字著作詩文，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
因資料稀少，各位學者對岱族喃字的形成年代表示十分慎重的態度，大多數認為可能它與京族喃
字的形成時期是差不多的。
經過幾年直接參加考察編輯關於越南少數民族漢南字書籍的書目，本人也找不出來關於岱族喃字
出現的史料。一些用喃字記錄下來的民間口傳故事有事也主公任務尋師求學或創校教學的情節，
但是大多數是虛構的民間故事、沒有什麼清楚的資料。
阮文暄 （501– 529）
較早地關心研究岱族喃字與文化的學者之一，但是阮文瑄沒有涉及到岱族喃字的來源。他主要工
作是在岱族人生活的廣泛地區上進行大量收集資料岱族的抄寫本，然後把岱族喃字的一萬多詩句
譯成越語，從此基礎上進行分類這些喃字為三大類型：
第一，岱語純粹詞，即越語和漢語都沒有之詞語。這種又分成三類：
1.借用漢字漢越音的岱喃字；
2.借用同音漢字，但是字形上有一定的改變，目的是指僅借用那個字的讀音而已；
3.純粹岱喃字。
第二，純越語，分成兩類：
1. 借用越語喃字而字形不變之類：他把這種又進一步分成小兩類：一，借用字帶有創造
性的字（一部分指讀音，一部分指詞義）；二，借用漢字字形和讀音作為岱喃字的讀
音。
2. 借用越語喃字而字形有所改變之類。
第三，借用漢語字

二，

越南京喃字、岱喃字、中國方塊壯字與漢字之間之比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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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初步考察相關上述四種文字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學著對這四種文字的關注程度很
高,但是大多數從不同角度、不同方法、或者不同對象進行研究的。所以，首先我們要各項研究
成果分成層次。（一），兩種文字比較的研究成果
這裡我們分成下面幾種比較的研究成果：
第一， 每種喃字或方塊壯字與漢字的比較研究
第二， 各種喃字或方塊壯字之間的比較研究
1. 關於越南京喃字與岱喃字之比較，好像還沒有出版的論著或文章。
2. 關於方塊壯字與京喃字的研究比較：
越南學者有幾篇文章，都是漢喃研究院阮光宏副教授所著的雜誌論文。第一論文是《越喃字與
方塊壯字之間的同義現象》，載上《漢喃雜誌》1997 年第 2 期。在論文中，阮教授對越喃字與
方塊壯字進行比較同形、近音、近義，同形、近音不同義，同形、不同音、近義，同形、不同
音、不同義等四種現象，一共 127 個字。第二論文是《方塊壯字理的越喃字影子》，載上《漢
喃雜誌》1999 年第 1 期。其內容初步涉及到越喃字與方塊壯字之間互相影響帶有啟發的意思，
希望後來學者繼續出版更多的有關論文。
中國學者有兩篇文章對此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第一是李樂毅 1987 年在《民族語文》上發表的
《方塊字與喃字的比較研究》 。在這篇文章,作者從文字產生背景、歷史發展過程與構字方法
等方面比較了方塊壯字與越南京喃字的異同。第二是 1992 年，羅長山的文章《古壯字與字喃的
比較研究》。他對這兩種古文字的結構以及產生、發展、演變過程中的集體結構進比較辨別、
分析研究。不過，按照範麗君的想法，“這兩篇文章都從文字的背景和字形等方面進行了全面
的比較分析,對後來研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但他們進行的文字對比有一定的隨意性,限于篇幅問
題,分析也較爲簡單”【范麗君；p7】。
3. 關於岱喃字與方塊壯字的比較研究，除了韋樹關的一些相關岱語與壯語的語言比較方面，
在文字方面上代表學者有台灣政治大學的 David Holm 教授。。。。
4.關於京喃字與漢字的比較研究成比較多的，其中有阮進立的阮進立的《漢字與喃字形體結構比較
分析》，。。。
5.關於方塊壯字與漢字比較研究也不是少的，代表是 范麗君的碩士學位論文《古壯字與漢字比較研
究》。。。
（二），三種文字比較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提到龔文略的博士學位論文《岱喃字與漢字、越喃字的比較》（1992）。論文的主要內
容是對漢字與岱語喃字的語音進行比較，對岱喃字進行分類并分析構造， 指出哪種是借用漢字
的、哪種是借用越喃字的。
趙氏嬌蓉的博士學位論文除了集中研究岱語喃字的形成和發展情況，岱語喃字的構造與演變意
外，還對越南岱語喃字與越南其他民族漢字使用情況進行比較。集體的說，她對岱喃字與各個
民族使用漢文字字形（包括越喃字、彥喃字、古壯字）進行比較。可以說這篇論文研究範圍較
廣，對沒兩種文字的一雙提出最基本的相同點和不相同點，指出岱語使用喃字的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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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是做個很簡單的總結，沒能做到全面性的回顧，但是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經過幾十
年這段較長的時間，這些文字之間的比較研究受到很多各國學者關心研究并作出了很多豐富多
樣的研究成果。可是，好像還沒有把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方塊壯字排在一起進行直接對比的
研究項目。本文所提的內容就是對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方塊壯字進行比較，但是不是在擴大
範圍深入研究的，而是從這三種文字的形體構造方面出發的，再說大部分研究基礎是引用各位
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一點經驗，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作出小小的貢獻。

三，

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之構造比較
（一），方块壯字的構造

早在 1984 年,張元生先生的《壯族人民的文化遺産:方塊壯字》對壯字進行了分類,他談了壯字的兩
種情況,一是壯族人民借用漢字表達壯語的情況,一是方塊壯字的結構和使用情況,並針對這兩種情況
進行深入的分類分析,資料翔實,得出了方塊壯字對研究古漢字和古漢語音韻有參考價值的結論。王
鋒也在《從漢字到漢字系文字》一書中根據壯字的構造類型對壯字進行了分類,他把壯字分爲象形
字、假借漢字、仿造字、漢字省略字和漢字變體字等幾種類型,並進一步對假借漢字和仿造字進行
了細的
劃分,其分類詳盡合理,但由于篇幅的局限,所舉例字不多。其他的單篇論文如李富強的《壯族文字的
産生、消亡與再造》介紹了土俗字(即方塊壯字)的應用並簡單進行了分類;陸發圓《方塊壯字的萌芽
和發展》把方塊壯字的發展大致分爲萌芽、成形、流行、盛行四個時期;藍利國《方塊壯字探源》
認爲方塊壯字有三個來源:一是借用漢字,二是改造漢字,三是依據漢字構件進行重組。這些或對壯字
進行簡單的分類,或從文字研究的外圍入手進行探討,真正從文字方面對壯字進行的研究不是太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王彩的《方塊壯文構造法與理據性新探》對壯文進行了理據性的分析,認爲古壯字有
突出形符的標義功能,追求構形示意的外觀化等。【范麗君；】
在《古壯字字典》，編撰小組把方塊壯字分成四大類：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和借漢字。
筆者根據《古壯字字典》分類表
（二），越南京喃字的構造
1975 年，在《喃字：起源、构造、演变》/(Đào Duy Anh (1975). Chữ Nôm - nguồn gốc, cấu tạo,
diễn biến)一書中，陶先生已經運用中国传统的六书理论來進行把喃字分成三大類型：
第一，按會意造字方式之類有六個字；
第二， 按假借造字方式之類又分成下面幾種：一，借用漢字的字形並用那個漢字在唐代之前
的古音做為讀音；二，借用越語中漢越詞的漢字字形，讀音與詞義不變；三，借用漢
越詞的漢字字形來記錄同音不同意詞；四，借用漢越詞中具有讀音相近詞的漢字字形
來記錄越語的語音（讀音）相近詞；五，借用漢字原有字形或省略字形，不過讀音就
用那個漢字的常用詞義來做喃字的讀音。
第三， 按形聲造字方式之類有兩種：一，借用漢字系統的首部做為義符，用別的具有相同或
相近的漢字做為聲符，兩個部分結合而成。二，借用一個漢字做為義符，一個漢字做
為聲符，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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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阮才謹 在《關于喃字的一些問題》把京喃字分成借用漢字和自造兩大類，然後又其
形體與職能再分成 10 個小類4：

4

據阮才謹 （1985）。《關于喃字的一些問題》。河內：大學與專門中學出版社，1985,53 頁。後來阮才謹和他的妻子把這篇論
文在上《語言雜誌》，1976 年第 2 期，15-25 頁&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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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阮才謹教授的分類型：
喃字分類
自造（有內在構造字）
借用一 兩個因素合用
個因素
加上負
號
用一方面

借用漢字（單字）
兼借文字語言
只借文字

漢越音

漢越音
漢越越
化音

借義

借音

準確

才

符

爪

相近

没

音+音

別

用兩方面（音+
義）

義+義

部首+
字

字+
字

找

買<

A1
A2
B
C1
C2
D
Đ
E
G1
Tài
Bùa
Vuốt
Một
Biết
Mới
Trái
Trời
Quơ
1
2
3
4
5
6
7
8
9
阮才謹 （1985）。《關于喃字的一些問題》。河內：大學與專門中學出版社，1985,53 頁

G2
Cỏ
10

呂明姮也根據阮才謹的分類法對京喃字進行分類，但是加上一種小類5：
喃字模型
漢字借用
文字、言語借用
漢越
音

才

古漢越
音、漢越
越化音

符

Tài
A1

Bùa
A2

創意
文字借用

筆畫增減

意借
用

音借用
音讀 音模
様

凸

没

lồi
Ｂ

Mô ̣t
C1

別
biế t
C2

加筆

畫省

両成分之組合
一層
一面結合
二面結合
音＋ 意＋ 部＋ 漢字
音
意
漢字 ＋
漢字
𨀈

買<
Mó i
D1

làm
D2

trái
E1

trời
E2

bước
G1

二層
部＋
喃字

坘
co
G2

lời
Ｈ

呂明姮。《 字喃の構造の再検討》, 載 《歐亞語言研究雜誌》, 2006 年第 6 期 ，234-246 頁.

阮光宏教授在《喃字文字學概論》和《引解喃字字典》都提出同樣的分類圖表 （請看下面的圖
表）：

5呂明姮。《 字喃の構造の再検討》, 載 《歐亞語言研究雜誌》, 2006 年第 6 期 ，234-2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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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所知，除了大量內容豐富多樣的書籍意外，漢南研究院還藏留了數萬個刻石碑文。上面是學
者對書籍上喃字進行分析的，下面我就介紹另一位學者關於刻石碑文上喃字研究成果通過她的分
類圖表。

（三），越南岱喃字的構造
在博士學位論文《越南岱喃字與漢語、越南喃字比較》中，龔文略通過對這三種文字對比工作進
行分析岱喃字的構造。（請看下面圖表）。他對岱喃字的類型分析得很詳細，分成 17 小類，反應
得比較全面岱喃字的各種類型構造，但是有一兩類比較相近，難以辨別，容易弄錯。
黃朝恩在出版于 2003 年《岱喃字與詩傳》中頭一部分初步分析岱喃字的構造，分成 9 類：1. 用兩
個漢字造成一個岱喃字； 2. 借用相近的漢字來做岱喃字；3。 借用漢字的字形、近義、不同音；4.
借用漢字，岱語相近的漢越音，意義與岱語不同；5.借用漢字的字形、讀音、意義；6.借用漢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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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負號造成漢與越詞不同義、不同音的岱喃字；7.借用漢字字形、讀音造成與漢字不同義的岱喃
字；8.從方塊壯字借入；9.從越喃字接入。後來，黃朝恩再一次把這些內容載上出版于同在這一年
的《岱喃字字典》。這種分類辦法比較簡單、概括的，不能反映岱族喃字的各種字形。
2012 年，趙氏喬蓉經過考察資料後，把岱喃字分成 13 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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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種文字構造的比較
經過考察後，筆者對越南京喃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進行對比其構造，并暫時提出
下列方案：
1. 借漢字：
1.1.
借漢字的字形、讀音、意義三方面全借：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1.2.

字形
才
才
才

讀音
Tài
Tài
Caiz

意義
才能
才能
才能

借用漢字的字形與意義，不借讀音，讀越語、岱語、壯語的準音：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字形
凸
娘
亦

讀音
lồi
noọng
Hix

意義
高出周围，与“凹”相对
姑娘，娘子
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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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用漢字的字形與意義，讀越語、岱語、壯語的近音：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1.4.

讀音
Thêm
Thiêm
Daej

意義
增加
增加
底，底子

借用漢字的字形與讀準音，不借意義：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1.5.

字形
添
添
底

字形
沒
車
山

讀音
một
Xa
San

意義
一
尋找
堵墻

借用漢字的字形，讀近音，不借意義：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字形
饒
眉
眉

讀音
Nhau
mì
Miz

意義
一起，互相
有
有

2. 自造字：
2.1.
自造單字
2.1.1. 用漢字的字形，減少筆畫，不借讀音，借意義
Làm
京喃字
做，作為
pjấu
岱喃字
“有”字省筆
空，有空
Mừa
“歸”字省筆
回歸，回去
Mbouj
方塊壯字
“有”字省筆
空，有空
用漢字的字形，減少筆畫，借讀音，不借意義
Nào
京喃字
“閙”字省筆
那個
Quây
岱喃字
“歸”字省筆
遠，遙遠
方塊壯字
2.1.2.

用漢字的字形，增加筆畫，不借讀音，借意義
Đĩ
京喃字
“女”字增筆
lẩu
岱喃字
“酒”字增筆
酒
方塊壯字
2.1.3.

用漢字的字形，增加筆畫，借讀音，不借意義
Này
京喃字
“尼”字增筆
那個
nẩy
岱喃字
“乃”字增筆
那個
Gou
方塊壯字
“九”字增筆
我
2.1.4.

2.2.

自造復合字
2.2.1. 會音字

京喃字

字形
巴+夌

讀音
Trăng

意義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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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喃字
方塊壯字
2.2.2.

+朗

Slang

富貴，

讀音
trời
tềnh
Mbwn

意義
天，上天
上邊
天，上天

會義字
字形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上+下
天+云

形聲字：根據偏旁的輕重或性質或位置還可以分成很多小類，但是在這裡，
我們分成兩大類：
2.2.3.1.
部首與漢字結合在一起

2.2.3.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2.2.3.2.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2.2.4. 象形字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2.2.5.

字形
水部首 + 念
水部首 + 念
水部首 + 念

讀音
nước
nặm
Reamx

意義
水
水
水

漢字與漢字結合在一起
字形
𤾓
那+田
那+田

讀音
Trăm
Nà
Naz

意義
百
田，田地
田，田地

字形

讀音

意義

342

Naengh

坐

字形

讀音

意義

句+百

Củ pác

開口說話

雙音節復合字：

京喃字
岱喃字
方塊壯字

五，結語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越南京南字、岱喃字與中國方塊壯字都模仿漢字的六書方法
創造出來自己民族語言的文字。從大體上，這三種文字都有借用漢字和自造字。詳細分
析時，借用漢字類就有借用漢字的字形、讀音、意義三方面互相結合的各種場合。字形
和意義方面是差不多，但是讀音方面比較複查，除了影響方言問題以外，喃字的讀音還
要受到語音的演變所致，所以根據借用漢字的讀音來分析喃字構造一定有點差別，例如：
京喃字有前漢越音讀音，方塊壯字就有古音或方言音等等。
這類形聲復合字比較豐富多樣，根據部首和偏旁的位置、負擔正負地位、增減筆畫等場
合就能創造出來不同的喃字與方塊壯字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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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種文字具有的一般自造種類意外，每個文字都有特殊的創造辦法。特別是岱喃字
中兩個音節結合在一個字的字類。
從此可見，對這三種古文字來說，漢字的部首、字形、讀音、意義等因素與漢字的六書
方法站著重要的地位。
因時間有關，本文初稿還沒完善，請各位讀者不吝指教，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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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數據庫平臺的文字編編撰和自動化發佈①

郭瑞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中國上海）
摘要：文字編，或字形表，是在特定材料範圍內對該材料中的漢字字形進行整理研究，並按照一定
體例要求編纂彙集而成的一種字形工具書。傳統的整理手段，形成一部文字編需要投入相當的精
力，涉及考釋、篩選、切圖、粘貼等等繁瑣的流程，全部手工處理，除了要求一定的專業基礎，
還需要大量的機械勞動。有些文字編，甚至送手工摹寫。但是，隨著現代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
特別是“數據庫”這個功能強大的數字化存儲、分析平臺的出現，給古老的文字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推動這一學科在新的世紀與時俱進的發展。基於一個完善的數據庫平臺，再進行文字編的工作，
效率將提高數倍。最重要的是，繁重的純機械工作可以交由電腦來處理，把專家學者們從繁重的
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本體工作中，不僅對專家們智慧的尊重，也是保證
文字學科的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径。
關鍵字：數據庫；文字編；自動化
文字編，或字形表，是在特定材料範圍內對該材料中的漢字字形進行整理研究，並按照一定體
例要求編纂彙集而成的一種工具書。其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字書、辭書，是和出土
文獻有著密切關係的一種獨特的工具書類型。文字編的主要特點是以直觀形式展示出該類材料中的
漢字字形的變化及關係。形式上，通常用《說文解字》小篆或通用楷體字作為字頭標目，然後將材
料內的字形羅列於相應的字頭下，字形下給出具體出處，有些會給出簡短語境。內容上，或將材料
中漢字窮盡性收錄，或選擇差異性字形收錄。
但凡一種出土文獻問世，除了文本內容的考釋工作以外，編撰一部文字編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
工作。諸如：
《甲骨文編》
（孫海波，中華書局，1965 年）
、
《金文編》
（容庚，中華書局，1985 年）、
《郭店楚簡文字編》
（張守中，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張守中，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武威儀禮漢簡文字編》
（徐富昌，國家出版社，1995 年）
、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
長，文物出版社，2001 年）
、《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駢宇騫，文物出版社，2001 年）、《張家山漢簡
文字編》
（張守中，文物出版社，2012 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李學勤，中西
書局，2014 年）
、
《戰國文字編》
（湯餘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
（徐
正考，作家出版社，2007 年）等等，其徒實繁。傳統的整理手段，形成一部文字編需要投入相當的
精力，涉及考釋、篩選、切圖、粘貼等等繁瑣的流程，全部手工處理，除了要求一定的專業基礎，
還需要大量的機械勞動。有些文字編，甚至用手工摹寫。比如：較古的《隸韻》
（宋·劉球）
、
《隸辨》
（清·顧藹吉）；現代的《金文編》
、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等，即使寫者水平很高，也難免有失真的
情況。且純手工篩選整理，不可避免的出現遺漏，這也就是在一部文字編問世一段時間後往往還會
有續編出版的原因。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現代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數據庫”這個功能強大的數字化
存儲、分析平臺的出現，也不斷衝擊著傳統學科，給古老的文字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這一學科
在新的世紀與時俱進。基於一個完善的數據庫平臺，再進行文字編的工作，效率將提高數倍。最重
要的是，繁重的純機械工作可以交由電腦來處理，把專家學者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本體工作中，不僅對專家們智慧的尊重，也保證文字學科的可持續發展。
①

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汉六朝字形全谱（13&ZD131）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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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在的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經
過數年的科研實踐探索，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文字編類成果研製的程序，積累成功的經
驗。最新推出的一批文字編類成果：
《新金文編》
（董蓮池，作家出版社，2010 年）
、
《魏晉南北朝隋
唐五代字形表》
（臧克和，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 年）、《中國文字異體字大系·篆書編》（劉志基，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年）
、
《中國文字異體字大系·隸書編》
（臧克和，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 年）、
《中國文字異體字大系·楷書編》
（王平，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
（臧克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等。
筆者結合曾經參與的一些具體工作，針對新技術手段下文字編類成果實現的步驟、關鍵問題等
內容做一下匯總，與諸位專家學者分享，以期對大家的研究工作能夠起到一定的幫助。

一、

計算機技術支持下的文字編類成果的編撰步驟

第一步：準確的釋文和最好的圖片資料。
釋文是文字編的基礎，釋文的準確與否直接關係到文字編字形歸屬的正確與否。而高品質的圖
片資料，保證文字編字形的清晰準確，提升使用價值。因此，通常情況下要在所整理資料的範圍內
做到全面、真實，並隨時關注相關材料的最新考釋信息，及時對材料進行補充更新，盡可能保證釋
文的準確性，並能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時，在窮盡性搜集材料的基礎上，校重查漏，“同”中
選優，把最好的圖片資料甄選出來。
第二步：數據庫平臺建設。
基於釋文和圖片資料，根據文字編編撰的實際要求，建設一個內容準確、功能完備的數據庫，
是實現文字編自動化發佈的重要平臺。這一步也是減輕機械勞動負擔的關鍵所在。
我們主要採用微軟辦公軟件自帶的數據庫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 和 SQL Server 2005 數據
庫相結合的研發平臺。Access 數據庫屬於小型數據庫，具有安裝便捷、容量較小、操作直觀的特點，
適用於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文字材料的單獨處理。待各個獨立的數據庫完成後，再通過統一的標準
整合到 SQLServer 數據庫平臺，該數據庫也是美國微軟公司推出的一種關係型數據庫系統，屬於大
型數據庫系統。是一個可擴展的、高性能的、為分散式客戶機/伺服器計算所設計的數據庫管理系統。
並通過 Web 服務系統向用戶端開放訪問。
通常某種材料的數據庫平臺應該包括四張表：文獻表、字形表、單字表、部首表。
⑴文獻表，主要儲存相關資料的文獻屬性信息，不同種類的資料所需要設置的文獻屬性字段是
有差別的，但是有幾個字段是共性的，包括：時代、著錄信息、釋文、對應圖片編號、資料類型。
⑵字形表，以資料中的每一個漢字為一條記錄，並記錄該字的各類屬性信息。字形表是基於文
獻表的釋文，運用電腦編程逐字分解出來的。字形表字段要包括：通用字、漢字位置信息（該漢字
在原始材料中的具體位置，包括篇號、列號、字序）
、字形編號（以“篇號-列號-自序”這樣的形式記
錄）
、字形圖片的位置信息（該字形在原始圖片上的座標位置）
。這些是共性字段，不同的材料還會
有些特定的字段信息，比如：字體標記、異體字、假借字、語境片段、字形頻率、出處等等。
⑶單字表，是字形表“通用字”字段去重後得到一個字表，反應的是該材料中實際漢字字量，也
是文字編字頭標目和索引編制的來源。因此，單字表必須包括：通用字頭（或《說文》楷字）、部
首、筆劃數；根據需要有些還要有：說文小篆、讀音、前三筆筆劃類型、異體字等等。
⑷部首表，所有單字所涉及的部首類型。目前的文字編主要採用兩種部首分類，一種是以《說
文》540 部為本；一種是以現代工具書編撰的部首為依據，通常採用《漢語大字典》（第二版）的
200 部。該表也主要是為了索引編排的需要。
第三步：字形圖片切割和儲存。
這一步也是相當重要的步驟，因為文字編是字形圖片彙編而成。因此，從完整的原始圖片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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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出單個的字形圖片，就成為一個繁重而枯燥的機械操作，以往傳統方法就是耗時耗力，還不能避
免缺漏、錯誤。針對這一難題，我們經過多年的摸索、改進，研製出了一種可以隨時釋文、圖片相
互對照修改的切圖軟件，如圖 1：左上為釋文信息、左下為字形表信息，右側為對應拓片。只需要
在右側圖片對應的字形上拉一個方框，該字形就會自動保存在電腦中指定的位置，字形圖片編號
為：“篇號-列號-自序”的組合形式，簡牘類材料“列號”實際為“簡號”，如圖 2；字形圖片的位置信息
自動保存到字形表相應字段中；同時字形表的游標跳至下一條記錄，繼續在圖片上拉方框選字即
可。發現錯誤可以及時修改訂正。此外，利用該軟件的報表功能，可以對某字下的所有字形進行查
看、篩選，如圖 3。

（圖 1：“字形切割軟件”，左上為釋文信息、左下為字形表信息，右側為對應拓片。）

（圖2：所切下的字形，字形圖片的命名以篇號、列號、字序組成，便於查檢和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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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群”字下所列字形，“群”字右側數字為統計字頻。）
第四步：成果版式的確定。
關於版式，目前通常的形式為單欄雙行表格式，第一行為單字字頭，或選用通用字，或使用說
文小篆的對應楷字；第二行列出該字頭下的所用字形，並附有該字形的出處信息，如《漢魏六朝隋
唐五代字形表》
，圖 4。有時也採用上下雙欄雙行式，比如：《中國異體字大系》，圖 5。

（圖 4：
《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 （圖 5：《中國異體字大系·篆書編》）
有些特殊需要的會靈活增減，比如《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由於加注了日本讀音，所以
變為了三行的編排形式，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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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
第五步：相關程序的編寫。
利用電腦編程語言編寫發佈程序，實現文字編內容的自動化發佈，以及索引的自動生成，不僅
僅大大提高了編寫效率，也提升了成果的準確率。
不同材料種類的文字編所需要編寫的程序有些差別，但是有更多內容是共性的。以《漢魏六朝
隋唐五代字形表》發佈程序為例，做簡單介紹說明，由於篇幅限制下列程序有關屬性限定的程序作
了省略。
1.正文內容的發佈程序：
⑴ 定義變數，包括字頭、字形變數和版式變數
（略）
⑵發佈部首
Set rstbushou = db.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汉语大字典部首表 where 部首编号=" &
bshbh)
Do Until rstbushou.EOF
ipage = 1
ihangtou = 1
ihangxing = 2
ilie = 0
i=1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1).Cell(2,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Chr(13) & Chr(10) & rstbushou!bushou & Chr(13) & Chr(10) & Chr(13) &
Chr(10) & "部"
（略）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ilie = ili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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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发布字头
Set rstzitou = db.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danzi where buid=" & ibushou & " order by
bihua")
Do Until rstzitou.EOF
If ihangxing = 2 Then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tou,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rstzitou!zitou
If rstzitou!ziku = "fz" Then
.Font.Name = "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
Else
.Font.Name = "宋体"
End If
.Font.Size = 24
.Font.Bold = True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lseIf ihangxing = 4 Then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tou, 16 - ilie).Range
.InsertAfter rstzitou!zitou
If rstzitou!ziti = "fz" Then
.Font.Name = "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
Else
.Font.Name = "宋体"
End If
.Font.Size = 24
.Font.Bold = True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nd If
⑷發佈字形位置信息
Set rstzixing = db.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chx_zixing where unicode='" & rstzitou!unicode &
"' order by ziti,jianchen,id")
Do Until rstzixing.EOF
szixing = Replace(rstzixing!dizhi, "zipu", "D:\字表图片")
schuchu = rstzixing!shidai & " " & rstzixing!jianchen
n1 = CInt(rstzixing!ziti)
n = rstzixing!ziti2
If i hangxing = 2 Then
If n = "z" And n1 < 17 Then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xing,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篆書】" & Chr(13) & Chr(10)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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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If n = "l" And n1 > 16 And n1 < 30 Then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xing,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隸書】" & Chr(13) & Chr(10)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lseIf n = "k" And n1 > 29 Then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xing,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楷書】" & Chr(13) & Chr(10)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nd If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xing,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 & szixing & "◣"
'嵌入圖片用
End With
With Word.ActiveDocument.Tables(ipage).Cell(ihangxing, 8 - ilie).Range
.InsertAfter Chr(13) & Chr(10) & schuchu & Chr(13) & Chr(10)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End If
If i < 10 Then
i=i+1
Else
ilie = ilie + 1
i=1
End If
If ilie = 8 Then
ilie = 0
ipage = ipage + 1
'换頁
ihangtou = 1
ihangxing = 2
End If
⑸結束部分（略）
2.字形圖片處理宏代碼
⑴嵌入字形圖片
For i = 1 To 10000
Selection.Find.ClearFormatting
With Selection.Find
.Text = "◢*◣"
.Forward = True
.Wrap = wdFindContinue
（略）
E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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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Selection.Find.Execute
srep = Mid(Selection.Text, 2, Len(Selection.Text) - 2)
With Selection
.Text = ""
.InlineShapes.AddPicture FileName:=srep, LinkToFile:=True, SaveWithDocument:=False
End With
Next i
⑵調整圖片大小
' 同寬
For i = 0 To Word.ActiveDocument.InlineShapes.Count
With Word.ActiveDocument.InlineShapes(i)
iheight = .Height
iwidth = .Width
.LockAspectRatio = msoTrue
If .Width > 45 Then
.Width = 45
.Height = iheight * (45 / iwidth)
ElseIf .Width < 30 Then
.Width = 30
.Height = iheight * (30 / iwidth)
End If
End With
Next i
' 同高
For i = 0 To Word.ActiveDocument.InlineShapes.Count
With Word.ActiveDocument.InlineShapes(i)
iheight = .Height
iwidth = .Width
.LockAspectRatio = msoTrue
If .Height > 45 Then
.Height = 48
.Width = 48 * iwidth / iheight
End If
End With
Next i
3.索引內容的發佈程序：
⑴部首索引
定義變量（略）
Set rst = db.OpenRecordset("select distinct bushoubihua from 汉语大字典部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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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Until rst.EOF
With Word.ActiveDocument.ActiveWindow.Selection
.Text = Chr(13) & Chr(10)
.Font.Size = 10.5
.Collapse (wdCollapseEnd)
.Text = cc(rst!bushoubihua) & "畫" & Chr(13) & Chr(10)
.Font.Size = 14
.Font.Name = "黑体"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Set rstbihua = db.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汉语大字典部首表 where bushoubihua=" &
rst!bushoubihua & " order by bushouyema")
Do Until rstbihua.EOF
With Word.ActiveDocument.ActiveWindow.Selection
sbushou = rstbihua!bushou & "部"
.Text = sbushou
.Font.Size = 11.5
.Font.Name = "宋体"
.Collapse (wdCollapseEnd)
Select Case Len(rstbihua!bushouyema)
Case 1
.Text = "
"&"
" & cc(rstbihua!bushouyema) & Chr(13) & Chr(10)
Case 2
.Text = "
" & " " & cc(rstbihua!bushouyema) & Chr(13) & Chr(10)
Case 3
.Text = "
" & cc(rstbihua!bushouyema) & Chr(13) & Chr(10)
Case 4
.Text = " " & cc(rstbihua!bushouyema) & Chr(13) & Chr(10)
End Select
.Font.Spacing = -0.4
.Font.Name = "华文仿宋"
.Font.Size = 9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rstbihua.MoveNext
Loop
rstbihua.Close
rst.MoveNext
Loop
結束部分（略）
⑵筆劃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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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變量（略）
Set rstbihua = db.OpenRecordset("select distinct bihua from 笔画索引")
Do Until rstbihua.EOF
With Word.ActiveDocument.ActiveWindow.Selection
.Text = Chr(13) & Chr(10)
.Font.Size = 10.5
.Collapse (wdCollapseEnd)
.Text = cc(rstbihua!bihua) & "畫" & Chr(13) & Chr(10)
.Font.Size = 12
.Font.Name = "黑体"
.Collapse (wdCollapseEnd)
End With
Set rstzi = db.OpenRecordset("select * from 笔画索引 where bihua=" & rstbihua!bihua & "
order by bihua,yibi,erbi,sanbi,qubie,id")
Do Until rstzi.EOF
With Word.ActiveDocument.ActiveWindow.Selection
.Text = Replace(rstzi!zitou, Chr(13), "")
If rstzi!ziku <> "" Then ' "kaishu" Then
.Font.Name = "lishuzi"
.Font.Size = 10
Else
.Font.Name = "宋体"
.Font.Size = 10
End If
.Collapse (wdCollapseEnd)
Select Case Len(rstzi!zipage)
Case 1
.Text = "
"&"
" & cc(rstzi!zipage)
Case 2
.Text = "
" & " " & cc(rstzi!zipage)
Case 3
.Text = "
" & cc(rstzi!zipage)
Case 4
.Text = " " & cc(rstzi!zipage)
End Select
（略）
End With
rstzi.MoveNext
Loop
rstzi.Close
rstbihua.MoveNext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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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部分（略）

二、

編撰過程中的兩個關鍵問題

上述部分只是就文字編類成果自動化編排實現的具體操作程序作了羅列和分析。以上程序最終
的目的，就是要把科研人員從這些機械性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專注於學術研究層面的工作。事實
上，要保證這些程序執行結果的準確性，則依靠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而這些工作真正是研究人員
主要花費精力所在，也是體現研究人員科研水準和智慧的部分。具體來說就是原始資料釋讀問題和
電子錄入的標準化問題。
1.文本釋讀的準確性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上文的第一步中已經做了解釋。這裏，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們對原始圖片
掃描標準，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我們統一採用精益 A3 幅面高速掃描器，掃描規格為灰度、600dpi
精度、.jpg 格式儲存。這種條件下處理的原始圖片，既保證圖片處理的速度，便於電腦上的閱讀操
作，又能使切割下的字形具有符合印刷要求的清晰度。
2.文字處理的標準化
文字編往往面臨數量較大的出土文獻資料的加工，而且要依託數據庫平臺，要保證自動化生成
的文字編內容準確，標準化工作尤為重要。主要涉及：數據庫建設的標準化、文本錄入的標準化、
文字編字頭和字形選擇的標準。
⑴數據庫建設的標準化
中國和相關行業關於數據庫建設發佈了一系列標準規範文件，可以作為數據庫建設、屬性標注
體系的規範化、精細化的科學依據。這些文件法規主要包括：
《GB 18030-2005 信息技術中文編碼字
符 集 》《 TR-REC-014_ 資 料 集 核 心 元 資 料 標 準 》《 TR-REC-032_ 元 資 料 訪 問 服 務 介 面 規 範 》
《TR-REC-033_資料跨域互操作技術規範》
《GB/T20273-2006 信息安全技術 數據庫管理系統安全技
術要求》
《GB/T 13725—1992 建立術語數據庫的一般原則與方法》
《GF 3001—1997 信息處理用 GB
13000.1 字符集漢字部件規範》
《GB 18030—2005 信息技術 中文編碼字符集》等等。這些標準化文
件雖然都由中國相關部門發佈的，但是很多技術層面的標準與國際接軌，這樣可以保證我們所創建
的數據庫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特點，不僅僅用於文字編的編撰使用，而且也可以作為其他相關學
科研究的工作平臺。
例如我們所創建的《金文語料庫》
《中古石刻文獻語料庫》等，既可作為發佈文字編的平臺，
也可以在互聯網上共用使用。文字編只不是是數據庫平臺的一個最基本的功能而已。
⑵文本錄入的標準化
文本錄入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參照中國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
佈的系列法規文件，包括：
《簡化字總表》（1986 年 6 月 24 日）《通用規範漢字表》（2013 年 6 月 5
日）
、
《GF 1001—2001 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試行）
（
》2001 年 12 月 19 日）
《GF 2001—2001 GB13000.1
字符集漢字折筆規範》
（2001 年 12 月 19 日）等。當然，我們不能僵化的使用這些文件規定，由於
所處理材料的不同，比如一些出土古文字文獻，既要盡可能的符合國家法規，也要顧及古文字學界
約定俗成的一些習慣，比如對於古文字隸古定的字形處理。這些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只要保
證同類型文字材料處理標準的保持一致。
通常我們採用了“通用字（原始字形）”的錄入方式，比如：北魏武泰元年（528）《徐天寶造像
記》中“夫至貌（ ）希（ ）微，非世賞之能（ ）模（摸）
；真（ ）姿妙（讀為渺）滅，豈情
近情之髣（ ）響。”圓括號內呈現的是原始字形信息，當然在數據庫中，這些異體字形並非以圖
片形式出現，而是通過造字來實現的，即仍然是可以檢索到的電腦字符形式；另外具體的用字情況
也可以在圓括號內顯示，例如“妙滅”的“妙”為“渺”字的通假字，所以在其後括弧內標注“（讀為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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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讀者理解文義。
⑶文字編字頭和字形選擇的標準
字頭標準的選擇，目前主要是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說文解字》小篆為字頭選擇標準，如：
《新
金文編》
、
《新甲骨文編》
（劉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齊魯文字編》
（張振謙，學苑出版社，
2014 年）
、
《三晉文字編》（湯志彪，作家出版社，2014 年）等；一種以通用漢字（規範的繁體字）
為字頭標準，如：
《中國異體字大系》
（篆書編、隸書編、楷書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字形表》
等。第一種常見於古文字類的文字編，屬於傳統做法，這樣古文字和小篆的形體對照更加直接一些，
對於熟悉《說文》的專家查檢便利，但並非所有學者都能夠很清楚的記住《說文》部首、漢字的編
排次序，這種情況下查找起來就比較費時了，有些文字編為了查檢便利，還附錄了楷字的筆劃檢字
表，等於是對小篆、古文字進行了隸定，然後在按照筆劃編排檢字表；第二種常見於漢字隸變以後
的文字編，直接按照通用漢字的部首、筆劃數進行編排，符合現代工具書編撰習慣，查檢便捷。為
了清晰呈現漢字演變脈絡，還會在楷書字頭旁標出對應的《說文》小篆。
字形選擇的標準，這個問題在筆者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國中古石刻文獻文字數位化處理標準芻
議》①一文中，以石刻文獻為例做了討論。主要涉及：現行字符集集外異體字處理標準、字際關係
梳理標準等內容。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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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外來語聖名詞之喃字：
考察第十七世紀天主教之喃籍
副教授，博士 呂明恒 Lã Minh Hằng
工作單位：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
1. 引言
文字學發展史確認在越南曾有三類文字。研究越南文字要注視於兩個重要時期：第 14 和第
17 世紀。第 14 世紀前：在越南只用漢字；第 14 世紀后：喃字出現。自從第 17 世紀起：西方教士
使用喃字講道，定下“國語字”（即拉丁系文字）之形成基礎。
前輩研究者早已認識：研究越語史和國語字發展史時，天主教喃籍為不可缺少之資料。天
主教喃籍可提供當時越語詞彙，了解越語語法，領會越語語音等問題。
按天主教喃籍《經仍禮務服生》所記證據，本論文注視於使用喃字記音之外國人聖名，分
析并對比西方語與漢語（也是越語）之音節構造，從此可提出記音規律。

2.天主教喃籍與據此資料之研究
2.1. 天主教喃籍大略
到達越南，為取得傳道目的之最高結果，天主教士已努力學習越語，了解越南土壤與越南
人生活習慣；從此可用漢字寫出聖傳，聖經等類漢籍。除外，認為喃字之平民性與普遍性，外國
教士特別盡力學習喃字，用喃字翻轉聖經，聖傳等。結果：傳教與講道過程中，外國教士已寫出
不少天主教之喃籍。天主教漢喃書籍現存在國內外圖書館和博物館1。保存在國內圖書館：漢喃研
究所，國家圖書館，胡志明市天主教研究中心2，華省師範大學等地方。
對於保存漢喃主教資料之國內兩座大圖書館3， Nguyễn Hưng4 （阮興）和 Lã Minh Hằng
（呂明恆）已有詳細分析。按阮興，現存資料提及到多方面領域：聖傳（101 作品），道德（75 作
品），奉務-曆（17 作品），教理（21 作品），聖經（30 作品），經書（20 作品），詩文（16 作
品），語言書（14 作品），詞典（13 作品），對聯-碑文等（5 作品），研究論文（10 作品）等類
（共有 308 漢喃作品）。考察保存在漢喃研究所之天主教資料，呂明恆已指出保留在漢喃研究所之
天主教漢喃書籍有 25 作品（27 版本），其中喃書有 14 作品。其內容提及到以下六個領域：教
育： 2 作品，研究書： 6 作品，當代王朝之政策： 1 作品，聖經： 6 作品，聖傳： 4 作品和道德內
容： 3 作品。
除外，漢喃天主教資料還保存在國家圖書館，花省師範大學等地方。2.2. 據天主教喃籍資
料之研究
漢喃天主教資料之中，喃字資料別與價值：由喃字之平民性與普遍性，喃字資料所提及之
內容比漢字資料所提及之內容豐富。除外，天主教喃籍可提供當時越語詞彙，了解越語語法，領

參看 Nguyễn Thế Nam 阮世南（2011），Lã Minh Hằng 呂明恆 (2014；2015a；2015b；
2015c)。
2
今年 3 月有機會去胡志明市，也想訪問胡志明市天主教研究中心。但，找不到，可能轉到別
地。不知原因。
3
胡志明市天主教研究中心-圖書館和漢喃研究所-圖書館
4
按胡志明市天主教研究中心所存資料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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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越語語音等問題。因此，社會，公教，語言等領域之研究者注視於考察此資料。換句話說，研
究天主教資料首先要從喃字資料出發。
漢喃天主教作者之中 J.Maiorica （梅烏理哥）為創造喃字作品最多之外國人教士 1 。
Catalogue du fonds Vietnamien2 所介紹 19 喃字作品之中 12 作品屬於梅烏理哥教士3。
至今，考察梅烏理哥作品可分為兩大趣向：
2.2.1.從語言角度出發
Nguyễn Quốc Dũng4 （阮國勇）據《各聖傳》所記資料考察越語之詞彙與語法。從此指出
17 世紀與現代越語之差異。論文提及到兩大問題：1、詞彙方面：考察古詞，變義詞彙和公教詞
彙；2、從語法方面出發，論文描寫詞語，分析越語之語法特征，如：人稱代詞。類詞，副詞，連
詞，形態詞等問題。
2.2.2.從越語詞彙與喃字角度出發
至今，考察梅烏理哥所寫喃籍里越語詞彙與喃字之問題有 01 篇博士論文和 02 篇碩士論
文：Nguyễn Thị Tú Mai （阮氏秀梅）博士按 Thiên chúa Thánh giáo khải mông《天主聖教啟蒙》所
記資料，Nguyễn Văn Ngoạn（阮文頑）碩士按 Kinh những lễ mùa phục sinh《經仍禮務服生》所記
詞彙與喃字和 Đào Phương Anh 碩士按 Thiên chúa Thánh mẫu 《天主聖母》所記資料，考察喃字構
造與越語詞彙（古詞彙，失義詞等問題）。
可以說，以上所提論文給我們領會 17 世紀之喃字和越語詞彙。但，外來詞彙，特別是用喃
字記音外來語人名，聖名，地名和公教專用等詞彙還沒仔細分析。所以，按天主教喃籍《經仍禮
務服生》所記證據，本論文關注於使用喃字寫出之外國人聖名，分析并對比西方語（葡語，法語
等）與越語之音節構造；其次初步指出記音規律。

3. 外國人聖名：所據考察資料與其分析
解讀天主教喃籍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用喃字（漢字5）記音外來詞之現象。大眾皆知：越
語和漢語屬於共同語言類型（音節性之語言類型），音節構造也有相同 （現代越語音節構造模型
為 CVC 或 CPVC） 6。越語和漢語之音節皆為語言單位之最初基礎。反之，法語和葡語等西方各語
言屬於印歐語系。從此，此語言之音節功能與音節性語言之音節功能也有差。
3.1.理論基礎

據阮興：創造喃字作品最多為 Pierre Marie Gendreau Đông（瑪移阿 Đông）(1892-1935).
M.R.Seguy，Catalogue du fonds Vietnamien，博士論文。此目錄分為三個部分漢書，字典，喃
字。
3
Girolamo Majorica, ses oeuvres en langue Vietnamienne conserv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In ở đặc san Achivium Historium societatis Jesu (Rome) - Tome XXII, 1953, tr 203-204.
4
Nguyễn Quốc Dũng （阮國勇）Ngôn ngữ trong Truyện các Thánh của Majorica – Khía cạnh từ
1
2

5

6

vựng và ngữ pháp（梅烏理哥里個聖傳之語言-詞彙與語法）碩士論文。
喃字系統中分別有兩大類：漢字借用喃字（借用漢字之形體，聲音與意義）和自造之喃字。
用記人名地名等字皆為借用喃字（即漢字）。
C: consonant ， V: vowel, P ：Pretonal 。 越 語 發展 史已承 認古越 語音節 有模型 CCVC 或
CvCVC 。 但，現代越語音節模型為 CVC 或 C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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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確立語言單位，歐洲和中華之語言學傳統有差別：歐洲傳統觀念音位（音素）為聲音
曲段之最短單位。換句話說，確立語言之基本單位過程中，語言學研究者按次序確定 1、首先注視
於音素（元音和輔音）2、其次確立音位（聯繫於字母），3、最後談到音節（由音位，音素組成
之聲音單位）。按歐洲語言學傳統，音節不用為語音確立之基礎單位。（阮光紅，2012 年， 63-64
頁）。
以上所提次序可簡略為：音素（元音和輔音）→音位→音節。可認出：歐洲語言學傳統很
關注於音素；通過元音和輔音（即通過音素，音位）可確立音節單位。
反之，中華古典語言學傳統分別語音單位與文字單位和語法單位。語音單位與詩歌音韻聯
合（或有關於詩歌音韻）。中華古典語音學即音韻學。音素（元音和輔音）不屬於中華音韻學。
反之，帶有聲調之音節（還叫“音”或“字音”，即漢字之讀音）為考察語言單位之最初基礎。
據反切法，音節可分為聲母和韻母1。 另外，按雙聲疊韻2規則，音節下級單位可分類，同
樣之音段屬於同一類。這樣，此類單位（音節下級單位）可相當於西方語里語音學之音位。例
如：東德紅切 (đông đức hồng thiết) ：音節東 đông 由德 đức 之語頭輔音：/đ/ 和紅 hồng 之韻部：
/ông/ 結合而成。
觀察英語與漢語之單詞可明白語言曲段之差別：
表 1：漢語與英語：字，音，詞之對照
漢語
文字

英語

注音

音節數

yi13 yuan4

醫院

2

詞
1

文字
Hospital

注音
/'hɔspitl/

音節數
3

詞
1

英語與歐洲語同樣，音素為重要部分，帶有語法之功能：可表示時態。反之，漢語和越語里表示
時態時常加以助詞：
表 2：漢語與英語：時態體現
漢語

英語

時態

注音、音節

注

時態

注音、音節

注

吃者、正在吃

chi zhe, zheng
zai chi

用助詞， 
字數層

eating

/'i:tiɳ/, 2

音素帶有語法
功能

吃了

chi le

用助詞， 
字數層

ate

/eit/，1

音素帶有語法
功能

3.2.所據考察資料

聲母：音節最初之輔音，韻母：音節生下來之部分（有介音，元音，輔音組成）
頭輔音重疊，元音重疊，疊韻
3
表示聲調次序之號碼。漢語有四聲：第一聲：1 號，第二聲：2 號，第三聲：3 號，第四聲：
4 號，越語有六聲：zero 聲: 1 號，huyền 聲: 2 號, hỏi 聲: 3 號, ngã 聲 : 4 號, sắc 聲: 5 號, nặng
聲: 6 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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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經仍禮務服生》全文，結果：作品長度 37.294 字。1 人名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漢
字（喃字）記音，如 Á bê li /Abel/ 用 “亞“,”黎”和“悲”三個漢字記音。考察用記人名，聖名之漢字，
結果如下
人名或王名：23 名，
聖名：全文共有 61 單位。一位教士，教皇有時可用不同寫法記：
例 1：
Jacob 有三種記法：“加姑波”，“加恰”和“加合”。“加” jia (漢越音 gia) 為西方語 Ja 之記音。“姑波”：
現代音 gubo (漢越音 cô ba)，“恰”：現代音 qia (漢越音 cáp) 和“合”：現代音 he (漢越音 hợp) 。其漢
字皆為西方語 cob 之記音。
大眾皆知：每個字皆有兩個讀法：現代讀法和中古語讀法（體現在漢越音），《經仍禮務服生》作
者使用哪個讀法？從第一音節看，“加”：現代讀法 jia /chia/ ，漢越音 gia /da/為西方語 Ja/da/之記
音。我認為：選用中古語讀法（體現在漢越音）與西方語 Ja/da/可表近音。從第二音節看、“姑波”
選用 gubo 還是 cô ba；“恰” 選用 qia 還是 cáp，“合” 選用 he 還是 hợp> /cob/之讀音？我認為作者選
用在喃籍使用之讀法（此漢字為借用喃字，其讀法當然為漢越讀法）。這樣，記音方式為：gia>
Ja；cô ba（略去音素/a/）或 cáp 或 hợp > cob。
例 2：
Jesus (/Jesu)可用“支秋”, “之秋”或“枝秋”記音。漢語里“支”, “之” 或“枝”為同音漢字， 漢越音皆讀
chi。 這樣 chi > Je；漢字 “秋”漢越音 thu 為 /sus/ 記音。可認出 qiu > sus
因教士教皇之名字可有其他記音（用同音，或近音之漢字），《經仍禮務服生》全文共有 61 聖
名，屬於 53 聖位。
3.3.資料分析
3.3.1.聖名體現(即聖名記音法)：版本里有 6 位教士教皇可用不同漢字記音：
A dam 有兩種記音：“阿庸”A dung 和“亞庸”Á Dung“阿”A 和“亞”Á 皆表 A 之音。
Jesus 有三種記音： “支秋”Chi thu，“之秋” Chi thu 和“枝秋” Chi thu；
Joseph（Giuxe, 為 Maria 丈夫）有三種記音：“樞师”Xu sư，“樞棲”Xu thê 和“樞槎”Xu tra。
這樣，xu > Jo；sư、thê、tra > seph
E va : 有兩種記音：“口衣啼”e thi 和“口衣偉”e vi,
Jacob 有三種記音：“加姑波”，“加恰”和“加合”）,
Maria 有兩種記音：“瑪移阿”和“瑪移亞”
再談 Maria1之記音：可用“瑪移阿”Mã di a 和“瑪移亞”Mã di á 記。大眾皆知：漢語和越語皆
有聲調，但聲調區別全無出現在西方各語言。因此，可用“瑪”Ma3 （漢越音 Mã）> /Ma/；可用
“阿”a 或“亞”á > /a/
漢語有拉丁字寫成 ri，如： 日 ri /rw/。此字不可為 Maria 之 ri 之記音（字樣相同但韻部有
差：/rw/和 /ri/）用“移”di 為 Maria 之 ri 之記音可體現拉丁語 ri 之韻部。

1

Maria 為 Jesus 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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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漢字記音分析
此節考察拉汀語音素（元音和輔音）可用哪個漢字記音，漢語與拉丁語之音值如何變化：
a. 語頭輔音
a1. 語頭輔音之交換
教皇 Paul 也叫 Paulô， 越南人常把他叫“保祿”Bảo lộc，可見在這裡
Bảo lộc > Phao-lô > Paulô > Paul。 這樣 b > p，其外，為符合于拉丁語之音，作者已選用有韻部相
當之漢字記音，結果 ảo> au；拉丁語最後音素 /l /已選用漢字帶有輔音 /l /（當然帶有韻部）之字，
形成整個音節，結果 lộc> l。這樣 Paul 本來只發音成一個音節（或一半音節）， 但可用有兩個音
節（兩個漢字）記音。
屬於語頭輔音交換之類還有用葩葩 Ba Ba 記音 papa (/phapha) 之教皇名。這樣 b > p (/ph)。
同類還有 Gioan Baotixita 聖名之記音。Gioan 用“樞蜂”xu phong 記音. 可見 xu > du > giu>
Gi ，phong > ong > oan。
1

a2.取消語頭輔音
屬於此類有拉丁語雙音節詞可用漢語雙音節詞表音（保留音節數），如：聖名 Heli 選用漢
字“衣离”y li 記音。拉丁語里，He 之音素 /h/ 可發不成聲，y 和 e 之音值相等（保留漢語韻部之音
值）。這樣，y > He。第二音節 li 可保留在拉丁語 → li > li。
b. 韻部變化
b1.加入元音：
漢語與拉丁語之音節構造有差：漢語音節模型為 CVC 或 CPVC2；反之，拉丁語首先要認識
的是音素（輔音和元音），其次為音節。大眾皆知：拉丁語里，兩個輔音可以次序並列。因此，
為保留音素之音值可加入元音，其元音與漢語輔音（即以表示拉丁語之輔音）成為整個音節。如
Abraham 可用“阿巴羅蜂”A ba la phong 記音。此過程如下：A ba la phong > A-ba-ra-ong >Abraham。
可認出：記音時，拉丁語音素 b 已加上元音 a 成為 ba → 選用漢字“巴”記音，有 ba>b。此詞其他音
素之記音：la > ra, phong > ham。
記音時，加入元音還有
聖名 Abel 可用三個漢字“亞黎悲”Á lê bi 也讀 Á bê li 記。這樣，記音拉丁語音素 /l/ 可加入
音素 /i/成 / li/ ，用漢字悲 bi 記音。
此節還要介紹兩個場合：“稽移綿濟”Kê di miên tề 用來記音教皇 Clemente VIII 之名。可認
出：碰到兩個輔音次序並列 /Cl/ 時，作者已有創意之處理：C 用漢語叫 Kê 之字。 結果 Kê > C。→
記音過程中已加入元音 ê
Chris 為法語 Jesus 之名。漢字用漢字“基移吹蘇”Cơ di xuy tô 記音。可見其記音次序如下 Cơ
di xuy tô > Kirixitô > Christ。可認識：記音時，法語次序並列之音素已分析并有多變化（加入元
音）
B2 元音交換，韻部變化

1
2

D 和 Gi 發音時，越語人大部分沒有辨別，拉汀語音素 u 去掉。
C：輔音，P 和 V：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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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考察拉丁語與漢語里音節數相同之類。如 Tô ma 聖名之記音：用漢字須眉 Tu mi 表
示。Tu mi > Tu me >Tô ma。→ 可認出：此場合，語頭輔音還保留在記音過程中，只有微整在元音
（在韻部），
屬於此類還有用漢字“波那遊”Ba na du 記音西方語 Bernard。 可明白記音過程：Ba na du > Bêna-do > Bernardo > Bernard
還有 Ignace d’ Antioche 聖名。可見，用三個漢字“衣那樞”yi na xu 記 Ignace 之音。可見拉丁
語 音素 g 被去掉，用漢字 xu 記 ce 之音→ xu > ce
C 記音之其他變化
C1 元音化：記音過程中西方語介音選用（轉用）漢語元音表達，如 Luys 還說 Louis 或
Lui ，介音 u 轉用漢語元音表達：“炉衣”Lô y > Luys，Louis 或 Lui
1

C2 輔音轉變（對轉）
輔音 v 轉為 ph → v > ph，如 Têphanô 用 Tê vọng 記音→結果 Tê vọng > Têphanô
輔音 t 轉為 th → t /t/ > th /t’/，如 Thomas 用三個漢字“蘇瑪芻”Tô ma sô 記音→結果 Tô ma
sô > Thomaso >Thomas
越語輔音轉變 Gi /z/ > d /d/，如 Da viết 用“耶曰”Gia viết 記音→結果 Gia viết > Da viết > Da
vit
記音或翻轉語音過程中，大部分都由帶有漢越音（唐代影響之音）之漢字擔任，但有個
別：用古漢越音之漢字表示，如：用漢字“枚連”Mai sen 記 Mai sen 聖名之音。大眾皆知：“連”有兩
種讀法 liên 和 sen，sen 為古漢越音，liên 為漢越音

4. 結論
以上考察可以弄清用漢字記音西方語，拉丁語的幾個音節翻轉規律：
由兩種語系之差別：漢語屬於音節性語言，音節單位為重要部分（音節模型為 CVC 或
CPVC）。反之，西方語與拉丁語注視于音素（元音與輔音），特別輔音可以次序並列。因此，記
音時以保留西方語與拉丁語之重要部分，不成音節之輔音（從漢語看）有變化：加入元音以為漢
語之整個音節。這樣，形式方面可以認出：西方語與拉丁語之一詞（一個曲端）可用兩個以上之
漢字記音。法語里聖名 Christ，漢字用漢字“基移吹蘇”Cơ di xuy tô 記音為代表。
由兩語系里所屬輔音之有無可指出輔音轉變之規律： 輔音 v 轉為 ph 記音→ v > ph，輔音 t
轉為 th 記音→ t /t/ > th /t’/ ；輔音 Gi 轉為 d 記音→ Gi /z/ > d /d/；輔音 b 轉為 p 記音→ b > p
西方語與拉丁語沒有聲調之區別，記音時可用不同系漢字（聲音相近之漢字。一個聖名可
用一，兩個不同之漢字記音。Adam 聖名用 Á dung 亞庸或 A dung 阿 庸記音為代表。
以上所提問題限於考察 45 聖名，但也給我們帶來不少認識。希望後來能過仔細并擴大考察
資料，一定給語音學做出應有的貢獻。其為後來研究之問題。

附錄: 漢語與西方語語音對轉2

1

Padre Luys , 教授 Jean Louis Sarrante： 1681 年來越南北部，在 Nghe An 省工作，於河內逝世
（1687）

2

本論文找出 53 聖位置 61 聖名，此附錄 45/61 聖名（45 聖名可查元語之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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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聖名
漢字

音節記音
拉汀字

1

阿庸

A Dong
dam)

2

亞庸

3

第一音節
(A

第二音節

注、其次音節分析
第三音節

A>A

dung> dong

A Dong

Á > A

dung> dong

衣啼

E va

E>E

thí> va

4

衣偉

E va

e>E

ví> va

5

加姑波

Jacob

Gia > Ja

cô > co

6

加恰

Jacob

Gia > Ja

cóp> cob

7

加合

Jacob

Gia > Ja

hợp> cob

8

支秋

Jesus (/Jesu)

Chi >Je

thu > sus

9

之秋

Jesus (/Jesu)

Chi >Je

thu > sus

10

枝秋

Jesus (/Jesu)

Chi >Je

thu > sus

11

樞师

Joseph （ Giu
se）

xu > Jo

sư> seph

12

樞棲

Joseph、（Giu
se）

xu > Jo

thê> seph

13

樞槎

Joseph、（Giu
se）

Xu > Jo

tra> seph

14

瑪移阿

Maria

Mã> Ma

di > ri

a>a

15

瑪移亞

Maria

Mã> Ma

di > ri

á> a

16

阿巴羅蜂

Abraham

A>A

b >ba

ra>la

17

亞黎悲

Á bê li (Á lê bi)

Á >A

bê > be

li > l

18

安尊

Anton

An > An

tôn>ton

19

安司模

Antonio:
antoine

An

ti> toni

ba > b

o> mo

ham>p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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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坳俱星

Augustin

Ao >Au

câu >gus

21

葩葩

papa (/phapha):

Ba > pa
(/pha)

Ba > pa (/pha)

22

波那 遊

Bernardo,
Bernard

Ber>
Ba > Bê

nar> na > na

do>du>
do

23

保祿

Paulô, Paul

P> B

au>ảo

lô>ộc

24

基移吹蘇

Kirixitô

Cơ > Ki

di > ri

xuy > xi

tô > tô

25

樞蜂

Gioan

xu> Gi

phong > oan

26

衣 稽 移車

Ighêrêja

y>I

kê > ghê

di > rê

xa>ja

27

衣計移車

y>I

kế > ghê

di > rê

xa> ja

28

衣离

Heli （Ê -li）

y >He

li >li

29

衣离阿

Elia

y>E

li > li

a> a

30

衣那樞

Ignace
（Ignatius）

y > Ig

na > na

xu> ce

31

衣 沙离衣
阿

Isaia

y>I

sa > sa

li > 0

32

衣数

I-xác

y >I

số > xác

33

稽移綿濟

Clemente

Kê >C

di >le

miên >me
n

tề >te

34

稽移姑移烏

Grégoire

kê > G

di > ré

cô >goi

di > re

tinh> tin

y>i
a> a

第五音節烏 ô 加入
35

炉衣

Luys（Louis）

Lô >Lu

y > ys

36

枚連

Mai sen

Mai> Mai

sen> sen

37

沫施阿

Matheu

Mạt>
Mat

thi a> th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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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眉計

Michel

mi > Mi

kế> chel

39

那曰

Da-Víd

Na > Da

viết > víd

40

奴依

No-e

Nô> No

y> e

41

批噜

Pierre

Phê >Pie

lỗ>rre

42

丕移蘇山

phi >Spi

di >ri

蘇

Spiritui Sonte
（ Phisitôsantô
）

43

嚌望

Têphanô

Tê > Tê

vọng> pha

44

蘇瑪芻

Thomaso

Tô> Tho

ma > ma

45

須眉

Tôma

Tu > Tô

me > ma

tô >tui

san > Son
第五音節 tô > te
nô 沒有體現

sô>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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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隸變看部首記號化現象

李綉玲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從文字發展的演變來看，古文字階段的漢字已有記號化的現象存在。此後，漢字書體歷經了由

線條轉變為筆畫的隸變過程，象形程度降低，記號化程度明顯提高，有些字形無法依據《說文》
「形
義相符」的原則進行歸部，後出字書對於部首的立部與歸部不得不進行調整。明梅膺祚《字彙》對
《說文》部首進行大量刪併，轉而以「論形不論義」為其歸部原則。清《康熙字典》承襲《字彙》
二百一十四部首，立部與歸部基本上雖然遵循「檢閲既便」和「義有指歸，不失古人製字之意。」
兩種原則；但隸變之後，原本聯繫文字「外在構形」和「內在意義」的造字理據可能被承襲下來，
亦可能發生變異，造成形與義失去聯繫。
《康熙字典》在「據形」和「據義」的歸部原則產生衝突、
難以兩全的情形下，著眼於「檢索便利」的觀點，採取了據形歸部的原則，因而發生部首喪失了表
意或表音功能，成為記號部首的現象。
秦隸處於古今文字轉變的關鍵期，發展至漢代的「八分」，隸書臻於成熟。
本文嘗試運用出土的古文字、漢碑以及近數十年來陸續出土的秦漢簡牘文字為研究材料，以「古文
字至秦漢隸書」的形體演變為考察中心，從「歷時」的角度梳理「隸變」過程中漢字的記號化的現
象，期能從中揭示「記號化部首」形成的演變過程及其本來面貌。
關鍵詞︰

隸變、部首、記號字

壹、前

言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一書云：
由於字形象形程度的降低和簡化、訛變等原因，估計早在古文字階段，就
已經有一些表意字和少量形聲字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有很多古文字
的字形，我們感到無法解釋，恐怕其中有些字對當時人來說就已經是記號
字了。……在隸書形成的過程裡，有一大批表意字和一些形聲字變成了記
1

號字或半記號字。

王鳳陽《漢字學》一書云：
從篆書到隸書是文字體系由量變進入質變的標誌，是記號表意文字取代象

1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 年 2 月再版）
，頁 49～50。

2

形表意文字的標誌，是漢字新時代的到來。

誠如以上兩位學者所言，有少量古文字由於無法分析構形理據，恐怕已是記號字或半記號字。
此後，漢字書體歷經了篆書轉隸書的過程，將古文字的彎曲線條改變為平直的筆畫，亦發生形體的
3
省併、分化或混同等現象，象形程度降低，記號字不斷增加。 此意味著「隸變」對於漢字記號化現
象的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值得關注與探究。
蔣善國先生提出了「古隸」這一概念，指出「古隸也叫秦隸，是古今文字的中間或過渡形式。」
4
裘錫圭先生則認為戰國晚期是隸書形成的時期，並以西漢武帝中晚期為界，將隸書的發展分為前
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隸書可稱為早期隸書，亦可稱為「古隸」
；後一階段的隸書可稱為成熟的隸
5
書，亦可稱為「八分」
。 的確，秦隸是處於古今文字轉變的關鍵期，發展至漢代的「八分」
，隸書臻
於成熟；此隸變過程中，原本聯繫文字「外在構形」和「內在意義」的造字理據可能被承襲下來，
亦可能發生變異，造成文字的形與義失去聯繫，成為記號字。
據上所述，本文嘗試運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漢碑以及近數十年來陸續出土的秦漢簡牘文字，
從歷時的角度，以漢字本形本義的造字理據和隸變為考察中心，觀察部首記號化的現象。

貳、記號、記號字的概念
唐蘭《中國文字學》一書已有漢字記號化的概念，提出了「記號文字」一詞，6但未
具體界定。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一書明確提出「記號字」和「半記號字」的名稱，認
為「記號」是由於字形、語音和字義等方面的變化，使得構字的字符和所代表的詞在語
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繫。7 王鳳陽《漢字學》一書認為所謂的記號是字的形式和詞之間
沒有義或音的依附關係，這點和裘錫圭先生的看法一致。另，王鳳陽先生進一步指出，
所謂的「記號化」是指某字記某詞是取決於社會使用習慣；8換言之，記號化現象是建
構於「約定俗成」的規定關係。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一書除了進行記號構件的界定，
亦關注到記號構件是在表義、表音之外的一種只具有構形作用的構件；因此，必須進行
溯源，才得以恢復其原初的構意。9王寧先生察覺到處理記號字必須著眼於文字演變的
軌跡，此看法十分值得肯定。綜上所述，本文對於漢字的記號化現象，進行以下界定：
(一)構字偏旁10或部件11和整字之間，在意義和語音上沒有理據性的聯繫，只具有
任意性的聯繫，也就是約定俗成的聯繫，則偏旁或部件該為記號。
(二)漢字由篆轉隸的隸變過程造成象形程度的降低，甚至解散篆體的結構，造成某
些字的字符失去表意和表音的作用，成為記號。倘若隸變過程中，並未解散篆體，未破
2

王鳳陽：
《漢字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489。
柳建鈺先生以北京語文出版社《常用字字表》和《次常字字字表》中所列的 3500 個漢字做統計分析，
指出記號半記號字佔 38.97％。見柳建鈺：
〈記號字、半記號字及其在現代漢字中基本情況探討〉
，
《寧
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2005 年第 4 期）
，頁 54。
4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年 9 月）
，頁 166。
5
詳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 年 2 月再版）
，頁 100。
6
唐蘭云：
「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於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見唐
蘭：
《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6 月）
，頁 94～95。
7
詳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 年 2 月再版）
，頁 15～20。
8
王鳳陽：
《漢字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472。
9
王寧：
《漢字構形學講座》（臺北：三民書局，2013 年 4 月）
，頁 104～105。
10
本文所謂的「偏旁」是指字符(形符、聲符)，是合體字進行第一次切分而產生的部分。
11
本文所謂的「部件」是指「具有構意功能的最小構形單位」
。
「部件」可大可小，可以小至筆畫，大至
偏旁，
「偏旁」相當於一級部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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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漢字的結構，仍保有構字理據；僅是將於古文字的線條轉為較為平折的筆畫，如「月」
字，甲骨文作
(寧滬 1.2.34《甲》），秦簡作 （日甲 137 背《睡》），此種筆勢發生變
化的現象，並未解散古文字的形體結構，筆者姑且不認定為記號字，歸為表意字。
(三)要判斷一個偏旁或部件是否為記號，必須立基於具體的漢字(構字)環境中，從歷
時的漢字發展的構形演變進行觀察。
(四)記號和記號字隸屬不同層次，記號是字符的概念，記號字是整字的概念；記號
可和其他的意符組成半記號半表意字，亦可和音符組成半記號半表音字；記號也可以和
記號組成完全的記號字。
參、記號部首舉隅
一、「士」部
壺

甲骨文「壺」字作 （商.前 5.5.5《甲》）、

壺腹、壺耳及圈足俱全。西周金文作

（商.乙 2924《甲》），象壺之形，壺蓋、壺頸、

（周早.隹壺爵《金》）
、 （周晚.虞侯政壺《金》）
，或作

（周晚.內大子伯壺《金》
）
，則象形意味喪失。秦簡作
的馬王堆隸書可見壺蓋和壺身分離作

（遣一 171《馬》）
，雖未完全喪失原形，但據形表意的功弱

化；或將壺蓋的左右兩斜筆寫成平直的橫筆作
作

(武特牲 047《武》)、

「士」形、壺身形訛作

（律 13《睡》）
，象形意味仍濃。西漢早期

（周 076《馬》
）
。西漢晚期武威漢儀禮簡「壺」字

(武特牲 050《武》)，壺蓋隸變作「

」
、
「

」形；或壺蓋作

(武燕禮 031《武》)，整字構形喪失壺形的象形功能，成為完全記號字。

隋唐楷書「壺」字作

(隋.獨孤羅墓誌《漢魏》)、

(唐.石經五經《漢魏》)。
《說文》
「壺」字

本身即為部首，《康熙字典》刪併「壺」部，據楷書字形歸入「士」部。對「壺」字而言，「士」之
所表示的貴族最低基層、讀書人或男子的美稱等實和「壺」字在意義上缺乏理據性的聯繫，為記號
部首；若不經溯源，無法解釋「壺」字的造字理據。
壴

古「壴」字作

（商.甲 2770《甲》）
、

（商.壴鼎《新金》）
、

（春秋.王孫鐘《金》）
，郭沫

12

若先生認為「壴」字乃「鼓」之初文； 林澐先生以漢代畫像石上的植羽之鼓作為 、 乃古代鼓形
13
14
之佳證； 徐中舒先生則指出甲骨文的「壴」字象鼓形，上象崇牙、中象鼓身、下象建鼓之虛。 秦
篆「喜」字作

（春晚.石磬《秦編》
）
，所从「壴」旁其鼓形的植羽或崇牙作

（日乙 193《睡》
）
、
將趨近於橫筆作

，秦簡「喜」字作

（日甲 98 背《睡》）
，植羽之形的曲線變為平直的左右兩斜筆作

；馬王堆漢隸「喜」字作

（經 032《馬》）
，明顯可見植羽之形改曲為直作

，或
；

12

見郭沫若：
《卜辭通纂》54 頁。本文所載郭說引自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
《甲骨文字詁林》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頁 2772。
13
林澐先生云：「《詩經》中所謂『植其鷺羽』的鼓，于山彪鎮一號墓出土銅鑑上的水陸攻戰圖中
可見之（
（
14

、

、
、

）。漢代畫像石上有許多這種植羽之鼓的形像，均為

、 乃古代鼓形之佳證

）
。」見林澐〈豊豐辨〉
，
《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
》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10

月）
，頁 182。
此說見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 5 月）
，頁 514。

晚於馬王堆的居延新簡「喜」字作
字作

(3756《漢魏》)，植羽之形近於「士」形作

(隋.宋玉豔墓誌《漢魏》)、

(唐.石經周易《漢魏》)、

。隋唐楷書「喜」

(唐.張三英墓記《漢魏》)，植

羽之形的兩橫筆或等長、或上短下長、或上長下短。
《說文》
「壴」字本身即為部首，
《康熙字典》刪
併「壴」部，據楷書字形將之歸入「士」部。對「壴」字而言，
「士」旁所表示的貴族最低基層、讀
書人或男子的美稱等義和「壴」字「鼓形」之造字理據產生疏離，為記號部首。
二、「田」部
畐

古「畐」字作

（合 30947《新甲》）
、

15

（商.畐父辛爵《新金》）
、

16

象容水酒之器， 或象長頸鼓腹圓底之器。 古「福」字作
不

簋《集成》4328）
、

睡虎地秦簡「福」字作

（周晚.士父鐘《金》）
，

(周早.沈子簋《金》)、

（周晚.

（春秋.秦公鎛《集成》268）
，所从的聲旁「畐」
，象形意味十分濃厚。
（日乙 146《睡》）
，將「畐」形上方長頸部位的左右直線條收縮寫成「日」

形，並和下方的鼓腹部位分離，鼓腹部位的線條亦寫成較為平直的「田」形。睡虎地秦簡「福」字
所从的「畐」旁，在由線條轉變為筆畫的過程中，「畐」形發生結構上的解散現象，演變成「一」、
「日」
、
「田」三個記號部件替代原形中的盛酒器「口、頸、腹」三個部位。西漢早期隸書仍可見保
有象形意味的「畐」形，如張家山漢簡「福」字作

(蓋 3《張》)；東漢隸書的「福」字則隸變作

(華山廟碑陽《漢魏》)，
「畐」形亦解散結構；唐楷書「福」字作

(唐.石經周易《漢魏》)。

《說文》
「畐(畗)」字本身即為部首，
《康熙字典》刪併「畐(畗)」部，將「畐」字歸入「田」部；對
「畐」字而言，部首「田」和盛酒器無涉，不具表意功能，成為記號部首。
畏

古「畏」字作

（商.乙 669《甲》）、

（周早.盂鼎《金》）
、
17

（周早.毛公

（周早.盂鼎《金》），
18

鼎《金》
）
，从鬼、手執卜，可畏也； 「卜」即杖形之物。 秦篆作

《詛楚》）
，鬼頭「
收縮豎畫作「

」左下方的手形(又形)
」
。秦簡進而隸變作

身體至腳之形 (如上述詛楚文作

與鬼頭分離並收縮手臂形寫訛作「

（《嶽三》245.5）
，鬼頭「

」
，
「卜」形亦

」下方所从「人」形右半邊的

)，寫訛成一橫畫；「卜」形和其右上方的手形 (如上述詛楚文作
19

)，可能受了形近的「亡」形影響， 類化為「亡」形。西漢隸書承襲秦隸作
或鬼頭「

(戰晚.詛.湫淵

(二 143《張》)，

」下方的一橫畫(即「人」形右半邊的身體至腳之形寫訛成的一橫畫)進而與鬼頭分離作

(《銀》54)，成為完全記號字；若不經字形溯源，無法解釋其造字理據。隋唐楷書「畏」字作
(隋.龐畏娘墓誌《漢魏》) 、

(唐.王府君墓誌《漢魏》)。
《說文》
「畏」字歸入「

」部，
《康熙

字典》刪併「
」部，將「
」歸入「田」部；
「畏」字則據形隨之歸入「田」部。對「畏」字而
言，部首「田」和「鬼執某杖形之物，可畏也」的造字理據失去聯繫，成為記號部首。
三、「月」部

15
16
17
18

19

見朱歧祥：
《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289。
見朱芳圃：
《殷周文字釋叢》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 8 月）
，頁 91。
見羅振玉：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上中下)》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4 年 3 月）
，中卷，頁 62 上。
姚孝遂云「契文畏字象鬼持卜，卜即杖。」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
《甲骨文字詁林》
（北
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頁 361。
古「亡」字作 (周早.天亡簋《金》)，秦隸作 (日甲 114 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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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

20

《說文》
：
「

，我也。闕。直禁切。」
（卷八下．280 頁） 《說文》將「朕」字歸入「舟」

部，是一個形聲字，从舟、 聲。根據「朕」在舟部，且依《考工記．函人》
：
「視其朕，欲其直也。」
21
戴震先生釋為「舟之縫理曰朕」的說法，清段玉裁贊同「朕」字本為舟縫，引申為凡一切縫隙。 由
於縫隙有微小的意思，可引申為朕兆、預兆，例如《宋史．楊大全傳》：
「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
諫陛下乎？」筆者認為戴震和段玉裁的說法確有可從之處。據此，依舟縫的說法，
「朕」字甲骨文作
（合 30947《新甲》
）應可釋為雙手持某種器具填補舟船縫隙之意。西周晚期、春秋和戰國金文的
「朕」字皆从「舟」旁，亦見增添一「八」字形作
伯

父匜《新金》
）
、

（戰晚.中山王

填補物訛成「火」形作
將「

」形下半的

（周晚.魯伯艅父匜《新金》）
、

壺《新金》）
，疑為填補物之形。
《說文》篆文將填補器具和

，秦隸未見「朕」字，西漢早期馬王堆漢隸作
省併成一橫筆，
「

(老乙前《漢魏》)，

」形左右接近的兩曲筆易曲為直並加以連接成一橫筆，

「舟」形則寫成「月」形，發生形近訛混的現象。東漢隸書演變作
唐楷書作

（春秋.

(唐.石經尚書《漢魏》)、

(石經論語殘碑《漢魏》)，

(唐.石經五經《漢魏》)。
《說文》
「朕」字據義歸入「舟」

部，
《康熙字典》雖立有「舟」部，但依楷書字形將「朕」字歸入「月」部。從字形演變的脈絡觀察，
「朕」字歸入「月」部這個大家庭，但「朕」字的本形本義實則和月亮無關。
服

《說文》
：
「

，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

八下．281 頁）甲骨文「服」字作

（合 40718《新甲》）
，所从之 ，可能為「凡」形、
「舟」形或

22

「肉」形。 西周至春秋金文的「服」字皆從「舟」形作
衛盉《新金》
）
、

（周晚.逑盤《新金》
）
、

（為 35《睡》
）
、
西漢隸書作

，古文服，从人。」（卷

（周早.大盂鼎《新金》）
、

（春早.秦工鎛《金》）
。秦隸作

（周中.裘

（日乙 70《睡》）
、

（里 199 正《秦編》），亦承金文从「舟」形，或形近訛混作「月」形。

(療 064《馬》)、

作「舟」形或「月」形；唐楷書作

(奏 186《張》)、

(居新 3439《漢魏》)，亦見左旁寫

(唐.石經尚書《漢魏》)。
《說文》
「服」字據義歸入「舟」部，

《康熙字典》雖立有「舟」部，但依楷書將「服」字據形歸入「月」部。
朋

《說文》
：
「

，神鳥也。……从鳥，凡聲。

以為朋黨字。」
（卷四上．117 頁）
《說文》：
「
23

文用為貨貝單位 的字形作

20

21
22

23

24
25

，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

，輔也。从人，朋聲。」（卷八上．281 頁）甲骨
24

25

（合 11438《新甲》）
，象串貝之形；用為人名、 外邦族名 的字形則

本文所採大徐本《說文》版本為〔漢〕許慎記、
〔南唐〕徐鉉等校定，
《說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平津館叢書本》
。由於本文多次徵引大徐本《說文》
，其後直接在
引文之後用括號標示卷數、頁碼，不另在註釋中一一敘明。
詳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403。
考量甲骨文「月」字作 、 、
、
、 ，為向左或向右的半月之形，與 不類，因此排除
左旁為「月」之可能性。
詳參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 5 月）
，頁 429。朱歧祥：
《殷墟甲
骨文字通釋稿》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443。
詳參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 5 月）
，頁 883。
詳參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443。

加「人」旁作

（續 3.47.1《甲》
）
，可見《說文》以「鳳」的古文為「朋黨」之「朋」
，不確；
「朋」
26

與「鳳」之古文無關，實為二字。西周金文用為貨貝單位的字形作
用為朋友的字形則加「人」旁作
簡「朋」字隸變作

（周晚.多友鼎《新金》）
、

（春晚.王孫遺

（睡.日甲 65 背《秦彙》）
，人形（或ㄅ形）延伸線條作

(周 044《馬》)，不僅人形（或ㄅ形）延伸作

27

鐘《新金》）
。 秦
；馬王堆隸變作

，左右相近的串貝之形的線條亦加以連接，並

和上端的人形共用筆畫；東漢隸書隸變成方折的筆畫且縮筆作
書筆畫分離作

（周中.裘衛盉《新金》）
，

(隋.張伏敬墓誌《漢魏》)、

(尚博殘碑《漢魏》)。隋唐楷

(唐.石經周易《漢魏》)，亦有未分離者作

(唐.鄭逢墓誌《漢魏》)。
《說文》以「鳳」的古文為「朋」字，
《康熙字典》依楷書將「朋」字據形歸
入「月」部。部首「月」和「朋」字的造字理據失去聯繫，不具表音或表意的功能，成為記號部首。
四、「八」部
兼

古「兼」字从又持二禾作

秦簡承之作

(春晚.

王子

鐘《金》
）
，秦篆作

（律 137《睡》
）
。西漢隸書可見承襲秦隸作

亦見二禾上半有所省略、下半筆畫解散作

(戰晚.詛.巫咸《詛楚》
）
，

(馬.足臂《漢魏》)、

(張二《張》)；

(居新 2300《漢魏》)，或省訛成四點作

(西漢.居

新 5570《漢魏》)，二禾的象形意味喪失，從構形上難以聯繫「从又持二禾」的造字理據，成為記號
字。東漢隸書作
《漢魏》)、

(孔宙碑《漢魏》)、
(唐.石經五經《漢魏》)、

(尹宙碑《漢魏》)，
「兼」字楷書作
(唐.石經五經《漢魏》)、

(隋.吳嚴墓誌

(唐.趙岯墓誌《漢魏》)。

從字形演變的脈絡觀察，
《說文》據小篆字形，將「兼」字歸入「秝」部；《康熙字典》刪併「秝」
部，將「秝」歸入「禾」部；但「兼」字並未隨《說文》原部首「秝」歸入「禾」部，由於其為楷
書字典，在「據形」和「據義」的歸部原則難以兩全的情形下，著眼於「檢索便利」的觀點，採取
了據形歸部的原則，將「兼」字據形歸入「八」部。
「八」之分別義或數字義實和「兼」字的造字理
據無涉，為記號部首。
兵
字作

《說文》
：
「

(合 7204《新甲》
）
，西周金文承襲作

春秋金文作亦作
隸作

，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兒。……

(戰 037《馬》)、

(奏 139《張》)、
縮筆畫成

27

（關 297《秦彙》），
「
(戰 057《馬》)、

(殘.頁 13《馬》)、

，或進而筆畫分離作

碑《漢魏》)，
「斤」形和「

26

簋《新金》）
、

(春秋.輔伯戈《新金》）
，秦篆則見加一橫畫作

（睡.日乙 21《秦彙》
）
、

期隸書作

(周中.

