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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漢字和漢文概論
丁 克 順 教授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下屬研究生院漢喃系
【摘要】中越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十世紀初，漢字已於越南出現。以後，大
約從東漢開始，漢字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越南。在越南，上層社會把漢
語文字視為高貴的語言文字。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勝利后，漢字才逐漸退
出歷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由于具有悠久的歷史，漢字對越南傳統文
化帶來最大的貢獻，如今還有不少的價值。
本文先介紹漢字和漢文在越南的的特點，也是越南所保存關於漢字文獻，以及
本文獻的特點和價值。同時，也指出在越南現今的漢字的狀況。
【關鍵詞】越南，漢字，漢文，漢字文獻

一 . 在越南的文字歷史概括
歷史上，越南共出現過三種文書系統，包括：漢文（文言文）字喃文和
國語字文(越南羅馬字)。
1. 統治者的漢字
中國是中原文明（黃河之北，今屬洛陽）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伴隨著文字
的成熟，完整的國家體制所建立起的歷代強大王朝，皇權最極致的象徵，是做
工非常精緻銅鼎和銅鼐。與中國相應的越南，有燦爛的東山文化 1，獨立的國家
體制，即文朗和甌雒國。是一個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已取得了一定進步的國
家、有組織的社會，現今所留下的銅鼓、銅缸等等遺跡豐富多彩。
越南在這個時期也許沒有文字，或已經出現文字但尚未被發現。可以確
定的是，最晚從東山文化末期開始，通過文化交流，越南已經開始出現漢字。
現今，我們知道一些越南東山銅鼓上的漢文，其中代表性的是富川鼓銅上的漢
字銘刻 。此漢字被刻成一橫行，從上讀下，外形的位置與刻樣類似古螺鼓銅的
外形。這銘刻照著南越模式來刻印就是不太方整，又較潦草，不過除了首先兩
東山文化是在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一種古老的文化。這種文化以在青化省東山縣附近被發現的最早遺
蹟的地方命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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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以外，剩下均很易讀。總共有 17 字：“金甗一，重六鈞，五斤，八両，名
曰富，第未十一”2。

越南河内市富川銅鼓上的漢字銘文

漢字是由西漢未年開始傳人越南的，並且逐步擴大影響。特別是於趙佗3
的「南越國」時期，漢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約開始。在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大
約從東漢至 10 世紀前，也一直延用漢字為書寫系統。即使在 10 世紀越南獨立
後，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廣「儒學」與建立「科舉制度」，使得漢字的正
統地位，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越南。
自趙佗在南越建甌雒國，漢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約開始。直到西元初自士燮當任
交州太守，教越民詩書禮樂，漢字才成為越南人書寫的普遍工具。士燮是第一位在
交州開設學校，因此被稱為南方漢字教育鼻祖。今北寧省順城縣士燮廟（本屬交
州）仍有“南交學祖”匾額。從此，漢字和漢語成為交州的官方文字和語言。
在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大約從東漢(公元后)至 10 世紀前，也一直延用漢
字為書寫系統。此時，交州曾經有李進、李琴、張重等八位人士到中原學習。
之後，李進代賈琮任交州刺史。到唐代，交州已經有很多名士，參加考試並在
中國當官，如薑公輔仕至丞相4。
即使在 10 世紀越南獨立後，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廣「儒學」與建立
「科舉制度」，使得漢字的正統地位，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越南。到了越南

葉少飛-丁克順《越南新发现東山铜鼓自铭金甗释》《漢字研究》，第 14 辑，2016 年，頁 179-184.
趙佗（前 240 年代－前 137 年），嬴姓，趙氏，名佗。恆山郡真定縣（今中國河北省正定縣）人，秦
朝南海龍川令，南越國創建者，是南越國第一代王和皇帝，亦是古代中國歷史中壽命最長的皇帝，享年
百餘歲。前 203 年，趙佗建立南越國的年代，在位至前 137 年，號稱“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
4
陳义，《越南人十世纪前漢文作品的收集舆研究》，世界出版社，河内 2000 年，頁 89-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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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 11 世紀以後，一直在越南最后儒學考科于 1919 年，漢字成為越南政府以及民
間的主要文字，此時大量的漢字著作開始出現，最著名的就是黎朝 15 世紀編撰的
《大越史記全書》一套國史。漢字在越南也叫做「儒字」，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
字。同時，上層社會把漢語文字視為高貴的語言文字。朝廷的諭旨、公文、科舉考
試，以至經營貿易的賬單、貨單都用漢字書寫，小孩讀書也像當時中國一樣先從
「三字經」開始，接著讀「四書」、「五經」，學習寫作古漢語文章詩詞。因此，
當時越南的文學作品也是以漢文、漢詩的形式記錄留存。一般來說，漢字用於行
政、教育（科舉）、學術著述、和古典文學之創作。
值得注意是，這些以漢字寫成的文章基本上並不按照越南語的文法規則書
寫，也不採用越南語的辭彙，而是純粹的用古漢語的文法寫成。故此，這些漢
字著作是漢文著作，而與當時的越南語口語有很大差異 。
並且漢文（文言文）也是古代東亞諸國的共通文書系統，在中國、韓國、
日本也同樣被使用。然而，它完全由漢字組成，與越南本民族的越南語差異較
大，在書面上與越南人的口語上難以達到統一。
2. 本土字喃的出現
越南在借用漢字後，發覺漢字無法完整表達越南的日常用語，於是民間慢
慢發展出具越南特色的「字喃」，一種利用漢字的表義表音功能來記錄越語的
新文字產生出來。「字喃」是照越南的構詞順序來寫，若照中文順序則為「喃
字」。所謂的「喃字」是指南方（相對於中國）的文字的意思；因為缺乏標準
化，它也可以寫作「喃字」或「字喃」等。據推測，字喃大概是從 10 世紀越南
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後，才開始發展出來。早期的字喃主要作為漢字的輔助工
具，用在記錄地名、人名及地方特產等。從十三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喃字的
使用範圍越來越廣，特別是在文學創作方面，喃字的地位，有時還勝過漢字的
地位。在累積數百年使用的經驗後，在 13 世紀才有一些字喃的文學作品出現，
而於 16 至 18 世紀達到高潮。譬如阮攸的字喃著作《金雲翹傳》5等。越南上層
社會由於有很濃厚的「尊漢」思想，一直很排斥這種漢字。儘管此間的胡朝
（1400 年至 1407 年）或者是西山阮朝富春朝廷（1788 年至 1802 年）政權之統
治者曾經重視喃字，並且將其提升到國家文書用字的地位。字喃的使用者大致
為平民、落魄文人、僧侶、及少數具強烈民族意識的精英。

阮攸（1768 年－1820 年），字素如，號清軒，又號鴻山獵戶、南海釣徒。阮攸的名作有《 金雲翹
傳》、《昭魂文》、《帽坊青年托辭》、《活祭布坊少女文》等。其《金雲翹傳》奠定了他在越南文壇
泰斗的地位。
5

5

第二屆 漢字學國際冬令營 講稿

字喃的發展就如同中國壯族喃字和台灣「歌仔冊」裡頭台語漢字的發展是
一樣的，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漢字基礎上作調整。基本上，字喃的發展在早期是
以漢字借音為主，後期則模仿漢字的「形聲」造字原則來造字喃。譬如漢語裡
頭的「孩子」在越語裡講做/kon/；/kon/在早期的字喃（譬如在「黎朝」時期）
寫做「昆」（「漢越音」讀作/kon/），後來（「阮朝」時期）又寫做「昆
子」，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來構成。由於字喃沒有得到當
權的漢字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沒有經由完整規劃、而是隨個人所好而恣意創
造出來的，再加上漢字本身作為文字基礎的缺點，致使它呈現相當混亂的文字
使用現象。文字的使用並未達成相當的標準化。
概括來說，字喃主要用在紀錄民間口傳文學、創作純越語文學、翻譯佛
經、及替漢字作註解。
3. 羅馬字的興起
越南的書寫文字一直到 17 世紀，紀錄「音素」（phoneme）的羅馬字的出
現才有重大的轉折。雖然羅馬字在那時已出現，卻要等到 20 世紀才有力量完全
取代漢字的地位。羅馬字在越南的發展可以分做四個階段：第一，17 世紀初到
19 世紀中期的教會使用期；第二，19 世紀後半期的法國殖民者推廣使用期；第
三，20 世紀前半期的越南民族主義者推動使用期；和第四，1945 年以後的正統
地位時期。
鼓吹羅馬字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代表性團體首推「東京義塾」的成員、於
1907 年在「河內」設立「東京義塾」學校，用來傳授西方思想與科學新知等。
之後，「推廣羅馬字」逐漸成為越南民族主義者中的普遍主張與推動要點，並
興起一股興學、辦羅馬字報的風潮。羅馬字的地位在 1945 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
立後，才進一步提升為國家唯一正式書寫文字的地位。胡志明於 1945 年 9 月 2
日宣布越南獨立並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後，於本年 9 月 8 日又隨即公佈政
府全面推行羅馬字教育。現在的越南語使用拉丁字母書寫，叫做國語字。
儘管有喃字和國語字，但漢子在越南任然得到重視一直 1945 年八月革命之前。
这样，漢字是由中國西漢末期(公元前) 開始傳入越南的，並且逐步擴大影
響。漢字在越南已經被使用約 2000 年左右。但是，越南的漢字有兩個階段。北
屬時期，交州的漢字是一種外語，書寫與讀音都根據當時的漢語來使用。在獨
立自主的第二階段，漢字已經不是外語，因此越南人在使用的過程有所改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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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越南的漢字特點
1. 漢字的造字方式及其意義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字的形態與字的意義有很大的關聯，字的每一個組成部分
都與字意有密切的聯繫。在漢字詞彙資源中，主要是形聲字，即由表意部分和指音部
分組成。形聲字在越南漢字的影響很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詞彙，依靠形體表意，在書寫時可以解決同音的問題，這類字在漢語
中數量很大。另外，詞彙與語法相關，書寫與言說尚有一定距離。原因是漢字有相
當的保守性，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沒有和語音同步發展。表意文字存在的時間極為
悠久，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風格，詞彙、語音、語法的學習過程都有不同的風格。
越南的漢字由中國傳入，使用方式也基本與中國相同，但越南人也在一些
特殊的場合創造了新的字以便使用，主要是增加部首。
十六世紀，因莫氏家族的姓氏有草頭，在後世的政局變亂之中，莫氏改姓
莫為蔡、范、蕃、(艹了) Lều，但均保持了草頭(艹) 6 。也有家族使用其他的部
首，如黎氏用「玉」部首。十七、十八世紀執政的鄭氏，人名均採用「木」字
部首，太祖鄭根，之後是鄭松，鄭柏，鄭森。除了有木部的一 些漢字，其它都
加入木部，如鄭家世譜里面的胥，團，青，奎，所，款，魁等名字。

6

丁克順，《莫朝歷史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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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世譜

鄭家在 17-18 世紀是越南君主貴族，及其名字都加入木部是以為比平民鄭
族的區別。
漢字通常包括三個要素，即形、音、義，拆字詩不僅考慮字形，同時也兼
顧音義。將一個漢字拆成具有含義的兩個字，在語音方面，則根據語音知識進
行設置，最後使用漢字的表意和體現字義。
但人們更注重的是拆字詩的形態，並進而幫助人們學習漢字，使得繁複的
漢字筆劃變得簡單易學。拆字大大提升了人民學習記憶漢字的興趣。 因為拆字
的特點和功用，因而發展出了很多形式豐富的種類，這是特殊的語言文字藝
術。這是最基本的使用字形的拆字，運用漢字的各個部分。漢字正是運用多種
字形方式靈活創造的文字。拆字不只是純粹分析分解字的方式，同時也是充滿
智慧、超越地域的文學藝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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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避諱字，自陳朝 14 世纪開始避諱体例，正式頒布 8 個避諱字如李、
承、妙 ,柳、月、乾、英、南等。其中在碑刻上最常見的兩個避諱字，如“月”
和“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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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碑刻上的“月”字常寫少一衡，如陳明宗開泰四年（1327）立於文林縣向道
社大悲寺的《三寶田碑》中：“重興五年己丑

初九日”；或陳裕宗紹豐己丑

年(1349)，寧平省山水寺碑文有“月”字一筆雙出：“紹豐己丑秋九 ”7。
“南”字是由陳英宗皇帝於 1299 年頒布的避諱字。南字中間的部分常去
掉右邊一筆，左邊一筆向下，寫作“午”字，如陳藝宗紹慶三年（1372）范師
孟撰文的《崇嚴寺雲磊山大悲岩石壁銘文》:“其 邑長江”；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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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南”字缺筆書寫，還有其他

的避諱方式如南字改成丙字。比如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藏鐘銘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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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紹豐二年（1342）天龍寺常住三寶物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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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代碑刻上的避諱字的用法成為當代碑文本版的特征。這不僅是以本版
確定為標準而且是時代文化表現中之一。
2. 在越南的漢越音特點
與漢語接觸之前，越南人已有古越南語。古越南語與古岱泰語接觸，因此
被單音節化，與漢語的特徵、形態有所區別，逐漸向單音化發展。之後，古越
南語發展成為越芒語，後又與漢語接觸。西元初期，因與中國人直接接觸，漢
語成為一種外語，而在民間，越南人仍使用本地語言。因此，當時交州有雙語
現象，且一直延續到自主獨立時期（第 10 世紀）。
因與漢語長期接觸，所以越南語受漢語影響很多。因此，越南人借用很多
漢字，加入越南語系統，後來成為純越南語，如：bàn ghế（桌子椅子）, quần
áo（衣服）, buồn phiền（憂愁）, chợ búa（市集）….
西元初年，交州漢語的讀音是上古音，是先秦到魏晉末年的漢語語音。這
種讀音被越南語言學家稱為“前漢越 Tiền Hán Việt”音，“此時漢語是一種外

7
8

丁克顺《陈代漢文碑刻》,民族文化出版社，河内 2016，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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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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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所以前漢越音與上古漢語語音讀法差不多”。隋唐時期，漢語語音是中古
音，與上古音有些不同。
直到第十世紀，越南自主獨立，在越南的漢語已經不是外語，越南人把漢字讀成
當時越南語的語音機制，稱為漢越音，其反應晚唐（約八-九世紀）的讀音。
越南漢字音指的是漢字在越南的音讀。漢語和越南語的接觸從先秦就開
始，漢唐以來更為頻繁。語言研究者阮才謹認為：“漢語讀音源於中國唐朝漢
語語音系統，而具體的是第八、第九世紀中國交州唐朝的漢語語音 。越南獨立
的時候，那種唐朝式的語音在越語語音和語音規律影響下，逐漸脫離漢人的讀
音並成為越人和越人文化地區的獨有讀音系統”9。
總之，漢越音是越南人語言的一部分，形成與越南語和漢語之間的接觸有關。
這一大批漢語字，詞的讀音是多次借入越南語里的。在越南的漢越音根據
翻切方法來讀，如牝(Tan) 婢忍切，忍音；惠(Hue)胡桂切，協音惠等 。
漢越音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唐代長安音。漢越字是越南語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如今，越南引入了大量的漢語詞彙，字典裡的單詞有 70％以上為漢越詞，
並保留了很多漢字古音，特別是區分了疑母(ng)、喻母和零聲母。比如「魚」讀
ngư、「俞」讀 du、「於」讀 ư。當然部分聲母出現了變異，如：「西」讀
tây、「民」讀 dân。
越南漢字的韻尾出現了四種變異，卻沒有影響到它對漢字韻尾保留的完整
性。古漢語韻尾收 n, m, p, t 的漢字在越南文中依然收 n, m, p, t。 例如： 判
phán、 帆 phàm、 法 pháp、發 phát。
古漢語尾韻收 ng 的漢字在越南文中分化成 ng,nh 二韻尾，具體的分化規則
是韻母是「洪音」（a,o,ơ,u,ư）時，韻尾是 ng（如：空 không、光 quang、濃
nùng）；韻母是「細音」（讀/ɛ/时的 a、i、e）的时候，韻尾是 nh（京 kinh、生
sinh、成 thành）。
在原漢字文化圈國家中，日本、韓國跟越南在引入漢語詞彙的時候都不同
程度地保留了漢字的古漢語發音，但是只有越南文引入漢音的時候，連聲調都
一併保留。雖然越南文將古漢語的貳入聲調歸入了貳去聲調（銳聲與重聲）
中，卻還是完整重現「平上去入分陰陽」的八個聲調，因為入聲字帶有 p,t,c/ch
韻尾，非常容易同去聲字分別開來。

9

阮才謹, 《漢越音讀起源和形成過程》, 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 河內, 2004,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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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漢字詩歌作品的時候，與中國的白話讀音相比，越南漢越讀音更能保
存著唐詩的粘、律、韻。中國唐代張繼10的七言律詩《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 Nguyet lac o de suong man thien
江楓漁火對愁眠。 Giang phong ngu hoa doi sau mien
姑蘇城外寒山寺， Co To thanh ngoai Han San tu
夜半鐘聲到客船

Da ban chung thanh dao khach thuyen.

《楓橋夜泊》的漢語讀音是：平/平/仄/平。
因此這首詩的詩律是平/平/仄/平，所以這是壹首平律、平韻、正確黏、正
確律的詩歌。《楓橋夜泊》的白話讀音是 mǎn tiān/ qiu mian/ shān sì/ ke chuán。
實在，其語音模式跟漢越讀音法的不同，平仄聲調也沒有存在。反過來，越南
漢越音才能保存唐詩平韻：平/平/仄/平 Mãn thiên/ sầu miên/ sơn tự/khách thuyền.
詩歌格律的任務是營造出詩歌作品的和諧節奏，所以詩歌格律成為每部文學作品
的藝術信號。漢越讀音能保存中國唐詩的音調和節奏是壹個極為珍貴的價值。
然而，當漢字涉及到越語時它們的讀法已經被越南本地化以適合越南語語
音系統了。這種讀法大約在第十世紀完成，並穩定地使用到現在。這種讀音類
似國語，一字一字都可以和中文直接對應。雖然第一次聽到越南人說漢越字，
但只聼讀音你還是能猜猜是什麽意思。如：lãng phí （浪費）、lãng mạn （浪
漫）、 quy định （規定）、 bình an（平安）、 an khang （安康）、 đăng ký
（登記）、 phát minh（發明）、lao động （勞動）、 vệ sinh（衛生）、 tham
quan （參觀）、cán bộ（幹部）、 quảng cáo（廣告）、 tín dụng （信用）、 sự
cố （事故）、 văn hóa（文化）、 lịch sử（歷史）等…
知道如何正確地使用漢越字會幫當時越南人的表達法更加清晰，簡潔。漢
越字聼起來讓大家感覺比純越字較正式點兒。例如：「đàn bà」 和「phụ nữ」
意思都是「婦女」，但是用「phụ nữ」 感覺更有禮貌。
對越南當代的越語，漢字音還得到保留並具有巨大的作用。

10

張繼（715 年-779 年），字懿孫，襄州襄陽（今湖北襄陽）人，盛唐末詩人。天寶十二年（753
年）進士，曾任檢校祠部員外郎、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鹽鐵判官。在唐代詩人中，張繼是一位
相當出色的詩人。《楓橋夜泊》是他最著名的詩。
《唐詩三百首》蘅塘退士編，陳婉俊補注，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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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義与語法結構
越南人使用漢字的過程，漢字意思已經被改變。例如“崩遐” 這個詞所指的是皇
帝去世。阮麟《越南字與詞詞典》解釋：皇帝去世之處，阮如意主編《越南語大辭
典》解釋：皇帝、君王去世。而漢語詞彙裡面沒有“崩遐”這個詞。皇帝去世只有
“崩”和“升遐”等字彙，越南人把“崩”和“升遐”混合成“崩 遐”。
一些漢文成语也有改变如“一舉兩得”改成“一舉兩便”；“安分守己”
改成“安分守常”；“一 路 平 安”改成“上路平安”；“開天闢地”改成
“開天立地”；“口心如一”改成“口心不一”等。
越南人使用漢字創作詩歌時，一定會受到越南思維以及越南語言規則的影
響。 因此，越南人使用漢字時語法結構存在一定差異。為了適應越南語習慣而
反轉漢字位置，如漢文的“釋放”改成“放釋”，“告訴”成“訴告”，“熱
鬧”成“ 鬧熱”，“居民”成“民居”。。。
還有“春暮”成“暮春”（暮春即事）；“前年”成“年前”（年前屢
往）、特別是漢文的“東海”此詞成“海東”（直駕鯨鯢跨海東）等。
另外，為了符合越南語法而在句子裡面反轉漢字位置：越南碑文常刻“寫
文 碑”而中文常用是“書” 或“撰。文碑兩字也是漢字碑文的反轉位置（重要
在前，輔助在後）。或者西山代光中帝曰「使知南國英雄之有主」，即使人知
道英雄的南國有主人。胡志明于 1943 年曾經稿一首詩，其題「新出獄學登
山」。我們的研究所名稱﹕漢喃研究院，但這樣寫﹕院研究漢喃等 。
阮廌在《平吳大誥》雲“謀伐而心攻”，若把而字去掉，該句成為一句四
字成語“謀伐心攻”，其意思是“用謀略打和用人心打”。
中國的《詞源》、《辭海》裡面只有伐謀和攻心兩字，而沒有謀伐和心攻。
漢語的成語、詩文，常由雙音節組成。從語音的方面來看，第二音節中的
字比較重要，因此在顛倒順序時，“伐”與“攻”更加押韻，“謀伐而攻心”
比“伐謀而心攻”更為和諧共鳴。更重要的是，越南人讀起來更加順耳，因此
表達力更強。

三. 越南的漢文文獻
1. 在越南的漢文文獻特点
根據漢文的構築及其職能，越南漢文分成三個大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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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 10 到 15 世紀﹕包括吳丁前黎李陳等時代的漢文。此階段，漢字用來表達
官方語言。代表性的是李太祖的「遷都詔」，黎太祖的「大告平吳」等 。
第二從 15 到 19 世紀包括黎初，莫，黎鄭和西山和阮初等朝代。此階段，
尽管出現喃字並跟漢字一起得到使用，但漢字常是官方，得到使用在行政，教
育與著術。
黎朝建立後，太祖皇帝(1428 至 1433 年)進行重組學制，振興學風，正規化科
考，擴大在京都的國子監規模，恢復了在全國各洲、路、府的學堂11。其改革已成
為莫朝（1527 年至 1593 年）、黎鄭朝（1600 年至 1788 年）、阮朝初（1802 至
1885 年，法屬時期前）等以後朝代的標準，但各朝科舉都有自己獨創的特點。由
于儒學教育和科舉得到重視而且中國唐宋時代學風的文言對越南著術有深刻的影
響。下次句話深刻地反映這意思「學非孔孟均邪說，語近韓歐始國文」。
第三從 19 世紀後至 20 世紀頭漢字的職能和語法構築完全沒有獨尊的地位
了並直到 1919 年(最後儒學考試)漢字正式結束。中國進入革新階段，代表性是
梁啟超12的新文體。越南也處于亞歐的階段，漢字也有此新學和歐州的影響。
經過長時間以漢字與喃字為載體，越南前輩們遺留下來漢喃文獻和文化的
遺產，包括大量的漢喃書籍、碑記、鐘銘、鄉約、家譜等，而其中最多的且最
重要的部份，現在都存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

2. 漢喃研究院的漢文藏書
漢喃研究院是一所位於越南河內，為境內研究漢字與喃字而設立的重要研
究中心、歷史檔案管理機構與參考圖書館。漢喃研究院藏有的手稿之歷史是從
14 世紀至 1945 年的。其中古籍二萬多件，絕大多數由喃字（包括京、儂、瑤等
族的喃字）和繁體漢字寫就。此外有五萬件石碑、銅鐘、磬、木牌等銘文拓
片，一萬五千件木刻版，歷史可追溯到 4 世紀至 20 世紀。約有 50%的收藏是越
南本國的文學和歷史作品，剩下的則與地理、儒學，佛教、碑文等學科有關。
最早的漢文作品就是有關國家運命的卓越文章，如前黎朝 10 世紀的法順禪師
从大保三年（1442）壬戌科，正式称为进士科。从光顺三年（1462），定 3 年一试例，头年乡
试，后年会试.乡试中者,稱为乡贡,會试中者可入廷试按陳朝時的三甲区别高下,但增加了及第和出
身的称謂最高的前 3 名称为“三魁”。一等者称为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
第三名为探花。二等者称为第二甲进士出身（相应于黄甲，不分名次）。最后是三等者，称为第
三甲同进士出身。
12
梁启超（1873 年 2 月 23 日－1929 年 1 月 19 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祖
籍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广东省新会县人，人稱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
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青年时期曾與老师康有為合作进行戊戌變法，事敗
後出逃，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对袁世凯
称帝、張勳復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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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王國祚之問》:《國祚如藤絡，南天裏太平。無為居殿閣，處處息刀
兵》；李朝代 11 世紀李太祖的《遷都詔》13等 。
為深入了解這批漢喃古籍文獻的內容，越南漢喃研究院與法國遠東院始於
1984 年合作編印《越南漢喃遺產目錄》三大冊，於 1993 年以越、法兩種文字印
行。為促使這批越南所存藏的珍貴漢喃古籍文獻，能普為漢文界及亞太研究學者使
用，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大陸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越南漢
喃研究院等單位，自 2000 年起合作將《越南漢喃遺產目錄》進行漢譯，並按四部
分類法重編成《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上、下二冊，並由中研院文哲所於 2002
年印行出版。本目錄依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傳統，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每一
大類下依其實際藏書，再分中類及小目，全部 5,023 筆記錄。
後來，漢喃研究院繼續編印的《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第四冊補遺，收錄神
敕、神蹟、俗例、地簿、古紙、社誌等六類地方文獻，編排為 2280 筆目錄，又於
2002 年底出版越文版。該書亦由陳義教授擔任主編。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越南
漢喃研究院自 2003 年起再次進行合作，將《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第四冊補遺譯成
漢文，並由劉春銀主任和陳義教授擔任雙方主編，並如期完成漢文編印工作14。
有關漢喃文刻拓本也已得到於 2005 年編輯並出版。这本《漢喃文刻拓本總集》
是越南漢喃研究院和法國實践研究院以及博古遠東院合作范圍内的一个項目。其中最
早的碑文拓本是有關交州刺史陶黃 4 世紀的碑文，次隨仁壽元年即 601 年的《舍利塔
碑》15等。此兩快碑文都被發現于北處故交州蒞所，即今越南北寧省。
漢文文獻的一部分也得到合作研究並出版如《越南漢文小說叢刊》(5 冊合
售)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於 1992。於 2010 年，漢喃研究院與上海復旦大
學文史研究院歷時三年合作編著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由復旦大學出版
社出版。本書涵蓋了有關 14 世紀初期至 19 世紀晚期越南陳朝、後黎朝、西山
朝與阮朝派遣使臣出訪中國的記錄。其間諸多使者遊歷中國各地、吟詩作畫，
更與來自朝鮮和琉球的使者溝通。這些被視作當時東亞各國文化交流的印記與
證明，亦為漢字文化圈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遷都詔:昔商家至盤庚五遷，周室迨成王三徙。豈三代之數君徇于己私，妄自遷徙。以其圖大宅中，
為億萬世子孫之計，上謹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輒改。故國祚延長，風俗富阜。而丁黎二家，
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跡，常安厥邑于茲，致世代弗長，算數短促，百姓耗損，萬物失
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況高王故都大羅城，宅天地區域之中，得龍蟠虎踞之勢。正南北東西
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廣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塏。民居蔑昏墊之困，萬物極繁阜之丰。遍
覽越邦，斯為勝地。誠四方輻輳之要會，為萬世帝王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如
何？
14
可以上网﹕网站 www.hannom.org.vn
15
丁克順 《10 世紀前越南漢文碑銘：新發現，版本，意義和價值》，中正漢學研究 ISSN: 23060360, 6/2017, 頁 77-9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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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內，漢喃研究院的任務是對越南民族漢喃資料遺產進行搜尋、保藏、
復制、翻譯、研究開發、出版公布等工作，同時注重培訓漢喃研究人員。近幾
年來，漢喃研究院已向學界公布，介紹大量有關漢喃專門研究的文章與書刊。
舉其刊物者，除院里研究員自行與國內外其他單位合作出版外，本院出版的。
特別是在文學和歷史領域，漢喃研究者研究文學者和史家共同收集介紹大
部分重要的文學和史學作品。如《越南文學總集》包括越南歷史上所有的優秀
作品和作家;大越史記全書，大越史記前編，大越史記續編，大越通史，大南實
錄，大南會典等。
我們的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漢喃版本和翻譯成國語，同時通過漢喃資料進行
研究當地,當時的具體歷史人物,事件以及文化等方面 。

