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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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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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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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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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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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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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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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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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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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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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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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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