，籀文。」
（卷三上．80 頁）古「兵」
(周晚.輔伯戈《新金》）
，
(戰晚.新郪虎符《新金》
）
，秦

」形連接並改曲為直作
(蓋 52《張》)、

。西漢早

(出 030《馬》)、

(二 216《張》)，
「廾」形或上端筆畫黏合作

，使得「兵」字成為半記號字。東漢隸書作

，或收
(朝侯小子

」形的橫筆連接。
《說文》據小篆形體歸部，將「兵」字歸入「

(廾)」

〈裘衛盉〉銘：「才 朋
。」句意為「作八十朋之價。」參參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編著，
李學勤審訂：《商周古文字讀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年 9 月）
，頁 110。
〈王孫遺 鐘〉銘：「闌 龢鐘，用匽台喜，用樂嘉 父 ，及我倗友。」句意為「音聲和諧動聽的
樂鐘，用以使人安樂喜悅，用以歡娛嘉賓和伯叔兄弟，以及我的朋友。」參參劉翔、陳抗、陳初生、
董琨編著，李學勤審訂：《商周古文字讀本》
（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年 9 月）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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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隸變後的「兵」字所从之「廾」作

，楷書承之作

(唐.李招兒墓誌《漢魏》)，上部則演

變成「丘」形。
《康熙字典》雖立有「廾」部，由於其為楷書字典，眼於「檢索便利」的觀點，可將
「兵」字據形歸入「丘」部或「八」部；可能由於《康熙字典》未立「丘」部，於是將「兵」字歸
入「八」部。
「八」之分別義或數字義實和「兵」字的造字理據無涉，為記號部首。
五、「广」部
庶

《說文》
：
「

，屋下眾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
（卷九下．309 頁）甲骨文「庶」字

作

（商.珠 979《甲》
）
，从火、从石，石亦聲，學者釋為以火燃石而煮(即煮的本字) 或以火焚石

28

29

(即石灰)之意。 西周金文作

（周晚.伯庶父簋《金》）
，「

」旁簡省為「厂」
，並加口形。甲骨文

已見「石」字加口形作

（商.乙 1277《甲》）
。春秋金文進而將口形作「

一橫畫作

鐘《金》
）
、

（春秋.蔡侯

《睡》
）
，和秦篆
書亦承之作
書作

（春晚.石鼓.汧殹《秦編》）
。秦隸「庶」字作

（春晚.石鼓《秦編》
）相較，「厂」旁訛變成「广」、「

(西漢.二 314《張》)、

(隋.卜鑒墓誌《漢魏》)、

」形，「火」形並繁加

」形作「

（法 125
」。兩漢隸

(西漢《銀》897)，

(東漢.石門頌《漢魏》)，隋唐楷

(隋.張壽墓誌《漢魏》)、

(唐.石經周易《漢魏》)。從「庶」

字歷時的構形演變來看，可知許慎據已訛變的篆文進行訓解，並將「庶」字歸入「广」部，難免有
所誤釋；
《康熙字典》則依楷書亦將「庶」字歸入「广」部。和房屋有關之「广」形，實和「庶」字
本形「从火、从石，石亦聲」的造字理據失去聯繫。
六、「十」部
南

古「南」字作 （乙 5450 反《甲》）
、

（周早.盂鼎《金》
）
、

30

多位學者認為「南」為樂器之形。 秦簡「南」字作
筆畫；或隸變作

（周晚.南宮乎鐘《金》）
，

（睡.日乙 161《秦彙》），器體變為方折的

（睡.日甲 18 背《秦彙》
）
，器體紋飾進而和器體分離。西漢早期張山家漢簡作

（奏 17《張》
）
，器體紋飾和器體分離，但器體上部懸掛之繩索，和秦隸一樣，仍保有象形意味；
張山家漢「南」字或作
(曹全碑陽《漢魏》)、
(石經周易《漢魏》)、

（奏 144《張》）
，繩索之形

、

變為平直的「十」形。東漢隸書作

(禮器碑陰《漢魏》)，字形上端亦作平直的「十」形。唐楷書作
(脩多羅墓誌《漢魏》)，字形上端作一橫一斜筆或一橫一撇之形。
《說文》

據小篆字形，將「南」字歸入「 」部，
《康熙字典》刪併「 」部，將「 」歸入「木」部；但
「南」字則歸入「十」部，並未隨《說文》原部首「 」歸部。從「南」字歷時的構形演變來看，
數字之「十」和「南」字本形的造字理據無涉，為記號部首。筆者觀察楷書「南」字上端為一橫一
斜筆或一橫一撇之形，
《康熙字典》將「南」字歸入「十」部，有商榷之處。

肆、結論

28
29
30

詳參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1981 年 10 月）
，頁 434～435。
詳參見魯實先：《文字析義》
（臺北：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1993 年 6 月）
，頁 571。
例如郭沫若先生認為「南」象鈴形，唐蘭先生認為「南」為瓦製之樂器也，朱歧祥先生認為「南」象
磬鐘類樂器之形。詳參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
《甲骨文字詁林》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
，頁 2863、2866。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頁
383。

(一)關於部首記號化現象之時間序列
本文從歷時的角度，根據現有之材料，以「古文字至秦漢隸書」的造字理據和形體演變為考察中心，
從中梳理記號部首由非記號至記號的形體演變歷程，明確揭示某記號部首對某字而言其記號化現象
發生的時間。例如：
「服」字(歸入「月」部)，
「舟」形則寫成「月」形，發生形近訛混的現象見於睡虎地秦簡作
、里
耶秦簡作

。

「兵」字(歸入「八」部)，
「廾」形隸變作「

」形，見於西漢早期隸書作

(殘.頁 13《馬》)、

(二 216《張》)。
「壺」字(歸入「士」部)，壺蓋隸變作「士」形，見於西漢晚期武威漢簡作

。

(二)「混同現象」為記號部首不容忽視之形成因素
漢字在隸變過程中，藉由「平、直、斷、縮、離、連、省、移、折」等方法將古文字的線條轉寫為
隸書平直或方折筆畫，亦會發生將不同部件或偏旁寫成了同一個部件或偏旁，因此喪失了表義或表
音的功能，實為形成記號部首不容忽視之因素。例如「壺」、「壴」二字雖同屬「士」部，但還原隸
變前之構形，一為壺蓋之形、一為植羽之形，均隸變混同為「士」形。又例如「朕」、「朋」二字雖
同屬「月」部，但還原隸變前之構形，一為舟旁形近訛混寫作「月」形，一為

(人形加串貝形)，

隸訛而成。
(三)關於記號字的類型
秦漢簡牘文字記號字的類型可見「完全記號字」和「非完全記號字」。
1.完全記號字：
如馬王堆漢隸的「朋」字作

、張家山漢簡的「南」字作

。完全的記號字，是某字的構字偏

旁或部件在隸變過程中，由於簡化、隸訛等形體演變，均失去表音或表意的功能，成為記號偏旁或
部件，是「構形理據完全喪失」的現象。
2.非完全記號字：
如「兵」字，馬王堆漢隸作

、張家山漢簡作

。非完全記號字，是某字的構字偏旁或部件在隸

變過程中，失去表音或表意的功能，成為記號偏旁或部件；但構字其餘的偏旁或部件仍具表意或表
音功能，是「構形理據部分喪失」的現象。
(四)隸變後的記號化現象對歸部的影響
漢字書體歷經隸變過程，象形程度降低，記號化程度明顯提高，有些字形無法依據《說文》「形義相符」
的原則進行歸部，後出字書對於部首的立部與歸部不得不進行調整。《說文》有五百四十部首，《字彙》
將五百四十部首進行刪併，立二一四部首，《康熙字典》承之。本文試以記號部首為出發點，觀察《說文》
和《康熙字典》歸部相異的現象如下：
1. 《說文》部首仍被保留者，
《康熙字典》改歸他部：
《說文》
「朕」字據義歸入「舟」部，
《康熙字典》雖立有「舟」部，但依楷書字形將「朕」字歸入
「月」部。
2. 《說文》部首已被刪併者，
《康熙字典》隨之歸部：
例如《說文》
「畏」字歸入「
」部，
《康熙字典》刪併「
」部，將「
」歸入「田」部；
「畏」
字則據形隨之歸入「田」部。
3. 《說文》部首已被刪併者，
《康熙字典》改歸他部：
例如《說文》據小篆字形，將「南」字歸入「 」部，
《康熙字典》刪併「 」部，將「 」歸入
「木」部；但「南」字則歸入「十」部，並未隨《說文》原部首「 」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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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施、慮虒及相關問題
吳良寶 吉林大學

傳世文獻中“膚施”地名最早見於《史記》一書。《趙世家》記載，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
其王於膚施”，
《匈奴列傳》云：“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正義》云：“今延州膚施縣”，即今陝西延安市。按，秦漢時期的膚施縣治所在今榆林市南、橫山
縣東（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第 5—6 頁、17—18 頁）
，歷史上膚施移治延安是在隋代大業三年
（公元 607 年）以後。趙國遷置中山王的膚施，傳統上認爲就是《漢書·地理志》上郡的膚施縣。
出土戰國文字資料中有沒有“膚施”地名，學界一直有爭議。學者曾認爲《集成》11297 王六年
上郡守疾戈刻銘中的“筥”（見圖一·1）即地名“膚施”之省。①按照這一説法，至晚在秦惠文王後元六
年（前 319 年）秦即已佔據膚施之地。不過，秦文字中地名“高奴”、“漆垣”雖可省稱爲“高”、“漆”
（
《集成》11399 戈、11369 戈）
，但“膚施”是否可以省作“膚”仍需存疑，況且這個所謂“筥”字實屬誤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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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集成》11297 戈

2《先秦貨幣文字編》72、73 頁

3 《上博六·用曰》6

4 東漢“慮虒”銅尺

5《秦代印風》190 頁

6《虛無有齋摹輯漢印》1925

7《璽印集林》225 頁

8《中國古印圖録》664 號

主要流通於戰國中期的尖足布幣面文有地名“膚虎”（《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 先秦貨幣》984 等），
即《漢志》太原郡的“慮虒”縣，在今山西五臺縣北。②施謝捷先生在討論放馬灘秦簡《日書》時曾提
出尖足布幣面文“膚虎”應釋爲“膚虒”：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國及秦代地名全編”（14BZS010）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學術培育計畫項目“戰
國至秦、西漢、新莽時期縣級政區沿革研究”（2015FRLX06）
、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資助項目“戰國
政區地理研究”（NECT-13-0250）的階段性成果。
①
黃盛璋：
《新出秦兵器銘刻新探》
，
《文博》1988 年第 6 期，第 39 頁。李學勤：
《秦孝公、惠文王時期銘文》
，
《中
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2 年第 5 期，第 22 頁。
②
裘錫圭：
《戰國貨幣考（十二篇）
》
，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 年第 2 期，第 76、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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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匜”應讀爲“匾

”，“匜”通“

”，猶地名“膚施”戰國貨幣文作“膚虒”、複姓“公施”

秦漢印中作“公虒”，記時的“日施”秦漢簡帛中或作“日

”、“日虒”（原注：説詳拙文：
《説先秦

秦漢文字中的“虒”及从“虒”字》
，待刊）
，均其證。

①

從字形上看，布幣上原釋爲“虎”之字作圖一·2 各形，其中既有“虎”形，也有比正常“虎”形多出一斜
撇的寫法（即圖一·2 的前三個形體）
，可見該幣文確應釋爲“膚虒”，作“膚虎”者爲其省減異體。裘錫
圭先生在考釋尖足布幣“膚虎”時認爲：
“虒”字作“虎”可能是省文，也可能別有原因，待考（原注：
《金石衡鑒録》卷六謂“虎奚長
印”之“虎奚”即《後漢書·郡國志》漁陽郡俿奚（“俿”即“虒”字）
。
《儀禮·士冠禮》鄭注“螔
蝓醢”，一本“螔”作“

”（見阮元《校勘記》
）
。漢印“蹏”姓字亦作“

”（
《漢征》2·19）
。可

見漢以後“虒”、“虎”二字很容易相混。也許在戰國時代這兩個字已經開始相混。②

“虒”字表虎吼聲的指示符號，在東漢銅尺上作圖一·3 之形，③在秦漢印中或作圖一·4、5 的“乚”形，
甚至訛變作“辵”形（圖一·6、7）
，④部分“虒”字或“虒”形直接省減作“虎”（見裘文引“ 褒之印”、“虎
奚長印”等）
。戰國楚簡《用曰》篇第 6 號簡文“㴲”字省作“淲”，⑤也是“虒”、“虎”二形從戰國時期即
已相混的例證。
李零先生提出，尖足布幣面文“膚虎（虒）”可讀爲“膚施”，趙遷中山王的膚施在山西五臺縣，
秦、趙兩國均有名爲“膚施”之地：
膚施，本來是魏國的河西之地。······公元前 328 年，榆林的膚施從魏地變爲秦地，它是上郡
的郡治所在，一直被秦佔領。公元前 296 年，這個膚施還在秦的手裏，未曾易主。······證據不僅是
文獻，還有出土物。······已經有十幾件上郡戈，······大體上是秦惠文王後元到秦昭襄王晚年的器
物。它們可以證明，趙惠文王滅中山時，上郡膚施確是秦地。這也就是説，趙遷中山王，根本不可能
遷到這裏。
······
膚虎即膚施，膚施即慮虒，從文字學和音韻學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成立。我們先説膚和慮。上古
音，膚是幚母魚部字，慮是來母魚部字，可以通假。古文字材料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其次，再
説虎、俿、虒和施：
（1）虎，膚虎的虎可能是虒字的省文（原注：裘錫圭《戰國貨幣考》
（十二篇）
，
第五篇“慮虒布考”的注釋）
。
（2）俿，
《墨子經説上》用爲虎字（原注：
《墨子閒詁》卷一 Ο：“民若
畫俿也”，孫詒讓閒詁引畢沅云：“‘俿’，‘虎’字異文。”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06）
，漢慮俿
尺用爲虒字。
（3）虒，戰國就有（原注：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頁 770）
，漢代常與虎混用（原注：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
（十二篇）
，第五篇“慮虒布考”的注釋）
。這三個字，都可以讀爲虒。
虒是心母支部字，施是書母歌部字，它們的關係是通假關係。······
趙國的膚施，在今山西五臺的東北，位於滹沱河上游，靈壽古城的西北。兩地之間，其實並不遠，
直線距離，大約只有 100 公里。趙滅中山，把中山王遷到這裏，最合適。

①

②
③
④

⑤

施謝捷：
《簡帛文字考釋劄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 173 頁。
裘錫圭：
《戰國貨幣考（十二篇）
》
，第 77、83 頁。
此例承施謝捷先生提示，謹此致謝。
石繼承：
《漢印研究二題》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4 月，第 123、124 頁。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110 頁。陳劍：
《讀<上博六>短劄
五則》
，簡帛網 2007 年 7 月 20 日；
《戰國竹書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 2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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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這個地方才是司馬遷所謂“遷其王於膚施”的“膚施”。它和陝西的膚施一樣，也與滹
沱有關。①

從通假角度來看尖足布幣“膚虎（虒）”讀作“膚施”是有其可能的。不過，從榆林“膚施”的歸屬變化
以及尖足布幣的鑄造時間來看，這個新説不無疑問。

圖二

首先，
《戰國策》
、
《史記》等書中所説的魏國“河西之地”又稱作“西河”，而膚施所在的陝北地區
則屬於魏國的上郡，儘管它們在地理位置上都位於黃河以西，但一般不把魏國上郡稱作河西之地。
其次，“公元前 328 年，榆林的膚施從魏地變爲秦地，它是上郡的郡治所在，一直被秦佔領”這句話
也有不妥之處，史書並沒有膚施何時入秦的記載，説前 328 年秦上郡始置之時其北界就已擴張到了
今榆林一帶，推測的成分過多；戰國時期秦國上郡治所在哪里，史書並無記載，只有《水經注》説
膚施是上郡治所，並爲多數戰國史論作所采信，②但

①

②

李零：
《再説滹沱——趙惠文王遷中山王於膚施考》
，
《中華文史論叢》2008 年第 4 輯（總第九十二輯）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8 年，第 29、30—32 頁。
馬非百：
《秦集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下册第 578 頁。楊寬：
《戰國史》
，附録一“戰國郡表·六秦國設置的
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680 頁。李曉傑：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332、445 頁。後曉榮：
《秦代政區地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第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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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郡治所問題一直有爭議。①而且多件上郡戈銘置用地並不能直接證明“趙惠文王滅中山時，上郡膚
施確是秦地”。
榆林縣的膚施在歸屬秦國之前屬魏還是屬趙，自清代以來即有爭議（王先謙《漢書補注》認爲
“膚施本趙地、後入於秦”，熊會貞主屬魏説②）。主趙説的楊寬先生覺得《水經注·河水》“秦昭王三
年置上郡治”於膚施的內容與《趙世家》惠文王三年（當秦昭王十一年）遷中山王於膚施的記載有矛
盾，因而提出《水經》注文的秦昭王“三年”應是“十三年”之誤，這樣方能符合他所相信的秦惠文王
後元五年時“膚施尚爲趙地，未爲秦所有”③等條件。
從《趙世家》的記載來看，趙人涉足今陝北地區不得早於武靈王二十年（當秦昭王元年，前 306
年）“西略胡地，至榆中”之時。榆中在黃河以南今陝蒙交界處的鄂爾多斯高原（《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一冊第 37-38 頁）
，而膚施位於秦昭王所築長城以南，不屬於榆中的範圍內，武靈王二十年時趙國
能否佔據膚施尚屬可疑。綜合起來考慮，膚施原屬魏的可能性較大，
《魏世家》記載魏襄王<惠王後
④
元> 十三年（前 322 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平周（在今陝西米脂縣⑤）與膚施距離很近，二地
入秦時間相近當在情理之中；而此時趙武靈王剛即位未久，尚未胡服騎射，更不曾擴張到黃河以西，
無由在此地與魏或秦國交鋒。
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就可以推知榆林膚施的歸屬經歷了由魏入秦、再轉屬於趙並最終歸秦
的變化過程；不僅《水經注》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於膚施不存在文字上的錯訛（這也佐證了秦上郡
治由別處遷至膚施的意見，至於是先治於高奴還是何處暫不能定），趙惠文王三年遷中山王於今榆
林的膚施也無可懷疑。
《趙世家》載，武靈王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從
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估計趙人奪取膚施等地就在此後不久，所以才有四年之後的遷中山王於膚施
的舉措。
實行大、小二等制的尖足布幣面文中，除了“邪”地的地望待定之外，“甘丹、焛、茲氏、晉陽、
榆即、陽曲、大陰”等歸屬趙國的時間都比較早，沒有晚至戰國中晚期之際的，而且鑄造於陝北地區
的“平州”布幣也沒有大型布。從這一點推測，二等制的“膚虒”尖足布幣鑄造於今陝北榆林的膚施的
可能性不大。
《漢志》太原郡的“慮虒”地名在戰國文字、漢代文字中寫作“膚虒”、“慮虒”。儘管有《韓非子·十
過》“施夷”在《太平禦覽》裏作“虒祁”、古璽複姓“公施”在秦漢印中作“公虒”、記時的“日施”在秦漢
簡帛資料中作“日虒”這樣的例證，但是在戰國時期的地名資料中尚未見到“虒”、“施”相通假的確證。
可見，從用字角度、疆域變遷、鑄造時間等因素綜合考慮，尖足布幣“膚虒”讀爲“膚施”的説法均有
可疑之處。
最後説説戰國兵器銘文中可能與“慮虒”複姓有關的資料。
《銘像》17314 收録一件五年 令戟戈
（圖三）
，現藏於澳門珍秦齋。董珊先生釋戈銘中的工師複姓“閭 ”爲“閭和（枳）”。⑥戰國文字中
的“只”未見作“ ”形的確切證據，但東周時期金文“枳”字可省作“ ”形，⑦也許“ ”可看作“ ”的右
半增加了羨符“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黃盛璋先生以爲上郡先治膚施、後移治高奴，説見：
《秦兵器分國、斷代與有關制度研究》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1 年，第 244 頁。晏昌貴先生認爲秦國上郡先
治高奴、再移治膚施，説見：
《秦簡“十二郡”考》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説——
李孝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 2012 年，第 117 頁。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
《水經注疏》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上册第 260 頁。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466 頁案語。
楊寬：
《戰國史》
，“戰國大事年表中有關年代的考訂”。
吳鎮烽：
《秦晉兩省東漢畫像石題記集釋——兼論漢代圜陽、平周等縣的地理位置》
，
《考古與文物》2006 年第 1
期，第 69 頁。
蕭春源輯：
《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
，澳門基金會，2008 年，第 160 頁。今按，釋文中的“和”估計爲“ ”之誤字。
李學勤：
《釋東周器名卮及有關文字》
，張光裕主編《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古文字
學與經典詮釋》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 年，第 39—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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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謝捷先生曾提出，秦印中的“閭支”、“閭枝”、“閭氏”、“盧支”等皆爲同一複姓之異寫，①石繼
承博士進而疑秦漢印“閭支”、漢印“閭虒”等複姓都應當讀爲“閭虒”，亦即“慮虒”（古音“閭”、“慮”
同屬來母魚部，二字在古書中通用的例子很多。“支”、“虒”古音同屬舌音、支部，二者音近可通），
此當屬以地名爲氏之例。②從“閭枳”複姓又見於秦漢時期私璽（《上海博物館藏印選》第 39 頁“閭枝
長左”、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三》225 號“閭支萬金”、
《虛無有齋摹漢印》十二·3747“閭支
承明”）來看，戈銘的“閭 ”正可與“閭枳（枝）”複姓相當，故其説不爲無據。
如果五年 令戈銘中的“閭 ”確爲“閭枳”，疑也應讀爲“慮虒”。李學勤先生認爲，戈銘鑄造地
“ ”即“邢”：
“邢”有兩地，一在今河北邢臺，一在今河南溫縣，戰國時分屬趙、韓。近年在溫縣發現的陶文，
地名作“

”或“

”（原注：同 34[引按即：王恩田《陶文圖録》]，卷五，5·53·2、5·53·4、

5·54·3）
，在邢臺出土的則只存“坓”形，不知有無右側偏旁（原注：同 34，卷五，5·53·3）
。
《集
成》11366 戈，銘前云：“十七年，坓令······”，末有“執劑”，自係趙物，其字並無右旁。因此暫定
珍秦齋此戈爲韓器。③

圖三（選自《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163 頁）

今按，溫縣出土陶文“ ”、“ ”确爲“邢丘”之省稱，而地名“邢丘”已出現於魏器十六年坓丘令
鼎（2005 年雅昌網）
、④韓國兵器二十二年屯留令戟戈（《銘像》17358，複姓“ 坵”）銘文中。结合
溫縣陶文“ ”、“ ”以及趙國“邢臺”之“邢”作“ ”（《銘像》17315 二年 令戈，銘文末尾綴“執劑”
二字）
、“坓”（
《銘像》17316 戈）
、“ ”（耸肩尖足空首布）⑤等情況來看，雖然目前還未見“邢臺”
之“邢”寫作“ ”的例子，但“邢丘”、“邢臺”之“邢”寫法上的區別並不是絕對的。五年 令戈的“ ”
地是“邢丘”或“邢臺”的可能性都存在。
戈銘“ ”如是邢臺，只能定爲趙國兵器。如是邢丘，則有屬韓、屬魏兩種情況。從“冶”字形體
來看，這種从刀、火、∥的寫法在趙、韓、魏三國文字中均有（但韓國不多見，目前可舉出《銘像》
①

②
③
④

⑤

説見：孟蓬生《越王差徐戈銘文補釋》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08 年 11 月 5 日首發）一文後
施謝捷 2008 年 11 月 7 日的跟帖。
石繼承：
《<漢印複姓的考辨與統計>三補》
，
《文史》2015 年第四輯，第 279、282 頁。
李學勤：
《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前言”，第 15 頁。
吳良寶：
《九年承匡令鼎考》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
九輯，北京：中華書局 2012 年，第 430—433 頁。
吳良寶：
《平肩空首布釋地五則》
，
《中國文字》新二十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 2003 年，第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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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8 屯留令戟戈、17180 負黍令戈等）
。①從《史記》記載來看，邢丘在前 353 年由周國轉屬韓，
前 280 年之前直至前 266 年之間屬魏國，此後則在秦、韓之間短期內展開爭奪。②綜合考慮，珍秦
齋所藏的這件五年 令戈，屬韓或者屬趙、魏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其中又以屬趙、屬魏的可能性
爲大。

①
②

吳良寶、徐俊剛：
《戰國三晉“冶”字新考察》
，
《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待刊）
。
陳偉：
《晉南陽小考》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编委会編《歷史地理》第十八輯，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64 頁。吳良寶：
《九年承匡令鼎考》
，第 431 頁。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格式解讀

姚美玲
（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敦煌絹畫是指二十世紀發現于敦煌地區，現保存在英、美、法等國家博物館的一些絹畫，其價
值彌足珍貴。這些絹畫完成于唐宋時期，上面大多寫有供養人題記，主要記載所供養佛名、供養人
姓名、供養時間、地點及祈願內容等，我們稱之為“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目前對敦煌絹畫集中搜
［ ］
集、整理、出版的巨著是日本講談社組織編寫的《西域美術》1 ，它為研究提供了清晰便捷的資料。
［ ］
國內學者馬德先生輯錄了其中的敦煌絹畫題記，發表了《敦煌絹畫題記輯錄》一文 2 ，介紹了敦煌
絹畫的性質，並輯錄了 43 則題記。楊森先生認為敦煌絹畫題記應該按“從左至右”的方式錄寫，並發
表了《從敦煌文獻看中國古代從左向右的書寫格式》一文，認為敦煌文獻存在從左到右書寫的格式，
［ ］
並列舉了 23 則敦煌絹畫題記 3 。朱瑤先生與楊森先生商榷，發表了《敦煌文獻“右行”考述》一文，
［ ］
認為敦煌文獻右行不僅受藏文影響，而且和平衡對稱相關 4 。研究中我們採用溯源的方法，追溯敦
煌絹畫及其題記的源起，認為：用絹帛或麻布作畫並書寫供養人題記，是唐宋代時期出現的一種佛
教造像形式，與同時代其他形式的造像題記內容相同，應當屬於同類性質的發願文。此類發願文源
自北魏以來的石刻造像（也包括其他材料，如銅、金等不同材料製成的造像）
。無論是共時比較，還
是歷時比較，都說明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書寫，其書寫
有特定的格式。發現、解讀這些題記格式，不僅有益於敦煌絹畫的命名、錄寫、字詞辨識等錄寫工
作，而且有助於發掘敦煌絹畫題記所隱含的社會關係。正確錄寫題記內容是研究的基礎工作，解讀
這些題記格式，對研究敦煌絹畫及題記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格式解讀
敦煌絹畫題記源自北魏造像題記，其文字內容與北魏時代的造像題記內容一脈相承。根據對北
魏造像題記格式的研究成果，我們將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簡約型。題
記的內容非常簡單，甚至會濃縮為一句話，如“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為某某繪某某佛像一區”，“某某佛
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繪”，“某某為某某繪某某佛像”等，但一定包括最基本的核心內容，即造像人、
供養佛名、供養時間等。例如
（1）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咸亨元年（670 年）比丘法慧供養像，題記最為簡單，只有“咸亨
元年比丘法慧敬畫供養。”
（2）大英博物館收藏，編號為 Ch.liv.007 的《尊熾盛光佛和五星神》
：“熾盛光佛並五星神。乾寧四
年正月八日弟子張淮興畫表慶訖。”題記指明了供養佛為熾盛光佛和五星神，時間是乾寧四年（897）
正月八日，供養人張淮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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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比丘法慧供養像全圖）
（圖 1，Ch.liv.007 全圖）（圖 2，Ch.liv.007 題記圖）
第二種類型，標準型。題記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板塊來解讀。
第一板塊為發願文部分。它是題記的核心內容，或長或短，用來記述造像的時間、供養佛名、
供養人和所求福願等。一般居於畫面的中心位置或突顯位置。由於每一幅畫像的材質不同、大小不
同、佛像與題記的佈局不同，題記的內容並不完全等同，所承載的信息量存在很大差異。例如
（3）以大英博物館所藏，編號為 Ch.xx.005 的絹畫為例，其發願文內容為：“時唐大順三年歲次壬子
十二月甲申朔三日，孫沙門智剛、尼勝明等奉為亡尼法律闍梨敬繪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永充供養。”

（圖 3，Ch.xx.005 絹畫，發願文題記圖）
第二板塊為供養人所供養佛名。敦煌絹畫供養佛名，除了在發願文中指明所造何像外，多用框式界
格直接題寫在佛像旁，例如
（4）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編號為 MG25486 的《十二面觀音菩薩》
，畫像中直接用框式界格題寫佛
名為“南無十二面觀音菩薩”。又例如
（5）藏於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的乾德六年（968 年）
《水月觀音菩薩》
，畫像中直接用框式界格題寫
佛名為：“南無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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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MG25486，佛名題記圖）

（圖 5，乾德六年水月觀音菩薩佛名題記圖）

第三板塊為供養人姓名題記。相對於以上兩個板塊，供養人姓名題記較為複雜，貌似簡單的人物題
記排列，顯示了供養人在職業、地位、性別、資產、血緣等各方面的差異，反映了供養人之間複雜
的世俗社會關係。供養人姓名題記的排列，需詳細分述如下：
1、僧尼畫像及其題記。如果有僧尼畫像，且居於整幅畫像中間，他們往往起導引僧作用。例
如
（6）Ch.xx.005 中，發願文題記左、右兩旁，各畫一僧一尼。左邊第一位為智剛，右邊第一位為孫
勝明。智剛，是亡尼法律闍梨的孫子，勝明，是亡尼法律闍梨的孫女。他們既是亡尼法律闍梨的親
屬，又是僧尼身份，因此居主間位置。

（Ch.xx.005，供養人像與題記圖）
2、主要人物像及題記居中，然後從中間往左、往右分開書寫。畫像呈遞縮的形式，人物的地位、身
份、官職等也隨之呈遞減的形式。如果是家族供養像，長者居中。例如
（7）現藏大英博物館，編號為 Ch.lviii.003 的供養人畫像，左邊第一位供養人是故母陰氏一心供養，
第二位是女十娘子一心供養；右邊第一位是供養人是敦煌郡……太子賓客……，第二位是男幸通一
心供養。中間兩位是父母，身後分別是子女，符合長幼有序的世俗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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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viii.003 建隆四年繪地藏菩薩像，供養人像與題記圖）
3、供養人分男女兩組排列時，男、女以左右對稱的方式排列，長者居中。例如
（8）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編號為 MG 25486 畫面下部。以發願文為中，分別往左、右兩邊行
文，左邊為女性，依次為：故母宋氏一心供養，阿姊二娘子一心供養，施主新婦索氏一心供養。右
邊為男性，依次為：故父張信子一心供養，男張保子、張全子一心供養。

（MG 25486 供養人像與題記圖）
敦煌供養人絹畫，其題記內容與畫像融為一體，成為一幅完整的佛教供養畫。整個畫面通過文
字和視覺效應，表達了供養人對佛的虔敬之心，以及祈求得到護祐的希冀。無論佛教如何提倡避世，
造像題記還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當時世俗的社會關係，如僧俗相比，僧居首位；官民相比，官居上
位；富貧相比，富居上位；親疏相比，親居上位；長幼相比，長居上位；尊卑相比，尊居上位等。
因此，敦煌絹畫題記既不能按照“從左至右”的方式錄寫，也不能按照“從左至右”的方式錄寫，而需
要根據絹畫的佈局和內容，探索發現其內在格式，
並按照題記格式書寫，才能真實反映造像人物間的社會關係。

二、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解讀意義
正確錄寫敦煌絹畫供養人題記是研究的基礎工作，發現、解讀其題記格式，不僅對敦煌絹畫的定名、
釋讀、字詞辨識等錄寫工作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發掘敦煌絹畫隱含的社會關係也有啟示作用。
（一）準確地為敦煌絹畫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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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絹畫題記因年代久遠，時常有殘缺漫漶的地方，學者們在錄寫研究這些題記時，往往會對同一
題記採取不同的命名方式，有時按所繪佛像命名，冠以“某某菩薩圖”、“某某菩薩圖像”等，有時按
所繪佛像故事取名，如命名為“天王行道圖”、“觀音變”等，非常不利於研究的編目和檢索。其實此
類題記，與北魏造像題記一脈相承，兩種文獻屬於同類性質的發願文，因此也應當以造像中出現的
最主要人物命名，命名為《某某供養題記》
。統一命名不僅有利於供養題記的整理工作，也有利於展
示它與北魏造像題記的淵源關係，例如
（9）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編號為 MG.23079 的《不空絹索菩薩》，原圖為：

（MG.23079 原圖）

（MG.23079 局部圖一）

（MG.23079 局部圖二）

畫像中所供佛名為“南無伯空卷索菩薩”。其發願文內容為：“清信弟子鄧幸全敬造伯空卷索菩薩壹軀，
先奉為國人安□，一為過往父母永生淨士二為闔家無□□彰，永充供養，庚戌年四月日記。”按照題記
格式，當以《鄧幸全供養題記》題名，既能說明敦煌絹畫的性質，又能直接題名道姓，避免與其他
“不空絹索菩薩”絹畫發生重名現象，以便檢索編目。
二、解讀原圖與題記的關係。
敦煌絹畫的題記內容佈局在畫面中的不同位置，這種佈局是嚴肅的、精心的、有序的，不能隨意錄
寫。例如
（10）現藏大英博物館編號為 Ch.xxxviii,005 的《二觀音圖》，因其供養佛像及題名、供養人像及題
名、發願文等三者融為一整體，無論是“從右到左”還是“從左到右”錄寫，其題記都會存在有礙不順
之處。如果按照題記格式，分板塊解讀如下，就會相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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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xxxviii,005 圖）

（Ch.xxxviii,005 局部圖，題記部分）

第一板塊：供養佛名。觀世音菩薩。原圖像一左一右、有兩個觀世音菩薩像。
第二板塊：供養人題記與發願文部分。
右邊，以觀世音菩薩為中，往右書寫，依次為：
1 清信弟子溫義為己身落
2□□歸鄉敬造，一心供養。
3□□優婆夷覺惠同（裝）觀世音菩薩一（像）
，先亡父母，神生淨土，
4□□三塗，永生淨國，早登佛界，一心供養。
左邊，原圖與右邊觀世音菩薩題記相並列的地方，有同樣的空缺位置，應當與左邊“觀世音菩薩”
對稱並舉，今疑或漫漶或失缺。
（或者左、右對稱，右邊第 1、2 行與左邊第 1、2 行同是一個供養
人，待考。）
以觀世音菩薩為中，往左書寫，依次為：
1 清信弟子（？）溫為己身落□□
2 歸鄉敬造，一心供養。
3 永安寺老宿慈力發心敬畫觀世音菩薩，為過往父
4（母）□三，早遇佛界，一心供養。信弟子男永安寺律師義
5 □一心供養，信弟子兼伎術子弟董文亥一心供養。
畫中所供養兩個觀世音菩薩，右邊的供養人為清信弟子溫義、優婆夷覺惠。左邊的供養人有
清信弟子（？）溫、永安寺老宿慈力、信弟子男永安寺律師義□、信弟子兼伎術子弟董文亥等四個人
供養。

三、有助於釋詞解句
敦煌絹畫題記沿用了北魏造像題記的行文格式，掌握這些造像題記格式、常用詞語，可以有效地避
免字詞辨認中的失誤和遺漏。
例如
（11）現藏大英博物館，編號為 Ch.lviii.003 的《建隆四年繪地藏菩薩像》
：“其斯繪者，厥有清信弟
［5］
康清奴身居父宅，恐墮於五趣之中 。”清信弟，當是清信弟子，漏一“子”字。父宅，當是火宅。“火”，
形近而誤認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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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今者更染患疾未將痊瘁，願岳痾連退於身軀，煩惱永離於寮體。”嶽痾，當是微痾。連退，
當是速退。
四、補足題記內容缺失之處。因為年代久遠，保存至今的絹畫題記，內容可能已很不完整。整理研
究中，我們根據敦煌絹畫題記的三個板塊構成格式，可以發現殘缺損失的部分，
也可以根據各板塊之間的內容，相互補充遺漏的地方。例如
（12）
《建隆四年繪地藏菩薩像》中，原圖右邊第一位供養人字跡漫漶不清，但發願文部分有“清
信弟子康清奴身居火宅”等文字，說明第一位供養人為康清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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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墓誌銘彙考》釋文校讀劄記

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李海燕

中國上海

200092

中文摘要：《隋代墓誌銘彙考》是目前整理隋代墓誌文獻的最新成果，對於研究隋代的政治、歷史、
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其所錄釋文尚有疏漏之處，特別是釋字、
斷句方面。文章試舉二十例，并在復核、呈現原始拓片的基礎上，從漢字字形演變規律、詞語是
否搭配、上下文意是否相通、韻腳是否押韻等幾個方面加以比較分析，予以校正。
關鍵詞：隋代

墓志銘

釋文

王其禕、周曉薇先生編著的《隋代墓誌銘彙考》是目前涉及隋代墓誌文獻的最新成果，對於隋
代政治、歷史、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的研究，均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該書共收錄隋代墓志
銘 643 種（包括存疑、買地券、存目諸類），按照時代先後將墓誌的拓片、卒葬時間、行款書體、
誌文標題、形制紋飾、出土時地、存佚狀況、主要著錄逐一進行了整理，并對碑文進行了仔細地整
理與校勘，且有附考。有很多新出土的墓誌原始碑文均為第一次進行釋錄。因建設完整的隋代石刻
資料庫的需求，筆者對保存石刻原始拓片最齊備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的隋
代石刻文獻進行了釋讀。其中，隋代石刻文獻以墓誌文獻為大宗，因此，在校對整理原始拓片文獻
的過程中主要查閱參考了《隋代墓誌銘彙考》（以下簡稱《彙考》）、《全隋文》、《全隋文補遺》
等書。其中，獲益于《彙考》最多。不過，我們在參閱過程中，也發現了《彙考》所錄釋文尚存些
許瑕疵。試舉例說明如下，以求教於方家。文中每個例字的釋讀除了復核、呈現原始拓片外，儘量
從字形演變規律、詞語是否搭配、上下文意是否相通、韻腳是否押韻等幾個方面加以比較分析，力
求解釋全面到位。

一、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1
“其任則御史之軄，於是糾察非遠，朝儀粛穆。”（《彙考一》第 76 頁）

1

標題中隋代墓誌的名稱均與《隋代墓誌銘彙考》相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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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遠”字誤，拓本作

。當是“違”。《龍龕手鏡·辵部》2：“

，音違。”“非違”為一詞，指違

法之事。根據句意可知，是墓主任職御史時期，懲治、督察違法之事，於義其合。而“非遠”於隋代
石刻中未見，且於義不符。同時期的墓誌材料亦有用例，隋開皇六年《李敬族妻趙蘭姿誌》：垂恩
賤隸，每覩非違，唯加訓誘，未嘗捶撻。亦見於傳世文獻，《隋書·百官下》：“置掌安置其駝馬船
車，并糾察非違”。《舊唐書·職官》：“若郊祀、巡幸，則於鹵簿中糾察非違，具服從於旌門，視文
物有所虧闕，則糾之”。《金史·百官》：“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品，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察
帳并監祭禮及出使之事”。
此外，“非違”為古之習語，常與“糾舉、司察、執禦、糾正、糾彈、究察、糾劾、察、檢校、禁
衞、禁察、彈劾、巡警”等搭配使用。如《魏書·彭城王傳》：“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魏書·職
官》：“太和二年五月，減置候職四百人，司察非違”。《清史稿·職官》：“巡捕營各官掌分汛防守，
巡邏糾察，以執禦非違”等。从字形的角度来看，唐代石刻和敦煌文献中均有用例， 見於唐永徽元
年《張藥墓誌》“四德資備，七禮無違”。

、

，《敦煌俗字典》均釋為“違”之異體3。

二、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
“信作禮興，誠爲德柄。”（《彙考一》第 76 頁）
按前半句中，“興”字誤，拓本作 。當是“輿”，後半句中，“誠”字誤，拓本作

。當是“謙”。

“禮輿”與“德柄”相對為文。“信”與“謙”相對。句意為以誠信為禮輿，以謙恭为德柄。“禮輿”為墓誌行
文中之慣用語，唐乾封二年《靖千季墓誌》4：仁經自逺，禮輿斯邈。唐咸亨五年《黃素墓誌》：其
仁甲義的，德胄禮輿。唐上元二年《左祜墓誌》：若不好弄，雍容信國之中，立行以恒，頋步禮輿
之上。唐貞元十四年《呂秀及妻霍氏合祔誌》：乘禮輿以致逺，執信鼎獨堅者，莫惟於公矣。唐上
元二年《薛國貞公阿史那府君碑》：德宇曾騫，禮輿遐振。《易·繫辞下》：“謙，德之柄也。” 孔颖
达疏：“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
高亨注：“謙虚始能執德。” 從字形的角度來看，“輿”在隋代石刻中主要有兩種形體： 見於隋開皇
九年《皇甫忍誌》“昔子輿臨壙，秦人懷百死之悲”；
届河汾”。“興”在隋代石刻中有多種形體：

見於隋大業四年《李靜訓誌》“往從輿蹕，言

見於隋開皇十二年《李則墓誌》“邑里興嗟”； 見於隋

仁壽二年《鄧州舍利塔下銘》“以仁夀二年歲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謹於鄧州大興國寺奉安舎利

2
3
4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高麗本），第 49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黃征：《敦煌俗字典》，第 423 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涉及中古石刻的文獻用例均引自“中古石刻數據庫”，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製，2004 年。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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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建神塔”；

見於隋大業二年《董敬墓誌》“昔漢德初興，江都相於是談冊”；

《孔神通墓誌》“光武重興”；

見於隋大業十年《陳花樹墓誌》“涕泣興哀”；

《明雲騰墓誌》“聊興懆樹之哭”；

見於隋大業八年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文皇帝撫玆興業”。“輿”、“興”

二字在隋代石刻字形中的主要區別即上部構件的中間部分，因為字形區別度降低，且字形模糊，極
易混淆。“謙”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主要有：
禮節，顛沛猶在於謙讓”；

見於隋大業七年《張濤妻禮氏墓誌》“造次不虧於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苟君妻宋玉艷墓誌》“謙盈孰害，彭殤誰辯”；

見於隋大業十三年《杜君妻鄭善妃墓誌》“莫不禮謙”。“誠”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主要有：
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霸后歷三，誠心唯一”；

見於

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數展誠效”；

見於隋開皇五年《宋胡誌》“鄭眾誠謹，匹此未優”。“謙”“誠”二字僅左部的表義構件相同外，右
部構件相差較大，拓片右下部明顯為“灬”，與“謙”的石刻字形相符。

三、隋開皇九年《來和誌》
“於恭先君，蘭石剛芬。”（《彙考一》第 296 頁）
按此“恭”字誤，拓本作

。當是“赫”。《碑別字新編·十四畫·赫字》5引魏《高貞碑》釋為“赫”。

“於赫”為叹美之词，為古漢語之習語。《後漢書·光武帝紀贊》：“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 李賢注：
“於赫，歎美之詞。音烏。”“於赫”一詞在緊隨其後的唐代墓誌資料亦數見不鮮，唐上元三年《范妻
柳氏墓誌》：於赫洪源，系唐之胄。唐長壽二年《陳察墓誌》：於赫二祖，光啓三餘。唐景雲二年
《鄧森墓誌》：於赫君子，猗歟令族。唐開元二十年《王令墓誌》：於赫二者，君子冝之。唐開元
二十一年《裴同墓誌》：於赫我公，獨運其籌。唐至德元年《趙懷璡墓誌》：於赫祖德，聿能濟世。
武周長安三年《武周故貝州司兵參軍韓曉墓誌銘》：於赫宗周，寔派其流。唐咸亨二年《大唐故李
福墓誌銘》：於赫巨唐，濬哲重光。唐長安二年《唐故東宫千牛備身濟北史君（懷訓）墓誌》：於
赫髙門，猗歟顯祖。唐大曆十二年《唐故朝散大夫行内作省内給事周公（惠）墓誌銘》：於赫皇家，
有馬白顛。以上行文近似，可比堪。從同時期的石刻字形來看，“恭”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主要有：
見於隋大業十三年《杜君妻鄭善妃墓誌》“虔恭八聖”；

5

見於隋大業十年《樊氏墓誌》“簪珮整其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305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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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恭”； 見於隋大業三年《楊君妻李叔蘭誌》“輔佐君子，虔恭中饋”。“赫”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主
要有： 見於隋開皇二年《楊通墓誌》“赫赫新塗”； 見於隋大業七年《劉則墓誌》“曳長裾而赫弈”；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范安貴墓誌》“叔壇寵赫”；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蕭翹墓誌》“鍾鼎隆赫”；

見於隋仁壽四年《楊紀暨妻韋氏誌》“赫赫文恭，佐時而起”； 見於隋開皇十一年《鄭道育墓誌》
“當塗典午，簪裾赫弈”。從上述系列字形可以看出，“恭”字的變異主要在表義構件“心”的形體上，其
表音構件“共”的形體僅第一橫筆中間斷開。而“赫”的形體則變化比較大。

四、隋開皇八年《趙齡暨妻郭氏誌》
“自非志行篤素，名望優崇，豈得紈此銀黄，居斯近侍。”（《彙考二》第 79 頁）
按此“紈”字誤，應為“紐”。石刻拓片字形為 。“紐”字，根據句意此處應為動詞，“佩帶、係上、
係結”之意。《魏書·徵士頌》：“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史書上，“銀黃”多與
動詞“綰”搭配使用，作“綰銀黃”，借指高官顯爵，用與“紐此銀黄”同。而“紈”字在石刻中均為名詞，
指白色細絹，如隋大業年間《張琰妻王法愛誌》：儀錶亭亭，若流紈之映水。隋大業十二年《于緯
暨妻唐氏誌》：綺襦紈袴，通籍承華。隋大業九年《楊文思誌》：處膏梁而自整，居綺紈而不弄。
隋仁壽四年《解盛誌》：紈素被服，金丹弗沃。隋開皇七年《楊寬妻韋始華誌》：業重葴鞶，功成
紈素。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裁紈作戒，折簡書箴。隋大業八年《蕭瑒墓誌》：綺襦
紈絝之閒，夙有成德。

五、隋開皇十五年《謝岳暨妻關氏誌》
“但災禽致禂，積善無徵，木折山頹，奄鍾君子。”（《彙考二》第 181 頁）
按此“禂”字誤，應為“禍”。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新編·十四畫·禍字》6釋為“禍”。從句

意來看，“災禽”與“致禍”為因果關係，於義甚合。而“禂”於義不符，“致禂”非詞。又同篇墓誌文獻中，
“周”寫作 ，與

右部構件形體不同，可佐證。“禍”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變異，或者左部表義構

件“礻”混同于“衤”，
異，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梟玄感惡稔禍盈”。或者其表音構件發生變

見於隋大業八年《王君妻成公氏墓誌》“未屆遐期，奄丁大禍”；

恆等造像碑》“違之者禍，亂之者亡”；

6

見於開皇十三年《諸葛子

見於大業九年《楊文思誌》：“毒流漳滏，禍延趙魏”。其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94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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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種情況的最後一個形體跟上述形體十分接近。唐代石刻中亦有此形體，

見於唐咸亨二年

《大唐故越國太妃燕氏墓誌銘》“奄臻大禍”； 見於萬歲登封元年《劉君妻郭賓墓誌》“忽鍾此禍”。

六、隋開皇二十年《王幹誌》
“佳城置酒，深谷虛籌。墓門人斷，松銘風多。”（《彙考二》第 328 頁）
按此“虛籌”應為“虞哥”。石刻拓片字形為

。第一個字形下部構件不清晰，導致整個字形很

容易與“虛”混淆。“哥”通“歌”。“虞哥”亦作“虞歌”，即虞殯，為墓誌之習語。如隋大業六年《張喬墓
誌》：遂使素蓋淩風，入松原而獨轉；虞哥次澗，共咽水而俱悲。隋開皇八年《韋略墓誌》：預□凶
門，兇欹虞殯。隋開皇三年《陰雲誌》：既而將陳凱樂，奄致虞歌；隋大業九年《楊矩暨妻鄭氏誌》：
□車旋軫，虞歌罷曲。從整篇銘文來看，“佳城置酒，深谷虞哥（歌）。墓門人斷，松銘風多。昔時
遊陟，但見山河。月如秋扇，徒復經過”為墓主銘文的第四部分，此段中“哥（歌）、多、河、過”應
為韻腳。其中“哥（歌）”對應“河”，“多”對應“過”，於韻相協。而“虛籌”於義不詞，於韻不和，於形
不符。

七、隋仁壽四年《馮君妻盧旋芷墓誌》
“鏡掩鸞飛，帷空納蔽。”（《彙考三》第 132 頁）
按此“納”字應為“網”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網蔽”與“鸞飛”對應，此處應為名詞“網”。《康熙
字典·糸部》7釋為“網”。“網”字字形在隋代石刻中，其表音構件內部的形體并不統一，往往是“又、
乂”混用。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宋永貴墓誌》“四綱周設，一谷而摧”。到唐代石刻，從“又”的字

形亦常見，

見於唐顯慶六年《陽昕墓誌》“網絡群書，庖廚文律”；

見於唐麟德二年《柳尚遠

妻宇文氏墓誌》“鴛機挂網，鸞鏡凝塵”。而“納”的形體在隋代石刻中，表音構件“內”沒有寫作從
“乂”的形體，全部從“人”，

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延納奇士”；

慈墓誌》“公受詔慰納，並率所領影援高隆之兵”；

見於隋仁壽三年《蘇

見於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還授小納言”；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蘇威妻宇文氏墓誌》“大隋前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房公蘇威妻夫人宇
文氏墓誌”。總之，在隋代石刻中，“納”的異體主要是由於左部表義構件“糸”的形體變異而形成，

7

清·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第 881 頁，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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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部表音構件“內”均未改變，而“網”的異體左部表義構件“糸”變異與“納”相同，右部表音構件“罔”
的變異亦未有與“內”同形者。因此，“網”與“納”的異體絕不雷同，此處字形不可能為“納”字。

八、隋大業二年《蔡君妻張貴男墓誌》
“蔡侯述職邯鄲，夫人從往全趙。”（《彙考三》第 206 頁）
按此“往”字應為“任”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如

。“述職”與“從任”對文。“往”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

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風雲往来”；

見於隋大業八年《李肅墓誌》“製日悼往無虧”。

其右部構件全部寫作“ ”。“任”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如 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宋睦墓誌》“一十八
年後任驛馬憧主”； 見於隋開皇九年《張禮墓誌》“起家從宦，身任平越將軍”；

見於隋開皇三年

《寇遵考墓誌》“其任則御史之軄”。其右部構件全部寫作“壬”或“王”。可見，在隋代石刻楷書中，
“任”與“往”的字形絕不雷同。隋代石刻中，也有類似用例，可比堪。如隋大業八年《劉德墓誌》：從
任逐封，家乎此邑。其中，“從任”與“逐封”對應。

九、隋大業三年《張怦暨妻東門氏墓誌》
“方當垂瓔主陛，參贊皇庭；豈悮運促道銷，少微遂犯。”（《彙考三》第 274 頁）
按此“主”字應為“玉”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玉陛是指帝王宫殿的台阶，亦可借指朝廷，與

“皇庭”對文相應。在石刻墓誌文獻中，有時也作“丹陛、雲陛、朱陛、軒陛、文陛、階陛”等。傳世
文獻中，“玉陛”一詞常見，《魏書·陳蕭王傳》：“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
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七》：“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
披露肝膽乎？”《全唐文·再論張彥澤疏》：“而況晨趨玉陛，日面龍顏，每於造膝之時，必竭沃心
之奏。”《全唐文·上軍國利害事·人機》：“陛下不以臣愚，芻蕘可采，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
天下，幸甚。”從字形的角度來看，

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宋睦墓誌》“後任驛馬幢主”；

開皇五年《惠鬱等造像記》“舊寺主恵鬱”；
定州諸軍事南陳郡開國公定州刾史豆盧通”。
住”；

見於隋

見於隋開皇元年《豆盧通等造像記》“大施主使持節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明質墓誌》“隟駒易往，逝川不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苟君妻宋玉艷墓誌》“零落無時，奄然長住”。 見於隋開皇十五年

《段威墓誌》“爾朱天柱舊武建旗，取威定霸，虛襟側席，延納奇士”；
富娘墓誌》“祖綱，周柱國、少傅、大司空、吳國公”。
徹，字姤注，塞北突厥人也”；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尉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徹墓誌》“君諱

見於隋開皇四年《楊居墓誌》“轉墨注品，水盡西北之流”。可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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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在隋代石刻中，“主”不論是單獨成字還是充當整字部件時的形體中均未出現在右下部添加一點
筆的形體。而“玉”的形體中點筆的位置還沒有固定，有時位於第三橫筆的上部，
年《沈氏墓誌》“美玉滋草，明珠潤谷”；

見於隋大業八

見於隋仁壽元年《大隋越國夫人鄭氏（祁耶）墓誌》

“反魂莫驗，空煎玉釜之香”。有時位於第二橫筆的上部，

見於隋開皇十二年《郁久閭可婆頭

誌》“腰明玉具，身曜銀章”。後者與前文字形相同。

十、隋大業三年《張怦暨妻東門氏墓誌》
“積善勵德，構永源長。緇衣改作，家列笙簧。”（《彙考三》第 275 頁）
按：“繢衣”應為“緇衣”。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新編·糸部·十四畫》8引魏《根法師碑》釋
為“緇”。“緇”是指黑色。“緇衣”是指古代用黑色帛做的朝服，後泛指黑色衣服。“繢”本義為成匹布帛
的頭尾，俗稱機頭，以其可用以系物，亦謂為組纂之屬。後多用作動詞，指“繪畫”。《梁書·張緬列
傳》：“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

、

形體在武威漢簡中已經出現，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將此二字形列為“緇”之異體。9從石刻字形的角度看，隋代石刻中“緇”主要
有以下五種變體：
衣”；

見於隋仁壽元年《大隋越國夫人鄭氏（祁耶）墓誌》“昔都鎬邑，酆肇□譽表緇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波墓誌》“涅而不緇，貞而不諒”；

見於隋開皇八年《崔昂妻鄭仲

華誌》“眷彼緇衣，仍世不替”； 見於隋大業九年《郍提誌》“筓年悟道，乃棄俗而歸緇”。從這五個
變體形體可以看出，“緇”變異的關鍵是其右部的表音構件“甾”，因此，含有部件“甾”的漢字字形亦
可作為形體認同的關鍵，如“淄”在隋代石刻中的變異形體如下：
“虎識俎鼎之鹽，生知淄澠之水”；

見於隋大業八年《張伏敬墓誌》

見於隋大業二年《劉尚食墓誌》“妙辯鹽米之味，巧別淄澠之

水”； 見於隋大業五年《寧贙墓誌》“冀州臨淄人也”。其中第一個形體的右部表音構件“甾”的形體
變異同“緇”。唐代石刻中，

見於唐永徽三年《秦進儀墓誌》“錙銖軒冕”，形體變異同上。

十一、隋大業八年《張娥英墓誌》
“門承積善，誕茲淑人。英葉傳□，榮華流詠。”（《彙考四》第 267 頁）
讀為“淑令”更為恰當。石刻拓片字形為

按此處將“ 淑人”釋

。字形的下部明顯還有筆畫，疑為“令”字。從銘文，“帝姬

遐緒，以弧得姓。寶胄金宗，珠連玉映。門承積善，誕茲淑令。英葉傳□，榮華流詠”來看，釋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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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98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第 933 頁，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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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與其他韻腳“姓、映、詠”相協。又“誕茲淑令”於隋代石刻文獻中常見，或為韻腳，或為形容詞，
或借用為名詞：隋大業三年《楊旉妻蕭妙瑜誌》：流芳未已，誕茲淑令。隋大業十二年《卜氏墓誌》：
猗歟世族，誕茲淑令。隋大業十一年《劉氏墓誌》：挺斯淑令，淳襟惠性。隋大業八年《何氏墓誌》：
猗歟淑令，得嗣芳音。隋大業三年《□弘越暨妻龐氏誌》：容範端莊，儀形淑令。隋大業六年《李椿
妻劉琬華誌》：秀出柔儀，懋茲淑令。

十二、隋大業五年《劉猛進墓誌》
“窮搜五典，極研十教。□茲虚靜，畢顯生年。”（《彙考四》第 3 頁）
按“顯”字應作“願”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新編·頁部·十九畫》10引《魏封令妃造象》

釋為“願”。意指墓主的願望為有生之年能夠淡薄名利，無意功名利祿與榮華富貴，潛心研究，遠離
世俗。傳世文獻中亦有用例，《晉書·王裒列傳》：“吾薄志畢願，山藪自數，姊妹皆遠，吉凶斷絕，
以此自誓。”而“畢顯”不成詞。從字形的角度看，“願”字的形體主要有：

見於隋仁壽元年《大興縣

龍池寺舍利塔記》“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并内外群官、
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聞佛法、永離苦因、同升妙果”；

見於隋仁壽二年

《鄧州舍利塔下銘》“以此功德願四方上下，虛空法界，一切含識幽顯生靈，俱免盖纏，咸登妙果”；
見於隋大業九年《陳常墓誌》“祖願書慱士金紫光禄”； 見於隋大業十年《常進通造像記》“願亡
者託生諸土見存無量夀福”； 見於隋《王旿造像記》“願生佛國及法□衆生”。“顯”字的形體主要有：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顯允君侯，載隆堂構”； 見於隋大業六年《梁瓌墓誌》“斷割應
機，類懸河注水；敷奏事顯，若清池照物”； 見於隋大業八年《王君妻成公氏墓誌》“地胄清顯，門
風雅素”；

見於隋開皇九年《兩村法義造橋殘碑》“寔依言論以顯”；

見於隋大業十年《宋文成

誌》“早知微顯，深鑒沈浮”。上述字形可見，“顯”字的形體變異主要在左部構件“㬎”，但是未有與右
部構件相同者，而

是由兩個“頁”構成的，因此，此字形不可能為“顯”。

另，本篇墓誌中，“所莅唯守，所宰唯今。五等相仍，無期九命。”“唯今”應作“唯令”。

十三、隋大業六年《范高暨妻蘇氏誌》
“其先出於咸陽，歷虞夏商周及晉，世補名族。（《彙考四》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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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438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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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作“補”，石刻拓片字形為

，從文意來看，當為“稱”字。傳世文獻中有用例，《晉書·辛

謐列傳》：“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從字形的角度來看，“補”字的形體主要有：

見於隋大

業六年《梁瓌墓誌》“大象二年，補和州贊治”；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昂墓誌》“至大業三年，又
補信州大昌縣主”；

見於隋開皇四年《楊居墓誌》“以兹勳積，選補潘城録事叅軍”；

業十二年《隋故田行達墓誌》“補闕拾遺”。“稱”字的形體主要有：
“早稱岐嶷”；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王袞墓誌》“所在稱績”；

見於隋大

見於隋仁壽元年《盧文機墓誌》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既

稱良將，實謂名臣”。由此可見，“補”的右部表音構件下方的兩橫筆與左右筆畫是相接的關係，而“稱”
的右部表音構件下方的兩橫筆，特別是最後一橫筆與左右筆畫的關係是相交，從拓片字形

可以清

晰地看出，右部構件的橫筆與“稱”相同。

十四、隋大業七年《劉則墓誌銘》
“公進退以禮，動止不凡。時出則威，希言必重。”（《彙考四》第 139 頁）
按：“動心”應為“動止”。石刻拓片字形為

。止作“

均將此字形釋為“止”。《干祿字書·上聲》12：

11

”源自隸變，《隸辯·卷二》、《隸辯·止部》

止，並上通下正。復有同時期的文獻例證，

於隋仁壽四年《劉相及妻鄒氏墓誌》“動止不出比鄰，貞順聲於境外”；

見

見於隋開皇三年《寇遵考

墓誌》“容止温恭，發扵儛象之歳”。從文意來看，“動止”指墓主的行動、舉止，而“動心”則不通。

十五、隋大業七年《宮人李氏墓誌》
“白日徒銘，玄夜何长。”（《彙考四》第 151 頁）
按：“徒銘”應作“徒炤”。石刻拓片字形為

，应为“炤”，“徒炤”與“何長”相對為文，於意符合。

《龍龕手鑑．火部》13：“炤、 ，音照，燭也，明也。”同時期的石刻文獻中亦有用例， 見於隋大
業八年《沈氏墓誌》“加以炤梁比麗，迴雪方妍”。另，石刻字形中，凡從“召”之字，常作
證，隋開皇三年《寇奉叔墓誌》“特召公還，拜洵州賛治兼司馬”；
達墓誌》“其年，州將衛王，召補主簿”；

11
12
13

，可佐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隋故田行

見於隋大業九年《張盈墓誌》“鳳沼絲綸”；

清·顧藹吉：《隸辯》，第 87、201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製：字樣學數據庫，2009 年。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高麗本），第 2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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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五年《王通墓誌》“趍鏘鳳沼，出入龍樓”；
昭慶”；

見於隋大業八年《李肅墓誌》“原夫仙窟延祉，吞雹

見於隋開皇三年《寇熾妻姜敬親墓誌》“薄玆華侈，招賢厚褥”；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隋

大業十一年》“公受詔北討楊麾掃漠”；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元智墓誌》“服茲袞冕，照映三台”。

十六、隋大業七年《□睦誌》
“上祖定遠侯騰，佐魏一廷，輔燕四世。”（《彙考四》第 186 頁）
按：“廷”字應作“匡”字，意為辅佐、辅助。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新編·六畫》14引《唐

真化寺如願律師墓誌》釋為“匡”。《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15將之列為“匡”之異體，并收錄了不
同時代的形體，

見於北魏《元寶月墓誌》； 見於北魏《元靈曜墓志》；

見於隋《爾朱敞墓誌》；

見於唐《柳延宗墓誌》。同時期的石刻文獻亦有用例， 見於隋仁壽元年《楊異暨妻穆氏誌》“太
尉匡朝，比司徒而聯世”；

見於隋開皇五年《惠鬱等造像記》。

十七、隋大業八年《張冏妻蘇恆墓誌》
“隴噪啼烏，山鳴雊鴂。去來黃鵠，哀吟何已。”（《彙考四》第 301 頁）
按此“鴂”字應為“鴙”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已經有了此種寫法，

，識別此字形的關鍵是左部的構件“失”，隸書階段

見於西漢《張家山漢墓竹簡》； 見於西漢《張家山漢墓竹簡》；

見於《西

漢張家山漢墓竹簡》。從墓主銘文的第四部分，“木槿朝榮，蜉蝣夕死。一辭綺帳，長歸蒿裡。隴噪
啼烏，山鳴雊鴙。去來黃鵠，哀吟何已”來看，釋讀為“鴙”，與韻腳“死、裡、已”相協。“雊鴙”，又
稱“鴙雊”，原為雉鳴叫，后演變為一種變異之兆。文中“啼烏”與“雊鴙”對舉，均暗示墓主人去世之
兆，渲染悲傷孤涼之感。

十八、隋大業九年《趙朗暨妻孫氏誌》
“雖復虎馳踰界，莫婫其威；蝗飛越境，詎儔斯德。”（《彙考四》第 259 頁）
按：“婫”字應為“媲”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十三畫·媲字》16貯存一個字形

14
15
16

。“莫媲”與“詎儔”對文，意為不能比，比不上。《廣

，出自《唐楊佰隴墓誌》，與此字形僅差一撇筆。唐代石刻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1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第 52 頁，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年。
秦公、劉大新 ：《廣碑別字》，第 382 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中亦有用例， 見於萬歲登封元年《劉君妻郭賓墓誌》“穆媲潘陽，敵逾秦晉。”
同此，隋大業十二年《張濬誌》“四豪未足軼其憀亮，七子豈能婫其澄靜。”（《彙考五》第 345
頁）按：“婫”字應為“媲”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

十九、大業九年《衛侗墓誌》
“武騎不舉，步兵自佚。如何天命，西傾【曰】日朝。”（《彙考四》第 384 頁）
按：“朝”當為“其三”之訛寫。石刻拓片字形為

。墓誌銘文部分為：周武登王，衛封

河北。因號命氏，禮經明則。乃祖乃父，世傳名德。剖符千裏，開邦二國。（其一）君孝至德，
秉義淳仁。學博今古，才□□新。三司起

，五府來賓。以求畯乂，補正朝臣。（其二）百揆知

名，玄官記室。文超王佐，才奇解疾。武騎不舉，步兵自佚。如何天命，西傾[曰]日（朝=其
三）。輴去華堂，輀歸荒兆。玄宅有夜，幽關亡曉。 銘哥翠石，樹鳴黃鳥。早晚何時，遊靈倦
沼。（其四）每 4 句為一段，共計 4 段，第一、第二、第四段後面分別標有其一、其二、其四，
但第三段後面，也就是“西傾【曰】日朝”的後面應該標為“其三”，所有“朝”應該為“其三”之訛寫。
從韻腳的角度來看，銘文第三段的韻腳“室、疾、佚、日”正好協韻。

二十、隋大業十二年《□𢘌昂墓誌》
“實可謂仲尼不死，顏淵復生，八素九业，諸家並達。”（《彙考五》第 294
頁）
按：業“业”應為“丘”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八素”與“九丘”對文，“八素”亦作“八索”，指八

书，古名，後代多以指稱古代典籍或八卦。“九丘”是指傳說中我國最古的書名。傳世文獻中記載，
《左傳·昭公十二年》：“ 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杜預注：“皆古書名。” 唐·楊炯 《從弟去溢墓誌銘》：“若夫羽陵遺策，
汲塚殘書， 倚相之《八索》《九丘》， 張華之千門萬戶，莫不山藏海納，學無所遺。”唐代石刻文
獻中習見，唐開成二年《開成石經<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
地所生，風氣所冝，皆聚此書也。”唐上元三年《故内侍省内僕局令犍為費府君（智海）墓誌銘》：
妙極九丘，精窮三禮。唐神龍元年《唐故沙州刺史李府君（思貞）墓誌銘》：該通六藝，博綜九丘。
唐儀鳳四年《樂弘懿墓誌》：武殫七札，文授九丘。唐垂拱元年《柳偘墓誌》：八索九丘，楚王知
其博識。唐天寳十三年《東方朔畫讚碑》：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隂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
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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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形的角度看，歷代字書均將㐀列為“丘”之異體，如《龍龕手鑑·草部》：“㐀，音丘。”《玉篇．丠
部》：“丠，㐀、丘，並同上。”此文中的字形當為“㐀”之訛寫，并與現代簡化字“业”同形异质。隋代
石刻中復有用例： 見於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積翠崐丘”；

見於隋大業九年《皇甫

深墓誌》“君乃遁迹丘園”。至於“業”字，則無現代簡化形體： 見於隋大業十年《陳花樹墓誌》“以
大業十年七月卒其月廿九日卜葬河南郡河南縣老子鄉芒山之北原”； 見於隋大業十年《王光墓誌》
“大隋大業十年正月九日終於河南縣樂和鄉和里舍”；

見於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奄以

隋之大業八年九月戊寅朔廿九日丙午卒於河南郡通閏鄉嘉慶里”；

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

“以大業八年四月十八日遘疾”； 見於隋大業三年《張怦墓誌》“以大業二年二月廿%日遷神於私弟”；
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展志業於當年”；
藝同三虎，業等二龍”；

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劉明及妻梁氏墓誌》“君

見於隋大業五年《寧贙墓碑》“𢖛以大業四年嵗次戊辰正月十九日終于私

宅，春秋丗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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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ofreading of the Collected Studies about Epitaph in Sui Dynasty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Haiyan Li,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cted studies about epitaph in sui dynasty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e Sui Dynasty epitaph,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Sui Dynasty politics,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etc. But the book also has some little mistakes, especially on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On the basis of checking the original rubbings, the paper has been revised in 20 cases, and
analysed the reason of mistake from the evolution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words match, Context
meaning, Chinese characters rhyme and so on.

<Key Words>:

Sui Dynasty; Epitaph;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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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陳公治兵》考釋三則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何昆益

摘要：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9》共收入竹書七篇：〈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
本)〉
、
〈靈王遂申〉
、
〈陳公治兵〉
、
〈舉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于夫子〉及〈卜
書〉
。其中〈陳公治兵〉一篇述及楚王陳公之間的對話，內容更論及當時的行伍兵陣的問題。
本論文擬就「帀（師）不 」、
「不智亓啓

行」
、
「又（有）所胃（謂）綌」三則目前在學術

界熱烈討論的文句，整理諸家學者的看法，並嘗試從構形、音韻、構詞、語法以及語義方面進行
較為切適的詮釋。

、關鍵字：陳公治兵、師不

一、

、啓

行、又所胃綌

前言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9》共收入竹書七篇，其中〈陳公治兵〉一篇述
及楚王陳公之間的對話，內容更論及當時的行伍兵陣的問題。
本論文擬就「帀（師）不 」
、
「不智亓啓

行」
、「又（有）所胃（謂）綌」三則學術界熱

烈討論的文句提出補充詮釋，即針對諸家考釋進行補充，由於《上博九》的研究討論在 2013 年前
後，最是熱烈，如今羅列諸家說法，亦有可補充證成者，嘗試從構形、音韻、構詞、語法以及語
義方面進行較為切適之詮釋，斯亦學術研究之微功，謹就教諸位方家。

二、

考釋

（一）「帀（師）不

」

「帀（師）不 」
，整理者讀為「師不絕」。「 」，讀為「絕」。戰國青銅器《中山王
銘文「以內

召公之業」
，
《包山楚墓竹簡》第二四九簡「

方壺》

無後者」，曾侯乙墓出土竹簡遣冊中，

「絕」字多作「 」
，所切之刀方向相反。
《漢書‧路溫舒傳》：「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
可復生， 者不可復暑。」顏師古注：
「 ，古絕字。」《正字通》：「斷，
時正反無別，
「 」與「

之本字。」古文字有

」可通。考釋者認為本句指「大量兵員繼而不斷」。1

茲考《陳公治兵》簡 2、簡 3、簡 4 皆有「帀（師）不 」: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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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武王與 （鄖）人

（戰）於蒲寞，師不 。【2】

戰於鄴咎，師不 。
酓（熊）
戰於涂漳之

（雪）子

（靡）與郙人戰於鴼州，師不 。【3】

（滸），師不 。或（又）與晉人戰於兩棠，師不 。【4】

網友「无斁」認為「師不繼」的「繼」可讀作「績」，《廣韻‧錫部》：「績，功業也。」
「不績」的意思，與文獻中常見的「敗績」差不多。復舉《左傳》為例，如：
《左傳•桓公八年》：「戰于速杞，隋師敗績。」
《左傳‧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閔公二年》：「戰于荧澤，衛師敗績。」
《左傳‧僖公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文公二年》：「晋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宣公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2

《左傳‧襄公十一年》：「己丑，秦晋戰于櫟，晋師敗績。」等。

「无斁」成功地將「師不繼」對照《左傳》作「師敗績」，然而在構詞上面尚有商榷之處，茲考
3

《左傳》文例皆作「某師敗績」
，未曾有「師敗績」單獨使用的情形；且從音理上面來看， 「不」
字上古屬幫母之部，
「絕」字上古屬從母月部，「敗」字上古屬幫母月部，「績」字上古屬精母錫
部，茲擬其音於次，
「不絕」
：[*pə *dzjat]，
「敗績」
：[*pat *tsɐk]，且「不絕」與「敗績」的音韻關
係稍遠，不與敗雖是同聲紐，韻卻是次對轉的關係，絕與績聲是相同發音部位，算是相近，韻的
元音相同，收尾方面，一收舌尖鼻音，一收舌根鼻音，韻亦稍遠。
個人認為「帀（師）不 」
，自可讀為「師敗」
，其因無他，蓋急聲慢聲故也，如「不可」曰
「叵」
，
「之乎」
、
「之於」曰「諸」
，今「不絕」音值擬作[*pə *dzjat]，急聲之曰「敗」
，音值擬作
「帀（師）不 」可讀作「師敗」。如：《左傳‧成公二年》：「石成子曰：『師敗矣，
[*pat]，因此，
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
蓋合二字讀音為一字，自然有稱之為「合聲」、「合音字」。合二字讀音為一字，乃急聲之例，
析一字為二字，即慢聲之例，此蓋宋‧鄭樵《通志‧六書略》所云之「急聲」、「慢聲」。讀音既有
緩急之別，文字遂有單複之異，此類二字合為一字，此類語例甚多，謹略則數條於下：「不可」為
「叵」
，
「而已」為「耳」
，
「之乎」為「諸」之例。《詩‧墉風‧牆有茨》毛亨《傳》云：「茨，蒺
藜也。」
，
《詩‧豳風‧七月》
：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其中的「壺」即「胡盧」，也就是《北
史‧卷十四‧後妃傳》
：
「『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後」的「瓠蘆」；《左傳‧僖公五年》：「公使
寺人披伐蒲。」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杜預《注》：
「勃鞮，披
也。」
《左傳‧哀西元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史記‧吳世家》：「諸，作之
於。」又《莊子‧逍遙遊》
：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
（昆益按：
「猋」
，同「飆」
，一種從地面一上升的暴風，即《禮記．月令》：
「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之猋風）；又《列子》
：
「楊朱南之沛。」《莊子》作「陽子居南之沛」
。朱即子居之合音字。

2
3

武漢網帳號「无斁」：
〈〈陳公治兵〉初讀〉
，武漢網簡帛論壇 44 樓，2013.1.13。
本文的上古音韻標準以 先師陳伯元先生的古聲韻研究成果為主要依據，以下茲不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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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玉藻》
：
「終葵，椎也。」終葵即椎之慢聲。
《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急聲為禘。
《左傳‧宣公四年》
：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這句話正是極為有利之證據。茲考「於
菟」二字的音韻關係，於上古屬喉音影母，菟上古屬於魚部，此二字急聲為〔*〕
，而虎字屬曉
母魚部，其上古音值是〔*〕
，其音韻關係極為切近，〔〕為聲門清不送氣塞音，〔〕為舌根清
不送氣擦聲，上古、中古之喉音，自來以影母與曉母發音最為接近，就發音部位來說，〔〕比
〔〕稍前，以發音方法來說，兩者皆是不送氣得清聲，因此從音韻關係上看來，〔*〕與
〔*〕屬於聲近韻同的關係，讀音上非常接近。我們根據《左傳‧宣公四年》援引的先秦楚語，
得知楚語有「急聲」之現象。
據此，先秦既有合音字（急聲、慢聲）之例，我們可以採用這個方式來進行釋讀。因此「帀
（師）不 」，既不需要把「繼」釋作「績」，而曲折地將「不績」釋作「敗績」，如此釋讀，亦不
合《左傳》文例（
《左傳》皆作「某師敗績」，「師敗績」三字未曾單獨使用）。個人認為此處「帀
（師）不 」釋作「師敗」
，既合於語法構詞，兼通於音理，釋義亦較為通暢自然。
（二）不智（知）亓（其）啓
「不智亓啓

（卒）

（夌）行

行」
，整理者隸定作「不智亓啓

行」
，讀為「不知其啓卒垂行」，釋「啓」

為開導、教導之意，茲考《說文‧攴部》
：「啓，教也。从攴、 聲。」
《左傳‧隱公元年》：
「夫人
將啓之。」杜預《注》
：
「啟，開也。」
）
；「垂」為遠邊義。4蘇建洲指出「

」應隸定為「

」5，

程燕亦有相同意見6，張崇禮從之7，此說是也，本文茲不贅論。
本文所欲討論「

」既隸定為「

蘇建洲讀作「屯」
：「

」之讀法。

行」疑讀為「屯行」，意思為集中行進；復舉《史記‧李將軍列

傳》：「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裴駰《集解》引張晏曰：「以水草少，
不可群輩。」並進一步指出簡文上下兩句意義相關，上文的「進師徒」即下文的「啓卒夌行」；
「極於王所」即下文的「納王卒」。8
茲考「

」與「屯」之關係。「

」上古屬來母蒸部，「屯」上古屬定母諄部，兩字的擬音

依序為〔*〕
、〔*〕
。兩字聲母一為濁舌尖中邊音、一為濁送氣舌尖中塞音，古泛稱舌音，
聲可謂相近；至於兩字收尾一收舌根鼻音、一收舌尖鼻音，上古蒸諄旁轉用例甚鮮，傳世文獻僅
9

《楚辭‧遠遊》以門（諄）韻冰（蒸）
，蒸諄二部，收尾不同，元音相同，可為旁轉。 從上下文來

4
5

6
7

8

9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頁 176。
武漢網帳號「海天遊蹤」：〈〈陳公治兵〉初讀〉
，武漢網簡帛論壇 4 樓，2013.1.5，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4&page=1；蘇建洲：初讀《上博九》劄記（一），簡帛
網，2013.1.6。
程燕：讀《上博九》札記，簡帛網，2013.1.6。
張崇禮：
〈讀上博九《陳公治兵》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1.29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9）
武漢網帳號「海天遊蹤」：〈〈陳公治兵〉初讀〉
，武漢網簡帛論壇 40 樓，2013.1.13，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4&page=5；蘇建州：〈初讀《上博九》劄記（二）〉，武
漢大學簡帛網，2013/01/14。
詳見 先師陳伯元先生《古音研究》
：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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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智（知）進師徒極於王所，而止師徒乎？不智（知）亓（其）啓

（卒）

行，遂納

（入）王卒，而毋止師徒乎？」釋為「集中行進」，尚待商榷。網友「汗天山」則提出若據此
說，則《清華三‧赤鳩》：
「帝命后土爲二䔖屯【8】」的「䔖屯」，不就可以讀爲「凌凌」或「屯
屯」10。
此外，程燕讀作「陵」
，引《文選》注引《蒼頡篇》：「陵，侵也。」其字應分析爲：从宀、
聲。「 」，見於楚文字：「

」（《璽匯》0164）、「

」（璽匯 0283），可讀作「陵」。

「啓卒陵行」是鼓勵士卒要有隨時準備參加戰鬥的士氣。11我們認為該字分析為「从宀、
讀作「陵」，可資參酌。但是「啓卒陵行」的釋義亦需商榷。將

釋為侵，
「

聲」，

行」釋為「隨時準

備參加戰鬥」
，相較之下，較不能得到較為精確的訓釋。
張崇禮則引《說文》
：
「夌，越也。」釋之12，釋「啓」為發、發動，
「行」指王卒之行列，
「啓
卒陵行」是指發動士卒越過、進入王卒的行列13。
曹建敦以為義同於《楚辭‧國殤》
：「凌余陣兮躐余行。」《文選》司馬彪〈贈山濤〉
：「上凌青
雲霓」，凌，有犯、侵之意。
「

行」
，指侵犯其他行列，即文獻之「干行」。14

關於這一點本文嘗試將曹說「

行」釋作「侵犯其他行列」做一補充：「

」字若作「凌」
，

必須從語義轉移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首先，「凌」的語義成分為〔＋追趕＋攻擊＋軍隊〕，第一步
核心義素「攻擊」弱化，形成了〔＋追趕＋侵犯＋軍隊〕；第二步次要義素「追趕」外延擴大，而
原本的核心義素由「攻擊」→「侵犯」→「干擾/擾亂」漸次弱化，形成了〔＋超越＋干擾/擾亂＋
軍隊〕，這兩個過程正好與《廣雅．釋詁》：「夌，犯也。」相同；最後原本的核心義素音漸次弱化
而節縮，形成了〔＋超越＋軍隊〕
，也就是《說文》：
「夌，越也。」的語義成分。站在啟卒的立
場，可釋作追趕、越過；相對的，站在王卒的角度，則啟行之卒是前來、越過王卒。我們依據上
述不難發現，讀作「凌」與讀作「夌」的關鍵之處，即在其中的「基本義素」－「軍隊」的性質
起了質性上的改變，當核心義素還沒開始弱化時，這個「軍隊」指的是「敵方部隊」
，而在漸次弱
化之後就可以由「己方部隊」擔任。因此在本簡的釋讀上，這幾句簡文並不是與敵軍部隊進行會
戰，指的是己方的部隊。因此個人認為「

」字應當循讀作「夌」為妥。

曹建敦指出簡文「啓」有表示在前之意，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啟牢成御襄罷師，狼
蘧疏為右。」孔疏：
「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啟是左也。名之曰啟，或使之先行。」《詩‧小
雅‧六月》
：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鄭《箋》
：
「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

10

11
12

13

14

武漢網帳號「汗天山」
：〈〈陳公治兵〉初讀〉
，武漢網簡帛論壇 41 樓，2013.1.13，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24&page=5。
程燕：讀《上博九》札記，簡帛網，2013.1.6。
張崇禮：
〈讀上博九《陳公治兵》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1.29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9）
張崇禮：
〈讀上博九《陳公治兵》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1.29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9）
曹建敦：
〈上博簡《陳公治兵》研讀札記（二）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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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卒，陣行中先啟行之卒（非單個兵卒，指單元步卒），也即前卒。下文云入王卒然後止師徒，當
是在居前之卒，犯行而進入王卒之行列（中軍）時。15
曹說極有見地，應可採納。據《詩‧小雅‧六月》
：
「元戎十乗，以先啓行。」鄭箋：「二者及
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
《注》：「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先軍行之前者，所謂
選鋒也。」本文認為，「啓卒陵行」即是文獻中的「啓行」，根據《釋名‧釋車》：「元戎車，在軍
前啟突敵陣，周所制也。」更能得到進一步的訓釋：帶領士卒穿越君王直屬部隊擔任「突敵陣」
前行的「選鋒」。

（三）又（有）所胃（謂）綌
「綌」
，整理者以為有粗疏之意16，茲考《說文‧糸部》：「粗葛也。从糸，鼓聲。」《毛詩‧周
南‧葛覃》：
「為絺為綌。」
，毛亨《傳》
：「精曰絺，麤曰綌。」
；網友「汗天山」疑讀作「裕」17，
諸家無說。
」聲與「各」聲的關係。
《郭店‧緇衣》簡 38 的「 」字，

關於「綌」字讀法，可以參考「
可看成是「

」
、
「

，或从「
11123）

」之異體18；而「戟」字或从各聲作「

」聲作「

」
（

」
（

，

侯昃戈，
《集成》

，
《包山》
【2.61】
）之形，可見「各」聲符偏旁與「

」聲符

有偏旁互作的情形。
而《上博一‧詩論》
：「則

（絺）

（綌）之古（故）也

【24】」的「

旁「丯」字為聲符，與「綌」字音近可通19；
《上博五‧姑成》
：「參（三）

」字，陳劍認為左

（郤）
【1、2、6、8、

」的「 」字，原考釋者讀作「郤」
（
《五》p241）
。筆者按：「綌」字雖作「谷」，然實與屋部之
10】
「谷」
（古祿切）不同，當作「
茲考

」
（其虐切），此即《說文》：「

、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

先師陳伯元先生「古韻三十二部諧聲表」第十四部鐸部下「諧聲偏旁表」列「

註云：
「按
上述「

聲」併附

聲其虐切，與屋部古祿切谷聲異。」20
」聲與「各」聲相近，「丯」聲與「

」聲相近，茲考《說文》：
「 ，讀若介。」

「介」字段注古拜切，上古屬見母月部，擬其音為〔*〕
；「各」字段注古洛切，上古屬見母鐸
部，擬其音為〔*〕
；
「

」
《說文》
：
「从邑、

為〔*〕
，可推知「各」聲與「

15

16
17
18

19
20

聲。」段注綺戟切，上古屬溪母鐸部，擬其音

」聲近可通。本文認為「綌」當作「

」
，讀作「詻」。

曹建敦：
〈上博簡《陳公治兵》研讀札記（二）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3.4.2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頁 180。
武漢網帳號「汗天山」
：〈〈陳公治兵〉初讀〉
，武漢網簡帛論壇 21 樓，2013.1.6。
張光裕主編，陳偉武、袁國華助編《郭店文字考釋匯編》補充說明兵器銘文「戟」字或作「 」
，或
作「 」
，
「各」聲符偏旁與「 」聲符偏旁互作，則《郭店》
「 」字即可看成是「 」、「 」之異體
（參見張光裕主編、陳偉武、袁國華助編《郭店文字考釋匯編》
，待刊；轉引自鄒濬智：
《
《上海博物
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6，頁 172）。
陳劍：
〈
〈孔子詩論〉補釋一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三期，2002。
詳見 先師陳伯元先生《訓詁學（上冊）
》
：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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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詻」字見於《禮‧玉藻》
：
「戎容曁曁，言容詻詻。」唐‧孔穎達《疏》
：
「軍旅行敎令宜嚴猛
也。」亦見於《玉篇》
：
「詻，敎令嚴也。」有軍令嚴猛之意。「詻」字在本簡中，正與「威」
、
「恭」
、
「一」
、
「專」等作為治兵的要領之一。

三、

小結
本文就「帀（師）不 」
、
「不智亓啓

行」
、
「又（有）所胃（謂）綌」三則文句提出補

釋，嘗試從音韻、語義方面進行較為切適之詮釋。「帀（師）不 」個人認為讀音既有緩急之別，
文字遂有單複之異，
「不 」二字合為一字，「帀（師）不
義更為直接而通暢。「不智亓啓

行」我們認為「

」自可讀為「師敗」
，既合於音理，釋

」字應當循《說文》讀作「夌」為妥，該句

可釋為：帶領士卒穿越君王直屬部隊的行列，擔任「選鋒」。「又（有）所胃（謂）綌」
，本文認為
「綌」當作「

」
，讀作「詻」，有軍令嚴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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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筭」、「算」關係補證
- 以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18「美(弄)」字為中心 申世利
朝鮮大學校招聘教授
目次
1.
2.
3.
4.
5.