四. 漢字所用的現狀
目前在大眾傳媒中，越南語(其中大部分越南語詞匯都是被称为「漢越詞」
的越南语漢源詞匯，其后為該詞對應的漢字)被滥用得很厲害。这种深根固蒂的
陋習很難改，如：「要点（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漢越詞的漢字与中文詞匯相
同，但意意却有差异）」被误作 点要「（弱点）、「究竟）」被誤作（救
助），甚至有一些文人也會把「欠雅」这个詞寫成「莊雅」。成千上萬的人文
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却只有浅薄的詞匯知识，甚至不知晓与學校相关的最基础
的詞匯，如：學風、門風、同窗、同門等。
如果學生可以養成學習漢字及使用漢越与越文詞典的良好習惯，上述的現 象
是肯定不會存在的。如果說 60 年前胡志明主席提倡维护越南語纯粹性是因為 担心
漢越詞的泛滥使用，如：把「sanbay」（飞机场）說成「phitruong（飛場）」、把
「nui lua」（火山）说成「hoa diem son（火焰山）」、把「ta nga」（潜水艇）说成
「tiem thuy dinh（ 潛水艇）」，可是，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人们甚至連「diem
（艷）」字意味着「明亮、如火焰般耀眼」、「tiem thuy（潛水）」 是「在水面下
的活動 」的意思都不知道。如今人們還喜歡再用古老的漢越音如侵食(xamthuc)如
「海邊被侵食」這句子等，盡管現代越語已有另外純越的越詞。
在京都昇龍里面本有地名「龍墀」，皇帝設朝的地點，但已把龍墀寫成
「龍池」，由于有 longtri 同音。雒(Lac)越古越國的名稱被寫成樂(Lac)越，或徵
王的京都稱峰(phong)州被寫成風(phong)州;地輿(du)志寫成地余(du)志，聖躬
(cung)萬歲成聖窮(cung)萬歲等。由于不知道漢字，因此已把同音異義的漢越詞
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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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現時的状况下，最近我們積極地鼓勵有關學漢字的題案。首
先為了維持越南語的純粹性的办法就是學習漢字。并且讓人们的精神素養通過
漢字所承載的傳統文化得以塑造。
實際上在越南，如果我们能彻底落實教學漢字的方針，可能會引起来自各
方面的反應。但是，只要我们還講越南語，只要我们還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認
同，只要還珍視自己民族的文化本色并而勇于向其他東亚國家一样走向成功的
道路，那么，我们就還需要漢字教育。
越南目前尚有不少懂漢字的人士，他们大多来自各所大學的語言學科與歷史
學科。我们可以首先在所有大學的語文和歷史學科内加入漢字课程。在累积了一些
教學經驗之后，可以在初中進行漢字教育，逐漸的擴展到高級中學的社會科學專
業。最后，我们可以考慮對所有專業的學生提供漢字教育。僅需教授學生们約
1000 个漢字，約他们了解基本的詞匯，知晓如何查字典，如何自學。待各方面条
件更加完善之后，可以與日本、韓國一樣，教授 2000 个左右的漢字。
如果我们堅定并持續的將漢字納入教學課程，我们的越南語将變得更加丰
富，更加純粹，人们的語言使用錯誤也會大大降低。新一代的越南人将是現代
的、有力的，兼有深厚的國學素養，懂得如何理解東方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知
晓如何在生活中學習東方傳統并保存民族文化認同。
另外，漢字不僅是漢字而且是漢字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遺產不可不再現
漢字。譬如雄王廟的「高山京行」這大字決不可用越字來代替，或在太平省陳
朝發跡處的陳帝廟剛才得到再造不可不再用陳代名將陳光啟「太平須致力，萬
古此江山」此詩句。實際上，有關文化遺產里面的漢字仍然得到重視並慢慢恢
復。漢字書法也這樣。
越南書法有著悠久的歷史，近代以前越南書法只書寫漢字和喃字，然而，
現代的越南書法也常常書寫建立在拉丁字母基礎上的國語字，并在越南很受歡
迎。過去，越南的書寫系統由漢字和喃字組成，往往只有知識分子和社會上層
人士才掌握它們，但建立在這兩種文字上的越南書法仍在越南人的生活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在某些節日和慶典中（如：陰曆新年），人們會在村子里請教書
先生或文人為他們寫對聯、春貼等。不識漢字的人也通常會邀請文人為他們寫
祈禱文，并在寺廟里將他們燒去以求實現愿望。這些專門為人寫漢字書法的人
稱為圖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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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中越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十世紀初，漢字已於越南出現。以後，大約從
東漢開始，漢字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越南。在越南，上層社會把漢語文
字視為高貴的語言文字。十二世紀，公元一一七四年起，漢字成為越南國家的
正式文字。到了公元十三世紀，出現了越南文字叫喃字。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
革命勝利后，漢字和喃字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這樣，
在越南，漢字與喃字具有悠久的歷史，以及留下非常豐富的漢喃文獻。如今在
語言方面及其傳統文化遺產領域，漢字和漢字文化還有不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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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字的特質
和其調查研究的方法

笹原宏之
早稻田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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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漢字の特質とその調査研究の方法
笹原宏之
早稲田大学

１

日本の文字の特質

文字種に対する意識
真名・仮名 漢字を尊重、自国製の文字を卑下
「日本人だから漢字を書けるようにする」
「日本人なのに漢字が書けなくて恥ずかしい」
漢字
ひらがな
カタカナ
ローマ字

正式
柔らかい
かっこいい
西洋

堅苦しい
幼い
ダサい
外国

表語
「一年前は、コウテンでした。」 聴覚で意味を誤解 音節の種類の少なさ
「食間」
視覚で意味を誤解 凝縮力の裏返し 複音節語
「風車」
音・訓でスケールが変化

字体
二人の人
檜 桧
館
鬱
椀 碗
躾
樫 橿
椛 樺
広 廣
女

女

字源の再解釈 字形に意味づけ・見立て
字体に価値を付与 多様化・個別化 佚存 文芸・書道・デザイン・旅
字体感：視覚的印象の重視
構成要素の重視 多様化を厭わない
日本製漢字 会意文字 発音よりも意味を重視
形声文字よりも会意文字を好む
日本製異体字 花や雪を好む
广
字体にバランスを重視 体系性・実用性よりも
字形差に過敏・神経質

繊細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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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義
倭
切

和

字義の重視
読みの軽視

表記
漱石 浪漫的 ： 清代 羅蔓蒂克 蘿曼蒂克 情緒的・感覚的
鮨
寿司
すし
表記感・ニュアンスの経済
簞笥 たんす タンス
出雲 いずも
政治 艦名
笹原宏之 笹原ひろゆき ささはらひろゆき ササハラヒロユキ
ター 投票される人気が集まるのは

意識
四 九 八 七
信仰
画数占い 命名
令和
伝統と革新 意味づけ

漢字圏における漢語の語彙の一致と不一致
量詞 名詞
中国北京
本
書
中国福建・韓国・越南
巻
冊
日本
冊
本
＊周圏分布
則天文字の「圀」も同様だった。

漢字圏における字種・字義の創設・転化
注意 豆腐
椿 鮎 娘
科学 哲学
漢語方言
幽玄
便紙

手紙
食口

八方美人
離合

譲歩

共通
日本製字義
日本製漢語
放課
校区・学区

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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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風流

語構成
体操 墓参 書見台 盲導犬 券売機 OV
肉食
罪悚（チェソン）ハムニダ
完全所重男子
る？
越南 車電（xe diệ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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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えび」表記の表記

ppt 参照
多様性の中身、位置づけは？
日本以外は、変化・変異があまり発生しなかっ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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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表記の動態記述
エビに対する「鰕」「海老」「蛯」の
時代差、地域差、集団差、意味差
笹原宏之
（早稲田大学）

「えび」を例に
体系と個別
エビという生物の漢字の表記
• その日本社会での変化・変異の実態は？
• 時間/空間/社会/場面等で変異（レジスター）
が生じる理由は？
• 変化・変異＋意味ニュアンスの差から見えて
くるもの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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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専門・国際・学際・臨床
ベース

漢字学・文字学・言語学（文字論）
中国語学・日本語学…
拡張による応用 歴史言語学・文献学
言語地理学・方言学
社会言語学
言語心理学…

① エビを表す漢字の歴史
漢字の研究 字源・形音義の探究の他には？
→
構造・機能 形声
なぜこの形なのか
『説文解字』 岩崎氏蔵宋刊本 「四部叢刊」

言語の研究 語源の探究の他には？ 素材
なぜ「えび」と呼ぶのか：葡萄（ギリシャ語βότρυς）の意から

＊文字による語の表記については？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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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鰕」が日本へ
中国

＞＞＞ 奈良時代

←
←
『爾雅』 瞿氏蔵宋本 四部叢刊

『出雲国風土記』
細川家本20オ 『出雲国風土記諸本集』 勉誠社 1984

日本人の発想による漢字の工夫
うみのおきな

＞＞＞ 海老
文字読みか
→

→
＊意味付け

『能宣集』 「宮内庁書陵部蔵御所本三十六人集」
415 新典社 1970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蔵 平城京出土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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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の実感に合わせた一字化の改良
→
おきな

長い虫

虫の耆

蛯と日
動用字化
「日」の脱落へ→

再解釈・
再構成へ
『類聚名義抄』

『庭訓往来』

→

『庭訓往来註』

観智院本僧下18ウ

謙堂文庫蔵伝経覚筆本

東京学芸大学リポジトリ

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
八木書店 1976

往来物大系 大空社
1992

http://ir.u-gakugei.ac.jp/images/
EP20001252/kmview.html

『庭訓往来』の歴史
ｒ
石川松太郎「庭訓往来古写本についての調査 －分布の状況を中心に－」『日本女子大学 人
間社会学部 紀要』2 1992年
中層武家の手で14世紀の後半に作られた 14世紀の中葉 京都またはその近郊で作成されたも
のと推測される
極めて普及度が高かった往来物
武家や庶民 新興の都市
1386年 出雲 1451年 越前 1463年 備前 1473年以前津軽？奈良？経覚 筆写本
中世 東海地方 安土桃山時代 相模国
1524年 越中 1573年以前 福井 1599年 朝鮮 慶長頃 東北から北海道
近世初期 上総国 真名文註本 海老羮 1616年 常陸国
1691年 南部 日向
家庭や寺子屋 明治初年まで
室町時代より、玄慧が後醍醐天皇に、との説が広まっていた
石川松太郎「庭訓往来近世刊本の普及課程 －刊行ならびに売捌状況の調査を中心に－」『日
本女子大学 人間社会学部 紀要」』3 1993年
中層以上の武家が、同層の子弟を対象に撰作した往来と目され
1606年 京都
1619年 江戸 天明以降、京阪より増加 三都以外、弘前から鹿児島まで刊行 仙台、名古屋が
多い 中国地方はない p16 近世刊本の版元ならびに売捌書肆の分布図 ＊姓・地名・文書で
の「蛯」の使用地域とよく重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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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ビの漢字表記の概史
日本：受容・応用
上代 虫西 海老
中古 虫長 魚見
中世 螧 鰭 蜆
近世 蛯* 螧 鮱
近代 蛯 鮱* 鰭*
現代 蛯 鮱* 鰭*

鰕 鰝
海老 鰕 蝦
海老 鰕 蝦
鰭 蜆 海老
蜆* 海老 鰕
蜆* 海老 鰕*

鰝
鰝
鰕
蝦
蝦

中国：供給源
← 魵 鰕 蝦 鰝
虫分 魵
あ
あ
蝦 魵
あ
あ
鰝* 魵*
虾
あ
鰝* 魵*
虾

「＊」は主に固有名詞での使用
「虫西」は「小学篇」、「蜆」は中国由来、「鰭」は既存字への吸収、
「虫」「魚」部首交換、他の字との衝突も発生

世界でも稀な表記の多様性
往来物の編纂は中心地とは限らない → 寺子屋な
どで教科書として使用
史的文献の調査方法
原資料での使用状況の確認
直接の探索と読解、関連先行研究、辞書、索引類、
佚文集の検討
WEBの検索を経て、コーパスを利用して脱漏を検証
＊開いた集合・複雑系・カオ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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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エビの漢字の地域差
通時態・共時態
ことば：文 字
• 歴史：時代差：古 語：古字・旧字など：変化
• 地理：地域差：方 言：
：変異
？
↑
文字にも何かある
方言漢字（字種・字体・音訓義など 地域文字）

東日本で現れて広まった「蛯」
• 江戸時代

現在

越後国

青森県
→

蛯江村

蛯沢小

『元禄郷帳』越後国
内閣文庫所蔵史籍叢刊

まである

←

汲古書院 1984

校長の話 姓に蝦は少ない、年配の店には蛯も
2019年閉校 東北小に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の方法も

『料理独稽古』など料理本でも
西は名古屋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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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では普通名詞まで「蛯」
市場・すし屋・スーパー
→
←
→
＊札幌の店頭で「虫に老いるだよ」（60代女性）
2014 漢字政策・法令の影響なし

「蛯」の漢和辞典への採録
• 辞書は現実への入り口
→
現実を遅れて反映
現象を矮小化して見せてしまう
辞書になくても使用されるケース
編者が漢字として認めたという現実
上田萬年ほか編『大字典』 1917 啓成社 p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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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での使用
姓
蛯子
蛯名
蛯沢
蛯谷
蛯原

全国
372
1821
458
205
1302

上位都道府県
北海道
233
青森
1096
青森
242
富山
72
宮崎
425

＊数値は件数
青森
34
北海道 325
北海道
83
北海道
38
茨城
309

「写録宝夢巣」(2000)
＊津軽藩 蛯屋
＊北海道 白老 咾別 蝦夷（えみし→えぞ） ／ 蛭子 虻川
＊青森市出身学生：知人に蝦名1人：蛯名4人

「蛯」の名字・地名での使用分布
赤色・・・地名に使用
ピンク・・姓・地名に多用
空色・・・姓に多用
＊店名も同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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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蛯」の社会集団による差
切り口 ことば
文 字
• 時代差：歴史： 古 語
：古字など ：変化
• 地域差：地理：地域言語(方言)：地域文字 ：変異
• 集団差：集団：社会方言
：集団文字 ：変異
＊「位相」には場面差も含みうる。

「蛯」読み正答率調査 2006年4-6月
日本人学生
エビと読める

読める 読めない 合計

計

姓で覚えた その他で覚えた
男 6 33.3%
6 33.3%
女 3 23.1%
4 30.8%
9 29.0%
10 32.3%

早大社学
文学部
社学
文学部
大妻短大
計

男 66 29.9%
男 42 23.9%
女 24 31.2%
女 32 17.7%
女 61 52.1%
225 29.1%

北大

立命大

男
女
花園大
男
女
帝塚山学院 女
京都女子大 女
京都学園大 男
女
計

8
9
5
7
2
43
4
1
79

32.0%
34.6%
12.2%
20.6%
18.2%
39.1%
14.8%
28.7%

36
28
8
28
26
126

直感・連想
1
5.6%
3 23.1%
4 12.9%

無記入 計
0
13 72.2%
1
11 84.6%
1
24 77.4%

16.3%
15.9%
10.4%
15.5%
22.2%
16.3%

26
43
18
55
14
156

11.8%
24.4%
23.4%
30.4%
12.0%
20.2%

0
1
0
4
1
6

128
114
50
119
102
513

57.9%
64.8%
64.9%
65.7%
87.2%
66.5%

1 4.0%
2 7.7%
5 12.2%
5 14.7%
0
13 11.8%
0
0
26 9.5%

4
4
4
5
1
11
3
0
32

16.0%
15.4%
9.8%
14.7%
9.1%
10.0%
11.1%

0
0
2
1
0
9
7
0
19

13
15
16
18
3
76
14
1
156

52.0%
57.7%
39.0%
52.9%
27.3%
69.1%
51.9%

11.6%

大学間（逆）格差＋東高西低

33

あ
5 27.8%
2 15.4%
7 22.6%

18
13
31

93
62
27
62
15
259

42.1%
35.2%
35.1%
34.3%
12.8%
33.5%

221
176
77
181
117
772

12
11
25
16
8
34
13
0
56.7% 119

48.0%
42.3%
61.0%
47.1%
72.7%
30.9%
48.1%

25
26
41
34
11
110
27
1
27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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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蛯」の読み高正答率の主な層
・雑誌『CanCam』読者など若年女性層
モデル「蛯原友里」でこの字を理解字に
・競馬を趣味とする男性層
騎 手「蛯名正義」でこの字を理解字に
＊現代のマスメディアは漢字の教科書の役割
＊社会集団により漢字の理解度（理解字）に差
が発生
cf. 元SMAPの草彅 剛 彅は秋田の方言漢字

その後の主な展開
創作漢字 店名にも 海兜 虫海…
宮崎大153名(2015) 男子68.8%/女子56.2% ブーム沈静化も地元姓で認知
聖心女子大51名(2019) 56.9％ エビちゃんで知ったという人は1人だけ
実践女子大48名(2019) 31.3% エビちゃんで知ったという人は1人だけ
早大男子105名・女子122名（2019） 70.5% 65.6% 常識・教養化
蛯原友里は「昔よくテレビに出ていた」 男子 2019年男子
日本テレビのアナウンサーの蛯原哲で知った 2019年（以前から） 男子

ユーチュ－バーの蛯名健一で知った 2018年 男子
アニメ「干物妹！うまるちゃん」の秋田県出身のキャラクター蛯名奈々で知った
2019年 中国人女子留学生
アニメーターの蛯名秀和を中国で自然に覚えてlao3と読み、日本に来てからエ
ビナと知った 2019年 中国人男子留学生院生
JIS漢字第3,4水準に「魵」「螧」を採用(JIS X0213 2000) → ケータイで
tweet ＊個別化・蛸壺化(研究は先鋭・精密化)
笹原調査→『三省堂国語辞典』第7版(2014) 、『新明解国語辞典』第8版(2020)(『漢辞海』第4版
まで特記を加え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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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ニュアンスによる差
中国漢字を別名保存で多表記化してニュア
ンスを細分
海老蔵→鰕蔵 ザコエビ 林羅山『多識編』『歌舞妓年代記』
海老は大型で歩くlobster、蝦は小型のshrimp など俗解が広まりつつ
ある 蛯は食べられない、髭がある
同訓異字・同語異表記が多い→熟字訓・「当て字」も生産的→
少数例→直感→ウィキペディア→テレビ番組・新聞→学生レポート
北海道 蛯天・甘蛯 用途・用法が広い
老の「ヒ」の下部が腰が曲がっている感じ
文字感（心理的条件）→経済効果
← 「広重魚尽」 伊勢海老・芝浦の鰕

海外（日本国外）では？

＊中国2008.9で発表、ベトナム2011.3で講義、韓国で2020.2に講義

•
•

•

대하 daeha 大蝦(大正蝦) mi(o)guri
韓国語 새우 saeu □
中国語 鰕 → 蝦 → 虫下 いつから？ → 簡体字
蛯 敦煌資料に虫差として 字体の衝突
蛯原・蛯名・蝦原 xia1・lao3 モデル・声優
台湾語 he 蝦 ｅｂｉ □
壮語（大蝦）gungq 魚共 虫共 虫段共 虫弓
(小蝦)nyauh 鮹 虫夭 蟯 蛲 堯虾 尧虾 𧍔 魚堯 魚尧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古壮字字典』 ，David Holm『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 : a vernacular writing system from southern China / by David Holm』（2013）

•

越南語（ベトナム・中国京族） to^m 虫心 魚心 『字学解義歌』
字典・論文類に『金雲翹』ほか示されつつある
te/p（小蝦） 魚妾 魚接 魚口×耳 虫匝 氵妾 氵夾
・ タイー語・ザオ語ほか（中国・越南の少数民族語 辞典等も刊行）
→ これらの字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は辞書から伺えるが、いつから？ なぜ？ 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た？
地域分布は？ 使用層は？ 使い分けは？ 動態記述を欠いていては歴史の真相が未解明のま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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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わりに
• 日本：多様な文字・多層的文字社会から成る。
• 文字：心を持つ人・社会と深い関わりを有する。
• 社会：文字からでも字誌や表記誌を記述すれ
ば、伝承、創作や改造の実相が捉えられる。
• 漢字：字源・音訓を丸暗記すべき静的対象？
• 考察対象は身近なところにもあり、真実を見
出す眼・姿勢を持とう。
• 多角的に分析し、複雑な現象と概念を記述す
る共通の用語と方法を構築していこう。

主要文献
笹原宏之『日本の漢字』 岩波書店 2006.1
笹原宏之『国字の位相と展開』 三省堂 2007.3
笹原宏之「日本製漢字「蛯」の出現とその背景」
『訓点語と訓点資料』118 pp14-29 2007.3
笹原宏之「「蛯」の使用分布の地域差とその背景」
『国語文字史の研究』(和泉書院)10 pp245-266 2007.12
笹原宏之『日本人と漢字』 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2015.11
笹原宏之『謎の漢字』 中公新書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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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別個に
中国
韓国
日本
台湾
越南

漢字の創作

（嶺）
岾
峠
山卡（ka3）
山召

４
４．１
「菊」
「肉」

４．２

漢字の交流

「肉」「菊」
キク
ニク

「宍」

しし

「たら」

中国・韓国

「大口」

合字も

中国・ベトナムへ

４．３

「腺」

中国・韓国・ベトナムへ

４．４

「椋」

韓国から日本へ

４．４

「とうげ」

「糸巴」

ベトナムから日本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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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日本の漢字

多様性

個別性

おわりに

選択肢が豊富

曖昧さがあり混乱も

全容が不

明
発音より意味を重視 字形に意味を与える 細分化されたニュアンスを重視
情感重視
ハイコンテクストで表現性が高い 文学・芸術だけでなく政治・経済面にも影響
調査方法 過去から現代までの膨大な文献 電子化が進行中
WEB・通信・アンケートによる実態・意識調査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

再見

安寧

暫別

又会いましょう

主要参考文献
何 華珍『俗字在域外的伝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笹原宏之『国字の位相と展開』 三省堂 2007
笹原宏之 彭曦訳『漢字的現在』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笹原宏之 丁曼訳『日本的漢字』 新星出版社 2019
笹 原 宏 之 李 健 相 ・ 仁 川 大 日 本 漢 字 文 化 研 究 会 訳 『 훈독을 통해 본 일본의
한자문화와 동아시아의 한자문화』（訓読みの歴史） 人文社 2012
笹原宏之 李健相・仁川大日本漢字文化研究会訳 『우리가 몰랐던 한자의 역사』
（漢字の歴史）仁川大学校出版部 2016
笹原宏之 李健相・仁川大日本漢字文化研究会訳『한자로 보는 일본』（漢字で見
る日本）図書出版 모시는사람들 2018
孫 建軍『近代日本語の起源 幕末明治初期につくられた新漢語』 早稲田大学出
版部 2015
潘
鈞『日本漢字的確立及其歴史演変』 商務印書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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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形體與字義

單周堯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
前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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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形體與字義
單周堯

（一）漢字解碼
（１）香港的「香」為甚麼从日？
我來自香港。相信在座各位很多都去過香港，或至少聽過香港這地方。香港的「香」，
為什麼从「日」？這一問題，相信許多香港人都不懂得怎樣回答。其實，「香」字並不
从「日」
，
《說文解字》：
「

1

（香）
，芳也。从黍从甘。」 由此可見，
「香」小篆作

黍从甘，以會禾黍甘香之意。「甘」小篆作
「日」字形相近，因此

字下半之

省為「禾」
，於字義影響不大，但

，从口含

，

，从

是口所含甘美之物。

與

譌為「日」，而上半之「黍」則省為「禾」。「黍」
譌為「日」
，則使「香」字無法再會禾黍甘香之意。

「旨」字下半之「日」，亦本為「甘」字。《說文解字》：「

（旨），美也。从甘，

2

匕聲。」 「旨」之本義為味美，故从「甘」。《論語‧陽貨》：「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3

甘，聞樂不樂。」 那是說君子居喪，食美味的東西也不會覺得甘美，聽音樂也不快樂。
4

此外，
《詩經‧小雅‧鹿鳴》
：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旨酒」就是美味的酒。
從前香港人辦婚事，男家大門兩側多會貼上這樣一副對聯：「幸有香車迎淑女，媿無旨
酒宴嘉賓。」下聯即取意《詩經》。
「旨」之本義為美味，引申而有美好義，不必專指飲食之美，如《尚書‧說命中》：
「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5王指殷高宗武丁，他聽了傅說的告誡，說：
「說得
真好啊！傅說。你的這番話真令人信服。」故孔傳解釋說：「旨，美也。美其所言，皆
可服行。」
綜上所述，可知「香」
、
「旨」等字下半之「日」
，皆「甘」之小篆 譌變而成。
1
2
3
4
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7270 下。
同上注，頁 5096。
何晏等注，邢昺疏：
《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頁 157 下-158 上。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517 上。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1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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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順帶一提，
「主旨」
、
「要旨」之「旨」
，本字是「恉」
。
《說文解字》
：
「恉，意也。
从心，旨聲。」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
「今字或作旨，或作指，皆非本字也。」7不過，
先秦兩漢古籍用「恉」此一本字的卻不多，似僅見於許慎《說文解字‧敘》
：
「怪舊埶而
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8清代乾隆、嘉慶之世，
《說文》之學大
盛，在《說文》學的著作中，
「恉」字觸目皆是。而在近代國學大師筆下，
「恉」字出現
得也比較多，如王闓運《六書討原‧序》
：
「余自弱冠，始比學僮，諷誦九千，察其恉誼，
乃知承學之士，未達六書。」9「恉誼」即意義。又如章炳麟《文學說例》：「亦有義訓
相近而恉趣絕異者……」10「恉趣」即旨趣。

（２）厭足與厭棄
正如上文指出，
「香」
、
「旨」等字下半之「日」
，皆為「甘」字小篆 譌變而成。由
於

、日形近易混，為了易於區別，故把

之楷書寫作「甘」。

「香」
、
「旨」等字中之 （甘）譌為「日」
，也有 譌為「曰」的，如《說文解字》
11

云：
「 （猒）
，飽也。从甘从肰。」 徐鍇（920－974）
《說文繫傳》
：
「肰音然，犬肉也。」
12

从甘从肰，以會飽足之意。 楷書作「猒」
， 譌為「曰」
，甘義遂晦。
「猒」音「饜」，
13

本義為飽、飽足。馬王堆漢墓帛書乙本《老子‧德經》：「猒食而齎財有餘」 ，蓋謂人
君飲食飽足，而搜刮財貨過多也。
《尚書‧洛誥》
：
「萬年猒于乃德」
，陸德明（約 550－630）釋文引馬融（79 年－166
14

年）曰：
「猒，飫也」 ，猒飫就是飽足。上引〈洛誥〉的話，是周公對周成王說的，
「萬
年猒于乃德」
，即萬年飽足於汝德。飽足引申而有滿足義，如《荀子‧富國》云：
「割國
15

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 意謂割讓國地尺寸之地去賄賂他們，但割讓後他
們的欲望卻還沒有滿足。

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282 下。
同上注。
8
許慎：
《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77）
，頁 315 下。
9
王闓運：《湘綺樓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頁 94。
10
見梁啟超編：
《壬寅新民叢報彙編》
（日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1906），頁 516。
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031 上。
12
同上注，頁 5032 上。
13
國家古文物局文物研究所：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頁 90。
14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注疏》
，頁 230。
15
王先謙：《荀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1988）
，頁 1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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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太飽，便不再想吃，故王筠（1784－1854）
《說文句讀》云：
「既飽則厭棄之心
生。」16於是「猒」又有厭惡、厭倦義，如《漢書‧王莽傳》
：
「莽既說眾庶，又欲專斷，
知太后猒政，乃風公卿奏言……」17說王莽收買人心的效果達到以後，又想專權獨斷。
他揣摩到太后對處理繁雜的朝政已感到厭倦，就暗示公卿大臣上奏，叫太后不要過問瑣
事，一切交給王莽處理。
現在「猒」這個字形不用了，改用「厭」
、
「饜」等字。古籍「厭」字用作吃飽、飽
足義的例子很多，如《漢書‧鮑宣傳》
：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意謂現在貧苦的百姓野菜還不能果腹，衣衫千孔百洞，父子夫婦之
間，不能彼此保全，聽了確實令人酸鼻。顏師古（581—645）注云：
「厭，飽足也。」18
此外，
「厭」用作滿足義的例子有：
《左傳‧僖公三十年》
：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19這是鄭國燭之武對秦穆公說的話，謂晉國怎麼會有滿足，既要在東
邊以鄭國作自己的國界，又想擴展其西邊的疆土。至於用作嫌棄、憎惡、厭煩義的「厭」
字有：《論語‧憲問》：「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20適時而動，人自然不會覺得厭煩。
也有古本作「猒」而今本作「厭」的，如上文所述馬王堆漢墓帛書乙本《老子‧德
經》
：
「猒食而齎財有餘。」今本《老子》作「厭飲食，財貨有餘」
。21又馬王堆漢墓帛書
乙本《老子‧德經》：「天下皆樂誰（推）而弗猒。」今本《老子》亦作「厭」。天下皆
樂推而弗厭，是說聖人能夠保持謙下，故取得人民的信賴，天下人都樂意推戴他，而不
會厭棄他。
「厭」實為古「壓」字，从厂，猒聲。厂小篆作 ，本義為山石之厓巖，故有壓義。
22

古籍中「厭」作壓義者有：
《禮記‧深衣》
：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厭髀」，即壓髀；「厭脅」，即壓脅。這數句是說深衣（古代諸侯、大夫、士傍晚時家
居常穿的一種服飾，也是庶人的常禮服。其他的衣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深衣則衣裳相連，
大範圍地覆蓋着身體，被體深邃，所以叫做深衣。）腰間大帶的樣式尺度，下面不要蓋
16
17
18
19
20
21
2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032 上。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3089。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頁 3090。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284。
何晏等注，邢昺疏：
《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頁 125。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印書館，2016），頁 268。
鄭玄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頁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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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髀，上面不要蓋到肋骨，應相當於下腹沒有骨頭的地方。引申為被壓，如《左傳‧襄
23

公三十一年》：「棟折榱崩，僑將厭焉。」 這是鄭國子產對當國正卿子皮說的話，他說
子皮是鄭國的棟樑，棟樑折斷，椽子會崩塌，他子產（公孫僑）將會被壓在底下。由於
古籍中「厭」多用作「猒」
，表飽足、滿足、厭惡、厭倦等義，於是又以「壓」為壓迫、
24

覆壓字，如《國語‧魯語下》：「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 此與上述《左傳‧襄公
三十一年》所載同為恐懼「棟折榱崩」而遭壓，惟彼用「厭」而《國語》用「壓」。
「饜」則為「猒」之後起字，从食，厭聲。从食，以表飽足之意。
《孟子‧離婁下》：
「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25「饜」謂吃飽。引申為滿足，如《左傳‧哀公十
六年》
：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26「無饜」
，即沒有滿足。吃飽則不想再吃，
故又有厭棄、厭惡義，如《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
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27說俗吏造作夸飾，掩蓋真相，
章帝非常討厭他們。
綜上所言，
「厭足」之「厭」
，本作 （猒）
，从甘从肰，以會飽足之意。吃得太飽，
便不再想吃，於是「猒」又有「厭棄」、「厭惡」義。不過，「厭」實為古「壓」字，从
厂，猒聲。由於古籍中「厭」多用作「猒」
，於是又以「壓」為壓迫、覆壓字。至於「饜」，
則為「猒」之後起字，从食，厭聲。从食，以表飽足之意。

（３）尖沙「咀」還是尖沙「嘴」？
漢字與漢語，源遠流長，而又密切相關。研究漢字、漢語，若能相互考尋，濬源通流，
往往有助稽疑抉奧。例如香港島的北面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伸向海中的一個地區叫「尖沙
咀」
。我們有沒有想過，
「尖沙咀」是否原來的寫法？還是本應寫作「尖沙嘴」？「咀」是甚
麼意思？《說文》
：
「咀，含味也。」28意思是口裏含著東西，而品玩其味。南朝梁劉勰（約
465－522）
《文心雕龍‧序志》說：
「咀嚼文義。」29唐韓愈（768－824）
《進學解》說：
「沉
浸醲郁，含英咀華。」30「咀嚼」和「含英咀華」的「咀」字，意思均與《說文》
「咀」字
說解相因。尖沙咀的「咀」
，與「咀嚼」
、
「含味」無關，是借作「嘴」
。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689。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88。
趙岐注，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頁 156。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1043。
班固撰，顏師古注：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頁 148。
許慎：
《說文解字》，頁 31。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頁 728。
韓愈：
《韓昌黎全集》
（臺北：新興書局，1960）
，卷 12 頁 2b（總頁 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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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文》沒有「嘴」字，只有「觜」字。《說文》：「觜，鴟舊頭上角觜也。」
31也就是說，
「觜」之本義為貓頭鷹頭上的毛角。毛角，即頭上毛似角者。毛角尖銳，

故尖銳的鳥嘴曰「觜」。其後凡口皆曰「觜」，又加口旁作「嘴」。《說文》「觜」音「遵
為切」32，
《廣韻》作「喙」解的「觜」已發展出「即委切」一音33，但《廣韻》仍沒有
「嘴」字，「嘴」字在《集韻》才出現 34。由於鳥嘴尖而長，故「嘴」又用來指某些器
物上長而尖的部分，如茶壺嘴、煙嘴等。至於「尖沙嘴」，顧名思義，原是九龍半島伸
向海中尖尖像鳥嘴的沙地。當然，現在大廈林立，呎土萬金，已很難再找到沙地了。
大多數人都以為「嘴」等於「口」
，但在許多情況下，「嘴」和「口」是不可以互通
的。例如「茶壺嘴」
、
「煙嘴」
，不會說成「茶壺口」
、
「煙口」
，
「嘴巴」不會說成「口巴」
，
「尖嘴薄舌」不會說成「尖口薄舌」
；「口才」
、「口水」
、「口感」
、「口紅」
、「口腔」
、「口
琴」
、
「口令」
、
「口技」
、
「口吻」
、
「口味」
、
「口風」
、
「口音」
、
「口氣」
、
「口授」
、
「口碑」
、
「口號」
、
「口試」
、
「口齒」
、
「口譯」
、
「口福」
、
「口語」
、
「嗽口」
、
「口頭禪」
、
「火山口」、
「口誅筆伐」
、「口服心服」
、「口是心非」
、「口說無憑」
、「口蜜腹劍」
、「口耳相傳」
、「口
若懸河」
、「口不擇言」
、「口不應心」
、「口口聲聲」
、「信口雌黃」
、「守口如瓶」
、「膾炙人
口」中的「口」
，也不可換作「嘴」
。用「口」不用「嘴」的情況遠比用「嘴」不用「口」
的多，正好反映用「口」作為人的口，歷史比用「嘴」作為人的口悠久。另一方面，
「嘴」
與「口」在一些情況下，又可以互通，例如「嘴直」與「口直」
，
「嘴乖」與「口乖」
，
「嘴
甜」與「口甜」
，「嘴硬」與「口硬」
，「嘴唇」與「口唇」
，「張嘴」與「張口」
，「槍嘴」
與「槍口」
，
「還嘴」與「還口」
，
「住嘴」與「住口」
，
「烏鴉嘴」與「烏鴉口」
，我們都可
以接受。由此可見，
「嘴」和「口」
，有同有異，選詞用字，要辨析毫釐，
「尖沙咀」不能
說成「尖沙口」，
「茶壺嘴」
、
「煙嘴」也不能說成「茶壺口」
、
「煙口」。

（４）苟與茍
「苟」與「茍」二字楷書形體相近，可是小篆之構形卻完全不同。先說「苟」字，
小篆作 ，《說文解字》：「 ，艸也。从艸，句聲。（古厚切）」35由此可見，苟是草名。
至於「茍」字，小篆作 ，《說文解字》：「 ，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
口。﹝包﹞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 ，古文羊不省。
（己力切）」

31
32
33
34
35

許慎：
《說文解字》，頁 94。
同上注。
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243。
丁度等編：《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3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87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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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自急敕也」
，意謂自己趕緊警誡自己。此字由羊省、由包口會意，包口謂包封其口，

意即謹慎說話。
「茍」字甲骨文作 、 ，金文作 。徐中舒（1898－1991）
《甲骨文字典》
：
「象狗
兩耳上聳、蹲踞警惕之形，為儆（警）之初文。狗為人守夜，又隨獵人追捕野獸，常作
儆懼戒惕之狀，故甲骨文象其形以表儆意。後引申為敬。《說文》：『敬，肅也。』金文
作 （大保簋）
、 （盂鼎）
，後增偏旁作 （班簋）
、 （師厘簋）
，已用為敬肅之義。
《說
文》『茍』字篆文直承 之形，其說義尚略存初義。」37
徐中舒謂《說文》
「茍」字說義尚略存初義，是說《說文解字》
「茍」字訓「自急敕」，
即自己趕緊警誡自己，與甲骨文「茍」字象狗兩耳上聳、蹲踞警惕之形大略同義。
正如徐氏所說，
「茍」引申為敬，
「茍」
、
「敬」在金文中往往通用，
「敬」字乃由「茍」
字孳乳而出。
《說文解字》
：
「 ，肅也。从攴茍。」38徐灝《說文解字注箋》
：
「攴，治也。
治事肅恭之意。」39「治事肅恭」
，故有誠敬義。
《廣雅‧釋詁》
：
「誠，敬也。」40《廣雅》
「誠」訓「敬」，「敬」字乃由「茍」字孳乳而出，則「茍」亦當有誠義。
古籍中的「茍」字，差不多全都刻作「苟」
，但由於它本來是「茍」
，所以注疏往往
將它釋作「誠」，例如《論語‧里仁》：「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何晏（196
－249）集解引孔安國（前 156？－前 74？）曰：
「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於仁，則其
餘終無惡。」41《孟子‧公孫丑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趙岐（約 108－201）注云：
「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
足以事父母。」42《禮記‧仲尼燕居》
：
「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孔穎達（574
－648）疏云：「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眾人奉而事之。」43
上述例子中，「苟」似可釋作「假如、假若」。其實，「苟」本身無假設義，假設義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079 上。
徐中舒主編：
《甲骨文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頁 101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086 下。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087 上。
張揖：
《廣雅》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4。
何晏等注，邢昺疏：
《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頁 36。
趙岐注，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
，頁 66。
鄭玄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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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來自句式，當「苟」字用於複句前一分句之首時，句式常帶有假設義。44以上所舉《論
語》一例，皇侃（488－545）疏釋之云：「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
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45皇疏於「誠能志在於仁」之上加假設詞「若」
，
其實只反映句式帶有之假設義。
由於古籍中「茍」都刻作「苟」，一般人也把它讀作「苟」，許多人都不知道「茍」
字的存在，連《漢語大詞典》竟然也沒有「茍」這個字頭，在該書中，「茍」的義項，
全都置於「苟」字之下，至於讀音，則只有「苟」字的讀音 gǒu（《廣韻》「古厚切」），
而沒有「茍」字的讀音 jì（《廣韻》
「紀力切」）。46《漢語大字典》雖然設有「茍」這字
頭，卻把它置於艸部「苟」字之下。47至於《中文大辭典》，則把「茍」字置於羊部48，
此字之下，只有注音、釋義和解字，而完全沒有詞條，許多相關的義項和詞條，都置於
「苟」字之下。49
清代文字學家深于《說文》之學，已指出「茍」為「茍敬」字，與「苟」為「苟且」
字不同。現代編纂大型詞典的專家，反而不知二者有別，而把二字相混。
清道光年間學者陳立（1809－1869），撰有《釋茍》一文，認為不但訓「誠」者為
「茍」
，即使作「苟且」義者亦為誠義之反訓，本當為「居力切」之「茍」
，而非从艸之
「苟」字。50
陳氏所言，可備一說。但「苟」字《說文》訓「艸」，由草率義引申而有苟且義，
也不是沒有可能。

（５）彙與匯
《說文》
：
「

，蟲，似豪豬者。从㣇，胃省聲。

44

，或从虫。」51

，今寫作「彙」；

參陳雄根：《「苟」與「茍」》
，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
文通訊》第 41 期（1997 年 3 月）
，頁 31-36, 頁 45。
45
黃懷信；《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頁 309。
46
詳參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 第 9 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
社，1994），頁 350。
47
詳參徐中舒：
《漢語大字典》
（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頁 3405。
48
參《中文大辭典》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
，頁 726-727。
49
《中文大辭典》，頁 1465-1467。
50
參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
，頁 9083-9084。
5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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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寫作「蝟」
。可見《說文》
「彙」
、
「蝟」同字，本義是「刺蝟」
。至於「彙集」
、
「彙
聚」
，意為「把同類聚集在一處」
、
「以類相聚」
、
「聚合」
，則與「刺蝟」無關。解作「類」
的「彙」字，初見於《周易》，《周易‧泰》初九爻辭：「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
弼（226－249）注：
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
初為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
類，征吉」。52
孔穎達疏：
「拔茅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已去則從，而似拔茅舉
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
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53
又《否》初六爻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54王弼注：
居否之初，處順之始，為類之首者也。順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
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55，貞而不諂，則吉、亨。56
孔穎達疏：
「拔茅茹」者，以居否之初，處順之始，未可以動，動則入邪，不敢前進，三
陰皆然，猶若拔茅牽連，其根相茹也。己若不進，餘皆從之，故云「拔茅茹」
也。「以其彙」者，以其同類，共皆如此。「貞吉，亨」者，守正而居，志在於
君，乃得吉而亨通。57
根據王弼注，《周易‧泰》初九爻辭「以其彙，征吉」相等於「以其類，征吉」，《否》
初六爻辭「拔茅茹，以其彙」相等於「拔茅茹以類」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
「彙……

52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79）
，頁 42 上。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頁 42 上。
54
同上注，頁 43 下。
55
案：
「故茅茹以類」，阮元《校勘記》謂：「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茅』上有『拔』
字。」參《周易注疏校勘記》
（《周易注疏》
，頁 53 上）。
5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
，頁 43 下。
57
同上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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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通作類，
《易》
《泰》
、
《否》初九58：
『拔茅茹，以其彙。』荀、虞竝云：
『彙，類也。』
按：彙、類一聲之轉。」59
案：「彙」上古匣紐物部，「類」來紐物部，二字同部，故得通假60。考《漢書‧劉
向傳》載劉向（前 77－前 6）上封事（密封之奏章）云：「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
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
賢至，類相致也。」61又《太玄‧周》
：
「陽氣周神（周旋一遍）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司馬光（1019－1086）注：「萬物各繼其類而更生也。」62又《太玄‧聚‧上九》：「垂
涕累鼻，聚家之彙。」劉韶軍《太玄校注》曰：「垂涕累鼻，哭泣之象。彙，類也。言
有德之人時命既絕，則家族同類聚而哭之也。司馬光：『如君子生有令德，其喪也哀。
趙文子成室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63又《法言‧君子》
謂長生不死非人所能企及；如真有仙，亦與人類無關，對汝所屬之人類無甚好處，其語
曰：「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李軌（？－619）注：「彙，類。」64足見
漢人著作，以「彙」為「類」甚眾。根據通假習慣，讀音多依本字65，因此，
《易》
《泰》、
《否》、《太玄》《周》、《聚》與《法言‧君子》之「彙」，皆可音「類」。
下列詞語的「彙」字，似也等同於「類」：
（一）

部彙──分門別類；部類。宋程大昌（1123－1195）
《考古編‧詩論七》
：
「夫

子釐《雅》
《頌》
，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
；足以見《雅》之體可
以包《風》
，
《風》之義不得抗《雅》
，其證甚明也。」66
58

案：
「拔茅茹，以其彙」於《泰》卦為初九爻辭，於《否》卦則為初六爻辭。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9466 上。
60
「類」字來紐三等。根據陸志韋《古音說略》（臺北：學生書局，1971）頁 255，來紐與匣紐諧聲共
11 見（一、二、四等之來紐，陸書作「盧」
；三等之來紐，陸書作「力」
。匣紐陸書作「胡」）
，其中三等
之來紐與匣紐諧聲者三見。
61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
，第 7 冊，頁 1945。
62
司馬光：《太玄集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8）
，頁 8。
63
劉韶軍：《太玄校注》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6 年）
，頁 130。
64
汪榮寶：《法言義疏》
（北京：中華書局，1987）下冊，頁 517。
65
例如《左傳‧僖公五年》
：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見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 年景印清嘉慶 20 年〔1815〕
南昌府學重刊《左傳注疏》卷 12 頁 20b，總頁 206 下。）
「吾誰適從」之「適」
，《經典釋文》音「丁歷
反」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
「適，主也。」
（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
〔北京：中華書局，1990〕
頁 304。）案：
《說文》
：
「適，之也。」大徐本音「施隻切」
（
《說文解字》頁 39）
。由於《左傳》
「吾誰適
從」之「適」是借為「嫡」，因此《經典釋文》依「嫡」字而音「丁歷反」。
66
程大昌：《考古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2 冊，卷 2 頁 3b（總
頁 8 上）。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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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彙──事物的品種類別。唐韓愈《感春》詩之二：「幸逢堯舜明四目，
條理品彙皆得宜。」67又明高棅（1350－1423）有《唐詩品彙》。
（三） 庶彙──庶類，萬類。唐李商隱（813－858）《為安平公謝除兗海觀察使
表》：「伏惟皇帝陛下，鈞陶庶彙，亭毒萬方。」68
（四） 條彙──條目類別。《新唐書‧儒學傳中‧徐堅》：「與徐彥伯、劉知幾、
張說與脩《三教珠英》
，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
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69
（五） 物彙──物類。唐羅隱（833－910）《投湖南于常侍啓》：「物彙雖逃於芻
狗，孤寒竟陷於蟲沙。」70
又宋蘇軾（1037－1101）
《元祐三年端午帖子詞‧太皇太后閣》詩之三：
「舞羽諸羌
伏，銷兵萬彙蘇。」71「萬彙」似與「萬類」無別。
翻檢《廣韻》
，
「彙」字只有「于貴切」一音72，而沒有「類」音。此外，陸德明《經
典釋文》於《周易‧泰》初九爻辭「彙」下說：
音胃，類也。李：「于鬼反。」傅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 。
董作夤，出也。鄭云：「勤也。」73
這反映隋唐時至少一部分讀書人，讀《周易‧泰》初九爻辭「拔茅茹，以其彙」時，把
「彙」讀如通假字而非讀如本字。事實上，《易‧泰》初九爻辭之「彙」字，馬王堆帛
書作「胃」74，
《否》卦初六爻辭之「彙」字，馬王堆帛書作「
67

」 75，可見漢初也很可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上冊，頁 369。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 1 冊，頁 42。
69
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第 18 冊，頁 5662。
70
羅隱：
《羅昭諫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4 冊，卷 6 頁 6b–7a
（總頁 260）。
71
蘇軾：
《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第 7 冊，頁 2487。
72
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359。
73
陸德明：《經典釋文》
（臺北：大通書局，1969）
，景印清康熙 19 年〔1680〕刊《通志堂經解》第 40
冊，卷 2 頁 5b（總頁 22553 上）
。
74
參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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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人把《泰》卦、
《否》卦之「彙」字讀如「胃」
、
「

」
。但劉向、揚雄則讀作「類」。

現代漢語普通話「彙」音 huì，是把「彙」讀如「匯」
。
「彙」字讀如「匯」
，不見於
韻書，文獻中亦未見把「彙」直音作「匯」的。「彙」為甚麼會讀如「匯」呢？現試闡
釋如下：
「彙」在《易》
《泰》
、
《否》
、
《太玄》
《周》
、
《聚》與《法言‧君子》中借為「類」，
又由「類」引申為「把同類聚集在一起」。《漢書‧劉向傳》載劉向上封事云：「故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
，正好反映此一引申義。
再進一步引申，則為「聚合」、「聚集」。
另一方面，
「匯」也發展出「聚合」
、
「聚集」義。
《說文》
：
「匯，器也。从匚，淮聲。」
76可見「匯」本無「聚合」
、「聚集」義。「匯」之所以有「聚合」、「聚集」義，是因為

借為「會」。《說文》：「會，合也。」77「匯」字古音匣紐微部，「會」字匣紐月部，二
字雙聲，又微月旁對轉78，故得通假。河水會合、合流叫「會流」，也作「匯流」。南朝
梁任昉（460－508）
《述異記》卷上：
「……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79，作「會流」；
唐柳宗元（773－819）
《晉問》:「匯流雷解」80，則作「匯流」
。相對來說，用作「會合」
義的「會」字出現得比較早，如《公羊傳‧莊公四年》
：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
聘之道。」81漢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
82「會聚」
、「會集」，均有會合義、集合義；至於用作「會合」義的「匯」字，則出現

得比較晚，柳宗元《晉問》的「匯流」，已經是比較早的了。
不過，
「匯」字用作「會聚」
、
「聚合」
、
「聚集」
，卻有後來居上之勢，現在「匯集」、
「匯編」
、
「字匯」
、
「詞匯」都很常見。而這些「匯」字，又往往可作「彙」
，如「彙集」、
「彙編」、「字彙」、「詞彙」等，於是許多人就把這些詞中的「彙」字讀成「匯」。

社，2006）下冊，頁 566。
75
同上注，頁 550。
7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446 下。
7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426 下。
78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
，頁 1080。
79
任昉：
《述異記》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7 冊，卷上頁 6b（總頁
615 下）
。
80
柳宗元：《柳河東集》
（香港：中華書局，1972）
，上冊，頁 273。
81
何休注，徐彥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77 下。
82
趙岐注，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
，頁 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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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彙」、「匯」源頭本不相同，但卻逐漸合流。到了今天，簡體字根本沒
有「彙」字，
「彙」皆轉為「汇」
，即「匯」之簡化字，讀者只好讀「匯」音，根本沒有
選擇權。
把「彙」簡化成「汇」
，就古籍層面來說，其實是有問題的。
《易》
《泰》
、
《否》
、
《太
玄》
《周》
、
《聚》與《法言‧君子》之「彙」
，固不宜簡化為「汇」
；
「部彙」
、
「品彙」
、
「庶
彙」、「條彙」、「物彙」、「萬彙」之「彙」，似亦不宜簡化為「汇」。