導言
語意關係
異體關係
傳世文獻中的用例
小結

一、導言
在〈讀《蒼》札記十二〉一文中，胡平生認為《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18》「美數券契，筆
研筭籌」句中的「美」字是應讀為「弄」字。「弄」與「筭」可認為異體關係，亦可釋讀「筭」或
「算」字。因為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文章的先後內容中釋讀「算」或「筭」，並學
界上「算」與「筭」認同共同解釋，所以值得接受他的觀點。 根據「算」和「筭」的共同意項可
斟酌在傳世文獻內所起的混用狀況。在如此前下，提先考察「筭」和「算」的出現狀況，再來推
測「筭」和「算」之間的混用狀態。此後探討語意考察及其字形考察，最後，釐清《北京大學藏西
漢竹書[壹]·倉頡篇18》的「美」字形能否讀作「弄」字。
對《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作簡單說明，此出土文獻是2009年初，北京大學收的捐贈，此
批竹簡共有3346枚，書寫年代在漢武帝時期。該書包含《倉頡篇》、《老子》、《趙正書》、《周
馴》、《妄稽》、《雨書》、《荊書》、《醫書》、《日書》、《六博》等的內文。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現存完整竹簡五十三枚，殘斷竹簡三十四枚。經綴合後，
1
得整簡六十三枚，另餘殘簡十八枚（其中有兩枚簡僅末字殘或缺），合計八十一枚。 從文字發展
階段來看，這批竹書大致具有隸書成熟的重要過程中體現的特點。此竹書正在整理，今後幾年將
2
陸續出版。包括篇目，《倉頡》簡長30.2-30.4，寬0.9-1.0厘米。
本文首先考察戰國，西漢及東漢時期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筭」、「算」字，分析其中所
1

北京大學出版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頁67。

2

北京大學出版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足迹選粹》，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9月, 編輯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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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意義關係，其次推論「美」、「弄」、「筭」、「算」的字形關係，最後透過《台灣教育
部異體字字典》的內容，探究「筭」與「算」二字的意義符合的程度。在傳世文獻中，討論
「筭」、「算」的出現的數量及狀況，要澄清「筭」和「算」的詳細補證。
本文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18》中出現了與「美」類似的字形，即是從此佐證，
「美」可隸定為「弄」字，由於「弄」字可釋讀為「筭」或「算」字。本文以其他異體關係來補
證《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壹]·倉頡篇18》字形是可認為「筭」或「算」字之意。

二、語意關係
本文要考察的是《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18》中的「美數券契，筆研筭籌」，《倉頡
篇》共收屬於幽部的一百三十個字，其中「美」讀為「弄」，乃「弄」可考釋「筭」，亦「筭」
為「算」。但不容易立刻知道「美」與「弄」有語意關係，因此本研究先考察「筭」與「算」之
3
後，根據詞彙的語意關係，討論「筭」或「算」的具體關係是與「美」具有如何關係的。
首先對這兩個字的本義作提及的是《說文》，其乃東漢時期許慎的著作，大約是100年－121年
的論著。本研究參考《說文》發現，「筭」與「算」二者同樣屬於《竹部》，可推測其與物品有
4
關的。
竹部，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2993）
竹部，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2994）
「筭」則是「計歷數者」之工具，並「算」是「數」的行為，又「算」和「筭」的讀音相同。
「筭」字段注云：
《漢志》云：「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此謂「筭籌」
與算數各用。計之所謂算也。古書多不別。
「算」字段注云：
筭為算之器，算為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
「算」、「筭」二字語音皆是心母元部 /suanh/(李方桂) ，「具」的語音是與「算」、「筭」
完全相同，但「弄」是明母陽部武兵切 /mjiaŋ/(李方桂) ，與「算」、「筭」沒有語音關係。5
綜上所述，二字發音相同，意義相似，構形偏旁不同而結構方式很類似。本研究推測在某個時
代二字可能出現混用狀態。根據混用意義，可分析「算」和「筭」的語意範圍，並據以傳世文獻
的成書年代可考察二字使用時代。透過語意分析可推測出土文獻的文獻年代。「算」和「筭」之
間應該存在不同之點，從胡平生的觀點，本文認為需要數量分析。

3
4

5

北京大學出版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頁85。
本文參看《說文解字》及《說文解字注》，《四部叢刊初編》本《說文解字》：http://ctext.org/shuo-wen-jiezi/zh?searchu=%E7%AE%97。
參看東方語言學：http://www.eastling.org/oc/old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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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筭」和「算」的共同語意
「筭」與「算」二者具有像如下相同用法及字意，即它們具有各字之語意項目，而需要篩選觀
6
察亦需要重現設定相同意項。二者各有語意項目，即得到以下三項相同之語意項目。
第一、古代用來計數的器具，出現如下例字：
「夫以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 《漢．王充．論衡．感虛》
「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資治通鑑．卷二二八唐紀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
第二、計數，出現如下例字：
「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 《後漢書．卷四十八．翟酺傳》
「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 《資治通鑑．卷二二八．唐紀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
第三、計策、謀略。如：「勝算」、「神機妙算」：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清。」
《唐．盧綸．皇帝感詞》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
另外，其他意義。表示核計數目。如：「核算」、「結算」、「心算」、「推算」。亦表現謀
劃、策劃。如：「盤算」、「失算」、「打算」。根據二字相同的語意項目，可考察「筭」與
「算」之異同之處。
2. 出現「筭」字的傳世文獻
本文以後起字「筭」作為分別基準，考察「筭」的出現時代及使用狀況。「筭」字最早在《急
就篇·2》中出現，《四部叢刊續編》本《急就篇》是西漢（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的文章，可
7

發現「筭」的例句：

涇水注渭街術曲，筆研籌筭膏火燭
有關此句顏師古注陳述:『筆所以書也。一名不律，亦謂之聿，研，所以研墨也。』但《說文·
石部》『研，䃺也。从石幵聲。』（6015）《說文·竹部》『籌：壺矢也。从竹壽聲。』（2986），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出現「筆研籌筭」，整理者解釋，「䃺」是「石磨」之意，亦
「研」與「硯」是語音相同，即疑母元部，因此「筆研」讀為「硯台」。乃「籌筭」連用成為
8
「數計籌碼」之意。
3. 歷史書與「筭」

6

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3200.htm。

7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jijiupian/zh。

8

北京大學出版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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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觀察在史書中具體出現的例字。首先考察《東觀漢記》(成書年代公元 60 年至 160 的文獻)
與《欽定四庫全書》本《東觀漢記》傳四《鄧訓·2》出現「勝筭」、「曆筭」之 2 例用法：
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東觀漢記》傳四《鄧訓·2》
黃香知古今，記群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鍾律曆筭，窮極道術。《東觀漢記》傳十二
《黃香·7》
「勝筭」是「謀略」之意，屬於上文所提的第三語意項目，即計策、謀略之意。
在《武英殿二十四史》本《後漢書》一文中，出現「筭計」、「筭數」、「勝筭」等的詞彙：
9

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崔駰列傳 30》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皇后紀上 48》
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律歷上·2》
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帝紀·9》
胡平生認為:『北大簡此處的「弄數」，或即此意，經常玩弄、擺弄、把玩筭籌，計算曆數，
10
這樣玩熟、弄熟、擺熟，計數、計算纔能不出差錯。』 由此可見，可認為「弄數」是「筭籌」
的意思。
4. 《後漢書》、《法言》及《太玄經》
本文考察成書年代南北朝 420 年－445 年的《後漢書》中，可知「算」及「筭」的使用狀況。
同時使用狀況。透過二字出現的《東觀漢記》《後漢書》文章，可發現揚雄著作的《法言》與
《太玄經》。 「筭」與「算」的句子。根據二字之狀況可推定《法言》的成書年代為西漢至新莽
(公元前 33 年－18 年) 即該文獻的成書時間為公元前 33 年－18 年揚雄著作的。本文參考了《四部
叢刊初編》本《揚子法言》。《法言·先知卷第九·28》在使用「算」字時的例文如下：
為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法言·先知卷第九·28》
李軌注：「迪，蹈。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可知
「算」字的例文可說屬於動詞之意，即呈現語意及詞類的互補分布狀況。但「算」是罕用的而
「筭」是常用的。揚雄所寫的《太玄經》亦出現使用同樣狀況，則常用「筭」字，而罕用「算」
字，《太玄經》成書年代大致為公元前 33 年－18 年，下有例句：
六筭而策道窮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
《太玄經 2》

9
10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7%AD%AD。
胡平生：〈讀《蒼》札記十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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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玄筭：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太玄數 15》
「筭」在《急就篇》（公元前 48 年－公元前 33 年）開始使用，《法言》、《太玄經》（即公
元前 33 年－18 年）專用「筭」字，《東觀漢記》（公元 60 年－160 年）只用「筭」，《說文》是
100 年－121 年的論著，皆分析「筭」、「算」。「筭」、「算」《後漢書》（南北朝 420 年－445
年）二字混用。透過文章中的語意分布，可知「筭」字運用時代界線。
胡平生亦於〈讀《蒼》札記五〉提出了「 」讀為「算」的見解，則《蒼頡》68 之「
僂
11
繚」應讀為「研算數料」。 《蒼頡》內文中「算」字出現異體字，因此「筭」亦可出現異體。
胡平生亦認為在〈讀《蒼》札記十二〉中，「美數券契」（《蒼頡》18）應釋為「弄數券契」。
12
胡平生展現以「美」為「弄」的主見，則北大簡「美數」可認為「筭籌」的意思。 但整理者認
為：『美，《說文》：「甘也。從羊從大。」美有「讚美」、「稱讚」之義，如《戰國策·齊策
13
一》：「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本文認為值得跟從胡平生的觀點，雖在意義上「美」為
「弄」二字不通，但字形可發現其關聯性。在下文繼續討論形體關係。

三、異體關係
〈讀《蒼》札記十二〉中，胡平生認為以「美數券契」（《蒼頡》18）應釋為「弄數券契」。
從字形角度，也可討論胡平生的觀點。胡平生的觀點是對「美」讀為「弄」。胡平生認為: 『此字
字形上從王（玉）從大（廾），並非從羊從大；其下與 「數券契」連文，釋為「美」意義上與下
14
文毫不相干，釋「美」是不對的。從字形看，此字應釋為「弄」。』 胡平生所闡釋「從大」的
視角，應該可從。因為字形「廾」是兩隻手，成為「大」形。「廾」亦可用「丌」字。如下:
【表1. 「廾」之演變】
「廾」
「大」

具

與

異

西漢一號墓竹簡·196
15
《篆》

戰國·楚·郭·老甲 5《張》

秦·睡 13.65《篆》

16

「丌」

17

20

戰國·楚·郭·性 8《張》

11

12

13

14

15
16
17
20

胡平生：〈讀《蒼》札記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06。
胡平生：〈讀《蒼》札記十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35 。
胡平生：〈讀《蒼》札記十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35 。
胡平生：〈讀《蒼》札記十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35。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上）》，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頁163。
15同注，頁168。
15同注，頁166。
15同注，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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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老子乙前 5 上《篆》

19

東漢·石門頌《篆》

18

胡平生推測：『整理者之所以未將此字釋為「弄」，或許是因為此四字後又緊接「筆研筭
籌」，文義亦與之有關聯。』，因此此觀點表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 18》的「美」字
形若以該字的本意來理解的話，則是無法理解，即意味著「美」字有可能是被假借的，亦有可能
是異體關係。本研究認為該字形是從字義的角度考察釋讀為「筭」字。「筭」字互用「算」字。
那麼，「筭」或「算」是與 「美」有何種關係呢?
在「筭」或「算」二字之異體中可發現與「美」相似的字形，漢代此種現象更為明顯。本研
究探討 「美」形與胡平生所提出的「弄」形的關係，其實皆同，可讀為「筭」或「算」字。
因此「美」讀作「弄」的觀點，的確具有可能性。「筭」與「算」之字形演變反映出主要部
21
分之不同。 「算」發展以「具」之偏旁為主，「筭」發展以「廾」之偏旁為主：
【表2. 「算」與「筭」字比較】
「算」
新甲3.352(楚)

說文‧竹部

「筭」
說文‧竹部
「弄」之字形演變如下表所示，這與「弄」、「筭」發展傾向很類似，則以「廾」之部分為主
22
顯示其演變情況：
【表3. 「弄」字形】

乙 1800(甲)

杕氏壺(金)

春秋晚期

說文‧廾部

睡.日甲 69 背(秦)

並「具」之字形演變如下表，「具」在《說文》是指:「共置也。 從廾、從貝省，古以貝為貨。
(其遇切) 」在《說文新證》一文中，季師旭昇對「具」字整理了如下文：
【表4. 「具」字形】

商甲 3365《甲》

18
19
21
22

殷馭八卣 《金》

周早‧叔具鼎〈金〉

戰‧楚‧清叁‧芮 15

秦‧陶 1244《秦》

15同注，頁163。
15同注，頁166。
小學堂：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
小學堂：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

周晚‧

鐘〈金〉

秦‧泰山刻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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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孫弔師父壺
《金》

「具」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字。目前看到的比較早期的字形, 有从鼎的、有从貝的。學者多半從
郭沫若在郭沫若在〈大系考釋﹒函皇父簋〉中所說的: 「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而从貝之字
亦閒有誤為鼎者。如具字本从貝、; 从収，……而本器則从鼎。後出

氏壺有

鑫字，所以算下

之具亦以鼎。」
旭昇案:郭說有一定的道理，但還有可以商榷之處。古文字鼎省為貝的多，貝增繁為鼎的極少，
金文中除了郭氏所舉「 」字外(這個字也還有討論的餘地) ，另外就只有「寶」字有少數以「鼎」
的例子，此外就沒有了 。而金文中「具」字以「鼎」作的還不算太少，目前見到的有西周晚期的
函皇父鼎、駒父旅盨及春秋早的曾子斿鼎等，而這幾件銅器的「 」字都非常明確地應該釋為
「具」。而早期金文中以「貝」的「具」字其實未必釋為「具」，如殷代的馭八卣說:「酨，辛巳，
王易馭 (御)八貝一具， 用乍父己尊彝。」字作△2，並沒有確證說明它一定是「具」字。我們不
能說「 」一定是以「貝」的訛變。其次，「从廾从貝」會不出「共置」的意義，商代馭八卣己有
「具」字，但我們很難想像商代「共置」物品要用「貝」來買(那時的物品交換主要是以物易物)。
相反地，「从廾、从鼎」可以會「以鼎盛食物，供給賓客」的「共置」義。
甲骨文有「 」字，从廾持鼎，《甲骨文編》釋為「具」: 卜辭具从鼎，金文函皇父簋『具』
字同。」 詞見《甲》3365 : 「 伐……不」 (《合》22153) ，《甲編考釋》讀為「貞」《甲骨
文字詰林》按語則以為「當為『鼎』之異構，訓為『當』，後二說其實都沒有確據。甲骨文「貞」
字不計其數，都是假借「鼎」字為之，未見作此形的，也沒有必要加「廾」形。
疑「具」字應从廾持鼎，會「準備食物，供給賓客」之意，西周中晚期以後或訛為以「貝」，
23
後來又訛為以「目」。至於甲金文早期从廾持貝的那個字，也有可能不是「具」字。
「算」从竹从具，「具」是「算」的表義部分，从周中晚期開始訛變，先訛為「貝」形後再次
訛為「目」形。
藉由「算」出現幾類異體字，此之間出現與「美」字類似的字形：「 」為「算」之異體。
「

」，見《中文大辭典．竹部》，云：「算之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算，《東記》

作 。」許錟輝按：筭字從竹從王從廾，廾碑文多變作大，筭為算之異體，則 為算之異體無
24

誤，《異體字字典》當收。 並《宋元以來俗字譜·竹部》引〈古今雜劇〉出現「
「筭」之異體，《宋元以來俗字譜．竹部》引〈嶺南逸事〉「

」字可認為

透過異體字可參考「 」、「 」的「廾」部分，各分析為「大」、「丌」。
26
此外，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一文中，亦可觀察「筭」字的各種異體字：
【表5. 從漢代至魏晉「筭」字形】
【筭】漢代

23
24
25
26

25

」字亦可認為「算」之異體。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上）》，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頁176-177。
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3013.htm。考定者是許錟輝。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3013.htm。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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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臏·二六三

武威簡燕禮·四四

武威簡·泰射六
四

江陵十號漢墓木
贖五

武威簡·有司
六零

光和斛

光和斛

【筭】魏晉

光和斛·二

魏王基碊碑

張遷碑

漢代「竹」是與「艸」極為相似，演變過程中，二字常互用。下文將展示「算」字上面偏旁
「竹」之變遷過程，即可知「竹」之字形可作為兩個點畫。
【表6. 「筭」字形的「竹」偏旁】

27

「筭」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日書〉1086 出現一句：「不可卜筭為」 。陳振裕·劉信芳蔣
「筭」字居延漢簡做摹寫，

秦簡顯示

（居延漢簡 82.188）以「 」為「算」。

印徵補》出現的「算」，是加以藝術性的。在《古文字類編》中出現算字則是「
28
字。

是在《漢
氏壺」的首

字形的中間部分出現變化，後來出現了多樣字形。該字形的中間部分呈現四個橫畫及三個橫
畫的字形, 並甚至出現豎畫的字形。
【표7. 「筭」字形的玉偏旁】

綜上所述，正如各個時代所出現的漢字字形中見到那樣，可知「筭」的一系列的字形變化情況，
特別是如像與漢代 「 」或「 」的變化，「美」或「弄」亦表現類似的字形。
首先，二字的下面偏旁是「廾」，則是同一形體的偏旁，該偏旁訛變為「大」形。又「廾」形
發展為「丌」形。再來，字形之上部「竹」或「艸」形，訛變為兩個點或筆畫。最後，「筭」字
的中間偏旁訛變為多種形體，如，「 」「
」等。 本研究中舉出魏晉時期的文字，其中大
部分字形保留了上部「竹」的形體，但中間「玉」偏旁訛變了多種字體。本文在考察中可發現
「美」是「算」或「筭」的異體字，因此，本研究在此可確認「弄」字並不是一定必要的中間過
程。

27
28

陳振裕 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頁 132。
高明·涂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頁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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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世文獻中的用例
本文考察在傳世文獻中的「算」和「筭」的使用情況，採用二字的數量及用法分析，要釐清
二字關係。本研究參考「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之例，並此據以中央研究院提供的先
秦文獻進行研究。
有關「美」或「弄」的內容，胡平生提及了在 〈讀《蒼》札記十二〉一文中。他認為「美」
讀作「弄」，二字詞類不同，本文參考此見解，分析不同詞類及其語意。在上文內文中已說明了
「美」或「弄」字解釋為「算」或「筭」。「算」或「筭」之間應該存在不同之點，從胡平生的
觀點，本文認為需要數量分析。
胡平生又認為根據「算」及「筭」之具體使用情況，要證明其詞類不同。在「筭」為名詞，為
計算工具；「算」為動詞，為計算行為。但「筭」和「算」的詞類，大部分的使用狀況極為相似。
應用傳世文獻中的使用結果，可考察它們在出土文獻中的用法及其語意。下面分析出其出現數量。
「算」字於經典文獻即傳世文獻中共出現了 40 例，透過下文可知使用「算」字的時代。在
《禮記》14 例《鶡冠子》中 1 例《史記》 中 10 例、《孟子》中 1 例、《論語》中 1 例、《大戴》
29
中 11 例、《孔子家語》中 1 例、《淮南》中 1 例，試舉幾例如下：
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
《禮記·檀弓下第四》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禮記·喪大記第二十二》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 《禮記·投壺第四十》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論語·子路下》
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 《孔子家語·觀鄉射第二十八》
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史記·書-曆書第
四》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孟子·告子篇第六》
除了「算為之節文也」的算字意外,大部分的「算」例成為自動詞出現文章之謂語,也無法接受
賓語的狀況。
30
「筭」亦共出現70例，並顯示於《儀禮》63例、《孫子》5例、《周禮》2例：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儀禮·鄉飲酒禮》
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筭 以從之。《儀禮·鄉射禮》
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儀禮·鄉射禮》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儀禮·鄉射禮》
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儀禮·鄉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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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儀禮·士喪禮》
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孫子·始計篇第一》
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孫子·始計篇第一》
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周禮·春官宗伯》
《儀禮》是漢代初期高堂生傳十七篇，可能專用「筭」而不常用「算」字。「筭」在《孫子
始計篇第一》中與「無筭乎」如同作動詞，有時在「一人執筭筭」中同時使用動詞與名詞用法，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動詞後出現作名詞。如，「受筭」、「視筭」、「與筭」、「舍筭」。
以上所說，在傳世文獻中「算」明確反應動詞用法，但「筭」只具有動詞及名詞兩種用法。換
言之，「算」、「筭」二字最初分開使用的語意逐漸融入一個字成為混用, 因此「筭」具有兩種詞
類。
根據以上的字形、意義及使用時代，本文推測二字，使用年代可能有間隔。雖然不是完全分析，
以文意來試推論，二字雖然可視為不同詞類，但希少使用於同一文獻中。

五、小結
本研究考察《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18》中得知「美」、「弄」是 「筭」、「算」的
異體，也同時認識「美」、「弄」與「筭」、「算」字在語音因素毫無有關。「筭」、「算」二
字之間語音相似，作為同字。由此「美」、「弄」課認為「筭」、「算」的異體。
本研究關於「筭」、「算」之間關係，在語意、字形、詞類，分析了其語意得到三個語項，其
中兩個是名詞一個是東詞，但我們要考察的時代與詞典上例文的時代不同，因此只參考三項內容，
再考察了西漢到東漢的出現狀況及使用例文。本研究認為「筭」、「算」二字先出現「算」，後
出現「筭」，因此分析後起字「筭」要得到文獻中使用語意及出現情況。
「筭」在 《急就篇》出現之後，《法言》，《太玄經》混用了「筭」、「算」二字，《東觀
漢記》單用「筭」字。
就異體關係來而論，「美」「弄」二字是在語音及語意上少有關聯，只在字形上有所關聯，據
字形觀點，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 18》「美數券契，筆研筭籌」中的「美」字可讀作
「弄」，該讀為「筭」或「算」。 但本文在考察中可發現「美」是「算」或「筭」的異體字，因
此，本研究在此可確認「弄」字並不是一定必要的中間過程。
透過傳世文獻分析了「筭」、「算」二字的用法及數量，推定了「筭」、「算」二字使用的實
際年代。「算」用於動詞用法，「筭」用於名詞及動詞用法，在《說文》討論了本意，它認為
「算」是行為，「筭」是工具，傳世文獻中可知「筭」最早用於名詞，後來常用於動詞，語意出
現引申，擴張了「算」的語意範疇。但過一段時期，少用「筭」字， 依然常用「算」，現代除了
文學作品之外，單用於「算」字。其原因是要商榷的部分，商待研究。
本文透過多種階段可以指出「筭」、「算」二字的語意及字形出現混用狀態，但「筭」、「算」
二字在不同時代分開使用於不同文獻，即不常混用的狀態。現代漢語中已常用「算」字而不用
「筭」字，而在古漢語出現分布之狀況，可得出如下分析：
【表8. 各時代字形使用】
戰國
時期

「算」→
《禮記》《鶡冠子》
《史記》《孟子》

「筭」→
《儀禮》
《孫子》

「算」「筭」→

「算」
至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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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大戴》
《孔子家語》
《淮南子》

《周禮》

西漢

《急就篇》
公元前48年－公元
前33年
《法言》《太玄經》
公元前33年－18年

新莽
東漢

南北
朝

《東觀漢記》
公元60年－160
年

《說文》
公元100年－121
《後漢書》
公元420年－445年

若文獻本來反映出成書時代，即推論為《儀禮》、《孫子》、《周禮》編輯時代，則是西漢
至東漢之間的。
總結，本文在考察中可發現「美」是「算」或「筭」的異體字，因此，本研究不用建立「弄」
的階段。由此分析，若「算」是早已出現使用的字形，可推定「弄」字使用以異體「筭」的則是
西漢以後的。由此可見，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倉頡篇》中所出現的「美」即是「弄」的異
體字，可讀為算或筭, 但要從詞類角度觀察，若「美」即是「弄」可推測到名詞，乃是以「筭」來
判定比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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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民國民間文書中的兩類俗字現象舉例

黑維強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盧慶全
中國

陝西西安

710119

提要：宋元以來的民間手書文書是研究俗字現象的珍貴資料，其中一些俗字類型值得關注，如
漢字與籌算碼構成的合文現象，省旁現象等，它們為以往研究尚未發現或者較少討論的俗字類型。

近年陸續整理出版了宋元以來大量民間文書，從地域上說，有安徽、貴州、浙江、福建、廣東、
雲南、四川、甘肅、北京、天津、湖北、河北、河南等。它們幾乎都是手書文字，因為來自民間百
姓，所以其中充滿了大量的俗字，它們是研究宋元以來俗字的珍貴資料。研讀這些文獻，可以發掘
以往尚未在學界發現的一些俗字現象，對此進行系統研究，不僅可以有效釋讀這類文獻中的難以認
讀的文字，而且也可以豐富漢語俗字的類型研究，從而更好地利用研究民間文書這一文獻，發揮其
各角度的研究價值。本文討論宋元以來民間手書文書中的兩類俗字現象：一是漢字與籌算碼的合
文，二是省略偏旁。

一、漢字與籌算碼構成的合文現象
合文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佔據一個字的位置，有的直接合體，有的共用一些筆劃而合體，
有的省去一部分筆劃或偏旁，合文現象從甲骨文、金文中就出現了，其後相沿，一直到今天。如甲
骨文的“丁巳” 、“十三” ，金文中的“一人” 、“六百” ，簡帛文書的“上下” 、“一月” 、“一夫” ，
敦煌文獻的“菩薩” 、“菩提”
、“涅槃”
、“厶乙” ，明清契約文書的“合同”、“大吉”，現
代“義合”。這些合文現象，都是不同漢字共用一些筆劃以及省略部分筆劃而成，這是學界所熟知的
現象。
除此之外，在宋元以來民間手書文書中，還有漢字與非漢字符號的合文現象，即漢字與籌算碼
的合文現象，這種現象在以往俗字類型的歸納中尚未討論過。例如：
（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陸遠清沖大虎形陰地賣契》：“立賣陰地字人賴寨陸遠清，為因
家下缺少錢用無出，只得將沖大虎形陰地壹棺，自己請中上門問到九南陸勝明名下承買陰地，買主
壹又（右）邊棺為業。當日憑中三面議定斷價 錢貳仟肆佰八十文。其錢當日親手領回應用，不欠
分文。”（九南）
（2）
《清光緒十四（1888）年姜煜文等賣山分單》
：“二共得錢乙十乙千乙百九十文， 山派。”
（清 2/1/頁)
（3）
《民國癸丑年（1913）劉吳氏立斷賣杉木字》：“當日憑中議定 錢貳拾捌仟〇八十文整，
親手領回應用。”（清 3/3/）
（4）《民國十一年（1922）姜茂春等立合同字》：“陸相鎡（zī）弟兄占山土捌兩三錢
。”
（清 3/3/ 頁）
例（1）“ ”為“ ”和“呈”的合文，“ ”即“八”的籌算數碼，“呈”是“成”的借音字（黃征語）
，“ ”
就是“八成”，指錢的成色為八成。例（2）“ 山派”中的“ ”，就是“八兩”。例（3）中“ ”為“九呈”
合文，即九成。例（4）的“ ”為“分”的俗字，“ ”即“八”與“分”的合文；“ ”為“厘”，“ ”是“八厘”
的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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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現象是否完全為一般文字學中所論合文，還需進一步思考。現代人寫的“招財進寶”，也是
佔據一個字形的位置，一般看作是四個字的合寫，似乎還沒有將此視為合文現象。不過這是有意而
為的，與契約文書中的合文還是有所區別的。

二、省略偏旁字現象
省略偏旁或筆劃而使一個漢字變得筆劃少，形體簡略，這是漢字發展演變的一個趨勢，在歷代
文獻中都能見到。例如甲骨文、金文、簡帛、碑刻文字，這些省略大致有一定的規律性，人們對其
字義的理解，一般沒有什麼疑慮，不會造成誤解。而在宋元以來民間手書文書中，還有直接省去一
部分偏旁。這類省略偏旁的漢字，往往與其他字發生混同，字義理解較為困難。它們具有兩個方面
比較明顯的特點：約定俗成性、地域性。這些字僅僅見於某一地區民間文書文獻中，在漢字俗體字
的發展歷史中不是人們普遍使用的。大多數是直接省略一部分，有的經歷了不同的變形、省略過程。
除-阝卩、初-刀、鹽-圦-卜、銀-艮、股-殳、脚-却、缺块-夬、都-阝、願-原、叩-卩、耕-井、糧-良、
将- 、桶-甬、英-央、落-洛、畝-亩么-畆-厶。左右結構省略的現象較為常見。這裡舉幾個例子，做一
點說明。
1.除-阝、卩
（1）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姜壽宗等分山分林分銀合同》：“光緒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發賣
烏假乍柳容依須木價七兩六錢八分，內 東道五錢四分半，又 （除）水子二錢七分，存寶銀六兩
八錢七分半。……外 德義、德智二人二小股，該銀四錢五分。……外 （除）德義、德智占山三
錢三分三厘。”（苗 3/232 頁）
（2）
《清同治八年（1869）楊氏耕妹等分山分林分銀合同》：“內 （除）東道銀五錢。”（苗
3/248 頁）
例（1）是同一份契約內寫作“除”，又寫作“ ”，可資比較。例（2）的“内 ”同例（1）的“內 ”。
2.初-刀
（1）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姜義保斷賣山場杉木字》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初）一日。”
（清/1/1/111 頁）
（2）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文才立賣地土字》：“道光二十四年囗月 （初）四日立。”
（清 2/6/163 頁）
（3）
《清光緒二年（1876）收銀單》：“光緒二年七月 （初）一日，田治基借艮（銀）伍兩乙
（壹）錢伍分，二分行息。冬月 一日，收胡發妹利艮（銀）四錢口口……光緒五年五月 （初）
八日收胡發妹利艮（銀）五錢一蔔。”（吉 416 頁）
（4）
《佐興、之毫、之謹、開讓祖公買山場總簿之三》
：“六月
3/5/48 頁）

(初)九日龍文高去穀一稱。”（清

（5）《佐興、之毫、之謹、開讓祖公買山場總簿之三》：“七月 （初）二之賢借去本 （銀）
二兩七錢。”（清 3/5/34 頁）
以上例子中的“刀”都是“初”的省旁俗字，例（1）
、
（2）
、（4）
、
（5）從語境上可以確定，都是表
時間，在“正月”“七月”“六月”之後的某一日，例（3）的上下文有寫“初”，有寫“刀”的，互相發明。
3.银-艮（1）
《清道光九年（1829）姜述盛断卖山场杉木契》
：“今凭中将本名之股出卖与瑶光寨老太爷
见广远名下承买为业，凭议定价 （银）五十两，亲手领回应用。”（清 1/7/196 页）
（2）
《佐興、之毫、之謹、開讓祖公買山場總簿之三》：“姜登文借去本 （銀）二兩五錢，有
借約。……開賢借去本 （銀）四兩，有借約。……七月 （初）二之賢借去本 （銀）二兩七錢。”
（清 3/5/34 頁）
（3）
《清道光十九年（1839）稿邦分銀文書》
：“道光十九年七月廿二日分稿邦之 （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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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560 頁）
“銀”寫作“艮”時代較早，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就有了用例，所引文獻是《古今雜劇》。但是
少一筆的字形，例（2）的第二個字形“ ”與例（3）“ ”，在現有的工具書中卻不見。
4.脚-却
（1）
《清道光十九年（1839）龙用飞立分书字》
：“寨 （脚）溪边二坵。”（九南 259 頁）
（2）
《清道光廿四年（1844）薛正元、阳天鹰佃契》：“外批：地内 （脚）木两家在仲。”（姜
386 頁）
（3）
《民國三十七年（1948）張久遠立斷賣田坎芳彼字約》
：“议定断价大洋三元四 （脚）八
仙整。上抵坎 （脚）
，下抵坎头。”（清 3/1/57 頁）
5.股-殳
（1）
《明正德十四年（1519）祁門縣談玘等賣山地紅契》
：“今將前項四至內本位兄弟分殳（數）
並買受分殳（數）
，盡數立契出賣與叔談永肄名下為業。”（歷代 803 頁）
（2）
《明萬曆十四年（1586）祁門王德隆賣山赤契》
：“本位該得殳分，自情願盡數立契出賣與
叔□王良駿兄弟名下為業。”（千年 3/161 頁）
（3）
《明天啟六年（1626）吴、鄭兩家造屋管業合同》
：“其磚尾木料工費參照原買地殳分出偹。
自立合同之後，二家照地殳分管業，再無異言。”（千年 4/189 頁）
“股”省去“月”，用“殳”表“股”義，在徽州文書中使用的非常頻繁。
6.據-处
（1）
《清嘉慶十四年（1809）楊明道等立除陰地字》
：“如有不情（清），立除字為 （據）。”
（清/3/1/189 頁）
（2）
《清道光五年（1825）姜老先弟兄四人斷賣土栽杉木約》
：“倘有異言，俱在弟兄理落，有
案可憑，立此斷字為 。”（清/1/1/31 頁）
（3）
《中華民國三年（1914）曾吉文母子立賣黃山字》
：“恐口無憑，立有賣字為 （據）
。”（清
3/2/22 頁）
這裡的“ ”“ ”書寫是否有誤？如果沒有誤，它是否就是“據”呢？這要從契約文書的構成要素
來說起。在契約文書末，一般都有固定的句子表明“立某某为據”字樣之類，其目的是要說明立契文
字具有法律憑證作用，據此可以確定例中的“ ”為“據”的省旁俗字。但是從字形上看還是有一定的
距離，而下面的字形演變可以為我們的推測提供充分的證據。在貴州契約文書中，“據”字又寫作“ ”、
“ ”、“ ”、“ ”、“ ”，省去“扌”，就是“处”了。例如：
（4）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吴門楊氏同子祖送立賣杉木山土字》
：“恐後無憑，立此斷賣字
為 （據）
。”（清 3/3/187 頁）
（5）
《清光緒三十三年（）龍道松叔侄短沖地基賣契》：“恐口無憑，立此賣字為 （據）永遠
發達承照。”（九南 404 頁）
（6）
《清光緒九年（1883）姜甲興、羊興斷賣栽手字》
：“恐後無憑，立此斷字為 （據）。”（清
/1/9/76 頁）
（7）
《清光緒十年（1884）姜秉智、姜秉信弟兄斷賣田約》
：“恐後無憑，立此斷字為 （據）。”
（清/1/9/61 頁）
（8）
《清道光二十年（1840）龍永江借字》：“恐後無憑，立借字為 （據）。”（九南 404 頁）
（9）
《清嘉慶十九年（1814）姜啟翠立賣杉木山場約》
：“今欲有憑，立此賣契為 （據）。”（苗
1/209 頁）
（10）
《清同治三年（1864）龍大來斷賣園契》：“恐后无凭，立此断字为 （據）。”（九南 373
頁）
（12）
《清光绪十九年（1893）姜时佐、姜时雍弟兄立断卖山场杉木字》
：“恐后无凭，立此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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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據）
。”（清/3/1/99 頁）
7.缺-夬
（1）
《清道光三年（1823）龍長生斷賣茶樹並土約》
：“為因家中 （缺）少銀用，……”（清
1/1/228 页）
（2）
《清道光四年（1824）姜官絞借錢字》：“ （缺）少银用，……”（清 1/1/26 頁）
（3）
《清道光八年（1828）姜合龍斷賣油山字》
：“為因家中 （缺）少費用，……”（清 1/6/38
頁）
在各地契約文書多寫作“缺少”。
8.鹽-盐-圤-卜
（1）
《清光绪二十九年（1894）姜秉智、姜东山卖山分单》：“ （盐）半斤，五十一文。又 （盐）
四两，廿四文。”（清 2/3/126 頁）
（2）
《清光緒十四年（1889）姜東海等賣山分單》：“米十四件，…… （鹽）半斤，……各食
共去錢五百九十一文。”（清 2/3/77 頁）
（3）
《民國十三年（1924）姜登科、姜登池等分賣山銀單》
：“內除合食豬肉 （鹽）米等項，……”
（清 1/12/180 頁）
“鹽”的俗字“卜”，首先是將“鹽”簡化為“盐”，再省去“皿”字底，即為“圤”，再將“土”旁省去，就
是“卜”。
由省略偏旁而成的俗字，方便了書寫，但是對字義的理解，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如果不知道這
些俗字的演變來歷，多數情況下無法理解文獻，或者會發生曲解字義。對這些俗字，在大型字典編
寫中，是否將它們收錄，值得討論。我們認為，本著對已有歷史事實的尊重，以及從解決閱讀理解
困難的前提出發，應該收錄，便於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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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口語文獻中的異形字
清華大學 張美蘭

清代文獻中大量使用同義關係的異形字，是漢字表意的一種符號手段。這些異形字之間含有正
俗體、繁簡體、古今體的關係。在漢字字形史上是很值得關注的用字現象，字形之間往往透露出
文字運用過程中字義、字音發生變化的重要資訊，透露出清代漢字字形的形音義方面的區別信
（得‘—得自迩集、那‘—哪自迩集、狠/哏—很、這麽—這們、喝—欱、喂—餧、他—怹燕京婦語/小额），因而
在漢字用字史上有很重要的價值。
清代文獻的用字現象，它繼承和沿襲了六朝以來俗體字的面貌特點，如傳統俗字之構成特點：
增加筆劃、簡省筆劃、變換結構、改換聲聾符、改換意符、增加意符、書寫變異、類化等在清代
文獻中仍有表現。同時揭示了清代一批新出現的異形字的面貌特點：如賬務之“賬”、吃喝之“欱”、
提起這個話題之“提”、臥躺之“躺”、副詞“很”等字，是研究漢字史重要的線索。不同文獻中的異形
字，是我們研究漢字演變的一種途徑，是漢字語義發生變化的一種現象，記錄漢字語音的一種手
段，或者民間用字的一種現象。其背後蘊含著很多有價值的資訊。但是並未引起學界的重視。因
此本文就我們在整理《清文指要》、《官话指南》文獻中發生的現象，來作專題討論。

一．清代文獻《清文指要》幾個關聯文本中異形字面貌
本文主要通過《清文指要》漢文本 7 個版本、《官話指南》6 個版本的用字情況，揭示清代口語
文獻中的異形字的情況。
1.《清文指要》（百章）及其改編本七種文獻，如下：
A. 嘉慶十四年夏（1809）三槐堂重刻本。B．嘉慶二十三年（1818）西安將軍署重刻本。
C. 清人智信撰《三合語錄》收錄了《清文指要》（百章），道光十年（1830）五雲堂刻本。
D. 英國人威妥瑪編《語言自邇集•談論篇》（百章），第一版 1867 年倫敦特納出版社。
E.日本人廣部精編《亞細亞言語集（支那語官話部）•談論》，小石川清山堂社。
F. 日本人福島九成編《參訂漢語問答篇國字解》，力水書屋藏版，飯田平作發行。
G. 韓國人宋憲奭編著《自習完璧支那語集成》第六編《談論》34 篇，大正十年德興書林和林家
出版部出版底本。
以上各版用字現象複雜，“簡繁”混用、“正俗體”、音近音同異體共現。如《第一章》：
（A）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狠好。
（C）聼見你如今念満洲書呢，狠好。

（B）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狠好。
（D）我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麼，很好。

（E）我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麼，很好。 （F）我聽見說儞如今要學滿洲話，狠好。
（G）我聽見說你如今學滿洲書呢麼，很好。
异形字关系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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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省笔画：聽—聼

聽

聽

聼

聽

聽

聽

聽

正俗体：你—儞

你

你

你

你

你

儞

你

正俗体：滿—満

滿

滿

満

滿

滿

滿

滿

古今字：狠—很

狠

狠

狠

很

很

狠

很

繁简体：你—儞

（A）是，可不是什麼？……不學繙譯，两下裡都至於躭擱了。
（B）是，可不是什庅？……不學繙譯，兩下裡都至於躭擱。
（C）是，可不是什麼？……不學着繙，両頭都躭誤了可怎麼樣？
（D）可不是麼？……不學繙譯，兩下裡都躭誤咯。
（E）是，可不是麼？……不學繙譯，兩下裡都躭悮咯。
（F）可不是麼？……豈不是兩下裡都躭悮了？
（G）可不是麼？……不學繙譯，兩下裡都耽悮咯。
異形字關係

A

B

C

D

E

F

G

正俗體：麼—庅

麼

庅

麼

麼

麼

麼

麼

專用字：繙譯

繙譯

繙譯

繙

繙譯

繙譯

改換意符：誤-悮

躭擱

躭擱

躭誤

躭誤

躭悮

躭悮

躭悮

書寫變異：两—兩—両

两

兩

両

兩

兩

兩

兩

繙譯

根據我們對文本的比較，異形字占蠻大的篇幅，略舉數例如下：
異形字關係

A

B

C

D

E

F

G

改換意符：肐-疙

肐星

肐星

疙星

肐星儿

肐星儿

肐星儿

肐星儿

增加意符：乏—疺

乏

疺

勞乏

勞乏

勞乏

勞乏

書寫變異：
闗—関—關
繁簡體：碍—礙

有闗係

有関
係

闗碍

關礙

關碍

闗碍

關礙

關碍

繁簡體：碍—礙音
近異字：关—罣
繁簡體：係—系

关碍

关碍

妨碍

罣碍

罣碍

罣礙

关係

关系

关係

关系

关系

关系

音近異字：把—靶
—柄

话柄儿

话把
儿

话把

话靶儿

话柄儿

繁簡體：响—響

响了一声

响动

響声儿

響声儿

响声儿

声气

响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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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異字：稍—梢

树稍

树稍

树梢

树稍儿

树稍儿

树

音近異字：
相—像
音近異字：
們—麼

模樣兒

相貌

相貌

像貌兒

相貌兒

相貌

這們

這們

這樣

這麼

這麼

這樣

這們

這樣

這樣

這麼

這麼

音近異字：
曹少—月曹

曹少

曹少
旧

穷

月曹旧

月曹旧

旧而不
堪

音近異字：
曹少—糟

曹少 烂

曹少
烂

糟烂

曹少 烂

糟烂

糟烂

書寫變異：
臣/个+糸—緊

緊(臣+个
+糸)

要緊

要緊

要緊

要緊

要緊

要緊

書寫變異：
處—虍/匆

處

處

虍/匆

處

處

處

處

古今字：腿—骽

腿子

腿子

腿子

骽子

腿子

腿

骽子

這麼
這麼

從《清文指要》整體看來，ABC 版用字比較接近，DEFG 版比較接近。但 ABC 版有個性特點。
1.1.ABC 版有少量簡繁混用。如：
ABC 版簡繁混用的字：“数/數”、“随/隨”、“将/將”、“胆/膽”（E 版也“胆/膽”混用），AC“断/
斷”简繁混用，B 只用“断”；C“赶/趕”简繁混用，B 只用“赶”；B“点/點”简繁混用；BC“来/來”简繁
混用；“换、唤、稳、睁、挣、静”等字只用簡體。
1.2 異形字間有正字與俗字間的關係
ABC 版“往”或作“徃”、“備”或作“偹”、“總”或作“縂”（A 版还作“搃”）、“收”或作“丬又”（A
版还作“収”、C 版还作“丬攵”）、“邊”或作“邉”（E 版也有 1 例“邉”）、“面”或作“靣”、“两”或作
“両”、“過”或作“辶+呙”（AB 尤多）、“聽”或作“聼”（C 版还作“聴”）、“閒/閑”混用（DEFG：
閒），ABC“奇”多作“竒”、“騎”多作“馬竒”；ABC“回”偶作“囬”，CD 多用“囘”，E 也偶用。
ABC“關”或作“闗”（A 多用“關”，偶用“関”；B 多用“関”，偶用“闗”，C 多用“闗”）；BC“纔”多作
“絻+二”，A 也偶用，但也用“纔/絻/才”；BC“忘”或作“亾+心”，AC“忙”或作“忄亾”。
1.3．ABC 有一些字采用与 DEFG 不同的寫法，異體字較多， C 版個別地方有手寫體。如：
ABC“窗”作“穴+口+心”，EFG 作“窓”，D 作“窗”；
ABCF 程度副词“很”作“狠”，DEG 用“很”（A 偶有用）；
ABC 用“遊/逰”，DEFG 用“游”；各版多用“頑”，ABCDE 偶用“玩”，F 只用“玩”；
ACDG 用“喫”，BEF 作“吃”；ABCE 用“軟”，DFG 用“輭”；
ACF 什麽，BDEG 甚麽（B 多用“甚庅”，較少用“什庅”）；
ABCE 隂，DEG 陰；ABC 刮，DEF 颳；ABCE 多用“嘆”，CDFG 則傾向於用“歎”；
各版多用“裡”，較少用“裏”，“……里路”都用“里”，F 別處也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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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多用“咱們”，AG 有个别“喒們”；除 D 主要用“叫”外，各版多用“呌”；
各版多用“托”，其他各版也偶用“託”（C 版除外，F 用得較多）；
“恥”（用于 ABCDE）比“耻”多，后者仅 BC 用；多用“着”，偶用“著”。均用“糧”，C 有 1 例
“粮”；均用“羣”，但 C“群/羣”混用；
除 A 外，均混用“略/畧”；均用“繙譯”，但 C 有 1 例“翻譯”；
ABDE 煖，CF 暖；除 B 外均用“彀”（C 仅 1 例），B 只用“够”，ACEF 也用；
“倖”多于“幸”，七版均混用。多用“氷”（用于 ABCEF），“冰”只見于 DF；
多用“躭”，“耽”只見于 BDG；多用“拿”，“拏”D 多用、FG 或用；
有些簡體、異體字僅在個別版中用（下文括弧中標示的是各版常用體），如：
A 乱（亂）；B 庅（麽）、祗（只）；G 筭（算）、敎（教）；AB 鉄（鐵）、湿（濕）；BC
児（兒）；C 算、虍+匆（處）、扌+虍+匆（據）、走+尺（起）、槍（鎗）、于（於）、瞅
（矁）；AC 軰（輩）；B“噯/愛”或作“嗳/爱”；F 儞（你）、傢（“家”少）、嬾（懶）、掽
（碰），CF 偶用“卻”（却）。
這樣的用字還有：夠—彀、闲旷—胡逛—胡矌、多昝—多喒—多偺、仔麼—怎麼、吧結—巴結、
心裡—心裏、膀子—髈子。
F 版改動比較大，用字有個性。如“吃喝”之“喝”，一律用为“欱”（20 例）；你，寫為“儞”。

二. 清末民初《官話指南》之官話版與滬語粵語 A、B、C、D、E、F 各版用字。
2.1 我們依據的《官話指南》（六種）版本，依次標為 A、B、C、D、E，如下：
【A】北京官話《官話指南》明治 14 年 1881（四卷），東京文求堂版。
【B】九江書會著《官話指南》光緒 19 年（1893）（四卷），九江印書局版。
【C】滬語版《土話指南》1908（三卷），上海土山灣慈母堂，第二版。
【D】滬語版《滬話指南》 （兩卷），1908 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
【E】粵語版《粵音指南》1910（四卷），香港別字館印本。
【F】粵語版《訂正粵音指南》1930（三卷）Wing Fat & Company,Hong kong.
與《清文指要》一樣，以上各版用字現象複雜，不僅“簡繁”混用、“正俗體”、音近音同異體共
現。如《第一章》：
【A】賠了有好幾千兩銀子，可就把那個當舖也拉躺下了。這都是他放着穩當買賣不做，
【B】賠了有好幾千兩銀子，却就把那個當鋪也拉淌（躺）下了。這都是他放着穩當買賣不做，
【C】折脫之好幾千銀子，為此咾典當亦倒下來者。箇禿是伊穩當个生意味勿做，
【D】折之有好幾千兩銀子，倒就拿伊爿典當也倒下來哉。第个全是伊放之穩當生意咾勿做，
【E】貝舌 嘵幾千銀，噉就把間當鋪掹倒喇。佢有穩陣生意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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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貝舌嘵有幾千兩銀，噉一倒連間當舖都倒埋。佢嘅唔好彩全因捨穩陣生意唔做，
異形字關係

A

B

C

D

E

F

造字法異： 折—貝舌

賠

賠

折

折

貝舌

貝舌

改換意符：舖-鋪

舖

鋪

鋪

舖

我們還要關注的是《官話指南》及其方言文本之方言土字：
（1）粵語土字：來=嚟，的=嘅，他=佢，如此=噉樣，明日=聽日，們=哋 ，是=係，在=喺，不=
唔，就是了=就喺喇，怎麽=點，如今=而家，那麽=咁/噉
粤語“嗰”是指示代詞，相當於“那”；“嘅”，是助詞，相當於“的”。
（2）滬語土字：个助词=的，箇代词=这，了/着助词=之助词，莫=勿，拿=擰，你=儂，這些=什介，今朝
=今日。車尚=趟。話語標記詞“味”。
（3）北京官話：遛達——走留達。
2.2 從《官话指南》及其方言譯本看來，用字以一致性为主，CDEF 方言版有个性。
（1） 所有文本“叫”全部用俗字是“呌”。俗字是“呌”，在文獻中有兩個意義：呌 1，叫喊；呌 2，使
役之讓。此两義，ABDEF 四版均用“呌”；但上海話 C 本中“呌 1”仍用“呌”，“呌 2”則用“教”字。
正俗字： 呌

呌2

呌2

教

呌2

呌2

呌2

還有“呌 3”，表示“雇请”。AB 用雇（B 另有两處用“僱”，两處用“請”），C 用呌（另有 1 處用
“寻”，4 處用“教”），D 用“喊”（另有两處用“請”），E 用“呌”（另有 6 處用“請”，1 處用“搵”，1
處用“賃”，2 處用“講”），F 用“僱”（另有 2 處用“請”，2 處用“呌”，1 處用“講”，1 處用“租”）。而
雇有作“僱”的。略取部分用字，列表如下：
租用（車）

雇

僱

尋

喊

搵

請

增加意符：雇—僱

雇

雇

呌3

喊

呌3

僱

增加意符：雇—僱

雇

雇

呌3

喊

呌3

僱

增加意符：雇—僱

雇

雇

呌3

喊

呌3

僱

增加意符：雇—僱

雇

雇

呌3

喊

請

僱

（2）表“裏外”之“裏”，又作“裡”字。AB 版均以“裏”为主，偶尔用“裡”（裏>裡）；滬語 C 版則以
“裡”为主，偶用“裏”字（裡>裏）。而 DE 版用“裏、裡”（裏>裡）。但度量量词仍用“里”。
變換結構：裏—裡

裏>裡

裏>裡

裡>裏

裏

裡

—

（3）“鋪”有三个意思：钱鋪、店鋪、鋪蓋。其中“鋪蓋”之“鋪”字形不變，而表“钱鋪”義，A 版多用
“舖”，B 版多用“鋪”，E 版用“鋪”，F 版用“舖”。C 版则多用“店”、“栈”。 D 版用“莊”，如：表示
“布铺”，D 用“布莊”；表示“估衣铺”，D 用“衣莊”。
改換意符：鋪—舖

鋪>舖

鋪>舖

莊

莊

鋪

表“商铺”義，如點心鋪、乾果子鋪、京果舖、布铺、皮貨鋪等，F 版作“舖”。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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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鋪店鋪

鋪

鋪

店

店

鋪

舖

（4）表量詞之“个”，繁體有“個”，此义，AB 版均繁體以“個”為主；上海話 C 版則以簡體之“个”为
主，偶爾用“個”字。D 版用簡體之“个”， E 用繁体“個”，F 用繁体“箇”。
名量词

個

個

个（個）

个

個

箇

按：在傳統小學中“箇、个”被當作“古今字”處理。王筠《說文釋例·卷十六》中引用司馬貞的“古今
字”訓釋時，對“箇、个”在前後不同時代的用字習慣差異進行了說解：《史記·貨殖傳》索隱出：
“ 竹竿萬个。” 而說之曰：“《釋名》云：竹曰箇，木曰枚。《方言》曰：个，枚也。《儀禮》、
《禮記》字為‘个’。又《功 臣表》‘ 楊僅入竹三萬箇’。箇、个古今字也。”小司馬所謂古今字，蓋
以《說 文》收箇為古字，寫經者作个為今字。
（5）相當於指示代詞“這”，滬語 C 版用“箇”，D 版用“第”。而粤語用“呢”；相当于指示代词“那”，
沪语 C 用“箇”，D 用“伊”，粤語用“嗰”。相當於助詞“的”，滬語用“个”，粵語則用“嘅”。列表呈示
如下：
通語

A

B

C

D

E

F

近指代詞

這

這

箇

第

呢

呢

遠指代詞

那

那

箇

伊

嗰

嗰

結構助詞

的

的

个

个

嘅

嘅

（6）帳目之“帳”，AB C D 用“帳”， F 用“賬”。
帳
帳
帳
（7）足够之“够”，ABCD 用“彀”， EF 用“够”。

帳

賬

賬

彀
彀
彀
（8）烟草之“烟”，ABC 用“烟”，DEF 用“煙”。

彀

够

够

烟
烟
烟
煙
（9）量词之“趟”，AB 用“盪”C D 用“回”， EF 用“躺”。

煙

煙

通语

盪
盪
回
盪
盪
趟
（10）抄寫之“抄”，ABCD 用“抄”， EF 用“钞”。

趟
盪

回
轉

躺

抄寫

抄寫

抄寫

謄

鈔

鈔

2-38

謄寫

謄寫

抄寫

謄

鈔

鈔

2-38

按：汪維輝（2000）：“書寫”的“寫”始見於秦。“寫”替代“書”整個過程延續的時間相當長。東漢魏
晉南北朝完成第一步：“寫”接替“書”的“抄寫”義。同時泛指“書寫”的“寫”也開始出現。魏晉南北朝
表示“抄寫”義還常用“鈔”，偶爾也用“謄”。潘牧天（2014）指出，“鈔”表“謄寫”義，與古人的書寫
器具、習慣有關。《釋名·釋書契》：“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古人稱“書”為“刺”，是因
為書寫器具和材料的原因。“抄”從“手”表行為動作，使得“抄”更多地承擔動詞義以至完全替代
“鈔”。《官話指南》粵語 EF 版用古字“鈔”，滬語 D 版用“謄”，官話 AB 版和滬語 C 版都用“抄”。
（11）泥土之“泥”，ABDEF 用“泥”， C 只用“坭”，F 偶尔用“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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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之泥
泥
泥
坭
泥
泥
泥/坭
按：从本字看，“泥”本为专用水名。《說文》：“泥，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 段
玉裁《說文解字注》第十一“泥，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奴低切，十五部。今字皆
用爲塗泥字。” 段玉裁講 “今字皆用爲塗泥字”，是對“泥”字的詞義變變化進行的說明，即“泥”不再
記錄“水名”， 主要用來記錄“塗泥”“泥土”之義。 沪语用“坭”倒是很符合“坭土”之“坭”的本义。
（12）拜托之“托”，AB 託>托，C 只用“托”却不用“託”，DEF 託>托，F 用得較多。
托

託

托

託

托

託

他例整理如下：
通語
名量詞
动量詞

A

B

C

D

E

F

棵

棵

顆（棵）

棵

樖

樖

回

回

回

回

回

躺

鐘表—鐘錶
帳——賬
猪——豬
烟——煙
升——陞
抬——擡
够——彀
雇佣—僱佣
果子——菓
嘎啡—咖啡
嘎啡—加非
景致—景緻

表
帳
猪
烟
陞
抬
彀
雇
菓
嘎啡
嘎啡
景致

表
帳
猪
烟
陞
抬>擡
彀
雇>僱
果
嘎啡
嘎啡
景致

表
賬
豬
烟
升
抬
彀
雇
菓
加非
加非
景緻

表
——
——
——
——
——
——
——
——
——
——
景緻

表
賬
豬
煙
升
抬
够
雇
菓
啡
口架啡
景致

錶
賬
豬
煙
陞
抬>擡
够
僱
果
咖啡
咖啡
風景

山脚—山腳
担——擔

山底下
拿

山底下
拿

山脚上
担>擔

山腳下
擔

山下
擰

山脚
帶/擰

收作—收築

收拾

收拾

收作

收築

修吓

修整

礙—碍

礙

礙

碍

——

碍

醃—氵鹽

醃

醃

氵鹽

——

鹵奄

醃

嘎拉—角駱

嘎拉

嘎拉

角裏

——

角駱

角駱

黄瓜—王瓜

黄瓜

黄瓜

黄瓜

——

黄瓜

王瓜

筷——快

筷子

筷子

筷

——

快子

快子

盃——杯

盃

盃

盃

盃

盃

杯

E 版 F 版之間方言土字用字很有個性。如：致—至、翻—番。
剛剛

纔

纔

還

纔纔

致

至

回歸

回

回

轉

轉

翻

番

（7）一詞多異體的用字現象不同版本間還有若干現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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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形体均见，但多少不一，如：攅>攢；觔>筋；盃>杯；甎>磚，着>著；拿> 拏；弔
（吊）；粧>装；狠>很；；躭悮>耽誤（“悮”、“誤”均用）；搿（掰）；綑>捆；欵>款；俻>備。
《官話指南》喜歡用“上檔”，《土話指南》喜歡用“上當”。《土話指南》繁體之“擔”多于簡體之
“担”。《粵音指南》中人稱代詞複數用“我哋、佢哋”，有時也用“我地、佢地”。遛達—走留達。車
尚—趟。而“繙譯”、纔、“糧（食）”，不用其他形體。

三．異形字之間的特點
通過《清文指要》、《官話指南》不同版本的同義近義異形字的調查，可以看到異形字間的形成
特點有以下一些特點：增加筆劃、簡省筆劃、變換結構、改換聲聾符、改換意符、增加意符、書
寫變異、類化等在清代文獻中仍有表現。
3.1.類化：土曹塌——糟蹋
3.2.增加笔画：巴結—吧結、瞅（矁）；
3.3.增加意符：親慹——親熱、劳疺——劳乏，增“疒”旁，表示体例疲乏的病态。
3.4.變換結構：略——畧
3.5.改換聲符：贃，“賺”之異體。“賺”明清多用。唐代始有欺騙義。“揝”，表“抓、握、拉”， “攥”
之異體。闔家——閤家、鍾—鐘—盅（一鍾茶）
3.6.改換意符：托—託，清代多用。《清文指要》多用“托”，其他各版也偶用“託”（C 版除外，F 用
得较多）；《官话指南》同。走+留—遛、掽（碰），在《红楼梦》中有“磞”等形體。
嬾（懶），“嬾”俗体字，在俗文学作品中多用。多作“誤”，AEFG 偶用“悮”；ABCDE“愿/願”混
用；如狠—很（ABCF 狠——DEG 很）
3.7 形符聲符都換：倘——身黨、喝——欱、仔么——怎么、喂—餧
3.8 缺筆劃：“聽”或作“聼”（C 版还作“聴”）、“准”多于“凖”（用于 BDFG）；
【A】 將將的纔放了我了。 【B】将将児的絻+二放了我了。
3.9 書寫變異：“噐”（用于 ABCEF）多于“器”（用于 BCDEG）；竒——奇、蔭——䕃、忄亾
（忙）、比+月（背）、兒 児、怎庅、

四．異形字的清代特點
4.1“踩踏”义：“踩”—跴—跐
清代中葉“踩 cai3”出現，見於《紅樓夢》、《歧路燈》等，最後才
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被確認為該詞的規範形式。（而“踩”最早著錄于金人韓孝彥、韓道昭父子編寫
的《改並五音聚韻四聲篇海》，但注音為 kui2，表“跳”義。）清之前用“跴、跐”。 “跴”是“躧”的
簡化字，“躧”本義為“舞鞋”，到了明代借用表“踩踏”義，見於《正統臨戎錄》、《朴通事諺解》
等。“跴”較早見於明清文獻，行用了較長時間；《清文指要》各版多用“跴”。 “跐”上古已有“踏”
義，見於《莊子•秋水》“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等。清代《語言自邇集》中威妥瑪才注“跐”為
cai3/chai3，20 世紀 30 年代《國音常用字匯》注為 cai3，列為“跴”之異體字。
4.2“帳目”義：“賬”—帳 按：“帳”，早見於“賬”；到了清代，才從“帳”中分化出“賬”字來，用於
帳簿、帳目、債務等義。《正字通·巾部》:‘今俗會計事物之數曰帳。”又由帳目義引申出債務、債
權義，如:放帳、欠帳、還帳。清人翟灝《通俗編·貨財》:“今市井或造賬字用之，諸字書中皆未
見。”（蘇培成，“帳”與“賬”，《中國語文》1997 年第 3 期。）
4.3“卧躺”义：“躺”— 倘
“倘”，即“躺”，明代至清初一直是記錄“躺”的慣用字，《清文指要》
（1789 年、1809 年）仍用。但大致以乾隆時期為界，義符從“亻”變成“身”，“倘”變成“躺/身黨”，
《清文指要》B、C、D、E、F、G 版即用新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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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說起”义：“提”—題
元代開始，“題”、“提”表“言說”義常見。清代以前文獻中“言說”義“題”
的使用頻率總體上明顯高於“提”，明代小說中“題”的比例仍很高，“提”元明時期的用例逐漸增加，
“提”的產生和普遍使用可能還要晚一些，到清代“提”的用例才明顯超過並最終吞併了“題”。

五．規範古籍整理界關於此類異形字用字現象的處理
5.1. 古籍整理界往往為了方便當代閱讀，將通用字視為通行字進行了改編。
《清文虛字指南解讀》序言有一段漢字形体的处理方案： 對於本書中漢字的處理，有些字改成現
代人比較瞭解的形式。……因此只要不是四書五經的經典文字，我們會將有歧意的字都略為更
動，改成大家看得懂的字詞，「那」改成「哪」就是其中一例。而類似的古寫、今寫不同的字，
我們都儘可能換成今寫，以便利讀者閱讀。鞾子的「鞾」換成「靴」、祇看的「祇」換成
「只」、方纔的「纔」換成「才」、遲悞的「悞」換成「誤」、摩拊的「拊」換成「撫」、能奈
的「奈」換成「耐」、狠近的「狠」換成「很」、陞官的「陞」換成「升」、過脉的「脉」換成
「脈」、舍舊的「舍」換成「捨」、仝居的「仝」換成「同」、豫備的「豫」換成「預」、倉猝
的「猝」換成「促」、成讎的「讎」換成「仇」、隄防的「隄」換成「提」、甯可的「甯」換成
「寧」、湻樸的「湻」換成「淳」、醕厚的「醕」換成「醇」、濳消的「濳」換成「潛」、不憶
的「憶」換成「意」、用工的「工」換成「功」、畧微的「畧」換成「略」、微須的「須」換成
「許」、發獃的「獃」換成「呆」、能賸的「賸」換成「剩」、這們的「們」換成「麼」、逈異
的「逈」換成「迥」、讓于的「于」換成「於」、而后的「后」換成「後」、喫飯的「喫」換成
「吃」、這箇的「箇」換成「個」、搶辭的「辭」換成「詞」等，至於還有一些在電腦上表現不
出來的古字、俗寫，改正後我們就不在這裡一一列示了。……還有繙譯的「繙」，今寫是
「翻」。我們卻在書中採用了古寫的「繙」字，看起來有些古板。原因是書中歌訣很多，用字儉
約，「繙譯」兩個字常只用一個「繙」字來代替，於是比較起來，古寫的「繙」字意思幾乎等於
「繙譯」，而「翻」字意思多樣，有「翻臉」、「翻印」、「翻騰」、「翻砂」等等字義，並不
能明確指出是「繙譯」。
《語言自迩集·凡例》中有一段处理方案：【二、原书中文繁体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不是一对
一的繁简体、正异体，保留原字。按：繁簡字有：個（个）、萬（万）、來（来）、數（数）、
長长、魚鱼、 麥麦、幾㡬、拿拏；三、原書對一些字詞不大分別，例如“准（~许）”同“準（~
确）”、“凶（不吉）” 同“兇（恶狠）、”“做”同“作”等，常常此处用前者，彼处用后者。这些地方
保留原貌，不按今日标准改动。】
5.2 古籍整理界將通用字視為通行字進行了改編，我們不提倡這種方案。這種不顧文獻原來用字面
貌的改寫似乎方便了讀者，卻割裂了文字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如：表示“哪兒、哪裡、哪個”的
疑問代詞“哪”，從唐代到清末一直是用“那”來表達的。今天不僅在讀音上，而且在字形上“那、哪”
分開了，這是更加明晰化的標誌。但是尊重清代的文獻面貌，還是一個“那”字。疑問代詞“那”改成
“哪”，不當。可以在注文中加以注解。
總之，清代俗體字使用仍普遍，清代產生了一些新的異形字，在現代漢語中得到了繼承和使用。
因此在整理和閱讀清代文獻過程中，“異形字”必須得到關注、尊重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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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倝”字形義考
門 藝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黃河文明傳承與現代文明建設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
要：
《說文解字》解釋“倝”為“日始出光倝倝也，從旦㫃聲。”對此解說，後世治金文者頗有異議，
以為其作為部首所轄字既不多，又有訛變，或以為當為“㫃”的異體。我們通過對從“倝”得聲的一
組字的考察，得出“倝”有又長又直的意思，又參考金文裡的相關字形，以為“倝”的本義或為“旗杆”。
最後，我們對“倝”從金文開始的詞義也進行了一番疏理工作。
关键词：《說文解字》
，倝部，金文
摘

《說文解字》
（以下簡稱《說文》
）卷七的倝部为部首字，列於旦部後㫃部前，部列只有三個
字，本字之外，還有“𠐱”和“ ”。
《說文》解釋“倝”為：“日始出光倝倝也。從旦㫃聲。凡倝之屬皆
從倝。”《說文》的解釋不甚明了，“倝”字僅在《說文》
、
《玉篇》等字書中有記載，文獻中基本沒
有給我們提供有上下文的“倝”字，因此我們對此字的理解，還得本諸《說文》，並從出土文獻中搜
尋一些資料，探索“倝”的明確含義。

一、倝部字概述
《說文》大徐本与小徐本“倝”部的最大不同在于“𠐱”，徐鍇以此字為“倝”的籀文，因此“倝”部
小徐本合計“文二重一”，而大徐本計“文三”，“𠐱”字下注闕。後世研究《说文》的各種著作，大都
同意小徐本的意見，以為闕義的“𠐱”即“倝”的籀文。
倝部的另一個字“ ”，旦也，即經典的“朝”字，段玉裁以為兩個字形即形聲與會意的區別。1歷
代治《說文》者對小篆“ ”的形義並無大的疑義。而從甲骨文、金文來看小篆“ ”，小篆字形還是
很有問題的。吳大澂《说文古籀補》列舉金文中諸“朝”字，解說道：“日初出在艸間，古者天子以
朝朝日；一說小水入大水謂之朝，故從 ，許氏說水朝宗於海。”林義光《文始》明確指出“朝”既
不從倝，也不從舟。田倩君又從甲骨文字的“朝”從月，指出小篆從舟為月之訛變，2劉釗和董蓮池
兩位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小篆朝從倝是‘

’旁的訛變。3

許慎對“倝”字的解釋不甚明了，什麼是“日初出光倝倝”？後世校注《說文》者，對此也沒有太
多的注解。僅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近人饒炯《說文解字部首訂》4、張舜徽先生《說文解字約
注》5算是對《說文》的不甚明確的解釋有了進一步的說明。這些解釋都與從旦有關，徐灝以為是
“日始出高處先得其景”，饒炯以為日光“熌灼如旌旗游之㫃蹇”，張舜徽則說“倝倝，乃狀日始出時
大赤之色”，這些解釋由字“從旦”出發，然而“倝”字從旦相當可疑，王筠首先指出了這一點：
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308 頁。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林義光《文史》
，田倩君《中國文字叢釋·釋朝》諸觀點均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
“朝”字條下諸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年，第 4204 頁－4214 頁。
2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07 頁。董莲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
，北京:作家出
版社，2007 年 5 月，第 174 页。
3

4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
，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4 月，第 6877-6878 頁。

5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第二冊》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16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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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倝字可疑，作 未為不可。而斷 之左直筆，以旦嵌其中，與 部字同法，斯亦必同意。恐
是從㫃旦聲，仍與㫃同意，故空闕其右方之下半，以象旗杠形也。許君以為從旦者，蓋於朝字從倝
得之。”6
王筠以为倝既從旦，寫作“ ”也未為不可，可偏要斷㫃之直筆，以旦嵌其中，可見倝字是不
從旦的，而應從㫃，為㫃的異體。最後王筠解釋許慎以為“倝”字從旦的原因，是由於朝字從倝。從
各類古文字材料來看，只有石鼓文非常模糊的“

”、
《說文》小篆“

”和《汗簡》“ ”從“倝”，其

他資料中“朝”的確不從倝，亦不從舟。小篆“朝”從倝舟聲，為文字在發展過程中訛變的結論是可靠
的。因此王筠舉“朝”字，並不能支持許慎對“倝”從旦的解釋。王筠對“倝”形義的懷疑被王国维進一
步闡釋，他根據旅、旂等字的金文字形，以為“篆文倝，則 之訛變也”。7後來劉釗先生對是否存在
“倝”這樣一個字形也提出了疑問，他在《古文字構形學》中說：
“其實本沒有倝字，《說文》所說的‘倝’本即朝字所從的‘
中形，倝字是在‘

’形的基礎上類化出的一個字。金文㫃字作‘

‘㫃’字上部近似，於是受㫃字的影響，在‘
‘

’‘

’這一部分，從甲骨文看，像日在草

’，下部有所變化。”

’‘

’，因‘

’字上部作‘ ’，與

’形上類化加上一筆寫成從㫃，戰國文字寫作

8

劉釗先生舉“朝”和“倝”兩字字形相互影響為例，說明古文字中的“類化”現象。睡虎地秦簡有些
朝寫作“ ”“ ”，的確像是在“ ”形上加了一筆，因此在文字的演變過程中，“朝”與“倝”的類化可能
是存在的。“朝”字之外，
《說文》中還有以“倝”為構字部件的字，因此說本沒有倝字的結論也不能
令人信服。
“倝”的形義不明，又丟掉了部中所辖的唯一一個字，成為了一個空部首。因此我們將仿照對空
部首的考察，找出《說文》中其他以“倝”為構字部件的字，來探討“倝”的本義。

二、含有“倝”構字部件的一組字
《說文》中除“𠐱”“ ”之外，直接含有“倝”部件的字共有 12 個，間接含有的字有 3 個。我們
將這 15 個字列表如下，讀音一欄上古音聲韻據唐作藩《上古音手冊》9：
部首

小篆

楷書

目

讀音

《說文》釋義

kàn，溪元

睎也。從手下目。看或從倝。

羽

翰

hàn,匣元

天雞赤羽也。從羽倝聲。《逸周書》曰：大翰若翬
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隹

雗

hàn,匣元

雗鷽也。從隹倝聲。

鳥

鶾

hàn,匣元

雉肥鶾音者也。從鳥倝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
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韋

韓

hán,匣元

井垣也。從韋取其帀也，倝聲。

木

榦

gàn,見元

築牆端木也。從木倝聲。

6

王筠《说文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12 月，第 409 页。

7

王國維《古籀篇疏證》，《王國維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43 頁。

8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07 頁。

9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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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hàn,匣元

獸豪也。從毛倝聲。

馬

hàn,匣元

馬毛長也。從馬倝聲。

赤

huàn,匣元

赤色也。從赤倝聲，讀若浣。

戈

jǐ,見鐸

有枝兵也。從戈倝。《周禮》： 長丈六尺。讀若
棘。

斗

斡

wò,影月

蠡柄也。從斗倝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
斡。

乙

乾

gān,見元

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倝聲。

艸

gàn,見元

艸也。從艸榦聲。

邑

gān,見元

地名。從邑乾聲。

水

huàn,匣元

濯衣垢也。從水 聲。 或從完。
這 15 個字中，3 個間接含有倝的字暫且不論，餘下 12 個字中，除戟之外，均是形聲字，均是
從倝得聲。張舜徽先生在解釋倝為日始出時大赤之色時，引用了“翰”的解釋：“然則赤日為倝，亦
猶赤羽之為翰，語原同耳。”10這給我們以啟發，字聲之所在，往往是義之所在，“有時候，一些表
示同出一源的親屬詞（即同源詞）的形聲字，都把同一個字用作聲旁。”11右文說為我們提供了考
察“倝”意義的思路，如果上述從倝的字為同源字，那這一組同源字所圍繞的中心概念應該就是“倝”
的意義所在。戟不是形聲字，不從倝得聲，在此先不作討論。
首先，確定這些字的語音是否同音，或僅有細微的差別。
從上表列出的上古音可以看出，除斡之外，其餘的韻部均是元部。斡為月部，月元對轉，主
要元音和韻尾的發音部位均相同，唯韻尾的發音方法同而已。再論聲母，匣母佔多數，有 8 個，
見母有 4 個，溪、影兩母各有 1 個。見、溪、匣均是牙音，影為喉音，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在
上古音中，這些字的讀音是僅有細微的差別，符合同源字的語音要求。
其次，確定這些字表示的相近或相關的概念。由於最後 3 個均是間接從倝得聲，在考察其意
義時，暫且不作討論。其餘 11 個分為以下幾組。
第一組：翰組，包括翰、雗、鶾、 、 5 個字。其讀音全同，只是部屬不同，意義類別各有
所指。
翰，
《說文》解釋為 “天雞赤羽也”，有的理解為天雞的赤羽，有的理解為赤羽的天雞。天雞為
雉，雉的羽毛很有特點，即長而美麗，可做裝飾品。
雗，雗鷽，
《漢語大字典》有兩個義項，一為鴉科的山鵲，一為雉科的白鷴。山鵲和白鷴的共
通之處在於他們都有長長的尾巴。
鶾，是雉屬。也可寫作“翰”。
，即獸的長毛。
，即長毛的馬。
徐灏《說文解字注笺》中说：“許以鶾為鳥名，翰為鳥羽。又毛部：‘ ，獸豪也。’馬部：
‘ ，馬毛長也。’分別甚析，今皆通用翰。”12 這 5 個意義類別各有所屬的字，有一 個共同的義
素，即“長”。
第二組：榦組，包括榦、韓、斡 3 個字。
榦，築牆端木，古代造房子，牆是用版築的方式樹起來的，築版時樹立於兩邊的木頭即是
榦。

10
11
12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第二冊》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1651 頁。
裘锡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7 月，第 172 頁。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
，
《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 36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 13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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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井垣，即水井周圍的欄圈。也有解釋為井欄承轆轤的。這些圍欄井的大都為木質。
斡，蠡柄，即瓢把。1994 年安陽劉家莊北地 793 號墓出土一銅斗，這個青銅斗的中腹部有中
空的柄，柄內可以承裝木把。斡就是裝在這類斗上的把手。
這一組字的共同特點是木質，再細審他們的形態，築牆用的木頭只有直才能築起直的牆，水
井周圍的圍欄，尤其是支撐轆轤的那根木料，必定很直。要能靈活地從水器或酒器中挹出水或酒
來，斗柄也須是直的。從這一組字中，我們歸並其共同的義素為“直”。
剩餘 3 個 、乾、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與“長”和“直”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從以上兩組 8 個
字中，又長又直是其核心意義，語音僅有細微差別，應是一組同源字。長而直的羽毛為“翰”，長而
直的獸毛為“ ”，長而直的馬毛為“ ”，長而直的築牆木頭為“榦”，長而直的瓢把為“斡”，長而直的
井欄為“韓”，有長而直尾羽的鳥為“雗”或“鶾”。

三、出土文獻中的“倝”
“倝”包含有又長又直的意思，是我們根據從“倝”的一組字合並義素而來的。王筠說“倝”象旗杠
形，是很有意義的，如果“倝”是旗杆，則非常符合又長又直的特點。徐中舒曾闡釋過“倝”為旗杆，
只是所用字形不當，論述也有失誤，致使這一結論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現將徐中舒的論述抄錄如
下：
倝即韓之本字，
《說文》
：“日始出光倝倝也，從旦㫃聲”，此說於形聲俱失。倝即榦之本字，
象形。
《金文編·附錄》上第六頁有字作三人共舁一榦形，其榦有斿，正與此倝字形同。

父乙敦

公車觚

廣敦

此字榦上之 、 、 、 形即此倝字所從之 形也。《白晨鼎》之 字，舊釋為韓，亦從 ，
所謂旗杆之杆，其本字當如此也。韓亦見《古璽文字征》卷七（抄按：此後舉例從略）
。倝為姓
13
氏字，故知即韓之本字。
這是徐中舒在《 氏編鍾圖釋》中對“ ”字形進行的解說。徐中舒也認為《說文》“倝”字的訓釋
是不正確的，在證明倝為旗杆之形時，引用了《金文編·附錄》中的幾個字形，並說榦上 、 、 、
形即“倝”字所從之 形。徐中舒以為倝為旗杆的觀點我們是贊同的，但認為其論述是有失誤的。第
四版《金文編》已將上列字形列於“旅”下，是“旅”族的族徽，14族徽字在金文中一般都寫得較為繁複。
榦上 、 、 、 等形即普通從㫃字的 形，為旗杆頂部的裝飾，與春秋以後倝字所從之 形沒有關係。
甲骨文㫃作 ，為旗幟之形，旗幟至少由兩部分組成：飄揚的旗游和撐游的旗杆，旗杆頂部有一
些裝飾。旗杆是旗的一部分，要想表示旗杆的意義，最簡單的方法是在 上指示出來旗杆就可以了。
甲骨文中沒有發現這樣的字形。

13

轉引自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
“倝”字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年，第 4201 頁－4202 頁。

14

王長豐《殷周金文族徽整理與研究》，博士論文，鄭州大學，2006 年 5 月，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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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涂白奎編著的《古文字類編》倝字頭下收錄西周器上的倝字三個，分別是 （倝鼎，周
早）
、 （太保罍，周早）
、 （戎生鍾，周晚）。
，出處為周早期的倝鼎，即《殷周金文集成》
（以下簡稱《集成》）的 2347 斿鼎，
《新金文編》
列於游字頭下。《集成》的《銘文說明》中備注“或可釋倝”，
《集成》對 2757 曾子斿鼎中的 表現出
15
了同樣的矛盾，鼎名依然為斿，而釋文中則為倝。
，出處為周早期的太保罍，即《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以下簡稱《近出》）987 克罍，此字各家
所釋不一。李學勤先生隸為“ ”，讀為“使”；陳公柔先生隸為“ ”，義為“管理”；張亞初以為即省又
旁的“事”，義為管理、治理；劉雨以為即“事”字，讀為“剚”，以物插地中為剚等等。結合上下文，“ ”
在此處應為動詞，其後所跟賓語為羌等方國名，各家均以為是克侯要治理和役使的臣民，為周王分
封給克侯的族民。
，出處為保利博物館收藏的戎生編鍾，根據器銘中的上下文，與《詩經·大雅·韓奕》的“榦不
庭方”語句全同，因此此字即是“倝”字，是沒有疑問的。此字形為旗幟形，旗杆部位有圈，似指示出
旗杆。戎生鍾的出現，證明古文字中確有“倝”字，從字形上也驗證了其本義為旗杆的結論。
戎生鍾的“倝”是確定無疑的。
《集成》2347 的 和 2757 的 均是作人名，改釋為“倝”也不影響對
整篇銘文的理解，但似乎也無更多的證據證明其必為“倝”。
《近出》987 的 ，與事字所從上半部相
同，如 （小子 簋）
、 （ 方鼎）
，李学勤先生以为 是事的省体，我们認為還是有道理的。“事”字
所從的 形有可能就是表示旗杆的倝，只是“事”為會意字，反映不出其構件的讀音，若改釋此字為
“倝”似乎也說得通，但須通盤考慮，不在本文論述之列。此處，我們還是以為只有戎生鍾的 為倝。
倝字形體的演變如下：

→

→

→

西周早期到中晚期的字形缺環比較多，棋杆已經不連，與日混同，當是後世從旦之始。春秋戰
國時期的文字形體離析，也是這一時期漢字演變的一個特點，16致使“倝”字形義俱失。

四、“倝”詞義的演變
“倝”的造字本義為旗杆，以圈點旗杆部位以示其義，讀與“干”同。“干應為先民狩獵之工具”17，
這種長長帶枝叉的干既可狩獵防身，也可以綁上游作為旗幟，因此甲骨文 多從干。甲骨文中有干無
倝，倝應是後起的概念和字形。“干”是一種武器，武器拿在人的手中，既可以進攻也可以防守，因
此“干”既有盾的義項（《尚書·牧誓》“比爾干”）
，又有觸犯冒犯的意思（《國語·晉語四》：“若干二命，
以求殺餘。”）
。“倝”承繼“干”而來，也有這樣矛盾的意思。《戎生鍾》中“倝不廷方”對“倝”到底是防禦
還是進攻，聚訟紛紜，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倝”為“戟”字所從，應該也是“干”在“倝”上的遺留，長長
的旗杆頂部裝飾著的也可能是一支可以穿刺的矛。《說文》：“戟，有枝兵也，從戈倝。《周禮》：‘戟
長丈六尺。’讀若棘。”戟是一種戈矛合體的長兵器，字從倝就很能說明問題。周制戟長丈六尺，按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
（修訂增補本）
，中華書局，第 1425 頁。

16

吳國升《春秋文字字形訛變現象的考察與分析》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10 年 5 月。

17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
，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 5 月，第 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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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尺為 23 釐米來算，戟長為 3.68 米。矛比戟長，酋矛和夷矛的長度均在 4 米以上，以此作為旗杆
也是很正常的。我們在殷墟博物館見到 2003 年殷墟孝民屯墓葬出土的一杆帶柄銅矛，柄長約 5 米，
口徑有拳頭大小，柄上塗有紅色。當時均驚嘆於這麼長大的武器使用起來肯定不方便，即便在一些
特定的戰鬥中可以用到如此長的兵器，以此長兵器挑起旗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由於此柄是紅色的，
則又給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即以“倝”為聲符的“ ”，此字當是紅色旗杆的專用字。
“倝”木質的特點，滋乳了“榦”字，《玉篇·木部》
：“榦，柄也。”又長又直的特點，使“榦”又承擔
了“築牆耑木”和“井垣”的義項，築牆的木頭兩邊各有一個，由此“榦”引申出有“旁”的意思。長而直的
木料都是樹木的主體部分，因此動植物的主體、事物的主體、人群的主體等都可以稱為“榦”，進而
引申為本質。旗杆一般都比較硬，故而可以引申為強、為志節器量。古人建旗立中即有事發生，“榦”
的“事情”的義項大概由此來。以上這些“榦”都可以寫作“幹”，文獻中更常見的一個字形，而沒有被
許慎收入《說文》。
“倝”同樣長而硬的特點，用來表示有相同特點的羽毛，字寫作“翰”。有翰羽的鳥兒也稱為“翰”，
或寫作“雗”、“鶾”，由鳥的飛而引申為高飛、疾快。長而硬的獸毛可以寫作“翰”，並有專字“ ”，獸
毛作成的筆也可以稱“翰”，毛筆寫成的文章也成了“翰”。長長的馬毛也作“翰”，專字為“ ”，也許長
毛的馬以白色為多，“翰”還可以指白馬和白色。“翰”與“榦”通用，“翰”也可以表示社會的主體“榦”，
這樣一群會寫文章又有才能的人就被稱為“翰林”。

五、小結
《說文》對“倝”形的分析和義的總結，均是基於已經發生訛變的字形，又沒有文獻的印證，因此
是錯誤的。歷代的研究者們也發現，並對“倝”的形義提出與許慎不同的意見，只是各家對“倝”的分
析不夠全面和深入，僅從字形入手或僅憑與“倝”相關的一兩字進行分析，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或給
出錯誤的論據。
本文吸取前人的經驗與教訓，從詞義入手，再驗證以字形，最後再以詞義證之，對徐中舒先生
提出的“倝”即“榦”本字的結論進行重新分析和考證，使“倝”的形、音、義均有了恰當的解釋。其中的
字形環節，還有待新出材料的印證。草成此文，以就教於方家。
2016 年 4 月 30 日初稿
2016 年 5 月 22 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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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概念合成理論看漢語正色詞文化意義的形成與轉化
─以《說文解字》白色詞系為例
劉雅芬
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
提要
中國文化古以「黃、青、白、赤、黑」為正色，此五個顔色詞符合基本詞具有專門性、代表性
和確定性的詞義聚合。而其詞義自本義以下,不斷變化與發展，形成豐富的顏色詞文化義涵。正色詞
的語義不斷擴展並抽象化,由表示顔色義擴展到表示性狀到象徵義，其乃為演變是隱喻思維的成果。
概念合成理論是目前對隱喻思維研究的有效理論，其探究主要延續著二領域模式的觀點，將隱
喻視為是一種作用於認知層面的跨領域、跨空間的系統性映射，但其映射原則與限定都較二領域模
式來得細膩。
本文運用概念合成理論，就《說文解字》中白色詞系進行微觀討論，逐字建構分析其認知過程。
關鍵詞：概念合成理論、說文解字、漢語顏色詞

壹 前言
在世界各語言的核心詞中，顔色詞1始終佔有重要比例，顏色詞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為人類認
識世界的重要領域。不同民族對同一顔色的體驗和感知雖有相似之處，但由於不同文化影響更又會
産生出不同的隱喻／轉喻2意義。即使是同一語言系統對同一種顔色，因與外界不同的事物或概念聯
繫在一起時，便産生不同的象徵意義和隱喻意義。
中國文化古以「黃、青、白、赤、黑」為正色3，此五個顔色詞符合基本詞具有專門性、代表性
和確定性的詞義聚合。而其詞義自本義以下,不斷變化與發展，形成豐富的顏色詞文化義涵。正色詞
的語義不斷擴展並抽象化,由表示顔色義擴展到表示性狀到象徵義，其乃為演變是隱喻思維的成果。
《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創立部首並據義聯繫編排、根據漢字的篆字字形進行分析釋義的字典。
說文解字》中並無專表「顔色」的現代漢語種概念意義的字，但在描寫人體、服飾、動物、植物、
金石、自然等文字中，却存在著大量色彩斑斕的顔色詞，這些詞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密切聯繫。4其
中圍繞「紅」
「黃」
「黑」
「白」
「青」五種顔色意義的顔色詞分布在全書的二十五個部首中。
過去對這些顏色詞的研究多以詞義的範疇類聚為主，成果亦稱豐碩。然對於顏色詞由隱喻產生

1

2
3

4

顏色詞有名物義（色彩義產生前之本義，如「赭」最初表示紅土）
、色彩意義，以色彩義爲起點的引申
義與其相關文化義。限於篇幅，本文僅先就基本的名物義、色彩義為論述範疇。
有關隱喻與轉喻問題，容後文中討論，本文以廣義隱喻指稱二者，後不贅注。
張清常（1991）認爲：
「從歷史發展上看，正色可能是在古代染色工藝還不太十分發達時期，較早得出
的較樸素的顔色；而間色却是在上述正色（可以說是基本色調）配合得出的較鮮艶的顔色。」 許嘉璐
（1995）研究了《說文解字》中正色與間色的關係，其統計得出：
「所得正色與其他色（含所謂間色）
地位懸殊，這和從「經書」中所得者相同。」張清常〈漢語的顔色詞〉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91（3）．
牛亞麗、楊超〈《說文解字》顔色詞的文化闡釋〉
《內江師範學院學報》 第 25 卷第 3 期，2010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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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發展與變化，卻多僅以修辭看待。隱喻是 20 世紀 80 年代認知語義學研究的核心焦點，被
認爲是人類認知的一種重要方式。認知語義學可提供顏色詞中繁多隱喻現象詮釋的新視角、形成新
視域。是以，本文嚐試以認知語義學發展出的「概念合成理論」重新檢視漢語的顏色詞。由於資料
系統龐大，本文先以《說文解字》中白色詞為論述起點。

貳 多元視角的觀察
一、詞義範疇化的原型理論
顏色為一自然現象，其產生乃由物體所發射、反射、透過的光波，通過人類眼、腦，所産生對
光的視覺效應與心理效應。討論顔色可從物理性質與社會屬性兩方面範疇帶入，本文著重於顏色的
社會屬性討論5。
在漢語中，早期古文字甲、金文中雖已見「白、黑、黃、丹、青」字，但明確表正色顔色詞詞
義用例少見，先民的「顔色」觀念尚未明確。先秦文獻與《說文解字》中，大量的顏色詞與用例出
現，於語言中反映了上古時期具「顔色」的社會生活。然「顔色」一詞概念，尚未見於《說文解字》
6
。
早期漢語顏色詞的研究，主要著重於詞義討論。其研究方法以範疇理論為主體。所謂顔色詞範
研究是從詞義角度劃分出的一大詞彙類聚。範疇是指人的思維對客觀事物的普遍本質的概括和反
映，即「指事物在認知中的歸類。」7，範疇化是人類對世界萬物進行分類的一種高級認知活動。古
典範疇理論認爲共有的特徵决定範疇的成員地位，即所有成員都當擁有至少一項共同特徵，所有成
員的地位是一樣的。
二、概念認知與隱喻理論
（一）從義位到義場
有關漢語顏色詞的專題研究，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時階段以王力《漢語史稿》為始，
主要以顏色詞詞義演變的討論中心，著眼於名稱的改變8，此時語料多以宏觀略述。而後，有關漢
語詞彙專書與斷代研究，為漢語顏色詞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斷代與專書詞彙研究由於對象數量小，
具有可操作性，可有多角度的窮盡性描寫。9 包括通史與專書、斷代漢語彙史，有關漢語顏色的其
研究方法，主要以傳統文獻比較、考證、陳述法為主。
第二個階段，漢語顏色詞採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詞彙語義研究中借鑒「義素分析法」和運用

5

6

顏色的物理性，如顏色具有物質的特性，這些特性可以用色相、亮度和飽和度等三個要素加以描述。
這些要素分別由可見光波的波長、光波振幅的寬窄、主光波波長的單一程度决定。顔色的這些特性構
成了它的物理屬性。
《說文．頁部》：「顔，眉目之間也。」段玉裁注：
「色下曰顔氣也，」此時，顔之本義為爲眉間。
《說
文解字．色部》
：
「色，顔氣也。從人從卩。」段玉裁注：
「顔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
是之謂色。」「色」爲會意字，由「人」和，
「卩」即「節」
，其構字初義為「人之儀節」.