（６）盜與賊
古今詞義轉移，會使字形和字義變得不相配合。例如「盜」之本義為偷，
《說文》：
「盜，私利物也。从

，

欲皿者。」83王筠《說文句讀》於「利私物也」下云：「私

有所利于它人之物也。」84意即把對他人有利的物體竊為己有。徐灝《說文解字注箋》
於「 欲皿」下云：
「說从
从「

之意。垂

其皿，欲私其物也。」85「

」即「涎」字，
「盜」

」
，是表示對別人的器皿羨慕得流口水，想要得到。張舜徽（1911－1992）
《說文

解字約注》曰：
「古人言盜，今則稱偷。許書無偷字。」86至於「賊」
，則本義為「殺害」，
「賊」字小篆作

，
《說文》曰：
「

，敗也。从戈，則聲。」87徐鍇《說文繫傳》
：
「敗，

猶害也。」88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曰：
「謂傷害也。戈能傷人，故賊字从戈。」89正
因為「盜」之本義為偷，「賊」之本義為「殺害」，引而申之，則偷竊者曰「盜」，殺人
者曰「賊」
。
《荀子‧正論》曰：
「故盜不竊，賊不刺。」90楊倞（唐憲宗年間人）注：
「盜
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91晉陶潛（約 372－427）《搜神
後記》卷三：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隕。」92
此處之「二盜」
，即「二偷兒」
。可是，
《尉繚子‧武議》
：
「夫殺人之父兄……盜也。」93
《舊唐書‧代宗紀》
：
「丁卯夜，盜殺李輔國於其第，竊首而去。」94宋洪邁（1123－120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779 上。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779 下。
同上注。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 16 頁 34a。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2338 下。
同上注。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 24，頁 48b。
王先謙：《荀子集解》
，頁 338。
同上注。
陶潛：
《搜神後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2 冊，卷 3 頁 2b。
《尉繚子》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6 冊，卷 2 頁 3a。
劉昫等撰：
《舊唐書》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68 冊，卷 11 頁 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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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齋五筆‧白居易出位》
：
「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95元姚燧（1238－1313）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96清趙翼（1727－1814）
《陔餘叢考‧竊人著述》
：
「宋之問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
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則竊書賊而并為盜矣。」97此數處之「盜」
，則為殺人者。
至於「賊」
，正如上文所言，本義為「殺害」
，引申為殺人者。
《書‧舜典》
：
「寇賊姦宄。」
孔傳：「殺人曰賊。」98可是到了現代，「賊」往往指偷竊者，例如魯迅（1881－1936）
《彷徨‧在酒樓上》：「比不上一個偷雞賊」99，賈平凹《妊娠》第二章：「二賊子躡腳
靠近農家雞圈」100，
「賊」和「賊子」指的都是偷竊者。
「賊」
、
「盜」意思互換，我們便
不能從「戈」、「 」等偏旁探知其義。

（７）采與釆
「釆」與「采」楷書字形相近，字義卻完全不同。先說「采」字，
《說文解字》
：
「
101

（采），捋取也。從木從爪。」 捋取就是摘取，「爪」就是手，木指樹木。「采」之本
義為用手摘取樹上的水果。楷書通行之後，一般人不知道「采」之上半為「爪」，於是
另加手旁作「
由於「

」。簡體字則省掉手旁，還原作「采」。

」字後起，先秦典籍多作「采」
，
《詩經》中即有多個用「采」字的例子，

如《周南‧關雎》
：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
《周南‧芣苢》
：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
《王
風‧采葛》
：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
《小雅‧采菽》
：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等等。
「

」字在先秦古籍中比較少見，偶或見之。也有版本問題，例如《左傳‧昭公

六年》：
「禁芻牧

樵。」102阮元（1764—1849）校勘記指出：宋本「

」作「采」。103

「采」之本義為摘取，引申而有採擇、選取義，如《史記‧秦始皇本紀》
：
「采上古
『帝』位號，號曰『皇帝』
。」104又引申而有採集、搜集義，如南朝梁任昉（460—508）

95

洪邁：
《容齋五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1 冊，卷 8 頁 7a。
姚燧：
《牧庵集》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1 冊，卷 28 頁 16b。
97
趙翼：
《陔餘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淸乾隆 55 年〔1790〕湛貽堂刻本，《續修
四庫全書》第 1152 冊，卷 40 頁 10b（總頁 98）
。
98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 44。
99
魯迅：
《彷徨》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頁 84。
100
賈平凹：《賈平凹文集》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 10 卷，頁 23。
10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6198。
102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2045。
103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2047。
104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23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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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蕭揚州薦士表》
：
「非取制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105（意謂製皮裘大衣，非只取
狐狸皮於一狐；真正味道好之蜂蜜，乃蜜蜂兼采百花所釀成。）又引申而有採納、採用
義，如《三國志‧魏志‧陳登傳》
：
「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106（此劉備謂許氾語，
謂其但求田問舍，所言無可采用者。）又引申而有開採義，如漢桓寬《鹽鐵論‧復古》：
「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107（謂過往豪門大戶獨佔山
海之利益，采礦冶鐵鑄造鐵器，煮海水為鹽。）
此外，
「采」有彩色義，如《尚書‧益稷》
：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蔡沈（1167—
1230）集傳：「采者，青、黃、赤、白、黑也。」108「采」何以有彩色義？徐灝《說文
解字注箋》說：「木成華實，人所采取。故從木從爪。指事。華實眾色咸備，因有采色
之偁。」109古籍中彩色義多用「采」
，
「彩」
、
「綵」二字，
《說文解字》本無，皆後起字。
「采」字由彩色義引申為彩色的絲織品，如《漢書‧貨殖傳》
：
「文采千匹」110顏師
古注：
「帛之有色者曰采。」111又引申為文采，如《楚辭‧九章‧懷沙》
：
「文質疏內兮，
眾不知余之異采。」王逸（89—158）注：「采，文采也。」112又引申為光彩，如三國魏
嵇康（223—263）
《琴賦》
：
「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113謂裝飾華美之琴，煥
發光彩，何其麗也。又引申為彩飾、花紋，如左思（約 205—305）《蜀都賦》：「其間則
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劉逵（晉惠帝時期人，生
卒年不詳）注：
「符采，玉之橫文也。」114「符采彪炳，暉麗灼爍」，蓋謂美玉之紋理閃
爍絢麗。
正如上文所說，
「釆」與「采」楷書字形相近，字義卻完全不同。
《說文解字》
：
「
115

（釆）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釆」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 、 。
116

王筠《說文釋例》指出：
「釆字當以獸爪為正義，辨別為引申義，以其象形知之。」 甲
骨文、金文、小篆「釆」字皆象獸爪之形。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頁 1743。
陳壽撰，裴松之注：
《三國志》
（北京：中華書局，1959）
，頁 229。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78。
蔡沈：
《書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09）
，頁 18-1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613。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
，頁 3687。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
，頁 3688。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
《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144。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頁 840。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頁 17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8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89。

54

第二屆 漢字學國際冬令營 講稿

除「釆」字外，
「番」字本義亦與獸足相關。
《說文解字》
：
「

（番）
，獸足謂之番。

117

從釆；田，象其掌。」 「番」字與「釆」字之別，是「釆」字象獸爪，而「番」字則
為獸的指爪及足掌的整體象形。因此，朱駿聲（1788—1858）
《說文通訓定聲》認為「番」
118

實「釆」之異文。 「番」其後加足旁作「蹯」
，表示它跟獸足相關。
《左傳‧宣公二年》：
119

「宰夫胹熊蹯不熟。」 「熊蹯」就是熊掌。《左傳》這句話就是說廚師煮熊掌沒有熟
120

透，結果被殘暴的晉靈公殺了。
「蹯」字《廣韻》
「附袁切」 ，
「番」字大徐本《說文》
亦「附袁切」。121
「番」
、
「釆」既實為異文，
「宷」之篆文作
（宷）
，悉也；知宷諦也。從宀從釆。

，也就不難理解了。
《說文解字》
：
「
122

，篆文宷從番。」 「宷」字從宀從釆，
「

」

字從宀從番，「宀」字甲骨文作 ，象屋形。古人居於山野，常有虎狼出沒。因此，回
到家裡，見到有野獸足跡，也就需要詳盡周密地加以審察。到了今日，法庭審案，也需
要詳盡周密。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悉」字。小徐本和段注本《說文》解釋「悉」字說：「悉，詳
盡也。從心釆。」123對某一事物長期詳盡地、用心地加以辨明，也就自然熟悉了。
最後讓我們談談「釋」字。小徐本《說文》
（即《說文繫傳》）解釋「釋」字（小篆
作

）說：
「

124

（釋）
，解也。從釆；釆，取其分別物也。從睪，睪聲。」 苗夔（1783—

《說文繫傳校勘記》
：
「睪聲當作亦聲。㚔部：
『睪，目視也。』目視，所以分別物
1857）
125

也。」 由此可見，
「釋」字從「釆」
，是取其分辨區別事物的意思；從睪，表示通過眼
睛的觀察來區別事物；而睪同時也是聲符。
楊天宇（1943—2011）先生為當代禮學大家，他的大作《鄭玄三禮注研究》不慎將
「釆」
、
「采」二字相混了，該書第 596 頁先引述鄭玄（127－200）
《周禮注》
「采讀為菜」
語，然後分析說：
「《說文》
：
『采，辨別也，象獸爪分別也。』又曰：
『菜，艸之可食者。』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4。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1867。
陳彭年等編：
《校正宋本廣韻》
，頁 1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5。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98。
苗夔：
《說文系傳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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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菜古音雙聲疊韻，皆屬清母之部，古可通：菜是本字，采是通假字。」126按《說文》
「采」字之說解為「捋取」
；楊書所引，乃「釆」字之說解。
「釆」
、
「采」形近而實異字，
我們必須辨析清楚。

（８）北與
我們都聽過「敗北」一詞，那就是打敗仗的意思。不過，我們只說「敗北」，卻從
不說「敗南」、「敗東」、「敗西」。有時會單用一個「北」字來表示打敗仗，例如《韓非
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127為甚麼以「北」表示戰敗呢？且讓我們看
看《說文解字》
「北」字的解釋︰「 ，乖也。從二人相背。」128「乖」謂乖戾相背，
「北」
字甲骨文作 ，跟小篆一樣，都象二人相背之形。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認為「北」
、
「背」
是古今字。129打敗仗往往轉向而逃，背向敵人，因此「北」引申為打敗仗，戰敗稱「敗
北」。《國語‧吳語》：「吳師大北。」韋昭（204—273）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北，古
之背字。」130
嚴格來說，
「敗北」之「北」
，應唸作「背」
。《左傳‧桓公九年》記載巴國（國都今
重慶）國君派遣使者韓服向楚國報告，請求跟楚之另一鄰國鄧國建立友好關係。楚國派
道朔帶領巴國使者到鄧國聘問，鄧國南疆的鄾人襲擊他們。搶走了財禮，殺了道朔和巴
國使者。楚王派薳章責備鄧國，鄧國拒不認錯。夏天，楚國派遣鬭廉率領楚軍和巴軍圍
攻鄾人，鄧養甥、聃甥帶領軍隊救援鄾人。鄧軍三次向巴軍進擊，都未能取勝。鬭廉擺
成橫陣排列在巴軍中間同鄧軍作戰，偽裝戰敗逃走。鄧軍追撃楚軍，巴軍處於他們的背
後，楚巴兩軍對鄧軍展開夾攻，鄧軍大敗，鄾人也在晚上潰散了。
《左傳》記載此事說：
「鬭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預（222－285）注指出，
「北」是敗走之
意。陸德明《經典釋文》則指出，
《左傳》之「北」
，嵇康音「胸背」之「背」
。131不過，
《漢
語大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都已把「敗北」之「北」
，讀作「南北」之「北」。132
「敗北」之「北」
，由戰敗義，引申而有科舉考試失利落第之意，如清蒲松齡（1640—
126

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頁 596。
韓非著，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頁 1104。
128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279。
12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8280。
130
徐元誥：《國語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 1104。
131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1754。
132
詳參《漢語大詞典 第 2 卷》
，頁 191 及《現代漢語詞典》
（第 5 版）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頁
5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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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聊齋志異‧雷曹》：「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133此
外，又由戰敗引申為敗逃者，如《莊子‧則陽》
：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
有五日而後反。」134又如《後漢書‧臧宮傳》：「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135
上文說，
「敗北」之「北」
，
《漢語大詞典》已不讀「背」
，而讀作「南北」之「北」；
不過，
「反北」和「分北」之「北」
，
《漢語大詞典》仍讀作「背」
，並且說這兩個詞中的
「北」
，是「背」的古字。
《漢語大詞典》
「反北」一詞下云：
「見『反背』」136；而「反背」一詞下則云：
「亦
作『反北』
」
。並指出其義為「背叛」
。書證如下：
《戰國策‧齊策六》
：
「食人炊骨，士無
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三國志‧魏志‧杜襲傳》：「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
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137《戰國策》作「反北」，《三國志》作「反背」。
至於「分北」
，
《漢語大詞典》釋之曰：
「分離。北，通『背』
。」並舉書證如下：
《尚
書‧舜典》
：
「分北三苗。」孔傳：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孔穎達疏：
「北，背也，善
留惡去，使分背也。」138
《漢語大詞典》有關「分北」的解釋和書證，其實都有問題。《三國志‧吳志‧虞
翻傳‧注》言虞翻（164－233）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云：「『分北三苗』，『北』，
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139虞翻說：
「『北』
，古『別』
字」
；又說：
「北猶別也」
。其實，古「別」字不是「北」
，而是「 」
。
《說文解字》
：
「 ，
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
《孝經說》曰：
『故上下有別。』」140「 」音「兵列切」
，
即今分別字，古籍中多借用「別」字而「 」字遂廢。
「別」與「 」義近而非全同。
「別」
小篆作 ，
《說文解字》
：
「 ，分解也。從冎，從刀。」141「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
頭隆骨也。」142「別」象用刀切割分解，與「 」象分別相背之形有所不同。而且，
「別」
音「憑列切」，與「 」音「兵列切」在讀音上也不完全相同。不過，現已不用「 」
133

蒲松齡著，李伯齊點校：《聊齋志異》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 128。
郭慶藩：《莊子集釋》
（北京：中華書局，2016）
，頁 784。
135
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後漢書》
，頁 693。
136
《漢語大詞典 第 2 卷》
，頁 857。
137
《漢語大詞典 第 2 卷》
，頁 861。
138
《漢語大詞典 第 2 卷》
，頁 568。
139
陳壽撰，裴松之注：
《三國志》
，頁 1323。
14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970。
14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423。
14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442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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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而以「別」字取代。《說文解字》「 」字下引《孝經說》，也作「故上下有別」。
今《尚書》之「分北三苗」，「北」實為「 」之誤。「分 三苗」者，江聲（1721
－1799）
《尚書集注音疏》云：
「三苗為西裔諸侯，其君雖止一人，而其族類當復不少，
其在西裔，猶相聚為惡，故復分析流之。」143「分 三苗」
，就是將三苗分別流放到邊遠
的地方。

（９）寺‧侍‧持
幼稚園學生都認識「又」字，但大多數人卻都不知道「又」字跟手有關。
「又」小篆
作 ，象手形 ，
《說文解字》
：
「 ，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𠛱多，略不過三也。」144
「寸」字與「又」字相關，這從「寸」字小篆字形很容易看到。
《說文解字》
：
「 （寸）
，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从又从一。
」145意思是說：一寸等於十分。人手
後退一寸，即動脈之處，叫作寸口。 （寸）从又从一，一所指之處，為手腕下一寸。
由此可見，
「寸」與手密切相關。由於「寸」
、
「又」均與手密切相關，所以金文「寺」字
从「又」作 、 。林義光（？－1932）
《文源》釋「寺」字曰：
「从又，从之。本義為持。
，象手形，手之所之為持也；之亦聲。《邾公牼鐘》
『分器是持』
，石鼓『秀弓持射』
，
持皆作寺。」146按：
《邾公牼鐘》
：
「至於萬年，分器是寺。」郭沫若（1892—1978）考釋：
「寺，持也，守也。」147是「分器是寺」之「寺」意為守持。至於石鼓文「秀弓寺射」之
「寺」
，則意為握持。
《金文編》
「寺」下曰：
「孳乳為持。」148由此可見「寺」與「持」關
係密切。梁東漢（1920—2006）
《新編說文解字》曰：
「
《邾公牼鐘》
『分器是寺』
，石鼓『秀
弓寺射』
，寺之義並為承持。引申之，承持即有侍奉、伺候之義，故《說文》
：
『侍，承也。』
承持曰侍（寺）
，握持曰持。寺、侍、持，語並同源。後以意義繁衍，語音分化，故別造
『侍』
『持』二字以別義。其始本與『寺』同字。」149梁氏所言甚辨。
正如梁氏所說，「寺」之本義為承持，引申之，即有侍奉、伺候之義，故古籍中宮
廷侍臣往往稱「寺」，如《詩經‧大雅‧瞻卬》批評周幽王寵信愛妃襃姒，聽到的不是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江聲：
《尚書集注音疏》
，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38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43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589。
林義光：《文源》
（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33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臺北：大通書局，1971），釋文頁 191b。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208。
梁東漢：《新編說文解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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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教誨，聽到的只是這女人和近臣的說話。詩云：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
「寺，近也。」陸德明《經典釋文》
：
「寺，徐音侍，亦如字。」孔穎達《正義》
：
「寺即
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150
除稱「寺」外，古代宮中近侍小臣又稱「寺人」，如《詩經‧秦風‧車鄰》之作者
求見秦國霸業之開創者秦仲，未之見之時，使侍臣通報有客人來訪之事。詩云：「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鄭玄注：「寺人，內小臣也。」151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
曰：「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152「奄豎」為宦官之鄙稱，可見古代宮中
近侍小臣皆為已被閹割的人。
《周禮‧天官‧序官》謂王后之正殿有寺人五人，其言曰：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注：「寺之言侍也。」賈公彥（唐永徽時期人，生卒年
不詳）疏：「云『寺之言侍』者，欲取親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153奄人即閹人。又
《左傳‧僖公二年》謂齊宦官寺人貂首泄漏軍事機密於多魚，其語云：「齊寺人貂始漏
師於多魚。」杜預注：「寺人，內奄官豎貂也。」154上引《周禮》及《左傳》中之「寺
人」，均為閹人。
顧炎武《日知錄》又云：「自秦以宦官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155外廷，
即國君聽政的地方，此乃相對於內廷、禁中而言。《漢書‧元帝紀》記載，當時發生地
震，
「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顏師古注：
「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156

是衙署、官舍稱寺。又《後漢書‧馬援傳》云，狄道縣縣令到馬援家，謂羌人造反，

請求關閉城門，派市遣軍隊。馬援大笑曰：「羌人怎敢又侵犯我。告訴狄道縣縣令回去
守住官署，若確是怕極，可伏於床下。」後漸安穩，郡人皆服。
《後漢書》載馬援語云：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李賢（654－684）注云：「寺舍，官舍
也。」157漢稱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的長官
為九寺大卿，九寺即為漢代中央九卿治事的機構。
《日知錄》復云：「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158浮屠之居，即佛教廟宇。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頁 577-578。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頁 358。
國學整理社：
《日知錄集釋》
（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 661。
鄭玄注，賈公彥疏：
《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642。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1791。
國學整理社：
《日知錄集釋》
，頁 661-662。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
，頁 281。
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後漢書》
，頁 837。
國學整理社：
《日知錄集釋》
，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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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漢明帝時，天竺僧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舍於鴻臚寺。後建白馬
寺，遂以寺為佛教廟宇之名。

（１０）志‧識‧職‧誌
有人研究，
「志」字上半，究意是「士」還是「土」？其實，既不是「士」
，也不是
「土」
，是「之」
，
「志」字从心之聲。
「之」小篆作 ，隸變作

、

，若小篆左右兩曲

筆合為一平畫，則變為「士」或「土」。
說來奇怪，像「志」這樣一個在古籍中經常見到的字，
《說文解字》竟然沒有載錄，
北宋徐鉉（916－991）在大徐本《說文》補入 19 個他認為《說文》應載而闕載的字，
後世稱之為「十九文」，文就是字，「志」即為十九文之一。
由於徐鉉補入，今日所見的大徐本《說文》
，遂有「志」字，其說解云：
「 （志），
意也。从心，之聲。」159「意」謂情意，故《尚書‧舜典》云：
「詩言志，歌永言。」160
《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161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杜預注：「為禮以制好、

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孔穎達疏：
「此六志，
《禮記》謂之六情。在已
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162上引孔穎達疏，乃據 1973 年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注疏》。「在已為情」，據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六年（1200）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影印之中華再造善本《左傳
注疏》作「在己為情」
。163「在已為情」
，與「在己為情」相較，於義為長。
「已」
，讀為
《詩經‧鄭風‧風雨》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已」
，鄭玄箋：
「已，止也。」164「在
已為情，情動為志」者，謂在靜止狀態者為情，情動則為志也。
「志」又有志向義，例如《論語‧公冶長》
：
「盍各言爾志？」165引申為有志於，例

15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0278 上。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
，頁 46 下。
161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頁 13 上。
162
杜預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頁 891 下。
163
中華再造善本數據庫：《春秋左傳正義》（宋慶元六年沈作賓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
，第 27 冊，第 31
卷，頁 30a。
164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79 上。
165
何晏等注，邢昺疏：
《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頁 46 上。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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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論語‧為政》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166又《孟子‧盡心上》
：
「君子之志於道也，
不成章不達。」167
正如上文所述，
《說文》
「志」訓「意」
，意謂情意，情深意重，則永記不忘。故「志」
有「記」義，例如《國語‧魯語下》載魯國大夫公父文伯之母論勞逸，謂民勞於事，則
思儉約，故善心生；過於安逸，則奢侈無度，不知節制，因而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孔
子聞之，以為勤儉有度而不淫（淫，謂過分而無所節制）
。
《國語》載云：
「仲尼聞之曰：
『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168「志」即記。又《莊子‧逍遙游》提到一本記載怪
異的書叫《齊諧》
，其言曰：「《齊諧》者，志怪者也。」 169「志怪」
，即記述怪異之事。
又韓愈《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170，說自己為王仲舒
寫此一墓道前之碑銘，將其德行與業績，記於此石碑之上。
「志于斯石」
，即記於斯石。
除了「志」字有「記」義外，古書中「識」字也有「記」義。「識」字的情況比較
複雜，《說文解字》：「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賞職切）」171清代姚文田
（1758－1827）
、嚴可均（1762－1843）合著之《說文校議》懷疑「識」字說解當作「知
也。一曰：常也」，傳寫「知」、「常」二字主次倒轉。172「識」訓「知」者，即為常用
之知識義。其訓「常」者，蓋借為旗幟字，古代字少，
《說文》無「幟」字，而以「識」
為之。《周禮‧春官》疏：「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173由是知「識」訓「常」者為
旗常義。
「識」之所以有「記」義，乃因借為「職」
。
《說文解字》
：
「職，記微也。从耳，戠
聲。」174「記微」
，即記住細微的事物。
「職」字从耳，聲入心通，聽聞後即能記。由此
可見，有「記」義者本為从耳之「職」字，不過，古籍卻不用「職」字而借用从言之「識」
字，讀音也不用「職」音而用「志」音，例如《易‧大畜》
：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175「識」即音「志」
。孔穎達云：
「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何晏等注，邢昺疏：
《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頁 16 下。
趙岐注，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
，頁 238 下。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頁 208。
郭慶藩：《莊子集釋》
，頁 4。
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頁 262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935 下。
同上注。
鄭玄注，賈公彥疏：
《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26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11681 下。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
，頁 6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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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以畜積己德。」176
至於本則標題的第四個字──「誌」
，不見於《說文解字》
，它是解作「記」的「志」
字的加「言」旁後起字。為了幫助記憶，往往需要用語言文字加以記錄，因此加言旁。
《列子‧楊朱》：「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177「誌」即「記錄」。
「誌」引申為記事的書籍或文章，如南朝宋謝惠連（407－433）
《祭古冢文》序：
「銘
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178
上文提到的「志怪」
，又作「誌怪」
，皆謂記載怪異之事。清王慧（生卒年不詳）
《禹
陵》詩：「鑄金九土貢，誌怪八方經」179，即作「誌怪」。

（二）漢字本義研究
甚麼是本義？
本義就是文字本來的意義。例如「湯」的本義是熱水、沸水。《說文》︰「湯，熱
水也。」180「赴湯蹈火」的「湯」
，正是熱水、沸水的意思，而不是我們日常喝的湯。
「揚
湯止沸」的「湯」
，也是沸水。
「揚湯止沸」的意思是「把沸水舀起來再倒回去，想叫它
不沸騰，比喻辦法不徹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81此外，熱水浴池叫「湯池」，
屠宰牲畜時煮熱水煺毛的大型鍋叫「湯鍋」
，盛熱水後放在被中取暖的用具叫「湯壺」，
「湯」都是熱水的意思182。
又如「本」的本義，是樹木下部的根。《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
下。」183我們常說「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麼是「無本之木」？「無本之木」就是
沒有根的樹木。「無本之木」，也寫作「無根之木」。宋陸九淵（1139–1193）《與曾宅之
書》︰「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同上注。
列禦寇撰，張湛注：
《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3。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頁 836。
蔡殿齊編：《國朝閨閣詩鈔（一）》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嫏嬛別館刊本）
，頁 34a。
許慎：
《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72）
，頁 235。
中國科學院語言硏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 5 版）》
，頁 1575。
同上注，頁 1326。
許慎：
《說文解字》，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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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陸九淵即用「無根之木」
。

為甚麼要研究文字的本義？
因為本義是一切引申義的出發點，抓住了本義，引申義也就有條不紊。例如「湯」
的本義是熱水、沸水，引申為溫泉。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溫湯》︰「海內溫湯甚眾，
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又引申為食物加水煮出的湯
水。《水滸傳》第三十八回︰「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中歡喜，吃了幾杯，忽然心裏想
要魚辣湯吃。」又引申為中藥湯劑。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
十八日所而病愈。」由於「湯」與「水」有關，又引申為護城河。
《漢書‧食貨志上》︰
「神農之教曰：
『有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由此可見，
抓住字的本義，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字義的問題。

為甚麼《說文解字》中的本義不一定可靠？
我國第一部字書《說文解字》
，講的就是文字的本義。
《說文解字》
「湯」 的解釋是
「熱水」
，
「本」的解釋是「木下曰本」
，講的都是本義。不過，
《說文解字》的字形根據
主要是小篆。小篆是秦代官方文字的正體，比較晚出，不一定能反映文字的本義。例如
「元」
，
《說文解字》說：
「 ，始也。从一，从兀。」
「
「元」字作 、

」不是「元」字的初形。金文

、 諸形。我們可以對「元」字的演變過程作如下的推論：

原因是：古文字中，
「˙」常變作「 － 」
，如金文「天」字作 ，又作 ：
「正」字作

，

又作 ；
「屯」字作 ，又作 ；
「午」字作 ，又作 。又字首是橫畫的，常加一畫在
其上面，如金文「天」字作 ，又作 ；
「帝」字作 ，又作 ；
「正」字作 ，又作 ；
「百」字作 ，又作 ；
「龍」字作 ，又作 ；
「不」字作 ，又作 ；
「辛」字作 ，
又作 ；「辰」字作

，又作

；「亥」字作

，又作

。由此可見，「

」是「元」字

的初形。古籍中「元」字皆訓作人首，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狄人歸其元」
，哀公
十一年：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
《孟子‧滕文公下》
：
「勇士不忘喪其元」
，杜預注、
趙岐注皆訓「元」為首。 這個「元」字的初形，正好配合古籍的訓釋，告訴我們「元」
字的初義就是人首。

184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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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行」字，《說文》二篇下行部說：「

，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行」

字甲骨文作 、 ，金文作 、 ，均象道路之形。古書中的「行」字，仍有解作道路
的，如《詩經‧周南‧卷耳》：「寘彼周行。」又《說文》：「術，邑中道也。」「街，四
通道也。」「衢，四達謂之衢。」「 ，通道也。」均與道路有關。「行」字和「元」字
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幫助我們解決這兩個字的本義問題。

據古形古音研釋本義舉隅
不過，有時候，早期的字形，不一定能夠幫助我們輕易地把本義問題解決。段玉裁《廣
雅疏證‧序》云：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
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聖人之制字，
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185
文字之形、音、義，關係密切，於此可見一斑。以下所舉，即為據古形古音研釋本義之
字例：

（1）王
1.1「王」字與火無關
《說文解字》云：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
地人也，而參通之王者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186
許慎說解，乃據小篆字形為說。觀乎附錄一187、附錄二188所載《甲骨文編》、《金文編》
之「王」字，知其畫本不限於三，中亦不必貫以一，許君之說，實不足據。
於許君之說，首倡異議者，為清代吳大澂（1835－1902），其《字說》云：
185
186
187
188

見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2。
同上注，頁 9。
錄自孫海波：
《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 15。
錄自容庚：《金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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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古文作 或作 ，從＝從 ，不從三畫。 為古文火，然虎 （「然」為「 」
之誤釋──引者） 字、董臤鼎 字皆從火；舊釋堇為堇山，非也。王伐鄦侯
金作 ，仲偁父鼎作 ，公違鼎作 ，知古金字亦從火，象以火鎔金之器也。
《華
嚴經音義》引《易》韓注：
「王，盛也。」＝為地，地中有火，其氣盛也。火盛
曰王，德盛亦曰王，故為天下之號。189
其後朱芳圃（1897－?）補充吳說云：
甲文作

，象火炎地上之形。金文作 ，
《考工記》云：
「畫繢之事，……火似

圜」
，鄭注：
「形如半環」
，此即其形象矣。其上橫畫或—或＝，指火之炎上而大
放光明也。
祀火為原始社會普徧之習俗。其始也以火為神，繼則以熊熊之光象徵其威嚴，
因謂之王。逮進入階級社會後，宰制者之權力無限擴大，前之以尊崇其神者，
今則移以尊崇其首領，此人王名號之所由來也。韓康注《易》曰：
「王，盛也。
盛德之至，故曰王天下也。」……潤飾以儒家之言，掩蓋王之初形本義矣。190
商承祚（1902－1991）則認為「王」乃「旺」之本字。191高鴻縉（1892－1963）
於此闡述尤詳，高氏曰：
前四、31、一、 前一、7、五、 前四、14、三、 後下、16、十八……按
字之本意為旺盛，故從 。
（ 為火炷之古文，甲文具匡郭，金文小篆填實作 ，
篆文另作 。──高氏原注）而以—或＝或≡指明其部位，正指其處，言此處
最旺盛也。……後世借為帝王之王，久而為借意所專，乃另造旺字。192
稽諸甲文、金文，「王」字實不從「火」；李孝定（1917－1997）於此嘗加辨明，
李氏云：
卜辭「火」字作 ，「王」字數十百見，固無一从 作者，即金文諸从「火」
之字，據容庚《金文編》所載，除 虎簋一器 字所从「火」字作 與少數「王」
字作 所从相同外，其餘均作
諸形，兩側各着一小點，與王字所
从有別。然則王字从「火」，其說之誣，昭然可見。193
189
190
191
192
193

吳大澂：《字說》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頁 5-6。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7-18。
見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
，《金陵學報》，第 4 卷第 2 期頁 184。
見高鴻縉：《中國字例》
（臺北：三民書局，1960），第 3 篇頁 26-27（總頁 376-377）
。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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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字非象牡器
郭沫若（1892－1978）謂「王」字乃男性生殖器之象形，郭氏《甲骨文字研究》曰：
卜辭王字極多，其最常見者作 ，與士之或體相似。繁之則為 （前六卷卅葉
七片）、若 （後下十六葉十八片），省之則為 （前四卷三葉六片）若 （前
三卷廿八葉三片）
。金文王字多作三畫一連，然中直下端及第三橫畫多作肥筆，
其第三橫畫之兩端尤多上拳，如宰
作 ，盂鼎作 ，其最顯著者。姑馮句
鑃「隹王正月」作 ，四畫。…… 若 實即且若士字之變……其在母權時代
用毓以尊其王母者，轉入父權時代則當以大王之雄以尊其王公。且已死之示稱
之為祖，則存世之示自當稱之為王。祖與王、魚陽對轉也。……余謂士、且、
王、土，同係牡器之象形，在初意本尊嚴，並無絲毫偎褻之義。入後文物漸進，
則字涉於嫌，遂多方變形以為文飾。故士上變為一橫畫，而王更多加橫筆以掩
其形。……194
郭氏之說，純屬主觀臆度，缺乏有力佐證。甲文「王」字，多不肖男性生殖器之形，
與「且」
、
「土」等字形，亦不相類。且若謂「王」字本象牡器，則難以解釋甲文 （前
2、8、5）
、 （乙 4768）等字形。又「吉」字甲文作 （鐵 159、1）
、 （戩 40、14）、
（前 6、23、1）
、 （前 7、16、4）
、 （甲 2448）
、 （戩 13、9）
、 （佚 247）、
（前 2、4、6）諸形，于省吾（1896－1984）
《殷契駢枝三編》頁 28 曰：
「吉之初文，
195
象置句兵於 盧之上。」 李孝定申之曰：
「置兵於 ，以示措而弗用。夫兵，凶器；
戰，危事也。既措而弗用，自有吉善之義。」196其說頗為有理。若謂「王」字象牡器，
則無以解釋「吉」字甲文作

一形。

1.3「王」字非象帝王端拱而坐
徐中舒謂甲骨文「王」字象帝王端拱而坐之形，並舉漢畫象、銅器之花紋及銘文、
舊石器時代洞壁之繪畫、及原始民族所作偶像為證。197甲骨文「王」字僅寥寥數筆，實
難以斷定其所象為何；其贊同徐說者，亦大不乏人，李孝定即為其一，李氏曰：
徐氏之說，洞中肯綮，於王、皇二字溶會而參通之，無所往而不賅，覩此則諸
說立破，可無深辨。198

194
195
196
197
198

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香港︰中華書局，1976），頁 16-17（總頁 45-47）。
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北京：大業印刷局，1943）
，頁 28b。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380-381。
見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4 分頁 441-446。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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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賓（1895－1963）則從麼些文199與甲骨文之比較，說明「王」字本象挫手端坐
之形，董氏曰：
……現在把麼些文作證，確有正面端坐的字，像「坐」字、「王」字、「帝王」
字、
「客人」字皆是，又都和甲骨早期的「王」字相像。正面坐的人形是一樣的，
造字人用同樣心理把他寫出，自然相同。200
董氏復於其文中附圖如下：
麼些文

坐

王

帝王

甲骨文

王
王
皇
（早期） （晚期）

客
士
（金文）

董文附圖，頗能為徐說提供有力佐證。惟「王」字本象帝王端拱而坐之說，似仍有可商
之處。張日昇曰：
徐氏之說，就甲骨文字形論之，頗為近似，且更易於解釋「皇」字之字形。然
無以釋金文西周早期「王」字下畫作
之普遍現象，又「立」古文字作 ，
金文用作即位字，
「位」與「坐」意義相關連，端拱而坐則兩臂當與「立」字同
作向下垂之形，作一橫畫者非臂可知。201
張氏論點，似仍不足以徹底推翻徐說。徐文中之插圖202，即頗有人形底部作
形，及
雙手不下垂者。筆者以為徐說最大之問題，乃無法解釋甲骨文「吉」字之異體── 中
之 象兵器，若謂 中之 象人端拱而坐，似不合理。
徐說之優點，在其有助解釋金文「皇」字之字形。203若謂「王」字象帝王端拱而坐，
而「皇」字象帝王著冠冕形，合而觀之，似頗合理。惟金文「皇」字僅有美大誼，而無
帝王誼，
「皇」字本義，似與帝王無關204；借「皇」為帝王字，或為秦以後事；金文「皇」

199

麼些文又稱納西文字，乃居於雲南省麗江縣一帶自稱「拿喜」
（納西）之麼些民族所用之文字。
見董作賓《從麼些文看甲骨文》，
《大陸雜誌》，第 3 卷第 3 期頁 21。
201
見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
《金文詁林》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1975）
，頁
229。
202
參附錄九。
203
參附錄三（錄自《金文編》，頁 21-24）
。
204
有關「皇」字本形本義之解釋，眾說紛紜，汪榮寶據《禮記‧王制》
「有虞氏皇而祭」
，謂「皇」字像
宗廟之冠， 像冠卷， 像冠飾， 像其架（汪說見《釋皇》
，
《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2 號頁 387-389）
。
朱芳圃謂「皇」即「煌」之本字，其下作 ，即「燈」之初文：上作 或 ，像燈光參差上出之形（朱
說見《殷周文字釋叢》頁 49）
。筆者則認為「皇」字上半可能象頭飾，下半「王」字可能是聲符。以上
三說，均認為「皇」字下半非象帝王端拱而坐。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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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下半，及甲文、金文之「王」字，似皆不必釋為象帝王端拱而坐。

1.4「王」字本象斧鉞
吳其昌（1904－1944）謂「王」字本象斧鉞205，其證據如下：

圖中 、 、 為單206， 為矛，皆兵器，據此則 亦當為兵器，吳氏謂應為斧鉞。吳
氏又引經籍及典禮為證，其說云：
《爾雅‧釋器》：「斧、謂之黼。」又《釋言》：「黼黻，彰也。」孫炎注：「黼，
文如斧，蓋半白半黑，如斧刃白而身黑。」……蓋黼即斧之同聲假借後起字耳。
今考《儀禮‧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此斧依，在《周禮》則作
「黼依」
，
《周禮‧春官‧司几筵》云：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
位設黼依。」……蓋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驕然自大，以為在諸侯之
上而稱王，以王之本義為斧故。斧、武器，用以征服天下，故引伸之，凡征服
天下者稱王。斧形即王字，故繪斧于扆，不啻書王字于扆，以表示此為王者。
及至後之遺制，終不敢忘，故於朝天下、覲諸侯、封藩服、會卿事之時，仍設
繪斧之扆以紀念之，既以示王者威德，且告人以此為王者。惟王者可設斧依，
則王字之本義為斧，益彰明矣。
其後林澐復為吳說提供佐證如下：
王字在甲骨文中最常見的形體有 、 、 、 、 等幾種，而以作 者最
早，武丁時甲骨文均作此形。 形，乃 即戌207字上半部竪置之形。戌字在廩
辛康丁時代的甲骨文中多作 或 形，而王字在廩辛康丁時代正好也多作 形，
可見王字確與戌字有關。有時戌208也寫作 （如綴合 238，摭續 174，京津 4862
等），本象斧鉞形，由此可知 乃象斧鉞類武器不納柲之形。甲骨文中王間有
作 者（如甲 3358），商代金文中王字間有作 者（小臣系卣，三代 13‧35），
尤可為王字本象不納柲斧鉞形之證。其橫畫，乃像「闌」之形。至於 字又加
橫畫變為

205
206
207
208

或

，這和金文

字又作

等形是同一演變規律，只是橫竪之別

吳說見《金文名象疏證》
，《武大文哲季刊》，5 卷 3 期頁 498-509。
文字學家多以單為盾。吳氏謂所引三形皆為單，不無可疑，惟本文於此暫不討論。
《考古》1965 年第 6 期頁 311 誤作「戍」
。
《考古》1965 年第 6 期頁 311 誤作「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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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西周金文王字之所以有 、 209兩類寫法，底畫或曲或直，正是早期王
字對斧鉞鋒刃部的兩種不同表現法的簡化。
《說文》王字古文作 、小篆作王即
210
源於此。
林氏又謂「王」字字音與斧鉞古名有關，其說曰：
《詩‧大雅‧公劉》
：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毛傳云：
「揚，鉞也」
，是鉞有稱揚
者。
《國語‧晉語》
：
「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
。韋注：
「越，揚也」
，可
為越、揚字通之證，揚、王叠韻，又同為喻母字，然則王字之得聲，當由於鉞
之本名揚，揚之音轉而為王。可見王字之本象斧鉞形，可以無疑。
案：
「鉞」字古音匣紐月部，
「揚」字餘紐陽部，
「王」字匣紐陽部。
「王」
、
「鉞」雙聲，
「王」
、「揚」疊韻，可為「王」與「鉞」、「揚」二字有關之旁證。
林氏復嘗試指出「王」字象斧鉞之原因，其說曰：
斧鉞這種東西，在古代本是一種兵器，他是用於「大辟之刑」的一種主要刑具。
不過在特殊意義上來說，它又曾長期作為軍事統率權的象徵物。西周時代的虢
季子白盤銘云：「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戊，用征蠻方。」《左傳》昭公十五
年：
「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撫征東夏。」
《史記‧殷本紀》：
「賜（周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都是弓矢和斧鉞並賜而使專
征伐的。如果分析起來，弓矢是用於作戰的，而斧鉞則主要是用於治軍的。因
為斧鉞不僅是武器，而且是砍頭的刑具。試看《尚書》中幾篇作戰前的誓辭，
如《甘誓》云：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又如《湯誓》
、
《牧誓》中也都
是以死刑來保證軍事首領的統率權的。當然，這些誓辭未必就是當時的實錄，
但從民族志的材料來看，死刑最早的對象之一，就是臨陣脫逃，不聽軍令者，
《尚
書》的記載，也不無歷史真實的「內核」
。所以斧鉞成為象徵軍事統率權的權仗
是很自然的事情。《牧誓》說：「（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說文》
引《司馬法》云：
「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都明白的
反映了「鉞」是指揮軍隊的權杖，看來不是沒有根據的。漢代的《淮南子‧兵略
訓》說，君主授命於將軍時，要「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復持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這種儀
式，顯然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林氏謂中國之王權發展，其過程與古希臘、古羅馬相似──握有最高行政權力之王，其

209
210

《考古》1965 年第 6 期頁 311 誤作「 」
。
見《考古》1965 年第 6 期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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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皆為軍事首長。此即為「王」字本象斧鉞之原因。林氏復云：
商周時代的「王」固然已是世襲的統治者，權力並不限於軍事統率了，不過他
們和靠以「起家」的斧鉞卻一直是形影不離的。如古籍中記載：「武王（成湯）
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詩‧商頌‧長發》）
。
「湯自把鉞，以
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殷本紀》）
。
「（周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髦以麾」
（《尚
書‧牧誓》）
。這是王親秉斧鉞督戰的情景。又如「（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
王秉黃鉞正邦君」（《逸周書‧世俘解》），這是王親秉斧鉞聽政的情景。「凡大朝
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注：黼謂之斧，其繡黑白采，以
絳帛為質，依，其製如屏風然。）
（《周禮‧司几筵》）
。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
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禮記‧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禮記‧
明堂位》）
。
「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
（《逸周書‧明堂解》）
。
「狄設黼扆綴衣」
（《尚書‧顧命》）。這是王以畫繡斧鉞圖形的屏風作為自己的重要陳設。
「槍桿子出政權」，於是以象徵軍事統率權之斧鉞象徵王權，此固為假設之說。然
揆諸字形，甲、金文「王」字實像斧鉞之形。又古文字中象刑具之「 」、「辛」，及象
斧鉞類兵器之「戌」
、
「戊」等字，其字形均與「王」字相類，附錄四211、附錄五212、附
錄六213、附錄七214、附錄八215足以為證。且若「王」字本象斧鉞之形，則甲文「吉」字
之異體 、 ，及 、 等字形，皆易於解釋。故以「王」象斧鉞，可為定案。

（2）不
2.1「不」字不象花柎之形
《說文解字》十二篇上︰
，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猶天也。象形。21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象形」下云︰
謂 也。象鳥飛去，而見其翅尾形。217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錄自孫海波：
《甲骨文編》，頁 98-99。
同上注，頁 553。
錄自容庚：《金文編》
，頁 972-974。
錄自孫海波：
《甲骨文編》，頁 572-573。
錄自容庚：《金文編》
，頁 964-965。
許慎：
《說文解字》，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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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不象鳥飛形。宋鄭樵（1104－1162）《六書略》云︰
……象華萼蔕之形。218
鄭氏之後，以「不」字本義為花柎者甚夥，周伯琦（1298－1369）、程瑤田（1725
－1814）
、王筠、徐灝（1810－1879）
、羅振玉（1866－1940）
、王國維（1877－1927）、
郭沫若諸氏皆是也。程瑤田《解字小記‧ 字義說》曰︰
《小雅‧常棣篇》︰「鄂 韡韡。」鄭氏《箋》云︰「承華者曰鄂。 ，當作拊；
拊，鄂足也。」 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拊」曉人，非謂「拊」譌為 ，而欲
改其字也。故左氏《傳》曰︰「三周華 注山。」酈氏《水經注》言華 注山單
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為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爾雅‧釋山》曰︰
「再成英，一成坯。」蓋亦以華狀之坯，即 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
上，故山再成者，如鄂 之承華英也。此皆 字本義見於經傳可考者。 字象形，
一下 象鄂足著於枝莖，三垂象其承華之鄂蕤蕤也。219
王筠《說文釋例》曰︰
……使「不」字第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則是虛字也。然古人造字，不為文
詞而起，必無所用虛字，如之者出也、焉者鳥也、然者火也、而者毛也，皆古
人之實字，後人借為虛字耳。恐「不」字以《常棣》篇「鄂不」為本義，鄭箋
云︰「承華者曰鄂（吾鄉沿此語——《說文釋例》原注）
。不，當作拊。拊，鄂
足也。」…… 字之形，即鄂足之形，乃象形字，非指事字也。
正是花萼形，
之中直為枝莖，左右垂者為細葉，凡葉之近花者，皆細於它葉而下垂也。是
「鄂不」為其本義，後為借義所奪耳。左成元年《傳》︰「三周華不注。」杜
《注》第云「山名」，《釋文》亦未為「不」字作音。十六年《傳》︰「有 韋
之跗注。」杜《注》︰「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案杜以「屬」
釋「注」，知「華不注」即「華跗注」也，即「鄂不」也。「華坿注」者，上華
下跗，相連屬也。……220
程、王二氏，於「不」字之字形，皆據小篆為說。案「不」字甲骨文作 （乙 8685
反）
、 （鐵 3、2）
、 （鐵 7、1）
、 （鐵 119、2）
、 （佚 54）
、 （存下 160）
、 （後
1、16、11）、 （乙 9094）、 （拾 5、10）、 （戩 15、2）、 （戩 15、4）、 （戩
217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278b。

218

鄭樵：
《六書略》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卷 1 頁 8b。

219

阮元、嚴杰編輯：《皇清經解》
（臺北：復興書局，1972）
，頁 6131a。

22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52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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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 （佚 215）
、 （佚 230）
、

（佚 897）
、 （粹 899）
、 （甲 2363）
、 （甲

2382）、 （乙 3400）、 （鐵 11、2）、 （鐵 107、3）、 （前 4、35、3）、 （甲
1565）
、 （粹 1004）
、 （後 1、32、10），金文作
鼎）
、
鐘）、

（頌鼎）
、 （王孫鐘）
、
（縣妃

（齊

（大豐

壺）
、 （者

）
、 （敔

鐘）
、 （

）
、 （盂
）
、 （蔡

），與小篆字形不盡相同，疑所錄甲骨文首 24 字字形較為近古。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云︰
王國維曰︰「帝者蒂也，不者柎也，古文或作
，但象花萼全形。……」
（見
《觀堂集林》卷六《釋天》）……王謂象花萼全形者，是也。分析而言之，其
若 象子房， 象萼， 象花蕊之雌雄。以「不」為柎，說始於鄭玄。
《小雅‧
常棣》︰「常棣之花，鄂不韡韡。」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
鄂足也。古音不、柎同。」王謂「不」直是柎，較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帝同
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蕊，與帝之異在非
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申為丕。其用為「不是」字者迺假借也。221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云︰
王國維氏取《小雅》鄭箋之說，謂「不」即柎，其說至塙；郭說尤精當，或作
者，但象殘蕊萎敗之狀。222
觀李氏之說，以「不」字本義為花柎，似為定論。然細察甲骨文「不」字字形，似
不象花柎。郭、李二氏之說，皆有可商之處︰（一）果如郭氏所言，

象花蕊之雌

雄，何以「不」字中之花蕊皆倒懸而位於子房之下？（二）甲骨文中「不」字多作 、
之形。果如李氏所言， 象萎敗之殘蕊，則甲骨文中「不」字之花蕊，何以呈萎敗
之狀者，竟較作壯盛之形者為多？（三）
《山海經‧西山經》︰「淵有木焉，圓葉而
白柎。」郭璞《注》︰「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為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223
郭沫若云︰「余謂『不』者房也。」柎為草木子房抑鄂足，茲不具論；然甲骨文「不」
字有但作 ，全無子房或鄂足形者，似不可解，竊以為「不」字實不象花柎之形。

221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頁 17-18。

222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3497。

223

王雲五主編：
《古今逸史》第六冊（《山海經》
）（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
，卷 2 頁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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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字本象植物之根

考「耑」字甲骨文作 （前 4、42、1）、 （前 4、42、2）、 （後 2、7、3）、
（京津 4359）者；《說文解字》七篇下云︰「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
其根也」。 224甲骨文「耑」字下半所象之根，與甲骨文「不」字下半頗相似，「不」
字本義當為植物之根。
《說文解字》六篇下木部「本」字下云︰「木下曰本。」225是
「本」之本義為樹木之根。案「不」、「本」二字幫紐雙聲、物文對轉。據甲骨文之
字形及古音，「不」字似皆與植物之根有關。 226姚孝遂先生（1926－1996）曰：
契文 字本象草根形，自用為否定詞，久假不歸，本義久湮，遂別出「棓」字，
《說文》訓為「梲」
，今字則作「棒」
。然《廣雅‧釋草》
：
「棓、杜、 、茇、荄、
株，根也」。王念孫《疏證》云：「棓茇聲之轉。根之名茇又名棓，猶杖之名柭
又名棓也」。「根」當為「棓」之本訓，「不」則為「棓」之本形，其音則一。

字亦作「茇」，《說文》訓為「草根」。《方言》：「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
曰茇」
。
《廣雅疏證》
：
「茇之言本也。本茇聲義相近。故槀本謂之槀茇。
《中山經》
云：青要之山有草焉，其本如槀本；
《西山經》云：皋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槀
茇。郭璞注《上林賦》云：槀本，槀茇也。草本之為茇，猶燭本之為跋。
《曲禮》
『燭不見跋』，鄭注云：跋，本也。《淮南‧墬形訓》云：『凡根茇草者，生於庶
草』。字亦作菝。《玉篇》云：『菝

，狗脊根也』。」

草之根曰茇，木之根曰本，而音義俱相因，可通。朔其原始，草根實作 ，即
「不」字。「茇」、「棓」乃其孳乳之形聲字也。典籍以「桮」為「杯」，《說文》
訓「棓」為「梲」，即今「棒」字，實本同源。「棓」本義為「根」又久湮，乃
別出「茇」字以代之。

《說文》以木為「从 ，下象其根」
，丁福保《說文詁林後敘》據希麟《續音義》
22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3196a。

225

同上注，頁 2449b。

226

筆者案：上文有關「不」字之意見，見於拙著《「不」字本義為花柎說質疑》一文，刊於 1984 年

出版之《中國語文研究》第 5 期。承《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轉來隱名評審者審稿意見，始知陳
世輝先生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1983 年出版）之《釋

──兼說甲骨文不字》一文，已

先於筆者指出「不」象植物之根。《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所載姚孝遂先生有關「不」字之案語，
則可補拙說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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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說文》「 下象其根，上象枝也」，謂「 即上象其枝， 即下象其根」。草
根曰茇，木根曰本，實乃後世區別之文，其初形均作「不」。易言之，「不」即
象一切草木之根形。227
其說甚辨。
以上「王」、「不」二字，所據以釋者，以古字形為主，以古音為旁證。

（3）
3.1「養」字古文何以從攴？
《說文解字》卷 5 上食部︰
養，供養也。从食，羊聲。 ，古文養。228
，《小徐本》作

229。案︰《說文》从

230，

231，

之古文作

之籀文作

之字，其古文、籀文皆从 ，如 之古文作

232，是也。王筠《說文釋例》曰︰

養之古文 ，
《玉篇》在攴部。案此字從攴，殊不可解；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
事。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233

3.2 甲文 之釋讀
案︰甲骨文有 （甲 1131）
、 （乙 409）
、 （乙 2626）
、 （乙 3935）
、 （粹
1589）、 （前 5、45、7）、 （後 2、12、15） 234，金文有
罍）、

（父乙觶）、

（

（

又罍）、

又戈） 235，其構造均與《說文》養之古文

（父丁

無異，惟

釋者家各一說，不盡從《說文》
，殆亦以《說文》養之古文從攴不可解邪﹗屈萬里（1907

227
228

李孝定：《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2511。
許慎：
《說文解字》，頁 107。

229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191。

230

許慎：
《說文解字》，頁 67。

231

同上注，頁 69。

232

同上注，頁 68。

233

王筠：
《說文釋例》（同治 4 年〔1865〕王彥侗刻本），卷 6 頁 20-21。

234

見孫海波：《甲骨文編》
，頁 142。

235

見容庚：《金文編》，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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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釋羖，曰︰
，從羊 。按︰甲骨文般庚之般，其偏旁或作 ，知 即殳。從可知 即羖字。
《爾雅‧釋畜》︰「夏羊牡羭牝羖。」
《說文》︰「夏羊牡曰羖。」義適相反。
（夏
羊，山羊也。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二有說。——屈氏原註）說者謂《說文》
是而《爾雅》誤，蓋可信也。236
案︰甲骨文攴作 、 、 、