7

趙艶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出版社，2001 年，55 頁。

8

王力《漢語史稿》(1980)第四章「詞彙的發展」及後來的《漢語詞彙史》
（1990）一書中分析了自然現
象的名稱、肢體的名稱、方位和時令、親屬的名稱、關於生産的詞彙、關於物質文化的詞彙等基本詞
的更迭情况，從「詞是怎樣變了意義的」和「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這兩個角度闡述了詞彙和詞義
的變化。王力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開創了漢語詞彙史研究的新路子。之後，向熹在其《簡明漢語史》
（1993）中編《漢語詞彙史》中分三個階段勾勒了上古、中古及近代漢語詞彙的發展概貌，著重分析
了單音詞、複音詞的發展及詞義的發展情况。另以「詞彙史「命名的專著還有有潘允中的《漢語詞彙
史概要》
（1989）
、史存直的《漢語詞彙史綱要》
（1989）參見趙曉馳《隋前漢語顔色詞研究》蘇州大學
博士論文 2010 年 03 月。頁 7-10。
代表著作如張雙棣《〈呂氏春秋〉詞彙研究》
（1989）
、汪維輝《
〈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
（2007）
，
等等。徐朝華《上古漢語詞彙史》（2003）、王雲路的《中古漢語詞彙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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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義場理論」為主要方法。由概念意義的相互聯繫和區別而形成的「概念場」，是由於含有某
個共同的重要的理性義素而形成的詞群。漢語顏色語義場，以概念場爲背景，考察各個概念域中的
成員及其分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是研究詞彙系統歷史演變的一種有效的方法。」6，顔色詞
研究利用義素分析法與語義場理論，從詞義角度劃分出主題詞彙類聚，形成漢語色詞的義場。10
漢語顏色詞的基本義與義場於此階段研究成果豐碩，然當顏色詞的整體詞義無法直接從字面義
推知時，便出現了概念整合的情况。在詞義整合過程中所體現出的認知機制、所發生的語義裸合和
語用推理，以及文化傳統帶來的影響等。是以，顏色詞研究便進入了第三階段，以隱喻與認知合成
理論為主要研究方法，對顏色詞的文化詮釋提供新思維。
（二）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認知空間
隱喻是 20 世紀 80 年代認知語義學研究的核心焦點，被認爲是人類認知的一種重要方式。中
國傳統過往將隱喻研究限定於修辭範圍，把隱喻看作是詞彙的替換(replace ment)，為一種語句中
與明喻相對的比喻方式。現代的隱喻研究有了新的視角，從認知科學角度研究隱喻。主張隱喻不僅
只是一種創造性地運用語言的方式，更是人類認識、思考事物，確立概念的重要思維方式。隱喻存
在於我們用一個思維領域對另一個思維領域概念化的方式中。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方法，而且植根
於人們的思想和舉止中，人類思想和行動的概念體系，基本上都暗含隱喻。11
美語言學者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於 80 年代《我們所賴以維生的隱喻》
（Metaphor we live
by）指出「隱喻不只是一種存在於詩詞、或修辭中的語言特性，而是遍存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不
只是在語言內、也同樣表現在思想與行動上。」並進而建立了二領域認知空間模式（two-domain
model）。 12 其理論主要強調，每一個概念都是一個獨立的心智領域，在裡面包含許多概念實體
（conceptual entities）
。在兩個概念系統間，彼此內含的概念實體存在一種本體上的對應（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s）關係。也就是說，隱喻是我們藉由一組心智領域（mental domain）
（即來源域，source
domain）來概念化另一個心智領域（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方式。
也就是說隱喻能力是人爲主體在不同的認知域之間自發地建立系統的類比能力。因而，隱喻不
僅是語言的結構框架，也是人類文化底蘊的構成方式。正如隱喻總是暗指隱喻本身之外的事物，它
使人類思維超越思維的存在，將思維概念化。13
Fauconnier（1997）則在二領域理論的基礎上，另外提出了「合成空間理論」彌補了映現論的
不足，把始發域和目標域看成合成空間的輸入。語言習得者在考慮和談話時不斷建立心理空間、框
架與模式，它的建立要受到語言環境和文化氛圍的制約，並用框架和認知模式來建構。14（圖一）
同樣，按照 Fauconnier 的空間理論，隱喻涉及四個心理空間，兩個輸入空間，一個類屬空間
和一個合成空間。利用合成空間理論可以更深人細緻地分析隱喻，尤其是將隱喻過程中的意義建構
與推理機制具體化、實像化。跨空間映射是兩輸人空間在結構上的對應關系；類屬空間反映的也是
兩空間所共有的抽象結構與組織；層創結構的形成也是一個高度抽象的過程。它啓發我們以語義、
概念爲出發點，通過語言形式挖掘語義結構。15概念合成理論主要由兩個輸入空間（類似於二領域
模式的來源域與目標域）
、類空間（generic space）和合成空間（blending space）所組成。第一輸入
空間和第二輸入空間裡存在著一跨空間的映射過程，用以聯結彼此相互對應的部分，而類空間是指
兩輸入空間所共享的結構，從輸入空間映射到合成空間的概念。

10

11

12
13
14
15

如李紅印《現代漢語顔色詞語義分析》
（2007）
、趙曉馳《隋前漢語顔色詞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 2010
年 03 月。
Danesi（1993）認爲隱喻能力是指我們有能力根據語言所植根的概念系統來理解並解碼我們的語言表
達。
汪少華〈概念合成與隱喻的實時意義建構〉
《當代語言學》第 4 卷 2002 年第 2 期頁 119 一 127 。
嚴世清〈隱喻能力與外語教學〉《山東外語教學》2001 年第二期，頁 60-64.
汪少華〈概念合成與隱喻的實時意義建構〉
《當代語言學》第 4 卷 2002 年第 2 期頁 119 一 127 。
汪少華〈概念合成與隱喻的實時意義建構〉
《當代語言學》第 4 卷 2002 年第 2 期頁 119 一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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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Fauconnier1997：151)
隱喻互動過程中，通過映現的方式將從屬於始發域的相關概念與結構轉移到目標域，最終形成新的
概念隱喻意義，即隱喻的意義。隱喻是利用經驗結構和喻體去推論本體，也就是說通過客觀世界固
有的事物去認知抽象、繁瑣、陌生的事物。
除了隱喻，轉喻是亦是一種使用頻率極高的思維認知方式，包括日常語言的實用性表達與修辭
性的藝術化表達。一如隱喻，人們經常通過事物的各類相關性，如「部分與整體」
、
「顔色與實體」、
「工具與使用者」等等，用物指代物，完成體、顯見的事物來轉喻較爲抽象的、隱晦的事物或概念
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現相反的情况，即用一個易於表達的事物去轉喻另一個較不易表達的事
物。
關於隱喻與轉喻的區別，Lakoff 認為：
隱喻和轉喻在運作機制上的區別主要在於它們利用的是事物之間不同的關係。在隱喻
中，有兩個概念領域，其中一個通過另一個領域獲得理解。隱喻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話題和
喻體之間有某種距離。話題與喻體之間的相似性應該伴隨一種由於它們分屬不同的領域而
産生的一種差異的感覺。與此不同的是，換喻只涉及一個概念系統，兩個事物之間的映射
或聯繫在同一個領域裏。16
從功能上來說，隱喻的主要功能在於以認知 A 表認知 B，意即通過某一相對性熟悉的認知來理解另
外認知；轉喻的功能則在於以認知 A 代替認知 A，重點在於指稱，意即通過某一事物的顯著部分或
特徵，或有特殊關係的鄰近事物來理解整個事物，在中國傳統修辭學將此一認知方式轉換方式，喚
作「借代」
就文學效果而言，因隱喻特色爲以此代彼，是以較能創造「詩意」和「意境」；而轉喻主要是
以事物的部分代全體，因此其主要功能爲指稱。
（三）從映射到激活
對於西方認知合成理論，陸儉明先生針對「映射」與隱喻、轉喻中的分野提出了討論與修正：
陸儉明先生認爲：
在人的認知域裏,一個認知域可以激活(activate)另一個認知域。」按這個假設,在人的心智中,
不同認知域之間首先不是投射/映射關係, 而應該是激活關係,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聯想
(association)關係。17
陸先生認為客觀事物之間本存有先驗的聯繫關係,因而在人類心智中, 因通過感官系統感知客觀事
物所形成的認知框架,既爲認知框架的組成部分,那麼個個認知域之間，自然亦是互相聯繫的；正是
這種聯繫促使某一個認知域可以激活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認知域。18
陸先生進而指出每個認知個體與其心智中的個個認知域中，「激活」的範圍與運作取决於個人

16

17
18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陸儉明〈隱喻、轉喻散議〉《外國語》，2009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頁 49。
陸儉明〈隱喻、轉喻散議〉《外國語》，2009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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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識和一定的語境，並舉例說明：
「那傢伙, 老狐狸一個！」在己知的認知空間(一) 取狐狸的狡猾
特質,激活認知空間(二)「某人狡猾」
，進而 達到生動、形象的語言效果。
至於隱喻、轉喻的區別，陸先生以為「無論隱喻、轉喻, 不宜認爲「是一個認知域映射另一個
認知域」的問題, 而宜假設爲「一個認知域激活另一個認知域」 。基於這樣的觀點, 文章認爲從激
活的角度看, 隱喻、轉喻沒有明確的界限。」19
隱喻、轉喻可滿足使語言新鮮、生動, 有表現力、感染力的需求。隱喻以認知空間 B
激活 A 之後,第二階段認知空間 B 與 A 之間才可能會形成一種投射/映射關係,。總之, 在認
知域裏, 不是「一個認知域可以投射/影射到另一個認知域」, 而是「一個認知域可以激活另
一個認知域」，概念隱喻映射理論更沒法解釋一般所說的創新隱喻。20
參 上古漢語中的單音節白色詞
從《說文解字》與上古文獻資料庫中共收集到 16 個單音節白類顔色詞：
白、皎、皢、皙、皤、皬（皬）
、皚、皦、𡭴、素、縞、皓、顥、翯、鶴瑳、翰21
NO.1 白
《說文．白部》
：
「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論語．陽貨》
：「不曰白乎，涅
而不緇。」
《管子．揆度》
：
「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
白於古文字中作 （京津 4832(甲)）
、 （叔簋(金)西周早期）
、 （《說文．白部》）22商承祚《
〈說
文〉中之古文考》
：
「甲骨文、金文、鉢文皆……从日銳頂，象日始出地面，光閃耀如尖銳，天色已
白，故曰白也。」29
白本指太陽初升時發出的白色日光，為物色名。在認知空間(一)為太陽、光線、色白詩義素，
經激活後，認知空間(二)後才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可以普遍使用的顔色詞。先民依其日光的觀察和感
受，將太陽光最強烈的時所呈現之色，作爲「白色」的認知原型。而在在具體語境中，作者所强調
的是「白」作爲顔色的不同方面。主要有强調亮度、强調純度兩個方面。
NO.2 皎
《說文．白部》：「皎，月之白也。」
《詩．陳風．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引申泛指潔白，《廣雅．釋器》：「皎，白也。」
《字彙．白部》：「皎，潔白也。」
《詩．
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穀。」《
皎之本義應為月光潔白明亮。認知空間（一）為月、月光白亮諸義素，其中兩項義素是色白、潔、
亮，激發，且重疊構詞為皎皎。第二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潔白明競亮，故產
生新的引申義項。進而於《小雅．白駒》用例中，與另一個認知空間─白馬相激活，取馬毛色之白
潔於類空間，進而合成新認知義「潔白明亮」貌。
NO.3 皢
《說文．白部》：「日之白也。从白堯聲。」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日之白也。先月後日者、月陰日陽。月之白其正色也。从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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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儉明〈隱喻、轉喻散議〉《外國語》，2009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頁 48。
陸儉明〈隱喻、轉喻散議〉《外國語》，2009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頁 52。
上古漢語單音節本有白、皎、皢、皙、皤、皬（皬）、皚、皦、𡭴、素、縞、皓、顥、翯、瑳、顠、
翰、鶴、皓、皭、皏根據《說文解字．白部》及參考趙曉馳《隋前漢語顔色詞研究》所得。排序以《說
文解字》次序及字頻數，參見趙曉馳《隋前漢語顔色詞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 2010 年 03 月，頁 101。
本文所用主要字書版本：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宋刊本)．臺北：華世書局，1982 年。東漢•許慎
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
，臺北：洪葉文化，1999 年增修一版，經韻樓藏版。本文古
文字字形均參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小學堂字形演變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下不另注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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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堯聲。」
皢之本義應為日光白亮。認知空間（一）為日光、日光白亮諸義素，此字專用，未產生新的合成認
知空間。
NO4.皙
《說文》
「人色白也。从白析聲。」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人色白也。〈鄘風〉
『揚
且之皙也。』
《傳》曰：『皙、白皙也。』从白，析聲。今字皆省作晳，非也。」
《詩．墉風．君子偕老》：「揚且之皙也。」毛傳：「皙，白皙。」《左傳．昭公二十
六年》：「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
皙之本為皮膚白。認知空間（一）為人皮膚、色白兩義素，其中色白義素於《左傳．定公九年》用
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與另一個認知空間幘合成，故產生新的引申義
項。
NO.5 皤
白色，特指老人白首貌。P102
《說文．白部》
：
「皤，老人白也。」
《廣雅．釋器》
：
「皤，白也。」
《玉篇．白部》
：
「皤，
素也。」
《周易．賁》
：
「賁如皤如。」孔穎達疏：「皤是素白之色。」《漢書．叙傳下》：「營
平皤皤，立功立論。」 顔師古注：「皤皤，白髮貌也。」
顥之本義應為老人白髮。認知空間（一）有老人、髮色、白諸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髮色之白，重
疊為「皤皤」
，仍映射於認知空間（一）表老人白髮。而白色義則激活其他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
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的認知引申義項，如《易經》用例。
NO.6 㿥
《說文．白部》
：
「㿥，鳥之白也。」
《集韵．鐸韵》
：
「皬，白也……或從隺。」
《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
：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
㿥之本義為潔白的鳥羽。認知空間（一）為鳥羽、色白二義素，其中色白義素可重疊為「㿥㿥」，
並白色義則激活其他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的認知引申義項，如〈大人賦〉
用例。
NO.7 皚
《說文．白部》：「皚，霜雪之白也。」
《玉篇．白部》：「霜雪白皚皚也。」
《廣雅．
釋器》：「皚，白也。」漢．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云間月。」
皚之本義為霜雪潔白貌。認知空間（一）為霜、雪、色白等義素，其中色白義素可重疊為「皚皚」，
白色義則激活其他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的認知義，如〈白頭吟〉用例。
NO.8 皦
《說文解字》玉石之白也。从白敫聲。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玉石之白也。
〈王風〉
『有如皦日。』傳曰：
『皦、白也。』按，此叚皦爲皢也。
《論語》
『皦，如也。』何曰：
『言
樂之音節分明也。』此其引伸之義也。从白，敫聲。古了切，二部。」
《玉篇．白部》
：
「皦，
白也，亦與皎同。」
皦之本義為潔白玉石。認知空間（一）為玉石、色白等義素，白色義則激活其他認知空間，提取白
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的認知義，如《詩經》用例。
NO.9𡭴
《說文解字．白部》
「𡭴，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清．段玉裁．注：「際者，
壁會也。壁會者，隙也。見讀如現，壁隙之光一線而已。」
𡭴本義為牆壁上透光的小縫隙。今作「隙」。」其認知空間中有牆壁縫隙、透出光之白色。故列入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白色詞群。後未發展出其他合認知合間。
NO.10 素
《說文．素部》
：
「素，白致繒也。」
《禮記．雜記下》
：
「純以素，紃以五采。」 孔穎達
疏：
「素，謂生帛。」
《玉台新咏．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素本指白色生絹，認知空間（一）為白色生絹的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絹色白；。而於《詩經》用
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在絲中提取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認知。故產生新的引申義項。
NO.11 縞
《說文．糸部》
「縞，鮮色也。从糸高聲。」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鮮𠨗也。各本
作鮮色，今正。
『䋷緫、鮮支、縠、絹也。』許謂縞卽鮮支。
《鄭風》
『縞衣綦巾。』毛曰：
『縞
衣、白色男服也。』王逸曰『
「縞、素也。」任氏大椿釋繒曰『孰帛曰練，生帛曰縞。』。」
縞本指細、白的生絹，認知空間（一）為白色生絹的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絹色白；。而於《小爾
雅》用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在絲中提取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的認知。故產生新的引申
義項。
NO.12 顥
《說文．頁部》：「顥，白貌。」《楚辭．大招》：「天白顥顥，寒凝凝只。」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顥) 白皃。漢〈郊祀歌〉曰：『西顥沆碭。』〈西都賦〉
曰：『鮮顥氣之淸英。』顥與音義略同。从景。景者、日光也。日光白。从景、言白首也。
按上文當云：白首皃…顥、此字今補。白首人也。以是爲白首之證。他書作四晧者、通假
字也。
段氏考證顥之本義應為白首之人。認知空間（一）為白髮的人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髮色白；而於
《楚辭》用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而亮，故產生新的引
申義項。
NO.13 翯
《說文．羽部》：「翯，鳥白肥澤貌。」
《詩．大雅．靈台》：「塵鹿濯濯，白鳥翯翯
。」毛傳：「肥澤也。」朱熹集傳：「翯翯，潔白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灝溔
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大湖 ，衍溢陂池。」司馬貞索隱：「翯音鶴…… 郭璞云
『水白光貌』。」
翯之本義應為鳥色白肥澤的狀態。認知空間（一）為鳥、羽色白且光澤、體肥概念諸義素，其中兩
項義素是羽色白、亮；而於《詩經》用例中，重疊為翯翯，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
義素，將合成為白色而亮，故產生新的引申義項。進而於《史記》用例中，與另一個認知空間─水
相激活，取水色之白潔於類空間，進而合成新認知義「水光白」貌。
NO.14 鶴
《說文．鳥部》鶴，鳴九臯，聲聞于天。从鳥隺聲。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鶴鳴
九皐，聲聞于天。鶴字今補。此見《詩．小雅》毛曰：「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
《孟子．梁惠王上》：「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朱熹集注：「鶴鶴，潔白貌。」
認知空間（一）為鶴的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羽色色白；故於《孟子》用例中，重疊構詞以表潔白
義。於南北朝用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將老人之白髮與鶴羽之白共同提取至類空間進而合成
為「鶴髮」為白髮的認知。
NO.15 瑳
《說文．玉部》：「瑳，玉色鮮白。」
《正字通．玉部》：「瑳，凡物色鮮盛亦曰瑳。」
《詩．墉風．君子偕老》：「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鄭玄注：「後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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瑳本指玉色鮮白認知空間（一）為玉石顏色白而有光澤，其中一項義素是玉色潔白；而於《詩經》
用例中，則激發第二認知空間，提取白色的共同義素，將合成為白色而亮，泛指物色顔色鮮明潔白，
故產生新的引申義項。
NO.16 翰
《說文．羽部》「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大翰，若翬雉，一名鷐風
。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禮記．檀弓上》：「戎事乘翰，牲用白。」漢．鄭玄．注：「翰，
白色馬也。」
翰為一同形詞。
《說文》中應為本義指具紅色羽毛之山雞、錦雞。引申為長而硬的鳥羽，如「飾以
翠翰」
、
「理翮振翰」等。然於《禮記》與《周易》中又表白馬義，故本文亦列入白色詞。認知空間
（一）為白馬的概念義素，其中一項是毛色白；故於《周易》用例中，「翰如」詞以表潔白義，於
《正字通》釋義中，激發第二認知空間，將白馬與顏色白合成認知。

肆 結語
《說文解字》所錄的上古白色詞群，本多為物色詞，而後經隱喻、轉喻方式激活合成新的認知
空義，形成新的顏色義。這種成系列的『隱性專指物色詞』
，爲後來大量『顯性泛指物色詞』的産
生作了語義學上的準備。23 本文限於篇幅、學力與時間，僅先就《說文解字》中白色詞系進行微觀
討論，就教大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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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繁簡用字觀念到漢字形義特色之探索
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李淑萍
【提要】
臺灣海峽兩岸習用的漢字型態繁簡不同，在 1956 年大陸《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布以來，至
今已六十年。我們注意到，在漢字簡化的過程中，漢字的工具性強化，講究書寫便捷，而對於承
載中華傳統文化與先民創制文字的原始思維的功能卻日趨淡化。尤其是，當漢字變成一種單純的
線條符號之後，向來所標榜的漢字是一種形音義密合的文字特質，將變得名實無法相符。後人在
學習漢字的同時，在也無法從字形中去了解形義之間的密切關聯，無法從漢字中去體會一運深厚
的文化內涵。本文撰作之動機在於針對問卷調查結果中，大學校園中學生對繁簡用字觀念的趨
向，進一步說明形義相合的古漢字特質。

壹．前言
臺海兩岸的用字不同，每隔一段時間總要被拿出來討論一番。討論者往往因其所持立場不
同，而予以正向肯定或負面批駁。如今，海峽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根據統計，自從 2008 年兩岸
政府開放大陸觀光客赴台灣旅遊，截至 2014 年止，已突破 300 萬人次。這段期間，為了爭取商
機，在部分觀光景區有些商家將一些招牌改以簡化字呈現，有的還更改本土的美食名稱，以招攬
陸客青睞，此舉引發社會的討論。有鑑於此，筆者趁教學之便，在 2014-2015 年間，針對任教的大
學生做一次簡單的問卷調查，想進一步了解在大學校園中學生如何看待此一問題。本次調查的對
象大部分為臺灣本地生，還包括少數來臺短期交換的大陸籍學生及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等地的
僑生。這不是一次講究數據的定量調查，而是想利用質性問答中，藉以呈顯目前大學生對於繁簡
漢字的用字心態與想法，進而突顯古漢字背後所隱含的文化底蘊，最終強化現代年輕人對傳統漢
字的了解與認識。

貳．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調查對象
本次接受調查、填寫意見的對象為筆者授課班級中的大學生，總共 401 人，其中有八成九為臺
灣本地生，其餘一成一為外籍生。接受問卷調查的學生就學年級分布，包括大一到大四，其中大
一生佔 45.9%，大二生佔 13.6%，大三生佔 13.4%，大四生佔 27.1%。其中外籍生部分，包括有來臺
短期交換的大陸籍學生(32)及香港(4)、馬來西亞(4)、泰國(2)、越南(1)、緬甸(1)、美國(2)等地的僑
生。外籍生的成員多元，不限於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這將影響到後面有關繁簡用字觀念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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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的外籍生中，以來自中國大陸為主，佔外籍生近七成的比例。陸生來源以沿海省分為大宗，
包括有廣東(17)、浙江(4)、福建(3)、四川(2)、貴州(2)、河南(2)及未註明省分(2)，共計 32 人。

二、問卷內容及分析
本次問卷分成本地生與外籍生兩種版本，特別是針對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對於傳統漢字（正
1

體字、標準字、繁體字） 與簡化漢字的識字程度進行調查。亦即台灣本地生對簡化漢字的識讀能
力與外籍生對傳統漢字的識讀能力均作初步統計。
（一）大學生對漢字簡化歷史的了解

受訪大學生中對於 1935 年國民政府曾公布一批簡體字的歷史，表示知道者共有 92 人，佔全部
人數 23%；不知道者共有 309 人，佔全部人數 77%。意味著現在大學生普遍對於早期國民政府曾頒
布簡體漢字的歷史並不清楚。

（二）大學生的閱讀習慣及識讀繁簡字的能力

1

有關兩岸對繁簡字體各有不同的名稱，如未簡化之前的傳統漢字，臺灣官方稱為「正體字」或「標準
字」，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分類，簡化字和未被簡化的漢字稱作「規範漢字」。「繁體字」則
是中國大陸對傳統漢字字體的稱呼，乃相較於簡化漢字而立稱，在香港、澳門等地區也較常使用「簡
體字」此一名稱。然在臺灣的教學場域中我們會指導學生不應用「繁體字」一詞。惟本文不在此一名
稱上多作辨析，行文中或逕稱繁體字，僅是便於指稱相對於簡化字的傳統漢字而已。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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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大學生中整體來看，閱讀習慣為「正體簡體皆有」者，共有 145 人，佔全部人數 36.2%，
意即在目前大學校園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平日閱讀的刊物不限於自己熟悉的字體，不論是
繁體或簡體，也可透顯出目前資訊流通，簡化漢字的書報刊物早已普遍出現在臺灣社會中。有三
分之一的臺灣大學生為了知識的取得，不再僅僅閱讀自己熟悉正體字資料。至於外籍生中，因對
象包括了以繁體漢字為主的香港僑生或專程到台灣學習正體字的僑生，故而有 11%的外籍生受訪者
是以正體字為主要閱讀習慣。

在識讀能力上，臺灣本地生對於看懂簡化字八成以上者，共 219 人，佔臺生比例 62%。若擴大
到看懂簡化字五成以上者，則共 312 人，佔臺生比例高達 88%。而受訪的外籍生中能閱讀正體字的
2

比例也相當高 。這意味著現今臺灣大學生在對簡化字的理解度 80%以上者已超過六成，換言之，
臺灣本地生在閱讀簡化字書報刊物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三）大學生對於閱讀繁簡刊物的感受

2

本次調查對象的外籍生，樣本有限，僅限於來台求學或交換的學生，而這些學生原本對港澳臺所使用
的字體有比較多的接觸，自然能閱讀正體字的比例會大幅提高。然而，這樣的結果應該不能反映現今
大陸地區大學生對正體字的識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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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於閱讀繁簡刊物的感受，是屬於主觀的認定。在臺生版問卷中，有許多學生甚至直
接註明是「看懂但不喜歡」
，明確表達其對簡化字的直接感受。另外，本次調查對象的外籍生，因
僅限於來台求學或交換的學生，這些學生基本上對正體字本來就有比較多的接觸，也比較不排斥
傳統漢字。例如一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的交換生表示：「特別是我們這些大陸來的學生都
使用簡體字，相較於繁體字，簡體字在象形含義上有所缺失，所以在老師講解的時候覺得挺有意
思的。可能是廣東人的原因，接觸港澳比較多，所以在閱讀繁體字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所以個
人對繁體字也有對簡體字的觸感。個人覺得繁體字看起來很優美，也有內涵。這個認知是我小時
候在看香港電視劇的時候形成的，別是是繁體的“愛”字，比較起簡體的“爱”字就多了很重要
的一部分，那就是一顆心。雖然說繁體字書寫起來比較麻煩，但是卻有獨特的魅力。
」（文化產業
管理專業‧溫○萍）因此，在外籍生中有 50%的受訪者表示閱讀正體字刊物的感受，與簡化字刊物
沒有太大的差別。

（四）大學生對於臺灣「國際機場」或「觀光景區」兼採簡化字的看法

此二題問卷形式，除了圈選「認同」或「不認同」之外，另外開放質性問答，要求受訪者能
進一步說明其認同與否的原因。希望藉以了解現今大學生對此社會議題的想法。受訪者在此兩題
的作答，大部分是一致的答案，故在此一併分析說明。其間細微的差異，將於後文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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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機場使用簡化字」上，臺灣大學生不認同者佔 54%，超過半數，有部分原因在於認為
國際機場代表「國門」
，不應輕易放棄屬於臺灣本地的用字特色，要讓其他非華語圈的遊客來到臺
灣與到中國能有所區別。在「觀光景點」上持不認同的比例微降，其差異即是「國門」與「民間
景區」之別，也就是「官方」與「非官方」的不同。
不論是「國際機場」或「觀光景點」兼采簡化字的做法，兩者整體來看，主張認同者，多半
主張「顧客導向考量」
、
「簡化字使用者眾多」、「展現台灣兼容並包的器度」
、「不應受政治立場而
影響國際化的趨勢」等等。所謂在商言商，以消費者或觀光客熟悉的語言文字來招攬生意或發展
觀光，是極其自然的事，這也是全世界各個國家共通的做法。例如：世界認同英文為世界通行語
言，在很多著名景點，無論是地標或商品都會有英文標示，大家也都覺得習以為常。近年來，大
陸經濟起飛，出國觀光的人數驟增，越來越多景點也開始出現簡體中文資訊。當來台的陸客增
多，觀光景點出現簡化字，是很自然的，似乎也毋須過度責難。
主張不認同者，多數認為「不應媚共」、
「繁簡字理解上差異不大」
、「臺灣應保有自己的用字
特色」等等。一名來自福建的交換生對臺灣「國際機場」及「觀光景點」兼採簡化字一項，表
示：「我觉得不太恰当。台湾正体字给大陆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大陆人基本也看懂繁体字的。所以
应该保留台湾自己的文字特点，不需要使用简化字。
」另一名來自浙江的交換生表示：「我们应该
入乡随俗，况且同是中文字，了解起来并没有甚么难的。既然是台湾的景点，就应该保留台湾的
用字特色。」
整體看來，主張「認同」與「不認同」的比例大約各半，差異不大，意味著臺灣大學生中存
在著比例相當的二元觀點，不論正面或反面，學生都能有自己的一番看法，也是可喜的現象。

三、小結
透過上述問卷內容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大部分台灣大學生對於簡化字的識讀能力並
不差，也能接受對簡化字刊物的閱讀。同樣的，對於那些來臺交換學習的外籍生中，我們也隱約
能看到相同的開放並容的觀點。這對於漢字的發展來說，是一個正向的啟示。
長久以來，兩岸繁簡漢字的發展，因為使用習慣、文化認同、政治觀點或意識型態的不同，
存在著許多激烈的、意氣的爭辯，許多人各執其是，攻人之非，造成更多分裂與隔閡。然站在學
術研究的立場上，我們希望能有一個持平的立場，不否認簡化字體學習使用者眾多，也在書寫便
捷得工具性方面勝出，但我們更希望能兼顧到傳統漢字的形義契合，加深學習者對漢字深厚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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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尋求一個兩全的作法。

參．陸籍生對漢字文化意見回饋
2014 年臺灣中央大學國際處接待一批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的短期交換生，在短短的三星
期中，我安排了 18 小時的「漢字文化概說」課程，希望能給這群非中文系、非漢語言文字專業、習
用簡化字的同學們，對傳統漢字有更深層的認識。課程安排包括主題一：「漢字的前世今生」，講授
漢字的特質、漢字造字法則、漢字產生的古老傳說、臺灣的敬字文化—聖蹟亭、漢字的簡化等等。
主題二：
「漢字與民俗」
，講授漢字中的聲音密碼、古漢字中的祭祀文化、從漢字看生命的循環、從
漢字看古代女性地位的漸變、十二生肖淺說等等。授課時間不長，課堂進行方式，以淺白外加圖片
的方式，希望給同學們對漢字背後的文化底蘊能有所了解。課程結束後，上課的同學們留下個人的
3

學習心得，以下摘錄部分內容，分享於後 。

一、

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自发明的那天起，直到现在一直被中国人使用。 在
学习《汉字文化概述》课中，我更加深入的了解甲骨文的由来、造字的方法、象形字的意义
等。老师用形象立体的图片使人更容易理解，也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在现代中国大陆都以简
体字为官方标准书写汉字，而繁体字仅在港澳台地区等通用。当然在繁体字中我们更加看到
了古汉字或象形字保留下来意义，而简体字在书写方面会比繁体字更容易，也容易学习。不
管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每一种书写字都有它合理存在的理由，存在即合理。（文化产业管
理系‧柯○瑜）

二、

汉字文化概说这堂课，从汉字的角度分析的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我听到乐许多从前从未
接触的知识与信息。也许是因为我大学专业并不是文学，但在我学习过程中真的没有遇到过
有老师能够这样跟我说中国字，现在真的觉得繁体字很有意思，很有历史的厚重感。中国一
直标榜的历史文化，我们却要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才能找到它真正的魅力。为何？（传播学
专业‧吴○亮）

三、

如此系統地學習漢字的結構和意義，其實我是第一次。小學的時候，語文老師重點教授的
是漢語拼音和漢字的正確寫法，並沒有從字的本身結構和意義去教導。這次來中央大學，
能夠學習到這樣的知識，真的感到很有新意。經常說漢字是博大精通、蘊意深長，古人在
造字的時候，都不是為造字而造字，而是因為要述說著某種意義，所以漢字不同於阿拉伯
語系這些表音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借用李老師的講義來說，我國文字屬於形系文
字，乃藉形以表義。漢字的美，美在形體，美在它婉轉曲折的筆畫，美在它豐富的文化意
涵。（藝術與傳播學院‧魏○斯）

四、

《汉字文化概说》这堂课，主要讲的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从象形字，
甲骨文，小篆，金文，到现在的汉字演变。通过李老师对汉字的讲解，我了解到汉字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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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同學繳交的學習心得，大都以簡化字繕打，也有幾位用正體字的，文中引錄則忠於撰寫者原本採
用的字體。顧及個人隱私，作者姓名部分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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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重要性，了解到历史对汉字的影响和汉字对历史的记录，二者相辅相成。汉字是人类
文明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在课堂上，李老师对于汉字的研究独具慧眼，
讲解生动有趣，易懂，课堂和学生的互动也是十分精彩，频繁。总之我十分喜欢《汉字文化
概说》这堂课，也感谢中央大学有如此好的老师，带给我不一样的课堂和知识。（传播学专
业‧曾○翘）
五、

我天天與漢字這些小方塊打交道，卻是第一次發現漢字原來有著如此別致的魅力。在我看來，
每一個漢字都像一座小小的橋樑，這座小小的橋樑看似毫不起眼，但它們卻連接了我們的歷
史、我們的文化，聯結了古人與今人，傳承的是我們一脈相承的華夏文明。它們絕不僅僅是
簡單的一筆一劃，它們是那一條條小小的紐帶。相比於簡體字，其實我更喜歡正體字，也就
是我們所說的繁體字。在平時的生活中，我也主要使用的是繁體字，不僅僅是因為繁體字看
起來有著特殊的美感和構造上的平衡感，更是因為繁體字可以讓我時刻想起自己的民族曾經
有著豐富的歷史。在大陸，平時學習、工作、生活都是使用的簡體字，我卻有一次在遞交讀
書報告作業的時候使用了全篇的繁體字，那種感覺很好！雖然可能寫字可能會成為一項挺麻
煩的工作，但是卻也非常有趣。（傳播學專業‧邱○蔚）

六、

虽然对汉字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但关于大陆汉字简化的争论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我们接收
了太多简化字是多么多么不好的观点，耳濡目染，也经常瞧不起我们的简体字，觉得简体字
应该再改回正体字。来了这里，才知道简化字的由来。1965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汉字进
行了简化，主要出于方便书写、交流，降低印刷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以及为了降低文盲。经
过几天的学习，也让我对两套文字系统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其实存在即合理，不必过
度妖魔化正体字的，也不必过度偏袒简体字。经过数年的演变，各地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文字
的实用，也没有必要将两套文字系统合并为一套。按其固有规律演变，才是更好地选择。
（传
播学专业‧杜○）

七、

汉子文化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领域，熟悉在于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真正
了解它。大陆推行简化字以后，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但是从汉字文化的角度，这个看似延长
文字寿命的手段实际上也在削短它的寿命。文字的象形和会意都在逐渐消失。通过此番学习，
我得以重新拾起文字的过去，就像童年的珍贵回忆。文字的演变和发展，正是所有人类共同
的记忆。有些民族遗忘了，有些民族把它继承了下来。（传播系‧段○）
為這批來自大陸的同學們上課，不在說明繁簡漢字的優劣，而是站在文字自然發展與約定俗

成的特性，以客觀的角度來介紹文字的演變與發展。誠如學生心得中所說：「不必過度妖魔化正體
字的，也不必過度偏袒簡體字。」讓學生真心喜愛漢字、了解漢字文化底蘊，才是此次安排課程
目的之所在。

肆．古漢字與古文化關係密切
文字和文化之間有一個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文字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文化的發展也會
影響著文字的產生與變異。古代漢字即是以古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仰觀於天，俯察於地，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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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週遭的花草樹木、鳥獸昆蟲、山川地理、人事意念等等，於是造出許多具象、抽象的符號，得
以反映當時的生活樣貌。
漢字屬形系文字，為一圖象式文字。漢字形體與音、義之間的聯繫，反映先民在文字創製之初
的原始思維，同時傳達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生活面貌。換言之，漢字就是一種蘊含豐富文化內容的符
號。
漢字除了紀錄漢族語言外，它也是傳統文化的載體。華夏民族古老文化與文明的再現，正要
仰賴於對漢字的學習與研究。李圃先生曾說：「殷商甲骨文字又是圖畫性表意性最突出的文字，它
積澱著上古豐富的文化內涵。我們可已通過這些表意很強的文字，探知先民的原始文化心態，例
4

如原始思維，審美意識，神經心理認知等。」 由於漢字紀錄了中華民族有歷史以來的文化與文
明，從古漢字研究著手，配合考古學、古文獻學、歷史學等相關資料，將可以把漢民族先民生活
樣貌與歷史文化具體呈現。是故，先民的社會狀態、思維意識自然而然也被記錄在古代漢字之
中。
例如：
「葬」字，篆文作

。《說文》：「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卷中》解釋「死」字：「

、

，像生人拜於朽骨之前，死之義也。」人死之後將遺體藏於草野之中，故字形从死在茻中。然
而篆形中還有一橫，許慎曰：「一，其中所以薦之。」並引《易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說明「一」為遺體有所墊藉之義，亦如段玉裁引《吳越春秋》云：「古者人民樸質，飢食
鳥獸，渴飮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反映遠古時代棄屍野葬的民情風俗。因此，許慎
於「弔」字下云：「

，問終也。從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从人持弓，會敺禽也。」

正因野葬之俗，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孝子守孝驅禽，故人持弓以助之。
以此說明弔喪問終之義。雖然，許慎對「弔」之訓釋，未盡符合甲骨金文辭例的用法，然他在
「葬」、「弔」二字的說解，卻與古代野葬之民俗及相關文獻相符，確有其參考之價值。
又如：
「閏」字。《說文》
：
「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
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其云：「餘分之月，五歲再閏」，計
算方式是參照陽曆與陰曆的時間差而來。古代所謂「歲」係指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約 365.25
天，即俗稱陽曆年。而「年」是由十二個朔望月所構成。一月則為月球繞地球一周，故一年約 354
天。即俗稱陰曆年。而陽曆年與陰曆年每年相差十一天餘，故每五年要設兩個閏月來彌補陰陽曆
之差。故《易經．繫辭傳》云「五歲再閏」，而許慎承之。《說文》中對於「閏」字的記載，正
反映了古代陰陽合曆的事實。

伍‧形義相合的古漢字特質
誠如前面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台灣本地生或是外籍生，都一致認為傳統漢字比較能符合漢字
的造字規則，表意功能比較明顯，較能讓使用者了解文字的含義。因此，藉由古代漢字形義的探討，
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會的各個面向，突顯古漢字所蘊涵的文化深意，體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然
4

李圃：
《甲骨文文字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年）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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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時代的移轉，新文化新事物，給漢字賦予新的意義和內容，藉由古今詞義的演變，也讓今
人對於古詞新義有更多的了解和想像空間。以下將就古代漢字形義相合的特質，舉三例予以說明。
例如「即」字，甲骨、金文作 、

，字形像人就食之形。

為薦熟食器（簋也）。《說文》

曰：
「即，即食也」
，表示人正要進食之義，文字形義相合。現代漢語中，「即」字有即將、正要之
意，便是由其初形本義發展而來。（參見附圖一）
又如「棄」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

。字形像雙手(廾)持箕棄子之形。此字反映上古有棄

子之俗，初生早夭之幼子，夾帶血水之跡，置於箕中，雙手持以棄之。《說文》:「棄，捐也。從
廾，推 棄也。」許慎以「捐也」釋之，也是從初形本義引申而來。（參見附圖二），今簡化字作
「弃」，乃取自於《說文》重文，字形像兩手捧子，亦有棄子之義，形義相合。
又如「毓」字，甲骨、金文作

、

、

、

諸形，字形像婦女產子之形。形構从女(或从

母、或从每)，旁邊產下一子之形（參見附圖三），故「生育」為其本義。《說文》以「育」為正
篆，訓為「教育」義，曰：
「育（毓）
，養子使作善也。」然今日常見成語，如「毓子孕孫」，意
指生養子孫，繁衍後代。「鍾靈毓秀」形容能作育傑出人才的環境。其「毓」字皆有孕育、生養
之義，當由其初形本義引申發展而來。
類此之例，不勝枚舉。漢字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漢語的載體，更是一種華夏祖先的鮮活的
想像力，他們渴望去描述他們所生活的事物，希望記錄下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他們藉由觀察，將
所見所聽所聞用自己的方式描繪出來，栩栩如生的圖畫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洗禮，終於沉澱下來，
於是便產生了文字。正由於古代漢字保留許多創制之初的雛形，這些原始型態的初文往往反映了
當時的風土民情與思想概念。隨著地下文物的陸續出現，我們接觸的機會趨多，能藉由可見之文
字資料，了解與古人生活關係密切的種種事物，進一步探索先民生活與思想的實況。因此，現存
古漢字材料是值得我們珍視的一批寶藏。

陸‧結語
古代漢字是一種圖示性很強的文字，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圖表意的作法已不能滿足人類
日趨複雜的生活形態及心理意識，於是，漢字逐漸有形聲化的傾向。傳統的六書造字法則，從象
形、指事、會意到形聲字的過程，便是文字聲化的過程。結合聲音的因子，使得文字的創製更加
迅速，能大量產生以符合社會的需求。
隨著兩岸政治型態的分治，同樣用以記錄中華民族文化的漢字也產生了分化，發展至今，已
逾半世紀，儼然已成為兩套形體各異、各有其使用對象與擁護者的漢字系統。近年來由於華語文
學習熱潮，許多非漢字文化圈人士紛紛投入學習漢語文字的行列，因知漢語文字在國際上的地位
5

日顯重要。宋永培先生曾說：
「漢字也是史料，漢字的本義具有直接表述古史的寶貴價值。」 筆者
希冀能強化漢字本身豐富的文化意涵，讓外國人學習漢語、漢字的同時，也能深刻體會漢字婉轉
5

宋永培：
《
〈說文〉漢字體系與中國上古史》
（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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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筆畫之美，以及漢字中蘊藏的古代社會思維。
從文字發展的過程來看，漢字簡化運動已然是一個不變的事實，也是漢字形體發展史中存在
的歷史，「漢字簡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漢字個體內部結構的簡單化，筆畫降低，偏旁縮
6

減；二是漢字數量的減少。 」換句話說，漢字簡化是以朝向簡便運用、容易學習的原則發展。此
外，漢字簡化除了符號化之外，另有一種「同音替代」的做法，意即用一個簡化字來代替幾個原
本不相同的幾個字。例如：用「发」字代表「發」、「髮」；「卜」字，除了表原先占卜的
「卜」字外，也拿來當作「蘿蔔」的「蔔」字簡化字；「干」字在古代漢語中，原表武器之義，
然而在現代中國大陸的使用，除了其初形本義之外，還包括了「幹」、「乾」
「榦」等字的用法；
「髒」、「臟」均簡作「脏」……等。此一做法的目的，確實能降低漢字的數量。然而這樣「多
繁對一簡」的併用，卻造成了漢字的表意功能削弱，讀者必須依賴上下文才能準確理解文意，這
也是教學者不得不留意的地方。
個人認為，簡化漢字就是一種傾向以聲代義的文字，逐漸脫離了古代漢字以形表義的特質。
當然，作為一種傳達訊息、溝通意念的文字符號，只要使用者都認同了，約定俗成了，能達到溝
通交流的目的，似乎也就完成文字的工具性功能。不過，為了保留傳統漢字的厚實度與文化底
蘊，作為一個漢字教學者，仍應堅持透過文字形義發展的歷史脈絡，來讓學習者能真切了解漢字
的詞義變遷與豐富的義蘊，進而體會中國文字之美。同時，在兩岸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對
於簡化漢字與傳統漢字在繁簡轉換所產生的錯誤現象則應該盡量避免。
因此，如何兼顧文字的便捷性與文化內涵的結合，強化漢字的故事性與趣味性，讓非華語圈
的外籍人士在學習漢字時，除了學習基本的交流訊息、表情達意的工具性能外，更能體會中華文
化的博大精深，感受漢字形體本身的美感，與豐富的內涵。希冀在日趨國際化的今日，讓漢字的
學習變成一種世界的潮流。

【附圖一】
動畫製作—「即」字

6

蘇新春：
《漢字的語言性與語言功能》，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頁 137。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附圖二】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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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對越南社會的影響：
以二十世紀初期喃字鄉俗文本的漢字使用為例
DAO Phuong Chi
[摘要]二十世紀初期越南鄉俗文本之中現存不少喃字本，此些文本之中又雜記較多漢字。
其用法分別在詞、詞組、句子、文段等四級，而都被用於特定場合，其中的理由一定不是偶然
的。本文對上述四級漢字用法進行分析，探討喃字鄉俗文本里漢字使用的原因， 認為：其特定的
使用就是當時越南人“漢尊喃卑”觀念的表現之。
[關鍵詞]

鄉俗文本、漢字、喃字、文字

20 世紀初期以前越南古鄉俗文本中的文字共有漢、喃、法、國語四種，其中漢字與喃字是最
常見的。用喃字來記鄉俗的主要目的是讓村民好看好懂：“略分為條目，用國音臚陳於左，以便觀
覽”1，但實際上那些文本之中雜記較多漢字。漢越詞在越語詞匯中占絕大比例2應該不是漢喃雜記的
原因。（本文所說的漢字是指語言層面的漢文書面記錄，而不是喃文中也常使用的漢字，即越南語
書面語言--喃文中的漢字。）
筆者隨機採取越南 5 省的 12 鄉俗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那些文本如下：
1. 河東省丹鳳縣楊柳總桂楊社風俗 AF.a2/14（維新八年 – 1914 年撰）。
2.河東省懷德府慈廉縣富家總瑞芳社風俗 AF.a2/63（維新九年 - 1915 年撰）。
3. 河東省丹鳳縣得所總芳榜社風俗 AF.A2/17（啟定元年 – 1916 年抄）。
4. 河東省丹鳳縣楊柳總安所社風俗 AF.a2/15（維新八年 - 1914 年撰）。
5. 河南省金榜縣芙榴總各社俗例（芙堤社）AF.a10/5（啟定五年 - 1920 年撰）。
6.河南省維先縣木丸總衙舍社俗例 AF.a10/23（啟定三年 – 1918 年抄）。
7. 河南省金榜縣日就總各社村俗例（超詣社）AF.a10/4（啟定五年 – 1920 年撰）。
8. 山桐社鄉例3 AF.a2/22（維新七年 - 1913 年）。
9. 興安省安美縣安富總豪川社同羅村俗例 AF.a3/57（啟定四年 - 1919 年撰）。
10.興安省文林縣桐舍總美舍社米豆村券約 AF.a3/65（维新十年 – 1916 年抄）。
11.美舍社曲江村券例 AF.a3/65（維新九年 - 1915 年撰）。
12.富壽省清波縣拋網總拋網社俗例 AF.a12/38（啟定六年 – 1921 年抄）。
依筆者所見，在鄉俗文本中，很多時候理當用喃字（越文）來記，但文本作者又以漢字
（漢文）來代替。其漢字用法分別用在詞、詞組、句子、文段等四級，此四級的出現次數分別為
7964、115、 34、 5 次。

1

AF.a10/23，頁 1a.
據文字專家們統計越語中有 65 – 75%詞語是漢越詞的。
3
其文本原無名字。
4
因本文只統計合成詞（多音節詞）而不統計單純詞（單音節詞），所以實際上漢越詞數量還超過本文
中所提的數量。
2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一．詞級
可把漢越詞使用方式分成兩類： 一是必要性的（對越南人來說很熟悉的或者沒有同義的純
越詞，例如：八音、利益、物料）；二是非必要性的（有同義的純越詞，例如：漢文“香蕉”的
越文同義詞是 “樶”（Chuoi） 或 “樶蕉” （Chuoi tieu）；漢文“年終” 的越文同義詞是“𡳳
𢆥” （Cuoi nam）；“修理” 的越文同義詞是 “𢯢𡪇” （Sua chua）等等）。
非必要性漢越詞共有 59 詞，那些汉越词的使用情况有如下三个程度：一是漢越詞的数量多
于同義純越詞的；二是漢越詞等于同義純越詞的；三是漢越詞少于同義純越詞的，三程度的漢越
詞数量分別是 19、7、34。
在那些文本中使用的文字是喃字、使用的語言是越語，所以純越詞多於漢越詞是理所當然
的。應當注意的是漢越詞多於同義純越詞的現象。漢越詞或純越詞的選擇是否與語境有了關係？
筆者做了統計表，希望能找到答案：
表一：漢越詞多於純越詞
詞
漢越詞
純越詞
語境
詞
文本
詞
文本
(次數)
(次數)
(次數)
(次數)
I
II
III
IV
V
VI
6
AF.a10/23
(1)
“嫁娶不論財”
AF.a10/4 (1); AF.a12/38
書名
𥙩饒 (3)
嫁娶
(3); AF.a3/65b (1);
1
(21)5
AF.a2/63 (1); AF.a2/17
(5); AF.a2/15 (1)
AF.a3/65b; AF.a2/17 (2)
條目名
AF.a3/65a (1); AF.a2/17
AF.a3/57 (2); AF.a2/17
動作
(1); AF.a10/5 (1);
(1)
AF.a2/15 (1)
2 條目名
𠰍后 (3) AF.a2/63
後忌 (4) AF.a2/17 (2); AF.a2/15
AF.a2/17
AF.a10/4 (2)
忌日名
3 職事
會長 (7) AF.a10/23 (1);
長會 (4) AF.a2/17 (1); AF.a2/15
AF.a2/17(3); AF.a10/5 (2);
(3)
AF.a2/15 (1)
4 被盜賊打傷
傷弭 (1) AF.a2/15 (1)
輕傷 (3) AF.a10/4 (1); AF.a3/65a
(2)
職事
記錄 (3) AF.a2/14 (1); AF.a2/22 (1) 𥱬劄 (2)
5 動作
AF.a2/14 (1); AF.a10/23
(1)
AF.a2/14 (1); AF.a10/23
AF.a3/57 (1)
一筆錢名稱
(1); AF.a10/4 (1);
6
攔街 (9) AF.a3/65a (1); AF.a3/65b 庄絏 (2)
(1); AF.a2/15 (1)
AF.a3/57 (1); AF.a2/17 (2)
一筆錢 / 條目名
稱
AF.a3/57 (1)
動作
AF.a10/4 (1); AF.a2/17
AF.a2/17 (1)
在書中記錄
7
明白 (8) (4); AF.a2/15 (1);
AF.a2/15 (2);
在收據記錄
8 在書中記錄
AF.a2/17 (3)
5
6

在欄 III 和欄 V 的括號中的數字是在欄 III 中的詞的出現次數。
在欄 IV 和欄 VI 的括號中的數字是此詞在欄 II 中的語境中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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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收據記錄
仲裁
買賣事項
鄉俗條目
一筆錢名稱

10

祭禮名稱

11
12

衛生
職事

分明 (7)

街例 (2)
入席
(12)

AF.a2/22 (1); AF.a3/65a
(4); AF.a3/65b (1);
AF.a2/17 (1); AF.a2/15 (3)

污穢 (1)
寫文
(24)

AF.a2/17 (2); AF.a10/5 (1)
AF.a10/23 (2); AF.a10/4
(5); AF.a2/22 (2);
AF.a3/65a (1);AF.a2/63
(3); AF.a2/17 (1);
AF.a10/5 (1); AF.a2/15 (1)
AF.a10/4 (1); AF.a3/65a
(1); AF.a3/65b (1);
AF.a2/17 (3); AF.a10/5
(1); AF.a2/15 (1)
AF.a2/22 (1)
AF.a2/17 (2)
AF.a2/14 (5); AF.a3/57
(2); AF.a2/22; AF.a12/38
(3); AF.a3/65a (5);
AF.a2/63 (7); AF.a2/17
(4); AF.a10/5 (5);
AF.a2/15 (5)
AF.a2/22
AF.a3/57 (1); AF.a10/5
(1); AF.a2/15 (1)
AF.a2/15 (2)

動作

13
14

在祭田耕種的人
土地名稱
職事

祭田 (3)

守櫃
(38)

15
16

17

職事 / 條目名
祭禮名稱
向政府交納的稅
銀
向鄉村交納的稅
銀
祭禮名稱

秋祭 (3)
稅銀 (2)

𤑟𤉜
(1)

例攔街
(1)
𠓨盎
(10)
涂泍
曰文
(7)

AF.a3/57 (1) 1
AF.a3/65a (2)
AF.a2/14 (1); AF.a3/65a
(1); AF.a3/65b (1);
AF.a2/63 (1); AF.a2/17
(3); AF.a2/15 (3)
AF.a2/17 (1)

AF.a2/17 (7)

祭
(1)

AF.a2/15 (1)
AF.a2/14 (3)

㑏櫃
(3)

祭秋 (2)

AF.a2/14 (1); AF.a2/15
(1)

錢稅
(1)
AF.a2/15 (1)

上田 (7)
祭禮名稱 / 條目
名
被盜賊打傷

AF.a2/63 (1)
AF.a3/65a (1)
AF.a2/17 (1)
AF.a10/5 (1)
AF.a12/38 (4)

AF.a2/14 (1); AF.a10/23
(1); AF.a3/57 (1);
AF.a2/22 (1); AF.a3/65a
(1); AF.a2/63
AF.a2/63

AF.a2/15 (2)
𨖲垌
(2)

AF.a10/23; AF.a10/4;
傷𥘀
AF.a2/15 (2)
AF.a3/65ª (2)
(2)
19 祭禮名稱
春祭 (6) AF.a2/14 (1); AF.a2/17
祭春 (5) AF.a2/14 (1); AF.a2/63
(1); AF.a10/5 (3);
(1); AF.a10/5 (1);
AF.a2/15 (1)
AF.a2/15 (2)
越南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已受到了很多中國的影響，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字和語言。歲
月荏苒，漢越詞對越南人來說越來越熟悉，慢慢地成為越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越南人在很長
一段時間生活在雙語環境。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越南人曾說：“[...] 許多人眼不曾讀過漢字而他們
18

重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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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說出語言的三分之二就是漢字，[...] 像說國語一样發言”7，所以漢越詞純越詞混用在越語是
常見的，上面所提到的十九對應詞可作一个例子。
在那些對應詞中，有 8 對應詞只在一個語境出現 （第 3、 4、9、10、11、15、18、19 等對應
詞），其中只有三對應詞（第 4、9、19 的）沒有同義純越詞混用的現象，例如：AF.a10/4 、
AF.a3/65a 兩文本只使用“輕傷” 而不使用“傷弭”；AF.a2/15 只使用“傷弭” 而不使用“輕傷”。
其餘五個詞對（第３、１０、１１、１５、１９等對應詞）有同義純越詞混用的現象，例
如：AF.a2/17、AF.a2/15 兩文本“會長”和“長會”混用；AF.a3/65a、AF.a3/65b、AF.a2/17、
AF.a2/15 四文本“入席”和“ 𠓨盎” 混用等等。
很有可能那些現象的原因是由於當時人生活在雙語環境，所以漢越詞或是純越詞的使用只是
偶然的，但其餘對應詞（出現於不同語境的：第 1、2、4、5、6、7、9、12、13、14、16、17、18
十三對應詞）好像與前者不同。
表三：在不同語境中出現的漢越純越對應詞
詞
漢越詞

- 詞類
- 意義
- 語境

II

名詞

I

1

成語
書名

詞
(次數)
III
嫁娶
(20)8

條目名稱
動詞

名 名詞
詞

條目名稱
忌日名
職事

2
5

後忌 (4)
記錄 (3)

文本 (次數)
IV
AF.a10/23 (1)9
AF.a10/4 (1); AF.a12/38 (3); AF.a3/65b
(1); AF.a2/63 (1); AF.a2/17 (5); AF.a2/15
(1)
AF.a3/65b; AF.a2/17 (2)
AF.a3/65a (1); AF.a2/17 (1); AF.a10/5
(1); AF.a2/15 (1)
AF.a2/17 (2); AF.a2/15
AF.a2/17
AF.a2/14 (1); AF.a2/22 (1)

純越詞

詞
(次數)
V

一筆錢名稱

名詞

形容
詞

8

一筆錢名稱 /
條目名稱
動詞
在書中記錄

明白 (8)

形容詞

7

攔街 (9)

分明 (7)

在收據記錄
鄉俗條目
在書中記錄
在收據記錄

AF.a2/14 (1); AF.a10/23 (1); AF.a10/4
(1); AF.a3/65a (1); AF.a3/65b (1);
AF.a2/15 (1)
AF.a3/57 (1); AF.a2/17 (2)

AF.a10/4 (1); AF.a2/17 (4); AF.a2/15 (1)
AF.a2/15 (2)
AF.a10/5 (1)
AF.a2/17 (4)
AF.a2/63 (1)

VI

𥙩饒 (3)

𠰍后 (3)

AF.a3/57 (2);
AF.a2/17 (1)
AF.a2/63
AF.a10/4 (2)

𥱬劄 (2)

動詞

6

文本 (次數)

AF.a2/14 (1);
AF.a10/23
(1)
AF.a3/57 (1)
庄絏 (2)

𤑟𤉜 (1)

AF.a3/57 (1)
AF.a2/17 (1)

𤑟𤉜 (1)

AF.a3/57 (1)

阮夢竿：《南學漢字課本》，見《小引》，第二版，1929 年，轉引自范文蒯《二十世紀漢字的一些問
題》，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1 年。
8
在 III 與 V 欄中的括號内的數字是表示 III 與 V 欄中的詞的出現次數的。
9
在 IV 與 VI 欄中的括號内的數字是表示此詞在 II 欄中的語境的出現次數的。
7

12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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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
職事

寫文
(24)

13

名詞

動詞
祭田
(3)
守櫃
(38)

名詞

14

在祭田耕種的
人
土地名稱
職事

名詞

16

稅銀
(2)

AF.a2/17 (2)
AF.a2/14 (5); AF.a3/57 (2); AF.a2/22;
AF.a12/38 (3); AF.a3/65a (5); AF.a2/63
(7); AF.a2/17 (4); AF.a10/5 (5); AF.a2/15
(5)
AF.a2/22

曰文
(7)
AF.a2/17 (7)
祭
(1)
AF.a2/15 (1)
AF.a2/14 (3)

㑏櫃
(3)

錢稅 (1)

AF.a2/15 (2)

AF.a2/15 (1)

上田
(7)

名詞

17

職事 /
條目名稱
向政府交納的
稅銀
向鄉村交納的
稅銀
祭禮名稱

AF.a3/65a (1)
AF.a10/23 (2); AF.a10/4 (5); AF.a2/22
(2); AF.a3/65a (1); AF.a2/63 (3);
AF.a2/17 (1); AF.a10/5 (1); AF.a2/15 (1)
AF.a10/4 (1); AF.a3/65a (1); AF.a3/65b
(1); AF.a2/17 (3); AF.a10/5 (1); AF.a2/15
(1)
AF.a2/22 (1)

AF.a2/14 (1); AF.a10/23 (1); AF.a3/57
(1); AF.a2/22 (1); AF.a3/65a (1);
AF.a2/63
AF.a2/63

𨖲垌
(2)

AF.a2/15 (2)

名詞

祭禮名稱 /
條目名稱
暫時不考慮到上表的第１６、第１７各對應詞（因為漢越詞與純越詞的使用次數差距不大、
語境也沒有明顯的差別）；其餘漢越詞或是純越詞的選擇很有可能不是無意而為的。
可看出各對應詞雖然在不同語境中出現但只有第７和第８對應詞是形容詞，其餘的都是名詞
和動詞。詞類是否與漢越詞或是純越詞的選擇有關？漢越詞和純越詞在各詞類中的出現次數，如
下表：
表四：漢越詞和純越詞在各詞類中的出現次數
詞
漢越詞
純越詞
- 詞類
- 意義
- 語境
詞
次數
詞
次數
I
II
III
IV
V
VI
1
婚禮
1
1610
𥙩饒
嫁娶
12
書名
條目名

3
動詞

10

名詞

5
6

條目名
忌日名
職事

後忌

動詞
一筆錢名稱
一筆錢名稱/ 條目名
動詞

記錄

名 名詞
詞

2

4
3
1

3
4

在欄 IV 右邊的數字表示在欄 II 的名詞或動詞的總數。

6
3

1
2

3

𥱬劄

3

攔街

𠰍后

2
1

9
庄絏

1

7

名 形容 形容詞
詞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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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記錄
在收據記錄

明白

10
3

13

𤑟𤉜

1

1
2
𤑟𤉜
1
鄉俗條目
分明
1
仲裁
12
16
職事
寫文
曰文
7
動詞
13
1
3
在祭田耕種的人
祭田
祭
2
1
土地名稱
14
37
3
職事
守櫃
㑏櫃
38
1
職事 / 條目名
16
2
2
向政府交納的稅銀
稅銀
錢稅
1
向鄉村交納的稅銀
17
6
7
2
祭禮名稱
上田
𨖲垌
1
祭禮名稱 / 條目名
據上表可計算名詞和動詞的數量，如下表：
表五：名詞和動詞的數量
TT
詞
詞類
漢越
純越
名詞 動詞

1
15
4
嫁娶

𥙩饒
0
3

2
4
0
後忌

𠰍后
3
0

5
3
0
記錄

𥱬劄
0
2

6
9
0
攔街

1
1
庄絏

12 寫文
16
8

0
7
曰文

13 祭田
3
0

1
0
祭

14 守櫃
38
0

3
0
㑏櫃

16 稅銀
2
0

1
0
錢稅

17 上田
7
0

𨖲
2
0
垌
108
25
總數
上表是漢越詞與純越詞的名詞、動詞的總數，其結果顯示名詞的優勢。漢越詞和純越詞的名
詞、動詞的分別數量，如下表：
表六：漢越詞、純越詞的名詞與動詞的數量
漢越詞
純越詞
名詞
動詞
名詞
動詞
97
12
11
13

名詞 名詞 名詞 名詞

8

可見，在純越詞中名詞的數量與動詞的相差不多，甚至還少於動詞的，但在漢越詞中名詞的
數量卻大大多於動詞。這顯示在漢越詞純越詞兩可的時候，如果該詞帶有名詞性，被選擇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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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出現
次數
總數

是漢越詞。那些名詞絕大部分不是一般名詞 --- 從意義來看一般屬於定名名詞（職事、書名等
等）、從語境來看一般的是條目名。依据此 97 名詞，可列出它們的出現次數和意義，如下表：
表七：名詞的出現次數與意義
專有名詞
普通名詞
書
條
職 一筆錢 田土 祭禮 條目名
條目名 /
條目名 / 忌日 在祭田
稅銀
名
目
事
名稱
名
名稱 / 職事
一筆錢名 祭禮名稱
名
耕種的
名
稱
人
12
6
56
6
2
6
1
3
1
1
1
2
95
2
據上表，可算出各種意義的名詞的數量（從多到少循序安排），如下：
專有名詞：95 詞
職事：56
書名：12
條目名：11
一筆錢名稱：9
祭禮名稱：7
田土名稱：2
忌日名：1
在祭田耕種的人：1
普通名詞：2 詞
稅銀：2
專有名詞的数量與普通名詞的的明顯差別顯示出：在有同義純越詞而被選擇的又是漢越詞的
時候，一般來說該詞是專有名詞（占 97,94%），其中帶有職事意義的專有名詞是最多的（占專用
名詞的 58,95%、占名詞的 57,73%）；漢越詞被用於普通名詞的現象雖有，但不是常見的（只占名
詞的 2,06%）。那就是說，在鄉俗文本中，在定名的時候，特別是說到某職事的一般有漢化的趨
向。

二．詞組級
在本報告所提的鄉俗文本中共有 116 個漢越詞組，那些詞組可分成以下 3 小組：.必要保留
原樣式的漢越詞組（因越語中沒有同義的純越詞組），例如：“各例額”、“翰林供奉”、“領
憑”；.可換成不全格式越文的漢越詞組11，例如：“投票”換成“補票”；“勸農路”換成“塘
勸農”（duong khuyen nong）；“春秋祭” 換成“ 祭春秋”（te Xuan Thu） ；.可換成全格式越
文的漢越詞組（即只包括純越詞的詞組），例如：“男婦老幼” 換成“ 𤳆𡛔𦓅𥘷”(trai gai gia
tre)；“上田” 換成“ 𨖲同”(Len dong)；“滄海桑田” 換成“ 𡌣𣷭埌橷”(bai be nuong dau)。具
體數量，如下表：
.必要保留原樣式的漢越詞組
此式共有 12 詞組，如下：
表八：必要保留原樣式的漢越詞組
漢字
意義 / 語境
出現次數
1.
1
各例額
2.
56
正副會同 名詞 / 職事
3.
3
正副里
名詞 / 職事
4.
28
正副里長 名詞 / 職事
5.
1
管奇
名詞 / 官職
6.
23
正副總
名詞 / 職事
11

此概念是暫時設立的，意義是指雖然可換成越文但因在越語沒有同義純越詞而不能全刪漢越詞的詞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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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翰林供奉
領憑
里副鄉
里副長
催詩催挽

名詞 / 官職

1
3
2
4
1

名詞 / 職事
名詞 / 職事
名詞 / 一筆錢名
稱
12. 先次紙
28
名詞 / 職事
上表的 10 個詞組是帶有定名意義的，其中 9 個詞組是指職事或者官職的；1 個詞組是指一筆
錢的名稱。可見詞組級的情況與詞級的是相同的：漢越詞、詞組的絕大部分是名詞；名詞的絕大
部分是指職事的。
.可換成不全格式越文的漢越詞組
此式共有 88 個詞組。如上面所提，那些漢越詞組雖然可以换成純越的，但只有 9 個
（10,23%）詞組被換成純越的。在此 9 個詞組中只有一次漢文詞組多於純越詞組（2 比 1）；有 2
次漢文詞組和越文詞組的次數是相同的；有 6 次漢文詞組少於越文的。
因報告篇幅之有限，筆者只可以從式漢文詞組統計表選出一些數據。依筆者所見，可以照
語法與意義兩個標誌來分類各詞組。照語法標誌，可把詞組分成三小類：一是名詞組，例如：
“四時八節” 12 ，二是動詞組，例如：“重事體” 13 ，三是名動混用詞組，例如：“稱其家之有
無”14 ，如下表：
表九：鄉俗文本中的漢文名詞組各小類
小類
詞組數量
出現次數
（%）
（%）
61 (70,11%)
137 (79,19%)
名詞組
22 (25,29%)
32 (18,50%)
動詞組
4 (4,60%)
4 (2,31%)
名動混用詞
組
87 (100%)
173 (100%)
總數
據上表，可看出名詞組的數量大大多於其餘两小類的。回顧上面漢越詞名詞出現次數的情
況，可看出在鄉俗文本中，漢文結構被偏用於名詞性的是常見趨向。
.可換成全格式越文的漢越詞組
此式共有 16 詞組，具體如下：
表十：可換成全格式越文的漢越詞組
原文
詞組小
意義---語境
出現次數
越化詞組
出現次數
類
I
II
III
IV
V
VI
1
1
𢙪坦成𤲌
0
改土歸田 動詞組
田土名稱
2
2
坦罢終
0
公洲土
名詞組
田土名稱
3
1
𤲌坦終貞
0
公私田土 名詞組
田土名稱
4
3
𠢞朱役墫拮
0
護葬
動詞組
喪事
5
3
𤳆𡛔𦓅𥘷
0
男婦老幼 名詞組
指人
6
1
掑𥪝外
0
內外耕
名詞組
稅名稱
7
1
數𥪝外
0
內外籍
名詞組
稅名稱
8
1
𠄩𡞕
調論
0
夫婦雙全 名詞組
選擇主祭標
院
準
9
2
𤯨𣩂𡠣
0
生死嫁娶 名詞組
書名
10 朔望
17
幪沒𠄻
0
名詞組
日名
12

AF.a3/65a，頁 45a。
AF.a3/65a，頁 47b。
14
AF.a10/23，頁 7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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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妻鄉母貫 名詞組
2
圭𡞕圭媄
0
指人
12 鐵器
2
圖鉄
0
名詞組
兵器
13 妥議
7
盤
泊
雙
吹
0
動詞組
商討好
14 土改田
1
坦𢬭成𤲌
0
名詞組
田土名稱
15 滄海桑田 名詞組
4
𡌣
𣷭
埌
橷
0
指世事變遷
16 上下田
2
𨖲
垌
0
名詞組
祭禮名稱
上表的 16 個詞組中有 13 個帶有名詞性的，只有 3 個帶有動詞性。在 13 個名詞組中有 12 個
帶有定名性。像式一样，雖然可以換成純越詞組（請看欄 V），但純越詞組全不出現。漢越詞所
以被越南人使用的原因之一是它簡短，所以第 4、8、10 的三個詞組不被越化是可以容易理解的
（此詞如被越化，就變成冗长的），但其餘的 13 詞組就不一樣：如果被越化它們的音節數量還能
保留的，那為何不被越化呢？很有可能在越語，至少是在 20 世紀初期，漢越詞和漢文對越南人來
說還是比較熟悉，所以它們不但使用漢越詞而且還很熟練地使用漢文語法詞組。可見，漢文詞組
的使用是越南人的一種習慣而不是沒有別的選擇的。

三．句子級
在 12 鄉俗文本中，筆者找到 36 漢文句子。其語境和出現次數，如下表：
表十一：在鄉俗文本中的漢文句子
原文
語境
出現次
文本
數
I
II
III
IV
1
1
AF.a3/65
本村增補條約
文本名稱
a
2
1
AF.a2/63
改良民俗卷例
文本名稱
3
1
AF.a2/63
政治條例以下
小目首句
4
2
AF.a3/57
民村改良俗例新簿
文本名稱
5
1
AF.a2/14
維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落款
6
1
AF.a3/65
維新九年八月十日
落款
a
7
1
AF.a2/17
維新九年二月初八日
落款
8
1
AF.a3/65
維新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立茲約 落款
b
簿
9
10
11

維新九年四月初一日
維新七年二月初十日
仝村上下共記

落款
落款
簽名

1
1
1

12
13

仝社永後遵依施行
嫁娶不論財

正文的結句
成語摘引

1
1

14

河東省丹鳳縣楊柳總桂楊社風
俗
河東省丹鳳縣楊柳總安所社風
俗
河東省丹鳳縣得所總芳榜社風
俗
河南省維先縣木丸總衙舍社俗
例
河南省金榜縣芙蒥總芙堤社俗
例
河南省金榜縣芙蒥總芙堤社耆
目里役仝社等拜呈

文本名稱

1

AF.a2/63
AF.a2/22
AF.a3/65
a
AF.a2/15
AF.a10/2
3
AF.a2/14

文本名稱

1

AF.a2/15

文本名稱

1

AF.a2/17

文本名稱

1

文本名稱

1

AF.a10/2
3
AF.a10/5

向上官申請批閱
鄉俗的申請書

1

AF.a10/5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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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

1

落款
落款
落款

1
1
1

25

啟定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抄拋
綱社俗例
啟定五年五月十五日
啟定五年七月初五日
啟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承抄本
社風俗里長王仲福
啟定三年十月十五日承派奉抄

落款

1

26

美舍社曲江村卷例

文本名稱

1

27

美舍社米豆村卷例

文本名稱

2

28
29

俗例條例以下
富壽省清波縣拋網總拋網社俗
例
富壽省清波縣拋綱社耆目里役
等承開俗例列計于後
承認實里長阮文彬銅篆下押

小目首句
文本名稱

1
1

前言

1

簽名

1

茲例
河東省懷德府丹鳳縣得所總芳
榜社仝民八甲上下等拜呈
啟定五年七月初五日

條例的結句
向上官申請批閱
鄉俗的申請書
向上官申請批閱
鄉俗的申請書
簽名
落款

52
1

AF.a12/3
8
AF.a3/65
a
AF.a2/14
AF.a2/17

1

AF.a10/4

21
22
23
24

30
31
32
33
34

AF.a12/3
8
AF.a10/5
AF.a10/4
AF.a2/17
AF.a10/2
3
AF.a3/65
b
AF.a3/65
a
AF.a2/63
AF.a12/3
8