237，殳作 238，二者作偏旁偶或通用。惟《說文》自有

字，且讀 為羖，於卜辭頗有不通者，如李孝定曰︰
辭云︰「貞乎王

羊」（乙二六二六），如讀為羖羊，似覺不辭。239

是 非羖字矣。羅振玉及金祥恒（1918－1989）則釋牧，羅振玉曰︰
《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
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240
金祥恒曰︰
羅（振玉）說是也。容氏（謂容庚——引者）以金文字形與《說文》古文合，
且為隻字單詞，文義無從稽考，故以《說文》養釋之。而 ，甲骨卜辭除斷爛
過甚，僅存一二字外，其餘較為完整者如《小屯乙編》第二六二六片︰「貞︰
乎王 羊？」
《殷契佚存》一三○片︰「丙申卜，貞︰ ，其
？」
「貞︰ ，
亡（ ）？六月。」其「 羊」與「 」，果然可釋為「養羊」與「養」，猶如
今語。但古多言「牧」而不言「養」
。如《孟子‧公孫丑章》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
為之牧之者」，《告子章》「牛羊又從而牧之」，《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
爾牧來思」
。由是言之， 為牧羊之牧，牧之別書，非養之古文。王筠疑「古文
傳久，或有譌誤」者，誤牧之古文為養之古文也。241
案︰《周禮‧夏官‧圉人》︰「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242《管子‧形勢解》︰「其

236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頁 165。

237

參孫海波：《甲骨文編》
，頁 137-146。

238

同上注，頁 130-134。

239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770。

240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卷中頁 70。

241

金祥恒：《釋 》
，見《中國文字》第 21 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66 年 9 月。

242

鄭玄注，賈公彥疏：
《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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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243《晏子春秋‧諫上》︰「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
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244《史記‧老子傳》︰「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
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 245《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為鼷鼠食
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246皆用養字。

3.3

本為養羊之專字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曰︰
古多分別字，於牛為牧，於羊為養（

）
，亦猶於手為盥，於足為洗，於髮為沐，

247

於面為沬也。

案︰李氏謂牧本為養牛之專字， 本為養羊之專字，以語源觀之，是也。牧之於牛，
之於羊，均有語音關係──牛字上古疑紐之部，牧字明紐職部，二字之、職對轉；
羊、 二字則同屬餘紐陽部。是 本為養羊之專字，引申為凡飼養牲畜之稱，又引
申為人之供養 248，《說文》遂以之為養之古文矣。

（4）
4.1 王國維之釋讀
卜辭中

字屢見，作 （佚 270）、 （佚 199）、

背）
、 （佚 519）
、 （佚 542）
、
2）
、

（佚 266）、

（佚 226

（佚 428）
、 （佚 875）
、 （福 20）
、 （鐵 3、

（鐵 73、3）
、 （鐵 98、3）
、 （鐵 100、2）
、 （鐵 114、3）
、 （鐵 115、

1）、 （鐵 129、4）、 （鐵 162、1）、 （拾 3、4）、 （拾 8、14）、 （前 1、3、
7）、 （前 1、11、7）、 （前 1、15、4）、 （前 1、37、4）、 （前 4、3、2）、
（前 4、6、5）
、 （前 5、4、4）、

（前 5、4、7）、 （前 5、29、1）
、 （前 6、

8、7）、 （前 6、13、3）、 （前 7、31、1）、

（前 7、44、1）、 （前 8、12、

243

國學整理社編：《管子校正》
（《諸子集成》本，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 330。

244

國學整理社編：《晏子春秋校注》（
《諸子集成》本），頁 34。

245

司馬遷：《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2145。

246

班固：
《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1962）
，頁 1372。

247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770。

248

參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
（河南︰中州書畫社，1983）
，卷 10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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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 1、1、7）、 （後 1、2、10）、

（後 1、17、1）、 （後 1、20、13）、

（後 1、4、10）、 （後 1、8、8）、
（後 1、24、3）、 （後 1、32、1）、

（後 2、2、8）、 （後 2、2、10）、 （後 2、23、5）、 （後 2、33、1）
、 （後 2、
39、17）
、 （菁 10、2）
、 （林 1、2、4）
、 （林 1、2、12）
、 （林 1、11、15）、
（林 1、13、5）
、 （林 2、25、11）
、 （林 2、27、2）
、 （戩 5、5）
、 （戩 26、
3）
、 （戩 47、5）
、 （燕 194）
、
211）、

（燕 230）、

（燕 20）
、 （燕 635）
、 （燕 22）
、 （燕

（燕 231）、 （甲 60）、

（甲 82）、 （甲 101）、 （甲

1236）、 （甲 2371）、 （甲 2416）、 （甲 2502）、 （甲 2765）、 （甲 2799）、
（甲 2831）
、 （甲 3271）
、 （乙 163）
、 （乙 778）
、 （乙 1152）
、 （乙 1908）、
（乙 1952）、 （乙 7577）、 （乙 7766）、

（乙 8638）、 （京津 4850）、 （粹

84）
、 （粹 108）
、 （粹 181）
、 （粹 190）
、 （粹 402）
、 （河 125）
、 （珠 61）、
（珠 244）、 （安 3、22）、 （京都 3115）諸形 249，變狀至夥，孫詒讓（1848－
1908）釋巤，讀為獵 250，惟據之以讀卜辭，則詰屈難通。王國維讀《小盂鼎》
，見有
字，與

之異體

相似，其文云︰「粵若

乙亥」，與《書‧召誥》「越若來三

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漢書‧王莽傳》
載群臣奏言 251︰「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
生、庶民大和會。」此奏摹仿《康誥》
、
《召誥》
，王氏遂悟《召誥》之「若翌日乙卯」、
「越翌日戊午」
，今文《尚書》殆本作「越若翌乙卯」
、
「越若翌戊午」
。故《小盂鼎》
「粵若

乙亥」
，當釋為「粵若翌乙亥」無疑。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

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中

諸體皆昱字。以王氏此說解釋卜辭有此字者，無乎不

合，惟卜辭諸昱字雖什九指斥明日，亦有指第三日、第四日以至十餘日以後者，視
《說文》明日之訓稍廣耳 252。王氏此說，若抽關啟鑰，發精微之蘊，解學者之惑，
其功可謂偉矣﹗

惟王氏謂

即巤之初字 253，則有可商。王氏曰︰

石鼓文︰「君子員邋。」字作

，从 。《說文‧囟部》︰「巤，毛巤也。象髮

249

參孫海波：《甲骨文編》
，頁 167-169。

250

見孫詒讓：《契文舉例》
（《吉石盦叢書》第 17 冊）
，卷上頁 4b。

251

此據《漢書》頁 4069，《觀堂集林》
（香港︰中華書局，1973）頁 284 作「太保王舜奏云」
。

252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
，頁 284。

253

同上注，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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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 則但象毛髮巤巤之形，本一字也。254
案︰ 殊不象毛髮巤巤之形。唐蘭（1901－1979）《殷契卜辭考釋》曰︰
巤字上半與子字之古文《召伯 》作 、
《宗周鐘》作 者正同，象人首之有毛
255
髮，則
二字不當相混也。

4.2

象羽形邪？象翼形邪？
王襄（1876－1965）《古文流變臆說》云︰
殷契昱之初文作 諸形，凡百數十名，繁簡任意，無一同者。蓋製字之始，取
象于蟬翼，因摹寫匪易，故無定形，疑為翼之本字，借為翌日字。天寶時，衛
包盡改《尚書》之翌為翼，或見古文固如此歟。256

葉玉森（1880－1933）
《說契》亦謂象蟲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其後葉氏
著《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則謂其字多肖蟲翼或鳥翼形，其作 者尤肖矯翼形。 257
唐蘭則改釋為羽字，並云︰
葉玉森謂象蟲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
（《說契》）雖較釋巤為勝，亦未
確。蓋蟲翼之象，本無佐證，且何以不象鳥翼乎？按字形，卜辭之 ，即後世
之翊，則其所從之 ，即應是羽字，本曒然無可疑，然昔人卒未悟此。故知文
字之學，不自分析偏旁入手，終是歧路也。

羽字所象，則鳥羽之形也。作 ，作 ，猶可見其髣髴。余嚮者謬謂羽象羽翼之
形，乃翼之本字，（《殷栔卜辭釋文》二葉）今乃悟其非是。蓋毛羽皮革，咸共
日用，而其形可象，故原始文字已可有之。若翼字則用既不繁，形復難象，古
初殆借異字以為之，蓋異象人舉兩手，有類夫翼也。形聲字興，乃製 翼兩字。
則翼不當有象形字也。258

254

同上注。

255

原書未見，錄自《甲骨文字詁林》頁 1858。

256

原書未見，錄自《甲骨文字詁林》頁 1857。

257

見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 1 頁 10b。

258

見唐《殷虛文字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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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唐氏之意，蓋謂翼字用既不繁，形復難象，當為原始文字所無。考納西象形文
字翼作
諸形 259，則唐氏所謂原始文字所當無，未必是也。
唐氏釋

為羽，孫海波（1910－1972）《甲骨文編》從之 260，李孝定《甲骨文

字集釋》更以為其說不可易，並云︰
正象鳥羽之形，它體雖詭變無常，皆書者徒逞姿媚，不以肖物為工，然于羽
形猶能得其髣髴也。261
惟仍有以
之

為翼者，其中以康殷（1926－1999）之說最詳。康氏謂《父己尊》

，像鳥之雙翼覆抱一子之形，與下列古籍，可互為印證 262︰
（一）
《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二）《楚辭‧天問》︰「稷惟九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三）
《史記‧周本紀》︰「有邰氏女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
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棄渠中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因名曰棄……。」
康氏謂《父己尊》之 ，即甲文之

，為

等鳥翼形之文字化。

則象鳥翼翻折之狀。 263
近年出版之甲骨文辭典，有認為

象羽形者，如徐中舒主編之《甲骨文字典》

264、方述鑫等編之《甲骨金文字典》265；亦有認為

象翼形者，如崔恒昇編著之《簡

明甲骨文詞典》 266、劉興隆著之《新編甲骨文字典》 267。然則

象羽形邪？象翼形

259

見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164。

260

見孫海波：《甲骨文編》頁 167。

261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237。

262

見康殷《古文字發微》（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頁 31、32、34、58。

263

見康殷《古文字發微》頁 34、53、54。

264

見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頁 386。

265

見方述鑫等編：《甲骨金文字典》
（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 287。

266

見崔恒昇編著：《簡明甲骨文字典》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頁 372。

267

見劉興隆著：《新編甲骨文字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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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茲試裁以管見如下︰
（一）甲骨文諸

字詭變劇繁，綜而觀之，多肖翼形，而不肖羽形者則甚夥。

（二）納西象形文字翼作
（三）若

諸形，與甲骨文諸

字近似。

本為翼字，假為同屬餘紐職部之昱字，固無問題；若

本為羽字，

羽字古音匣紐魚部，則與餘紐職部之昱字，韻部遠隔，聲亦不近，則何以假為昱？

（四）甲骨文

字有異體作

者，王國維 268、王襄 269、魏建功（1901－1980）

270、李孝定 271皆以立為聲符，唐蘭則以為从立羽聲，若此字從羽得聲，音亦當與羽

相近，羽、昱韻部遠隔，聲亦不近，則此字何以能假為昱？故當以立為聲符。立古
音來紐緝部，昱、立分隸餘來二紐，或為上古 dl－複聲母之遺 272，職、緝則有旁轉
關係 273，故

當本為翼字，借為昱日字，後加立為聲符。

以上二例， 為「牧」抑「養」，

為「羽」抑「翼」，主要皆據古音以定之。以

下一例，則古形、古音並重。

（5）
5.1

之釋形
甲骨文有作 （甲 205）
、 （甲 411）
、 （甲 896）
、 （甲 1153）
、 （1164）、

（1237）
、 （2443）
、 （2504）
、 （甲 2905）
、 （甲 2992）
、 （拾 7、11）、
（前 5、20、5）
、 （前 7、38、1）
、 （後 2、21、14）
、 （佚 745）
、 （存下 402）、
268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頁 285。

269

見王襄：《古文流變臆說》，參注 72。

270

魏氏之說，見《卜釋》
，原書未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229-1230 及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

頁 1863 均有引錄。
271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 1241。

272

魏建功已有是說，見《卜釋》
，參注 86。

273

《詩‧小雅‧六月》二章以飭服熾國（職）韻急（緝）
，
《大雅‧思齊》四章以式（職）韻入（緝）
。
《易‧

井》九三以食惻福（職）韻汲（緝）
，
《大戴禮‧五帝德篇》以急（緝）韻服（職）
，
《虞戴德篇》以集（緝）
韻福服德（職）
，《爾雅‧釋訓》以極德直力服息德忒食則慝職（職）韻急（緝）
，皆職緝旁轉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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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 2、395）、 （金 620）、 （鐵 125、3）、 （後 2、7、8）、

（後 2、20、

10）
、 （乙 3400）
、 （乙 766）者274，羅振玉謂「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
之狀」 275；葉玉森謂「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 276；白川靜（1910－2006）謂象女
巫於神附身時之狀態 277；三說均有可商。案此字於卜辭中有順意，殆即經籍中訓順
之若字。又此字孳乳為諾，故羅氏謂象諾時巽順之狀，惟何以甲骨文中此字均呈披
頭散髮形，實不可解；葉說頗能解釋此字於卜辭訓順之理，惟此字是否象理髮使順，
觀字形似尚難確說，且跽而理髮使順，何以能孳乳為諾，亦不可解；白川靜謂女巫
於神附身時，陷於迷亂之狀態，頭髮亂如雲，兩手舉而跪坐，其說頗能解釋甲文之
字形，然何以卜辭此字有順意，且又孳乳為諾，豈女巫所傳達之神意皆順人意，且
於人之請求，盡皆應諾之邪﹗竊疑此字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故凡事巽順，無不應
諾也。甲骨文有 （續 2、16、1）字 278，象人舉手跽足與 同，惟頭上有 ，與童、
妾等字同 279，殆即郭沫若所謂「古人於異族之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
每黥其額而奴使之」者也 280。又甲骨文有 （乙 3307）字 281，象人散髮形，與 略
同，其上有 拘持之，蓋亦降服之意，與

字作 （甲 1020） 282者意略同。

5.2 據古音以證筆者之說
字音若，與虜、奴二字鐸魚對轉（若字日紐鐸部，虜字來紐魚部，奴字泥紐
魚部。日古歸泥，則若、奴二字古音尤近），與臧字鐸陽對轉（臧字精紐陽部），與
獲字則同屬鐸部（獲字匣紐鐸部）
。臧獲者，被虜獲為奴隸者之稱也 283。又若與臧同
有善意，
《爾雅‧釋詁》曰︰「……若……臧……善也。」284于省吾先生曰︰「施威

274

孫海波：《甲骨文編》頁 20-21。

275

參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頁 56a。

276

參葉玉森：《說契》
（見《說契》、
《揅契枝譚》合訂本，香港︰香港書店，1972）頁 5a。

277

參《說文新義》林潔明譯文，見周法高編撰：
《金文詁林補》
（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頁 1677-1678。
278

孫海波：《甲骨文編》頁 646。

279

參容庚：《金文編》頁 154-155 及《甲骨文編》頁 99。

280

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頁 14a-17a（總頁 177-183）
。

281

參孫海波：《甲骨文編》頁 795。

282

同上注，頁 120。

283

《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注》︰「晉灼曰︰‘臧獲，敗敵

所破虜為奴隸。’」又《方言》卷 3︰「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又《荀子‧王霸》︰「如是，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注》︰「臧獲，奴婢也。」又《楚辭》嚴忌《哀時命》︰「釋管晏而
任臧獲兮。」《注》︰「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
284

郭璞注，邢昺疏：《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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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以征服臣妾，自為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臧善之義。」285是則稽之字形，覈之音韻，
驗諸古籍，皆以 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為勝。
觀乎上述諸例，古形古音於古文字之研釋，實有稽疑抉奧之功。本文開首所引段玉
裁《廣雅疏證‧序》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信
焉。

285

于省吾：《雙劍誃殷栔駢枝三編》（北京：大業印刷局，1943）頁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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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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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化
對漢字系統的影響

石毓智
新加坡國立大學
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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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对汉字体系的影响
石毓智
（新加坡国立大学）
内容提要
汉语发展史表明，语法演化对文字系统具有深刻的影响。实词的语法化涉及到语音的
简化、词义的虚化和语法功能的获得，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文字形体的变化。一个新语法
标记产生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提高，为了区别于其原来的实
词用法，汉语往往采用以下三种办法来记录新产生的语法标记：一、寻找一个生僻字来标
识新语法功能，结果产生一系列文字假借现象；二、创造一个全新的汉字，这是汉字形体
增加的原动力之一；三、最后确立一个笔画简单的书写形体，这个简单形体要么假借要么
新造。由于汉字这种书写系统有自身的独特性质，跟世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实词的语法
化往往会带来一个时期标识同一语法功能的文字混乱，从而形成汉语语法化的语言特色。
表面上看起来，语法化会带来文字书写形体的混乱，而其间也存在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语法化 汉字变异 语音简化 语义虚化 视觉区别特征
1、引言
汉语拥有三千多年的文字记录历史，这不仅是研究人类语言演化的宝贵资源，也是观
察语法演化如何影响书写系统变异的最好证据。语法化所导致的汉字演变涵盖几种不同的
情况，包括假借旧有汉字、简化复杂汉字和创设新形汉字。导致汉字形体变异的因素可能
有多种，新事物的发现或者新概念的创立就是最常见的因素，当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记录
化学元素的汉字诸如“氖、氢、锂”等，又如音译词“沙发、咖啡、拷贝”等。语法的演
化也是导致汉字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迄今尚无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本文就这个问题
做一个开创性的探讨。
语法演化对文字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我们拿现代汉语最常用的两个汉字来说明。根
据中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结构助词“的”，
它在上古汉语的意义是“箭靶中心”，如果不是它在元明时被假借来记录新出现的结构助
词“底”、“地”和补语标记“得”，它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又如，使用频率排第三位的
是判断词“是”，它本为先秦的一个指代词，秦汉时期演化成一个判断词，如果没有这一
语法发展，它的命运就会像那时其他指代词“此”、“斯”、“兹”等一样，到现在只在
个别书面语中才可以见到。再如，使用频率排第十一位的汉字是指示代词“这（這）2”，
它是唐代才产生的新字形。这个指示代词是从当时量词“隻”语法化而来的，初期的写法
有“適、遮、赭、只、者、则、拓、摺”等多种，最后选择了“適”字的草书体“這”
（参见陈治文 1964；袁宾和何小宛 2014；王统尚和石毓智 2017a 等）。
以上所谈的这三个汉字变化案例，代表语法演化对汉字变异的三种典型形态：首先，
“的”是对旧有文字的假借利用，因获得新的语法功能而得到广泛使用；其次，“是”为
自身发展出重要语法功能，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最后，“這”是新创造的字形，因为

1
2

由中国国家标准总局 1980 年发布，1981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一套国家标准，标准号是 GB 2312—1980。
本文讨论汉字形体，故行文中必要时会使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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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而带来的语音简化和词义虚化，与原来词汇的音义关系越来越远，所以人们就创立
一个新的汉字来记录它。
2、语法化的特征及其对书写系统的影响
任何语言的语法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的，始终处于演化过程中。语法化的类
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实词演化为一个表达一定语法功能的虚词，二是松散的篇章组织固定
成一种语法结构；跟本文讨论的现象有关的主要是第一类语法化方式。
根据国际语言学界对各种语言的语法化现象的研究（详见 Hopper & Traugott 1993;
Harris & Campbell 1995; Heine & Kuteva 2002 等），语法化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跨语言共
同特征。
一、语义虚化。英语的行走类动词“be + going to”发展成将来时标记后，它失去原
来的具体词汇意义。
二、语音简化。“be going to”变成被动标记后，它在口语里常被念成“be gonna”，
不仅失去了原来的音素，语音形式也变得简短了。此外，语音简化还包括两个成分之间边
界的消失，或者两个或者更多的成分融合为一个，如“going to > gonna”。此外，原来的
元音不管是什么，会向央元音[ə]或者高元音[ɪ]靠拢，比如英语的“one[wʌn]”变成不定冠
词“a [ə]”，副词标记由“-like[laik]”变成“-ly[lɪ]”等。声母不管原来是什么，倾向于
发 展 成 [t] 、 [n] 、 [s] 等 这 些 人 类 语 言 最 常 见 的 所 谓 的 “ 无 标 记 辅 音 （ unmarked
consonant）”。
三、频率提高。一旦一个实词演化为一个语法标记之后，它的使用范围会迅速扩大，
出现的频率会急速增长。比如“了”在唐宋时期刚语法化时，只能与及物动词搭配使用，
后来扩大到不及物动词、形容词甚至一些名词结果，而且它的使用频率也大幅增加（石毓
智和李讷 2001：126）。
英语是拼音文字，语法化也会影响到拼写方式的改变，例如 can not > cannot; will
not > won’t; let us > lets; that > the; one > a; -like > -ly; who’s > whose。这些合音词大都能
够从其语音形式上看出语法化前后两个形式之间的关系，然而汉字基本上是以象形字为偏
旁部首（或者说基本构件）的一种文字系统，不直接反映词的语音，即使有形声造字法也
往往不是准确记音。语法化所带来的语音简化和语义虚化必然会影响到汉字记录方式，由
于汉字的独特符号性质，因而造成汉语语法化的个性特征。
3、汉字记录语法标记的特殊性
虽然语法标记都是从实词语法化而来的，但是由于语音简化而导致的语音变化，特别
是因为语义虚化而使得人们难以觉察到其间的联系，加上这些语法标记又是高频率出现的
词，人们会不清楚到底该用哪个汉字去记录。由于实词义与语法意义差别悬殊，为了避免
同一个汉字而带来的误解或歧解，人们也会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汉字来标识。另外，汉语
的方言差别非常大，不同方言区的人对同一个语法标记的发音不同，往往也会选择不同的
汉字来记录。下面以黄伯荣等（1996）所提供的资料来说明这一点。该书汇编了一大批学
者的论著，作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些文章或专著大都经过编辑的审阅，国家还有
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可是这些方言调查者对于同一语法标记的汉字使用差别之大令人吃惊。
一、方言论著关于近指代词的汉字记录：个（甘肃河洲话、山东潍县话、湖南汝城
话）、阵（河南获嘉话、河南陕县化）、哉（山西交城话）、照（山西寿阳话）、格或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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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话）、该个或哀个（苏州话）、迭或搿（上海话）、咯（湖南湘乡话）、女
（福建长汀话）、际或各际或曷（福建闽南话）、只（广东潮州话）、许（广东汕头话）、
者（海南海口话）、呢（粤方言）、果个（广东阳江话）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察，一个指示代词就有 18 种汉字写法。首先应该指出，很少有汉字
是准确记录这些方言的近指代词的实际读音的，它们只是语音大致相近而已，往往需要国
际音标辅助注音。造成这样的文字记录混乱现象，与方言调查者不清楚这些指示代词的来
源不无关系。其实它们有两个主要来源（王统尚和石毓智 2017a），一是来自中古汉语的
量词“只”，普通话的“这”与上述方言的“只”“陈”、“哉”、“照”、“迭”、
“者”等属于这一类型；二是来自中古汉语的量词“个”，属于这一系统的有“个”、
“格”、“隔”、 “咯”、“果个”、“该”等。还有少数方言的指代词可能是上古汉
语的遗留，如附件长汀话的“女”、粤方言的“呢”、广东阳江话的“果个”等。如果弄
清了这些指示代词的词汇来源，记录方言时就选用原来的汉字“只”或“个”，再用国际
音标标注其在该方言的实际发音就可以。
明白语法标记汉字标记的多样性，有助于对古籍的准确诠释。“个”的指示代词用法
始于南北朝，到唐代更加普遍，可是这个来自量词的指示代词在李白等诗歌中写作“箇”
（量词“个”的本字），而白居易等人诗歌则写成“格”、“隔”等。例如：
（1）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李白·秋浦歌）3
（2）观者满路旁，箇是谁家子？（寒山诗·董郎）
（3）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白居易·听夜筝有感）4
（4）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元稹·日高睡）
南宋洪迈《荣斋随笔》认为，“格与隔二字义同，犹言已是也。”他把指代词误认为是个
副词，这是不了解当时的语法系统而犯的“随文释义”误解。古人缺乏语法演化的观念，
这类注解错误很普遍。
二、方言论著关于结构助词“的”的汉字标记：哩（安徽歙县话、河南话、山西和顺
话）、嘞（河南安阳话）、个（湖北蒲圻话、湖北大冶话、上海话）、咧（山东东明话）、
来（江苏海门话、上海话、浙江通园话）、皋（江苏吕吕四话）、勒（浙江通园话）、咯
（湖南衡阳话）、礼（福建福州话）、啰（广州潮汕话）、葛（苏州话）等。
由此可见，方言结构助词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其实，唐代以后出现的结构助词主要
有两个来源，在北方话里是来自唐代的指代词“底”，在广大南方方言里则出自那时的另
一个指代词“个”（石毓智和李讷 1997）。语法化后它们又发生了音变，有些方言的结
构助词的声母又进一步变成边音[l]5。
4、语法化所造成的合音字
如果语法化涉及两个或者多个成分，这些成分之间的边界由于重新分析而改变甚至消
失。汉语除了少数连绵词外，都是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又代表一个语素。汉