1
AF.a2/22
原福安按察進士阮忠勸記
1
AF.a3/57
啟定四年十二月初肆日承派回
抄據見耆役遞詳奉抄成本
據上表欄 II 的句子出現次數可列出下表：
表十二：在鄉俗文本中的漢文句子的語境
文本
漢
出
語境
文
現
文
前 向上官申請批
正文
落款 簽名
句
次
本
言 閱鄉俗的申請
小 條例
正文的
子
數
名
書
目 的結
結句
數
稱
首 句
量
句
AF.a3/65ª
6
6
3
1
2
AF.a2/63
4
4
1
2
1
AF.a3/57
2
3
2
1
AF.a2/14
3
54
1
52
1
AF.a2/17
4
4
1
1
2
AF.a3/65b
2
2
1
1
AF.a2/22
2
2
1
1
AF.a2/15
2
2
1
1
AF.a10/23
3
3
1
1
AF.a10/5
3
3
1
1
1
AF.a12/38
3
3
1
1
1
AF.a10/4
2
2
1
1
36
88
13
1
3
2
52
1
12
3
出現總次數
10
1
3
1
1
1
11
2
使用漢文句
子的文本數
量
35
36

成
語
摘
引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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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二十世紀初的鄉俗文本一般有如下結構：
。文本的來歷（是抄本的還是據口頭而記錄的）
。文本名稱
。向上官申請批閱鄉俗的申請書
。前言
。正文
。落款
。簽名
如更具體地看，在中還有三個小結構：1.小目首句（例如：“政治條例以下”15）；2.條目
結句（例如：“茲例”或者“𠉞定例”16）；３.鄉俗內容總結（例如：“向上政治𨑮沒條、風俗
𠄩𨑮𦊛條，共𠀧𨑮𠄻條17。仝社永後遵依施行”）。
可看出，表十二的漢文句子的絕大多數都被使用於鄉俗文本的結構公式的語境。如從出現次
數來看“條例的結句”語境数量是處於首位（52 次），但這種句子 / 語境只在一個文本出現，所以
沒有普遍性。如從使用漢文句子的文本數量來看，可看出“文本名稱”和“落款”等語境是首位
的（分別為十個文本和十一個文本），次之為“向上官申請批閱鄉俗的申請書”（三個文本）和
“簽名”（兩個文本）。
在詞和詞組兩級中，各種漢文結構是在各種語境中被使用的，但在句子級，情況不一樣：在
36 漢文句子中有 35 句子是被使用在帶有結構公式性的語境，有 1 句子雖然不是處於文本結構公式
的語境但又是引用成語的（“嫁娶不論財”） 18。可暫時結論：在鄉俗文本中的漢文句子一般的是
處於帶有公式性、固定性的語境而不是偶然地使用。
四．文段級
在此級有 6 個漢文文段，如下表：
表十三：在鄉俗文本中的漢文文段
原文
語
文本
頁
境
1
AF.a3/65
維新十年二月十五日文林縣桐舍總美舍社米豆村耆老里役仝
前
a
民等為再議定諸條以補前例之所未備。其如何例具列于後。
言
AF.a10/2
河南省維先縣木丸總衙舍社先次紙耆里人等為奉稽立新例事
前
2
3
切茲夫鄉之有卷猶國之有律也。且吾鄉就風？卷約經今百有
言

3
4

15
16
17

餘年，殘篇斷簡閑多記憶，集？成風。轍此會同堪酌時宜，
顧古而修正，所以維持綱紀，將有望改良于時代。略分為條
目，用國音，臚陳于左，以便觀覽。茲稽定。
河東省丹鳳縣楊柳總桂楊社申豪色目耆役仝民共會在亭為立
卷事。承飾改正俗例各款，承照條目各款，改定奉例如左。
興安省美豪府文林縣桐社總美舍社米豆村鄉老里役仝村等蓋
聞鄉約諸條禮記有言鄉黨一篇論語備載是則鄉政一事誠有切
於民生日用之間民而有約一朝廷之有條律也，所以維持風
化、勸獎將來。我邑從前卷例失落，傳說相沿，因循既久，
憑於一口難辦，是非是以，鄉飲各例日又日新，將終歲之勤
[30b]勞盡歸於雙箸百壺之口債而公益公利相愛相親之義會未
之聞。幸茲際此文明時19代，正四方政良風俗之期，況蕞厼小
邑豈不望洋向若而徒抅抅泥古梂寧舊風者呼？為此會合，整

前
言
前
言

AF.a2/14
AF.a3/65
a

AF.a2/63，頁 43a。
AF.a11/42，頁 17b。喃字，即“茲例”。

AF.a2/15，頁 31b。喃字，即“向上政治十一條、風俗二十四條，共三十五條”。
AF.a10/23，頁 6b。
19
此字原文避諱，作 “辰”。
18

30ª –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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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鄉風，酌古參今，隨宜損益，設為四目：一曰鄉政、二曰
事神、三曰喜事、四曰孝事，去奢從簡，以合時20宜，純用國
音，以便觀覽，摺成一冊，永鑒將來，庶幾胥相勸勱，雍睦
成風，無互鄉之見誚可也。其如各例與各族字記具列于左
云。
此社原無寫本，俗例只有口傳。此本系是耆里專為本堂派往
抄尋，面話記之 。

AF.a10/2
文
副封面
3
本
來
歷
6
AF.a12/3 11b
此社原無寫本，俗例只有口傳。此本系是耆里專為本堂派往
文
8
抄尋，面話記之 。
本
來
歷
在句子級中，漢文句子於鄉俗文本結構的 6 位置（文本名稱、申請書、前言、正文、落款、
簽名等）中出現，但在文段級中漢文文段只於鄉俗文本結構的 2 位置（前言、文本來歷等）中出
現，其中“前言”被四個文本使用；“文本來歷”被兩個文本使用的。
漢文句子、文段只在特定位置中使用，而漢越詞、詞組在一切位置都可使用，這一現象顯
示：在鄉俗文本的漢文的使用不是隨便的、偶然的而是有內在原因。汉文句子、文段只被使用於
带有結構公式性的位置---文本之關鍵部位。
從此可見，雖然“[…] 東亞各國 […] 早晚都告別漢字 […]，建立母語語言。[…] 建立國語是
一切民族在自我肯定進程中的自身目標、內生要求” 21，但是世世代代的“漢尊喃卑”的觀念好像
還在當時越南人心理存在，所以漢文句子、文段還被有意地使用在鄉俗文本的關鍵部分。
最後值得提起的是筆者在鄉俗文本中還看到數十次漢文式的越文結構，例如：不寫“金銀化
禡”而寫“化禡金銀”22；不寫“𦊚令甲當該”而寫“當該甲𦊚令”23 等等。這更顯示漢語對當時
越南人的明顯影響。
5

結語：
從喃字鄉俗文本中漢文使用於四個層級，以及它們的位置，可看出：在二十世紀初漢越詞和
漢文對越南人來說還比較熟悉，他們還是在平日語言中經常使用。雖然用喃字來記鄉俗文本的目
的是讓讀者好看好懂，但是有的時候在那些文本還有漢文的結構，包括詞、詞組、句子、文段，
大的漢文結構（句子和文段）都被使用於文本的關鍵部分，其特定的使用就是當時越南人“漢尊
喃卑”觀念的表現之一。

20

此字原文避諱，作 “辰”。
范文蒯《二十世紀漢字的一些問題》，頁 333。
22
AF.a 2/15, 頁 15a，即“為了奉獻給神聖而燒的紙製金銀”。
23
AF.a 2/17, 頁 18b，即“做筵席組的負責四個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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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引《坤》卦塵封用典形式成因辨析
徐志學
摘

要：以《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典故大辭典》為參照，用典形式可分爲三類：見於《漢語

大詞典》的是詞化形式，僅見於《漢語典故大辭典》的是變體形式，兩者均不見的是塵封形式。石
刻引《坤》卦共形成六十二個用典形式，其中有三十八個塵封形式。塵封形式有些是塵封于地底不
為人所知的緣故，有些是語言優選原則所棄用的原因，有些是编纂者取舍标准不一所致，涉及語言、
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塵封用典形式；《坤》

以《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典故大辭典》為參照，用典形式可分爲三類：見於《漢語大詞典》
的為詞化形式，僅見於《漢語典故大辭典》的為變體形式，兩者均不見的為塵封形式。石刻塵封用
典形式貯存於石刻文獻中，不見於《漢語大詞典》或《漢語典故大辭典》，以《坤》卦為例，魏晉
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引《坤》卦卦辭、爻辭、彖辭、象辭共形成六十二個用典形式，其中三十八個
塵封形式。這類用典形式數量較多，全面進行梳理，探究其塵封原因，分析其形成機制，可以豐富
漢語詞彙理論，總結典故詞生成發展機制，並為辭書編纂提供詳實材料。
1．“坤元”、“利牝馬於坤元”、“牝馬”，這三個用典形式源自《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孔穎達疏：“《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為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牝對牡，為柔；馬對
龍，為順；還借此柔順以明柔道，故云‘利牝馬之貞’。”①
“坤元”是詞化形式，“利牝馬於坤元”、“牝馬”是塵封形式。
“利牝馬於坤元”，稱讚女子柔順資生之德。
唐《韓德信妻程氏墓誌》
：“夫人胎資貞順，利牝馬於坤元；天縱柔明，稟蟾靈於月魄。”（16.171）
“牝馬”，指女子柔順之德。
唐《劉府君夫人李娘墓誌》
：“夫德應坤柔，齊貞慶于牝馬；道凝專一，表榮顯於鳲鳩。”（39.090）
2．“先迷”、“利有攸往”、“利涉攸往”、“攸往”、“不利攸往”，這五個塵封形式源自《坤》：“君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先迷”，指事業初期選擇錯誤方向或君主。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7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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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扶餘隆墓誌》
：“去後夫之凶，革先迷之失，欵誠押至，裒賞薦加，位在列卿，榮貫藩國。”
（16.187）
傳世文獻用例：
《晉書·載記》
：“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①
《梁書·侯景傳》
：“當開従善之門，决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②
《周書·樂遜傳》
：“而髙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③清黄宗炎《周易象辭》
：“又以
三偶獨用，恐有先迷之失。”④
“利有攸往”，形容君子之人柔順貞正，能使事物順利通暢。
唐《張元墓誌》
：“二博盡其靈源，兩都窮其秘奧，利有攸往，其在君乎？”（18.026）
傳世文獻用例：唐張九齡《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
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⑤宋蘇轍《遲往泉店
殺麥》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⑥
“利涉攸往”，同“利有攸往”。“利涉攸往”或為“利涉大川”、“利有攸往”的合併形式，或為“利有
攸往”的變體形式。
唐《李君墓誌》
：“以為無妄之疾，勿藥可喜，有孚惠心，利涉攸往。”（24.033）
“攸往”，同“利有攸往”。《佩文韻府》亦收錄“攸往”。
唐《重修臨高寺碑》
：“或杖錫，或乘杯，踰嶮槎木以攸往，泳淙編桴而利涉。”（24.036）唐《周
惠墓誌》
：“他日驟閱諸佛經，若有攸往。”（40.155）
“不利攸往”，形容不順利通暢。
唐《越王李貞墓誌》
：“天命非忱，不利攸往。”（39.106）
傳世文獻用例：宋楊億《送進士陳在中序》：“所謂易賦者，亦盛行扵時，既觀藝澤宫，不利攸
往。”⑦
3．“西南得朋”、“得朋”、“東北喪朋”、“喪朋”、“喪朋之痛”、“安貞”、“貞吉”，這七個用典形
式源自《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王弼注：“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
《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 3167 頁．
(唐)姚思廉．
《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
《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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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①
“得朋”、“安貞”、“貞吉”是詞化形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喪朋”、“喪朋之痛”是塵封形
式。
“西南得朋”，指獲得同類或同道者。石刻中謂得到佳偶。
唐《司馬君妻盧氏墓誌》
：“中書府君孝以肥家，忠以華國，五百閒氣，布之朝廷，西南得朋，
宜以家室。”（22.021）
“喪朋”，指失去同類或同道者，石刻謂失去丈夫。石刻中“得朋”、“喪朋”多與伴侶相關，非謂
得到或失去普通朋友，顯然為引申意義。
唐《鄭君妻崔氏墓誌》
：“年三十六，喪朋于鄭氏。”（26.103）
傳世文獻用例：宋葉適《祭鄭景望龍圖文》：“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②
“東北喪朋”，同“喪朋”。
唐《楊君妻裴氏墓誌》
：“建中歲，大盜移國，夫人東北喪朋，從人故絳，天遙地隔，支折形分，
乃不茹葷血，積憂成疾，以至於瞑目。”（28.036）
傳世文獻用例：清乾隆《詠漢玉椀托子》：“托子猶存炎漢名，所承東北喪朋成，爲金為玉器難
考，有合有離理易眀。”③
“喪朋之痛”，指失去丈夫的悲痛。
唐《李震墓誌》
：“遂結摧蘭之悲，殆軫喪朋之痛。”（39.058）
4．“資生”、“順承”、“承天”、“坤厚”、“厚載”、“坤載”、“坤德”、“無疆”、“含弘”、“光大”、“品
物咸享”、“品物以亨”，這十二個用典形式源自《坤·彖辭》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
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孔穎達疏：“包含以
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④
“資生”、“順承”、“承天”、“坤厚”、“厚載”、“坤載”、“坤德”、“無疆”、“含弘”、“光大”是詞化
形式，“品物咸享”、“品物以亨”是塵封形式。
“品物咸享”，指萬物皆得亨通。
晉《晉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再蒞盛德頌》
：“然品物咸享，以廣被為貴。天下化成，以同風為大。”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7 頁。
②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③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④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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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唐《李神符碑》
：“俄而天地革運，品物咸亨，則大居宸，履端垂統。”（223）
傳世文獻用例：
《後漢書·班固傳》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内浸豪芒，性
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①《宋書·顏竣傳》：“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點化，實唯害焉，
宜加顯戮，以彰盛化。”②
“品物以亨”，同“品物咸享”。
唐《昭仁寺碑銘》
：“品物以亨，群迷式悟。”（11.031）
5．“柔順”、“有慶”、“柔順利貞”、“柔順居貞”，這四個用典形式源自《坤·彖辭》：“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孔穎達疏：“以
陰而詣陽，初雖離群，乃終久有慶善也。”③
“柔順”是詞化形式，“有慶”、“柔順利貞”、“柔順居貞”是塵封形式。
“有慶”，指有慶善之事。
唐《劉德師墓誌》
：“星台迭曜，蟬劍分暉，德必有慶，流祚斯歸。”（15.114）後唐《懐州竪立
生臺記并經幢》
：“遍流沙界，資品匯而超因；次及郡風，運福星而有慶。”（36.041）唐《韋泂墓誌》：
“宜蒙有慶，謫去翻傷。道存時革，人謝業昌。”（40.070）
傳世文獻用例：《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徳！一人有慶，天
下賴之。”④
“柔順利貞”，指性格溫柔和順、和諧貞正。
唐《李璆夫人金氏墓誌》
：“柔順利貞，稟受自然。女工婦道，服勤求舊。”（40.286）
傳世文獻用例：唐王棨《四皓從漢太子賦》：“太子則卑謙守節，柔順利貞，理有承聖，斯宜繼
明。”⑤《山東通志·列女志》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王化之原，柔順利貞，坤德茂著。”⑥
“柔順居貞”，指性格溫柔和順，遵守正道。
唐《王儉墓誌》
：“文明履操，應彼牝牛；柔順居貞，顯茲行馬。”（15.202）
傳世文獻用例：元傅若金《司農司賀皇太后受尊號册表》
：“母儀治内璇宫夙著于坤稱帝德光前

(南朝宋)范曄．
《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 1380 頁．
(南朝梁)沈約．
《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 1966 頁．
③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④
(漢)司馬遷．
《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 1071 頁．
⑤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⑥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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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册誕敷于渙號恭惟柔順居貞，慈明作則，贊先皇於再造教美周南翼後嗣于丕承養隆天下。”①明王
立道《祭俞母文》
：“惟靈毓質茂族，婉嫕夙成，姆教孔淑，柔順居貞，爰惟來嬪，室家是宜。”②
“柔順利貞”是《坤》卦《彖》辭原文，“利”、“貞”本是“元、亨、利、貞”四德所屬，《坤》卦卦
辭亦有“利牝馬之貞”，可知“柔順利貞”源自《周易》
，其意義與《周易》相關，非是普通詞語，屬於
用典形式。“居貞”在《周易》中多見，“柔順居貞”在石刻文獻和傳世文獻中用例較多，聯類成詞，
屬於用典形式。
6．“厚德”、“厚德載物”、“厚德載家”，這三個用典形式源自《坤·象辭》
：“《象》曰：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③
“厚德”、“厚德載物”是詞化形式，“厚德載家”是塵封形式。
“厚德載家”，謂以厚德承家。
唐《魏稱繼妻盧氏墓誌》
：“天地既分，夫婦爰立，厚德載家，百祿宜及。”（30.013）
7．“履霜堅冰”、“堅冰之操”、“履霜冰”、“履霜遂至於堅冰”、“馴致”，這五個用典形式源自《坤》
：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孔穎達疏：“初
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④
“履霜堅冰”、“馴致”是詞化形式，“堅冰之操”、“履霜冰”、“履霜遂至於堅冰”是塵封形式。
“堅冰之操”，比喻堅貞的品德。
唐《李良金墓誌》
：“夫人榮陽鄭氏，芳蘭之姿，堅冰之操，中年不幸，先公而亡。”（27.073）
“履霜冰”，比喻長期堅持好的品德。
唐《張涣墓誌》
：“睦族類以和，師友道以長。問望不愆，克承其休，可謂履霜冰。”（40.203）
“履霜遂至於堅冰”，比喻事態逐漸發展，將有嚴重後果。
後唐《張居翰墓誌》
：“執政隨風，曾無匪席。陰魄將同於幾望，履霜遂至於堅冰。”（40.330）
8．“直方”、“習無不利”、“動無不利”、“舉無不利”，這四個用典形式源自《坤》：“六二：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⑤
“直方”是詞化形式，“習無不利”、“動無不利”、“舉無不利”是塵封形式。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③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④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⑤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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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無不利”，贊人聰慧，所習皆順。
唐《崔君妻李金墓誌》
：“幼而婉惠，長而端莊，柔和孝友之德，生而知之；裁制組紃之功，習
無不利。”（28.112）
傳世文獻用例：元劉壎《論語四贊》：“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義入神，事理不二。”①
“動無不利”，指行事皆順。
唐《郭英奇墓誌》
：“是以動無不利，靜無不亨，居無不安，往無不濟。”（1133）
傳世文獻用例：明何良臣《陣紀》
：“須將古人已成之制苦心求之巧思變之務令前後左右，動無
不利。”②
“舉無不利”，同“動無不利”。
後梁《謝彥璋墓誌》
：“公累權騎卒，出掃氛霾，動必牆功，舉無不利，就加檢挍司徒除鄭州刺
史。”（36.020）
9．“含章”、“含章可貞”、“含章貞吉”、“貞吉含章”、“含章貞遠”、“含章履貞”、“含章永貞”、“從
王事”、“或從王事”、“光大含章”，這十個用典形式源自《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
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王弼注：“不為事始，須唱乃應，
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
主，順命而終，故曰‘無成有終’也。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③
“含章”是詞化形式，“含章可貞”、“含章貞吉”、“貞吉含章”、“含章貞遠”、“含章履貞”、“含章
永貞”、“從王事”、“或從王事”、“光大含章”是塵封形式。
“含章可貞”，比喻人品質優美，堅貞端方。
唐《朱齊之墓誌》
：“含章可貞，與物無迕，清樽常滿，每招文舉之賓；芳林晝閑，時悅季倫之
妓。”（21.077）唐《楊瑤墓誌》
：“果行育德，含章可貞，禮仁長人，嘉會合禮，泰受之否，物有其
終。”（23.112）
傳世文獻用例：李白《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
之寄幹蠱有立，含章可貞。”④
“含章履貞”，同“含章可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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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蔡浩妻段氏墓誌》
：“婉彼夫人，含章履貞，降年不永，奄謝幽扄。”（28.179）
“含章貞吉”，比喻人品質優美，純正美好。
隋《爾朱敞墓誌》：“伊人嗣軌，含章貞吉。”（9.072）唐《劉崇嗣墓誌》：“含章貞吉，雅肅閨
門；順以承尊，柔以接下。”（20.147）
“貞吉含章”，同“含章貞吉”。
唐《嚴君妻鄭金墓誌》
：“夫人稟訓閏闈，端姿令淑，尊敬師傅，貞吉含章。”（12.052）
“含章貞遠”，比喻人品質優美，清高淡遠。
唐《趙德含妻杜氏墓誌》
：“君稟賦幽通，含章貞遠，志棲雲甸，調藹日門。”（15.135）
“含章永貞”，比喻人品質優美，長享正命。
唐《曹乂墓誌》
：“府君以韜節韞義，含章永貞，殊略韓時，風繼前古。”（29.028）唐《王從政
墓誌》
：“夫人夙承善慶，生自德門，歸彼君子，含章永貞。”（31.002）
傳世文獻用例：明劉麟《與凌藻泉二首》：“困憊嵗餘得手書播然振動魔祟為之退舎喜閣下澤行
於邑而道成於家邑政得之士論徵諸道路家政得之勒文伏想楝溪先生敦仁藻雅昭升上下可大受而弗
一小試含章永貞此仁人孝子之所不能處者勒文多矣”①
“從王事”，指跟從君主效力。
唐《王玄起墓誌》
：“及從王事也，屬淮甸作忒，江郊不開，君時為宣州司戶參軍，主上委之以
兵革。”（20.086）唐《楊瑤墓誌》
：“遷並州榆次丞，以從王事，智光大也。”（23.112）
傳世文獻用例：
《漢書·楚元王傳》
：“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②
《魏書·趙郡王傳》
：“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③
“或從王事”，同“從王事”。
唐《王思齊墓誌》
：“位以德興，或從王事，子喬為宰，梅福作尉。”（22.138）
傳世文獻用例：唐李商隱《祭韓氏老姑文》：“帝念元昆，人思仲氏，杖節赴敵，斬芻盡瘁，無
以家為，或從王事。”④唐張說《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碑奉敕撰》：“或善居喪而過哀，
或從王事而奪禮。”⑤
“光大含章”，比喻人品質優美，智慮光大。

①
②
③
④
⑤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 1935 頁．
(北齊)魏收．
《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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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曲元縝墓誌》
：“早著孝行，光大含章，知德禮之風，有閨門之譽，注意道德，接待賓旅。”
（31.094）
傳世文獻用例：唐陳子昂《臨卭縣令封君遺愛碑》：“公則使君第某子也，冲和誕命，光大含章，
實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①
10．“括囊”、“括囊無咎”，這兩個用典形式源自《坤》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孔穎達疏：
“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無譽’。不與物忤，
故曰‘無咎’。”②
“括囊”是詞化形式，“括囊無咎”是塵封形式。
“括囊無咎”，指隱居無爭，沒有災害。
唐《王令墓誌》
：“公行藏付命，寵辱若驚，滿歲雲歸，括囊無咎，降年不永，何痛如之？”（23.063）
唐《屈元壽墓誌》
：“曾祖遠，肥遁居貞，括囊無咎，智者謂智，仁者為仁。”（40.126）
傳世文獻用例：宋俞徳鄰《止齋銘》：“處榮懼辱，居寵慮危，括囊无咎，永終是思。”③
11．“黃裳”、“黃裳元吉”，這兩個用典形式源自《坤》：“六五：黃裳元吉。”孔穎達疏：“黃是
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
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④
“黃裳”是詞化形式，“黃裳元吉”是塵封形式。
“黃裳元吉”，比喻人地位尊貴，內含美德而獲大吉。
唐《張軌墓誌》
：“君丹穴孕彩，赤野涵珎，素履居貞，黃裳元吉。”（15.126）唐《裴鎬墓誌》：
“時大夫以君戈戟劬勞，夙夜無怠，黃裳元吉，朱祓方來，特以賜緋魚袋，用旌勤效。”（25.072）
傳世文獻用例：宋徐鉉《頌德賦》
：“惟我儲后，昭明俊德，黄裳元吉，沈潛剛克，鈎深致逺。”⑤
12．“龍戰”、“龍戰於野”、“龍戰在野”、“龍戰江野”、“龍戰玄黃之野”，這五個用典形式源自《坤》
：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⑥
“龍戰”是詞化形式，“龍戰於野”、“龍戰在野”、“龍戰江野”、“龍戰玄黃之野”是塵封形式。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③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④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
局，2003，第 18 頁。
⑤
(清)紀昀等編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⑥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
2003，第 18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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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戰於野”，指為爭奪天下奮勇作戰。
唐《孟孝敏妻陸氏墓誌》
：“洎宇文孝皇，龍戰於野；夫人列祖，鶴鳴於幽。”（20.032）
傳世文獻用例：《周書·武帝下》:“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圮隔，四紀于兹。”①
“龍戰在野”，同“龍戰於野”。
唐《道安禪師碑》
：“洎夫大業，龍戰在野。”（22.142）
“龍戰江野”，同“龍戰於野”。
唐《王大禮墓誌》
：“于時，龍戰江野，鹿逐秦郊。”（40.044）
“龍戰玄黃之野”，比喻戰爭慘烈。
唐《張士貴墓誌》
：“屬炎精淪昧，習坎撗流。火炎玉石之墟，龍戰玄黃之野。”（39.043）
對比分析上述二十四個詞化形式和三十八個塵封形式，其主要差異如下：
（1）音節方面，詞化形式多為雙音節，少數四音節，符合漢語詞彙雙音節化趨勢；塵封形式
從雙音節到七音節都有，音節形式不整齊。
（2）意義方面，詞化形式意義相對明確、穩定；塵封形式有些意義比較明確穩定，有些還需
要歸納概括。
（3）傳世文獻用例方面，詞化形式都有傳世文獻用例，用例數量較多；塵封形式超過百分之
五十目前不見傳世文獻用例，用例數量相對較少。
（4）用例時代方面，詞化形式傳世文獻較早用例時代多為漢及以前（16 個）
，魏晉以降漸少（魏
晉南北朝 4 個，唐代 2 個，宋代 2 個）
；考慮到石刻文獻用例，則基本上在唐代以前。塵封形式傳
世文獻較早用例時代漢代以前較少（2 個）
，宋元明清較多（10 個）
，魏晉至隋唐則不見傳世文獻用
例。
上述幾方面差異表明，詞化形式音節整齊、傳世文獻用例較多、時代較早、意義較明確穩定，
屬於成熟用典形式；塵封形式音節形式不整齊、傳世文獻用例較少、時代較晚，有些意義還需要歸
納概括，多數屬於變體形式。
依據具備詞化形式主要特點不同，將三十八個塵封形式分為三類：
（1）雙音節或四音節（少數三音節）
，意義較明確穩定，有傳世文獻用例。這類塵封形式有十
九個，分為兩個小類：
①有相關詞化形式（括弧內為詞化形式）：“柔順利貞”（柔順）
、“柔順居貞”（柔順）
、“含章可
貞”（含章）
、“含章永貞”（含章）
、“光大含章”（含章）
、“括囊無咎”（括囊）
、“黃裳元吉”（黃裳）、
①

(唐)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
《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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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戰於野”（龍戰）
。
②無相關詞化形式：“先迷”、“利有攸往”、“不利攸往”、“東北喪朋”、“喪朋”、“品物咸享”、“有
慶”、“習無不利”、“動無不利”、“從王事”、“或從王事”。
這十九個用典形式都有傳世文獻用例，第一小類有相關詞化形式，即辭書已收錄與之相關的詞
根。這一類塵封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個：或者認爲塵封形式是詞根與另一個詞語的聯合，當分立兩
個詞目。如：“柔順利貞”（柔順）
、“柔順居貞”（柔順）
、 “含章永貞”（含章）
、“光大含章”（含章）。
或者認爲塵封形式與詞根意義相近，詞根後面的兩個音節屬於意義的説明或補充部分，可以捨棄。
如：“括囊無咎”（括囊）
、“黃裳元吉”（黃裳）、“龍戰於野”（龍戰）。或者當時不見文獻用例。如：
“含章可貞”。第二小類沒有相關詞化形式，塵封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或者認爲意義沒有引申，
屬普通詞語；或者由於編纂工作繁劇而疏漏。
（2）雙音節或四音節（少數三音節）
，意義較明確穩定，無傳世文獻用例。這類塵封形式有十
六個，分為兩個小類：
①有相關詞化形式（括弧內為詞化形式）：“西南得朋”（得朋）
、“厚德載家”（厚德載物）
、“堅
冰之操”（履霜堅冰）、“履霜冰”（履霜堅冰）、“含章貞吉”（含章）、“貞吉含章”（含章）、“含章貞
遠”（含章）
、“含章履貞”（含章）、“龍戰在野”（龍戰）、“龍戰江野”（龍戰）
。
②無相關詞化形式：“牝馬”、“利涉攸往”、“攸往”、“喪朋之痛”、 “品物以亨”、“舉無不利”。
這十六個用典形式都沒有傳世文獻用例，大多數塵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當時不見文獻用例。眾
所周知，歷史上傳世文獻的損毀非常嚴重。秦始皇焚書之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幾百年的戰亂
對文獻的毀壞也是難以估量的。如果重傳世文獻，輕石刻文獻，很多用典形式恐怕會永久塵封。因
此，除傳世文獻用例外，應當對關注石刻文獻及其他出土文獻用例。或者認爲塵封形式是詞根與另
一個詞語的聯合，當分立兩個詞目。如：“含章貞吉”（含章）
、“貞吉含章”（含章）
、“含章貞遠”（含
章）
。或者認爲源自王弼註解，不屬用典。如：“含章履貞”之“履貞”。或者是歷史原因。如：“龍戰
在野”、“龍戰江野”。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動蕩分裂時期，戰爭慘烈，對人的心理影
響很大，所以石刻文獻中形成了這些關於戰爭的用典形式。後世戰爭時長及慘烈危害漸弱，這些用
典形式也就遺忘塵封。或者是其他原因。如：“厚德載家”，是“厚德載物”的變體，不過，換“物”為“家”，
具體而微，缺少文化認同。“牝馬”雖為雙音節，一方面可能受“牝雞”負面意義影響，在石刻中用例
很少；另一方面，
《詩》
、
《韓非子》
、
《史記》等傳世文獻中“牝馬”多實質，與《易》無關，並非用典
形式，殆因此塵封。
（3）五音節以上，這類塵封形式有三個：“利牝馬於坤元”、“履霜遂至於堅冰”、“龍戰玄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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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利牝馬於坤元”是“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的簡單剪裁，表意略顯直白，屬於用典形式發展
過程中的未定型形式。“履霜遂至於堅冰”是詞化形式“履霜堅冰”的解說形式，也是對原文“履霜，堅
冰至”的簡單解釋。“龍戰玄黃之野”是詞化形式“龍戰玄黃”的補充形式，也是對原文“龍戰於野，其
血玄黃”的簡單剪裁。五音節以上的塵封形式，不僅與漢語詞彙雙音節化趨勢不符，其形式意義本身
也缺少凝煉典雅的用典特點，為語言優選原則所棄用。
綜上，塵封形式有些是塵封於地底不為人所知的緣故，有些是語言優選原則所棄用的原因，有
些是编纂條件、標準所致，涉及語言、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愚以爲，只要確定是用典形式，
相關典故辭書應當擇機補充，一則保存語言事實，一則豐富漢語詞彙，以待後來研究之用。

The cause of 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Dust seal Allusion Forms citing Kun of Zhouyi in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Xu zhixue
Abstract: According to Chinese big dictionary and Chinese allusions big dictionary，the allusions can
be typed three kinds: which are from the former are phrase，and which are only from the latter are variant
allusions，and the rest are the Dust seal Allusion Forms. There are 62 Allusion Forms from Kun，in which
there are 38 Dust seal Allusion Forms. Some Dust seal Allusion Forms are formed in underground
unknown，and some are formed in abandoned by Language selection principle. Among the reasons there
are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etc.
Key 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tone
Inscriptions; Dust seal Allusion Forms;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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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玉篇》與《說文》常用字比較分析
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何瑞
摘要：今文字階段的漢字，歷經兩千多年形體演變，從篆而隸、由隸入楷，形聲字大為增益。
在社會動蕩變遷中，漢字總體數量激增的大趨勢下，常用漢字形態如何保持穩定性，需從歷史文獻
資料入手，結合定性定量統計手段進行考察。故我們選取中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辭書《說文》和《玉
篇》作對比分析，時間分布大致為先秦兩漢、魏晉六朝至隋唐宋時期，從多角度分析考察中古時期
常用字傳承使用情況。
关键字：《玉篇》
、
《說文》
、常用字、新出常用字
漢安帝建光元年（121 年）許慎完成《說文解字》
（下稱《說文》），收字九千三百余字，是我國
第一部對漢字古文字進行系統彙集規整貯存的字典。
《玉篇》為梁大同九年（公元 543 年）太学博
士顾野王奉诏编纂而成，收字一万六千余字 ，经唐孙强增字减注本，宋陈彭年奉旨重修《大广益
会玉篇》
，增至二万二千余字，即宋本《玉篇》1。
《玉篇》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是繼《說
文》在中國文字史上又一座豐碑，這兩種字書在我国字典史、语言文字学發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說文》常用字與《玉篇》對照情況
宋本《玉篇》常用字的選取，將釋文與反切用字合并字頻統計，適當擴大常用字選取范圍2，全
部釋文及反切字總數共 181718 字，不重復單字為 10848 個，其中字頻在 10 次以上有 1745 個，因
此可得宋本《玉篇》常用字 1745 個。
《說文》常用字的選取，選取釋文部分（不包括《說文》隸定字頭、小篆、重文、新附3、徐鉉
切音與按語部分）統計 10 次字頻以上有 1171 字。《說文》今存為徐鉉修訂本，古本《說文》已無，
唐本《說文》木部殘卷亦只余百數字，故在此排除大徐《說文》明顯修訂處來減少時代因素的影響，
因此可用來統計《說文》的總字量少于大徐本《說文》全文總字數。值得說明的是這種統計方法也
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說文》總字量少于宋本《玉篇》
，故我們統計出常用字的數量亦少于宋本《玉
篇》4。
《說文》常用字為 1171 字，可以與《玉篇》釋文和反切單字（包括字頻出現 1 次者）可直接對
應的有 1114 字，即《說文》常用字有 95.1%見于《玉篇》，
《說文》常用字在《玉篇》用字中的重現
率很高。
《說文》常用字 1171 字與《玉篇》常用字 1745 字直接對應有 889 字，故《說文》常用字見
于《玉篇》常用字有 75.9%。此比例與《說文》常用字出現在《玉篇》總字量中的比例有 19.2%的

1 广益本《玉篇》中保存最好与勘刻最精当数张氏泽存堂本，1983 年中国书店影印，又称《宋本玉篇》
。
2 由于以 10 次以上為條件限制，將釋義與切音字兩部分分開，則對于每個范圍內的常用字總量上會損失過多，必然
失去兩部分內低于 10 次的字數，我們認為對比結果有效性遠遠小于兩者兩加字。如僅以見于宋本《玉篇》釋文常
用字對照有 823 字可對應，
《玉篇》反切常用字與《說文》常用字對應有 456 字，如宋本《玉篇》釋文單字與《說
文》常用字（10 次以上）可對應有 1114 字。故我們將釋文切音總量合成一項統計常用字頻。
3 新附字釋文總字數為 3493 字，不重復單字為 993 字，未排除新附字釋字時字頻 10 次以上有 1211 字，排除新附字
後字頻 10 次以上有 1171 字。
4
以出現 10 次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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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可以看出在常用字保持大致的穩定情況下仍會隨時代轉移或材料選取范圍不同而發生的一定
的變化。

二、宋本《玉篇》常用字未見于《說文》情況
以《玉篇》常用字 1745 字與《說文》字頭 9833 字對比，相對應有 1502 字，約占《玉篇》常
用字的 86%。另有 243 不重合字，約占《玉篇》常用字的 14%。考慮到《說文》釋文與後世隸定字
頭有字形不完全對照情況，且有相當一部分用字未出現在《說文》字頭上，我們再將此 243 字與《說
文》釋文單字對比，有 169 字可在《說文》釋文中對應，實際可得 74 字為《說文》未見字。未見
字如下：
戸、髙、黒、吕、靑、縁、𥬇、彌、卧、兖、𡋡、淸、隂、璞、歳、乆、花、板、恱、戟、
賔、辝、絶、舎、貟、瘡、徂、圎、針、額、𨵿、义、梨、峻、叶、跡、寛、懸、乗、釡、䟽、袴、
綵、徴、冝、磨、膝、甖、麴、鎋、揔、巷、影、蹄、妖、溪、覓、粥、薤、貌、葅、䰟、啼、踈、
戀、愧、坂、䕃、怖、揺、瞎、兾、遊、曜
考慮應排除印刷體新舊字形差異，如“戸（戶）、髙（高）、黒（黑）、吕（呂）、靑（青）、縁（緣）、
卧（臥）
、𡋡（袁）
、淸（清）
、隂（陰）
、歳（歲）
、乆（久）
、賔（賓）
、辝（辭）
、絶（絕）
、舎（舍）、
貟（員）
、义（叉）5、寛（寬）
、乗（乘）
、䟽（疏）、冝（宜）、䕃（蔭）、揺（搖）、兾（冀）、圎（圓）”
共 26 字，這些字形可作認同。
可得“𥬇、彌、兖、璞、花、板、恱、戟、瘡、徂、針、額、梨、峻、叶、跡、懸、釡、袴、綵、
徴、磨、膝、甖、麴、鎋、揔、巷、影、蹄、妖、溪、覓、粥、薤、貌、葅、䰟、啼、踈、戀、愧、
坂、怖、瞎、遊、曜、𨵿”48 字。
因此宋本《玉篇》常用字有 48 字為《說文》所未收，當為魏晉六朝時至唐宋時新出常用字。
首先將此《說文》未見的 48 字與《篆隸萬象名義》（以下簡稱《名義》）相對照，其中有 30 字
見于《名義》字頭，分別是“𥬇、兖、璞、花、板、恱、戟、徂、峻、叶、跡、袴、綵、徴、磨、膝、
麴、鎋、影、妖、覓、粥、戀、愧、坂、遊、曜、彌、貌、巷”。另有 17 字在《名義》釋文中出現，
按出現頻率由高向低排列：“梨（19）
、薤（14）
、懸（14）
、瘡（13）
、蹄（13）
、額（12）
、𨵿（11）、
啼（12）
、甖（9）
、瞎（7）
、針（7）
、怖（6）、踈（5）
、揔（4）、葅（2）
、䰟（2）、溪（1）”。其中
“薤、瞎、䰟”3 字僅出現在《名義》切音用字中，由于《名義》切音用字多不同于原本《玉篇》，疑
當為唐時新出常用字。除“釡”字外，與《名義》可直接對應者共 47 字，此類字大部分最晚出現時間
當不遲于六朝時期。
宋本《玉篇》常用字較《說文》所多 48 字中有 4 字“懸、釡、巷、䰟”為宋本《玉篇》字頭未收
字，
《名義》亦多有此類字頭漏收情況。據測查，宋本《玉篇》字頭未見字共 760 字，加上原有大
字字頭 22804 字（未除去重出與同形字）
，宋本《玉篇》全篇收不重復單字約為 23564 字。
關于在宋本《玉篇》中作為常用字使用卻未見收入字頭情況6，我們認為應有兩個原因造成：一

5 宋本《玉篇》中實無簡化字“义”，如“䙄，义（叉）入切。為“叉”字在雕板中省寫不連而造成混形，故此處仍以為
“叉”。另有時“又”訛寫為“义”，亦不算成相對《說文》常用字新出。

胡吉宣先生《玉篇校釋》多将此類字作為部末增補字與拟補字，故我们認為此類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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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襲前代字書版本，若前或忽略或有脫失的字頭，宋本《玉篇》亦承前未加入，如“懸、䰟、巷”；
二是對當代常用字“熟視無睹”有所疏漏，也有可能此字本已有之，但在當代形體發生俗寫或有所變
異，這種變化還未見收入字頭，如“釡”字。
“釡”未見于《名義》及《唐韻》字頭，《廣韻·麌韻》：“鬴，《說文》鍑屬。釡，上同。”已增有
其字。雖“釡”未見于宋本《玉篇》字頭，但在釋文中出現 18 次，在宋重修《廣韻》釋文中亦有 16
次重復，當屬唐宋際常用字。“釡”作為常用字而未見于前代字書及字頭不收，其形疑有訛誤。
《類篇》：
“𨥏，奉甫切。
《說文》
：鍑屬。或省作釡。”《說文》
：“

，鬴或从金父聲。”宋本《玉篇》
：“鬴，扶

甫切。鍑屬。或作釜。”《集韻》
：“鬴，或作𨥏，隸省作釡。”可知“𨥏”、“釡”、“釜”為一字異形，
當為《說文》重文或體的不同楷化簡省字形。且《名義》釋文中“釜”字形書寫其上已多省為兩點近
似“釡”字，可知在唐時手抄過程中已漸流行。“釜”在宋本《玉篇》中僅出現 6 次，故認為“釡”因形
體最簡而漸取代前之“𨥏”、“釜”成為宋代常用字。
因宋本《玉篇》常用字“懸、釡、巷、䰟”皆見于《名義》文中，只有這些常用字最晚出現時間
當不晚于唐際，其後才有可能有條件漸廣為使用，因而成為常用字。
新出常用字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先秦兩漢時已常見，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未見于《說文》
正篆；二是六朝時期新出常用字類，三是可能為唐際新出字。
1， 先秦兩漢時已有字
如“叶、貌、袴、遊、麴、啼、怖、彌、兖、璞、恱、戟、額、梨、影、徴、懸、徂、跡、蹄、
巷、峻、釡、鎋、坂、𨵿” 大都在秦漢時或之前已有其字，
《說文》或為古文、籀文作為重文或體收
入，亦有屬于歷代傳抄脫失的《說文》逸字，先秦文獻中仍存有一定量《說文》未收字，也有些字
許慎認為是當時俗字不收。
(1) 古籀文或體
貌，
《說文·皃部》
：“

，籒文皃，从豹省。” 見《汗簡》
，“

，出《義雲章》。”宋本《玉篇》、

《廣韻》亦同此說。
叶，
《說文·劦部》
：“

，古文協，或从口。”宋本《玉篇》、
《廣韻》同上。
《汗簡》亦云：“

，

見《說文》
。”
袴，
《禮記•內則》
：“衣不帛襦袴。”《王充•論衡》：“趙武藏于袴中。”《釋名》
：“袴，跨。兩股
各跨別也。”《方言》第四：“袴，齊魯之間謂之䙭，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類篇》
：“袴，《說
文》脛衣也。”今本《說文》作：“絝，脛衣也”。
《康熙字典》：“袴，古文絝。”《汗簡》“袴”下收“
見《王存義切韻》
。
《廣碑別字》有：

，

北周《賀屯植墓誌》

”，

。周祖謨先生認為“漢人寫作‘絝’，

隋《蕭瑒墓誌》

後來寫作‘袴’，從衣，不從糸。……從形旁上看，從衣比從糸意義要顯明得多。”
多相通，至遲在漢時“袴”已出現并漸為通行，在六朝時已做為常用字使用。

当時社會用字。
7 周祖謨《漢字與漢語的關系》
，《問學記》
（上）
，中華書局，1981 年，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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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说文》：“

，悑或从布聲。” 《廣韻》、《集韻》、與《說文》“悑”同。《類篇》：“悑，

《說文》惶也。怖或从布”。皆《方言》第十：“江湘之間凡窘猝怖遽，謂之𤄎沭。”《後漢書•第五
倫傳》：“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又如“戟”，
《說文》
：“有枝兵也。从戈、倝。” 宋本《玉篇》
：“戟，三刃戟也，雄也。
《說文》
作𢧢，有枝兵也。”“戟”當是從《說文》“𢧢”省。如“峻”，
《說文》
：“
“

，𡺲或省。”如“釡”，
《說文》：

，鬴或从金父聲。”此類皆應屬《說文》重文異體。
（2）
《說文》逸字
如“𥬇”字，
《說文•竹部》新附：“笑，此字本闕。臣鉉等案：孫愐《唐韻》引《說文》云：‘喜

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今俗皆从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
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鄭珍云：“《藝文類聚》引《說文》
：‘𥬇，欣喜也。’𥬇取其嬉戲，收
入犬部無疑，从竹乃其聲。校《唐韻》引多‘欣’字，益足明許君原有。”考為《說文》逸字。
《五經
文字》
：“𥬇，喜也。”皆从竹下犬。
《廣韵·𥬇韻》
：“𥬇，欣也。喜也。亦作笑。”亦因《唐韵》之舊
亦作𥬇，唐時本皆作“𥬇”無可疑。又《干祿字書》云：“咲通，𥬇正。”《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笑
字从竹犬声，有作咲者俗也”又“笑，私妙反。
《字林》笑喜也。又作咲，俗字也。”可知唐時以前“𥬇”
是正字，而“咲”為俗字。至唐文宗開成二年（837 年）
《九經字樣》始有：“笑、𥬇，喜也。上案《字
統》
（楊承慶《字統異說》
）注云：从竹从夭，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下經典相承字，義本非从
犬笑賓。”始改从“犬”為“夭”，認為“其體夭屈如人之笑”，“笑”字乃當為唐宋以後之變。段玉裁云：
“此字之从竹犬，孫（愐）親見其然，是以唐人無不从犬作者。……自後徐楚金缺此篆，鼎臣竟改說
文𥬇作笑，而《集韵》
、
《類篇》乃有笑無𥬇，宋以後經籍無𥬇字矣。今依顧野王、孫愐、顔元孫、
張參爲據，復其正始。”故段氏《說文解字注》徑改“笑”為“𥬇”。
彌，
《周禮•春官•大祝》
：“彌祀社稷禱。”《類篇》
：“終也。”《詩經•大雅》
：“誕彌厥月。”《傳》：
“彌，終也。”《論語》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說文》有“瓕”字無“彌”，疑為逸字。
（3）
《說文》未見收字
遊，雖未見收于《說文》
，仍當早于漢時。
《尚書•大禹謨》：“罔遊于逸。”《詩經•邶風》：“以遨
以遊。”《禮記•學記》
：“息焉遊焉。”鄭玄註：“遊，謂無事閒暇總在于學也。”《禮記•曲禮》：“交遊
稱其信也。”《戰國策》
：“士未有爲君盡遊者。”班彪《閒居賦》：“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以高遊。
嘉孝武之乾乾，親釋躬于伯姫。”《廣碑別字》“游”下收有

，

漢《張遷碑》

，

魏《元固墓志》

齊《宋顯伯造塔銘》

等形，書寫中構件“方”、“木”、“才”易混，可知“遊”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常見。
恱，
《唐韻·薛韻》
：“恱，弋雪反。喜也。”郭璞《爾雅音圖·釋詁》：“恱，服也。”又“恱，樂也。
見《詩》
。”《孟子·公孫丑下》
：“有士於此而子悅之。”《論衡·刺孟》引悅作說。《經典釋文》：“說，
今本多即作悅字，後皆放此。”《廣韻》
、
《玉篇》皆有：“恱，經典通用說。”當是許氏以為“悅”非經
典用字，故不收于《說文》
。
如“鎋”字，宋本《玉篇·金部》
：“鎋，車鎋也。”《經典釋文》
：“鎋，又作轄，胡𦟈反。”又《唐
韻》
：“鎋，胡瞎反。車軸頭鐡。
《說文》作舝，俗作轄，非也。”至宋時《廣韻》已認為“鎋”與 “舝、
轄”并同。
《孝經•鉤命決》
：“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詩經•小雅》
：“言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
如“啼”字，
《儀禮•喪大記》
：“主人啼，兄弟哭。”《穀梁傳•僖十年》
：“麗姬下堂而啼。”《唐韻》
：“唏，
啼。”《康熙字典》
：“啼，古文謕。
《說文》同嗁。”皆是古已有之，而《說文》以為非正體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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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朝時常用字
前代已有本字，而六朝後出異體字漸為流行，從而成為新出常用字。如“揔、綵、妖、板、䰟、
戀、覓、媿、鬻、瞎、花、針、厀、磨”等。
如“磨”字，
《說文》
：“䃺，石磑也。”原本《玉篇》
：“磨（磿）
，力狄反。
《周礼》及空挹麻上供
蘢及𧒏車之役。鄭衆曰：挹磨磨（磿磿）下車也。鄭玄曰：適磨（磿）綒者，名也。文磨（磿），
石聲也。野王案：磨磨（磿磿）
，少聲也。赉摻許申挂 赊（赋）
。磨磨（磿磿）有聲𡖋（亦）是也。”
《名義》
：“磨，力狄反。石聲。”同原本，今從宋本《玉篇》字音義與字序上對照，當皆為“磿”之訛
寫。又原本《玉篇》
：“䃺，莫賀反。
《說文》石磑也。
《埤蒼》礳䃀也。野王案：以石相摩所甲以研，
破穀麦也。”又下一字頭為“磑”，“磑，午衣、公衣二反。《丗本》公輪初作石磑。野王案：《說文》：
磑，䃺也。
《方言》
：䃺，堅也。郭璞曰：石物堅也。摩切為剴字，在刀部也。”“䃺”下未見“磨”字。
而《名義》
：“䃺，莫賀反。磑也。磨，同上。”宋本《玉篇》亦同此序，皆補于《說文》“䃺”之後。
雖原本《玉篇》字頭未見“磨”字，而其下釋文中多用“磨”字釋義，如“䃀，
《方言》磑或謂之𥓝。郭
璞曰：即磨也。”故此字當為原本《玉篇》所逸收或抄寫轉錄中脫漏。“磨”字至遲當為六朝時新出字。
《唐韻·過韻》
：“磨，摸卧反。”僅見“磨”字。
《廣韻》：“磨，磑也。摸卧切。䃺，上同。”當知唐時“磨”
頗為流行。
《康熙字典》
：“磨，
《說文》本作䃺。”《正字通》：“俗謂磑曰磨，以磑合兩石，中琢縱橫
齒，能旋轉碎物成屑也。”在原本《玉篇》中除兩條釋義“磿”誤為“磨”，殘卷中“磨”字仍出現 6 次，
《名義》除“磿”誤為“磨”字外出現 5 次，宋本《玉篇》全文出現 16 次，故“磨”至遲當為六朝以降新
出常用字。
如“花”字，
《廣韻·麻韻》
：“華，呼瓜切。
《爾雅》云：‘華，荂也。’花，俗，今通用。”宋本《玉
篇》
：“花，呼瓜切。今爲華荂字。”《康熙字典》：“《唐韻古音》：按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于書，
晉以下書中閒用花字，或是後人攺易。唯《後漢書•李諧•述身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
花。又云：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花字與華并用。而五經、諸子、楚辭、先秦、兩漢之書，
皆古文相傳，凡華字未有攺爲花者。考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
如花字之比，得非造于魏晉以下之新字乎。” 從《康熙字典》所云可從，當為“魏晉以下之新字”。
如“妖”字，
《說文》
：“𡝩，巧也。一曰女子笑皃。
《詩》曰：‘桃之𡝩𡝩。’”《名義》
：“𡝩，於鴞
反。小也。巧也。”《玉篇》
：“妖，媚也。𡝩，同上。”《名義》字頭未見“妖”字，文中有 12 處，其
中 9 次為切音字。以“夭”“芺”可知後面簡省去構件“艸”字更為通行，故大約是孫強增刪時使“妖”字
處于“𡝩”前列。
《廣韻•宵韻》
：“妖，於喬切。妖豔也。
《說文》作𡝩，巧也。今從夭，餘同。”。
《康
熙》
：“𡝩，
《說文》妖本字。”原本《玉篇》
：“譌，吾戈反。
《尚書》平祑南譌。……《尔雅》譌言也。
郭璞曰：世以妖言為譌言也。”可知六朝至唐宋字書常用字的選字原則以簡潔實用為先。

3．隋唐宋間新出常用字
未見于前代文獻典籍及字書類的隋唐間新出字，或雖見于前代卻未作為常用字者，至隋唐宋間
頻率增高的字。此字不一定是隋唐間新出字，但有可能是新出常用字。
如“溪”，漢司馬相如《上林賦》
：“振溪通谷，蹇產溝瀆。”

，其形為“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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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相倒置，可知在戰國時期已有此字。而經典多用“谿”，
《說文》：“谿，山瀆无所通者。” 宋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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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廣韻》始見收“溪”字，宋本《玉篇》：“溪，溪澗。”又“谿，與溪同。”“溪”為水部部末新增字，
“谿”、“溪”互為異體，而宋本《玉篇》對兩字釋義詳略不同，可知兩字使用頻度在唐宋間已有改易。
在宋本《玉篇》釋字中有 11 例為“溪”，只有 2 次為“谿”，而在原本《玉篇》殘卷中各出現 2 次，
《名
義》釋文中為“谿”有 3 次，僅 1 次為“溪”。皆可為證。故我們認為是隋唐新出常用字，因其形聲結
構更與人們認識及使用習慣相符而代替“谿”。此類字有“踈、甖、瘡、薤”等。
宋本《玉篇》常用字與《說文》新附字有 14 字對應，分別是“遐、塗、預、價、蹙、倒、勢、
低、嬌、贍、藏、涯、衫、逼”，此類除可確定有較早來源的有“遐、價、蹙、倒、勢、逼、嬌、贍、
藏、塗、涯”11 字外，有“預、低、衫”為隋唐宋間新出字，故此 3 字當為新出常用字。
因此，唐宋間新出常用字我們認為有兩種情況，一是早已有之而未成為經常使用字，直到唐宋
時期才漸為流行，成為常用字；一是唐宋之際新出字，因其多為後世使用而成為新出常用字。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宋本《玉篇》的常用字的選定是個封閉的范圍，因此不能僅依靠宋本《玉
篇》的語料情況，判斷宋本《玉篇》的常用字即與當時常用字使用狀況完全吻合。在此我們只是說
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當時社會用字中曾出現過此類漢字，并且在一定使用范圍內（字書釋義系統內
部）達到過較高的使用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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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簡《容成氏》釋文一則
吳建偉
東華大學 副教授

【摘要】關於上博簡《容成氏》第二簡中的“

”二字的釋讀，目前文字學界尚未有定論，有“秀

宅”說、“戚施”說等多種解釋。本文參照該二字字形，在戰國楚文字數據庫統計結果的基礎上，運
用偏旁分析法，同時結合戰國楚文字的書寫風格，認為該二字應當隸定為“䅡宅”。“長者䅡宅”這句
簡文應當解釋為“凸胸仰首的人拔除墓穴上的草”。
【關鍵詞】上博簡，容成氏，官其材，八疾，聖德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的《容成氏》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戰國文獻，它在開篇首
先列舉了傳說中的多位上古帝王，緊接著敘述上古帝王的聖德，第 2 簡中的“
該怎麼隸定、作何解釋，文字學界目前尚無定論。上博簡的簡文整理者隸定作“

”、“

”二字究竟

厇”，並在其下注

曰：“待考”①；徐在國先生釋為“秀（繇）宅”②；何琳儀先生疑讀作“戚施”，並引《詩經•邶風•新臺》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③。現在，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容成氏》第 2 簡的原
文拓片：

①
②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 125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徐在國：
《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
，
《學術界》2003 年第 1 期，第 99-100 頁。
何琳儀：
《第二批滬簡選釋》
，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4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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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要考辨的兩個字取其原形，本段簡文中的其他字不作嚴格的隸定，
採用通行的解釋，通假字直接破讀）
：下，而一其志，而寢其兵，而官其材。於是乎喑聾執燭，矇瞽
鼓瑟，跛躄守門，侏儒為矢，長者

，僂者剫 ，癭

如上所述，本簡連同下面的第三簡主要內容是講述上古帝王的聖德，第一簡中有“其德酋清”，
此之謂也。上古帝王的聖德，有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官其材”，所謂“官其材”，指的是根據人的身
體狀況而分派與之相適合的任務，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即使對殘疾人也是如此。本簡和第三簡就
集中講述了上古聖明的帝王給八種殘疾人安排的工作，這八種殘疾人分別是：喑聾（聾啞人）
、矇瞽
（盲人）
、跛躄（瘸子）
、侏儒、長者（上博簡簡文整理者釋為“張者”，指凸胸仰首的人，甚是）
、僂
者（彎腰駝背的人）
、癭者（患有大脖子病的人）和疣者（長有贅疣的人）。上古聖明的帝王根據這
些殘疾人各自的特點給他們安排了相應的工作，關於簡文中講述的這些工作，上博簡簡文整理者釋
出了其中的六種：聾啞人看管燈火，盲人演奏音樂，瘸子守門，侏儒造箭，患有大脖子病的人煮鹽
鹺，長有贅疣的人到湖澤去打魚。至於另外的兩種殘疾人，即“長者”和“僂者”，他們做什麼工作呢？
簡文整理者未能釋出，言待考。
關於“僂者”的工作，簡文中對應的是“

”。對這兩個字，李若暉先生有精彩的解釋：“剫

，意為刨土使松。鬆土是農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必須彎腰弓身，這卻正適合僂者去做，因此
《容成氏》中說‘僂者剫 ’。”①本文採納李若暉先生的這一解釋。那麼，和“長者”對應的“

”到

底應該是怎樣的工作呢？

①

李若暉：
《釋<容成氏>“婁者
版，第 395 頁。

”》
，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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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討論一下這兩個字的隸定問題。學界目前能見到的隸定方式有兩種：“秀宅”和“
“

厇”。

”隸定為“宅”或“厇”算不上什麼爭議，因為“厇”本來就是“宅”的異體字，《說文•宀部》
：“宅，所

讬也。從宀，乇聲。……厇，亦古文宅”。所以，“

”隸定為“宅”或“厇”亦或“㡯”實際上都沒有意義

上的區別。不過，我們認為，還是隸定為通用的“宅”更好一些。在我們的戰國楚文字數據庫中“宅”
字共有 20 例①，其他例子寫法上與這一例大同小異，僅一點兒細微的差別而已。這樣的話，爭議就
在第一個字上，是應當隸定為“秀”還是“
的字，共有 35 例，一般寫作“

”呢？在我們的戰國楚文字數據庫中，“秀”是個比較常用

”，從字形上來看，跟這裡的“

樣的部件“禾”之外字形完全不類。所以，將“
將“

”字隸定為“

”字隸定為“秀”是站不住腳的。上博簡的簡文整理者

”表面看來很忠實于原形，其實也還是有問題的。我們不妨從偏旁分析和戰國

楚文字的書寫風格兩方面來闡述。“
“

”字形體迥異，二者除了有一個同

”字由兩個偏旁組成，右邊是“禾”無疑，左邊表面上看好像是

”，但實際上是“頁”，“頁”字下部表示人的身體的部分（即人的兩條腿的部分）借用了“禾”字的

筆劃。一個偏旁借用另一個偏旁的筆劃或部件（也可以認為是兩個偏旁有公用的筆劃或部件），這
種現象在戰國楚文字中習見，是戰國楚文字的一種書寫風格。比如，上博簡（一）《孔子詩論》篇
第一簡“文無離言”的“文”字，簡文原形寫作“

”，該字有一個迭加意符“口”，“口”很明顯借用了“文”

的橫筆劃；再比如，同屬上博簡（一）的《緇衣》篇第十八簡“白珪之砧尚可磨”中的“砧”字，原形寫
作“ ”，該字的偏旁“石”借用了偏旁“占”的部件“口”（當然也可以說“石”和“占”有公用的部件“口”）
，
所以，將這個字隸定為“砧”，讀為“玷”是很正確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字應當隸定為“䅡”；“

”應當隸定為“䅡宅”。

隸定的問題解決了，那麼，“䅡宅”又該如何解釋呢？下面我們逐字來解釋。
先說“䅡”，諸字書中很難見到這個字，
《玉篇•禾部》中有：“䅡，草生禾中也。”禾是農民種的
莊稼，草生禾中，正常情況下農民是要把它拔掉的，所以，自然而然地可以引申出“拔草，除草”這
一用法。在本段簡文中，我們不妨把它解釋為“拔草，除草”。美中不足的是，在我們的戰國楚文字
數據庫中“䅡”字只此 1 例，別無他例可資比較，所以，其意義和用法只能做如此的推測。
那麼，“宅”又怎麼解釋呢？《說文•宀部》
：“宅，所讬也。從宀，乇聲。”既然是一個人賴以寄
託的地方，那麼，它的最常用的用法當然就是居住地、住所，人活著的時候的居住地叫住宅，死了
以後賴以寄託的地方當然也可以叫“宅”，那就是“墓地，墓穴”了。這種用法在古書中並不鮮見，比
如，
《廣雅•釋地》
：“宅，葬地也。”《儀禮•士喪禮》
：“筮宅，塚人營之。”鄭玄注：“宅，葬居也。”
《孝經•喪親》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邢昺注：“宅，墓穴也。”一直到了清代，“宅”字仍保留著這種
用法。比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聶小倩》中聶小倩與寧采臣分別時哭泣著說：“妾墮玄海，求岸不
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其中的“歸葬安宅”，“宅”
仍然是墓穴的意思。
①

本數據庫由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劉志基教授負責開發，在此向劉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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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上述解釋不誤，那麼，“長者䅡宅”這句簡文就可以解釋為“凸胸仰首的人拔除墓穴上的草”。
這比較合乎常理，墓穴是小丘形狀的，凸胸仰首的殘疾人難以俯身，拔除墓穴上的雜草正是適合於
他的工作。①
至於何琳儀先生讀“
施”與“

”為“戚施”，這顯然不是從字形方面來分析這兩個字的，字音上“戚

”也應該毫無關係，那就應該是從上下文意思上來考慮的了。但“戚施”本來是蟾蜍的別

名，後來因為蟾蜍是四足據地，沒有脖子，不能仰視，所以用來比喻駝背的人。由簡文的對應關係
來看，下文的“僂者”才是“戚施”，而不是這裡的“長者”。“長者”應當與“戚施”恰好相反，是凸胸仰首、
不能俯視的人。況且，“戚施”也只能解釋成一種殘疾，不能解釋成一種工作。因此，將此處的“
”釋讀為“戚施”恐怕很難成立。
關於彰顯上古帝王聖德的“官其材”，古書中有“八疾”之說。按照古代漢語表達數量的方法，“八”
應當是實指而非虛數，但傳世文獻中對“八疾”的記載大部分不足數，並且所記載的“八疾”的類型也
各不相同。
《禮記•王制》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實際上共講了瘖、
聾、跛、躄、斷者、侏儒六種殘疾人；
《國語•晉語四》
：“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
扶盧，蒙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其中也講了八種殘疾人，但與本文所列舉的《容成氏》中的八疾類型並不完全相同。
其中，聾、啞、盲人、侏儒、彎腰駝背、凸胸仰首的殘疾人是二者都有的，除此之外，
《國語》增加
的是童昏（白癡）和僬僥（小種人）
；
《容成氏》則把前面的聾、啞合成一種類型，另加了跛躄、癭
者和疣者三種類型。很顯然，二者的記述是各有所本、來源不同的。可以說，與傳世文獻相比，上
博簡《容成氏》為我們瞭解彰顯上古帝王聖德的“官其材”增加了一個新版本。

【參考文獻】
[1]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J].學術界，2003（1）.
[3] 朱淵清，廖名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4]徐中舒.漢語大字典（縮印本）[M].四川、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

①

筆者有親戚家住湖北省黃岡市，據當地人介紹，黃岡市的某些地方有這樣一種習俗：古時的富貴人家一般都會雇
人為自己的祖先守墓，所雇傭的多為凸胸仰首的殘疾人。這似乎可以看作是長期流傳下來的上古遺風，該習俗更
加堅定了筆者寫這篇文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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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興國主楊文弘與姜太妃墓誌釋文校正

李恒光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
摘要：陝西略陽縣出土的《楊文弘墓誌》《姜太妃墓誌》是氐族建立武興國的直接憑證。這兩方墓
誌對於研究武興國史及南北朝時期西北民族史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是蔡福全先生對墓誌的釋
讀存在諸如釋文錯誤、句讀欠妥等瑕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利用價值。今反復對比原釋文
與拓片，對部分釋文進行校正，並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字：武興國；墓誌；校正
《考古與文物》2014 年第 2 期刊登了蔡副全先生《新發現武興國主楊文弘與姜太妃夫婦墓誌考》
一文，該文公佈了《楊文弘墓誌》
、
《姜太妃墓誌》的拓片並做了考釋梳理。這兩方墓誌是武興國建
立的直接憑證，對研究武興國史及南北朝時期西北民族史有重要意義。但細甄釋文，略有瑕疵，個
別文字、句讀仍值得商榷，相關記載尚有可闡述之處，現略陳管見，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楊文弘墓誌》校正
1.“君少丁酷罰長，東……”句讀不當。
“少”字有“年幼，年青”義，
《玉篇》
：“少，幼也。”“丁”字表“當，遭逢”義，
《爾雅·釋詁下》
：“丁，
當也。”《詩·大雅·雲》
：“甯丁我躬。”毛傳：“丁，當也。”“少丁”指“年幼時遭逢……”，這一詞語在
隋唐墓誌文獻中大量存在，如：唐《孫嗣初妻韋夫人墓誌》：“夫人少丁延陵府君喪禍，茹荼泣血，
幾不勝哀。”唐《路全交墓誌》
：“公少丁不造，自長育於外家。”“酷”表程度，意為“極，甚”。《說
文解字注》
：“酷，引申為已甚之意。
《白虎通》曰：‘酷，極也，教令窮極也。’”1“罰”，指處罰。“酷
罰”一詞，傳世文獻中也有使用，
《魏書》
：“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
2
案魏晉，請除衰服。” 《宋書》：“臣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3等。隋唐墓誌材
料中也較為常見，如：唐《鄭逞墓誌》
：“結綬未幾，酷罰俄鐘，號泣無絕于時，水漿不入於口。”
唐《智悟墓誌銘》
：“自丁酷罰，泣血連裳，號天不展其哀，扣地莫申其戚。”唐《柳昱墓誌》
：“五歲
丁外艱，九歲重罹酷罰。”等。
“君少丁酷罰”意是指墓主人楊文弘年幼時遭受到了重大挫折。文意於“罰”字處已經完結，所以
“長”字下屬為宜。即，“君少丁酷罰，長東……”。
2.“東”當釋作“遭”。
承前文，
《楊文弘墓誌》 “君少丁酷罰，長東……”中“東”字當釋為“遭”字。
從拓片字形來看，該字殘泐漫漶，所存部分似“東”字上部，所以蔡副全先生釋讀為“東”字。但
東漢以降，“遭”字大量存在右上部作“
作

、東漢《許安國題記》作

”的寫法。如：東漢《曹全碑》作

、北魏《元頊墓誌》作

、東漢《夏承碑》

、北魏《張安姬墓誌》作

、隋《盧

*作者简介：李恒光（1983—）
，男，山东阳谷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汉字发展史、汉字科技史研究。
1
（东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748 页。
2
（北齐）魏收：
《魏书》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780 页。
3
（梁）沈约：
《宋书》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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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機墓誌》作

。對比拓片字形來看，此字很有可能是“遭”字。

從字義角度考察，此處若釋為“東”字，“東”字常見義項多於方位相關，則“長東……”較難理解。
而“遭”字可表“遇到，遭受（通常為不幸）”義。
《說文解字》
：“遭，遇也。”《詩·周頌·閔予小子》
：“閔
予小子，遭家不造。”漢王充《論衡·命義》
：“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台，文王厄羑裡也。”1“長
遭”連用，既可以表示“長期遭受不幸”，也可以表示“成年後遭受不幸”與前句“少丁酷罰”相呼應。由
於墓誌下端殘泐，我們也無法判定究竟表哪個意思。“長遭”連用的例子，文獻中也大量存在，如：
《楚
辭·招魂章句第九》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王逸注曰：“上則無所考校己之盛德，長
遭殃禍，愁苦而已也。”2《三國志·魏書·廣平哀王儼傳》
：“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3王
安石《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
》
：“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近世胡適之先生《李
4
超傳》
：“幼失怙恃，長遭困厄。” 等。
故此，我們可以認為，該字釋為“遭”字更為合適。
3.“言溫，俠獷終能……”句讀不當。
“俠”字有“俠義”意，多指見義勇為、肯舍己助人的性格或行為。《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季布
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于楚。”裴駰集解：“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
裡，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俜也。”5“獷”字有“勇猛，強悍”義。
《關尹子·六匕》
：
6
7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 《後漢書·段熲傳》：“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後漢書·光
武帝紀上》：“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李賢注：“猛，或作獷。獷，猛貌也。” 8“俠獷”連用，此處表
示“俠義勇猛”意。“俠獷”與其後“終能”連用，似乎不太合適。
“溫”可表“溫和”義，
《尚書·舜典》
：“直而溫，寬而栗。”孔穎達疏：“正直者失于太嚴，故令整治
9
而溫和。” 《詩經·邶風·燕燕》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鄭玄箋：“溫謂顏色和。”“言溫”連用指言
辭的寬厚得體，在唐代墓誌中也有使用。如：唐龍朔二年《王君妻馮氏墓誌》
：“言溫玉潤，德美金
聲。”唐神龍元年《李經墓誌》
：“公操凜言溫，長材偉度，文華冠世，武藝絕倫。”“言溫”和“俠獷”
都是對墓主人楊文弘秉性品格的概況，將二者並列更為合適。
因此，“俠獷”當屬上句，即“言溫俠獷，終能……”為宜。

（二）《姜太妃墓誌》校正
1.“搙”當釋作“耨”。
《姜太妃墓誌》“耒搙其僡”中“搙”字當釋為“耨”字。
從拓片字形來看，該字作

，右部為“辱”，左部似為“扌”， 所以蔡副全先生釋讀為“搙”字。

但“耒”字及其作為部件使用時，最上一筆常常作撇狀，如：“耒”字東漢《造土牛碑》作
《谷郎碑》作

，“耕”字北魏《元徽墓誌》作

，“耨”字唐《龍泉記》作

似，有時會誤“耒”旁作“禾”旁，如：“耨”字敦煌文獻中有作
1
2
3
4
5
6
7
8
9

，三國吳

等。這就與“禾”極為相

（敦研 301《妙法蓮華經》）
、

（敦

（东汉）王充：
《论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0 页。
（宋）洪兴祖补注：
《楚辞补注》
，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175 页。
（晋）陈寿撰：
《三国志》
，中华书局，1971 年，第 593 页。
胡适：
《胡适文集》
（卷四）
，上海书店，1989 年，第 210 页。
（西汉）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729 页。
关喜：
《关尹子》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6 页。
（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后汉书》
，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998 页。
同上，第 6 页。
（汉）孔安国传（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正义：
《尚书注疏》
（四库荟要本）
，吉林出版集团，2005 年，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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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020（9-2）
《大般涅槃經》
）
、
“耕”字樓蘭殘紙作

（敦研 170（1-1）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唐《尚明墓誌》作

，“耗”字北齊《元賢墓誌》作

、唐《彭氏墓誌》作

‘礻’二旁形似，或有相換造成俗字的” 現象很普遍。如：“禾”字晉《徐義墓誌》作
1

弼墓誌》作

，“秣”字北魏《元暐墓誌》作

，

等。同時，“‘禾’、
，“秋”北魏《元

等。“礻”旁書寫快捷時又會與“木”旁相混，如：“祝”

字北魏《吊比干文》作

，“神”字北魏《宋虎墓誌》作

字北魏《元朗墓誌》作

等。“在中國古籍中，‘木’、‘扌’二旁相混是普遍現象。”2 所以，“耨”字

東漢《孔宙碑》作

，
《姜太妃墓誌》作

北魏《吐谷渾璣墓誌》作

，“祿”

。從字形角度看“搙”字當是“耨”字。

從字義角度來考察，“搙”字的意義主要是“撚；拭；拄”，而“耒”是一種農具，“耒搙”連用則不
能解釋為何意。而“耨”亦是一種農具，“耒耨”連用可用以泛指農具。如：
《易·繫辭下》
：“包犧氏沒，
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莊子·胠篋》：“昔者齊國臨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兩千餘裡。”等。
故此，我們認為，該字釋為“耨”字更為合適。
2. “僡”當釋作“德”。
承前文，
《姜太妃墓誌》“耒耨其僡”中“僡”字當釋作“德”字。
從拓片字形來看，該字形作

，左部作“彳”，右部作“恵”，在墓誌材料中“彳”旁與“亻”旁常常

混用，所以蔡副全先生釋讀此字為“僡”字。而“德”字字形有作：
魏《元周安墓誌》
）

（北周《曇樂造像記》
）

（北魏《叔孫協墓誌》）

（北

（隋《蔔仁墓誌》）等。顯然從字形角度來看，

該字當為“德”字。
從字義角度來考察，“僡”同“惠”字，“惠”主要表“仁慈、恩惠”，而“德”字可以表“道德、德行”
義。“耨”字不僅指農具，也可以表示鋤草，耕耘。如：
《呂氏春秋》
：“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3
《逸周書·大開武》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4“耒耨其德”是以耕田來比喻修德，
這與古人以耕織比喻讀書積累學識的用法相同。
故此，我們認為，該字釋為“德”字為宜。
3. 對“煩姬贊楚，任似（姒）翼周”理解的偏差。
蔡副全先生將“任似（姒）翼周”與“常羊啟聖，龍首降神。”聯繫起來，認為是對姜太妃族屬的
描述。但他忽略了“煩姬贊楚”這句，所以理解上有所偏頗。理解“煩姬贊楚，任似（姒）翼周”的關
鍵在於對“煩”字的考察上。
此處，“煩”字當通“樊”字。“煩”中古為奉母，元韻，平聲字，“樊”中古也是奉母，元韻，平聲
字，二者讀音完全相同，可以通假。“煩”字與“樊”字相通的例子也存在。如：
《法苑珠林》卷四十一：
“煩籠幽閉，難成出離。”《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
：“彌勒，汝久居聖位，已出煩籠。”等。“煩
姬贊楚”即“樊姬贊楚”。

1
2
3
4

曾良：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165 页。
曾良：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89 页。
（汉）高诱注：
《吕氏春秋》
，上海书店，1986 年，第 334 页。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
，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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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姬贊楚”與“任姒翼周”均為用典，前者講樊姬輔助楚莊王終成霸業，後者講周文王母太任與
周武王母太姒作為賢慧後妃的典範，輔助兩代周王。“煩姬贊楚，任似（姒）翼周”既是對“樊姬”“任
姒”的讚譽，也是暗指姜太妃對武興國做出巨大貢獻的肯定，所以這兩句並不是追朔姜太妃族屬的。

（三）楊文弘名諱及相關問題
1.楊文弘的名字
《楊文弘墓誌》雲：“王諱𥞫，字文弘，其先……”而《魏書·氐傳》則雲：“文度弟弘，小名鼠，
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高祖納之。鼠遣子苟奴入侍，
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1蔡副全先生已經
論證“𥞫”即為“黍”，“楊文弘以‘𥞫（黍）’為名，應與仇池山一帶盛產此類穀物有關。”2但他認為，“史
籍稱文弘名‘鼠’似有誤，氐族無獨立文字，‘鼠’‘黍’音同，疑以音訛變。”3
史籍稱文弘名“鼠”，絕非簡單音訛所致，考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源于華夏族對異族的醜化
稱呼傳統。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區的漢民族的先人，常常對異族採取醜化的稱呼，如：東夷、南蠻、
西戎、北狄、鬼方、玁狁、胡等。也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
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 4稱文弘名“鼠”，顯然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其二，這也是後世
史官對楊文弘乃至氐族政權的一個評判。地處邊陲的氐族政權，一直在中原政權間徘徊。楊文弘本
人在建立武興國初，就先後得到劉宋王朝和北魏王朝的封爵。史官修史時，就認為楊文弘的搖擺是
一種“首鼠兩端”的行為，也如《陳書·虞奇傳》所言：“首鼠兩端，唯利是視。”這顯然與儒家文化所
宣揚的君臣關係所不符，應該加以批判，也便有了以一“鼠”字稱楊文弘的現象。
2.楊文弘避諱問題
前引《魏書》言：“文度弟弘，小名鼠，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顯祖”是對祖先的美稱，但
是從蔡副全先生依據史籍和《楊文弘墓誌》整理出的氐族楊氏譜系表來看，楊文弘名黍並不存在避
顯祖諱的條件。
同時，我們發現《北史·氐傳》中載：“文度弟弘，小名鼠，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
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
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孝文複以鼠爵授之。”5獻文即北魏獻文帝拓跋弘，楊文
弘的避諱顯然是避君諱，而非避顯祖諱。由是知之，
《北史·氐傳》所載為確。

1
2
3
4
5

（北齐）魏收：
《魏书》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32 页。
蔡副全：
《新发现武兴国主杨文弘与姜太妃夫妇墓志考》
，
《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2 期，第 89 页。
同上。
王国维：
《观堂集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69 页。
（唐）李延寿：
《北史》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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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量詞“區”“丘”“軀”“所”的更替與演化
——以中古石刻文獻爲中心

鄭邵琳
（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摘

要：本文擬對中古石刻文獻中的量詞“區”、“丘”、“軀”和“所”進行靜態描寫和動態考察，
由此呈現其在中古時期的真實面貌和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間發展演化的軌跡。通過描述其
語義、適用範圍、出現頻率等使用情形，排比其在不同時期的用法，可知此四個量詞雖未完成徹
底的更替，但已呈現出明顯的更替、分化和演變趨勢。後來繼續發展，量詞的適用範圍更明確，
分工更精細，展現的正是量詞體系日益完善的過程。

關鍵詞：量詞 演化 石刻文獻

前言
量詞是漢藏語系的特點之一，漢語量詞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系統，它由產生、發展到成熟
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時代不同，量詞的用法亦不同。從商周甲骨文、金文時期量詞開始萌芽，
至秦漢時代獲得明顯發展，名量詞已經初步成熟。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基本形成成熟的體系和
規範，並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持續發展。“從歷史上看，漢語量詞是遵循著由簡到繁和由繁到簡兩條
道路發展下來的，其目的是讓語言的結構更加精確、鮮明、完善。於是量詞的分工越來越細密，很
多中心詞各有專職的量詞，這是由簡到繁；而同義量詞的淘汰，一般退色量詞的“個化”等，則是
1

由繁到簡。” 在量詞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與名詞的搭配關係自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衆所周知，名詞與量詞的搭配是一種語義上的雙向選擇關係。依據可組合名詞的語義類別，可
將量詞的語義組合功能大體上分爲三種情況：①專用型：只適用於某一種特定對象，量詞語義單一，
而且比較具體。如：輛（車）
、幢（房）
。②合用型：可適用於兩種以上對象，量詞語義多種，這些
語義之間大多存在某種派生關係。如：所（房屋、單位）、群（動物、人、島嶼……）。③通用型：
較普遍適用於若干種對象，與名詞組合相對比較開放，量詞的語義虛化程度較強。如：個、種、樣。
2

其中，合用量詞在漢語量詞系統中占的比重最大，與名詞的搭配關係最複雜，在漢語量詞發展過程

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通過深入探究其意義、用法和發展演變軌跡，有助於了解漢語量詞的發

1
2

劉世儒：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2-3）
。
邵敬敏：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名詞的雙向選擇，
《中國語文》199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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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律。
中古时期，社会用字实物材料类型丰富，因材料物理属性的影响，尤以石刻数量庞大且字形保
存完整。此时期因现存文献有限及骈体化倾向等原因，导致量词研究材料不很充分。而石刻文献为
同时材料，且呈现书面语与口语化并存的语言特点，爲漢語量詞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因此，本文擬對中古石刻文獻中的合用量詞進行靜態描寫和動態考察，由此呈現其在中古時期的真
實面貌，以及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更替和演化的軌跡。我們以量詞“區”、“丘”、“軀”和
“所”爲例，分別描述其語義、適用範圍、出現頻率等使用情形，并排比其在不同時期的使用情形，
藉以呈現其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到隋唐五代時期交叉、更替與演變的發展脈絡。

一、區
《說文·匸部》
：
“區，踦區，藏匿也。”徐鍇繫傳：
“凡言區者，皆有所藏也。”段玉裁注：
“此
言委曲包蔽也。區之義內藏多品，故引申爲區域、爲區別。古或假丘字爲之。”由“藏匿”義引申
爲“區域、處所”義。《文選·班固<封燕然山銘>》：“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劉良注：“區，
亦域也。
”
《文選·張載<劍閣銘>》
：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呂向注：“區，域也。
”《玉篇·匸部》
：
“區，域也。
”由此轉爲量詞，用以稱量建築物。
在中古石刻文獻中，量詞“區”主要有兩個用法，一爲稱量建築物，一爲稱量造像。劉世儒指
出這兩種用法語源不同，性質也異。前者量“區域”，後者量“軀幹”。擴大開來，也可以用於寶臺、
3

塔、石窟等，這是類化用法。 “區”
、
“軀”同音，均爲侯母溪韻。據我們調查，在稱量對象是造像
或佛塔時，量詞“區”可與量詞“軀”通用；若對象是其他，則不與其相通。
（一）稱量建築物（除“塔”外）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區”稱量建築物者共 10 見，用以稱量墓、井、宅第、寺、碑等。
“區”
有時寫作“塸”
。茲舉數例如下：
1.素有家地，中造墓壹區
（西晉《杜謖墓門題記》）
．，入葬（藏）。
2.規制之初，於寺所絕壁之際，有靈井三區
．，忽然自成，淨麗淵圓，今古莫見。（北魏《山公
寺碑頌》
）
3.賜甲第一區
（東魏《蕭正表墓誌》
）
．，布帛肇計。
4.於是敦契齊心，同發洪願，即於村中造寺一塸
）
．。（東魏《李顯族造像碑》
5.合邑四百卅人等，發心敬造石像三區，銘一區
．。（北齊《殷恭安等造像記》）
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區”稱量建築物者共 7 見，用以稱量宅、井、塋地等。茲舉數例如下：

3

劉世儒：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191-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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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路交衝，建天宮一所，誘發菩提；義井一塸
．，以消內渴。（隋開皇五年《建天宮義井記》）
7.錫錦袍細帶魚袋二事，物五百段，並賜甲第一區
．。（唐開元廿七年《俾失十囊墓誌》）
8.又賜以祕器及塋地一區
．，並立碑紀德。（唐貞觀十一年《溫彥博墓誌》）
（二）稱量造像、塔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區”稱量造像和佛塔等，共出現 210 次。
“區”有時寫作“塸”、
“

”、

“傴”、“𥕥”等形體。其中，稱量造像者共 195 見。稱量塔、浮圖等，是因其與造像形體上的相似
性而產生的類化用法，共 15 見。茲各舉數例如下：
9.永熙二年九月十日，佛弟子陵江將軍政桃樹，敬造無量壽像一區
．。（北魏《政桃樹造像記》）
10.佛弟子翟蠻，爲亡父母洛難，敬造彌勒像一塸
）
．。（北魏《翟蠻造像記》
11.始光元年，北地郡屯原縣民陽源川□佛弟子魏文朗，哀孝不赴，皆有建勸，爲男女造佛道像
一傴
（北魏《魏文朗造像碑》
）
．供養。
12.父母生存之日，正光元年中，造像兩區
）
．，釋迦、觀音。（東魏《王仁興造像記》
13.群心齊唱，興發菩提洪願，造石四面像一區
）
．，像身五尺。（北齊《僧哲等四十人造像記》
14.良師占卜，宜爲亡父造老君一區
．。（北周《杜世敬等造像記》）
15.有子顯就靈鳳子沖等，追述亡考精誠之功，敬造浮圖一塸
．，置於墓所。（北魏《孫遼浮圖銘
記》
）
16.大魏天平三年，歲次丙辰，正月癸卯朔，合邑等敬造須彌塔一塸
（東魏《王方略等造塔記》
）
．。
17.故盡資竭力，敬造磚天宮一區
（東魏《道穎僧惠等造像記》）
．。
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區”稱量造像共出現 57 次，稱量佛塔的用例未見。茲舉數例如下：
18.大惟開皇四年，歲㳄甲辰，八月辛卯，朔十日庚子，佛弟子李恵猛妻楊静太敬造彌勒像一
區
．，并二菩薩。（隋開皇四年《李惠猛妻楊靜太造像記》）
19.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五月丁未，朔一日乙未，佛弟子張信爲亡息来富，敬造阿彌陀石
像一區
．。（隋開皇十六年《張信造像記》）
20.咸亨元年，二月卅日，弟子成思齊兄弟及姉妹，爲亡父造觀音菩薩一區
．。（唐咸亨元年《成
思齋兄弟造像記》）
21.李德深外甥女敬造藥師瑠璃光佛一區
（唐刻《李德深外甥女造像記》）
．供養時。

二、丘
《說文·丘部》
：
“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
”
“丘”本爲名詞，指因地勢而自然形成的土山。
《爾
雅·釋丘》：“非人爲之丘。”郭璞注：“地自然生。”後亦可指人爲之丘，即“墳墓”。《方言》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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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冢，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周禮·春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
度，與其樹數。
”鄭玄注：
“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孫詒讓正義：
“丘者，積土高大，像丘山之形。
”
《呂氏春秋·孟冬》
：
“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高誘注：“丘，墳。”
“丘”古
常與“區”通。從語音來看，“丘”爲溪母之部字，“區”爲溪母侯部字，聲母相同，之、侯旁轉。
《說文》“區”字，段玉裁注：“區之義內藏多品，故引申爲區域、爲區別。古或假丘字爲之。”唐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三：
“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又晉宮閤名所載某舍
若干區者列爲丘字，則知區丘音不别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丘，亦古之遺音也。”
《管子·侈
靡》
：
“鄉丘老不通睹，誅流散，則人不眺”。
《集校》引洪頤煊云：
“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
“丘”作量詞，用以稱量“冢”
、
“冢地”等。
在中古石刻文獻中，量詞“丘”主要有兩個用法，一爲稱量“冢”等，一爲稱量造像。前文已
述，
“丘”古常與“區”通。因而，與量詞“區”一樣，量詞“丘”亦可用於稱量造像。量詞“丘”
在魏晉南北朝石刻中共出現 7 次，而在隋唐五代石刻中不見其用例。
（一）稱量“冢”
、
“冢地”等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丘”的此種用法共出現 4 次。用例如下：
1.從東王公、西王母，買南昌東郭一丘
．，[賈值]五千。（三國吳《浩宗買地券》）
2.會稽亭侯並領錢唐水軍綏遠將軍，從土公買冢城一丘
．。（三國吳《買冢城磚》）
3.大男楊紹從上公買冢地一丘
（西晉《楊紹買地莂》
）
．。
4.縱廣五畝地，立冢一丘
．，雇錢萬萬九千九百九十文。（南朝梁《秦僧猛買地券》）
以上四例，量詞“丘”稱量“冢城”、“冢地”、
“冢”。雖然“丘”與“區”音近相通，但魏晉
南北朝石刻中量詞“丘”的適用對象以“冢”爲中心，而量詞“區”所稱量的“寺院”、
“宅第”等
其他建築物均不在其適用範圍內。這種現象的存在，蓋與“丘”本身有“墳墓”義有關。量詞“丘”
多出現在買地券中，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沒有收錄，蓋此量詞爲魏晉南北朝石刻材料所
特有。
《漢語大字典》
“丘”字條義項 9：
“又用作量詞。柔石《爲奴隸的母親》：
‘假如有五人同在一
丘水田裏，他們一定叫他站在第一個做標準。’”
《漢語大詞典》
“丘”字條義項 7：
“量詞。塊。周立
波《湘江十夜》
：
‘在一丘蕎麥干田裏，他們找到了二大隊長。’”據石刻文獻來看，早在魏晉南北朝
時期，
“丘”就可以量地了，只是專用於量冢地。後來，“丘”的用法逐漸一般化，亦可用於量田地
了。
（二）稱量造像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丘”的此種用法共出現 3 次。用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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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大通五年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爲亡妹令玉尼，敬造釋迦文石像一丘
．。（南朝梁《上官法
光造像記》
）
6.梁太清三年七月八日，佛弟子丁文亂爲亡妻蘇氏，敬造釋迦雙身尺六刑石像一丘
．。（南朝梁
《丁文亂造像記》
）
7.天保十年臘月八日，十四人造石佛一丘
．。（北齊《王鴨臉等造像記》）

三、軀
《說文·身部》：“軀，體也。”徐鍇繫傳：“泛言曰身，舉四軆曰軀。軀猶區域也。”段玉
裁注：“體者，十二屬之總名也，可區而別之，故曰軀。”《釋名·釋形體》：“軀，區也，是衆
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軀”本爲名詞，指軀體，是身體的一部分。以部分代替整體的方式轉喻
成爲量詞，用以稱量造像，而不適用於人。後來，適用範圍擴大，也可以用於塔、石窟等，這是類
化用法。人有軀體，像有軀體，與像形體相似的塔也有軀體。在中古石刻文獻中，量詞“軀”的用
法主要是稱量造像和佛塔等。
（一）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軀”共出現 126 次，用以稱量造像和佛塔。其中，稱量造像
者共 121 見，稱量佛塔者 5 見。茲各舉數例如下：
1.齊建武二年，歲次乙亥，荊州道人釋法明奉爲七世父母、師徒善友，敬造觀世音成佛像一軀
．。
（南朝齊《釋法明造像記》
）
2.梁普通四年三月八日，弟子康勝發心，敬造釋迦文石像一軀
．。（南朝梁《康勝造像記》）
3.減己家珍，玄心獨拔，敬造彌勒下生石像一軀
．。（北魏《敬羽高衡造像記》）
4.大魏興和五年，歲次癸亥，正月壬戌，朔二日癸亥，雍州長安劉目連敬造觀世音像一軀
（東
．。
魏《劉目連造像記》
）
5.大齊承光元年，歲次丁酉，四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佛弟子張思文敬造無量壽像一軀
．，並
觀音大勢。
（北齊《張思文等造像記》
）
6.大齊天保四年，歲次癸酉，八月辛卯，朔十九日己酉，□宋寺比丘道常，減割衣鉢之資，敬
造太子像一軀
（北齊《道常等造像記》
）
．。
7.大齊河清四年，歲次乙酉，三月癸未，朔廿七日己酉，法儀兄弟王惠顒廿人等，敬造盧舍那
像一軀
（北齊《王惠顒二十人等造像記》）
．。
8.大齊天保六年，歲次乙亥，朔七月己卯，十五日癸巳，仰爲魯彦昌敬造越殿國像一軀
．。（北
齊《魯彦昌造像記》
）
9.捨割資珍，敬造娑羅像一軀
．，能鏤真容。（北齊《優婆姨等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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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父纂，情慕東門，心憑冥福，特爲亡略，敬造老君像壹軀
．。（北齊《姜纂造像記》）
11.並息洪顯先發願，爲亡祖公、亡祖母許造磚浮圖一軀
．。（東魏《朱舍捨宅造寺記》）
12.邑主朱曇思、朱僧利一百人等，於村之前兆其勝地，綿基細柳，白虎遊南，敬造寶塔一軀
．。
（北齊《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
）
（二）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軀”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用法，仍然可以與造像搭配，但
稱量塔的用例偶見。量詞“軀”共出現 69 次，其中，稱量造像者共 67 見，稱量佛塔者 1 見，稱量
經幢者 1 見。茲各舉數例如下：
13.故人王旿敬造無量夀像一軀
．，願生佛國，及法界衆生。（隋刻《王旿造像記》）
14.吴吉甫敬造石像一軀
．，爲七代父母合大小，並願平安。（唐龍朔元年《吳吉甫造像記》）
15.永徽四年八月十日，王師亮爲兄造阿彌陀像一軀
．。（唐永徽四年《王師亮造像記》）
16.又於龕上爲身造救苦觀音菩薩二軀
．。（唐顯慶五年《楊君植造像記》）
17.天寶十三載二月八日，敬造弥勒像一軀
．。（唐天寳十三年《袁名丘等造像記》）
18.弟子何承渥造羅漢貳軀
．，爲報父母恩永充供養。（後晉開運元年《何承渥造羅漢像記》）
19.敬造五給浮圖一軀
．、像一鋪。（唐開元六年《張貓造像記》）
20.於塋所建造尊勝陁羅尼幢壹軀
．。（唐咸通七年《黃順儀造陀羅尼幢》）

四、所
《說文·斤部》
：
“所，伐木聲也。
”段玉裁注：“伐木聲乃此字本義，用爲處所者，假借爲處字
也。
”可知，
“所”本義爲“伐木聲”
，後假借爲“處所”義。《玉篇·斤部》：“所，伐木聲也。又處
所。
”
《呂氏春秋·達鬱》
：
“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高誘注：“所，處也。”
《一切經音義》卷
二“無所”注引《三蒼》：“所，處也。”《廣韻·語韻》：“所，又處所也。”由“處所”義引申爲量
詞，用以稱量處所。在中古石刻文獻中，量詞“所”可以稱量建築物，可以稱量造像、佛塔、經幢
等。
（一）稱量建築物（除“塔”外）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量詞“所”共出現 2 次，用以稱量冢、寺等建築物。用例如下：
1.元嘉二年八月十三日，於江寧石泉里建□□冢一所
．。（南朝宋《宋乞墓誌》）
2.唯大齊天統三年四月十日，佛弟子李磨侯敬造鎮池寺一所
（北齊《李
．，石佛象釋迦一會以報。
磨侯造像記》
）
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所”使用頻率非常高，凡建築物或處所，基本都可與之搭配。量詞“所”
稱量建築物者共 40 見，用以稱量寺、宅第、郡寨、閣、營、壇、房、堂、院、堡戍、果園、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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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通車道、水碾等。茲舉數例如下：
3.遂□於程村之南，洨水之上，立永橋一所
．。（唐永徽四年《建永橋碑》）
4.賞物五千段，奴婢卅，甲第一所
．，上馬五十匹。（唐顯慶五年《紇干承基墓誌》）
5.福比丘翻譯經典，有造經房一所
．。（唐景雲二年《大雲寺功德碑》）
6.造水碾四所
．。（唐開元廿七年《易州鐵像頌碑》）
7.大唐開元廿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午，建開北山通車道一所
．。（唐開元廿七
年《易州鐵像頌碑》）
8.范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垈村趙襄子淀中麦田莊，并果園一所
．。（唐開元廿八年《石浮屠後記》）
9.於是廣勸有緣，奉爲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
．。（唐天寳二年《懷惲墓碑》）
10.土無耕稼，利在魚鹽，郡有鹽井兩所
．，久而若廢。（唐天寳二年《王秦客墓誌》
11.故伽藍置寺一所
．，請以永泰爲名，特望度僧二七人。（唐天寳十一年《永泰寺碑》）
12.濟瀆、北海壇二所
．，新置祭器及沉幣雙舫雜器物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唐貞元十三年《濟
瀆廟祭器銘》）
13.數年之間，日新成立，創置精思院一所
．。（唐元和四年《馮仙師墓誌》）
14.領軍馬萬餘，收郡寨十所
．。（唐大中六年《同國政墓誌》）
15.東韓家西呂將軍南自至北至道，內置營一所
．。（唐大中六年《同國政墓誌》）
16.募新卒七千人，增堡戍四十二所
．。（唐咸通二年《白敏中墓誌》）
（二）稱量造像、佛塔等
魏晉南北朝石刻中，未見量詞“所”稱量造像、佛塔等的用例。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所”
此種用法的用例 18 見。其中，稱量造像者 1 見，稱量佛塔者 14 見，稱量經幢者 3 見。茲各舉例如
下：
17.龍朔元年六月十日，韓弁智爲亡母楊敬造石像一所
．。（唐龍朔元年《韓弁智造像記》）
18.抽資什物，謹舍淨財，敬造斯塔一所
．。（唐垂拱四年《順貞等造塔記》）
19.在路交衝，建天宮一所
．，誘發菩提。（隋開皇五年《建天宮義井記》）
20.兼造尊勝陁羅尼幢一所
（後梁乾化五年《國礹誌銘》）
．，建立塋内。

五、結語
根據上文對量詞“區”、“丘”、“軀”和“所”使用情形的描寫和其在不同時期的比對，茲
列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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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

區

丘

軀

所

魏晉南北朝（適用範圍[次數]）

隋唐五代（適用範圍[次數]）

造像[195]

造像[57]

佛塔[15]

佛塔[0]

其他建築[10]：墓/井/宅第/寺/石窟

其他建築[7]：宅/井/塋地

冢、冢地[4]

冢、冢地[0]

造像[3]

造像[0]

造像[121]

造像[67]

佛塔[5]

佛塔[1]/ 經幢[1]

造像[0]

造像[1]

佛塔[0]/經幢[0]

佛塔[14]/ 經幢[3]

其他建築[2]：墓/寺

其他建築[40]：寺/宅第/郡寨/閣/營/壇/房/
堂/院/堡戍/果園/橋/井/通車道/水碾/闕/碑

通過考察，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量詞“區”在魏晉南北朝石刻中的適用對象包括造像、佛塔以及除佛塔外的其他建築物。在隋
唐五代石刻中，量詞“區”繼承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用法，并將量詞“丘”的稱量對象納入適用
範圍。
量詞“丘”在石刻中應該是買地券中所特有的，且因其本身有“冢”義，故適用對象均以“冢”
爲中心。又因與量詞“區”音近相通，亦可用於稱量造像。而在隋唐五代石刻中，不見量詞“丘”
的用例，其適用的“冢”
、
“冢地”此時期均用量詞“區”來稱量。
量詞“軀”在魏晉南北朝石刻中主要用於稱量造像和佛塔。而在隋唐五代石刻中，量詞“軀”
稱量造像的用法習見，但稱量佛塔僅見 1 次，稱量經幢亦見 1 次。可見，在隋唐五代時期，“軀”
基本上已經成爲專用於造像的量詞了，其適用範圍呈現縮小的趨勢。原本適用的佛塔、經幢之類的
事物，在隋唐五代石刻中多與量詞“所”搭配。
量詞“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很常見，到了隋唐五代時期使用頻率更高，適用範圍更廣，
凡建築物或處所基本都可與之搭配。
由此可以看出，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時期內，“區”、“丘”、“軀”和“所”四個量詞
之間徹底的更替還未完成，但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更替、分化和演變趨勢。爲使語言表達精確化，後
來繼續發展，造像多用量詞“座”或量詞“尊”來稱量，量詞“軀”廢棄不用，量詞“區”僅剩下
稱量“宅第”等建築物的用法。大約明代以後，量詞“區”也不再用於稱量建築物了。如此，量詞
的適用範圍明確，分工更精細，語義更明晰化，展現的正是量詞體系日益完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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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新附字之佛教用字
臺灣中央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莊斐喬
摘要
《說文解字》為東漢許慎所撰之文字學經典，收錄 9353 個正文，1163 個重文，到了宋初，徐
鉉校正《說文》三十卷，增添新附字 402 個，按部首分列在《說文》各部之末，別題「新附字」以
示區別。
《說文》新附字的收錄年代約始於唐代末年，佛教傳入中國約一千年左右。由於佛經翻譯
風氣甚盛，
《說文》新附字自然也著錄一些佛教用字。
本論文就《說文》新附字擇取佛教用字，梵、剎、僧、魔、塔、曇、盋等七字，參考鄭珍《說
文新附考》
、鈕樹玉《說文新附考》
、注解佛經的音義書，進而查明該字的首出之例，以及先秦兩漢
到六朝之間的本土文獻及中國佛學著作，並往下稽查敦煌文獻、漢譯佛經及簡帛文字等文獻，考察
各字出現的年代、形音義、演變關係及其在詞匯學上的意義。
關鍵詞：說文解字、新附字、漢譯佛經

一、前言
在漢語詞彙的外來語接受史上，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兩漢由西域詞語中借用詞語，此
階段為了拼讀大量傳入的西域新事物，經常用「胡」
、
「番」等加上相似的中國固有字來拼讀外來語，
如「胡桃」
、
「番茄」等，而尚未能夠接受完全的音寫詞，如「琵琶」、
「葡萄」之類。第二階段為東
漢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佛經翻譯，使漢語吸收不少梵語系統的外來詞。王力《漢語史稿》認為：
「佛
教借詞和譯詞同西域借詞和譯詞有些不同；按時代先後來說，西域借詞和譯詞的時代要早得多(大約
1

早五百年)，雖然後代也有一些；按影響的大小來說，佛教借詞和譯詞的影響要大得多 。」他將佛
教用語對漢語的影響分為兩類，一是影響不大的，有剎、伽藍等字。另一則是進入全民的語言中，
2

如：佛、塔、僧、尼、和尚、菩薩、地獄等 。劉正談、高名凱《漢語外來詞詞典》，共收錄古今漢
語外來詞萬餘條，其中源自梵語系統的佛教音譯詞語竟有 1050 條左右，約占全書的十分之一。可見
佛典梵語系統的外來詞，為數極多，是漢語外來詞的重要組成成份。
佛教漢語是經由佛經翻譯所導致的語言接觸下的產物。佛經翻譯的源頭語
是梵語、犍陀羅語及古代中亞語言等，佛經翻譯的目的語言是漢藏語系的漢語。佛教傳入中國後，
為了弘法傳教的需要，大量用印歐語系語言寫成的佛經被譯為漢語。譯經工作先後經歷了東漢到西
晉的「古譯」階段、東晉南北朝的「舊譯」階段和唐代以玄奘為代表的「新譯」階段。歷代譯經者
3

摸索著讓中土人士能理解佛教經典的方式。佛教音譯詞，可分為全譯、節譯兩類。 節譯類為全譯型
式的簡縮，分別縮為四音節以上、四音節、三音節，更多的是簡縮為雙音節及單音節以符合漢語的
語言習慣。佛教音譯詞盡可能選用中性，不引起歧義的漢字，但有時卻「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利
用漢字的表意特點，恰當地選用一些形聲字，使之能起既表音，又暗示詞義的「一箭雙雕」作用。
大量的翻譯佛經詞匯使得漢字系統增添了許多詞彙，如：涅槃、魔、劫、塔、過去、現在、未來、
刹那、世界等。音譯詞，用來記音的字，往往不固定，一詞會有很多書寫形式，如 Asura 有許多種
寫法，在使用過程裡，逐步規範化，最後會固定於一種較常被人使用的寫法。如：Asura 被固定寫
為阿修羅。另外，人們也創造一些新的形聲字，如「魔」、「懺」
、「塔」、
「僧」等，或者改造了一些
1
2
3

王力，《漢語史稿─增訂本》(台北：泰順書局，1960 年 10 月)，頁 519。
王力，《漢語史稿─增訂本》，頁 519-520。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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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字為新形聲字，如從「盋」到「鉢」
，從「毠

」到「袈裟」等，這更是一種自覺使用漢字，充

4

分發揮漢字功用的積極方法 。

二、《說文》新附字與佛教用字
東漢許慎撰寫《說文解字》
，簡稱《說文》，收錄 9353 個正文，1163 個重文，網羅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乃至生物、人事的字詞。宋初，徐鉉校正《說文》三十卷，增添新附字 402 個，按部首
分列於《說文》各部之末，別題「新附字」以示區別。徐鉉等人選錄新附字的原則有三，(1)見於《說
文》解說詞、敘言中而未被許慎列為字頭的字，(2)經典常用字，(3)民俗常用字。這些都是當時已被
人們接受、常使用的日常詞匯。
但新附字所收字形和層面非皆出於同一歷史時期，而是散布於兩漢至隋代間，因而這些新附字
收錄年代推測應在唐代末年，徐鉉不過是將它們附錄於《說文》各部而已。佛教傳入中國一千年左
右。東漢以來佛教盛行，至唐代已進入高潮，此時佛經翻譯甚盛，因經典繁多，翻譯時出現大量梵
文語系的外來語，多採用音譯、意譯的形式，加上南北朝俗字盛行，讓佛經在閱讀、理解上產生困
難。故註解佛經之音義書便應運而生，如唐代玄應、慧琳均作《一切經音義》，後晉可洪《新集藏
經音義隨函錄》，至遼代希麟《續一切經音義》，這些音義書輯錄不少俗字異體，與佛經專用詞彙。
若要查閱佛經音譯詞彙，音義書是不可或缺的。
丁福保的《佛教大辭典》中節譯為單音節詞者共 21 個，均為通用佛教名詞。其中梵、僧、塔、
5

剎、魔、曇、盋等 7 字，被《說文》收錄為新附字。郝恩美〈漢譯佛經中新造字的啟示〉 一文，雖
然從漢譯佛經中的新造字，分析新造漢字特點，不過，並沒有關注到《說文》新附字。
清代，鄭珍、紐樹玉分別撰寫《說文新附考》同名之書。鄭珍父子曾考核這些文字最初出現的
典籍與碑刻，首都師範大學楊瑞芳碩論中將鄭珍《說文新附考》所附年代作一整理。由於近代有些
佛經或簡帛文字陸續出土，有些字年代可以再往前推。如：漢世字有曇，漢魏間字有僧，六朝字有
6

魔、塔 ，其認為從鄭珍父子為新附字所作的斷代可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俗字大量產生的特殊時
7

期。 另外，首都師範大學牛紅玲碩論則對鈕樹玉《說文新附考》一書 作研究，但對佛教用字並無
特別交代。
下文就《說文》新附字中擇取佛教用字七個，參考鄭珍《說文新附考》
、鈕樹玉《說文新附考》，
進而查明該字的首出之例，以及先秦兩漢到六朝之間的本土文獻及中國佛學著作，並往下查考敦煌
8
文獻、漢譯佛經 及簡帛文字等文獻，考察各字出現的年代、形音義、演變關係及其在詞匯學上的意
義。

三、《說文》新附字中的佛教用字舉要
(一)梵
9

《說文》林部新附字：
「梵，出自西域釋書，未詳意義。扶泛切。」 (頁 210)
梵字，其實是梵文 Brahmā 音譯略稱。一開始傳入中國，音譯為梵摩或勃
4
5
6
7
8

9

摩、婆羅賀摩、沒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頁 11。
郝恩美，〈漢譯佛經中新造字的啟示〉，《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秋之卷(总第 17 期)，頁 61-65。
楊瑞芳，鄭珍《說文新附考》，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20。
牛紅玲，鈕樹玉《說文新附考》，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2。
東漢至三國時期的譯經真偽，依據 Jan Nattier(那體慧)著〈東漢三國佛經譯本指南〉 (2008)(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Texts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X)。Tokyo：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宋﹞徐鉉：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
（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 年 11 月），頁 210。以下凡引用
該書，皆用此本，僅標明頁碼，不復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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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憾摩、梵覽磨，後縮寫為單字梵。勃、婆、沒為重脣，梵為輕脣，古代只有重脣音，到唐中葉以
後才分化出輕脣音。從梵的音譯，可以略窺此一語音演變的現象。《玄應音義》六將梵字解為「梵
言梵摩，此譯云寂靜，或清淨，或淨潔。」《玄應音義》二則認為「婆羅賀麼，此云淨天，舊言梵
天，訛略也。」唐玄嶷之《甄正論》上曰：
「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
《玉篇》
、
《說文》
、
《字林》、
10

《字統》
，竟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錄梵字，訓以為淨，陸法言因而撰入《切韻》。」 中土
字書中，晉朝葛洪(283-343)《要用字苑》(馬國翰輯本)「梵，凡泛反，潔也。」始有梵字。宋刊本《玉
篇》
：
「梵，扶風、…木得風皃。」與徐鉉釋義不同。鄭珍《說文新附考》提供線索「梵，即為芃之
異文，漢人書芃字或別從林，在釋書亦依舊文耳。凡釋書翻譯名義多本因古字，不盡新制，《華嚴
經音義》引葛洪《字苑》云：
『梵，淨行也。』始依釋書立義。」梵字用芃字取代的現象，於後晉
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三十即見：「芁，步紅反。正作芃。草盛皃也。又扶風反，鳳字音
集文自出也。」梵字於《隸辨》中於兩處出現，一是平聲，一是去聲，平聲引用〈漢都鄉正街彈碑〉
「梵梵黍稷」
《隸釋》云：
「以梵梵為芃，芃字原謂義作蓬，非是。……《通志‧六書略》云：借同
11

音不借義，此蓋同音而借爾。《詩》芃芃黍苗。」
12

在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 梵字最早出現於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523)。酈道元
《水經注‧卷一》
：
「梵天來詣佛處」庾信(513-581)《陜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
「梵志往生」
。李賀
《送沈臣之歌并序》
：
「短策齊裁如梵夾。」可見得梵字在魏晉南北朝、唐朝是社會通行俗字。
梵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長阿含十報法經》卷 1：「若梵」將葛洪所
錄佛經梵字之說，往前推到後漢。
(二)刹
《說文》刀部新附字：
「刹，柱也。从刀、未詳。殺省聲。初轄切。」(頁 150)
剎字，於中國本土文獻中，最早可追溯到東漢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第三十五條，剎作為姓
13
氏。在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一》中，
「有剎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 亦皆使用剎字。但
在《原本玉篇》
、
《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中皆未收錄此字。《故訓匯纂》也未收錄
剎字。
《毛典》剎字最早出現於北魏(524 年)〈孫遼浮圖銘記〉(頁 79)。可推知剎字在本土文獻出現
的年代不晚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宋刊本《玉篇》
：「剎，剎柱也。」與《說文》新附字字義相同。剎
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一：「震動天地又移諸剎。」則剎字出
現年代可往前推到三國吳。
剎字除作為姓氏使用，亦對應梵文兩個音，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1「切刹」詞條：「梵言差
14

多羅 。此譯云，土田。經中或言

，或云土者，同其義也。或作

15

土者，存二音也。」 另有旛柱

一說，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1「切刹」詞條：「案刹，書无此字，即 字略也， 音，初一反。
浮圖名。 者，訛也。應言剌瑟 。剌音力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 柱，以安佛骨，
義同土田，故名

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梁曉虹整理剎字兩義，分別從梵文的兩個詞

音譯而來：
Laksata→剎(剎多羅、差多羅之略音，新造字)→土田→寺、塔(土田為引申)

10
11
12

13
14

15

下文凡引用佛典，皆用電子佛典集成，因篇幅關係，不加注頁碼。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4 上(平聲)，159 上(去聲)。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208。下文簡稱為《毛典》，僅標
明頁碼，不復加注。
(北魏)楊銜之，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2。
剎，梵語剎多羅的音譯省稱。梁曉虹，《佛教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頁 85。《華嚴經‧入法界品》：
「嚴凈一切剎，滅除三惡道。」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8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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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Kṣetra→剌瑟胝→相輪→佛塔→土田→寺→塔(土田為本義) 。
17

後來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 也提出與梁曉虹相同之說。張湧泉在新修訂的
《漢語俗字研究》中引用《玄應音義》卷一「切刹」詞條內容說：
「據此可知『刹』實即『 』字訛
18

省。徐鉉不達於此，以為從刀，殺省聲，而以篆文偏旁書之，實屬大謬。」 也說刹是「 」字訛略。
可能是剎字梵文音與察相近，故人們依音近字

19

改偏旁，而作剎 。除了表一般意義上的國土外，

在佛典中還特指佛土，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6：
「金剎，梵言掣多羅。案西
域無別旙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旙，今言

者，應訛略也。」
，

為剎字之訛。《慧琳音義》卷 27：

「十方剎，初鎋反。
《切韻》作剎差多羅云田，土田也。或云國土，義譯之耳。案剎，字書所無。
《說
文》

字，略為剎。

，楚乙反，傷也，字從桼，音七。」
《說文》
「

，傷也。」為

字俗書之

剎字，與剎柱之剎為同形字。李圭甲《高麗藏異體字字典》剎字，即錄有

字字型

《K-0426,6.5.9(13.828.1.9)》08/35，黃征《敦煌俗字典》亦收錄唐開元十一年(723 年)S.610《啓顏錄》
的

。可見唐宋之際剎、

二字混用。

剎字，玄應作初一反，慧琳作楚乙反，應是師承不同，玄應是玄奘系統，而慧琳則是不空、窺
基系統，故二本音義書雖然有承續的關係，但音系則各有師承。而慧琳卷 27 與玄應卷 6 所錄的《說
文》反切為「楚乙反」與今日所見大徐本《說文》「初轄切」不同，可見各有所本。大徐本《說文》
音系主要是根據《切韻》系韻書，《廣韻》作「剎，初轄切」，的確如此。
(三)僧
僧，
《說文》人部新附字解為：
「浮屠道人也。从人，曾聲。穌曾切。」(頁 280)並不完全貼合原意。
僧，為梵文僧伽 Saṁgha 之略。譯曰和或眾。四人以上之比丘和而為眾，為四人以上的僧團。全譯
20

為僧伽。僧字原寫為雙音節僧伽，後縮簡為單節「僧」 。
中土字書中，《原本玉篇》
、《干祿字書》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中均無收錄僧字。至宋刊
21
本《玉篇》已收錄僧字，
「僧，師僧也。」 與《說文》新附不同。清代《隸辨．平聲．登韻》引「魏
22

〈大饗記殘碑〉剔前僧。」 據《全三國文》可知〈大饗記殘碑〉一文為曹魏魏文帝曹丕黃初三年(222)
所記。
中土文獻中，鄭珍《說文新附考》
：
「知同按：知僧非始梵書。」鄭知同為鄭珍之子，其按語與
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同，
「然則僧字非梵書始矣。據《詩‧閟宮》
『烝徒增增』
《傳》云：『增增，
眾也。』
〈釋訓〉
『薨薨，增增，眾也。』僧亦有眾義，故疑或本增又古增益字，或省作曾。」鈕書
並將僧字歸於三國時期之字，引用晉郭璞《穆天子傳》卷 3「云義亦近僧。」認為「僧疑為增曾之
23

俗字」 。另外，
《毛典》將僧字分為三類，(1)梵文，北魏(525 年)〈僧賢造像記〉
，(2)人名，北魏 (511
24

年)〈楊穎墓誌〉
，(3)法名用字，0270-北魏 (頁 799)，可見北魏時期即有僧字，但不常被一般人使用，
故沒有收錄在《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等字書。直到宋初《說文》新附字方收錄。
僧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梵摩渝經》卷 1：
「或宿或歸，輙與僧俱。」支
謙譯《月明菩薩經》卷 1：
「過去阿僧祇劫復阿僧祇劫都不可計。」西晉三藏竺法護譯《生經》卷一：
「供侍佛法及比丘僧。」可知僧字早已被佛教人士所使用，尚未流傳到民間。或許可以推翻鄭知同
16

梁曉虹，《佛教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頁 85。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8 月)，頁 7。
18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268。鄭珍《說文新附考》亦同此說。
19
李洪才，〈說「刹」及其相關問題〉則以殺的字形演變作比照，以為剎與
在形體上沒有直接關係，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97
20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頁 7。
21
宋本《玉篇》(張氏澤存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9 月)，頁 58。
22
(清)顧藹吉，《隸辨》，頁 70 下。
23
(清)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台北：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135。
24
因其書未錄 0270 年代，據前後編號年代推之約為 490-494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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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
(四)魔
《說文》鬼部新附字：
「鬼也。从鬼、麻聲。莫波切。」(頁 318)
25
魔字，為梵語魔羅 Māra 之略譯，又寫作麼羅。魔字原寫為雙音節魔羅，後縮寫為魔 。魔字
義譯為能奪命，障礙，擾亂，破壞等。害人命，障礙人之善事者，……舊譯之經論，作磨，梁武改
為魔字。梁曉虹認為，魔由語根 mr(死)變化而來，意思是破壞者，也可指致死者。漢語裡本無此字，
譯經時借用「磨」字。
《正字通‧鬼部》引《譯經論》
：「古從石，作磨。」佛經中的魔與人們想像
中力大無比、變幻莫測的鬼神相似，梁武帝改為「魔」，從鬼，頗能體現其本意，具有相當的表意
26

功能 。形聲字形旁表義，聲旁表音，有的形聲字聲符還兼示義，改換形旁或聲旁有時可以更貼近
本義。雖然梁武帝將魔字改從鬼，實則唐代尚有佛經作磨，如《辯正論》卷 7：
「屋西有磨鬼往推之。」
可見此詞彙尚未固定。
玄應、慧琳皆收錄魔字，
《玄應音義》卷 21：
「魔，莫何反，書無此字，譯人義作。梵云魔羅，
此翻名障，能為修道作障礙故。」
《慧琳音義》卷 12：
「魔鬼，上音摩，本是梵語略也。正梵音麼莫
可反。羅唐云力也。即他化自在天中魔王波旬之異名也。此類鬼神有大神力，能與修出世法者，作
留難事。名為麼羅，以力為名，又略去羅字。」
本土字書中，如《原本玉篇》
、
《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
、
《九經字樣》中均無收錄魔字。直到
27

宋刊本《玉篇》
、
《廣韻》方收錄魔字，均解為「魔，鬼也。」 與《玄應音義》卷 12：「魔王，莫何
反。字書本無此字，譯者變摩作之。」可互相印證。
《毛典》魔字分為兩類，一是人名，最早出現
於 0494 北魏，另外是梵文，最早出現於 0827 東魏(頁 623)。與梁武帝改為從鬼的時間差不多。可知
唐前之字書確實無收錄魔字。而魔字產生後，漢字以它為詞根產生了一批新詞，如魔王、魔鬼、魔
障、妖魔等。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卷 4 引〈後魏武定六年造石像頌〉、〈隋仲思等造磚〉、〈北齊天
28
統三年造像記頌〉等碑刻、墓誌，認為「魔疑為摩之俗字。」 並認為魔為後魏時字。
魔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 1〈道行品〉：「為說魔事
魔因行壞敗菩薩」吳國支謙譯《梵摩渝經》卷 1：
「天魔含毒而來」較武帝魔字出現時間更早三百年，
可見佛經新附字從社會上某些特殊集團用字轉變為社會大眾所使用，是需要一段時間凝固的。我們
可以藉由漢譯佛經例證，將魔字出現的年代往前推到後漢、吳。
(五)塔
《說文》土部新附字：
「塔，西域浮屠也。从土、荅聲。土盍切。」(頁 471)
29

塔字，初譯浮屠，與「佛」同譯名，但梵語為 Stūpa，巴 Thūpa，窣堵波，或譯為率都婆 ，
《玄
應音義》卷 6 曰：
「諸經論中，或作藪斗波，或作塔婆，或作兜婆，或云偷婆，或言蘇偷婆，或作支
提浮都，亦言支提浮圖，皆訛略也。正言窣堵波，此譯云廟。或云方墳，此義翻也。或云大塚，或
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節譯為塔婆、兜婆、偷婆等雙音節二字，最後簡化縮寫成單音節
30

塔字。 皆梵語窣堵波之訛略也。塔字為寶塔、廟、墳。
從本土字書來看，《原本玉篇》
、《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龍龕手鏡》中均無
收錄塔字。宋刊本《玉篇》塔字引《說文》新附之語。《說文新附字研究》塔字中云：「晉宋譯經時
造塔字，見於葛洪《字苑》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等書，用以收藏舍利，後亦用於收藏經卷、佛

25
26
27
28
29
30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頁 7。
梁曉虹，《佛教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頁 83。
宋本《玉篇》，頁 370。
(清)鈕樹玉《說文新附考》，頁 155。
王力，《漢語史稿─增訂本》，頁 520。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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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器、莊嚴佛寺等。」 將塔字收錄文獻年代推向顧野王《玉篇》，誤將元刊本《玉篇》、顧野
王《玉篇》混淆，其說可議。但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6：「案塔字諸書所无，唯葛洪《字苑》云：
塔，佛堂也。音他合反。」引用葛洪《字苑》，辭書的收詞多晚於實際使用的時間，故塔字在本土
文獻中出現的時代絕不晚於晉朝葛洪。另外，本土文獻，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卷六引用〈北魏敬
史君碑〉即有塔字。《魏書‧釋老志》、南北朝文人庾信(513-581)〈奉和闡弘二教應詔〉等均已用塔
字，塔在北魏時期碑刻文字也出現了(頁 860)。可將塔字最早出現於本土文獻時間推到北魏。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6「塔廟，塔婆或義譯為廟，古文廟。《白虎通》曰廟者，皃也。先祖
尊皃也。今取其義矣。」《慧琳音義》卷 27：「塔，梵云窣堵波，此云高顯制多，此云靈廟。律云：
塔婆，無舍利云，支提。今塔即窣堵，訛云塔。古書無塔字。葛洪《字苑》及《切韻》塔即佛堂、
佛塔、廟也。」皆以廟釋塔，便於民眾理解。
塔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 2〈本起該容品〉：「諸女
起塔，供養舍利。」與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 2〈功德品〉
：
「持佛舍利起塔」
此時，塔即為供養舍利之處。可將塔字在漢譯佛經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推到東漢。可知「塔」應為佛
教東漢傳入後，先使用於翻譯佛經，魏晉南北朝時文人使用於本土佛教相關文獻，於唐代方被收入
字書。
(六)曇
《說文》日部新附字：
「曇，雲布也。从日、雲，會意。徒含切。」(頁 232)其說與佛教毫不相
關。曇字，為梵文曇摩 Dharma 音譯，後縮寫為單字「曇」
。譯曰法。唐玄嶷之《甄正論》上曰：
「竊
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
《玉篇》
、
《說文》
、
《字林》
、
《字統》
，竟無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
（中
略）翻譯人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翻查中古字書中，
《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
、
《九
經字樣》
、
《龍龕手鏡》中均無收錄曇字。直到宋刊本《玉篇‧雲部》方載：
「西國呼世尊瞿曇。」
《玉
篇‧日部》則釋為：
「黑雲貌。」
本土文獻《隸辨》中〈漢成陽靈台碑〉
（172 年）即有曇字。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將曇字定為
32

「漢時字」 ，也是據此而來。鈕樹玉認為「曇即黕之俗字。黕，黑貌。據此，曇為黕之俗字，音
義並合也。鄭同鈕。」可見《玉篇》所收「黑雲貌」應與《說文》新附同義。而所收另一義「西國
呼世尊瞿曇。」則是曇字佛經曇摩 Dharma 音譯之縮寫。而晉朝陸雲〈愁霖賦〉：「雲曇曇而疊結之
兮」與《說文》新附「雲布」之義同。在《毛典》中，曇字出現於人名最早的時間是南朝宋(475 年)
〈明曇憘墓誌〉
「第三兄曇登」(0211)，出現法名則較晚，在東魏(536 年) 〈曇會等造像記〉
「比丘尼
曇會」(0771)(頁 860)。故可推斷本土文獻在漢代到南朝宋間曇字便出現了。
曇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 9〈28 薩陀波倫菩薩品〉：
「名曇無竭阿祝竭羅佛。」可將曇字在中國出現的年代往前推到東漢。另外，曇字，從日、雲，石
刻異體字中，有魏晉南北朝

、

，
「雲」縮寫為云，出現於 545 年左右。音譯字除了從譯音音節

上的縮寫為單字外，單字有時也會再行縮寫。
(七)、盋、鉢、缽
《說文》皿部新附：
「盋，盋器，盂屬。从皿、犮聲。或从金、从本。北末切。」(頁 172)
盋，從皿犮聲，從用途屬性來造字。《說文解字》
．犮字．段玉裁注：「犮，犬走貌。」犮字單
純標音，因為此字為外語譯音之形聲字。盋字的異體字有鉢、缽二字。鉢字，為梵語鉢多羅 Pātra
之略，簡寫為單音節鉢。以下分別從本土文獻及漢譯佛典文獻來看。
1. 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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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金香，《說文新附字研究》，山東師範大學，2002 年 4 月 29 日，頁 379。
(清)鈕樹玉，《說文新附考》，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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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14：
「鉢盂，補沫反。鉢多羅，又云波多羅，此云薄，謂治厚物令薄而
作此器也。鉢亦近字，下羽俱反。
《說文》飯器也。……」玄應將鉢盂解為近義字。盂為漢字本有
詞，盂是大型的盛飯或盛水器，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
33
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 鉢與盂用法接近，皆為飯器。故翻譯佛經時會將鉢、盂兩字並列。而大
徐本新附字才也將盋字列於「盂屬」
。
本土字書類文獻中，
《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
、
《九經字樣》中均無收錄盋字。
《說文》收於新
附字中。盋，玄應無，慧琳有。中土文獻最晚於唐代《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盂，食器也。
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盋音撥，今僧家名其食器為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即出
現。《毛典》沒有收錄盋字。而《慧琳音義》卷 80，引用東漢服虔《通俗文》之語，可知最晚盋字
應出現於東漢：
「盋盌，上半未反。
《字書》正作
俗字也。下

。服虔《通俗文》云：

僧應器也。錄文作鉢，

款反。
《方言》云：宋楚之間謂盍為盌。《說文》從皿，夗聲，夗音菀。」

盋，又作波多羅，波呾囉，鉢呾羅，播怛囉，鉢和羅，鉢和蘭比丘之飯器也。或作盋盂。鉢為
梵語，盂為漢語，梵漢雙舉之名。《慧琳音義》卷 91：「衣盋，下音鉢。《字典》說云：『盋即 也。
正體字也。從皿，犮聲。』作鉢俗字也。」
《慧琳音義》卷 91：
「盋廟，上音鉢，正體 、 (

)字。」

《慧琳音義》卷 37：
「瓦盋，下半末反。俗作鉢。
《說文》：
『盋，盂也。從皿，犮聲。犮音盤，末反
也。』
」與現存大徐本《說文》之盋字釋文略有不同，反切也不一樣。
在漢譯佛經中，盋字首出之例為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又名大善
權經)卷 2：
「時行分衛尚空盋出」此經於太康六年(285 年)六月十七日出。
故盋字最早出現之例應為《慧琳音義》卷 80，引用東漢服虔《通俗文》之語，可知最晚盋字應
出現於東漢。
2.鉢
中土文獻，最晚於魏晉南北朝鉢字即出，《南齊書‧良政傳‧虞愿》：「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
數鉢。」鉢作食器。晉法顯《佛國記》
：
「昔月氏王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梁書‧儒
林傳》
：
「列缾鉢。」 此處鉢專指僧人所用。《毛典》收錄北魏永平元年(508 年)0347〈道守造像記〉
鉢字(頁 51)。
《慧琳音義》卷 66：
「扣鉢，……下半末反。俗用字也。
《說文》中無，
《玉篇》云：
《交
州雜事記》云：
『晉大康四年臨邑國王獻鉢及白水晶鉢般子慎。《通俗文》中『從犮，從皿，作盋，
古字也。』
」慧琳引原本《玉篇》鉢字，並認為《通俗文》中的盋為鉢字古字。可見盋字年代應比
鉢字早。在宋刊本《玉篇》
、
《廣韻》等小學書籍中也收錄鉢字，
《廣韻》解為「鉢器也。」
「亦作盋」
34

。

鉢字，佛經首出之例為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 2〈摩訶般若波羅蜜功德
品第三〉
：
「梵摩三鉢天及梵天諸天人俱白佛言。」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 3：
「金鉢
盛銀粟，銀鉢盛金粟」此條可知鉢的作用是盛接物品。在現存三個譯本《維摩詰經》中，吳支謙譯
《佛說維摩詰經》卷 1〈佛國品第一〉
：
「譬如諸天同金鉢食」及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
經》卷 1〈弟子品第三〉
：
「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及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
二〈聲聞品第三〉
：
「取我手鉢盛滿美食。」三個版本都使用鉢字，或許可以推測從三國吳到唐代的
鉢字為正字。
3.缽
缽字出現的時代較鉢、盋晚，在《說文》新附字，及《玉篇》《干祿字書》
、《五經文字》、《九
經字樣》等均無收錄。明末清初的《正字通‧金部》
：「鉢，俗作缽。」
《漢語大字典》：
「同鉢字。」
本土文獻，宋代蘇軾〈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傳家有衣缽，斷獄盡《春秋》
。」缽字出現的年
33
34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85。
(宋)陳彭年等，《廣韻》，清康熙 43 年吳郡張士俊刊澤存堂本 (台北：黎明文化)，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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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應在宋代過後，現存的宋代以前的字書及本土文獻缽字皆尚未出現，不過唐代的本土佛教文獻，
法全集《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廣大成就瑜伽》卷 2：
「是中缽
頭摩。」與懷素撰《四分律開宗記》卷一，均有使用缽字。
在現代匯編型字典中，也不一定會收錄現在的正字─缽。如《故訓匯纂》無缽字，而收錄鉢、
盋二字。在《說文新附字》中將盋字收為正字，鉢字為或體字。
《慧琳音義》卷 37 引《說文》之語，
卷 91 中也收錄《文字典說》
。
《集韻》中將盋字解為食器。《慧琳音義》卷 80 和卷 84 分別引《通俗
文》
：
「僧應器也。」及「僧乞盂也。」《正字通》
：「鉢，俗作缽。」今《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將缽
字列為正字，鉢、盋為缽字之異體。
總而言之，鉢、缽，從金和從缶，代表器物材質不同，其構意相同。盋、鉢、缽三字皆為形聲
字。
《干祿字書》
、
《五經文字》
、
《九經字樣》中均無收錄盋字。
《說文》收於新附字中。盋，玄應無，
慧琳有。鉢字為新附或體字，玄應、慧琳皆有。而鉢、缽、盋三字出現的先後，據漢譯佛經、本土
文獻及音義書、歷代字書，推測時代先後應為鉢字、盋字兩字皆於東漢末年左右出現、缽字則是不
見於《說文》新附中，最晚於宋代出現。有趣的是，
《說文》雖將盋字列為正字，鉢字為或體。但
今日反而是晚出的缽字為正字，其餘兩字則為異體。

四、結語
1.《說文》新附字收錄七個佛教相關字皆為形聲字，為翻譯音寫佛教事物的詞彙，縮寫為單字。
多音節梵詞的簡省，這是梵漢兩種不同語言的特點決定的。非表音不表義的音寫咒語。新附字的特
點是，使用漢字固有的偏旁，而非如咒語音寫字，為了避免讀者望文生義，大量使用罕用字。漢譯
佛經中新造字所用的形符、聲符，都是漢人熟悉的固有偏旁，並未創用新部件，只借用外來語的
「音」。也符合「識音之字，聲不示義」的例外，也是形聲造字的妙處。
2.在六書之中，形聲字造字最為方便，時代越晚，形聲字在新造字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本文所
討論的七個佛教新附字都是形聲字，其種類，鉢、僧、塔，左形右聲，剎，左聲右形，梵、曇，上
形下聲，魔上聲下形，四種基本類型皆有。
3.漢字在造新字時，先使用同音之假借字，之後因同音現象造成無法準確表達語意，所以在同
音替代的字上，加上意符或是替換偏旁，以區別本義和假借義。而梵文在翻譯為漢字的時候，也是
先將之轉換為音近的漢字組合，後改造為單音節的漢語詞彙，再為這個漢語詞彙轉換為音近義近，
漢字使用者一看便明白的形聲字。這樣的轉換過程，通過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發現時間十分漫長，
往往經過好幾個朝代，文字逐漸轉換。如缽字，從一開始的盋字轉為鉢，再改寫成缽字，從漢代到
宋代過後，說明外來語新造形聲字轉換過程十分漫長。
4.《說文》新附字多無收錄在宋代之前的本土字書中，如《原本玉篇》、
《干祿字書》、《五經文
字》
、
《九經字樣》
。宋刊本《玉篇》收錄新附字，剎、魔、塔、鉢收錄與徐鉉釋語相似；僧、曇、
梵收錄與徐鉉釋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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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醫字典》之出版必然性、字典特點和意义的探究
——以 1985 年第一版為研究對象
劉麗（慶星大學中文大學校 博士生）1

摘要：雖然中醫理論體系形成時間較早，約初步形成於戰國至兩漢時期，然而相關的工具書——中
醫字典的起步則大大遲滯，約 20 世界 80 年代中國大陸才開始出版中醫專業字典。有關中醫字典
的研究更是難覓其蹤。故，筆者意自《簡明中醫字典》
（1985 年出版）始，探究中医字典出版之必
然性、字典特点和意义，初步嘗試研究探討中醫字典之發展。
關鍵字：中醫字典

簡明中醫字典

1. 前言
不論哪個行業、領域的學習，不論學習者的知識淺薄豐厚，都或多或少的需要參閱字典、辭書。
中醫專業的學習更是如此。特別是社會發展的現代，古文字的意義發生了巨大的演變，單從字面的
意思，現代人很難正確理解古文的真正涵義。在研讀中醫古文典籍時，經常會碰到生僻字、難解字，
讓研讀之人不認其字，不知其音，不明其義。這就亟需一本中醫的專業字典來解決這一問題。而新
中國建國後，中醫專業類字典則起步較慢，20 世界八十年代方開始起步。1981 年《古典醫籍千字
釋》出版（崔仲平編著）
，1985 年《簡明中醫字典》正式出版（楊華森、吳洪文、鐘樞才共同編著）
，
隨後中醫類字典開始發展起來。
本篇論文僅就新中國建國後，1985 年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中醫專業字典《簡明中醫字典》
（若
無特別說明，全篇所稱《簡明中醫字典》皆為 1985 年正式出版的第一版字典）為研究物件，先讀字
典做簡要介紹，然後從字典出版的社會歷史背景、中醫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字典內容特點、字典
之弊端與貢獻等方面對其出版的歷史必然性和字典特點進行初步探究。

2.從 《簡明中醫字典》編輯出版的社會歷史背景看其出版必然性
以下從中國字典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及中醫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兩方面探究《簡明中醫字典》
出版的歷史必然性。
2.1

1

中國字典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為中醫字典的編著提供了可能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orean Studies Found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KS-2014-KFR-1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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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字典起源較早，最早的一部字典《說文解字》成書於東漢時期。此後，各種字典不斷湧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
《古今字詁》
、
《字林》
、《古今文字》等字書承先啟後，現存第一步楷書字典《玉
篇》輯出 。至唐宋元時期， 《經典釋文》
，
《一切經音義》
、
《續一切經音義》
、
《類篇》
、
《六書故》
、
《字說》問世。 明清時期，字書字典進化興盛，
《字彙》
（明·梅膺祚著）
、
《康熙字典》
（清·張玉書等
著）
，首次出現虛字字典的《助字辨略》
（清·劉淇）
、
《經傳釋詞》
（清·王引之）
。近現代時期，字書字
典進一步演變與改革，普通字典有《中華大字典》
、
《新華字典》
，專門字典如虛字字典的《詞詮》
（楊
樹達）
、
《古書虛字集釋》
（裴學海）
。自古至今，字典特別是大型字典發展可謂蓬勃興盛，像《說文
解字》
、
《康熙字典》
、
《中華大字典》等不僅為中醫專業字典的編著提供了較全面的釋義參考，更提
供了較為完善的字典體例，使得大型中醫字典的編纂成為可能。
2.2 從中醫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看《簡明中醫字典》出版之歷史必然性
中醫界普遍認為，戰國至兩漢時期醫籍資料頗豐，《內經》、《傷寒論》
、《神農本草經》等在中
醫基礎理論、臨床理論、中藥和針灸四方面奠定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礎。此後，中醫更是蓬勃發展
漸趨成熟並完善。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醫醫家輩出，大量的醫學著作更是不斷湧現，不算亡佚的中醫古籍，
目前中國所存 1949 年以前出版的中醫古籍圖書 13455 種，約占中國全部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1]。至
近現代，中醫專業工具書出現， 1921 年，《中國醫學大辭典》出版（謝觀著），1935 年《中國藥學
大辭典》
（陳存仁編著）
。此後至 20 世紀七十年代，《方劑詞典》（日本·平岡嘉言編著）、《針灸穴位
小詞典》
（袁承晏、周永華編著）
、
《簡明中醫辭典》
（《中醫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
、
《中藥大辭典》
（江蘇新醫學院編著）
、
《中藥大辭典》
（附編）等中醫詞典相繼出版，現代各類中醫詞典等大型工具
書的出版發行為中醫字典的編著提供了語詞基礎。
自 20 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各省紛紛創建中醫學院後，中醫便一改傳統師徒相授的教育制
度而走上了現代高等教育的道路，較之以往，中醫學習者陡增。而不論是教授中醫還是學習中醫，
均離不開中醫古籍。然則，中醫古籍文字艱深，義理精微，不但難字生僻字多，即便是一些常見字，
有時在中醫古籍中也是具有特殊意義，于一般的普通綜合性字典如《說文解字》
、《康熙字典》等字
典中很難查找參考。而中醫詞典多隻解釋詞條，對於中醫古籍中的生僻難字無能為力，難以滿足中
醫教學、學習過程中中醫難字的認知需求。社會對中醫字典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基於此，一些中醫
高校的教育者、中醫臨床工作者們在中醫教育過程中開始嘗試中醫專業字典的整理編著工作。中醫
專業字典呼之欲出。
1981 年《古典醫籍千字釋》
（崔仲平編著）出版；差不多同年，由中醫臨床一線工作者兼中醫
教育者編著的《簡明中醫字典》
（試行本）（楊華森、吳洪才、鐘樞才編著）非正式出版。而《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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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字典》
（1985 年第一版）便在這種社會時代背景下正式出版發行了。

3. 《簡明中醫字典》簡介及內容特點探析
3.1《簡明中醫字典》簡要介紹
《簡明中醫字典》正式出版於 1985 年（以下簡稱《簡明》（1985）），是一本中醫專業性字典，
由楊華森、吳洪文、鐘樞才共同編著。在此之前，《簡明中醫字典》曾於 1981 年試行刊印一次。其
後 2002 年出版《<簡明中醫字典>修訂版》。
《簡明》
（1985）全書分序言、前言、凡例、檢字表、字典正文、附錄六部分，錄入標題字約 4636
個（其中繁、異體字約 1573 個）
。有關字典的內容， 主要介紹字典正文 ，簡要介紹檢字表部分和
附錄部分 。序言、前言、凡例部分內容簡單明瞭，在此亦不做贅述。
3.2.《簡明中醫字典》正文部分探析
字典正文部分，基本由標題字、音、釋文義項、例證組成。釋文義項中，既有普通綜合型字典
中可查見的釋義義項，又有中醫的特殊釋義義項。例證部分絕大部分皆引自中醫古籍或與中醫有關
的古書籍。現將其中常用字、難字的標題字及其釋義義項和例證，各舉例說明之。
常用標題字“一”舉例（字典正文第 1 頁）
：
“一”：
（yī 衣） 1.大。
《黃帝內經太素·調陰陽》
：“因而一飲，則逆氣。”楊上善注：“一者，大也。”2.
竟，乃，居然。
《醫醇剩義·序》
：“噫！人之好怪，一至此乎？”3.都，皆，全。
《溫病條辨·汪敘》
：“知
我罪我， 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張氏醫通·婦人門》
：“男子之艱於嗣（sì）者，一如婦人經病調
理。”4.首，第一。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5.相同，一
樣。
《素問·靈蘭秘典論》王冰注：“刑賞一則吏奉法。”《瘟疫論·雜氣論》
：“唯天地之雜氣，種種不
一。”6.又；另一。
《神農本草經·中品》
：“遠志，味苦，溫。主咳逆，傷中，補不足，……葉名小草，
一名蕀蒬。”7.統一。
《千金要方·論風毒腳氣》
：“特以三方鼎峙，風教未一，……是以關西、河北不
識此疾。”8.並，一概。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六氣為病》
：“（下利赤白）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淺
深而已。”9.一旦，一經。
《醫林改錯·藏服記敘》
：“本源一錯，萬慮皆失。”10.純，專一。引申為凝聚，
集中。
《靈樞·終始》
：“必一其神，令志在針。”11.與下文呼應，表示因果或緊接著。
《素問注·序》：
“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冰釋。”還周：廣博而周詳。12.[一一]逐一，挨次，一個一個
地。
《傷寒來蘇集·自序》
：“訛字衍文，須一一指破。”13.指“道”或從無形的“道”派生出來的原始混沌
之氣。
《淮南子·詮言訓》
：“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類經圖翼·氣數統論》
：“《老子》
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夫一者，太極也。”14.數之始。
《素問·至真要大論》
：“知其要者，
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靈樞·九針十二原》
：“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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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焉。”15.指（陰陽的）對立統一。
《素問·陰陽離合論》
：“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
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shēng）數，然其要一也。”王冰注：“一，謂離合也。雖不可勝數，然其
要妙，以離合推步，悉可知之。”
標題字“一”之下，釋義義項多達 15 條，其中僅一項釋義（第 13 項）所引書證不是出自中醫古
籍（出自《淮南子·詮言訓》
）
，一項釋義（第 4 項）出自非中醫古籍（《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但所引
例句與中醫學有關。餘 13 條釋義義項的例證皆為中醫古籍。這使得字典使用者對義項釋義的理解更
加清晰、具體。此外，第 15 條釋義義項乃中醫專業釋義義項，難以于普通、綜合性字典中查找到，
獨具中醫專業特點。
難字標題字“𠘧”（正文部分第 3 頁）舉例：
“𠘧”：
（shū 殊）鳥之短羽。[𠘧𠘧] 1.小鳥神頸欲飛貌。借喻項背牽強、俯仰不自如貌。
《傷寒論·
第十四條》
：“太陽病，項背強𠘧𠘧。”成無己注：“𠘧𠘧音殊，短羽鳥飛𠘧𠘧也。𠘧𠘧者，伸頸之貌
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脈經·卷八·平痙濕暍脈證》
：“太陽病，其證備，
身體強𠘧𠘧然，脈沉遲，此為痓。”2、平俯的樣子。
《素問·刺腰痛論》
：“腰痛挾脊而痛。至頭𠘧𠘧
然。”張景嶽注：“𠘧𠘧，憑伏貌。” 【注意】“𠘧”不能讀成“jī”或“jǐ”；不能寫作“兒”或“幾”。
“𠘧”為孤僻難字，形與“幾”似，但意思大相徑庭。
《新華字典》中未錄此字。
《說文解字》釋：
“鳥之短羽飛𠘧𠘧也。”《康熙字典》載：“《廣韻》市朱切《集韻》慵朱切。
《說文》鳥之短羽𠘧𠘧
然。
《韻會》有鉤挑者為幾案之幾，不鉤挑者為𠘧，鳥短羽也。又《精蘊》𠘧，擊兵也。象建於兵車
而不用，故其首有垂斿形。執之前驅赴敵，則加又為殳。”
從《簡明中醫字典》對“𠘧”的釋義與普通綜合性字典《說文解字》
、
《康熙字典》等對“𠘧”的釋
義就不難看出，僅參考後者的釋義，很難對中醫古籍中的“太陽病，項背強𠘧𠘧。”、“太陽病，其證
備，身體強𠘧𠘧然，脈沉遲，此為痓。”、“腰痛挾脊而痛。至頭𠘧𠘧然。”等條文進行合理地釋義。
有時，即便是常見字，用普通綜合性字典也難以查詢中醫古籍中正確的釋義義項。除開頭所舉
“一”字，再如：常見標題字“下”字。看看《簡明中醫字典》裡“下”（第 7 頁）字的釋義便對此情況一
目了然。
常見標題字“下”（第 7 頁）
。“下”：
（ xià 夏）1.用藥物攻除積滯。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
證治》
：“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2.從高處到低處。
《古今醫案按·卷八》
：“至冬末， 忽下榻行步
如故。”3.時間、次第在後的。
《傷寒論·原序》
：“……漢有公乘（shèng）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
之聞也。”4.中醫治病“八法”之一。《儒門事親·汗吐下三法 該盡治病詮》：“湧者歸於吐，泄者歸於
下。”5.在低處的。
《素問·氣交變大論》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6.量詞。用指動作的次數。
《傷寒論·烏梅丸方》
：“內（nà）臼內，與蜜杵二千下。”7.級位低的。
《素問·上古天真論》
：“美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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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借指黎民，庶民。
《上古天真論》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
虛邪賊風，避之有時。”8.特指下焦。
《儒門事親·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
：“唯脈脫、下虛、無邪、
無積之人，始可議補。”9.指大小便情況。
《素問·五藏別論》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10.送服
（藥物）
。
《金匱要略·腎氣丸方》
：“煉蜜和丸梧桐子大，酒下十五丸。”11.平凡的，不高明的。
《靈樞·
官能》
：“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又，
《邪氣藏府病形》
：“下工十全其
六。”12.降生，產生。
《靈樞·玉版》
：“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
也。”
標題字“下”的 12 條釋義義項中，第 1、4、8、9、10 條釋義義項難以于普通綜合性字典中查找
到，屬中醫專業特有釋義義項。
以上所舉三例標題字的釋義皆包括中醫專業特有釋義義項。初步統計，三千餘各標題字中，除
卻中藥、以及病名專有字詞，約 195 個標題字有著普通綜合性字典難以查詢的釋義選項，其中既有
難字標題字，更有常用字標題字。這些約 195 個標題字，和其他標題字一起，以其較強的專業性釋
義，在中醫古籍引證例證的說明下，基本上能夠滿足初步學習中醫的人的使用需求。
3.3 《簡明中醫字典》檢字表和附錄部分的簡要分析
字典檢字表為筆劃數檢字法，字後對應相應的頁碼，檢字表中無拼音音注。採用筆畫數檢字，
便於不認識的難字、生僻字的快速檢索。而對於認識的常見字不確定的釋義義項的檢索，則稍顯笨
拙，不如拼音檢字法迅捷方便。
字典附錄“中文拼音方案”、“古今度量衡標準參照表”、“中國醫學大事年表”、“我國歷代紀元表”、
“干支次序表”、“古今晝夜時間對照表”、“節氣表”可輔助中醫古籍閱讀學習者進一步深入理解學習
中醫古籍。特別是“古今度量衡標準參照表”，內容豐富，詳細列出了藥用衡量的折算表以及歷代重
量、容量、尺度比較表，有助於學習者更準確方便地掌握古醫籍中的處方用藥的藥量。

4. 从《簡明中醫字典》的弊端與貢獻看其对中医字典发展的意义
4.1《簡明中字典》的弊端
4.1.1 中醫專業人士對《簡明中醫字典》的批評
《簡明中醫字典》雖然有著專業性強，錄入字多，釋文簡潔，引例翔實，取材廣泛，基本上能
夠滿足初步學習中醫的人使用的特點。然而該書在受到中医从教者及学习者欢迎的同时，亦因其存
在的諸多弊病而受到中醫專業人士的批評。
李戎[2]在其《中醫字典初評》一文中指出：“《簡》就是一本錯誤性質較嚴重，錯誤比率過高的
字典。”並舉例說，“……《簡》所立此‘黴’條，總共不過 50 來個字（含字頭、釋義、書證等）
，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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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 6 處錯誤，不能不令人吃驚。” “‘杮’，義為削下的木片，然而《簡》卻把‘柿’錯立作‘木片’的字
頭。‘柿’是果名，兩者迥異。
《簡》又在‘柹（柿）’條錯誤地指引讀者：‘柿’，又讀 fèi，見某頁‘柿’（筆
者按：指‘柿’）
。可見其編纂者弄不清‘柿’與‘杮’是不同的兩個字。此二字皆形聲自，其聲符有‘市’，
‘巿’之別，從‘市’得聲的字如‘柿’、‘鈰’等字，而由‘巿’得聲則如‘肺’、‘沛’、‘芾’等字。
《簡》最初曾
印刷過初印本，初印本中的‘刺’字全錯作‘剌’”、“‘夊’，義為從後行來，可《簡》卻把‘攵’錯立作‘從
後行來’的字頭，而‘攵’與‘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筆劃捺有出頭或不出頭之別。” ； “‘溧’與‘凓’，
被‘簡’混作同一個字頭（作為異體處理）
，大謬。‘溧’與‘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 ；“《簡》不僅
錯誤較嚴重，矧錯誤極多，筆者並未逐條細閱，不過隨手翻翻，已發現數百處，倘字字細審，上千
處錯誤或許不難找出。”
穆牧[3]在《對中醫字典首次問世的評論》一文中，指出，“《簡》確實由於匆忙出書而失於粗糙，
除前面所舉的義項偏少、編排雜亂外，所用術語、人名、書名、體例也前後不一，出現的錯謬也相
當不少，粗略翻閱，即可發現百餘處，甚至連一些字頭的字形也不正確，如‘糸光’（應為‘纊’）
、‘口
惡’(應為“惡”)、‘糸乚’（應為‘乣’）……”
4.1.2 筆者在閱讀使用過程中發現的幾點失誤
筆者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亦發現幾處失誤之處，簡要列出：
義項釋義錯誤。如，標題字“陰”第 2 個義項的釋義為：“山的南面，水的北面。”（注：山的北
面，水的南面是為陰）
。
讀音前後矛盾。如，“參差”一詞中“差”的讀音，在第 191 頁標題字“參”之下，“差”讀作 cī；而
204 頁標題字“差”釋義而二“參差”中讀作 chī，並用漢字“癡”表明讀音。不似是排版錯誤，而應是著
者不明確“差”字在“參差”一詞中的讀音。
義項明顯欠足。譬如，標題字“任”（rén 妊）字之下的義項有四個：1. 聽憑，隨便。
《素問·上
古天真論》
：“故美其食，~其服。”王冰注：“順精粗也，隨美惡也。”2.擔當，承擔。
《醫宗必讀·不失
人情論》
：“醫家莫肯任怨，則唯芩唯梗。”3.感受，接受。
《靈樞·本身》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4.責
任。
《筆花醫鏡·例論》
：“歸咎古人，古人豈受任哉？”。而“任”字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中醫釋義義項：
奇經八脈之一，任脈。任脈是中醫理論體系中奇經八脈之一，是人體很重要的一條經脈，應當在義
項中列出。然而，
《簡明中醫字典》沒有載入“任”字的這項重要釋義。
4.2

《簡明中醫字典》的貢獻
《簡明中醫字典》標題字自百餘中醫藥古籍中選輯生難字及有特殊音義的常見字約 4636 個，給

予注音、釋義，佐以書證引文，書證絕大部分都引自中醫藥古籍，如《黃帝內經》
、《難經》、《本草
綱目》
、
《千金要方》
、
《類經圖翼》
、
《瘟疫論》等，少部分引自文學著作如《史記》
、
《呂氏春秋》
、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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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等。
對特殊讀音、寫法以及容易誤讀、誤寫、誤解的地方，加以“【注意】”提醒說明，如標題字“世”
的釋文裡對於“三世”的解釋，為防止誤解而加“【注意】‘醫不三世’不能理解為‘祖傳三代’”（詳見該
書正文 44 頁）
。
字典標題字義項解釋採用現代規範書面用語，通俗易懂，言簡意賅，適合大部分中醫學習者使
用，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水準的學習者也極其適用，是一本大眾化的中醫專科字典。穆
牧[3]在《對中醫字典首次問世的評論》一文中对其弊端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客观的指出“就其学术价
值和满足读者急需而言，仍不失为一本瑕不掩瑜的中医字书。”
可以说，
《简明中医字典》开创了中医专科字典的先河。自此以后，《中医难字字典》（1986 年
出版）
、
《中医字典》
（1988 年出版）
、
《中医药通假字字典》
（2001 年出版）等相继问世，中医专科字
典便开始发展起来。

5.結語
1985 年出版的《簡明中醫字典》是一本中醫專科字典，所錄之字頗豐，其釋文簡潔，通俗易
懂，其例證絕大部分取自中醫古籍，有著明顯的中醫工具書特點，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中醫學習者、
中醫從教者及中醫臨床工作者的解決中醫古籍學習上的一些困難。作為第一批專業性中醫字典，其
開創之功不可沒。
《簡明中醫字典》經過試行版正式出版發行後，雖然依然有諸多疏漏、失誤、錯誤。但這也恰
恰反應了中醫類專業性工具書編輯工作的艱難性，編著者除必須具有系統的字典編著知識及中醫學
各學科專業知識、醫療實踐經驗外，還必須具備諸如文字學、辭書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
目錄學、版本學、文化史等專業領域的廣博的知識和對某些學科有較深的造詣。這也意味着中醫字
典的研究、編著工作极其艱巨、漫長。

參考文獻：
[1] 朱毓梅.論館藏中醫古籍的現狀、保護與利用.中國中醫藥圖書情報雜誌，2014,10（5）
：37.
[2] 李戎.中醫字典初評.雲南中醫學院學報，1992,3（1）
：46-48.
[3] 穆牧.對中醫字典首次問世的評論.中國圖書評論.1992，5（5）
：95-97.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日本漢字字形研究（提要）
一溯躾躻軈躵躮之源

（日）海村佳惟、陳秋萍、海村惟一
本論文將依據《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
《日藏唐代漢字鈔本字形表》等漢字實物資料和《說
文解字》
《康熙字典》
（中）
《漢字辭典》
（韓）
《新字源》（日）等文獻資料，並參照以及眼下電腦漢
字系統的 Microsoft Office IME 2010（日語版）、Microsoft Pinyin New Experience（中文版）、CJK 統
合漢字、CJK 統合漢字拡張 A、CJK 統合漢字拡張 B 等系統的漢字體系，來梳理“身”部漢字字形
在實際應用中的歷時變遷，以溯《國字考》躾躻軈躵躮之源。同時再攷“軄”字形功能對社會文化
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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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漢字改革方案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周萍

摘要：文字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符號體系。從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拉開了中國近百
年文字改革的序幕。這期間文字改革與社會變革、政治運動、政府引導等因素密不可分。譬如，現
今已很少有人提及漢字的發展方向是走拼音化道路，但在之前的百餘年間這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
話題。通過考察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
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歷史軌跡，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
漢字的發展與規範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關鍵字：漢字改革；切音字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漢字簡化；拼音方案
在古代，漢字被認為是神聖的。
《淮南子·本訓》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
的發明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之後的幾千年裡，中國人一直尊崇漢字與認識習得漢字的讀書人。但
到了晚清，伴隨著西方強大的科技技術展示以及中西在戰爭中的勝負懸殊對比，西方先進以及中國
落後成為當時的一種普遍觀念。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語言文字也被認為是落後的，需要改革或者
改良。
此後的一百多年裡，中國人在漢字改革方面進行了各種嘗試。這一百多年間的文字改革有兩種
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從制度上改革，廢除漢字，實行拼音文字；另一種意見只贊成進行文字
的調整和改進包括簡化漢字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以中文拼音方案為漢字的輔助工具。我們從
百年歷史中提取三個重要時段的改革方案來加以回顧與分析，即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
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和拼音方案。通過考察這三種不同類型文字改革的
歷史軌跡，希望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漢字的發展與規範
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一 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
“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自己的文字改稱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些、容易讀。……近六十
年以來，隨著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文字改革這一問題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①清
朝末期，正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第一次高漲的時期，這個問題自然為了適應社會革命的需要而突
出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盧戇章提出第一種切音字方案。盧戇章指出：“溯自黃帝時倉頡以象
形、指事、會意、轉注、形聲、假借造成為字以來，至今已有四千五百餘年之遙，字體代變；……
皆趨易避難也。”②他希望利用“字劃一律”“筆劃簡易”的拼音文字來節省學習文字的時間，使全國“男
女老幼”都能“好學識理”，從而研究“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求得國家的富強。③經過
10 年的潛心研究，盧戇章創造了一種拉丁字母筆劃形樣的“切音新字”，並編撰了歷史上第一部專門
研究“切音字”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階》
。在該書中，盧戇章擬定了中國第一套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
並提出了進行漢字改革的主張，提倡漢字拼音化。
盧戇章系統地論證了切音文字的優越性，即：1、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
2、容易識，“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3、容易寫，“字畫簡易，……亦即易於提筆”。④這
裡，在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歷史上，他頭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文字國際化的思想。1892 年 5 月，
該書在廈門出版發行，不僅得到了當時教育界的積極支持，還深受旅居福建的外國人的喜愛，將其
① 吳玉章：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
，1955 年 10 月 15 日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全體會議上的報
告，
《新華月報》1955 年 11 月號。
② 盧戇章：
《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
《一目了然初階》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年“拼音文字史料叢書”
影印第 1 版，第 2 頁。
③ 盧戇章：
《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
《一目了然初階》
，第 3 頁。
④ 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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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學習廈門話的必讀本。基於此，1892 年被視為中國切音字運動的起始年，這說明了盧戇章在中
國漢字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98 年，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當時社會掀起了“除舊佈新”的高潮。為此，清政府頒佈了獎勵
新著作、新發明的法令，以迎合當時“除舊佈新”的呼聲，進而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此時，盧戇章
所推崇的切音字得到了清工部林絡存的欣賞，他上奏請求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並對盧戇章予以嘉獎。
此奏得到了光緒皇帝的重視，下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戇章所著之書，進行詳細考究，並據實
上奏。對於盧戇章來說，這是在全國推廣切音字的好機會，但可惜的是，戊戌政變爆發，推廣切音
字沒有了下文。時隔 7 年之後，盧戇章依據當時皇帝的諭旨，親自從廈門趕赴北京，向當時的外務
部呈交了切音字著作《中國切音字母》
，請求其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但頗多波折之後，經譯學館一番
考察之後，認為盧戇章的《中國切音字母》一書有多處瑕疵，不宜在全國推廣。
盧戇章是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第一人，是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先驅，可以說，沒有盧戇章，就沒
有清末的切音字運動，更沒有中國近代的漢字改革。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一書中，中國
語文現代化就是以 1982 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夏腔）》的出版為開端的。①一
方面，盧戇章創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拼音方案，極大地推進了漢語的推廣進程。清末時期是中西
文化激烈碰撞的關鍵時期，正是盧戇章所創立的拼音方案，為外國人學習漢字提供了便捷條件。另
一方面，盧戇章編寫的多本切音字專著，為當時的切音字運動提供了最可靠的理論支撐。他的切音
字專著問世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使得他們深刻認識到漢字改革迫在眉睫，他們以盧戇
章的切音字專著為藍本，開始編寫各種類型的切音字專著，共同推進了切音字運動的發展。

二 國語羅馬字運動
作為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員在對待漢字
的態度上大抵相似。他們大都認為中國的未來必將廢除漢字。魯迅說：“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
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②《新青年》4 卷 4 號的通
訊欄曾討論清末語言學領域提出的漢字存廢問題，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錢玄同
提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廢漢
文。”③陳獨秀回信說：“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但
漢字廢除非常困難，阻力非常大，作為過渡，“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④胡
適的回答是：“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
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⑤由此可見，新文化運
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們其實是認同清末民初語言學家提出的改革或改良漢字的觀點，但他們認為這
種改革非常困難，應有更具有操作性的、過渡性的、妥協性的方案，即，保留漢字，但放棄文言文，
發展白話。
1923 年，國語研究會所編《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
，使漢字改革的討論達到高潮。
特刊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
、黎錦熙的《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
字母的研究》
、蔡元培的《漢字改革說》等。錢玄同批判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
色的革命”。其他論文也都主張廢除漢字，採用拉丁字母，為制定國語羅馬字和開展國語羅馬字運動
在理論上和技術上打下了基礎。
同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大會上，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方案》
，黎
錦熙、黎錦暉、汪怡連簽署。後來，大會決議組織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錢玄同、黎錦
熙等 11 人為委員。⑥從 1925 年 9 月至 1926 年 9 月，經過 22 次討論之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 年。
② 魯迅：《關於新聞自——答問》，《魯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65 頁。
③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 1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62 頁。
④ 陳獨秀：《四答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10 頁。
⑤ 胡適：《答錢玄同》，《新青年》第 4 卷第 4 號，1918 年 4 月 15 日。
⑥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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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當時的教育部。1926 年 9 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
發出佈告，確定印發《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並宣佈“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
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這是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佈國語羅馬字。①
國語羅馬字運動以批判漢字為出發點,主張採用羅馬字母制定拼音文字以取代漢字,是新文化運
動思潮在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國語羅馬字運動主要從這幾個方面批判漢字：一、漢字是封建文化
的象徵。要想廢除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就必須首先廢除漢字；二、文字力求簡便，漢字難學；
三、漢字野蠻。
在批判漢字的同時，提倡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學人也批判切音字運動在文字改革中未能徹底否定
漢字。在字母選擇上，國語羅馬字運動也反對清末切音新字以及注音字母等漢字筆劃式字母，主張
採用羅馬字，認為“採用羅馬字是採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個辦法”。②此後又出版發行了一些說明
國語羅馬字拼法的書刊，如《國語羅馬字常用表》等。
與切音字運動相比，國語羅馬字運動已開始注重學理上的思考，如借漢字的歷史演變證明拼音
化具有內在的歷史基礎——“漢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純粹標音的假借方法發生，
離開拼音，只差一間了”。③並從拼寫單位的確定、如何減少同音詞等技術層面為國語羅馬字方案的
制訂進行了實踐探索。但是，與切音字運動一樣，國語羅馬字運動也不僅僅是一場文字變革運動，
其根本目標在於摧毀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將漢字視為專門記錄封建文化的野蠻符號而加以無
情地批判、拋棄。事實上，文化的性質並不等同於文字的性質，漢字既可以用來記錄傳統舊文化，
也可以用於宣揚新文化，不能以文化的先進與否作為判定文字先進與否的標準。

三 建國後漢字簡化、拼音方案等改革措施
1940 年 1 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
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源泉。”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抗戰時期拉丁化新文字在
陝甘寧邊區進行了推廣試驗。但受戰爭環境所限，也由於新文字本身不標聲調等缺陷以及新文字運
動幹部的缺乏，1944 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宣告暫停。
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1952 年 2 月 5 口，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
立。會上，馬敘倫主任傳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
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據現有漢字來制定。”因此，“研究並提出中國文字拼音化方案”就
成為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擬訂拼音化方案過程中，拼音文字的形式、作用都發
生了根本變化。
新中國初期，以吳玉章等人為代表的拉丁化文字宣導者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
因而在各地開展了試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動。後來吳玉章等人認識到拼音化需要一個過渡期，於是
在 1955 年 10 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提出:中文拼音文字方案“首先作為普通話的教學工具，不作為
拼音文字”。④可見，拼音文字的功能已發生了根本改變。
歷經幾番周折，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文拼音方案
的決議》
，決議說：“《中文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
中、小學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
案的進一步完善。” ⑤中文拼音方案，這是我國首次由國家立法機關頒佈的文字改革方案。它具有
絕對的法律效力。很多人注意到這套草案的名稱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中的“文
字”二字被刪掉了。這樣就由“《拼音文字方案》”改變為“《中文拼音方案》”。其實，這一名稱的變
化，隱含的是拼音在文字改革理論和實踐中作用的根本轉變。我們可以看到決議裡是說該方案是幫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 43 頁。
② 林語堂：《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林語堂名著全集》第 19 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第 188 頁。
③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 3：漢字改革與國語運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8
頁。
④《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檔彙編》，北京：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印，1955 年，第 117 頁。
⑤ 鄭慧生：《中國文字的發展》，洛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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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而且周恩來總理於 1958 年 1 月 10 日在向全國政協所做的《當前
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明確說明，中文拼音方案“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但當時
的一些執行者卻非要用此拼音來代替漢字，一時大街小巷出現的是拼音招牌、路標，在一些少年兒
童報紙、雜誌上還出現了不用漢字的拼音字文章。然而以拼音代替漢字的作法是行不通的，想用拼
音來代替漢字的做法很快就偃旗息鼓，上世紀 60 年代以後，文字拼音化的改革呼聲漸弱。
新中國建立後不久，政府有關部門就著手進行漢字的簡化。1951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擬出了《第
一批簡體字表（初稿）
》
，收簡體字 555 個。1952 年 2 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以《第一批簡體字
表（初稿）
》為基礎進行增刪，擬出《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收簡體字 700 個。後經過多次
討論和修改，於 1954 年 9 月形成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 年 11 月文改會對第五稿
再做修改，形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1955 年 2 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發表，
向全社會徵求意見。到同年的 7 月，文改會收到各界群眾的意見 5167 件，其中 97%表示贊成。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批准了漢字簡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通
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
。修改後的草案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的審定。1956 年
1 月 28 日國務院第 23 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 月 31 日《人民日報》
發表國務院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
。該方案收 515 個簡化字和 54 個簡化偏旁。
《漢字簡化方
案》公佈後，分四批推行，推行十分順利。1958 年 1 月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
告裡指出：“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採用，受到廣大
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1964 年文改
會根據國務院指示的精神，編輯出版了《簡化字總表》
，收錄了《漢字簡化方案》裡的簡化字和在《新
華字典》的範圍內通過偏旁類推簡化得到的簡化字，作為使用簡化字的統一規範。根據 2004 年公佈
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得到的資料，平時主要寫簡化字的占 95.25%，寫繁體字的占 0.92%，
繁簡兩體都寫的占 3.84%。簡化字在民眾中已經紮下了根，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
《通用規範漢字
表》堅持了漢字簡化的方向，按照《簡化字總表》的規定，凡是應當簡化的都做了簡化。