本例和下例两个例子引自吕叔湘（1985:243）。
本例和下例引自解惠全、崔永琳、郑天一编《古书虚词通解》（2005 年，北京，中华书局）。
5
下文还会讨论方言中的这类现象。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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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法化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两个语素由于高频率使用而合成一个音节，此时就会导
致汉字形体的变化，要么创立一个新汉字，要么假借一个旧形体。
语法化导致两个音节合二为一，融合成一个音节。这种合音方式很复杂，有些是取第
一个语素的声母和第二个语素的韵母、声调，有些只是大致的对应，比如现代汉语的“甭”
是“不用”的合音，“别”是“不要”的合音，但都不存在严格的声韵调对应关系。
在汉语发展史上，合音现象的发生很有规律，都是出现在高频使用的语法标记或者虚
词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大类型。这些类别之间有时出现交叉现象，比如否定词经常与指
代词合音，指代词又常与语气词合音，等等。
类一、否定词语：别 = 不要；甭 = 不用；盍（阖、盇） = 何不；弗 = 不之；叵 = 不
可；覅 = 勿要6；朆 = 勿曾等。
类二、指代词语：俺 = 我们；您 = 你们；咱 = 自家；喒 = 咱们；嘛（吗）= 什么；
恁 = 你每；啥 = 什么；甚 = 什么；咋 = 怎么；焉 = 于是等。
类三、语气词语：啦 = 了啊；旃 = 之焉等。
类四、数量词语：俩 = 两个；仨 = 三个等。
有些合音字已经不大容易发看出来了。古代汉语最常用的疑问代词“何”后来变成了
“什么”，吕叔湘（1985：129）认为这个“什么”是来自中古汉语“是何物”短语的语
音融合。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先秦的指代词“是”在秦汉之
际变成了判断词，后进而又发展成焦点标记，而焦点标记又与疑问代词有内在的联系，所
以在世界其他语言中又常常融合成一个词（Harris & Campbell 1995: 159-162）。也就是说，
现在的“什么”等疑问代词可能还融合了一个焦点标记“是”的声母音素。
语法化常常导致“合音”现象，这一观念有助于对上古汉语的诠释。在有文字记录之
前，汉语早已经存在了，那时同样也有类似于今天的语法化现象发生。丁声树（1935）发
现“不”和“弗”的语法功能差异，“弗”只用于否定省去宾语的及物动词或者省去宾语
的介词上，推断它为含有代名词性宾语的否定词，与“不之”二字功能相当；而“不”则
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参见吕叔湘 1941b）。类似的，吕叔湘（1941b）又指出，“毋
（无）”与“勿”之间也存在平行的对立，“勿”后的动词必须是及物的，而且不能带宾
语，即“勿”是“毋之”的合音。他们的观点都有大量例证的支持，不过这种语法分工到
了汉魏以后就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因为语法化所造成的合音现象，导致了“弗”和
“勿”这两个表示否定的合音汉字；又因为这些分工后来消失了，又导致了表达同一语法
功能的两个异体字。
5、语法化所造成的汉字混用
由汉字这种书写系统的独特性所决定，汉语实词的语法化往往会带来一时期的汉字标
记混用现象，所以语法标记的“文字混用”成为了判断一个语法化是否业已发生的可靠特
征之一。纵观汉语语法演化史，语法化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态：一是“蛹化蝶”的语法
化模式；二是“爷生孙”的语法化模式。
虫蛹化成蝴蝶，虫蛹不复存在。“被”是由“遭受”义动词变成被动标记的，“将”
和“把”是由 “握持”义动词变成处置标记的，“了”是由“完成”义动词变成完成体
标记的，如此等等。这些词语变成语法标记以后，它们原来的动词用法逐渐消失，或者只
保留在少数复合词里（如“把握”、“了结”等），所以它们后来的语法标记与原来的动
6

据《汉语大字典》，这些合音字为江浙一带方言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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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用法不大会造成歧解，而且前后用法的语义关系比较明确，人们也比较容易确定其汉字
写法，所以这类词语语法化一般不会带来汉字标识问题。
爷爷生儿孙后，但是爷爷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依然存在着。特别是这种语法化现象，原
来的实词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见词，而语法化后的意义又相去甚远，人们难以觉察出其间的
联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文字记录的混用现象，表现为用多种不同的字形来表示。结果，
一个语法标记刚刚产生之初，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字形来表示。
一、复数标记“们”语法化之初的汉字混用
名词“门”在唐代先变成量词，又在宋元时期变成复数标记，可是这三种用法都是独
立存在的，而且最后的语法意义与原来的词义相差甚远，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其中的联系，
所以就会带来汉字书写的混乱。根据吕叔湘（1985：54-61），“们”在宋元明时期就有
“弭”、“伟”、“懑”、“瞒”、“门”、“每”、“们”等多种写法。下面是吕叔湘
所给出的例子。
（5）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因话录卷四）
（6）儿郎伟，重重祝愿，一一夸张。（司空表圣文集·障车文）
（7）朝廷有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懑。（王明清·挥麈录卷二）
（8）失笑他满恁撩乱。（克斋词·祠仙歌）
（9）他门取了富贵，做了好官。（道山清话）
（10）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刘仲璟·遇恩录）
（11）在他们说，便如鬼神变怪，有许多不可知底事。（朱子语类卷九十七）
现代的学者在探讨“们”词源上也存在分歧。宋朝的楼钥解释上例中“伟”字来自关
中方言（吕叔湘 1985：61），可是这只能说明方言音变造成的特殊写法，并没有触及问
题的本质，即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吕叔湘推测这个“们”可能来自中古汉语的“辈”，然
而两者不论在语法功能上还是语音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石毓智和李
艳惠（2002）论证，这个复数标记“们”就来自普通名词“门”，它在唐代与“家”成同
义词，用于称数家庭的量词，后来“家”在吴方言等发成复数标记，而“门”在北方话等
发展成复数标记，明代以后才确定“们”字为标准写法。
二、近指代词“这”产生之初的汉字混用
指示代词“这”的繁体为“這”，它是在唐代才产生的。这是近代汉语语法史的一件
大事，很多学者对其来源做了探讨。罗常培 (1933)、吕叔湘（1985：184-185）等认为来
自上古汉语的“者”，而太田辰夫（1987:118）、王力（1989:69）等则推测来自上古汉
语的“之”。张惠英（2001:172）根据多个方言的近指代词都与其量词“只（隻）”同音
的现象，提出普通话的“这”就是来自中古量词“隻”的假设。我们则从语音发展和语法
化环境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张惠英这一论断，即“這”是从量词“隻”语法化而来的
（王统尚和石毓智 2017a）。
根据《说文解字》，“隻，鸟一枚也。”“隻”最早用于量词时也主要是称数鸟类，
比如《世说新语·德行》，“常预炙鸡一隻。”后来使用范围才逐渐扩大（王力 1989:2929）。因为“隻”的原来意思与其指代词用法差别实在太大，一般人无法知道其间的联系，
“這”在产生之初带来了突出的汉字混用现象，当时就有“這、適、者、只、遮、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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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熠、𨔾”等多种写法（参见吕叔湘 1985:202；蒋礼鸿 1981：514；黄征 2005 等）。
例如7：
（12）不省這个意，修行徒苦辛。（拾得诗·嗟见世间人）
（13）待我遮里兵才动，先使人将文字与番人。（王明清·挥麈录卷二）
（14）者汉大痴，好不自知。（敦煌变文·燕子赋甲）
（15）金殿乍开皆失色，只言知了尽悲伤。（敦煌变文·欢喜国王缘）
（16）遮野狐儿！（景德传灯录卷七）
三、疑问代词“什么”形成初期的汉字混用
前文提到，疑问代词“什么”的来源迄今尚不确定，吕叔湘推测来自“是何物”的语
音简化与融合，这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吕叔湘（1985:123）、蒋礼鸿（1981:511）等的考
察，“什么”始见于唐朝文献，当时的写法十分混乱。“什么”的上一字或作“是”，或
作“什”，或作“拾”，或作“甚”；下一字或作“物”，或作“勿”，或作“没”、或
作“麽”，或作“摩”，或作“磨”，或作“末”，或作“莫”。在敦煌写卷中，还有单
写作“没”、“莽”，以及前缀加“阿”作“阿没”、“阿莽”的。例如：
（17）缘没不攒身入草，避难南皈。（敦煌变文·李陵变文）
（18）于身有阿没好处？（敦煌变文·燕子赋甲）
（19）如今及阿莽次第？（同上）
（20）既不唤作是物，何名为见？（神会禅话录）
（21）兀的唤是麼牵肠？（元曲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杂剧）
（22）汝是俗人问我此事作什摩？（祖堂集·弘忍和尚）
（23）和尚对圣人说个甚摩事？（祖堂集·报慈和尚）
（24）我为甚末来这庄上住？（元刊杂剧三十种·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
（25）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敦煌变文·齖䶗新妇文）
四、语气词“呢”的初期汉字混用
近代汉语新出现了一批语气词，探讨其来源也是一个研究难点。吕叔湘（1985:4）认
为“呢”来自“哩”，曹广顺（1995:151）等又进一步考察其早期写法为方位词“里”，
两只之间可能有语源关系。因为“呢”词汇来源不大明确，加上又在句末位置容易与其他
语气词发生语音混合现象，所以它在初期就有多种写法，诸如“里”、“聻”、“你”、
“裏”“哩”、“俚”、“呢”（参见蒋礼鸿 1981:536 等）。例如8：
（26）佛向经中说着里，依文便请唱将来。（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讲经文）
（27）作摩生疑聻？（祖堂集·香嚴和尚）
（28）不落意此人聻？（祖堂集·雲居和尚）
（29）“鼻孔你？”僧无语。（明觉禅师语录）
（30）二十两也不够，我典一个房子里。（朴通事谚解）
7
8

本组例子引自吕叔湘（1985）、王力（1989）等。
本组以上例子引自曹广顺（1995:151-177）、王力（1989:320）、蒋礼鸿 （1981:53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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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桂姐问道：“哥儿睡哩。”（金瓶梅词话五十八回）
（32）袭人姐姐呢？（红楼梦八回）
（33）你们多早晚才念夜书呢？（红楼梦二十四回）
五、疑问语气词“吗”的初期汉字混用
关于疑问语气词“吗”的来源，王力（1989:312）提出一个假说，是来自正反问句句
尾的否定词“无”。它的初期写法也有多种，诸如“無”、“麽”、“嘛”、“么”、
“嚒”、“嚜”等。这里也涉及到再语法化而引起的语法功能的分化，又导致了进一步的
汉字分化，比如表示感叹等非疑问用法时则写成“嘛”。例如9：
（34）野人爱静仍耽寝，自问黄昏肯去無？（元稹·晨起送使君不行诗）
（35）不知陶靖节，还动此心麽？（李中·听蝉寄朐山孙明府诗）
（36）趙媽媽，我有一句話囑付，媽媽可肯依我么？（朱有燉·团圆梦）
（37）姑娘知道妙玉师傅的事吗？（红楼梦三十二回）
6、语法化所导致的汉字变化的三种规律
以上分析显示，一个词汇一旦被语法化，往往会带来文字使用上的混用现象，然而从
总体上看，这些语法标记的文字选用也有规律可循。语法标记大都使用范围广和出现频率
高，为了避免阅读上的歧义或者误解，人们往往选择一种区别特征鲜明的汉字形体来表达
语法功能。新语法标记的文字选用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借用已有的生僻字，二是新创立
一个字形，三是简化书写形体。标记语法功能的这三种文字创新法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
新造的文字与简化字形常常是同时并用。张涌泉（1995:83-94）根据对俗字的研究得出结
论，文字“借用”的情况包括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假借，也包括音义俱殊的单纯字形借用，
这些现象也常见于关于语法标记的汉字选择。下面分类举例说明。
类一、假借旧有生僻汉字来标识语法功能
不是每一个词汇都有同等的机会被语法化的，通常只有高频率出现的常用词才有这种
发展的可能。那么这些常用词和由其发展出的语法标记都十分常见，如果一个词语法化前
后始终都用同一个汉字来记录，就容易引起理解困难甚至误解。特别是语法标记往往因为
语音简化而发生音变，声、韵、调都可能改变，如此更容易促使人们选用不同的汉字来记
录新产生的语法标记。那么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假借罕用的生僻汉字来记录语法标记，这样
最具有视觉上的区别性，不仅不容易引起混淆，而且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
（一）先秦汉语的介词“于”和“於”
基于郭锡良（1997）、何乐士（2004）等学者的全面调查研究，我们对先前汉语出
现频率最高的两个介词——“于”和“於”——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诗经》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七世纪）中，“于”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动词，表达“往”、“到”、
“及”，同时也发展出了引进地点、对象、被动句中施事等多种语法功能。然而在《诗经》
中的“於”则主要是一个叹词，只偶尔在引进地点上与“于”功能相似。根据何乐士
（2005:115）的统计，《诗经》的“于”出现 285 次，而“於”仅仅 14 次，前者为后者
的 20 倍。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左传》、《论语》等文献中，“於”的使用

9

下面一组用例引自王力（1989: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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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则显著超过“于”。《左传》的“於”是 5777 次，而“于”则为 3123 次；《论语》
的“於”200 次，“于”8 次。
在早期的文献中，“于”和“於”也有明确的语法功能分工。根据何乐士对《左传》
所做的统计，虽然在引进地点名词上“于”仍然占优势，然而在比较句、被动句中基本上
全部是用“於”，特别是在句子前头引入有关对象时，只能用“於”而不能用“于”（详
见何乐士 2005 等）。
上述现象说明，“于”由其原来的实义动词发展成具有多种功能的语法标记后，除了
多用于引进地点名词，其他与地点关系较远的语法功能，诸如标记比较句、被动句等句式，
都基本是用“於”的。而“於”的这一用法却不是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属于文字假借，
是人们选用一个原来为叹词的生僻字来记录一个重要的语法功能。其实，在上古时期“於”
和“于”的语音并不一样，“於”为 ǐa1，“于”为 ɣïwa1，它们到近代才变成同音字，属
于语法化而带来的文字假借现象10。
（二）古汉语的经历体标记“尝”和“曾”
人类语言经历体的一个常见词汇来源是“品尝”动词，比如古藏语、非洲的沃洛夫語
都有这种现象（Heine & Kuteva 2017: 365）。“尝”的本义就是品尝食物，它在先秦就发
展出了经历体用法，表达动作行为在过去曾经发生过至少一次。例如：
（38）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左传·昭公十二年)
（39）臣尝为隶于施氏矣,鲁未可取也。
(左传·定公九年)
（40）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 (论语·雍也)
（41）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卫灵公)
然而，“尝”的上述用法从秦汉之际开始，逐渐为“曾”所替代。隋唐以后，“曾”
在经历体用法上完全替代了“尝”，一直沿用到今天。下面是“曾”表达经历体的早期例
子。
（42）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吕氏春秋·顺民)
（43）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 （公羊传·闵公元年）
（44）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史记·孟尝君列传)
（45）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可是，“曾”的原义是指一种可加层的炊具，又写作“甑”，用于蒸食品。后来发展
出“增加”的意思，又引申为表示“竟然”的副词。然而，我们认为“曾”的原来意义和
用法是发展不出经历体的，它是因为语音相近来假借“尝”所发展出的经历体语法功能
（王统尚和石毓智 2017b）。不论是表达品尝行为还是经历体的词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
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或者人们已经不知其间的语义联系，结果其实义动词用法一直是
“尝（嘗）”，表示经历体的语法标记则固定为“曾”。
（三）结构助词和补语标记“底”、“地”、“得”和“的”11
本文的古音构拟皆依据李珍华、周长楫的《汉字古今音表》（1999 年，中华书局），右上角的数字代表
调类。
11
蒋礼鸿（1981：537）指出，结构助词“底”的早期写法也有“低”字，因为十分罕见，这里不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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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时期，“底”由指代词发展成为结构助词，它具有多种功能（石毓智和李讷
1997）。到了宋代，由重叠构成的形容词生动式之后的结构助词则倾向于写成“地”。吕
叔湘（1985：124）这样概括道，在唐宋时期，区别性（qualitative）修饰语之后用“底”，
描写性（descriptive）修饰语之后用“地”。下面是吕叔湘给出的有关例子。
（46）个个作大师子儿12，吒呀地哮吼一声。（景德传灯录卷十三）
（37）今学者不见有奋发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过。（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
（48）师指山曰：“青黤黤地”。（景德传灯录卷十四）
（49）日未上时，黑漫漫地。（朱子语类卷十二）
“地”的上述用法属于文字假借，与它原来的“土地”义的用法没有关系。形容词的生动
用法为“底”进一步发展出的更抽象的语法意义，逐渐以“地”来承担。
“的”本来是表示箭靶的中心，例如：“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韩非子·外
储说上）可见，它属于僻字，起码不是一个常用字。它与结构助词“底”不存在任何意义
和功能上的联系，可是就在“底”产生后不久就有写作“的”的例子，如下面的《祖堂集》
用例。宋代还出现了一句话既用“底”又用“的”的现象，如下面的《朱子语类》用例。
（50）此是閑暇語話引來，非是達摩將此為祖宗的意。（祖堂集卷十八）
（51）心是大底，意是小的，心要恁地做。（朱子语类卷十六）
到了明清时期，“的”不仅取代“底”和“地”而成为记录这种语法功能的标准汉
字，而且后来从“得到”义发展出的补语标记“得”也用“的”表示。特别在《红楼梦》
里，“的”替代了此前“底”、“地”和“得”三个字的表达功能。例如：
（52）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為人懦弱。（金瓶梅词话一回）
（53）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红楼梦一回）
（54）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红楼梦二十六回）
（55）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红楼梦二十六回）
其实，“底”、“地”、“得”、“的”的中古音和近代音都不完全一样，它们最后
能够统一为“的”一个字，纯粹是语法化的结果。下表是根据李珍华、周长楫（1999）构
拟的有关字的古今音。
结构助词和补语标记用字的语音演化
中古音
近代音
现代音
2
3
tiei
ti
tə0
底
di3
ti4
tə0
地
tək4
tei3
得
tə0
tiek4
ti3
tə0
的

12

在吕叔湘原文中，此处为“貌”，而我们与原文校对应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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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表中的“现代音”只是有关字的语法标记读音，不是它们实词用法读音。在中古
时期，这四个字的读音各不相同，意义也没有联系，如果没有语法化而带来的语音变化和
语义虚化，从而需要寻找其他汉字来表示，这四个汉字根本不会发生关系。
（四）指示代词和语气词皆淘汰“者”字的原因
唐宋以后新出现的语法标记曾两次借用过“者”字来记录，但是它都在短暂使用之后
就被淘汰掉了，由此可以反证新语法标记选用汉字的机理。第一次是上面提到的指示代词
产生初期曾借用过“者”来书写，第二次是持续体标记“着”在宋元时期也曾被写成
“者”，例如：
（56）者汉大痴，好不自知。（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57）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者一夏。（辛弃疾·丑奴儿近）
（58）我这里听者。（元刊杂剧三十种·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杂剧）
（59）道与梢公且慢者。（元刊杂剧三十种·关大王单刀会杂剧）
可是，上述用法的“者”只是短暂借用，很快就被其他字所替代。究其原因，“者”
是古汉语中高度发达的语法标记，使用频率也极高，因此再用它来标记新的语法功能，视
觉区别特征很弱，因而容易造成理解混乱。根据《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者”在唐朝之
前就有 7 种代词用法和 3 种语气词用法，已经承担了太多的表达语法功能的任务，如果加
进新的功能，就容易造成理解混乱，所以最后被摈弃。
类二、创造新的汉字形体标识语法标记
如果一个新产生的语法功能用一个新造字形来表示，文字形体的视觉区别效果则最好，
所以这也也是汉语史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创造新字的方法是有规律可循的，主要有两种
类型：一是选取一个字体比较复杂的草书体，二是在已有汉字基础上加上“口”字旁或者
“人”字旁，创造一个形声字来表示。下面分类举例说明。
（一）指示代词“適”、“這”和“这”
如前文所述，唐朝时期，量词“隻”发展成了近指代词。当时与其发音相同或相近
的字有“適”、“遮”、“赭”、“祗”、“者”、“拓”等，它们都曾被用来标记这个
新产生的指代词。魏晋时期的“適”本是个动词，意思为“到、往”，作副词用表示“恰
巧”，只是语音与新产生的指代词相同，才被假借来标记近指代词。根据高名凯（1948）、
周法高（1963）、陈治文（1964）、俞理明（2000）等人的考察，“適”字在南北朝时期
被抄写成“這” 13 ，后者一直是规范的繁体字。这个手写体在元明时期又进一步被写成
“这”，现在把它作为规范的简体字。
（二）持续体标记“著”和“着”
汉语的持续体来自动词“著”，它本来的意思为“到”、“在”、“附着”。它在宋
元时期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这个语法功能多用“着”标记，而“着”是“著”的行书形
体，那时起“著”与“箸”也因字体相近而常混用14。元明时期的文献中，“著”与“着”
混用，但是在表达有关的语法功能上，“着”字占有明显的优势。
（60）多取斂錢財必損著百姓，損著百姓必損着國家。（許衡·直說大學要略）
13
14

据陈治文（1964），“適”字在南北朝时期的草书形体类似于“這”。
据《汉语大字典》（1990，成都，四川此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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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王鄉老執定瓦臺盤，趙忙郎抱著酒葫蘆。（睢景臣·高祖還鄉）
（62）不分曉便似包着一肚皮乾牛糞。（关汉卿·詐妮子調風月）
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代卷）》近 20 万字的语料中，“著”使用 328 次，
“着”使用 769 次，后者是前者的 2 倍以上。这与前文所讨论的“于”和“於”的情形类
似，都是主要标记语法功能的新字形多于原来的本字体。
（三）复数标记“們”的选字变化
上面谈到，复数标记是由房屋的“门”一步一步语法化而来的。然而这个语法功能
与其原来的实词意义实在差别太大，人们难以觉察到其间的联系，加上语法化所导致的语
音简化以及方言的影响，人们就用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汉字来记录。这个复数标记产生初
期就有多种写法，如“門”、“悶”、“懑”等。吕叔湘（1985：58）指出，“們”字在
元代之前已经出现，但是元明时候则多用“每”表示，最后又重新写成“們”字。吕叔湘
推测，这种字形的反复变化可能是由于口语简化或者方言的影响。我们则认为，这一反复
的背后更可能是汉字视觉区别特征在起作用。复数标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法，而“每”
自身也是一个常用概念“每一个”，用它来标识复数就容易导致歧解，所以最后就选择了
由“門”加上偏旁“人”而构成的形声字来表示。
（四）疑问语气词“嗎”的选字变化
“吗”也是近代汉语新出现的文字。上面谈到，疑问语气词“嗎”来自正反问句句
尾的否定词“无”，最初也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诸如“無”、“麽”、“嘛”、“么”、
“嚒”、“嚜”等，后来纯疑问的用法则统一写为“嗎”。大部分的汉字都是由形声字构
成的，这也是用于标记新语法功能的最常见造字法，比如语气词“呢”、“哩”、“啊”、
“啦”等都是如此。
类三、语法标记导致汉字形体的简化
实词的语法化往往会导致其语音形式的简化。一个实词语法化后，它的书写形体也
会发生平行变化，即选择书写笔划少的字形。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是一致的，因为一个
语法标记的汉字使用频率会提高，人们为了便于书写，就倾向于选择简单形体，所以很多
语法标记的字形都发生了笔划简化。这种简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选择原来字形的一
个偏旁，二是选择已有的简单汉字。前者往往导致新字体产生，后者则属于文字假借。这
是汉语史上有规律的现象，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量词“箇”、“個”和“个”
根据王力（1989：28），“箇”的本义是指竹子的称数单位。《说文解字》，“箇，
竹枚也。”它后来发展成量词，可以指一般事务的单位，包括称数人等，所以唐宋就出现
了“個”字形。随着量词系统的建立，“個”成为个最一般的量词，可以与各种名词搭配，
使用频率高，那么人们就取原来字形中“竹”偏旁的一部分来表示。其实，现在的简化汉
字“个”早在汉代文献已经出现了15，唐末的《祖堂集》已大量使用。下面是繁体本《祖
堂集》的有关用例。
（63）行者却請張日用：“与我書偈，某甲有一个拙見。”（祖堂集·弘忍和尚）
《仪礼·士虞礼》：“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郑玄 注：“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
《礼记·大学》：“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汉书·刑法志》：“負矢五十个。”
颜师古 注：“个讀若箇。箇，枚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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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夫出家者，阿郍个不是道人？（祖堂集·牛头和尚）
（65）僧曰：“阿那个是輕？阿那个重？”師云：“太肯是重，大捨是輕。”（祖堂
集·雲居和尚）
（66）是你三家村裏男女、牛背上將養底兒子，作摩生投這个宗門？（祖堂集·慧忠
国师）
（二）疑问代词“麽”、“嚒”与“么”
吕叔湘（1985：122）指出，“什么”的“么”在唐宋时期有多种写法，诸如 作
“物”，或作“勿”，或作“没”、或作“麽”，或作“摩”，或作“末”，或作“莫”。
后来就出现了“么”，它是“麽”一个偏旁。简化字规定用“么”，可是这个字早在元明
就产生了。下例中的“子么”可能是“怎么”的另一写法。
（67）歪也么歪，歪也么歪，特地為恁來，恁怎么遣我在門兒外？（元刊雜劇三十
種·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68）告大王，恁時節龍樓鳳閣已成功，待子么到如今雕欄玉砌今何在？（元刊雜劇
三十種·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到了元代，也有写成“甚末”的。这个“末”虽然较之原来的“麽”简化了，但是仍
然不如“么”简单，另外“末”原来也是个常用概念，容易造成混淆，所以在标记疑问代
词这一功能上最后让位于“么”。例如：
（69）早是沒外人，阿的是甚末言語那？（元刊雜劇三十種·閨怨佳人拜月亭）
（70）燕燕一身有甚末孝順？拗不過哥哥行在意慇勤。（元刊雜劇三十種·詐妮子調
風月）
（71）要甚末兩行祇從鬧交參，怎知馬頭前酒瓶十擔。（元刊雜劇三十種·好酒趙元
遇上皇）
（三）被动标记“教”、“交”和“叫”
在近代汉语中，“教”和“叫”都可以用于兼语句的第一个动词，表示“支使”、
“容许”、“任凭”等意义。这可能是从它们原来的词汇意义发展出来的，“教”的早期
意义是“教育”、“教导”、“告诉”等，“叫”的本义是“叫喊”，它们都有可能发展
出“容许”等兼语用法。“教”在唐宋时期就有了类似被动的用法（蒋绍愚 2005:250），
“ 叫 ” 在 明 清 之 际 则 发 展 成 了 被 动 标 记 （ 李 崇 兴 和 石 毓 智 2002 ） 。 根 据 张 涌 泉
（1995:8），“教”在《敦煌变文集》里就已经被写作“交”，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这
两个字形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教”的兼语和被动用法都曾写成“交”，因为这两个语
法功能十分常见，就假借字形简单的字来表示（蒋绍愚和曹广顺 2005:397），而“教”
的“教育”、“教导”等实义用法则不见写成“交”的用例。下面是“交”的有关用例。
（72）被這地亂天翻交我做不得精俐。（元刊雜劇三十種·閨怨佳人拜月亭）
（73）合下手休交惹議論。（元刊雜劇三十種·詐妮子調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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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大男小女满庄里，与我一个外名难揩洗，都交人唤我做刘穷鬼。（刘知远诸宫
调）16
（75）这个孙大郎好是执迷也，将亲兄弟交另住，受着饥寒，却交两个外人搬弄着。
（杀狗劝夫）
到了清代以后，原来“教”和“交”的多种用法都用“叫”一个字来表示。其间的关
系尚不清楚，到底是“教（交）”的有关用法消失了呢，还是因为它们发音相同而合为一
个“叫”。但是“叫”在书写形体上简单，故后来成为优胜者。
（四）被动标记“喫”、“吃”和“乞”
唐宋时期“喫”发展成了被动标记，这一用法曾经一度很流行，可是明清之际又消
失了（江蓝生 1989）。它兴衰的原因，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探讨（王统尚和石毓智
2017c），这里只讨论它的字形的演变。“喫”、“吃”和“乞”这三个字的音义本来都
是不一样的，“喫”为饮食行为，“吃”为“口吃”，“乞”为“祈求”。它们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读音如下（李珍华和周长楫 1999）：