四 近代百餘年文字改革的影響因素與反思
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字改革思潮和實踐，自清末切音字運動，到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國語羅馬字
運動，再到建國後的文字改革方案制定等，可謂此伏彼起。每個階段的改革方案都有其特定的背
景與成效。漢字改革是一個極其複雜、困難的課題，它的行止成敗也絕不是某些個人、某個黨派
團體或某個政府的主觀意願所能簡單決定的。當某個政府明令禁止簡化字時，幾百年來民間形成
的簡筆字卻仍在人們手頭流行。當某個政府明令要求推行某個簡化漢字方案時，卻遭到人們的拒
絕，並導致流產。只有把漢字作為一門科學的物件來加以審慎、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理性、
科學地對待漢字改革。
切音字運動是個人奮鬥、朝廷路線和民間推行三者結合，具有改良主義政局中切音字運動的實
踐活動的特點。其中，在戊戌變法之前，主要是盧戇章的個人奮鬥為主；後來切音字運動進入朝廷，
朝廷路線與個人奮鬥相結合；再後來，民間設立“官話字母義塾”，主要是民間推行了。個人奮鬥在
當時的封建社會，很難有實際成效。而朝廷路線由於當時的政府岌岌可危，也不能奏效。而民間推
行，從今天來回顧歷史，可以說造成了切音字運動後十年的一個空前景氣的局面。但運動的最後結
局是清攝政王載灃查禁了官話字母。從方案上看，當時的運動還處於語言科學的不成熟階段。如字
母形體過於複雜奇怪，難以記憶。
國語羅馬字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提倡、制定、推廣基本上局限於知識份
子的小圈子，由於當時的政府對推行並不真正熱心，加上該方案拼寫規則繁瑣，國語羅馬字始終沒
有越出知識份子的圈子。1934 年以後，推行活動走向低潮，國語羅馬字的社會影響並不大。
清末的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羅馬字運動總體上是失敗了，在那個時代，要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
中國文字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政權穩定，人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通過國家在經濟、
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文字改革。經過百年的反復探索和實踐，清末關於漢字改
革的目標在當今都可以說實現了，漢字簡化並推行了中文拼音方案。
從百年漢字發展與改革的歷史縮影來看,影響漢字發展的因素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是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外部因素是社會的影響。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它的特點必須以適應語言為前提。一種文字如果不適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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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語言，那麼它早晚都會被改造或者拋棄。這是影響文字的內部因素。在清朝末年,漢字的改革首
要原因就是它已不適應當時通用語的發展需要。
有人會說文字的發展規律遵循著表形—表義—表音的方向發展。印歐語自不必提，包括日
語、獨立後的越南文字都變成了表音文字。而漢字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有“表音化”趨勢。
這是指這樣一種觀點:漢字的造字方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向形聲發展，形聲之前的幾種造字方法
都是純表意的方法，而形聲方法中出現了表音因素，形聲方法的產生並大量用來創造新字，顯示
了漢字從表意向表音進化的規律。當今世界除漢字外幾乎所有文字都採用拼音制度，正表明了這
一規律。基於上述觀點，在過去一個較長的時期裡，要求對漢字進行徹底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
的拼音方向成了我國文字工作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那麼漢語為什麼走拼音化的道路沒有成功？
在世界文字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發現有兩類不同發展軌跡的文字：“自源文字”和“借源文
字”。①“自源”文字發展的語言環境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化，文字發展是漸進式的前進進化，如我國
的漢字。周有光先生總結“自源”文字發展有三個階段：見形知義，見形知音，見形知音義。②漢字
的發展正是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當“自源”文字向外傳播，語言環境的劇變使字形與字義的聯繫脫
節，於是“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是必然的。在“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之後，它的發展規律
如同“自源”文字一樣遵循著漸變式的前進進化。所以表音系統的簡化和規範化發展的結果是，詞彙
構成方式趨向一致，就是詞根與詞綴的搭配。從世界文字發展歷史上看，文字的意音制度與拼音
制度，是跟文字的自源性與借源性嚴格對應的，也就是說，文字的發展方向取決於文字的自源性
與借源性。
綜而言之，由於民族傳統的力量，所有自源的也即意音制度的文字都與本源民族社會保持共存
的關係，因而總是相對穩定、不易變革的，所有借源的文字，由於缺乏民族傳統的支持，因而是易
變的，並且幾乎是全無例外地要向表音制度變化。這就是決定文字發展方向的最根本原因。
當文字不適應記錄語言，需要進行文字改革時，這時的外部因素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如專家
制定、政府推動、民間配合等。胡范鑄教授曾經提到，語言文字是一種社會制度，根據制度經濟學
的基本觀念，任何社會制度的變革都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事物一旦進入
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人們一旦選擇了某個體制，由於規模經濟、學習效應、協
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因素的作用，會導致該體制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得以自我強化。路徑依賴
意味著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任何體制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 ③語
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性很強，如果進行改革，那麼就要考慮改革帶來的巨大成本。所以，反思百年文
字改革，只有在建國後國家穩定並在經濟、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能完成最終的文字改革。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展望未來漢字發展的方向，作為“自源”文字，漢字不僅能夠很好地記錄漢
語，而且便於貫通古今漢語、溝通各地方言，對保存和傳承歷史文化、保持漢語和國家的統一以及
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從這些方面來看，漢字的發展在可預料的未來不會走拼音化的道
路。社會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也在漢字繁簡之爭上給出答案，漢字如果在上世紀 50 年代沒有實行簡化
方案，固然在文化傳承、兩岸交流等方面具有種種便利，但是，如果因此而在“一簡”已經使用幾十
年的情況下，廢止“一簡”，那無疑是一場災難。所以“棄簡識繁”的思想也萬萬不可取。而且，資訊
化時代給我們漢字的使用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海峽兩岸文字制度雖然不同，但在電腦上漢字簡繁
文本智慧轉換系統已經比較成熟，並在社會上廣泛應用。
21世紀的中國社會語言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用字的範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文字觀念和需求，出現了多元化、開放性的特點。如1990年開始大量的字母詞出現，
有專家就呼籲要限制字母詞，維持漢語的純潔性。事實證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字母此並沒有呈
井噴式增長，反而一直是一個穩定的數量，說明語言文字自有其發展規律，當需求達一個飽和的
階段，自然不會增加。現在，資訊化的快速發展不僅使我們的用字範圍比以前擴大，而且還有一
個實現標準化的要求。標準化的要求在各個領域都能體現出來，比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廣泛
使用電腦，出現許多新媒體，這都需要文字實現數字化。漢字實現數字化以及繼續推進規範化，
① 李葆嘉：《論語言類型與文字類型的制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1990 年第 4 期。
②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③ 胡範鑄、陳家璿：《專家筆談-關於<通用規範漢字表>研製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長江學術》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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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語言文字工作者所需要面對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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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典》“俗……誤”字、“俗……非”字初探1
劉元春 馮璐2
【摘要】韓國《新字典》是以中國《康熙字典》為基礎編纂而成的一部近代字典，文章選取《新字
典》中釋義包含“俗……誤”或“俗……非”術語的 42 個字頭，回溯至《康熙字典》
，經統計，釋義
中含有這兩類術語的字 20 個，釋義中未標的字 15 個，未見於《康熙字典》字頭的 7 個。通過整
理《新字典》俗誤字、俗非字，考釋其來源並分析其成因，有利於了解韓國字典的編纂情況以及
近代漢字在域外傳播過程中的傳承與變異情況。
【關鍵詞】
《新字典》；
《康熙字典》
；俗字；字典學；域外漢字；術語研究

一、引言
1.关於《新字典》
《新字典》由崔南善領導的朝鮮光文會在《康熙字典》的基礎上編纂而成。崔南善（1890-1957），
字公六，号六堂,江原道铁原人，韓國著名詩人、歷史學者，新文学运动先驱之一。编纂初衷如《序》
所云：“韓國的歷代典籍不可全棄，一世習染不可猝變；既要繼承舊文化，又要宣導新文明。”
全書分四卷，共收錄 13345 字，沿襲《康熙字典》214 部首的編排方式，部中属字按照筆畫数
排次。書前有序文，分別為柳瑾和崔南善所作。檢字中收錄了一些部首不易分辨的字，以供查找
方便。
具体编纂上，字頭為楷字，先注韓音，再釋義（漢文注釋和諺文注釋），先釋本義，再釋假借
義和通假義，义项之间用“○”隔開，所有书证均为中國古代典籍，引書只記書目，不出具體篇节。
釋義之後注明韻部，韻部基本遵照《全韻玉篇》
，韻部之後标明異體字（如本字、古字、俗字之
類）或通假字。對於一些儀器服飾等名物的字詞，部分附有圖畫，以補注釋義之不全。正文第四
卷末尾附有“朝鮮俗字部”（收錄 107 字）、“日本俗字部”（收錄 98 字）、“新字新義部”（收錄 59
字），收字大多為《康熙字典》所未收，颇具地域色彩和時代色彩。3字序亦按筆畫多少排列。
2.关于“俗字”
俗字一直存在廣狹義之分。蔣禮鴻從廣義角度指出：“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
字。”4台灣學者孔仲溫則認為：“俗字是一種具有相對性、民間性、淺近性、時代性的通行字體。”5
我們從唐代字樣書《干祿字書》定義可以看到：“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劵契、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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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也就是說顏元孫定義的俗字其關注點在於俗體適用的
層面和範圍，即正體之外適用于民間通俗文書中的形體較為“淺近”之字。按照《干祿字書》所收俗
字看待其“淺近”，從構形學來講，即改變或破壞造字理據的形體，從使用範圍上來講，則行用於非
涉雅言類的民間場合，至於相承時間的久暫，便不是《干祿字書》俗字所要強調的內容了。6無論廣
義狹義，有一點必須明確的是，針對專書的俗字研究，應該以專書編纂者或該時代原本所存在的俗
或俗字的概念為出發進行探討。
《康熙字典》本身並未對俗字進行統一標註，本文暫從廣義角度，整
理出在本文研究的範圍內《康熙字典》關於俗字的術語，包括：俗字，俗書某，俗以爲某字，俗用
爲某字，俗某字，作某，或作某，古某字，同某。
3.《新字典》“俗……誤”“俗……非”術語介紹
《新字典》釋義中“俗……誤”“俗……非”类術語共 12 個，分別舉例如下：
（1）俗書……，誤。
如：体，俗書四體之體，省作体。誤。
（2）俗作……，誤。
如：侄，俗作姪，誤。
（3）上俗字，非。
如：間，上（閒）俗字，非。
（4）俗作……，非。
如：啚，俗作圖，非。
（5）某俗字，非。
如：㢤，哉俗字，非。
（6）俗用某，非。
如：昱，俗用翌，非。
（7）俗某同，非。
如：檆，俗杉同，非。
（8）俗同某，非。
如：蚕，俗同蠶，非
（9）俗通某，非。
如：玆，俗通兹，非。
（10）俗某，非。
如：痴，俗癡，非。
（11）俗某字，非。
如：㸔，俗看字，非。
（12）俗作……字，非。
如：緞，俗作紬緞字，非。
由以上術語可見，“俗……誤”和“俗……非”中的“俗”即指俗字，判斷為“誤”或“非”，意思是字
典編纂者判定某字作為另一字俗體的說法有誤。按照來源可將《新字典》中的俗誤字、俗非字分
為三類：釋義中含有“俗……誤”或“俗……非”術語的字；釋義中未標註這兩類術語術語的字；未見
於《康熙字典》字頭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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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劉元春《隋唐石刻與唐代字樣》，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 年。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二、《新字典》《康熙字典》釋義同有“俗……誤”“俗……非”的字
經統計，同一字頭在《新字典》與《康熙字典》釋義中都含有“俗……誤”“俗……非”的共 20 個，
分別是：
（1）体：《新字典》：【분】劣也。용렬할。○麤貌。추솔할。○体夫，輭車夫。샹여군。(
阮）。俗作體，誤。蒲本反。体夫，轝柩之夫。俗書四體之體，省作体。誤。
《康熙字典》：劣也。又麤貌。與笨同。《通雅》輀車之夫曰体夫。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葬，
同昌公主賜酒餠餤四十橐駝，以飤体夫。《註》体，蒲本反。体夫，轝柩之夫。俗書四體之體，
省作体，誤。
（2）侄：《新字典》：【질】堅也。굿을。○癡也。어리석을。(質）。俗作姪，誤。
《康熙字典》：堅也。又癡也，侄仡不前也。又騶吾。《大傳》謂之侄獸。俗誤以侄爲姪字
。
（3）間：
《新字典》
：上（閒）俗字，非。
《康熙字典》
：
《正字通》同上（閒），俗字。
（4）唇：《新字典》：【진】驚也。놀날。(眞）。俗作脣，誤。
《康熙字典》
：
《說文》
：驚也。
《廣韻》：同㖘。又《集韻》船倫切。音脣。義同。又之刃切。
音震。驚聲。
《字彙》
：俗作口脣字非。
（5）啚：《新字典》：【비】嗇也。다라울◦린색할。(紙）。鄙同。俗作圖，非。
《康熙字典》：〔古文〕𠴿《唐韻》方美切。《集韻》《韻會》補美切。《正韻》補委切。
並音鄙。《說文》
：嗇也。从口㐭。㐭，受也。《集韻》：通作鄙。《韻會》：俗以爲圖字，非。
（6）屆：《新字典》：【계】至也。이를◦다달을。《書》無遠弗屆。○極也。극할。(卦）。
俗作届。非。
《康熙字典》：《說文》：屆，行不便也。从尸，𠙽聲。曰：即塊字。一曰極也。註：極，
即至也。俗作届，从由，非。
（7）柰：《新字典》：【내】果名蘋婆。사과。○那也。엇지。(泰）。【나】義同。(箇）。
那同。俗作奈，非。
《康熙字典》：《說文》：果名。《廣韻》：柰有青、白、赤三種。潘岳《閒居賦》：二柰
曜丹白之色。又徐鉉曰：假借爲柰何字。《書·召誥》：曷其柰何弗敬。又《廣韻》：那也。柰、那
通。王維《酬郭給事》詩：强欲從君無那老。那作柰。韓愈《感春》詩：已矣知何柰。柰作那。
〇按俗作㮏，以別于柰何之柰。又俗作奈，以別于柰果之柰。皆非。
（8）橃：《新字典》：【벌】海中大船。배。(月）。俗作筏非。
《康熙字典》：《說文》：海中大船。徐曰：俗作筏，非是。
（9）檆：《新字典》：【삼】木名。삼나무。(咸）。俗杉同，非。
《康熙字典》
：
《說文》杉本字。徐鉉曰：俗作杉，非。詳杉字註。
（10）蚕：《新字典》：【텬】寒蚓。지렁이。《爾雅》螼蚓蜸蚕。(銑)。【잠】俗同蠶，非
(覃)。
《康熙字典》
：
《爾雅·釋蟲》
：螼蚓，蜸蚕。註：即䖤蟺。江東呼寒蚓。《篇海》：俗用爲蠶字，
非。
（11）灯：《新字典》：【등】烈火。등잔。(蒸）。俗作燈非。
《康熙字典》
：
《玉篇》
：火也。
《類篇》：烈火也。
《字彙》《正字通》並云俗燈字。〇按《玉
篇》
《集韻》
《類篇》灯、燈分載，音切各異，强合爲一，非。
（12）玆：《新字典》：【자】此也。이。《書》念玆在玆。○濁也。흐릴。《左傳》何故使
吾水滋。《註》滋本作玆。(支)。俗通兹非。【현】黑也。검을。(先)。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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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
：〇按兹、玆二字，音同義別。从𤣥者，子之、瑚涓二切，訓黑也，此也，姓
也。从艸者，子之、牆之二切，訓艸木多益也，蓐也，國名。今各韻書互相蒙混，如《廣韻》
《韻
會》兹字訓國名，
《集韻》兹字訓蓐也，
《韻會》
《字彙》《正字通》兹字訓此也，非當時編輯之
譌，卽後人刊刻之誤。
《正韻》有玆無兹，合玆、兹二字訓義爲一，尤爲疎漏。
今从《說文》幷各書，重爲訂正。
（13）綉：《新字典》：【슈】錦一片爲綉。비단조각。(宥)。繡俗字，非。
《康熙字典》
：〇按《正字通》引《泝原》：繡，俗作綉。非。
（14）緞：《新字典》：【하】履跟帖。신뒤축실。《急就篇》履舃鞜裒絾緞紃。(麻)。䪗通
。【단】義同。(翰)。俗作紬緞字，非。
《康熙字典》：《玉篇》履跟。亦作𩏇𩋦。《急就篇》履舄鞜裒䋐緞紃。註：履跟之帖也。7
○按今以爲紬緞字，非是。
（15）緥：《新字典》：【보】襁緥，小兒被。포닥이。《漢書》曾孫雖在襁緥。(皓)。俗作
褓，非。
《康熙字典》：《說文》：小兒衣也。註：臣鉉等曰：今俗作褓。非是。
（16）苐：《新字典》：【뎨】草名。뎨풀。○稊同。○複姓不苐。(齊)。俗作第，非。
《康熙字典》：《集韻》《正韻》並與𦯔同。 又複姓。《通志·氏族略》：不苐氏子姓也。
《正字通》：《篇海》俗誤作次第之第，非。《韻會》：第，但也。亦作弟。《字彙》作苐，非
。
（17）覓：《新字典》：【멱】求也。구할。○尋也。차질。《晉書》是猶欲登山者，涉舟航
而覓路。(錫)。俗作覔非。
《康熙字典》
：
《正字通》
：从爪，从見，俗作覔，非。
《字彙補》
：一作𧠘、𧠙。
《集韻》
：本作
覛，亦書作𧠨，或作眽，並非。
（18）覶：《新字典》：【라】次序。차레。○覶縷，委曲。곡진할。《唐書》秉筆覶縷，不
能成章。○好視。조케볼。(歌)。俗作覼非。
《康熙字典》
：
《說文》
：好視也。《玉篇》
：覶縷，委曲也。《金壺字考》：次序也。《類篇》：俗
从爾作覼，非。
（19）賸：《新字典》：【잉】送也。보낼。○副也。버금。○以物相增加。더할。【싱】益
也。더할。○餘也。남을。《唐書》殘膏賸馥，沾丏後人多矣。(徑）。俗作剩，非。
《康熙字典》
：說文》
：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註：徐曰：今俗謂物餘爲賸。古者一
國嫁女，二國往媵之，媵之言送也，副貳也，義出於此。《玉篇》
：相贈也，以物加送也。 又
《廣韻》實證切。音乘。長也。《類篇》
：益也，餘也。《唐書·杜甫傳》：殘膏賸馥，沾丏後人多
矣。《韻會》
：俗作剩，非是。
（20）頾：《新字典》：【자】口上鬚。웃슈염。(支）。俗作髭非。
《康熙字典》
：
《說文》
：口上須也。从須，此聲。徐鉉曰：今俗別作髭，非是。

三、《康熙字典》釋義不含“俗……誤”“俗……非”但《新字典》含有字
《新字典》釋義中有 22 個含有“俗……誤”或“俗……非”術語的字，但《康熙字典》中未見此類
表述。按照在《康熙字典》中的字際關係可分為兩類，一是在《康熙字典》釋義中收錄了該字頭的
俗字，而在《新字典》中訂誤這一關係；一是《康熙字典》未收錄、
《新字典》進而補充該形體，并

7

《康熙字典》原书不同义项之间、义项与按语之间等，往往以空格断开。《新字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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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者的正俗關係加以否定或辨證。
以下分別加以考釋。
1.《新字典》訂誤《康熙字典》釋義
（1）妬：《新字典》：【뎍】女無子。자식업는게집。(錫）。俗作妒，非。
《康熙字典》
：《集韻》同妒。
按：“妬”同“妒”這一說法並不罕見，《玉篇·女部》
：“妬”，同“妒”。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但“妬”字還有“乳癰”之義，《釋名·釋疾病》
：“乳癰曰妬。妬，
褚也。氣積褚不通至腫潰也。”《新字典》“女無子”便是從這一義項引申而來。因此“妬”在傳入韓國
的過程中只保留了該字的核心義，“妒忌”這一義項脫落，導致“妬”“妒”字義完全不同，因而《新字
典》並不認同二者的異體關係。
（2）痴：《新字典》：【치】疵病。죽은。 ○不廉。탐할。(支)。俗癡，非。
《康熙字典》：《集韻》抽知切。並音螭。痴疵，病也。一曰不廉。《正字通》：俗
癡
字。又《集韻》超之切。音遲。痴㾻，不達之貌。
按：“痴”本義為疵病，引申為不廉。而“癡”字並無此義，《說文·疒部》：“癡，不慧也。”段注：
“心部曰。慧者、獧也。犬部曰。獧者、急也。癡者，遅鈍之意。故與慧正相反。此非疾病也。而亦
疾病之類也。故以是終焉。”《漢語大字典》
：“痴，同‘癡’。
《正字通·疒部》
：痴，俗癡字。按：古籍
中多作‘癡’，今‘痴’字通行。”綜上，“痴”本義為疵病，“癡”本義為不慧，“痴”在某一時期承擔了“癡”
的義項，被視為異體字，而在傳入韓國的過程中，“不慧”這一義項脫落，只保留“疵病”義項，因此
在《新字典》中二字不做正俗關係處理。
（3）絝：《新字典》：【고】股衣。바지。《後漢書》平生無襦，今五絝。(遇)。俗同袴，
非。
《康熙字典》：《說文》脛衣也。《史記·趙世家》夫人置兒絝中。又《司馬相如傳》絝白虎
。註：絝，古袴字。《前漢·景十三王傳》短衣，大絝，長劒。《後漢·廉范傳》平生無襦，今五絝
。《淮南子·原道訓》短綣不絝。《集韻》或作袴。又《玉篇》古文綯字。
按：《新字典》：“袴，【고】脛衣。바지。《禮》衣不帛襦袴。(遇)。【과】兩股閒。사타
구니。《史記》屠中少年辱韓信曰：出我袴下。(禡)。胯同。”因此，《新字典》為區分“絝”和“袴”
，讓其分別承擔股衣和脛衣兩個義項。但是並未說明股衣和脛衣的區別。又，《說文》段注：“絝
，脛衣也。今所謂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㒳脛。古之所謂絝。亦謂之褰。亦謂之襗。見衣部。”
《康熙字典》註明“袴”為“〔古文〕絝”。因此可以視“絝”“袴”為古今字的關係。
（4）緍：《新字典》：緡俗字，非。
《康熙字典》
：
《類篇》緍，或作瑉。○按《說文》緡从昬，昬从民。經典以唐諱，改昬作昏，
緡亦作緍。作緡爲正。詳緡字註。
（5）襛：《新字典》：【농】衣厚。옷두툼할。○盛也。셩할。《詩》何彼襛矣。(冬)。俗作
穠，非。
《康熙字典》
：
《說文》衣厚也。
《詩·召南》何彼襛矣。
《傳》襛，猶戎，戎也。 又《集韻》如
容切。音縙。而融切。音戎。義並同。
《類篇》或作𧜆。
《干祿字書》正作襛，俗作穠。
《六書正譌》：
俗作檂，非。
按 ： “ 襛 ” 表 示 衣 物 厚 重 ， “ 穠 ” 表 示 花 草 繁 盛 。
《新字典》：“穠，【농】華木稠多貌。나무들어설。[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冬)。”《說文》段注
：“凡農聲之字皆訓厚。醲、酒厚也。濃、露多也。襛、衣厚皃也。引伸爲凡多厚之偁。召南曰。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曰。襛猶戎戎也。按韓詩作茙茙。卽戎戎之俗字耳。戎取同聲得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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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曰：何彼襛矣。詩俗本作‘穠’，誤。”
（6）逓：《新字典》：遞俗字，非。
《康熙字典》：《正字通》俗遞字。
（7）顧：《新字典》【고】回首旋視。돌아볼。《書》顧諟天之明命。○眷也。돌보아줄。
《詩》乃眷西顧。○發語辭，反也。도리여。《史記》顧不易耶。(遇）。俗作頋非。
《康熙字典》：〔古文〕𪄮。《玉篇》瞻也。迴首曰顧。《詩·小雅》顧我復我。又《五音集
韻》公戸切，音古。義同。《書·微子》我不顧行遯。徐邈讀。俗作頋。
2.《新字典》補充《康熙字典》釋義
（1）摵：《新字典》：【색】捎也。추릴。○隕落貌。어질。○摵摵，落葉聲。우수수할。白
居易《詩》楓葉荻花秋摵摵。(陌）。俗作槭，非。
《康熙字典》：《正韻》色窄切，𠀤音栜。隕落，貌。《六書故》摵摵，借以狀落葉之聲，
解爲隕落，誤。《杜甫詩》蕭摵寒籜聚。《白居易·琵琶行》楓葉荻花秋摵摵。《韓愈詩》摵摵疎
更隕。《正字通》蕭摵卽蕭瑟。古借用瑟字。瑟瑟卽摵摵也。
《韻會》从木作槭。謂增韻从手誤，非。
按：
《新字典》有樹葉隕落的狀態和隕落的聲音兩個義項，而“槭”在《新字典》中釋作“槭槭葉
落木枝空”，僅表示落葉的狀態而不表示落葉的聲音，因此，
《新字典》在“楓葉荻花秋摵摵”一句中，
“摵摵”表示落葉的聲音而不能用“槭”字。
《康熙字典》亦引《六書故》中“摵摵，借以狀落葉之聲，解
爲隕落，誤。”另外，
《漢語大字典》釋“摵”同“槭”。樹葉光禿，葉凋落貌。清鈕樹玉《說文新附考·手
部》
：“《韻會》槭引潘岳賦‘庭樹槭以灑落’，今《文選<秋興賦>》‘槭’作‘摵’，則後人改也。
《集韻》：
‘槭，枝空皃’，當本《文選》注，則摵即槭之俗字。”可見，“摵”可作為“槭”的俗字，“槭”僅在樹葉隕
落的狀態這一義項上可作為“摵”的俗字。
（2）昱：《新字典》：【욱】日光明。해빗밝을。《太玄經》日昱乎晝。(屋）。俗用翌，非
。
《康熙字典》：《唐韻》《集韻》《韻會》《正韻》𠀤余六切，音毓。《說文》明日也。
又《玉篇》日明也。《廣韻》日光也。《揚子·太玄經》日昱乎晝。
按：
《說文》段注：“昱之字古多叚借翌字爲之。釋言曰。翌，明也是也。凡經傳子史翌日字皆
昱日之叚借。翌與昱同立聲。故相叚借。本皆在緝韵。音轉又皆入屋韵。劉昌宗讀周禮翌日乙丑音
育是也。俗人以翌與翼形相似。謂翌卽翼。同入職韵。唐衞包改尙書六翌皆爲翼。而昱日之義廢矣。
明部朚下曰。翌也。翌當爲昱。朚从亡明。晝夜之道亡明而明復矣。昱之義引伸爲凡明之偁。故顧
命翌室。某氏曰明室。三補決錄注釋左馮翊曰。馮、盛也。翊、明也。翊卽翌。”由此可見，“翌”皆
“昱”假借，但“唐衞包改尙書六翌皆爲翼，而昱日之義廢矣，”故《康熙字典》並未將“翌”作為“昱”的
俗字。
《新字典》“俗用翌，非”是對《康熙字典》的補充。
（3）𤯳：
《新字典》
：穌俗字，非。
《康熙字典》：《字彙》同甦。
按：“𤯳”是“甦”的俗字，“甦”是“穌”的俗字。
《王力古漢語字典》
：“甦，後起字，死而復生。”《集
韻·模韻》
：“穌，死而更生曰穌，通作蘇，俗作甦。”“甦”字在南北朝時代已通行。
《顏氏家訓·雜藝》：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更生’為‘蘇’。”《康
熙字典》也有“穌，又《廣韻》息也，舒悅也。
《韻會》死而更生曰穌。通作蘇。
《書·仲虺之誥》后來
其蘇。
《禮·樂記》蟄蟲昭蘇。
《註》更息曰蘇。
《集韻》俗作甦。”“穌”俗作“甦”，“甦”又俗作“𤯳”，直
言“穌”俗作“𤯳”者，其他典籍尚未見到。
（4）痹：《新字典》：【비】痿痹，風寒濕祟脚氣。습다리◦각긔。《絶交書》痹不得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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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谷氣多痹。(寘)。俗痺，非。
《康熙字典》：《唐韻》《集韻》並必至切。音畀。《說文》：濕病也。《正字通》：《內
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淮南子·俶眞訓》谷氣多痹。《抱朴子·至理卷》菖蒲
乾薑之止痹濕。嵆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危坐一時，痹不得搖。註：痹，濕病也。
又矢名。《周禮·夏官·司弓矢》恆矢痹矢，用諸散射。註：恆矢，安居之矢也。痹矢象焉，二者可
以散射也。痹之言倫比也。又《集韻》毗至切，音鼻。《集韻》病也。本作𤻖。
按：“痺”本義指一種鳥，《經典釋文》音脾，支部。《康熙字典·疒部》
：“痺，
《廣韻》府移切，
音𤰞。鳥名。
《爾雅·釋鳥》鷯鶉，其雄鵲，牝痺。
《山海經》柜山有鳥焉，其音如痺。
《字彙》與痿痹
字不同。”而“痺”又音 bì（見《集韻》“毗至切，去至並”）
，是“痹”的俗字。
《正字通·疒部》“痺”字：
“或曰‘痺’，即俗‘痹’字。”如，唐楊嗣復《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元和五年冬，執政暴
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宋歐陽修《憎蒼蠅賦》
：“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新字
典》只保留其核心義“鳥名”，因而判定作“痹”的俗字為非。
（5）秄：
《新字典》
：
【자】壅禾本。북도들。《詩》或耘或耔。(紙)。俗作耔，非。
《康熙字典》：《說文》：壅禾本也。《詩·小雅》：或耘或耔。从耒作耔。
《前漢書》引《詩》
作芓。又《集韻》將吏切。音仔。俗謂禾猥生曰秄。
（6）着：
《新字典》
：字書無，俗作著非。
《康熙字典》
：
《博雅》
：明也。
《中庸》：形則著。
《晏子·諫上篇》
：君之德著而彰。 又《管子·立
政篇》
：十二月一著。註：著，標著也。
（7）蠶：《新字典》：【잠】吐絲蟲。누에。《詩》蠶月條桑。《書》桑土旣蠶。○地名蠶
陵。(覃)。俗作蚕非。
《康熙字典》：蠶，絲蟲也。《說文》任絲也。《詩·豳風》蠶月條桑。《書·禹貢》桑土旣蠶
。《淮南子·天文訓》蠶珥絲而商絃絕。《博物志》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爾雅
翼》蠶之狀，喙呥呥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蚝，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
懷中令暖，然後切之得氣，則衆惡除也。
按：《新字典》：“蚕，【텬】寒蚓。지렁이。《爾雅》螼蚓蜸蚕。(銑)。【잠】俗同蠶，非(
覃)。”《康熙字典》：“蚕，《爾雅·釋蟲》：螼蚓，蜸蚕。註：即䖤蟺。江東呼寒蚓。《篇海》：
俗用爲蠶字，非。”可證，“蚕”與“蠶”意義並不相同。
（8）踈：《新字典》：疏俗字，非。
《康熙字典》
：《正字通》疎字之譌。本从疋。《玉篇》誤从足。
按：
《廣韻·魚韻》
：“疏，俗作疎。”《禮記·祭統》
：“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雖“踈”為
“疎”字之偽，但卻不能得出“踈”是“疏”的俗字。

四、未見於《康熙字典》的字
此外，尚有 7 字《康熙字典》未備。
（1）㢤：哉俗字，非。
（2）扵：於俗字，非。
（3）杮：【시】俗作果名，同柹非。(紙）。【폐】削木札。대패밥。(隊）。𣏕同。
（4）柹：【시】赤實果。감。《禮》棗栗榛柹。(隊）。俗作杮，非。
（5）㸔：俗看字，非。
（6）𥪰：竸俗字，非。
（7）逈：迥俗字，非。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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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比韓國《新字典》與中國《康熙字典》中關涉“俗……誤”和“俗……非”術語的相關字頭，
著重考釋了釋義未標註這兩種術語的俗字的來源，進一步分析其出現原因，大致有二：
一方面，漢字在對外傳播過程中部分義項脫落，只保留核心義，導致一組俗字之間並無對應義
項。如“妬”與“妒”。“妬”在《漢語大字典》中有兩個義項：①同“妒”。②乳癰。而在《新字典》只保
留了第二個義項，并引申為女無子，而不再承擔“妒”的意義。因此“妬”與“妒”之間沒有共同義項，也
不作為正俗關係的字收入《新字典》
。
另一方面，一組俗字之間義項不完全對應，導致義項錯亂誤認為俗字。
如“摵”與“槭”。“摵”在《新字典》有樹葉隕落的狀態和隕落的聲音兩個義項，而“槭”在《新字典》
中釋作“槭槭葉落木枝空”，僅表示落葉的狀態而不表示落葉的聲音，因此，“摵”可作為“槭”的俗字，
“槭”僅在樹葉隕落的狀態這一義項上可作為“摵”的俗字，而在樹葉隕落的聲音這一義項上不作為“槭”
的俗字。
本文分析亦可窺見韓國字典編纂的一些特點。
一是義項分工更加明確。部分漢字在傳入韓國的過程中義項脫落，只保留了核心義項，保留下
來的義項是該字在韓國使用最廣泛的義項，而脫落義項可作為別的漢字的義項出現，為避免義項冗
餘而去除部分義項，從而使漢字義項分工更加明確。
二是保留俗字傳承關係。如“襛”與“穠”。
《新字典》釋義中，“襛”表示衣物厚重，“穠”表示花草繁盛。二字義項不存在重合，“穠”也不作
為“襛”的俗字，但《新字典》並未刪去《康熙字典》中“俗作穠”一句，而是在后補一“非”字，便依然
保留了俗字傳承的痕跡。
如《新字典》序所言：“韓國的歷代典籍不可全棄，一世習染不可猝變；既要繼承舊文化，又要
宣導新文明。”韓國字典編纂在傳承漢字文明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又加以創新，反映出域外漢字發展
演變的軌跡和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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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字流通的成立過程
出野文莉（張莉）
摘要
本文是論述關於日本列島漢字普及的過程及其歷史。從 57 年賜予倭國王的金印、3 世紀《魏
志·倭人傳》的記載、中國帶來的鏡上的漢字來看，多處可見倭人知道漢字的想法。也有從應神天皇
的時代王仁帶來《千字文》和《論語》
、
《宋書·倭國傳》記載順帝昇明 2 年（478）倭王武送呈出色
的上表，有提倡倭王武熟知漢字的說法。但是至 7 世紀《隋書·俀國傳》中，關於日本列島的文字使
用狀況記載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
，筆者認為這是隋朝遣使看到的實際狀況。因為隋朝的遣使和
處於倭國的代表人物經常接觸，對於倭國的漢字使用狀況瞭如指掌。
6 世紀佛教從百濟傳來，隨著佛教經典的流入，為了理解佛教需要學習漢字。這樣的情況成為
日本列島漢字的導入時期。610 年高麗僧曇徵渡來並製作紙墨，但是當時如何學習漢字，在文獻還
是考古學方面都沒有證據，因此不明。
之後 7 世紀中葉出現了木簡的出土文物。這是官員處理事務使用漢字，筆者認為這可以看出日
本列島漢字普及的痕跡。之後藤原京、平城京出土了大量木簡。至 8 世紀編纂《古事記》《日本書
紀》
，日本列島的漢字熟練水平提高。不久簡化漢字製作假名，產生了以音表記和訓表記日語的獨自
的漢字的使用。筆者認為其基礎是在 6 世紀至 7 世紀中葉建立的。

前言
漢字從中國傳到日本，是怎樣普及、如何變遷的，是筆者一直感興趣的課題。在此試論述日本
人如何熟練掌握傳到日本的漢字，探討其變遷過程。
日本存在 3 世紀已經有一部分日本人熟練掌握漢字的想法。漢字確實是《魏志·倭人傳》中記載
的卑彌呼（3 世紀中期）時代傳到日本的。但是能夠理解漢字的人是，來日的中國人或者韓國人及
認識少數漢字的卑彌呼附近的人，漢字沒有得到普及。當時的漢字對於卑彌呼周圍的人來說是怎樣
程度呢，大概只能理解少數漢字之意。
636 年成立的《隋書·俀國傳》記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
字。」是指佛教推廣文字普及。佛教傳來的同時僧侶不讀解經文佛教就不能得到普及。木簡等書寫
工具的毛筆、硯台的出土文物證明是 7 世紀之物。筆者認為文字的流通是以這些出土文物為證據，
在此之前日本列島沒有流通文字。本文試考察 7 世紀之前日本列島漢字的流入狀況，同時探討文字
流通歷史的成立過程。

一．日本文字的考古資料
1 世紀至 7 世紀初的代表性資料列舉如下:
時代
彌生時
代

1 世紀

文字的歷史（●從大陸傳來之物。?是不明之物）
●寫有「貨泉」的貨幣
●「漢委奴國王」金印（福岡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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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年
2 世紀前半

室見川銘板（125 年）

2 世紀中葉

●南種子町廣田遺跡的貝札（隸書的山字）
?大城遺跡的刻書土器

2 世紀後半期

●東大寺山古墳的「中平···（184-189）
」銘鐵劍（奈良縣）

3 世紀中葉

《魏志·倭人傳》卑彌呼、邪馬壹國
「鏡」的簡化字的刻書土器（福岡縣三雲遺跡）

古墳時

4 世紀初葉

木製短甲破片「田」的墨書（熊本縣柳町道跡）

三角緣神

代

4 世紀前半

「田」的墨書土器（三重縣松阪市嬉野町片部遺跡）

獸鏡

369 年

●石上神的七支刀銘（奈良縣）

5 世紀中葉

「王賜」銘鐵劍（千葉縣荷台 1 號墳）

471 年?

「辛亥」銘鐵劍（埼玉縣荷灑山古墳）

478 年

《宋書》記載的倭國武的上表

5 世紀末?

江田船山古墳出土鐵刀銘

503 年

●隅田八幡宮傳來的鏡

6 世紀
飛鳥時
代

607 年
615 年
622 年

岡田山 1 號墳出土的「額田部臣」銘大刀
《隋書·俀國傳》「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法華義疏（冊頁）
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後背銘

從此一覽表來看，至 7 世紀初，生活、政治中幾乎沒有使用漢字。漢字作為生活工具使用是 7 世紀
以後。

二．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是「倭人」之意
筆者認為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是「倭人」的卑詞。中國方面使用「委奴國」之語，
難以承認是「大國」
，把住在邊境的幾個國家合併為倭奴，視為「倭人」之國。
《漢書‧地理志》的「樂
浪海中有倭人」也是不承認作為大國的「倭人」集團的意思。
《魏志‧倭人傳》
「倭人條」也是和上述
「委奴」同樣構思的表達。因此，
《漢書‧地理志》的「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
云」的「倭人」
、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
、
《魏志‧倭人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
島為國邑、舊百餘國」的「倭人」
，三者是同樣的意思。即「委奴」＝「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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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奴」是把百餘國合併的「倭人」的卑詞。中國方面把「倭人」視為統一一定地域的國家。
《後漢書‧東夷傳‧倭》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
以印綬」
。如此所見，後漢的光武帝與「委奴國」進行國交是有意義的。因此，「委奴國王」是對人
的蔑稱「奴」附加在「委」字上，理解為「倭人之國王」的意思。
《隋書‧俀國傳》
「安帝時，又遣使
朝貢，謂之俀奴國」
。這是《後漢書》所見的安帝（106－125 在位）時朝貢的倭國王帥升。因為「俀
奴」是對「俀人」鄙視的稱呼，
「委奴」也完全是同樣的表達方式。
《宋史》可見「倭奴國」之名稱。
由此考慮，
「奴」無疑是對「人」卑下之語的說法。即「匈奴」
「胡奴」
「委奴」
「俀奴」
「倭奴」的「奴」
是對「人」的卑下用語，這些用語都是同樣的意思。
當時的日本列島國王看到漢武帝賜予的有文字的金印時，感想如何呢。也許是首先注目金的存
在，看著凹陷的文字向翻譯詢問文字的意思，感到漢字的存在不可思議。對於漢字只是這種程度的
認識吧。

三．關於室見川銘板（福岡縣）
1．室見川銘板
1948 年 7 月末佐世保第二中學（舊制）的教師原末久先生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在室見川的河邊
腳碰到一塊金屬板撿起來帶回家了。那塊金屬板在家保存了 28 年。給長崎縣中學教師岡村廣法先生
看了，岡村先生看明白上面刻的文字，發現了「延光四年」四個字。這是公元 125 年，說不定這是
有極高價值之物，這個想法在腦中閃現。岡村先生把金屬板上寫的文字內容畫了圖，寄到北京大學
拜託鑑定真假。不是北京大學，而是中國歷史博物館，1975 年 9 月 11 日寄來了回信。中國的鑑定
是清朝人製作的文鎮。
岡村先生對這種解釋不能信服，繼續考究。不久，岡村先生的解釋得到長崎縣鎮西學院短期大
學江源正昭教授的協助，得出了此銘板是漢王朝賜予倭國王之物的結論。
銘板內容如下：
「高暘左 王作永宮齊鬲 延光四年五」
發現了寫有「高暘左」的周代「銅戈」
，
「鬲」是從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末期所見的石器、青銅器，漢
代時不使用了。有三條腿，中間放水，上面放甑點上火，用開水蒸穀物等。青銅器在祭祀時也作為
儀器使用，上述的「鬲」也是儀器之意。
東方日出之處稱為「暘谷」
，
「高暘」是指「暘谷」
（湯谷）。從天子面向南稱江東為江左的表達
來看，
「高暘左」即是「湯谷（扶桑之國）」
。但是，這種情況必須弄清「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
之國）
」的異同。經常發現把「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之國）」攙雜考慮的書籍，
「倭人之國」是
現實之國，
「湯谷（扶桑之國）
」是傳說中的理想之鄉，兩者不同。
「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之國）
」
在概念上要加以區別。以中國的洛陽為中心，其東側有「倭人之國」
，再往東側有「湯谷（扶桑之國）」
。
當然有「倭人之國」離「湯谷（扶桑之國）」較近，接受其「德」的想法。孔子憧憬之國、徐福奉告
秦始皇有不死之藥的國家、東方日出附近的神仙之國、即「湯谷（扶桑之國）」
。因此，室見川銘板
的「高暘左」是離「暘谷」
（湯谷）最近的國家之意。
「王作永宮齊鬲」的「王」是指九州列島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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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時代帥升活著的話，
「王」指的是帥升，如果不是帥升的話，就是指繼帥升之王。
「齊鬲」的
「鬲」是祭祀的儀器，相當於「問鼎輕重」的「鼎」
，完備國家的祭祀方法之意。「鬲」在漢代已經
不被使用了，所以「齊鬲」不是實際上完備「鬲」的意思，而是以「鬲」作為比喻的表達方式。
2．
「室見川銘板」時代的認識
「延光四年」
（125 年）是後漢安帝時期，此年 3 月安帝駕崩，4 月少帝繼位，少帝此年 10 月駕
崩，11 月順帝即位。
「延光四年五」大概是延光 4 年 5 月，正是少帝繼承王位的時期。安帝是後漢
第 6 代皇帝，106 年－125 年是在位期間。
《後漢書》
：
「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
、倭國王帥升等、獻
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可見安帝、少帝對在九州的日本列島倭人之國有一定的見識。
由這些筆者推測，
「室見川銘板」的原形是安帝駕崩後的漢王朝通過樂浪郡賜予九州之王之物。
此銘板大概是漢朝或者樂浪郡製作的。大概是奉承倭人之國，皇帝從安帝至少帝繼位後也跟以前一
樣，漢朝庇護九州的倭人之王的意思。為安定統治樂浪郡，一定有必要站在九州的倭人之國一方。
古代也一樣，政治總是有現實性的。在中國發現的刻有「高暘左」銘文的銅戈和刻有「永宮齊鬲」
銘文的銅鬲，都是周代的銅器。
「室見川銘板」是刻有這兩個短語的文書。這是漢王朝使用這些短語
表面上向日本列島之王表示親愛之情，實質性的想法是強求恭順漢王朝之意。
「室見川銘板」如果是
漢王賞賜之物的話，也可以認為是在「延光四年」（125 年）「室見川銘板」為少帝賜予日本列島的
倭人之王之物。此王是永初元年（107 年）安帝派遣使國王帥升等，或者是繼位的之王，家譜中之
王。
3．
「室見川銘板」是日本列島製作的說法
有銘板是日本製作的想法（古田武彥 1926-2015 古代史研究家）
，筆者認為此時代日本人製作這
樣的銘板有些不合邏輯。後漢時代的《說文解字》創作時期隸書橫行，可以說當時用金文寫文章對
於中國人來說也是在漢字方面具有很高修養的。「高暘左」「永宮齊鬲」是中國的故事，能夠活用文
章也需要相當的修養。當時的日本人的漢字修養畢竟不可能吧。還有，從此銘板製作得不精細來看
可以說是日本人製作的說法，但是此銘板不是完成得不好，而整體的設計非常完美。比之後的 5 世
紀金石文的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刀，漢字字形更加完美。另外，
「室見川
銘板」如果是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話，之後也會製作同樣的銘板，但是此時代「室見川銘板」是唯一
的，之後沒有出現同樣之物。日本列島銘板的出現要等到 7 世紀末墓誌的使用。如果只有一件出土、
之後又沒有同樣系列的出土物，考慮是從其他之地帶來之物的想法比較妥當。如果是漢朝或者樂浪
郡製作的話，此銘板的前後也製作有銘板，這才是自然的解釋。
《古事記》
：
「天降坐于竺紫日向之高千穗之久士布流多氣。」此「日向」不是宮崎縣而是福岡
縣。古田武彥先生推斷「竺紫日向高千穗岳」的「竺紫」是福岡縣的竺紫，
「日向」是福岡市西方至
絲島郡的日向峠（山巔）
、高千穗是高高突出的山岳之意、久士布流岳是福岡市和絲島郡之間的高祖
山連峰中的久士布流岳。把「竺紫之日向」視為九州的日向是不正確的，
「竺紫之日向」和地名兩段
表示的情況下，肯定是竺紫地方的日向之意。「竺紫之日向」「久士布流峯」都是從室見川上流呼之
可聞的距離。這一帶確實是初期九州王朝居住領域。從此地出土「室見川銘板」覺得很自然。107 年
朝貢後漢安帝時的國王帥升也埋葬在此地的可能性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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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器和文字
當時本州的中國、東四國、近畿舉行銅鐸祭祀。銅鐸上描畫有鹿、龜、鳥、人、流水紋等圖案。
沒有發現鑄造的文字。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沒有使用文字。出土的許多古墳時代的土器上也描繪
著和銅鐸同樣的繪畫、符號，有文字的極少。
現在的種子島南種子町廣田的彌生時代遺跡出土的貝札可見「山」字。這判斷為後漢末期的隸
書，暗示了住在種子島的人們有到中國大陸會稽進行交易的可能性。此貝札大概是從中國帶回來的。
三重縣津市安濃町內多的 2 世紀中期的大城遺跡，發現彌生式土器上似乎刻有文字。從線條的構成
來看，可以考慮是「奉」
「幸」
「年」
「寺」「與」等字，還不明確，但是可以判斷為文字。這是日本
人、中國人、朝鮮的舶來人書寫的還不明確。文字不是文章，單數的文字應該有表示其意義的象徵。
當時似乎還沒有把漢字作為文章使用的知識。

五．關於《魏志·倭人傳》國名、人名的漢字記載
－「對海國」和「一大國」、「都市牛利」和「南昇米」
「對海國」和「一大國」是特殊的記載表現。其他表現國名意思的還有「侏儒國」
「裸國」
「黑
齒國」
。但是這些表現與「對海國」和「一大國」不同。
「對海國」和「一大國」中的「海」
「大」替
換了音讀表現的「對馬國」
「一支國」
。本來是「對海國」
「一支國」
（「壱岐國」）
，只替換了一個字。
這種表記法是音讀和訓讀的混合表現，可以考慮是中國獨特的修辭方法。
《三國志·魏書高句麗傳》
：
「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
遼西大尹田譚迫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驅、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騶、且宜
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
安。莽大悅、佈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文章末尾的[下句麗]是王莽對高句麗的卑下之語。
這種表現與「對海國」
「一大國」是同種表現。「漢委奴國王」的「委奴」也是對「委（倭）人的卑
下之語，從音讀記載改變訓讀記載，屬於同樣類型。
由此可以考慮，
「對海國」和「一大國」是中國人的表達，不是倭人的表達。可以考慮是，「對
海國」是和朝鮮對峙之島、兼有「對馬國」之意的表達，
「一大國」是「一支國」和兼有「大島或者
人口多之島」的說法。
「末蘆國」的後來的地名是「松浦」
，這個「末」的吳音是「matsu,machi」
，兩
個讀音。
「侏儒國」
「黑齒國」不是音讀而是訓讀。這樣的各種表達可以看出記載的區別使用。
《魏志·倭人傳》中記載的倭名的人名如下：「難升米」「都市牛利」「伊聲耆」「掖邪狗」「載斯
烏越」
「卑彌呼」
「壹與」等。其中「難」
「米」
「都」
「利」
「伊」
「斯」
「烏」
「卑」
「彌」
「與」見於之
後的萬葉假名。這些都是倭語，認為是來到倭國的中國官員記載的發音。
日本人的姓名何時形成還沒有明確。例如，
「都市牛利」在《魏志·倭人傳》中只記載「牛利」
，
所以「都市」是姓。也許是職掌名或者地名。
「難升米」
，
「難」是姓，
「升米」是名字，或者沒有姓，
「難升米」是名字，還不明確。
「都市牛利」和「難升米」是當時的中國人使用漢字記載的姓名。筆
者認為《魏志·倭人傳》中的記載全部都是中國人書寫的。因為是聽了倭人的發音而寫的，中國人記
載的音讀、訓讀必然會產生。「都市牛利」的「都市」不只是音讀，是否包括訓讀還不能確定。
另外，還記載倭地名、職名的漢字音讀。可以看出魏代把漢字作為假借的音讀的應用方法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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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
《魏志·倭人傳》中使用的「伊、烏、支（甲音 ki）
、吾（甲音 go）
、蘇、多、奴（nu）
、卑、不、
馬、母（mo）
、利」等，之後的萬葉假名也使用相同的發音。
《魏志·倭人傳》中的「邪馬壹國」
，可以認為是《後漢書》李賢注「邪摩惟」。「壹」的異體字
「夷 」
，小篆「

」
，此字的「壺」字中有「吉」字。
「

」充滿吉善之氣。
《漢書》
：
「然東夷天

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
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是對孔子憧憬的神仙之國的適當表現。之後的「邪馬臺國」的「臺」
也和「壹」同樣包含「吉」字，帶有中國風味。關於「壹國」的讀法，「壹國」=「倭國」、「臺國」
=「大倭國」的表音一致，筆者認為正確。
《魏志·倭人傳》
：
「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
《後漢書·倭傳》
：
「自武帝滅朝鮮、使
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武帝（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在公元前 108 年滅衛氏朝鮮，置樂浪郡於
朝鮮，日本列島與漢的接觸是從樂浪郡開始有了轉機。
「使驛」的「驛」是傳送公文、往來官員住宿、
換車馬之地。與「使驛」近似之語有「使譯」
。
「譯」
《說文解字》三上：
「傳譯四夷之言者。」
，是翻
譯四方異民族語言而傳播之意。此文的「使驛」可以理解為包括「使譯」之意。由此可知，在列島
的倭人當中也有能做中國官員的翻譯人才。這樣的人才大概是從中國、朝鮮來到列島入籍的人。
日本人最初接觸漢字始於後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 年）賜予倭國王「漢委奴國王」金印。
根據《魏志·倭人傳》
：景初 2 年（238 年）
、正始元年（240 年）
、正始 4 年（243 年）
、正始 8 年（247
年）
，倭國的使節往來於魏國首都洛陽、帶方郡。因此當然接觸中國文化、朝鮮文化中的漢字。

六．關於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
鐵劍的正面：
「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児多加利足尼。其児名弓已加利獲
居。其子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児名多沙鬼獲居。其児名半弓比。」
鐵劍的背面：
「其児名加差披余。其児名乎獲居臣。世世為杖刀人首、奉事來至。今獲加多支鹵大王
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鍊利刀記吾奉事根原也。」
「獲加多支鹵大王」讀為「Wakatakeru」
，一般說法以「大長谷若建名」
（Oohatsusewakatakeru）稱雄
略天皇。古田武彥先生把「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讀作「今獲加多支鹵大
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
。把「斯鬼宮」視為櫪木縣大前神社石碑的「磯城宮」，把「加多
支鹵大王」視為住在關東之王。
「磯城宮」離「稻荷山古墳」約 20 公里，埼玉縣南邊也有「志木」
的地名。
稻荷山古墳鐵刀的人名漢字和萬葉假名的漢字讀法對比，如以下一覽表。
※上述萬葉假名一覽表中有的用○、沒有的用×、乙類的用（乙）表示。
乎 wo

獲 wa

居 ke

意o

○

×

○（乙）

多 ta

加 ka

○

富 ho

比 hi

垝 ko

○（乙） ○

○

×

利 ri

弓 te

已 yo

加 ka

利 ri

獲

居 ke

○

○

○

○

○

○

×

○

多 ta

加 ka

披

次 shi

獲

居 ke

半 ha

弓 te

比 hi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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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ta

沙 sa

鬼 ma

獲

居 ke

加 ka

差 sa

披

余 yo

○

○

○

×

○

○

○

×

○

獲

加 ka

多 ta

支 ki

鹵

×

○

○

○

×

※「鬼」大體上是萬葉假名的「ま ma」
，沒有確定。
「鬼」萬葉假名是「ま ma」，「魔」的省略體，
沒有使用「き ki」
。因此，我認為「斯鬼」不讀「しき shiki」，有可能讀「しま shima」
。
在此表中發現同音使用同樣的漢字。標記○符號表示在後來的萬葉假名中與稻荷山古墳鐵劍中
使用同樣漢字的居多。這說明表音使用的漢字的選定在稻荷山古墳鐵劍的階段幾乎已經確定。
《日本
書紀·雄略天皇七年（463 年）
》中「新漢」
（新舶來人）記載「譯語卯安那」舶來。把「譯語」理解
為與國外的翻譯、公文的翻譯之意的話，也可以考慮「譯語卯安那」是攜帶字音表而舶來的。
（岸俊
男編《ことばと文字》日本の古代 14，中央公論社，昭和 63 年 3 月，406 頁參照）不只是根據「譯
語卯安那」
，相當於日語的「あいうえお aiueo」的音韻的漢字系列是那時引進的。

七．《隋書·俀國傳》記載的「無文字、唯刻木結繩」
《隋書·俀國傳》記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是指佛
教推廣文字普及。佛教傳來的同時僧侶不讀解經文佛教就不能得到普及。一般地說來，與《隋書》
編纂相關的魏徵、長孫無忌、顏師古、孔穎達等當然知道梁朝《宋書夷蠻傳》的倭王武的上表，不
會有在俀國以前完全沒有漢字的認識。但是《隋書》的「無文字……」
，這說明漢字在俀國以前國家
的官吏、一般人，倭國社會中作為交流工具沒有使用。《隋書·俀國傳》中多利思北孤的描寫、十二
等官位、五弦琴、阿蘇山的記述等，整體的內容真實，
《隋書》是根據來到俀國的隋使的見聞所寫的
內容，無疑表現了「無文字……始有文字」的記載也同樣是隋使的見聞的倭國的真實情況。
考慮倭國的漢字流入狀況，最初作為和中國、朝鮮的交流工具，使用了漢字。日本製造的鏡的
相反文字如實反映了當時漢字的一般性普及程度的未成熟情況。
《古事記》中有記載，應神天皇的時
代王仁從百濟把《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帶到倭國，但是，因為《千字文》是南朝梁（502－
549）的武帝命文官周興嗣寫的文章，與時代不相符，缺乏可靠性。倭國的漢字使用情況在佛教傳入
之前不斷繼續著。如果那個時代帶來《千字文》的話，不是後世所說的《千字文》
，可以解釋為千字
的漢字以什麼標準匯集的書籍。
5 世紀後半期至 6 世紀前半期地方豪族中也推廣了漢字。例如，稻荷山古墳鐵劍、江田船山古
墳太刀銘可以看出接受漢字的痕跡。江田船山古墳太刀銘可見太刀的製作者「張安」的記述，至此
的漢字文章幾乎都是出自從中國入籍的住在日本列島的中國人、朝鮮人之手。筆者認為當時只有豪
族、王族的周圍使用漢字。為何有此想法呢，因為至那個時代包含倭語的金石文僅有少數，完全沒
有木簡、冊頁、絹本等出土文物。作為生活工具使用漢字的習慣在考古學遺物中不被承認。看到視
為磐井墳墓的岩戶山古墳的石人石馬、視為繼體天皇墳墓的今城塚古墳的蒼然排列的明器群，以石
人石馬、明器來表現自己的世界觀。從這些可以想像文字沒有作為生活工具普及的社會。如果漢字
普及的話，與周代同樣古墳中至少應該出土一些漢字資料。末期古墳中雖然王週邊的一部分知道漢
字，但是墳墓中沒有放埋葬者的墓誌銘，這是一個疑問，但這表現了對於漢字與我們現在觀念的不
同。7 世紀末墓誌銘的出土是在佛教傳來以後，應該考慮是受到佛教和中國、朝鮮墓誌銘的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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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上述表現了日本列島的漢字狀況，可以認為是《隋書·俀國傳》「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
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的記載情況。

八．佛教的傳來和漢字的普及
關於日本佛教的傳來，有權威的學說是 552 年和 538 年的兩種說法。但是，不難想像佛教在這
以前已經作為個人信仰由舶來人帶到日本。
《日本書紀》有：欽明天皇 13 年（552 年）10 月百濟的聖明王派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奉
上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的記錄。另外上表，講述廣泛禮拜佛之功德，推進日
本列島的國王歸心於佛教。
《日本書紀》
：
「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
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辯、無上菩提」是引用《金光明最勝王經·壽量品》：
「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於諸經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聲聞獨覺所不能知、此經能生、無量無邊、
福德果報、乃至成辯、無上菩提」的文章，因為《金光明最勝王經》是 700 年代初期由唐朝義淨翻
譯的，也有判斷 552 年學說不可靠的學者。
《上宮聖德法王帝說》
（824 年以後完成）、《元興寺迦藍緣起並流記資材帳》（724 年完成）記
載，欽明天皇的「戊午年」由百濟的聖明王傳來佛教。但是《日本書紀》記載的欽明天皇治世（540
年－571 年）不存在「戊午年」的干支，所以也有欽明天皇以前最近的「戊午年」538 年（根據《日
本書紀》是宣化天皇 3 年）是有權威的說法。現在以兩書中共同的「戊午年」為 538 年的說法最有
權威性。
總之，佛教的傳來如果是 600 年前半的話，與其相應把佛教傳到日本列島的朝鮮人、學習的日
本人為了掌握佛教的教義而學習漢字大體上是事實。日語中存留多數吳音也受到佛教傳來的很大影
響。
吳音是漢音傳來之前從南朝（宋、齊、梁、陳）傳來的漢字音。5、6 世紀引入日本，一般地來
說，南朝的長江下流的發音直接或者經由朝鮮半島的百濟引入的，其發音不只是長江流域，表示中
國整體的漢字的古代系統發音。關於吳音是否確實是南方系統的發音，沒有證實的史料。從朝鮮半
島的百濟佛教等多數文物流入日本時吳音也一起流入。像以對馬音、百濟音的別名來表示的那樣，
古代日本人考慮吳音是從朝鮮半島傳來的。吳音在佛教用語、律令用語中多數使用，之後漢音引入
後也沒被驅逐，至今還在並用。
《古事記》的萬葉假名指出了使用的是吳音。
漢音在南朝（宋、齊、梁、陳）結束，源自隋代以後由遣隋使等帶進的漢字發音。南朝隋代滅
亡，北朝的隋唐統治整個中國。唐朝吳音不能理解，日本也有必要學習唐朝使用的漢音。在漢字的
正宗中國，唐音在整個中國使用時吳音消失，隋唐音（漢音）成為通用語。
同樣漢字的吳音和漢音的讀法如以下一覽表：
漢字

吳音

漢音

漢字

吳音

漢音

漢字

吳音

漢音

明

myou

mei

正

shou

shei

靈

ryou

rei

兵

hyou

hei

命

myou

mei

京

kyou

kei

文

mou

bun

客

kyoku

kaku

役

yaku

eki

力

riki

ryoku

行

gyou

kou

言

gon

gen

金

kon

kin

品

hon

hin

氣

ke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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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衣

i

白

byaku

haku

家

ke

ka

一覽表中發現，現在多數使用吳音。可理解為吳音先流入日本列島固定後漢音流入。

九．書法用具和木簡是漢字普及的證據
《日本書紀》的推古天皇 18 年（610 年）
：
「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法定、曇徵知五經、且能作彩色
及紙墨、並造碾磑」
，由此可看出紙、墨的傳來情況。有紙、墨當然也有硯台、毛筆，或許當時已經
從中國或者朝鮮半島引進過來。發現平城京出土了大批硯台。
視為日本最早的考古資料的木簡是大阪市中央區難波宮跡出土的木簡，用萬葉假名寫的和歌
「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
。發現地點是難波宮的西南角，為營造宮殿填拓的山谷，視為 7 世紀中
葉之物。因為難波宮是 652 年完成的，推測是其前後之物。另外，在難波宮跡發現了 7 世紀中葉的
日本最早的木簡。此木簡是為營造難波宮從填拓的山谷中發現的。木簡推斷為貨簽木簡，表面記載
有「斯斯一古」
「

（肉）一籠」
。筆者考慮以木簡的出土為漢字普及的根據。

十．漢字的普及從何時開始
筆者考慮普及的漢字首先不能缺少書寫工具。沒有書寫工具如何掌握漢字呢。難以考慮在沙子
上寫而掌握漢字。如果漢字普及的話，一定有像木簡那樣的當時有關事務處理的文字的出土出現。
因為鏡、刀的銘文有中國人、朝鮮人的舶來人理解漢字的話很容易製作，有了這些漢字就能流通，
這只不過是想像。筆者認為並不是如此。王及王身邊的人大概知道銘文的意思，但是只是知識非常
有限，沒有豐富的漢字正體的知識。
進入 7 世紀，各處可以看到《法華義疏》
（615 年完成）、穴太廢寺出土瓦「甲寅年（630 年）」
等漢字的考古資料，7 世紀末木簡、墓誌銘（金屬銘板）多數出土。這是漢字在社會上作為流通工
具開始使用，說明和 6 世紀以後佛教的引入有極大關係。至此只有擁有理解中國、朝鮮漢字的舶來
人的王族週邊之人使用漢字。正因為如此，在這以前時代的木簡、冊頁、絹本之類的考古文物沒有
出土。
由此考慮，日本列島的漢字 6 世紀前半至 7 世紀前半是導入時期，從 7 世紀中葉開始事務性使
用漢字是官員不可缺少的修養。對漢字的普及給予極大影響的是佛教的傳來，當時朝鮮半島漢字的
普及也促進了日本列島的漢字普及。把《魏志·倭人傳》及王仁帶來《千字文》和《論語》、或者倭
武王奉與宋朝的上表等，作為漢字普及的證據的看法，不能信服。
從 6 世紀前半是如何學習漢字的，至今不太清楚。610 年曇徵舶來之後開始使用日本製造的紙
墨。曇徵以後使用筆墨紙、還是木簡流通，因為沒有證據不能判斷。
《日本書紀》皇極 3 年（644 年）
：
「後恐他嫌頻接、而俱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藤家家傳》卷上：「嘗群公子咸
集于旻法師之堂、講周易焉、大臣俊至、鞍作起立、抗禮俱坐。」如果這些史料真實的話，他們不
寫漢字而學習註釋，還是使用筆墨、紙、木簡書寫漢字而學習呢，這令人感興趣。
7 世紀中葉木簡出土，能夠開始驗證漢字普及的證據。筆墨紙硯的普及也對應木簡的流通能夠
得到驗證。在此之前佛教、儒教的經典從百濟、高句麗帶來，伴隨著漢字的導入期，只有少數一部
分人學習漢字，6 世紀前半不是漢字的普及期而應該看作是導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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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日本傳》關於唐代開元（713 年－741 年）初期遣唐使的記述中有：
「所得錫賚盡市文
籍泛海而還。」此時期日本盛行購買中國書籍。從《日本書紀》創作年代是 720 年來看，說明為整
理國家的歷史而學習漢字及其漢字的意思、使用事例是當務之急。此時期日本人對於漢字使用的技
術水平有了飛躍的進步。

結語
《宋書·倭國傳》中記載倭王武上表是在順帝昇明 2 年（478 年）
。冒頭記載了有名的文章：
「自
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可見極其高度的漢字熟練程度。由此可知當時倭國王
是理解漢字的。但是有些不合情理。如果當時的倭王熟練掌握漢字的話，寫有漢字的木簡為何沒有
出土呢。倭王怎樣學習漢字的呢，在沙子上描畫漢字嗎。
比如說，不會說英語的老太太。老太太想給以前在日本認識的美國人寫信。但是老太太不會說
英語，跟住在鄰居的美國的 Mary 用日語講了想寫的內容，Mary 翻譯後用英文寫了文章。Mary 是在
日本的大學教英美文學，自己也創作英文詩等。那麼，老太太的信馬上成為有名的文章。也可以考
慮倭王武的上表也是在同樣情況下寫的。
漢字的普及以木簡為開端是筆者的基本想法。因此漢字的普及可看作為 7 世紀中葉。在那之後
飛鳥京、藤原京、平城京大批出土木簡，硯台也多數出土。關於木簡出土以前的倭國人的漢字，像
稻荷山古墳鐵劍那樣的紀念物是舶來之人製作的，接受鐵劍的倭國王只是聞知漢字之意，對於漢字
的知識的修養不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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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敬字亭及其所展現的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
1

施順生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漢字記載著古聖先賢的知識學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所以，古人對於寫有
文字的紙張是非常尊敬的，不可以隨意丟棄，於是逐漸形成了收集及撿拾字紙到專設的敬字亭裡焚
燒的風俗習慣。漢字文化圈的中國、臺灣、香港、越南、日本、日本琉球群島等地區，目前都發現
有敬字亭。大陸地區是漢字的發源地，儒家思想的起源地，敬字亭數量雖然眾多，但未有詳細地調
查和統計。就目前所知，香港地區僅存 1 座敬字亭照片；越南河內「玉山祠」現存惜字爐 1 座；日
本大阪「清壽院（關帝堂）
」現存惜字爐 1 座；日本琉球群島，即古代的「琉球國」
，現存焚字爐 6
座。此外，馬來西亞太平市「鳳山寺」僅存 1 座「敬惜字紙」碑；印度藏傳佛寺「南卓林寺」現存
惜字爐 1 座。以上尚存敬字亭者，僅「玉山祠」、
「清壽院（關帝堂）」尚存相關的祭祀活動，其餘
則無；而恭送聖蹟的「送字紙」活動，則全無。臺灣地區目前登錄 129 處，共 130 座敬字亭；且多
有專人維護，具有祭祀活動；更有 5 處敬字亭仍保有盛大的恭送聖蹟的「送字紙」活動。可說是尊
古聖賢、敬字惜紙的敬字亭文化的寶庫，值得大加保存和宣揚。本文即針對臺灣的敬字亭，及其所
展現的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加以介紹和探討。
關鍵詞：臺灣、敬字亭、敬字惜紙文化、漢字、字紙、送字紙。

壹、前

言

漢字文化圈的中國、臺灣、香港、越南、日本、日本琉球群島等地區，都有敬字亭。大陸地區
是漢字的發源地，儒家思想的起源地，敬字亭數量雖然眾多，但未有詳細地調查和統計。香港地區
已毀的清代「九龍寨城」有敬惜字紙亭 1 座，但早已毀壞，僅存敬字亭照片。越南河內「玉山祠」
現存惜字爐 1 座。日本大阪「清壽院（關帝堂）」現存惜字爐 1 座。日本琉球群島，即現今的沖繩縣，
古代的「琉球國」
，現存焚字爐 6 座。此外，馬來西亞太平市「鳳山寺」發現已毀者 1 座，僅存「敬
惜字紙」碑。印度藏傳佛寺「南卓林寺」現存惜字爐 1 座。
中國、日本琉球群島、印度，現今仍有敬字亭存在，但已無相關的祭祀活動。越南、日本的敬
字亭因為是華人廟宇所建，所以，仍有祭拜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孚佑帝君等相關祭祀活動。但以
2

上地區，都已無恭送聖蹟的「送字紙」活動。孔夫子所說：「禮失而求諸野」 ，臺灣地區敬字亭的

1

施順生，男，1967 年生，臺灣臺東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
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2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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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量，目前登錄 129 處，共 130 座敬字亭 ；且多有專人維護，具有祭祀活動；更有 5 處敬字亭仍保
有恭送聖蹟的「送字紙」活動。可說是敬字亭文化的寶庫，值得大加保存和宣揚。
4

此外，筆者也已發表十篇與敬字亭相關的研究論文 。故本文即以〈臺灣的敬字亭及其所展現的
5

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 為題，以宣揚「尊古聖賢」
、
「敬字惜紙」的敬字亭文化，以響應韓國「世
界漢字學會」
、慶星大學「韓國漢字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共同主辦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盛大舉行。

貳、何謂敬字亭
6

敬字亭雖命名為「亭」
，但其造型與「涼亭」完全不同 ，反而與一般寺廟前的「金爐」相似或
相同。只是「金爐」是燒金紙的，而「敬字亭」則是焚燒寫過字的紙張：字紙（包括有字的印刷品）。
為何會將寫過字的紙張拿到敬字亭來燃燒呢？乃是因為自古以來讀書人最為社會各界所敬
重，不論是自身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還是治國、平天下，絕大多數古聖先賢
的知識學問是依靠文字而流傳下來的。而且，唯有識字讀書，才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才能治國、
平天下。因此，也就對於承載古聖先賢知識學問的文字、紙張產生了崇高的敬意。
所以，寫有文字的紙張是不可以隨意丟棄的，老人家也會教導後生晚輩不可跨越或坐在字紙、
書本上，而且逐漸形成了撿拾字紙到專設的敬字亭裡焚燒的風俗習慣，成了臺灣地區普遍的鄉土文
化——敬字惜紙文化。因此，敬字亭所展現的乃是一種尊古聖賢、敬字惜紙的優良傳統文化。

參、敬字惜紙文化的思想淵源
甲骨文，是漢字體系中，目前已知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是刻寫在龜甲或獸骨的文字，距今已
3

施順生〈台灣敬字惜紙文化的現況調查──台灣現存敬字亭數量的調查及新增登錄 10 處敬字亭〉（收入《首屆海
峽兩岸“漢字文化與書法藝術教育”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主辦「首屆海峽兩岸“漢字文化與
書法藝術教育”學術論壇」，2014 年 10 月 18 日，北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頁 56-87）統計 2014 年 10 月 18
日前的敬字亭數量為 130 處，共 131 座。但 2014 年 10 月 21 日臺南市祀典武廟前方的敬字亭遭地主無情地拆除，
故僅剩 129 處，共 130 座敬字亭。

4

一、〈台灣敬字亭初探〉；二、〈台灣敬字惜紙文化之探討〉；三、〈台灣地區敬字亭稱謂之探討〉；四、〈台
灣的敬字亭與文筆亭〉；五、〈台灣宜蘭陳姓鑑湖堂及登瀛書院惜字亭〉；六、〈臺北市的敬字亭及其恭送聖蹟
之儀式〉；七、〈台灣的文筆亭及其所展現的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八、〈台灣敬字惜紙文化的現況調查
──台灣現存敬字亭數量的調查及新增登錄 10 處敬字亭〉；九、〈台灣敬字惜紙文化的現況調查──台灣最高大
的敬字亭，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聖蹟亭〉；十、〈台灣敬字惜紙文化的現況調查──五甲協善心德堂（五甲關帝
廟），台灣最盛大的「送字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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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據筆者 2007 年 9 月發表的〈台灣敬字惜紙文化之探討〉為底本增刪修改，加入近年來許多新采錄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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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些「涼亭」被命名為「敬字亭」的異稱「聖蹟亭」或「敬惜字紙亭」。如屏東縣枋寮鄉石頭營聖蹟亭旁，
即有一座名為「聖蹟亭」的「涼亭」。又如清代香港「九龍寨城」內有敬惜字紙亭 1 座，但早已毀壞，之後修建
「九龍寨城公園」時，就蓋了一座名為「敬惜字紙亭」的「涼亭」，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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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千多年。除此之外，也有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寫在竹簡木片上的簡牘文字。東漢時期發明
了紙張，但一直到南北朝才不再使用竹簡，文字已全部寫在紙張上。文字和紙張密切結合，成為傳
遞古聖先賢偉大思想的重要媒介。隋唐以來創建了科舉制度，科舉考試成了平民百姓鯉躍龍門、飛
黃騰達的途徑。但唯有識字讀書，才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此外，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帶來
了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與宗教有關的善書除了勸人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外，也
訓示敬惜字紙、勿棄字紙，宣揚「敬字惜紙」的善行善報。所以，本節即追溯敬字惜紙文化的思想
淵源。
一、傳統儒家尊古聖賢的思想：
儒家孔孟思想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成為政治、學術思想的主流，進而影響社會
的各個階層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中華文化命脈之所在。並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地，
大受尊崇，成為東亞一大學術思想體系。
儒家的傳統思想，不論是自身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還是治國、平天下，
絕大多數古聖先賢的知識學問是依靠文字而流傳下來的。文字記載在紙張上，因此，對於寫有文字
的字紙也連帶著起了尊敬之心。
二、科舉考試及文神信仰：
自從隋唐以來創建了科舉制度，科舉考試成了平民百姓鯉躍龍門、飛黃騰達的途徑。但唯有識
字讀書，才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皓首窮經，能否中舉，誰也沒把握。於是逐漸產生能保佑學
子科考順利、直上青雲的文神信仰，包括：倉頡、至聖先師孔子、文昌帝君、魁斗星君、關聖帝君、
孚佑帝君、朱衣星君……。學子們祭祀神祇，以祈求科考及第、光耀門楣。
倉頡創造文字，若無文字，則古聖先賢偉大的思想無法記錄，故又被尊稱為制字倉頡聖人。至
聖先師孔子及儒家思想自古以來就被世人所尊崇，成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思想，字、紙所記，科舉所
考，不外乎孔孟思想，故崇祀至聖先師孔子。文昌帝君，又稱作梓潼文昌帝君，是保佑文運與考試
的神祇。除了梓潼文昌帝君外，再包括魁斗星君、關聖帝君、孚佑帝君、朱衣星君，合稱「五文昌」，
都是庇佑讀書人考試中舉之神。
故臺灣地區設有敬字亭的書院、文昌祠或廟宇，常會在主建築內祭祀以上神祇。如新北市新莊
區新莊文昌祠，在祠內供奉文昌帝君及魁斗星君，但敬字亭上則未供奉任何神祇。又如五甲協善心
德堂（五甲關帝廟），在廟內供奉關聖帝君、孚佑帝君、至聖先師孔子、倉頡先師與文昌帝君，在
惜字亭上則未供奉任何神祇。
或在主建築內及敬字亭上分別祭祀以上神祇。如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在廟內祭祀關聖帝君、
孚佑帝君、文昌帝君，並單獨設立孔子廟以祭祀至聖先師孔子，而在聖蹟亭的神龕內則供奉了「蒼
頡聖人」神牌位。
若是單獨設立的敬字亭，則是在敬字亭上祭祀以上神祇。如高雄市美濃區下九寮聖蹟臺，神龕
內供奉了制字倉頡聖人、大成至聖孔子、梓童文昌帝君、魁斗星君、朱衣星君的神牌位。
三、因果報應思想和善書的宣揚：
自從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帶來了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成書於宋元時的
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就以文昌帝君本人的口吻訓示「勿棄字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
之後的惜字善書，如《文昌帝君惜字功過律》更有「文昌帝君惜字功律二十四條」、「文昌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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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字罪律二十九條」
。敬惜字紙者，如：
「平生偏拾字紙至家，香水浴焚者。萬功。增壽一紀。長享
富貴，子孫榮貴。」
「遇字紙污穢，漂淨水中。百字一功。免諸疾障。」
「以字紙焚香爐中者。五功。
得享吉祥。」褻瀆字紙者，如：
「將人錢買要浴焚之字紙，取用作踐者。一百罪。殀折，子孫貧賤。
騙人買字紙錢，不買字紙焚者。一百罪。定然惡病夭折。」「己身不敬字紙經書。又不訓教子弟，
遞相輕侮者。一百罪。惡瘡遍體，生癡聾暗啞。」
「以字紙拭物拭几，及揉搓棄地者。四十罪。遭
流離去智慧。」敬惜字紙而得善報的例子，如：「埋葬字灰子孫顯貴」、「拾字愈病」、「悔悟惜字得
子享年」、
「惜字三世出通儒」、
「浴焚字紙老蚌生珠」等。褻瀆字紙得惡報的例子，如：「污褻字紙
致遭兵燹」
、
「侵吞惜字公款致遭獄死」
、
「燃字紙吸煙致遭二目失明」、「繡字污褻發疔斃命」
、「教師
穢褻雷擊亡身」等。惜字功過律，以律條及善惡報應、真實故事來勸戒世人敬惜字紙，更具勸勉和
警惕的效果。
筆者新采錄的五甲「協善心德堂」
，則是經由「扶鸞」方式著造勸世善書、藥書，其中《玉律
金編》乃是記錄善惡報應、功過規律的善書，用以勸化世人，行善去惡，終可拔昇為神，永登極樂
世界。書中就有「敬惜字紙」
、
「迎送字跡」
、「放棄字紙」、「阻送字跡」等功德罪過的評判及善惡等
7

級。

當然，行善之人心存慈悲，樂在行善，並不會斤斤計較每行一善會有多少功德的。

肆、敬字亭的各種異稱
因為先民敬字惜紙的文化習俗，且尊稱文字的發明者倉頡為「倉頡至聖」、
「倉頡聖人」，而倉
頡所創造的文字即為「聖蹟」。所以，人們稱呼這些用來焚燒字紙的亭子，多以敬、惜、文、字、
紙、聖、聖蹟、焚為範疇來命名。再者，依其建物外觀而有亭、爐、塔、樓、臺等各種稱呼。因此
組合成敬文亭、敬字亭（照片 1-2）
、敬字爐、敬字塔、敬字樓、敬字聖塔、敬紙亭、敬紙爐、敬聖
亭、惜字亭、惜字爐、惜字塔（照片 3-4）、惜字樓、惜紙亭、文字亭、文紙亭、字亭、字爐（照片
5-6）
、字塔、字紙亭（照片 7-8）
、字紙爐、紙亭、紙爐、聖亭、聖爐、聖文亭、聖紙亭、聖蹟亭（照
片 9-10）
、聖蹟臺、聖人亭、焚紙亭、焚紙爐等一般稱謂。以及頓水亭（照片 11-12）
、毛筆亭、孔聖
8

亭、孔聖塔等特殊稱謂 。
此外，大陸地區則還有敬字閣、敬惜字爐、敬惜字紙塔、惜字閣、惜字宮、惜字所、惜字庫、
惜字庫塔、文筆庫、字紙塔、字紙樓、字庫、字庫塔、字藏、字廚、字廚塔、焚字爐、焚字塔、焚
字庫、焚字庫塔、焚紙塔、焚紙樓、燒紙亭、化字爐、化字塔、化紙亭、藏字庫、藏字庫塔、書紙
7

協善心德堂著造《玉律金編》
，高雄：財團法人高雄縣五甲協善心德堂，1951 年，頁 25-26。

8

以上不同的稱謂，其中的 19 種稱謂：敬文亭、敬字亭、敬聖亭、惜字亭、惜字爐、惜字塔、字亭、字爐、字塔、
字紙亭、字紙爐、紙亭、聖亭、聖爐、聖文亭、聖蹟亭、聖蹟臺、毛筆亭、頓水亭，主要題刻在敬字亭爐口的上
方門額、或在神龕的上方門額、或在爐口的上一層亭壁、或題刻在亭旁石碑或說明牌上的，以及地方誌上所記載
的。（見施順生〈台灣敬字惜紙文化之探討〉，漳州師範學院閩台文化研究所主辦《閩台文化交流》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30-32。）此外，敬字聖塔，見桃園市大溪區福仁宮「魁星爺暨天上聖母及諸位女神安座樂捐
者芳名」碑。孔聖亭，見新竹縣新豐鄉扶雲社孔聖亭，其第三層神龕上方門額題作「孔聖亭」。除以上 21 種稱謂
外，其餘則是一般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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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塔等各種異稱 。此外，也有命名「紙墨至寶墳」
，或稱「紙墨墳塔」的敬字亭 。另有埋葬字紙灰的
11

清代「字塚」一座 。
日本琉球群島則稱作「焚字爐」
。

伍、敬字亭的造型
敬字亭主要可分作古塔造型、毛筆造型、古鐘造型、磚窯造型、四角造型、煙樓造型、圓筒造
型：
一、古塔造型：
古塔造型的敬字亭共有 123 座。臺灣地區目前登錄 129 處，共 130 座敬字亭，其中有 123 座敬
字亭是古塔造型，佔了絕對多數。敬字亭雖命名為「亭」，但其造型與「涼亭」完全不同，反而更
像「古塔」的造型，故又稱作「惜字塔」
、
「字塔」
。如高雄市梓官區善化堂惜字塔（已改作金爐）
（照
片 3）
，高三層，聳立於廟前廣場上；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敬字亭，高三層，矗立于河畔水岸邊；彰
化縣竹塘鄉醒靈宮聖蹟亭（照片 13）
，除了五層爐體外，還有當作儲灰空間的高大臺基，總高度約
11.64 公尺，如高塔般，是全臺灣最高大宏偉的敬字亭。
二、毛筆造型：
毛筆造型的敬字亭本有 2 座：屏東縣內埔鄉福泉堂字爐、屏東縣內埔鄉樂善宮字亭，但樂善宮
字亭已在幾年前被拆除。
屏東縣內埔鄉福泉堂字爐（照片 14）
，以毛筆為造型，筆桿較寬短且筆尖朝上，亭身即為筆桿，
亭頂即為筆毛。故又稱呼作「毛筆亭」
。
屏東縣內埔鄉樂善宮字亭（照片 15），與福泉堂字爐相似，但其造型無筆桿部分，只以筆毛的
圓錐形為造型，所以，造型較為低矮瘦長。但此亭已在幾年前被拆除。
紙、筆同為文房四寶之一，故焚燒字紙的敬字亭以毛筆為造型者，極具創意和巧思。
三、古鐘造型：
古鐘造型的敬字亭僅有 2 座：高雄市大社區明毅堂聖蹟亭、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敬字亭。
9

某些繁體字網站因未察覺電腦會自動轉換兩岸用字用詞差異，如簡化字網頁的「字庫」，轉換成繁體字時會誤成
「字型檔」，「字庫塔」會誤成「字型檔塔」，「惜字庫」會誤成「惜字型檔」，「惜字庫塔」會誤成「惜字型
檔塔」，「焚字庫」會誤成「焚字型檔」，「焚字庫塔」會誤成「焚字型檔塔」。所以，字型檔、字型檔塔、惜
字型檔、惜字型檔塔、焚字型檔、焚字型檔塔，都是錯誤的。

10

廣東台山市台城街道東云社區石花山上，有一座建於清光緒 26 年（1900 年）的敬字亭，第一層正面直書「紙墨至
寶墳」
，第二層正面橫書「敬惜字紙」
，第三層正面直書「文光射斗」
。此外，第一層、第二層各開一個筆尖形洞口，
則是清灰口和焚燒口。
《廣東文化遺產．塔幢卷》題名作「紙墨墳塔」
。
（參廣東省文物局編《廣東文化遺產．塔幢
卷》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一版，頁 180。）

11

字塚，位於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圭峰山玉台寺廣場附近新修棧道旁，「字塚為饅頭形墳頭，長約 1.7 米、高 1 米多，
石碑上有“字塚”二字。據當地文史專家稱，附近另有一塊石碑刻著“咸豐七年字紙灰七埕”，以石樁形式豎於
其東南約 1 米處，“咸豐七年”即 1857 年。」（廣州日報記者嚴建廣、黃文生〈清代「字塚」藏深山無人識〉，
轉引自「新浪新聞」網，上網時間：2016.3.27，網址：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50323/14032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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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社區明毅堂聖蹟亭（照片 16），亭身外表乃六角形構造，形似古鐘，外型獨樹一格。
此外，此亭又將聖蹟亭和金亭合作一亭，六面亭身開了兩個燒字紙的「聖蹟」爐口，和兩個燒金紙
的「金爐」爐口。
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敬字亭（照片 17），亦形似古鐘，亭身外表乃八角形構造且無分層，內部
亦未分層，且亭身下方無清灰口，但爐口上方卻有一個圓形銅鏡，相傳具有鎮煞避邪的功能（參見
第柒節「敬字亭的功用」
）。
四、磚窯造型：
磚窯造型的敬字亭僅有 1 座：臺北市士林區東吳大學惜字爐（照片 18）
。其造型乃是像磚窯廠
內兩間並列的拱圓形窯室，但兩個爐體一大一小，各有一爐口，爐口下方各有一個清灰口，大小爐
體內有孔相通，而大爐體後方則有一座高高的四方形煙囪。
五、四角造型：
四角造型的敬字亭僅有 1 座：嘉義縣中埔鄉灣潭國小惜字亭（照片 19）
。其造型為四方形兩層
磚砌建物，外敷水泥，再塗上黑漆。若命名為「焚紙爐」更為洽當。其上層正面有一拱形爐口，無
斜頂，而是平面頂。下層前、右、後三面仍是磚砌，只有左方完全無磚砌、無遮掩，是清灰燼的地
方。但一般敬字亭都僅設一小型清灰口，只有此爐下層是一整面無爐壁，所以，非常容易清理灰燼。
此爐因為是學校所建，所以較為樸實無華，而且因為提倡字紙回收製成再生紙，所以，早已不燒字
紙，僅供教學參觀使用。
六、煙樓造型：
煙樓造型的敬字亭僅有 1 座：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惜字亭（照片 20）。其造型乃四角
形三層磚砌洗石子建築。底層中空，乃容納紙灰之處，但無清灰口。第二層正面有一個正方形爐口，
左、右兩側各有兩個並列的正方形爐口，所以，第二層共有五個爐口。第三層亭頂則仿客家煙樓的
塔式天窗，在左、右兩側各有兩個並列的正方形排煙孔，所以，第三層共有四個排煙孔。
煙樓，乃是臺灣客家地區種植煙草的特殊建築，收成的菸葉要送進菸樓中燻烤乾燥，而且烤一
次要十幾天，日夜都不能間斷。
「土牛客家文化館」於 2006 年 5 月落成，其設計師即將煙樓造型融
入於敬字亭中，極具巧思和創意。
七、圓筒造型：
圓筒造型的敬字亭僅有 1 座：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協善心德堂（五甲關帝廟）惜紙亭（照片 21）。
五甲協善心德堂早期即設立一座焚字爐，收集鄰近各家庭字紙焚化，但因廟宇建築擴建而拆除。2007
年設立新的「惜紙亭」
，但僅設立一臨時用的圓柱形不銹鋼爐，下有腳架，上有煙囪，正面有兩個
燒字紙的爐口，兩爐口下方有一個清灰口，兩爐口上方門額書寫「惜紙亭」三字。

陸、敬字亭與金爐的造型異同
敬字亭與一般寺廟前的「金爐」
、
「金亭」相似，或一模一樣，甚至「敬字亭」與「金爐」合作
一爐的。而兩者的用途，「金爐」是燒金紙的，「敬字亭」則是燒字紙的，用途也很相似。此外，敬
字亭又名「敬紙爐」
、
「惜字爐」
、
「字爐」
、「字紙爐」
、「紙爐」、
「聖爐」。以下則比較敬字亭與金爐
的造型異同：
一、敬字亭與金爐的造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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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書院、文昌祠、村落，或書香門第內的敬字亭，如新北市泰山區明志書院敬文亭、新北市
新莊區新莊文昌祠敬字亭、桃園市龍潭區鄉龍潭聖蹟亭（照片 22）
、新北市板橋區林本源園邸（林
家花園）敬字亭、高雄市美濃區彌濃庄敬字亭（照片 23）
，因為是單獨設立，所以沒有與金爐造型
異同的問題。但也有一些寺廟除了金爐外，還設立了敬字亭，而且敬字亭與金爐造型是不同的，如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福德宮聖蹟亭、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龍山寺惜字亭、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聖蹟亭。
二、敬字亭與金爐的造型相同：
南臺灣地區許多寺廟同時建有金爐與敬字亭，而且造型相同。如高雄市旗山區宣化堂「字亭」
與「金亭」造型相同，高雄市美濃區廣善堂「聖蹟亭」（照片 9）與「金亭」（照片 24）造型相同，
高雄市杉林區鄉樂善堂「惜字亭」與「金爐」造型相同，屏東縣內埔鄉延平郡王祠「字爐」與「金
爐」造型相同。這些位於南臺灣高雄市、屏東縣的寺廟，在興建時常將敬字亭與金爐一起興建。因
此，敬字亭與金爐的造型完全相同，位於廟前一左一右，只有爐口門額題字及對聯不同罷了。而且
常有美麗的彩繪、水墨、剪黏、泥塑、和磁磚拼貼設計，不僅極為美觀，也使得優良的傳統文化隨
時可見，教化的功效更加凸顯。
三、敬字亭與金爐合作一爐：
最為特殊的是將敬字亭和金爐合而為一，如新竹市新竹關帝廟聖蹟亭（照片 25）
，即將聖蹟亭
與金爐合一，第二層共開了一個燒字紙的爐口和兩個金爐爐口。又如高雄市大社區明毅堂聖蹟亭（照
片 16）
，形似古鐘，即將聖蹟亭與金爐合一，第二層共開了兩個燒字紙的爐口和兩個金爐爐口。又
如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文筆亭（照片 5）
，亭前設有一座二層爐子，即將字爐與金爐合一，底層為字
爐，上層為金爐，兩個爐口方向相同。又如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文筆亭，亭前設有一座四層爐子，
即將字爐與金爐合一，底層為字爐爐口，上一層為金爐爐口，但兩個爐口方向不同。

柒、敬字亭的功用
敬字亭的主要功用為燃燒字紙。除此之外，許多敬字亭還在爐體的上層設置了神龕，供奉倉頡、
文昌帝君或其它神祇的神牌位，用以祭祀神祇。另有極少數敬字亭則是為了風水問題，為了鎮煞祈
福而設立的，具有風水塔的功效。以下則一一介紹敬字亭的功用：
一、燃燒字紙：燃燒字紙乃是每一座敬字亭最基本的功用。只供燃燒字紙而未於爐體設立神龕
的，如：臺北市士林區東吳大學惜字爐（照片 18）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聖蹟亭（照片 22）
、桃園市中
壢區新街聖蹟亭、臺南市鹽水區岸內糖廠字紙爐（照片 26-27）、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庄敬聖亭。
二、祭祀神祇：敬字亭若是附屬於書院、文昌祠或寺廟者，一般都會在室內供奉倉頡、文昌帝
君等神祇。
若是單獨一座爐體的敬字亭，其爐體的主要功用除了燃燒字紙外，常又在爐體的上層設置神
龕，供奉神牌位以供祭祀。供奉的神祇數量為一至五位。祭祀的神祇主要有：創造文字的倉頡、至
聖先師孔子，以及並列為「五文昌」的文昌帝君（梓潼文昌帝君）、魁斗星君、關聖帝君（文衡聖
帝）
、孚佑帝君、朱衣星君等。如：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聖跡亭，五層的最上層供奉了蒼頡先師、
文昌帝君、文魁星君的神牌位（照片 28）
。又如：高雄市美濃區下九寮聖蹟臺即供奉了制字倉頡聖
人、大成至聖孔子、梓童文昌帝君、魁斗星君、朱衣星君的神牌位（照片 29）
。
三、鎮煞祈福：除了前兩項功用外，另有極少數為了風水問題而設立的敬字亭，具有鎮煞和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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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功用，具有「風水塔」的功用，這是較為特殊的。
１、屏東縣萬巒鄉佳和村敬字亭（照片 17）：此亭外形特殊，與一般敬字亭不同，而且爐口上
方有一圓形銅鏡，則是具有鎮煞避邪的功能。敬字亭上安置銅鏡者，此為全臺灣唯一的一座。但為
什麼會安置銅鏡呢？地方上相傳：
萬巒鄉佳和村敬字亭，為八角形單層建築，高約四公尺，焚燒口設在離基座約一點五公尺的
高處，焚燒口上方有銅鏡一面，亭的結構與其它敬字亭相較，大異其趣。據考證，此亭約建
在清乾隆年間，相傳萬巒鄉有座石炮，炮口正好朝向佳和村，村民在天燈腳穴處設立此亭，
亭的上方鑲嵌銅鏡一面，與炮口遙遙相對，藉以避煞。

12

此亭的興建，乃在於以亭上的銅鏡藉以抵擋石炮的煞氣，至今相傳中的石炮雖無蹤跡可尋，但
銅鏡仍高踞在敬字亭上。
２、屏東縣內埔鄉和興村頓水亭（照片 11）：此亭的興建即具有防治水患、保護良田的功能。
地方上相傳：
是因為和興村的柑園仔地區，由於位於東港溪旁，早期每逢雨季就溪水改道，河水氾濫，居
民生活非常艱難。同時，東港溪及其支流，彙集起來，流水滾滾，邪氣橫生，地方居民認為
流水帶走財富及健康。河水氾濫讓莊民苦不堪言，於是民國四十六年在溪旁建立一座敬字
亭，命名「頓水亭」，希望能改變風水，並鎮住河水，使東港溪不再氾濫成災，居民能安居
13

樂業。

此亭於 1957 年興建，乃在於祈求防治東港溪的水患、保護良田的功能，根據和興村頓水亭所在地地
14

主賴先生描述，這個地方早期時常淹大水，等到頓水亭建好以後，大水頂多淹到頓水亭的後面。 所
以，時至今日，每天早晚都有村民來此打掃、敬茶和燒香拜拜。

捌、敬字亭的設置地點
敬字亭的設置地點，主要在書院學校、文廟（孔廟）
、武廟（關帝廟）
、文昌祠、官署衙門或機
關團體、寺廟、書香門第。此外，村落裡或村口的交通要道上也常設置敬字亭。若建於荒郊野外的
則極為少數。
書院學校、文廟（孔廟）、文昌祠乃是文人講學及學生讀書的地方，自然會產生大量的廢棄字
紙。官署衙門或機關團體，也會有大量的公文字紙需要處理。武廟（關帝廟）及各類寺廟是民俗信
仰中心，也是百姓聚集的地方，民眾來上香、聚會、聊天時，順便帶字紙來燃燒，因此，寺廟除了
宣揚善惡報應，也常教育百姓敬惜字紙。而書香門第、巨富豪宅若是特別注重教育，也會在自宅內
興建敬字亭，以督促子弟讀書精進。除此之外，市鎮村落也會在交通要道上，如在城門口、村口、
路口設置敬字亭，以方便居民前來焚燒字紙。
因此，從一個地區敬字亭的數量，也可以看出該地區是否重教崇學、文風鼎盛。
一、書院學校裡的敬字亭：如清代臺北城登瀛書院惜字塔（日據時期被日本政府拆除）（照片
12

臺灣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編印「敬字亭」折頁。

13

張志遠《臺灣的敬字亭》
，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51 頁。

14

臺灣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製作「六堆文化之寶——敬字亭」
（DVD 專輯）
，2003 年製作。

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届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
2016 年 6 月 24～28 日(韓國釜山慶星大學 韓國漢字研究所)

30）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書院敬文亭、苗栗縣西湖鄉宣王宮（雲梯書院）聖蹟亭、南投縣南投市藍田
書院敬聖亭、南投縣草屯鎮登瀛書院惜字亭、南投縣集集鎮明新書院惜字亭、雲林縣西螺鎮振文書
院字紙亭（照片 7）
、彰化縣員林鎮興賢書院敬聖亭、彰化縣和美鎮道東書院字紙亭、宜蘭市登瀛書
院（私塾）惜字亭等。此外，現代的學校體制則有：臺北市士林區東吳大學惜字爐（照片 18）、嘉
義縣中埔鄉灣潭國小惜字亭（照片 19）
、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小敬字亭（1987 年 6 月新建）。
二、文廟（孔廟）裡的敬字亭：如臺南市歸仁區敦源聖廟敬字亭（照片 31）。
三、武廟（關帝廟）裡的敬字亭：如新竹市新竹關帝廟聖蹟亭（照片 25）、苗栗縣大湖鄉聖衡
宮惜字亭、臺南市祀典武廟敬字亭（照片 32）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協善心德堂」
（五甲關帝廟）惜
紙亭（照片 21）
。
四、文昌祠裡的敬字亭：如新北市新莊區新莊文昌祠敬字亭、苗栗縣苗栗市苗栗文昌祠（英才
書院）惜字亭、臺中市大甲區大甲文昌祠聖蹟亭。
五、一般寺廟裡的敬字亭：如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岩惠濟宮（主 祀 開 漳 聖 王 ）敬字亭（照片 1）、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龍山寺（ 主 祀 觀 世音 菩 薩 ） 惜字亭、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 主 祀 關 聖帝 君 、
孚 佑 帝 君、司 命 真君 ）聖蹟亭、高雄市美濃區廣善堂（ 主 祀 關 聖 帝 君、孚 佑帝 君、司 命 真 君 ）
聖蹟亭（照片 9）
、美濃區輔天五穀宮（ 主 祀 神 農 大帝 ）聖蹟亭、高雄市旗山區福前街福德祠（ 主
祀 土 地 公 ）敬字亭、屏東縣內埔鄉延平郡王祠（ 主 祀鄭成功）字爐、屏東縣內埔鄉三山國王廟（ 主
祀 三 山 國 王 ） 字爐……。尤其南臺灣的高雄市、屏東縣的寺廟，在興建時常將敬字亭與金爐一起
興建，一左一右，造型相同，不僅極為美觀，也使得優良的傳統文化隨著宗教信仰而傳播，教化的
功效更加具大。
15

六、官署衙門或機關團體裡的敬字亭：在官署衙門裡的敬字亭，如清代恒春縣署字紙爐 ，此
字紙爐今已不存，亦無圖片照片，僅於《恒春縣誌》中「恒春縣署圖」標示「字紙爐」一座。現存
在機關團體裡的敬字亭，如臺南市鹽水區岸內糖廠字紙爐（照片 26-27）。而近幾年來臺灣提倡本土
文化，對於客家文化大力推廣，有關推展客家文化的公共場所也常設立展示用的敬字亭，如花蓮縣
鳳林鎮校長夢工廠敬字亭（2004 年開館）、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惜字亭（照片 20）（2006
年 5 月開館）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敬字亭（2011 年 10 月開園）
，遇到重要的慶典或活動時，
也會焚燒字紙以達到文化傳承的教育目的。
七、書香門第裡的敬字亭：如新北市板橋區林本源園邸（林家花園）敬字亭（照片 33）
、臺中
市西屯區張家祖廟惜字亭（照片 34）、臺中市林氏宗廟敬字亭等。
八、村落裡或村口的交通要道的敬字亭：市鎮村落也會在重要的城門口、村口、路口設置敬字
亭，以方便居民前來焚燒字紙。建於城門口的如：臺北城西門敬字亭（照片 35）
，位於清代臺北城
西門城內道路旁，日據時期被日本政府拆除。此外，客家人非常注重教育，有「晴耕雨讀」的優良
傳統，並以「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耕田讀書」為訓，所以客家村落、寺廟最多敬字亭。臺灣現
存敬字亭最多的村莊，以高雄市美濃區 28 座最多，屏東縣內埔鄉 16 座次之、屏東縣竹田鄉 8 座排
名第三，都是客家庄。客家庄內的敬字亭，如桃園市龍潭區龍潭聖蹟亭（照片 22）
、苗栗縣銅鑼鄉
中平村敬聖亭、高雄市美濃區彌濃庄敬字亭（照片 23）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村敬字亭、屏東縣內埔
鄉和興村頓水亭（照片 11）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庄敬聖亭（照片 36）
，都是屬於客家村落所建的敬字
15

清．屠繼善《恒春縣誌》
，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文獻叢刊》第 75 種，清光緒 20 年本，頁 4，
「恒春縣署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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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九、荒郊野外的敬字亭：如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敬聖亭，「位在象山及猴山之間，前不著村，後
16

不著店。」 原來竟是為了鎮煞祈福的風水問題而設立的。

玖、撿拾字紙
清代、日據時期或臺灣光復初期，撿拾字紙的工作，常是地方善心人士個人自發性撿拾，或者
由書院、義塾、文昌祠、惜字會（聖蹟會）、寺廟或慈善團體，其成員義務撿拾或雇工撿拾。而這
17

些撿拾字紙的義行總是受到鄉里所尊崇，更常被地方誌所記載，而留芳後世 。以下則舉筆者新采
錄的個人自發性撿拾字紙的徐清立先生，以彰顯敬字惜紙的美德。
徐清立（照片 37）
，1901 年（民國前 11 年，清光緒 27 年，日本明治 34 年）5 月 5 日生，1973
年（民國 62 年）11 月 19 日去世，年 73 歲。苗栗縣西湖鄉客家人，後隨父母遷居彰化縣二林鎮。
熟悉漢文，除了個人自發性撿拾字紙，拿到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聖蹟亭焚燒外，也在醒靈宮教村人
讀漢文。
醒靈宮聖蹟亭於 1955 年（民國 44 年）建成，但徐清立從何時開始撿拾字紙，家人並無記錄。
只知道 1964 年（民國 53 年）徐清立 63 歲起的三年間，都帶著徐景生等三位小孫子一起去撿字紙。
祖孫四人一直撿到 1966 年（民國 55 年）9 月，徐清立 65 歲時，孫子們要入小學時，才又恢復一個
人出去撿拾。直到 1971 年（民國 60 年）
，徐清立 70 歲時，還會帶孫子一起出去撿字紙。但之後因
為身體欠安，就沒有再撿字紙了。1973 年（民國 62 年），以 73 歲高齡過世。已知徐清立從 1964 年
（民國 53 年）到 1971 年（民國 60 年）
，這 8 年間都一直在撿拾字紙，但之前已撿了多少年則不可
考。所以，徐清立義務撿拾字紙的時間在 8 年以上。
徐清立撿拾字紙的地點為彰化縣南部的幾個鄉鎮村落，東邊到埤頭鄉公館路，西邊到二林鎮，
南邊直到濁水溪，北邊到二林鎮豐田里。主要都是利用星期六、日不下田的時間出門，都是一大早
就出門撿一整天。有時候帶飯糰出去，中午的時候就在樹底下乘涼吃中餐，吃完之後休息一下子又
繼續撿。邊走邊撿，就用一個手夾子，撿了就往籠子裡面丟。如果那裡有廟會、有拜拜，徐清立就
會帶著孫子一起去撿，因為人多的地方字紙就會多。

拾、撿拾字紙、焚燒字紙的步驟
使用過後的字紙，除了自備字紙簍加以收集的較為乾淨外，若被當作垃圾隨處亂丟，則恐污穢
不堪。因此，撿拾回來的字紙，如果是被揉捲的字紙，便必須加以展開；被汙染的字紙，則必須先
18

加以清洗。 更有誠心者，如清代澎湖西澳媽宮社人林孝東，便將污穢的字紙「滌以香湯」，即以
16

梁 秀 瓊 〈 屏 東 「 敬 字 亭 」 大 普 查 ， 最 老 300 年 ， 有 的 可 避 邪 〉， 2003 年 8 月 17 日 。 網 址 ：
http://com.tacocity.com.tw/liouduai/topic/index.phtml?doit=mess&tID=2039。

17

〈台灣敬字亭初探〉，許錟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許錟輝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市：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初版，頁 452-454。

18

清．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清嘉慶 12 年本），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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攙入香料的熱水加以洗淨。洗淨後再曝曬於乾淨的地上。 更有經濟能力者，如清代噶瑪蘭廳文昌
20

宮惜字會，連洗淨焚化後的紙灰，還「薰以沈檀，緘以紙素。」 即以沉木、檀香加以燻香，以素
色的紙加以包裝。這些敬惜字紙之心，實在是令人感佩。
以下則再介紹徐清立撿拾字紙、焚燒字紙的步驟。其步驟有五：撿、分、教、燒、放，分和教，
與前人不同，極為特殊。
一、撿：撿拾字紙
徐清立出門撿拾字紙時，總會扛著扁擔，前後各挑一個高約 130 公分、直徑約 50 公分的竹簍，
拿著約 50 公分長的夾子，邊走邊夾字紙。若帶三位小孫子出門，也會讓他們人手一支夾子來幫忙撿。
還會交代鄉民們：如果有不要的字紙，就幫我帶過來我家。因此，鄉人們都知道他在撿字紙，有些
人就會自動帶字紙給他。
二、分：將字紙分為有用的和沒有用的
徐清立將字紙撿回家後，必須將字紙整平、分類。先由小孩負責翻開整平，若有揉成一團的，
也要翻開整平，若皺褶嚴重的，甚至要拿電熨斗熱燙整平。而且還會拿一個臉盆裝水放在旁邊，若
是骯髒污穢的字紙，則必須馬上清洗乾淨，再拿電熨斗熱燙整平，直到讓他可以看清楚內容為止。
接著檢查內容：分為有用的字紙和沒有用的字紙，沒有用的字紙先淘汰放一邊；有用的則留下來，
準備過幾天後開課講解。他的孫子徐景生一再強調爺爺很重視字紙要如此地整平和分類，
「很規範，
真的很規範。」
三、教：教小孩記住字紙上的知識
之後，徐清立會教小孩那些有用的字紙上的知識，要他們牢牢記住。等小孩把字紙上的知識記
起來以後，還會口試小考一下，如果都記住了，就會拿出糖果餅乾來當作獎品鼓勵小孩。之後才將
所有的字紙放在一起，拿到聖蹟亭焚燒。例如有時撿到電影海報，若是偉人名人努力奮鬥的故事，
就會加以講解說明，要小孩加以學習效法，小孩雖然沒有機會到電影院看電影，但卻因為如此的隨
機教育，也讓小孩吸收了最新的訊息和知識。
四、燒：焚燒字紙
焚燒字紙之前，必須先點香拜拜，向聖蹟亭神龕上的倉頡聖人稟報後，才可以開始焚燒字紙。
五、放：將字紙灰送往河流放流
等到聖蹟亭底層的字紙灰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廟方會將字紙灰收集起來，裝進麻布袋裡，
舉辦簡單的祭拜儀式後，便送往附近的河流放流。

拾壹、祭祀的神祇
敬字亭所祭祀的神祇主要是創造文字的倉頡、至聖先師孔子，以及並列為「五文昌」的文昌帝
君（梓潼文昌帝君）
、魁斗星君、關聖帝君（文衡聖帝）、孚佑帝君、朱衣星君等。此外，還有一座
敬字亭祭祀司命真君（灶神）
、一座敬字亭祭祀福德正神（土地公）、兩座敬字亭祭祀觀世音菩薩，
這些都是極少數和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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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蔣鏞《澎湖續編》（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15 種，清道光 9-12 年本），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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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清咸豐 2 年本），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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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頡創造文字，無文字，則先聖先賢偉大的思想無法記錄，故敬字亭祭祀制字倉頡聖人。至聖
先師孔子及儒家思想自古以來就被世人所尊崇，成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思想，字、紙所記，科舉所考，
不外乎孔孟思想，故亦祭祀至聖先師孔子。文昌帝君（梓潼文昌帝君）、魁斗星君、關聖帝君（文
衡聖帝）
、孚佑帝君、朱衣星君等，並列為「五文昌」
，都是庇佑讀書人考試中舉之神，故敬字惜紙
之外，亦特別祭祀「五文昌」
，以祈求讀書精進、科舉中第。
灶神司命真君，專司監督善惡與回報天庭，更能影響到人間的吉凶禍福，因此，拿字紙到敬字
亭燃燒的人們，更希望自己敬字惜紙的善行能得到灶神的青睞而得到福報，故祭祀灶神司命真君。
福德正神土地公，客家人又稱作土地伯公，乃是臺灣地區極為普遍的神祇，雖與敬字惜紙、孔孟思
想、科舉考試無特殊關係，但在客家庄裡常將敬字亭與土地伯公蓋在一起。觀世音菩薩，也與敬字
惜紙的敬字亭文化無特殊關係，供奉於敬字亭上也是極為特殊和罕見的。但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敬
字亭更把福德正神、觀世音菩薩一起供奉在敬字亭上，可說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展現。

拾貳、迎送聖蹟
迎送聖蹟，即是將平日焚燒字紙所留下的紙灰送入河、海，又名送字紙、恭迎聖蹟、恭送聖蹟、
恭送聖文字蹟。
字紙除了不能隨意丟棄，必須拿到敬字亭燃燒外，就是燃燒字紙後所剩的字紙灰也是不能隨便
丟棄的，必須透過迎送聖蹟的儀式送至河、海，將人間敬字惜紙之心經河伯和海龍王而傳至天庭、
回報玉皇大帝，表示人們並無辜負倉頡創造文字的苦心。
臺灣目前現存敬字亭的數量共有 129 處 130 座，但仍保有「恭送聖蹟」送字紙儀式的僅有 5 處：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聖蹟亭、彰化縣竹塘鄉醒靈宮聖蹟亭、高雄市美濃區廣善堂聖蹟亭、高雄市六龜
區勸善堂惜字亭，以及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協善心德堂（五甲關帝廟）惜紙亭。以下則介紹目前全臺
灣最盛大的五甲協善心德堂「恭送聖文字蹟」活動。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協善心德堂」
（又稱五甲關帝廟）（照片 38）每逢農曆（陰曆）閏年即舉
行一次盛大的「恭送聖文字蹟」活動，即「送字紙」活動，除了由學生扛著內裝字紙灰的「恭送聖
文字蹟」紙箱在五甲地區遊行外，還恭請至聖先師孔子、倉頡先師、文昌帝君三聖哲，以及附近廟
宇的神祇出巡繞境，以祈求地方仕子智慧增進、金榜題名。最後將字紙灰用漁船送到高雄外海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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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巡繞境的盛況冠絕全臺，詳情如下 ：
一、活動名稱：恭送聖文字蹟，全名為「財團法人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關帝廟，甲午科，敬
惜字紙──遵行傳統技藝，儒沐五甲繞境遊行」，或稱「敬惜字紙，儒沐鳳山城五甲區」。
二、時

間：最近的一次是 2014 年 4 月 19、20 日（農曆 3 月 20、21 日）。每逢農曆（陰曆）

閏年即舉行一次盛大的「恭送聖文字蹟」活動，時間以至聖先師孔子、倉頡先師、文昌帝君三聖哲
誕辰日前後的假日，日期由三聖哲降鸞指示。
21

鳳山五甲協善心德堂〈財團法人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關帝廟 甲午科 敬惜字紙－－遵行傳統技藝儒沐五甲繞境
遊行 活動辦法〉，協善心德堂提供。鳳山五甲協善心德堂「103 甲午科 敬惜字紙繞境影片」，youtube 網站題名
作「高雄五甲關帝廟(協善心德堂)」，下載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NPMutuwRY，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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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的寺廟、宗祠：協善心德堂、龍成宮、宏清宮等十家寺廟或宗祠。
四、參與的學校：福誠高中、五甲國中、福誠小學、五甲小學、五福小學、南成小學。
五、參與的里辦公室：鎮南里、天興里、龍成里等 13 個里辦公室。
六、程

序：

１、恭請三聖哲降臨主點儀式：活動當天舉行祈福化吉儀式，恭請協善心德堂三聖哲降臨主點
儀式。
２、「晉爵加官」將字紙灰打包成箱：隨即將字紙灰由市長、立法委員、區長、議員、協善心
德堂董事長及各宮廟主任委員，將字紙灰「燼」「掘」（音同「晉爵」）舀入紙灰箱（照片 39），
「加」「關」（音同「加官」）封條（照片 40），打包成箱。而紙灰箱外都貼有「恭送聖文字蹟」
（照片 41）。
３、宣導「敬惜字紙」的優良傳統文化：透過宣導讓「敬惜字紙」深植每個人的生活裡，並使
社區民眾瞭解文字是聖人智慧的符號、文化財產。紙和文字不僅是文明的象徵，亦是聖哲遺教的傳
承記載，俾使民眾有多一層認知，吸引鄉親民眾來參加活動。
４、出巡繞境：恭請至聖先師孔子、倉頡先師、文昌帝君三聖哲出巡繞境，隊伍最前頭是由手
持「協善心德堂」三角旌旗者開道（照片 42），之後有手持至聖先師、倉頡先師、文昌帝君、孔門
「四配」復聖顏回、宗聖曾參、述聖孔伋、亞聖孟軻等木牌的隊伍（照片 43），象徵三聖哲及孔門
22

「四配」出巡繞境。之後又有手持「十二哲」 畫像（照片 44）的隊伍，又有由 72 位青年學生身穿
儒生衣服，象徵孔子 72 弟子，肩扛「恭送聖文字蹟」字紙灰箱（照片 45）。之後更有各宮廟鑼鼓
隊、乩童、涼傘、神轎、醒獅團、大型神偶、電音三太子等出巡繞境。此外，為了將傳統優良文化
傳承給下一代，並展現社區學校教育成果，及共同參與社區營造，還邀請五甲地區中、小學社團，
如舞獅、扯鈴、街舞、直排輪、跆拳道等社團參與遊行，於道路定點或宮廟門口表演，展現年輕學
子的健康活力。所有參與人員上千人，隊伍依次出發，全程步行，在五甲地區遊行。
５、設置四配十二哲香案供民眾膜拜：與五甲地區十三個里辦公室合作，將五甲地區分成十三
個點設置四配十二哲香案（照片 46），供學子和民眾上香祈福。並將學子〈求智慧功名文疏〉化吉
後，將疏灰收集入疏灰箱，隨繞境隊伍共同參與繞境遊行。
６、民眾備香案祭拜：民眾在住宅門口或路邊敬備香案祭拜者，供品應以包子、粽子（「包」、
「粽」音近「包中」）、蔥（音同「聰」）、水果等為主供，協善心德堂則以智慧筆為回禮。
７、繞境活動圓滿成功，回協善心德堂恭送聖駕。
８、恭送聖蹟至外海放流：第二天上午於高雄港旗津岸邊進行誦經儀式，並念誦〈奉佛恭送倉
聖史皇上帝聖文字蹟解消劫運祈降吉祥文疏〉，之後焚化。並將字紙灰袋一袋一袋傳送至漁船上（照
片 47），運到高雄外海撒灰放流（照片 48），恭送字紙灰回歸水府。相傳孔子為水精轉世，所以燒
完字紙後要擇時送字紙灰回水府，以示隆重。之後乘車回協善心德堂，恭請三聖哲聖駕安座等儀式
後，「恭送聖文字蹟」的「送字紙」活動至此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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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是指復聖顏回、宗聖曾參、述聖孔伋、亞聖孟軻。「十二哲」是孔子十位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面
優秀的弟子，再加上弟子子張和宋代的朱熹。《論語．第十一篇．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
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
中顏回字子淵，即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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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結

語

科技的進步、電腦的發達，改變了一般人書寫和閱讀的習慣，鍵盤逐漸代替了筆，螢幕漸漸取
代了紙張，很難想像，三十年後又是怎樣的情況。所幸，臺灣在鄉土文化的推廣下，讓學生們重新
認識家鄉的事物和風俗習慣，許多被忽視的敬字亭，重新得到人們的青睞，尤其在張志遠《台灣的
敬字亭》出版後，許多民眾按圖索驥，悠遊在純樸的鄉間小道，尋找著一座座令人驚豔的文化寶庫。
並且透過相機和手機，將照片和影片上傳到網路上，讓遠方的人們也能身臨其境般欣賞到敬字亭的
美。
臺灣的敬字亭及其所展現的尊古聖賢、敬字惜紙文化，是非常豐富且精彩的。而且這些年來，
還有許多敬字亭陸續被「發現」，整體敬字亭的數量仍在增加中。所以，相信同為漢字文化圈的其
他地區，在大街小巷中，在青山綠水中，也許仍隱藏著許多敬字亭，等著被人們「發現」。

1.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芝 2.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芝
山岩惠濟宮敬字亭。 山 岩 惠 濟 宮 敬 字
亭：爐口門額「敬字
亭」三字。

5. 屏 東 縣 竹 田 鄉 竹
南村文筆亭字爐。

3. 高 雄 市 梓 官 區 善 4. 高 雄 市 梓 官 區 善
化堂惜字塔（已改作 化堂惜字塔（已改作
金爐）。
金爐）：未改之前爐
口門額「惜字塔」三
字。

6. 屏 東 縣 竹 田 鄉 竹 7. 雲 林 縣 西 螺 鎮 振
南村文筆亭字爐：底 文書院字紙亭。
層爐口門額「字爐」
二字。

8. 雲 林 縣 西 螺 鎮 振
文書院字紙亭：第三
層亭壁「字紙亭」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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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 雄 市 美 濃 區 廣
善堂聖蹟亭。

10.高雄市美濃區廣 11.屏東縣內埔鄉和 12.屏東縣內埔鄉和
善堂聖蹟亭：爐口門 興村頓水亭。
興村頓水亭：神龕門
額「聖蹟亭」三字。
額「頓水亭」三字。

13.彰化縣竹塘鄉醒

14.屏東縣內埔鄉福

15.屏東縣內埔鄉樂 16.高雄市大社區明

靈宮聖蹟亭。

泉堂字爐。

善 宮 字 亭 （ 已 被 拆 毅堂聖蹟亭。
除）。

17.屏東縣萬巒鄉佳
和村敬字亭。

18.臺北市士林區東
吳大學惜字爐。

19.嘉義縣中埔鄉灣 20.臺中市石岡區土
潭國小惜字亭。
牛客家文化館惜字
亭。

21.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協善心德堂（五甲

22.桃園市龍潭區龍
潭聖蹟亭。

23.高雄市美濃區彌 24.高雄市美濃區廣
濃庄敬字亭。
善堂「金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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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廟）惜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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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新竹市新竹關帝
廟聖蹟亭。

26.臺南市鹽水區岸 27.臺南市鹽水區岸 28.屏東縣佳冬鄉萬
內糖廠字紙爐（2006 內糖廠字紙爐（2011 建 村 聖 蹟 亭 上 所 供
年 9 月 15 日拍攝）。 年 9 月 8 日拍攝）。 奉的神牌位。

29.高雄市美濃區下
九寮聖蹟臺上所供
奉的神牌位。

30.清代臺北城登瀛
23
書院惜字塔 。

31.臺南市歸仁區敦 32.臺南市祀典武廟
源聖廟敬字亭。
敬字亭。

33.新北市板橋區林
本源園邸（林家花
園）敬字亭。

34.臺中市西屯區張
家祖廟惜字亭。

35.清代臺北城西門 36.屏東縣萬巒鄉萬
敬字亭（引自：張志 巒庄敬聖亭。
遠《台灣的敬字
亭》，頁 18）
。

照片引自：臺灣慣習研究會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
》
（臺中市：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1984 年 6 月初版）
，第一卷上，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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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徐 清 立 先 生 照
片。

38.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協善心德堂（五甲
關帝廟）
。

39. 將 字 紙 灰 「 燼 」 40.在紙灰箱上「加」
「掘」
（音同「晉爵」） 「關」
（音同「加官」）
舀入紙灰箱。（照片 封條。
39-48，由協善心德
堂提供）

41.「燼」
「掘」
「加」
「關」（音同「晉爵
加官」）後的「恭送
聖文字蹟」紙灰箱。

42.西元 2007 年「恭
送聖文字蹟」的送字
紙活動：遶境遊行隊
伍出發。

43.手持至聖先師、 44.手持「四配」
、
「十
倉頡先師、文昌帝君 二哲」畫像的隊伍。
等木牌，象徵三聖哲
出巡遶境。

45.由 72 位儒生扛
「恭送聖文字蹟」紙
箱遊行，內裝字紙
灰。

46.「四配」、「十二
哲」香案。

47.西元 2007 年「恭
送聖文字蹟」的送字
紙活動：將字紙灰袋
一袋一袋傳上漁船。

48.西元 2007 年「恭
送聖文字蹟」的送字
紙活動：將字紙灰袋
運到外海後一袋袋
拆開撒灰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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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方塊漢字與處世態度
胡雲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huyunfeng@mail.ntou.edu.tw
一、 前言
漢字是一種特別的文化符號，承載著豐富飽滿的漢文化。使用或曾經使用過漢字的人和社會，都會在不同程
度上浸淫在漢字文化的影響中。因此，從漢字學的角度來看，因使用漢字而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實際上也就是
漢字的影響。談到漢字的影響，我認為基本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外向式的影響，例如：漢字使用人口、區域的
擴張，學習漢字人數的與日俱增，漢字文化圈概念因而形成；一種是內向式的影響，亦即漢字對於人的內在思維
及處世態度的影響。例如：在習字階段，當我們在寫字時，如果突然需要立刻去處理某一件事，父母、師長總是
要求我們必須將手上所寫的那個字寫完整了，才能去處理那件事。對於一個寫漢字的人來說，丟下一個未完成的
字(半個字)，跑去作另一件事的現象，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這樣一個寫字態度和習慣的養成，所蘊含的就是一種做
事有始有終的處世態度。此種漢字的影響就是一種內向式的影響。也就是說，方塊漢字的結構佈局、組合方式、
書寫特性不僅展現漢文化精神，同時也向內的鞏固和強化著漢字使用者對於處世態度、道德品行的價值觀念。劉
志基在《漢字文化綜論》論及漢字及其使用者心理思維之間的關係時說：
漢字是先民思維方式的產物，中國人的文化心態觀念意識決定了漢字的諸方面的特徵。反過來說，漢
1
字的這種特徵一旦形成，又必然會對使用漢字的人的心理意識產生某種程度的塑造和影響。
劉先生這段文字清楚的點出了漢字及其使用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成就的微妙關係。中國人傳統思維影響和決定
2
了漢字的類型、結構等特徵 。但當漢字類型、結構等特徵定型後，又反過來影響著漢字使用者的內在思維及意
識。本文即是在這樣的概念下，嘗試探討方塊漢字定型後的具體結構類型、組成樣式以及書寫特徵對中國人在社
會中各種處世態度的影響及彼此間的內在聯繫。討論對象為楷書結構，理由有三：首先，「楷書」是在漢字歷史上
3
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書體，
「楷書」形成於魏晉南北朝(220-589) ，使用至今至少有 1,500 年的歷史，使用時間遠遠
超過它之前的任何字體，
「楷書」可以說是影響漢字使用者最久、最深遠的一種字體；其次，楷書的結構類型、部
件組合模式、筆畫、筆順均已定型，且規範化，根據結構定型且規範化的楷書作為討論對象，可以相對減少字形
的例外及變數。最後，楷書是目前仍在使用且作為官方的標準字體，討論方塊漢字的結構與華人處世態度的內在
聯繫，以楷書為對象，更能突顯楷書這種書體結構的價值及優勢。

二、 漢字的方塊特徵
在討論方塊漢字結構和處世態度的關係之前，先來談談方塊漢字的「方塊」特徵。漢字是視覺型的文字符
號，其直觀形狀為方塊，方塊為什麼成為漢字的形狀特徵？這樣的方塊構形展現出什麼樣的文化意涵？與中國人
內在的心理意識有著什麼關係？對於這些問題，歷來論述的不少。漢字由殷商甲骨文至現代楷書均維持著「方塊
型」的主要原因在於最初的造字方式為「依類象形」
，依據客觀事物的共象造字，客觀物體又是以空間形式存在
4
的。因此，
「對於依類象形為基礎的表意文字體系來說，客觀對象的空間性決定了平面符號的塊狀性。 」其次，再
加上漢字最初的書寫工具均為硬筆(石塊、刀具等)，以及文字的載體(甲骨、青銅、簡帛等)，致使漢字的「方塊意

1
2

3
4

劉志基《漢字文化綜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132。
張玉金〈論傳統思維對漢字的影響〉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 年第 2 輯。張氏比較東西方思維對各自文字的
影響時說：
「中國人的思維具有經驗綜合性特徵，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中國人思維方式這種特徵
制約和影響到了漢字。一個漢字一般只代表言語中的一個音節。音節是語言中最自然的結構單位，……音節是人們可
以憑借感覺經驗可以感知的人們從整體上把握它的，給它一個代表符號─一個具體的漢字。」(頁 50)。又說：「傳統思
維影響到漢字，影響到漢字的類型、性質、結構、發展演變、形義關係以及具體文字的構造等諸多方面。」(頁 55)。
關於楷書形成時間，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台北：萬卷樓，2003 年 6 月再版)，頁 112-117。
說見張玉金〈方塊漢字與方形文化〉
，《漢語學習》1991 年第 3 期，頁 31-33；又見於李運富《漢字學新論》北京師範大
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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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識越來越強化和定型」 。
以上是客觀的就漢字本身而言，然而漢字的作為方塊特徵的堅持，顯然與中華民族對於「方」的特殊情感有
關。古人「天圓地方」的觀念，說明了「方形」即為我們的生活空間的形狀。而在這個空間的各種事物的形狀又
6
都與「方」脫離不了關係，例如房屋、田畝、城郭、器具等多呈方形，使人們對方形產生了特有的審美觀念 ，進
而視「方」為一種處世的價值觀念，
「
『方』不僅具有『準則』、『道理』，『禮法規矩』之類的意義，而且可為正直
7
賢良的代名詞，所謂『方貞』
、
『方厚』
、
『方峙』
、『方亮』、『方廉』…..，皆為稱許道德品行的古代熟語。」 由此可
知，
「方」在中華文化中是極具理想色彩的褒義詞，因此，方塊漢字正好展現了中國文化對「方」的這種正面的感
情色彩。
透過前輩們的研究成果，我們知道漢字方塊特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漢字本身的構形方式，書寫工具及載體
所決定；另一方面則是由中國人文化思維中對「方」的特殊好感所支持。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方塊
漢字」終究是一種直觀的，輪廓式的形象與分析。而方塊漢字內部結構及組合方式對於漢字使用者的內在思維及
處世態度的內在聯繫，一般人認識的仍然不夠完整。因此，有必要對「方塊漢字」及其使用者之間內向式的影響
及聯繫作一較深入的討論。

三、 方塊漢字與處世態度
對古今的書法家而言，
「字」和「人品」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唐書法家柳公權曾說的：「用筆在心，心正
8
9
則筆正」 ，宋黃庭堅也說：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這是書家從寫字的角度立
論，但由另一側面看，何嘗不是顯示了漢字和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即便不是書法家，方塊漢字也是我們每天要面
對、要接觸、要使用的文字符號，與我們的生活再密切不過了。書家說人的品德會影響著所寫的字，而作為一個
重要文化載體，且每天都會接觸到的漢字，它當然也無時無刻運用它自身的結構，影響和鞏固著我們內在的思維
及處世態度中的價值判斷。以下，筆者根據方塊漢字的結構、組合模式及書寫特徵歸納整理出六種類型，討論這
六種類型對華人社會六種不同的為人處世態度和思維的影響及內在聯繫。
(一)

方塊漢字左右、上下結構要求對稱均衡原則與公平、公正的處世態度

楷書的結構是以左右、上下式的結合為主體，這可以從形聲字結構統計的數據看出來，形聲字的左右及上下結
10
構佔所有形聲結構的 91.43%。 方塊漢字既是以左右、上下構形為主體結構，那麼，這樣的結構在方塊形中就勢必
要以對稱均衡為原則，如同太極圖所展現的對稱均衡一般：

5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頁 247。
此說參見李運富《漢字學新論》，頁 247。
7
說見劉志基〈漢字方形的書法義內涵〉，收錄於《漢字─中國文元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191。
8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卷 165，列傳第 115，
〈柳公權傳〉
，頁 4310。
9
黃庭堅〈書繒卷後〉，見《豫章黃先生文集》29 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據商務印書館 1926 年版重印(上海：上海
書店，1989 年 3 月)，頁 11。
10
此數據參考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文章原發表於陳原主編《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3 年)；又收錄於孫德金主編《對外漢字教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7 月)。本文所引數據即依康針
對字集數 7000 通用字中的 5,631 個形聲字統計而得。現將統計表節錄於下(見孫德金主編,頁 196)：
結構類型
數量
所占比例
左形右聲
3,797
67.39%
右形左聲
364
6.46%
上形下聲
592
10.58%
下形上聲
396
7.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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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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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字例 ，如：

王寵千字文

蘇軾宸奎閣碑

柳公權玄秘塔碑

顏真卿李元靖碑

趙孟頫妙嚴寺記

褚遂良倪寬贊

歐陽詢皇甫誕碑

鄭孝胥高素貞墓誌銘

趙孟頫六體千字文

沈尹默臨郎官石柱記

顏真卿李元靖碑

蘇軾宸奎閣碑

柳公權玄秘塔碑

隋龍藏寺碑

張裕釗千字文

褚遂良大字陰符經

顏真卿八關齋記

顏真卿顏家廟碑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沈尹默臨刁遵誌

兩個部件的組合均呈現對稱均衡的態勢。楷書此種對稱均衡的要求早已存在於古漢字的結構中，且成為古漢字的
12
主要組合方式 ：
字體

耤

甲骨
文

合集 5604

敗
合集 17318

休
合集 8159

明
合集 19607

焚

冓

合集 583 反

合集 6800

合集 21037

金文

令鼎 2803

冉鉦鋮 428

獻簋 4205

服方尊 5968

多友鼎 2835

冓斝 239

說文
小篆
由此表可見，古漢字中的左右式及上下式已多呈對稱併接，而此種對稱均衡的要求至楷書後更加強化，並得到
確立。對於漢字的對稱均衡的特徵，除了是漢字方塊格局所需的配置外，學者一般多將之與「漢族人的審美意識
13
和心理感受」 聯繫起來，認為「對稱美是漢族人的重要審美的觀念，所謂『好事成雙』、『門當戶對』
、『對聯』、
『對偶』等等，在生活各方面和各種物質文明上，無不打上對稱審美的烙印，漢字構形總體上的對稱特徵，正是
14
這種審美意識造就的。」 方塊漢字左右、上下結構嚴格要求對稱均衡，除了反映漢族人對對稱美的審美意識外，
將之放到為人處事上，對稱均衡則反映出對人事的一種公平、公正的態度，不能偏私任何一方，這是對人處事的

11

12

13
14

本文楷書字例主要引自歷代墓誌、碑刻、書家書帖及字書。墓誌、碑刻、書家書帖之字例引自李志賢、張景春、蔡錦
寶編著《中國正書大字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 年 5 月第 2 版)；劉建編《楷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9 月)。字書字例則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中華民國教育部，2012 年)
關於古漢字組合形式及位置經營的討論，可見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台北：里仁書局，2002 年 9 月)〈第五章論甲
骨文字形的位置經營〉
。朱師根據《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所收的 3,536(扣除合文)字進行字形結構的統計。統計結果殷
商甲骨文字形結構以二體的組合為主。而二體組合又以左右及上下結構出現最為頻繁，佔了二體字的 74.7%。由甲文
至金文，再到小篆，基本上都朝著左右式的組合發展。(頁 99,103-109)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
，頁 248。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
，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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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則，也是為政者要遵守的基本態度。
《尚書‧洪範》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說為政
16
者(王)不要有所偏私而偏袒同黨，這樣才能使王治國的道路平坦平易。 漢代劉向《說苑‧政理》引孔子的話說：
17
「臨官莫如平」
，意指做官為政者公平的態度是最重要的了。 唐吳兢《貞觀政要》專門寫了一篇〈論公平〉，講述
18
執政者的公平無私對一個國家政事推行，人才任用上的重要。「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 ，正是說對人處事、齊家
治國上要堅守公平無私，才能達到人和而國家和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到，從古至今的中國社會，人們對公平、公
正的處世態度的重視及渴望，而方塊漢字對稱均衡的佈局要求和書寫謄錄，更是不斷深化及鞏固了中國人這種心
理意識。
(二)

方塊漢字結構中軸線定位與中庸、中道的處世態度
19

漢字是方塊形的，
「一個漢字有如一個方陣」 ，每一個漢字中的部件結構都必須要不偏不倚的組合在一個個的
方陣中。因此當我們在書寫漢字時，會先將所要書寫的方塊空間的中軸線定位，如下圖所示：

20

(圖二)

在書寫漢字時便依據一條無形而定位的中軸線，將各部件配置在適當的位置上。而這種中軸線的定位，就是為達
到前述漢字結構要求的對稱均衡。為了將每個漢字寫得四平八穩，方正勻稱，中軸線的定位會內化在每個漢字使
用者的書寫技巧中。這種以中軸線為重心的模式在古漢字中已經出現了：

字體
甲骨文

金文

生

玉

合集 1666

史嬙盤 10175

合集 7053 正

禹鼎 2833

余
合集 585 正

分
合集 11398

邾公牼鐘 149

大盂鼎 2837

說文小篆
而至楷書中更為突出。不管是獨體字或合體字都依循這一個中軸線的規律，例如：

15

柳公權玄秘塔碑

祝允明千字文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南北朝張猛龍碑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蔡襄謝賜御書詩帖

顏真卿干祿字書

吊比干文

顏真卿臧怀格碑

黃道周六詩冊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李元靖碑

祝允明千字文

王羲之黃庭經

顏真卿顏家廟碑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93 年 8 月)，頁 78。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
，頁 79。
17
﹝漢﹞劉向《說苑》第七〈政理〉，《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20 卷，頁 16-17。
18
﹝宋﹞陳襄《州縣提綱》卷一〈平心〉，見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
年)，頁 40
19
何九盈《漢字文化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229。
20
引用自劉志基《漢字─中國文化的元素》，頁 2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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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坊跋張旭四詩帖

南北朝李超墓誌

趙之謙南唐四百九十六字

蘇軾赤壁賦

顏真卿自書告身

21

方塊漢字這種謹守中軸線的特徵，正與中國儒家文化的謹守中庸、走中道的處世態度相互呼應著 。「中庸」是指
待人處事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
「中道」即中正的大道。待人處事秉持中庸之道，堅守中道，均為中國人處世哲
22
學中的一種極高的境界。
《論語‧雍也》
：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顯然明確指出這種無過無不及的
處事態度，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標準。並要人應無時無刻秉持中庸行事，如：《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君子
23
之中庸，君子而時中…」，所謂「君子而時中」，即是指君子行事應時時貫徹中庸之道 。《孟子‧離婁下》：
「孟子
24
曰：
『仲尼不為已甚者。』
」就是說孔子是做什麼都不過火的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章》：「子曰：『回之為人也，
25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則是孔子對顏回堅守中庸之道的讚許 。由此看到從孔子到顏回都
身體力行的在實踐著中庸的精神。此外，在做學問上，也應謹守中庸之道，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所說：
。。。。。。。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即言在學術上雖然達到了極高的境界，也
得秉持中庸之道，無過與不及。其次，在教育上，也要求老師秉持中道教學，如《孟子‧盡心上》：「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即言老師的教學不應因部分學生而改變教學的
標準及規矩，而應保持中道教學。這種為人處事守持中庸，堅行中道的態度，古今一貫，一直為中國人處世哲學
中的最高道德指標，這樣的處世態度正好和方塊漢字謹守中軸線的佈局特徵相互影響、相互支持。
(三)

方塊漢字包圍結構與內斂、低調、謙遜的處世態度
26

漢字的包圍結構形式多種，根據前人的研究，共有七種類型 ，類型及字例見下表：
1.

包圍結構類型
全包圍結構

2.

上三包圍結構

3.

下三包圍結構

楷書字例

趙孟頫仇鍔碑

顏真卿多寶塔碑

趙孟頫六體千字文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顏真卿竹山堂聯句

褚遂良大字陰符經

趙孟頫續千字文

文徵明雪賦月賦合冊

趙孟頫六體千字文

柳公權玄秘塔碑

徐霖千字文

褚遂良哀冊

南北朝張黑女墓誌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張即之杜甫昭容詩

4.

5.

21

22
23
24
25
26

顏真卿東方朔畫象贊

集韻.平聲.15 青

集韻.平聲.20 幽

顏真卿中興頌

左三包圍結構
南北朝元祥造像記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于右任松軒墓誌銘

南北朝高貞碑

董其昌孝女曹娥碑

鄭孝胥宜園記

顏真卿干祿字書

顏真卿李元靖碑

南北朝元診墓誌

趙孟頫妙嚴寺記

任詢呂徵墓誌

左上包圍結構

何九盈在《漢字文化學》提到漢字〈字形空間配置的文化精神〉時亦曾提及，說漢字字形的空間配置可以體現三種文
化精神，其中一種即為中庸精神，但切入點與本文所論有所不同。頁 299。
屈萬里《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2 月第 2 版，1984 年 3 月第 9 次印刷)，頁 64。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台北：國立編譯館，1954 年 4 月)，頁 12。
屈萬里《孟子譯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年 1 月)，頁 189。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
，頁 17。
漢字七種類型結構，參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台北：三民書局，2013 年 4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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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妙嚴寺記

祝允明千字文

6.

7.

柳公權神策軍碑

趙之謙南唐四百九十六字

顏真卿多寶塔碑

吳彩鸞唐韻

顏真卿李元靖碑

唐寅七律四首

右上包圍結構
米芾向太后輓詞

張旭嚴仁墓誌

南北朝解伯都等造像記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王庭筠重修蜀先生廟碑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南北朝張猛龍碑

類篇.勹部

左下包圍結構
任詢呂徵墓表

祝允明千字文

鄭孝胥高素貞墓誌銘

祝允明千字文

蘇軾宸奎閣碑

顏真卿顏家廟碑

褚遂良倪寬贊

蘇軾宸奎閣碑

以上楷書中七種包圍結構類型，部分已見於古漢字，如：
字體
甲骨文
金文

圉
合集 5973

史牆盤 10175

函
合集 28372

困

向

合集 34235

合集 36917

叔向父簋 3849

皇父匜 10225

匡

尹氏貯良簠 4553

說文小
篆
楷書結構中的包圍類型基本呈外包內、向內收束的視覺感受，如下圖所示：

(圖三)

(圖四)

此種內含的，向內收束的結構形式，正反映了傳統中國人所堅持的一種內斂、低調、謙遜的處世態度。相較於英
文字形，如 wonderfully, responsibility, Mediterranean…，所展現出來的擴張、外放、張揚的態度，是有著強烈對比
的。中國人喜好內斂、低調，不喜歡張揚；欣賞謙虛的品格，厭惡自滿、驕傲的態度。而最能展現內斂、低調態
度，就是謹言慎行，及時時的反省，所以孔子教導弟子要「謹而言」(《論語‧學而》1.6)，「慎於言」(《論語‧學
而 1.14》)，
「納於言」(《論語‧里仁》4.24)等，都是要人寡言少語，謹慎說話。至於向內求索，自我反思的教誨
在《論語》
、
《孟子》中更是比比皆是，如「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1.4)、「見不賢內自省」(《論語‧里
仁》4.17)，
「修己以敬」(《論語‧子路》14.42)，
「君子求諸己」(《論語‧衛靈公》15.21)，「反身不誠，不悅於親
矣。」(《孟子‧離婁上》7.12)，
「其人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孟子‧離婁下》8.28)，「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3.7)等，都是說當我們遇到人事問題時，首先要反躬自省，檢
視自己是否有不對之處，先要求自己，修養自己來嚴肅認真地待人處事。內斂、低調的態度又與謙遜的性格密不
可分。謙遜的修養也是孔孟所看重的，例如：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顏淵》12.21)，
「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論語‧衛靈公》15.15)都是指多責備批評自己的壞處，少責備批評別人。又如「君子泰而不驕」(《論語‧
27
子路》13.26)，亦即「君子安詳舒泰，卻不驕傲凌人。」 顏淵在訴說自己的志向時說：「願無伐善，無施勞。」

27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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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論語‧公冶長》)，希望自己「不誇耀自己的好處，不表白自己的功勞」 ，這就是具備內斂、低調及謙遜的人
格特質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典範態度。相對的，道家主守靜、守樸，已是中國民族性內化的特徵，與此亦相類。方
塊漢字的包圍結構，所產生的內含、向內收束的視覺感受，正好不斷的強化鞏固著中國人對於這種內斂、低調、
謙遜的處世態度的追求。
(四)

方塊漢字品字結構與穩重、莊重的處世態度

方塊漢字中存在不少由三個相同部件組合而成的字，就楷書而言，組合的方式皆為上一下二的品字結構形式，
如：

北魏元欽墓誌

何紹基墨迹

集韻.平聲.21 侵

廣韻.平聲.14 清

集韻.去聲.13 祭

集韻.上聲.50 琰

龍龕手鑑.土部

集韻.平聲.15 灰

類篇.沝部

龍龕手鑑.牛部

集韻.平聲.4 宵

集韻.去聲.44 諍

新加九經字樣.口部

龍龕手鑑.力部

玉篇.金部

廣韻.平聲.1 東

龍龕手鑑.女部

龍龕手鑑.魚部

集韻.平聲.28 山

集韻.去聲.1 送

漢字的品字結構在古漢字已然出現，但在小篆以前數量並不多，見下表：
字體
甲骨文
金文

品
合集 34524

尹姞鬲 755

焱

毳

森
合集 11323

合集 22131

守宮盤 10168

說文小篆
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的三疊體字的上一下二式的組合尚未定型，例如：「品」字，甲骨文亦有作「 合集 34525」，
金文也有寫作「 保卣 5415」
；
「森」字，甲骨文有作「 英 1288」
；「猋」字，金文則有寫作「 王罍 9821」等。雖然如此，但
朱歧祥先生統計甲骨文三疊體字的組合形式，指出上一下二式品字結構已成為主要的組合方式，直到小篆系統三
29
疊體的字始固定為上一下二式的構形，此種正三角形的組合成為定制，一直沿用至今 。而方塊漢字的品字結構在
30
視覺上呈現出重心在下的金字塔形狀 ：

(圖五)
金字塔結構

金字塔形品字構形可以給人穩重之感，因此，在透過上引古今漢字的發展變化可知，漢字中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
31
是朝著固定的金字塔結構發展，也是朝著沉穩的方向改造的。 品字結構的沉穩、穩固的感受正好突顯出了傳統中
28
29
30

31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52。
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頁 114-115。
對漢字「金字塔」形結構的討論，亦見於許明、栗華〈方塊漢字裡「金字塔」組構字的美學探微〉(《長春大學學報》
第 18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38-39,40)。該文主要從美學角度探討論漢字三疊體組成的「金字塔」結構所展現
出漢民族對「動態氣韻美」、「以少總多」、「崇高、喜劇美」的審美意識，與本文討論角度有別。
漢字既然是方塊型，它的書寫就必須穩，必須撐得起那四方形的空間。某些人寫漢字，筆畫、部件都沒寫錯，但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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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於穩重、莊重處世態度的欣賞與追求。穩重、莊重就是不輕浮，不輕佻，令人感覺可靠。穩重的態度在中
國人的社會中是倍受推崇的。孔子眼中的君子就必須具備這樣的態度，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論
32
語‧學而》1.8)，意思是說「君子如果不莊重，就沒有威嚴，即使讀書，所學也不會鞏固。」 又如「君子矜而不
33
爭」(《論語‧衛靈公》15.22)，即言君子莊重自持而不爭執。 子張曾經問孔子如何作一個仁者，孔子回答說：只
要能將恭、寬、信、敏、惠五種德行行於天下就可以成為仁者了，其中的「恭」就是莊重，孔子將之置於首位，
可見其對莊重態度的重視。穩重、莊重一直是古今社會中被推崇的一種待人接物的態度，因此，在文獻中也不乏
34
對具備這種特質的人的歌頌或記錄，例如：
《詩經‧衛風‧淇奧》讚揚衛武公之品德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
35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其中的「瑟兮僩兮」，即讚美武公具備莊矜威嚴的態度 。又如《世說新語》中
的謝安更是以穩重見稱於當世，有一次謝安與幾位朋友到海上泛舟遊玩，突遇海風大作，浪濤翻起，同行之人皆
面露惶恐之色，大聲叫船夫回航，只有謝安神態自若，只顧歌詠，不發一語。船夫因為謝安容色淡定，心情和
36
悅，便仍然向前行進。 從上引的衛武公到謝安，我們可以看到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文化對這種穩重、莊矜、可靠的
態度的尊崇及嚮往。而方塊漢字中的沉穩的品字結構，也正無時無刻的加強著我們對這種態度的好感。
(五)

方塊漢字部件層次組合特徵與重次序、倫理、團體的處世態度

方塊漢字部件的組合可以分為平面組合及層次組合。所謂的平面組合，是指漢字的各部件在相同的層級作一次
性組合而成，例如「器」字：

口
口

器

犬
口

層次組合，則指漢字的各個部件是分為若干層次逐級累加上去的，例如「歷」字
：
口
37

禾

歷

厤
止

秝
厂

禾
38

「自小篆以來，漢字走向形聲字為主的道路，大量組合是層次組合。」 而至楷書形聲結構持續增加，其部件
主要以層次的組合方式基本定型。下面以團、慣、鬚、灝四字為例，說明漢字層次組合的特徵：

團

專
囗

寸

慣

貫
(心)

毌
貝

看起來就是不美，這就是因為他們所寫的漢字在結構佈侷，部件的安置上失去了「穩」的要素，因此，寫得的不好
看。
32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6。
33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166。
34
《詩序》
：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阮元校勘、清嘉慶二十重刊本《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宏業書局)，頁 676。
35
屈萬里《詩經釋義》(台北：華岡出版部，1974 年 10 月)，頁 42。
36
劉正浩、邱燮友、陳滿銘、許錟輝、黃俊郎注譯《新譯世說新語》(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8 月初版，2012 年 5 月
修訂三版)，頁 326-327。
37
漢字平面組合及層次組合，說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台北：三民書局，2013 年 4 月)，頁 69-79。王先生稱作平面
結構及層次結構。
38
王寧舉出實際的數據：「甲骨文的層次結構大約只佔 20-30%，而《說文》小篆的層次結構則佔到 87%以上。」見《漢
字構形學講座》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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髟

灝

鬚
須

顥

景
頁

日
京

(水)

頁

以上四個字的組合都是由其所組成部件群層次的一級級累加而成的，這樣的層次組合早在甲骨、金文中已出現，
如甲文的「 合集 5373」字：

又如金文的「

禹鼎 2833

」字：

漢字這種層次結合特色，使每個漢字各個部件都依循著一種有條不紊的次序結合，所以每個方塊漢字的結構都是
有序的組合。而這樣層次、有序的特徵正好展現出了中國人傳統文化中重次序、重倫理、重團體的觀念及處世態
度。首先，就重次序、重倫理的態度來看，中國人所謂的敬老尊賢、尊師重道、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唱婦
隨、兄友弟恭等，完全是在重倫理次序的處世態度下所衍生的觀念。而在古書中對於在待人處事上應該重視倫理
次序的論述更是不勝枚舉。例如：
《論語‧顏淵》12.11：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庸‧哀公問政章》
：
「…天下之達道者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
天下之達道也。」
《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章》
：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
《論語‧泰伯》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孟子‧滕文公上》5.3：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
」
從《論語》
、
《孟子》
、
《大學》
、
《中庸》一再指出治國、為政、教育、持家都必須重視倫理、人倫，這些觀念放在
今天一樣是同等重要的，今天我們所說的家庭倫理、學校倫理、職場倫理等等都是這種觀念的繼承。而重次序則
是維繫人與社會，人與人和諧關係的要素，這個觀念也深植在古人的思維中，我們知道古代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
即祭祀及戰爭，這兩件國之大事都需要謹守次序，因此古人對次序的重視就展現在這兩件事上。現以祭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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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燕毛，所以序齒也。(《中
39
庸‧子曰武王周公章》)
此段言在進行宗廟之禮時，祭祀的排次是昭跟昭為序，穆跟穆為序的。排序公卿大夫的爵位，以辨明爵位的高
40
下。排序行祭祀的職事，以分別才能，各司其事。祭畢嚥飲時，則依毛髮之顏色，分別長幼，以安排坐次。 以上
對祭祀講究次序、順序、規矩的概念，古今皆同。而在今天待人處事更要講究次序，我們辦任何事情都必須尊重
先來後到，上下車要遵守先下後上的規矩，在任何櫃檯前均須依順序辦事。講求次序沒有太崇高而深奧的道理，
只是要讓我們群體生活的社會更加和諧，僅此而已。人不能離群而居，因此，中國人對於團體、族群是極為看重
的，所以我們會說「凡事要以大局為重」
、
「犠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等，所謂的大局、大我就是團體、族群。國父
孫中山先生曾經這麼說過：
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中國人對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
41
起見，寧肯犠牲身家性命。
這段話說得十分有道理，前面所論述的重倫理次序，其目的就是維持家族、宗族的正常運作。因此在重團體、族
群的觀念下，團結及合群就變得十分重要。古聖先賢始終都在教育我們要團結、要合群，例如：「君子周而不比」
42
(《論語‧為政》2.14)，說的是君子會團結，但不勾結。 又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偷。」(《論語‧泰伯》8.2)，說君子「以深厚感情對待親族，老百姓就會走向仁德；君子不遺棄他的老同事，老朋
43
友，那老百姓就不敢對人冷淡無情。」 孔子曾評論《詩經》的功能可以訓練我們的興、觀、群、怨四種能力，其
中的「群」即是指合群力。
此外，中國人這種重視團體族群的態度，也展現在居住建築上，如傳統民居的三合院、四合院，如下圖：

44

(圖六)

45

(圖七)

展示了中國人家族群居的特色。然而，最能展顯中國人重團體、族群的建築形式要算是福建客家的土樓環形建
築了，見下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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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
，頁 36。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
，頁 37。
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404。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17。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78-79。
照片引用自網路「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一文中的照片。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512/9512-07.htm
台灣四合院─台北林安泰古厝，照片引用自「旅遊資訊王 Travelking」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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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圖八)

47

(圖九)

整個家族、宗族集體居住在同一座土樓中，反映出客家人強烈的家族倫理觀念，同時也從不同角度彰顯了中國人
重倫理次序，重視團體族群的態度。反觀方塊漢字，這種由一群一群的部件有序的、層次的組合而成的文字，與
中國人這種重倫理次序、重團體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六)

方塊漢字的方直筆畫及直式書寫特徵與正直、端正的處世態度
楷書字體的筆畫，除了點(、)以外，大部分都是直線，絕少使用弧線的。例如「行」字分別由撇筆(
48

)、橫筆
49

(
)、豎筆( )、豎鈎筆( )組成，各筆畫皆為直線所演變而成。即便是較複雜的復合筆畫，如：豎折 ( ，山) 、
橫折鈎( ，月)、豎折折( ，鼎)、豎橫提( ，儿)等，筆畫組成也多為直線。
另外，就書寫方向而言，漢字維持幾千年的直式書寫，從甲骨文(圖十)、金文(圖十一)、簡牘(圖十二、十三)、
帛書(圖十四)上的漢字全為直書，即使隸書(圖十五)、楷書(圖十六)的形成，雕版印刷的出現，漢字仍然堅持著直
式書寫的格局。時至今日雖然在電腦橫式書寫、排版、印刷取得主流，但漢字的直式書寫的書籍排版格式仍然存
在。方塊漢字完全適合直式書寫，儘管它也很有彈性的適應橫式書寫的變化。
承上所述，漢字發展至楷書方直筆畫得到定型，直式的書寫更是從古至今歷時幾千年未曾消失。千年來我們看
著方直的筆畫，讀寫著一行一行直式書寫的漢字，它所帶給我們的不僅僅只是知識與文化，還有對正直、端正的
處世態度的潛移輸入。「心正則筆正」
，但何嘗不也是「筆正即心正」呢？正直、端正的態度是中國人對於品德的
50
基本要求，因此，我們說一個人要「行得正，坐得直」、「直內方外」 (內心誠明正直，行為端莊方正)。在古今的
道德教育中，正直、端正的態度是最受重視的，例如：孔子曾說：「人之生也直」(《論語‧雍也》6.19)，是說人能
51
生存在世上憑藉的就是正直。 孔子也認為每個人，尤其是為政者都應該以正直的態度待人，他說：「其身正，不
52
令而行。」(《論語‧子路》13.6)，是說統治者本身行為正當，不必發號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 此外，孔子主張
「以直報怨」(《論語‧憲問》14.34)，以正直來回報怨恨，也是一種以直待人的態度。因為唯有自己行得正，才能
去端正別人，孟子說：
「枉己者，未能有直人者也。」(《滕文公下》6.1)，即是說自己不正直的人，從來沒有能夠
53
使別人正直的。 中國社會對正直的處世態度的推崇，往往表現在他們對於具備這種特質的人的稱許及讚揚上，例
54
如孔子就曾讚美史魚 的正直，他說：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靈公》15.7)

46

福建漳州田螺坑土樓群，照片引用自「福建海峽旅遊網」
http://www.fjta.com.tw/spot_citycontent_b.aspx?scenic_spots_name_db_id=175
47
福建漳州裕昌土樓內景，照片引用自「獨眼小魚的旅行」部落格 http://photo.xuite.net/yap.taipei/6090031/293.jpg
48
筆畫名稱參考易洪川〈折筆的研究與教學〉
，見《語言文字應用》2001 年第 4 期；收錄於孫德金主編《對外漢字教學
研究》
，頁 14-21。
49
前者為筆畫，後者為該筆畫之字例，下同。
50
《易經‧坤文言》
：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蘇勇點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8 月)，頁 80。
51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61。
52
屈萬里《論語譯注》，頁 136。
53
屈萬里《孟子譯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1987 年 1 月)，頁 139。
54
史魚，衛國大夫史鰌，字子魚。他臨死時囑咐他的兒子，不要「治喪正室」
，以此勸告衛靈公進用蘧伯玉，斥退彌子
瑕，古人叫為「尸諫」
。說見屈萬里《論語譯注》
，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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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揚史魚的剛直不屈，政治清明和政治黑暗都像箭一樣的正直，寧折不彎。又如《詩經》歌頌鄭國大夫的正直 ：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鄭風·羔裘》)
即言鄭國大夫誠信正直而美。由以上古人對正直之人的歌頌與推崇，可知擁有一顆端正的心，以及一個正直的態
度，在中國人的內心中是一種多麼可貴的節操啊。而這樣的一個寧折不彎，正直不屈，剛正不阿的處世態度，恰
恰與以方直筆畫為元素，以直式書寫為特徵的方塊漢字，足以相互映稱，相互融鑄。

四、 結語
本文從漢字文化學的角度，以楷書為研究對象，較細緻的討論方塊漢字的結構類型、組合模式、書寫特徵對中
華民族內在思維及處世態度的影響及鞏固。全文共整理了六種結構類型與六種處世態度的內在關聯，現制成下
圖，以供參考：
方塊漢字的結構

中華民族的處世態度

(一)

漢字左右、上下結構要求對稱均衡
原則

公平、公正的處世態度

(二)

中軸線定位

中庸、中道的處世態度

(三)

包圍結構

內斂、低調、謙遜的處世態度

(四)

品字結構

穩重、莊重的處世態度

(五)

部件層次組合特徵

重次序、倫理、團體的處世態度

(六)

方直筆畫及直式書寫特徵

正直、端正的處世態度

文章的撰寫，除了探究方塊漢字和漢字使用者之間內向式的影響與聯繫之外，也希望能為漢字文化的研究開啟
不同思考的面向，更期盼我們能更加認識楷書在古今社會文化中的影響、價值和優勢。
人創造了漢字，漢字影響了人。獨特的漢字結構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程度影響著，或成就著一代一代中國人
的處世態度及內在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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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風‧羔裘》朱傳以為美其大夫之詩，屈萬里從之。參見《詩經釋義》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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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合集 10405)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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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頌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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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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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里耶秦簡)

拓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1983 年)。
拓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1994 年)
照片引自《簡帛書法選》編輯組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圖片引自楊少鋒編《秦漢簡牘墨迹選(四)》(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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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馬王堆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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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曹全碑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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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趙孟頫 妙嚴寺記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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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主編：
《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6 月)。
圖片引自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編《曹全碑》(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 年 11 月)。
圖片引自肖嵐、張衛編《趙孟頫書法精選》(北京：長城出版社，1991 年 2 月)。

“
2016

6

24

28

(

”
)

The Sound of Initial Shan 禪母 in Middle Chinese1

Lee, Jiyoung

I. Introduction
Initial Chuang 牀母 and initial Shan 禪母 2 , two voiced zheng-chi 正齒 sound,
have been placed in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position respectively of the rhyme tables (Yuntu:
韻圖) in Middle Chinese. Proceeding from this, one could logically assume that initial Chuang
was affricate sound and initial Shan was fricative sound. But now the characters with these two
initials are pronounced both fricative and affricate in Standard Chinese and also in several
dialects of China. Also, in 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as Buddhist scripts in Middle
Chinese, while initial Shan had been used more often as transliteration features of /j/ or /jh/
which is the voiced affricate initial in Sanskrit than initial Chuang. It means that translators of
Buddhist scripts in Middle Chinese period have think the voiced affricate in Sanskrit is more
similar to initial Shan than Chuang.
This situation which the position of the rhyme tabl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age
really used have been attraction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much scholarly work has been done
on the topics whether initial Shan was fricative or affricate, but there is no overall agreement
as to the character of initial Shan. This study is concerned with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initial
Shan which has been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in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For stud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whether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are affricate or fricative by dwelling upon
historical and dialectal data, from this, we can find out how pronounced initial Shan actually
in Middle Chinese.

1

Funds for research were provided by Park Wan Suh Endowment Research Fellow Program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The more common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 禪 is probably Chan, but as the name of this initial, Ding
and Li(1981) give the other pronunciation Shan. (Baxter et al., 2014:15) This paper follows this approach,
because initial Shan is placed in fricative position of the rhyme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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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istinction between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in Middle Chinese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are a pair of voiced zheng-chi sound: the former is marked as
an affricate place, the latter is marked as a fricative place in the rhyme tables, and so are they
in the rhyme books. Below is fanqie spellings for initials(反切上字) of initial Shan and Chuang
in the Qieyun 切韻 as application of the analysis of fanqie spellings(反切系聯法):

禪母
Division II: 士 仕 鋤 鉏 牀 査 雛 助 豺 崇 崱
Division III: 時 常 市 是 承 視 署 殊 氏 寔 臣 殖 植 嘗 蜀 成

牀母
Division II: 食 神 實 乘
Division III: 俟 漦

Like this,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in Middle Chinese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Qieyun, because si 俟 is only related with chi 漦, not related with fanqie spelling for
initial Shan.
But in the Guangyun, their division-III were not distinguished. Chi 漦 does not appear
as fanqie spelling for any initial, si 俟 is related with fanqie spelling for initial Shan.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the letters indicating initials in the Gui Sanshi Zimu Li 歸三十字母例. There
are only 4 initial consonants in zheng-chi initials in it as Shen 審 Chuan 穿 Shan 禪 Zhao
照. There are several letters below initial name, it means that the letters have the same initial
consonant as the letters being spelled. However, the letters below Shan as cheng(or sheng) 乘,
chang 常, shen 神, chen 諶 are initial Shan and Chuang mixed: while cheng and shen are
with initial Chuang, chang and chen are with initial Shen. It means that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initial Shen and Chuang at that time.
Then, if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initials, why the writers of the rhyme
tables separate zheng-chi ini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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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take our cue from dialects. To speak in Yan Zhitui 顔之推 context in his
book, Yan Shi Jia Xun 顔氏家訓, southerners mispronounce shi 石 as xie 射, shi 是 as shi
舐. While shi 石 and shi 是 are belong to the group with initial Shan, xie 射 and shi 舐 are
belong to the group with initial Chuang. From this, it might be deduced that initial Shan have
been put together with initial chuang in the southern dialects, but they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the Yan’s phonetic system. It is the reason why we cannot beg the question that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represent same initial.

III.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especially focus on
whether these two initials are affricate or fricative.
First of all, let us remind the phrase of Yan Shi Jia Xun 顔氏家訓. In Yan’s phrase,
southerners mispronounce initial Shan as Chuang, to be correct, it means they read fricative as
affricate. Pulleyblank (1962:67) points out which it is not correspond with actual phonetic
change, the letters with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have tendency to be read as fricative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o we have to reconstruct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as fricative and affricate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fact that these letters whether with initial Chuang or Shan are read as
fricative in Sino-Korean, it seem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are
fricative and affricate respectively in Middle Chinese.
According to Choi, Young Ae (2000:229), the letters with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in
Middle Chinese are read as follows statistically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itial Chuang 牀(船)

Initial Shan 禪(禪)

平(level tone)

仄(contour tone)

平(level tone)

仄(contour tone)

Beijing

tşh 50%, ş 50%

ş 100%

tşh 79%

ş 96%

Xi’an

ş 50%

ş 60%

tşh 63%

f 20%, ş 56%, s 20%

Suzhou

z 100%

z 100%

z 100%

z 100%

γ 83%

dʑ 33%, γ 37%

γ 46%, ɕ 20%

Shuangfeng γ 83%
Meixian

s 100%

γ 30%, ɕ 30%, ş 30%

s 72%

s 90%

Guangzhou

ʃ 83%

ʃ 30%

ʃ 84%

ʃ 90%

“
2016

Fuzhou

6

s 100%

24

28

”
)

(

s 100%

s 100%

s 93%

Unfortunately, the data based on are not including information of division-II syllables,
so this tabl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division-III syllables only, but we can see the tendency:
while initial Chuang is related with fricative, initial Shan is related with affricate. Of course
most of letters with both initial Chuang and Shan are read as fricative sound, but a closer look
at Beijing, Xi’an, and Shuangfeng, it would not be an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initial Chuang
tends to be read as fricative and initial Shan tends to be read as affricate.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形聲字),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letters with initial Shan is more related with dental stops and affricate as follows.
是: 題 堤 醍 (affricate)
暑: 都 (dental stop)/ 藷 箸 渚 者 (affricate)
殊: 朱 珠 誅 (affricate)
殖: 直 稙 (dental stop3)
蜀: 觸 燭 (affricate)
崇: 宗 倧 琮 悰 (affricate)
崱: 側 測 厠 (affricate)

From this phonetic relation of these letters, it might be deduced that initial Shan bear
throughout the traits of /t-/. Historically, in Chinese, dental stops have been changed to
affricate4, and fricative gradually, this relation could be the evidence initial Shan have been in
the step of affricate in Middle Chinese period. The change from stop to fricative is very natural
course in initials. It can be strong evidence that initial Shan have been affricate in Middle
Chinese period.
As a result, we can reconstruct initial Shan as affricate while initial Chuang as fricative.
It is more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considering Shao Rongfen (1982:101-108) said that Before
Yi Jing 義淨 of 7 CE, initial Shan had been used as transliteration features of /j/ or /jh/ which

3

Now these two letters are read as affricate, but in Middle Chinese, have been dental stop.

4

The recent researches find out that initial groups of Zhi(知系) and Zhao(照系) come from dental stop /t-/.

“
2016

6

24

28

(

”
)

is the voiced affricate initial in Sanskrit, but initial Chuang.

IV.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ha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that initial Shan has been affricate in Middle
Chinese, while initial Chuang has been fricative at that time. Ostensibly, these a pair of voiced
initials, intial Chuang and Shan have been placed in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position respectively
of the rhyme tables, much has followed this system. But we could find some interesting
evidences that initial Shan was read as affricate in Middle Chinese period and analyzed that.
Up to now we have looked at the historical data as the rhyme books, literature, and
references, from these, we can find out initial Shan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initial Chuang.
It was just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s that initial Shan seems to put together with initial Chuang
as some literature shown. Also, from the tendency of dialect, we can find initial Shan tends to
have affricate sound, while initial Chuang have fricative sound. Moreover, with the relation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nitial Shan is concerned with dental stops and affricate. As a
consequence, initial Shan was distinguished from initial Chuang, and reconstruct as affricate.
This is the opposite result from what the rhyme tables have shown. But from the above, it is
hard to escape the conclusions that initial Shan has been affr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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