喫
吃
乞

中古音
khiek4
kǐat4
khǐət4

近代音
tʂi3
khi3
khi3

现代音
tʂʅ1
tʂʅ1
tɕhi3

元明时期这三个汉字常同时使用于一部典籍。我们调查了《水浒传》和《金瓶梅词
话》，“喫”和“吃”的动词用法和表被动的介词用法完全相同，只是“吃”的使用频率
更高一些。“乞”除了用作其本义“祈求”外，它只在与抽象的名词搭配上，特别是表达
被动的介词用法上与“喫”和“吃”交叉，不用做具体的摄取食物行为。例如：
（76）你既來這里，想你乞了些艱辛。（水浒传十四回）
（77）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虫假意兒缠了去。（水浒传二十一回）
（78）休要高做聲，乞鄰舍家笑話。（水浒传二十四回）
（79）夜半敲門不乞驚！（金瓶梅词话四十七回）
（80）他來調戲我，到不乞別人笑話？（金瓶梅词话一回）
（81）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金瓶梅词话二回）
“吃（喫）”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动词，当它发展出被动标记后，如果用同一个字来表达两
个常见用法，就容易造成歧解误解，所以语言使用者选择了一个较偏僻的词语“乞”来标
记有关的语法功能。
上述三类语法功能选用汉字的规律是相容的。比如近指代词“適”到“這”再到
“这”，既是字形创新，又是形体简化。文字形体的区别特征与书写简化有时也会发生矛
盾，在这种情况下，保证视觉区别特征优先。比如上古汉语的动词“于”发展出各种语法
功能，它很难再简化了，此时反而选择了形体比较复杂的“於”来表示。
（五）语气词“聻”、“哩”和“呢”
16

以下 2 例引自冯春田（20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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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到，在一个语法标记刚出现的时候，如果其来源不易被确认，人们往往选择
一个形体复杂的汉字来表示，以增强其视觉区别特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语法标记
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初期的复杂形体会逐渐被简化。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语气词“呢”。
根 据 曹 广 顺（1995:151）的考察， 该语气 词 在唐五代时期曾写 作“ 聻”、“尼 ” 、
“你”、“里”等，或者在“尔”的左边加上“口”字偏旁来表示，等等。随着语音的演
化，在元明时期又被写成“哩”、“俚”等。到了《红楼梦》时代才一律写为形声字
“呢”，既比“聻”大大简化，又比“尼”多了义旁“口”，更加明确其语气词身份。下
面是该语气词的一些早期用例17。
（82）作摩生疑聻？（祖堂集·香嚴和尚）
（83）不落意此人聻？（祖堂集·雲居和尚）
（84）师曰：“那个尼？”对曰：“在。”（祖堂集·药山和尚）
（85）“鼻孔你？”僧无语。（明觉禅师语录）
（86）更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里。（辛弃疾·鹊桥仙）
7、语法化的其他方式所导致的汉字变异
语法化的方式有多种，它们对汉字形体变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下面选择几种特殊
的情况来讨论。
一、语法功能分化导致汉字标记差异
一个实词语法化后，还会经历再语法化，导致语法功能的分化。这种情况就有可能选
择不同的汉字来表示，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结构助词“底”与“地”的功能差异。现
代汉语写作规范为，定语标记用“的”，状语标记用“地”，这是语文教育者人为规定的
结果，而我们关心的是语言使用者的自发行为。在唐宋时期，“底”由其原来的指代用法
语法化为结构助词，它是本字，拥有结构助词的各种用法。例如：
（87）青青黤黤底是。（祖堂集·石頭和尚）
（88）將飯与闍梨喫底人還有眼也無？（同上）
（89）若是得意底人，自解作活計。舉措悉皆索索底，時長恬恬底。（祖堂集·夾
山和尚）
（90）搓搽臨時自由，不是你呢呢惹惹底便解會得。（祖堂集·落浦和尚）
根据吕叔湘（1943）的考察，在宋朝时期，状语位置上和形容词生动式的助词则多
用“地”，例见前文。吕叔湘概括出这样的使用规律，描写性的词语后多用“地”，而区
别性的词语后则一般用“底”。最有启发性的是前文例（37）中，“不见有奋发底意思”
用“底”，“如此悠悠地过”则用“地”。
语法功能导致的汉字形体分化还有一个体标记“了”。它用在动宾之间表示动作行为
的完成（如“看了书”），而用在动宾之后或者句子末尾则表示时态变化（如“吃饭
了”）。“了”的第一种用法古今字形没变，然而第二个用法则有多种写法，诸如“啦”、
“嘞”、“咯”、“喽”等，而且它们的发音也不尽相同。

17

下面一组例子主要引自曹广顺（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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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朕”、“予”、“余”等多个汉字来
表示，造成这么多汉字形体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方言发音不同造成
的，可以确定的是语法功能是其中一个因素。根据王力（1989:41-46）， “吾”可以用于
主语、领有格，但不能用作宾语；“我”则用于主语和宾语，但不能用于领有格。也就是
说，“吾”和“我”可能同出一源，但是因为语法功能分化，当然也可能伴随语音差异，
就用两个汉字来标识。
二、语法标记更替所引起的词汇替代现象
上文提到“蛹化蝶”的语法化方式，当一个实义词汇演化成了一个语法标记后，它
不再能够表达此前的实义概念。然而，如果这个实义概念又是交际所需要的，那么语言使
用者就会创立另外一个新词来弥补这个空缺，这个新词往往会用一个新字来表达，结果就
形成了历史上的词汇替代现象，相应地带来了文字变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处置式
标记的更替。隋唐时期，动词“将”和“把”先后语法化为处置式标记，它们发展成了完
全的介词，蜕化掉了原来的动词用法。然而语言需要一个动词来表达这种动作行为，在元
代时期就出现了“拿”字（石毓智 1995）。下面是“拿”替代“把”的早期用例。
（91）一隻手拿住系腰，一隻手揝住道服。（元刊雜劇三十種·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92）覷楚江山似火上弄冬凌，漢乾坤如碗內拿蒸餅。（元刊雜劇三十種·漢高皇濯
足氣英布）
（93）為你呼風喚雨，他拿雲握霧。（元刊雜劇三十種·薛仁貴衣錦還鄉記）
由于词汇意义和句法环境的影响，“拿”在现代汉语里也发展出了处置用法，比如
“你能那我怎么样”、“我拿他没有办法”、“他拿小王开刷”等。等到“拿”完全变成
一个语法标记时，它的动词用法也许会语言会出现另一个动词来代替。
三、语法标记的声母向无标记音素（unmarked consonant）转变
语法化会引起语音形式的另一种转变，就是从标记性强的辅音转变为无标记的辅音。
Hopper & Traugott (1993: 145)指出，人类语言语法化的一个共性是，语法标记会改变原来
的辅音，向这几个辅音转变：[n]、[t]、[s]等。这组辅音发声方法简单，语音区别特征显
著，所以它们为几乎所有的人类语言所使用。根据我们对古今汉语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对
当今方言的调查，汉语中无标记最强的辅音为舌尖塞音[t]和边音[l]，在这两个辅音中间，
边音[l]的无标记性又高于舌尖塞音[t]。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 21 个辅音声母中，边音[l]与
韵母构成音节的能力最强，共 25 种不同的音节；塞音[t]其次，共 19 种不同的音节。在很
多方言中的语法标记，不管其原来的声母是什么辅音，都变成了边音[l]，出现了大量的同
音现象。这可以被看作语法化所带来的语音系统的简化，即减少了词汇音节区别的数目。
汉语北方话的结构助词多来自指代词“底”，它的中古音为[tiei]2；而广大南方方言
的结构助词多来自由量词“个”发展而来的指代词，其中古音为[ka]3，近代音为[kɔ]4。可
是它们的声母在很多方言里都成了[l]。根据黄伯荣等（1996）汇编的方言资料，结构助词
（有的方言包括补语标记“得”）声母变为边音[l]的方言有以下这些：

方言
18

结构助词为边音[l]的方言点18
结构助词
方言

结构助词

本表是根据具体论著的调查范围而制，所以方言点的区域大小不等，而且相互之间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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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话
河南安阳话
山西和顺话
上海话
福建福州话

哩
嘞
哩
个，来
礼

安徽歙县话
山东东明话
江苏海门话
浙江通园话
广州潮汕话

哩、家
咧
来
来、勒
哩，啰

在有些方言里，这些音变也涉及到补语标记“得”，比如河南话就属于这种情况。因
为声母音质的改变，上述方言的结构助词都不能再用其原来的汉字“底”或者“个”来标
记，因而需要借用或者创新其他汉字来表示，结果又造成语法标记所使用汉字的变异。
四、从语法化的角度寻找假借字之间的联系
由于语法演化的影响，使得我们难以确认一些汉字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发现
不同汉字之间的联系。如前文所讲的“尝”和“曾”，“尝”的经历体的用法是从其自身
语法化而来的，后来这一用法就用“曾”来表示，这两字之间形成了本字和假借字的关系。
如果没有语法化的观念，这种关系是难以被发现的。
“行”是象形字，本义为“道路”，进而引申为“行走”。后来则用作将来时标记，
例如，“感吾生之行休。”（陶渊明《归去来辞》）工具书编纂者认为“行”的虚词用法
是假借字，即认为其表将来时的功能与它原来的意思没有关系19。其实，人类很多种语言
的将来时标记都是从行走类动词语法化而来的（Heine & Kuteva 2002: 162），由此可知表
达将来时的“行”并不是假借字，而是同一个汉字（石毓智 2016: 889-899）。
现在“只”是“隻”的简体字，然而在古汉语里它们是不同的字。“只”是一个古老
的汉字，在《诗经》里就出现了，表示感叹语气，例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诗经·柏舟》）可是到了唐代，“只”又被用作副词，表示“仅仅”、“只有”，例
如：“只想竹林眠。”（杜甫《示侄佐》）有的古汉语字典把“只”的这两种用法放在一
个词条，而与“只（隻）” 分开处理，其实“只”在上古的语气词用法与其在中古的副
词用法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它的“仅仅”义来自量词“隻”。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迅速
发展，“隻”由称数鸟类变成一个普通的量词，而且没有数词时表达单数“一”，例如：
（94）匹馬隻輪無反者。（论衡·儒增）
（95）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后汉书·李陳龐陳橋列傳）
人类语言的共同特点是，表达“仅仅（only）”的标记多来自与概念“一”相关的词语，
比如英语的“only”就是来自“one”（Heine & Kuteva 2002: 222）。由此可以推断，表
达“仅仅”义的副词“只”是个假借字，用以标记量词“隻”进一步语法化而来的副词用
法。其实，唐宋时期标记这一功能的字还有“祇”、“衹”、“秖”等子，这些都是由于
语法演化而造成的文字假借现象。最后确定为“只”，属于以上所谈的标记语法功能的文
字简化现象。
8、结语
语法演变对汉字系统的影响是深刻的系统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得一些偏僻
的甚至可能被淘汰的汉字成为频率最高的字（如“的”等），赋予一些汉字以强大的生命
19

如《古代汉语虚词词典》（1999 年，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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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是”等），导致新字形的创建（如“們”“ 這”等）；二是因为语法的演变使
得一些语法范畴不复存在或者被后起的语法标记所替代，那么原来相关的汉字也随之消亡
或者仅限于书面语中（如“之”“吾”“弗”“焉”“矣”“兮”“哉”等），结果造成
一大批“化石”汉字。本文只讨论了第一种情况，至于语法如何导致汉字消亡的问题值得
进一步探讨。
实词的语法化会带来两种结果——语音简化和语义虚化，它们都会进而导致汉字的变
异演化。语法标记的普遍特征是使用范围广和出现频率高，为了避免理解困难，往往选用
视觉区别特征明显的汉字来标识。一个词语的语法意义与其原来的实词意义差别悬殊，人
们难以觉察出其间的联系，人们就自觉不自觉选用语音相同或者相近的汉字来表示。因为
古时候缺乏有效的语言文字规范机构，在一个词汇语法化的初期往往会出现多种汉字形体
来标识同一语法功能的现象，这成了汉语语法化的一个常见征兆。同时因为语法标记的使
用频率高，为了书写的便利，往往简化语法化初期的书写形体。
语言是个有机的整体，不仅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它们又与汉字系统
相互作用，由此而形成汉语语法化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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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nd its Impacts on the Writing System
Shi Yuz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ang Tongshang (Wuhan Universit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writing system. Typicall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a lexical item results in phonological
reduction, semantic bleaching,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 acquirement, all of which could alter
the re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A newly-emerged grammatical marker is accompanied by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the quickly expanded contexts of its appearance. In order
to formally distinguish those grammatical markers from their lexical resource, the people employ
three methods to record the grammatical markers: (a) choose rarely-used and old characters,
which are phonetically approximate but semantically unrelated; (b) create brand-new Chinese
characters; (c) simplify the shape of the originally chosen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means
reduce the strokes of the originally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very common that man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ompeting for recording the same newly-grammaticalized item, an overt symp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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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language-particular grammaticalization. The more than 3,000-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ows that there are strong regularities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grammar and the
changes of the writing system.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 of Chinese character; phonological reduction;
semantic bleaching; visual distinctive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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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字學及
文字應用有關的
知識產權問題
謝肅方
香港理工大學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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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字学及文字应用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谢肃方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章仅作为学术讨论议题。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意见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并
不适合作为作出牵涉法律效果行动决策的依据。）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制度包含保护科技发展的成果、企业商誉及创意工作成果的一系列的
法律。该制度已有逾 200 年的发展历史1。虽然世界各法域均设有各自的知识产权法律
保护机制，但全球各国对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有了共识。
知识产权法有四种主流，更有几种分流。其主流为：（1）保护技术发明和方法
的发明专利；（2）保护能在市场上吸引消费者并具艺术感的注册外观设计；（3）保
护能在市场上区别不同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词语、图案、声音及形状 --- 商标；
（4）保护创意工作的成果，诸如艺术作品、表演、音乐、电脑软件等的著作权（版
权）2。知识产权制度旨在赋予作家或发明家一些特权，让他们从创意工作中谋取利
润，继而鼓励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考虑到现今大部分中国文字研究是在大学或研究所进行的，而从事这种研究的
学者大部分已有长期薪水，人们可能会问知识产权方面的讨论有什么必要？答案是：
这种讨论能显出不少知识产权制度中很有意思的方面和问题。另外，若学者能掌握知
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则当他遇到创意工作有关的利益冲突时他会理解到解决问题所需
的法律工具。

中国古文字学及文字应用研究
为了为讨论议题提供架构，作者拟选几方面（并非所有）来讨论：

1
2

尽管如此，有人推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文，部分可能是起像商标类似的作用的。
‘著作权’与‘版权’两个专用词，本来意思不一样。现在民间一般通用‘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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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语文的历史和发展：
a. 古文字的图像化（拓印、拍摄、手抄、现代技术方法）、
b. 古代文献的发现和破解、
c. 古汉语及其方言的发音研究、
d. 字典及数据库的编写工作。
2. 近代中国文字的应用,
a. 汉字输入法、输出法、文语/语文转换、
b. 书法、字体与电脑字库、
c. 汉字在商标上的应用、
d. 中文阅读、书写的新教育方法。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理解本文中讨论的依据，谨此先介绍知识产权制度的部分基
本概念。
发明专利
要在某地方保护新的发明，必先在每个想得到保护的法域将该发明注册为发明
专利。发明专利所保护的内容是发明而不是发现。举例来说，考古学家挖掘了前人无
所知的古代文献，这是属于发现，故不得被注册为专利。然而如果研究者发明了一种
能扫描和识别甲骨文字的机器，那么这种发明应该能被注册为专利。
一个发明得以被注册为专利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1）发明在全球具有新颖性，（即
在申请专利权之前该发明尚未在任何地方被公开）；（2）与已有的技术有区别；（3）可以由
熟悉该发明技术的人使用。新的物品、方法都可以被注册为发明专利。
当某发明家取得了发明专利后，他在专利的有效期内（多数为 20 年）享有使用
他的发明的排他权利。 各地法律规定，在发明专利有效期内，除非取得专利所有人的
许可别人不准使用该发明。 有效期满后才可。这种专营权赋予发明家有权向有意用他
的发明的人要求交付版税，从中得到收入。引用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3 的一句话：

“发明专利制度确保了发明家在有限的时期内能享有他的发明的专营权，从而
在他个人创意的烈火上加了利益的燃油，鼓励他继续发明更多新的有用的东
西”

3

1858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伊利诺伊省为该省青少年协会第一次讲了“发现机发明”一课 。

112

第二屆 漢字學國際冬令營 講稿

外观设计
像发明专利一样，外观设计4属于一种注册的知识产权。注册的外观设计是借生
产过程 5而应用于商品的，具新颖性的而不是由于产品的技术要求而产生的。外观设
计在市场上能被消费者看见，并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选择。时装、汽车、手表、手机
的设计都是外观设计的例子。
与发明专利一样，外观设计权的所有人会在保护期内享有专营权。注册设计的
有效期各个法域不同，可以由 8 年至 25 年。
商标
商标会保护用在商品上的文字、形状、图案。商标让消费者把商品或服务联系
到它的来源，例如银行业的‘工商银行’、电器的 ’SAMSUNG’ 等。要有效地保护商
标则要先在每个要求保护的法域注册它6。消费者寻求好质地的商品时往往靠商品上的
商标。如果遇到非经许可而使用的商标，消费者会称它为‘冒牌货’。
商标的注册是按照不同商品或服务类别而申请的。这样在某法域的注册处里，
同一个由不同企业拥有的商标能分别在不同的类别并存。（例如‘苹果’被不同企业
注册为电脑或牛仔裤的商标。）一个商标不得与另一个商标很接近，容易导致混淆。
如果一般消费者看见到一个商标，容易错误地以为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商标，则第一个
商标会导致混淆。
商标的所有人有权阻止别人非经许可经营、进口、出口附带他的商标的商品。
商标的有效期间可以无限地续期。目前商标的授权行业在世界上构成一种巨大商机。
著作权（版权）
异于上面所述的知识产权种类，不需要注册版权：作品一经创造，版权就开始
生效。版权能保护多种作品，诸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电影、电
脑软件、网站设计等创意工作成果。

4
5

6

又叫‘设计专利’、‘注册设计’或‘工业设计’。
包括手工艺。
虽然有方法保护非注册的商标，但是法律过程较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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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的权利人就他的作品享有复制、分发、出版、演出、售卖、进口、出口、
上载到网上的排他权。版权的有效期在各地不一样。一种常见的保护期为自从作品形
成到作家过世后 50 年。作品的保护期期满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7 音乐、电影业的
版权授权行业是国际贸易上的一个重要元素。

中国古文字学及文字应用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中国语文的历史和发展
古文字的图像化（拓印、拍摄、手抄、现代技术方法）
拓印艺术历史悠久8。正如以上所述，古代石碑、甲骨或青铜器上的图像、铭文
的版权保护期早已过时了。毫无疑问，古代文物的拓印工作不能构成侵犯原文权的版
权行为。
中国若干博物馆、研究所有时候会提到所谓“所有人的版权”。通过运用商业
合同的条款（如博物馆的入场票），合法藏有文物的机构有方法阻止别人接触或复制
它藏品。不过这种权利并不基于知识产权法。因此，有意依法防止访客对所藏有的文
物拍照或进行复制的机构必需将有关要求写入展馆的入场条件。
版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属于一种要付出独立的努力和技巧来创造的作品。一般
来说，复印本不被视为版权作品。不过，因为摄影师对他所拍摄的景色进行摆设或对
照相机进行调整，所以相片属于版权作品。虽然没有相关的法律案例，作者认为拓印
因为需要特别的训练和技巧，所以应该得到保护。拓印一经做好，保护期就开始。做
拓印的人是作品的版权所有人，不过这种版权所有是属于做拓印的人还是做拓印人的
雇主将由当地法律或者雇佣合同条款所决定。版权所有人有权控制以后的出版和派
发。
摄影
文物的技术摄影属于高技巧的活动。因此，有关的照片一定会得到版权的保
护。同以上所述的情况一样，摄影师与雇主的关系将决定哪个是版权所有人。与做拓
印的人不一样，摄影师经常是机构的长期雇员，所以一般来说，版权所有权会属于机
构。
7
8

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所谓‘处在公用领域’。
https://www.britannica.com/art/rub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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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
古文字的手抄本（例如甲骨文或青铜铭文）与拓印和摄影有分别。后者目的为
把原文用最清楚，最准确的方式进行复制。相反，手抄的古文字往往会被手抄人的主
观意志所影响。另外对手抄工作有影响的因素是所用的工具和媒介（例如古人用甲骨
和刻刀，现代人用纸和笔）。
原文的手抄文也属于版权作品。不过，多数法域的版权法会要求版权作品有一
定的文字数量或规模。举个例子，一本书或一首歌曲的题目不够得到版权的保护。因
此，文字数量少的手抄文能否得到版权保护是有疑问的。如果较大数量的古文字被手
抄后纳入一篇文章，那么整个作品可以得到保护。
古文献的发现和破解
正如以上所提到，专利法不保护发现。其实，发现不能得到任何一种知识产
权的保护。考虑到一位学者需要花上若干年来挖掘、保护、破解前人未知的古代文
献，学者得不到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是一个问题。

发现意味着文献从来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人知道它。按照法律的概念，仍未
发现的文献从来属于公开领域。如果研究者想出版他发现的某现代作者的著作，那么
他需要得到原作者或者他继承者的许可。然而，如果有关的文献版权期早已过去，那
么研究者不需要得到原作者的许可。问题在于研究者对新的出版物能否得到版权保
护。
只有研究者把原本加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里，他的新出版物具有原创的排版安
排、附录、解释，那么整个会得到版权保护。不过，他没法防止别人抄袭和出版他所
发现的原文。举个例子，考古学家挖掘了一座楚国的墓地，在墓地里他发现了竹简上
写的《诗经》，而这本《诗经》包括了八首仍未纳入传世的《诗经》的诗。研究者撰
写了一篇学术文章，包括该八首诗的详尽解释、现代汉字的撰写和翻译。这个作品全
部可以得到版权保护。不过，对原有的八首诗来说，研究者不能享有版权所有权。这
个会导致一个现象，为了尽量回报他的工作，学者会把他发现的东西长时间保密，结
果令其他学者没法来参与研究。非常感谢德国专家 Dr Andreas Dustman9 引起作者对
德国版权法第 71 条的注意。

9

Andreas Dustman, 法学硕士，德国职业律师 (Boehmert & Boehmert 法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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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是第一次合法出版发行他拥有的未曾发表的而版权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他
会享有使用作品的排他权……
（2） 这个权利是可以转让的；
（3） 这个权利保护期是 25 年……
Dr Andreas Dustman 接着讲述一个虚拟的例子：有一个人发现了贝多芬从来
没有发表的第十交响曲，这个音乐作品版权保护期早已过去。如果发现这个作品的人
向公众发表（例如出版乐谱还是安排首演）那么他会享受使用作品的排他权。这些权
利和原作家原来的权利一样。保护期为 25 年。
Dr Andreas Dustman 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 2009 年德国最高法院10处
理的一个案子。案子围绕的是德国版权法第 71 条是否适用于古代意大利作曲家
Antonio Vivaldi 所作的歌剧 Montezuma 的案子。这个歌曲曾经于 1733 年发表过，
不过以后失传了。有人在德国柏林的音乐书库发现了它，然后把它出版了。他要求根
据德国版权法第 71 条得到版权保护。可是最高法院因为歌剧于 1733 年已经演出了一
次，所以判决得不到保护。
这个案子表明，德国版权法规定只有一个作品从来没有发表过，版权保护法才
适用。对于曾经发表过但后来失传的作品，版权保护法不适用。
学者对曾失传的古代文字筹备现代汉语版本，这个属于翻译工作。情况跟把文
言文翻译成白话一样。按照版权法，翻译作品应当作独立的版权作品，不过如果原文
的版权保护期还没有过，就需要得到原作者的许可。
古汉语及方言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者希望能了解古汉语的发音。经过研究诗经的音韵和说文、尔雅、
方言等作品，学术界已产生了大量作品。与单字的手抄一样，字的数量决定是否享有
版权保护。学者对一定数量的字的发音做了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字典、书籍、文
章均可以得到版权保护。
当一个人经过阅读学术文章以后想运用该作品复原的古代发音朗诵一首古代的
诗，他的朗诵会否侵犯版权？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复制原来的文章。而且他不会把
文章的内容读出来。他把复原的发音应用于朗读一首古代的诗。这样做，应该算作一
个原创的演出，而他没有侵犯本来文章的版权。

10

2009 年判决号 I ZR 19/07 – Montezuma。 以上的摘要由 Axel Nordeman 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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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及数据库的编写工作。
长期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是通过词汇或字典发表的。近来越来越多
学者希望能从网上数码数据库中搜查中国文字历史有关的资料。11 将来如果要在古文
字研究上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古文字的数码数据库不可缺少。
考虑到近年来国际上应用大数据的流行，有一种情况会令人惊奇：全球各地的
知识产权法对数据库的保护又不统一又具争议。数据库所结合的材料要么包括版权作
品（录音、录像、文学作品等）要么包括一些没法以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元素，如收录
12
个人姓名及电话号码的电话簿。） 假设有人建立了一个可以按《说文解字》的部
首、音符来搜查的青铜铭文数据库，那么这种数据库的内容不是从版权作品组成的。
尽管如此，该数据库显然是经过付出巨大学问和努力而建立的。那么怎么保护它呢？
数据库的基础是它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用电脑软件来发展，但有关的工作较
轻微， 而数据库结构本身不是版权法保护的元素。多年国际上具争议的议题是：非由
版权作品组成的数据库，应该用什么法律来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1994）第
10.5 款规定13：

“二、数据汇编或其他资料，无论机器可读还是其他形式，只要由于对
其内容的选取或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作为智力创作加以保护。该
保护不得延伸至数据或资料本身，并不得损害存在于数据或资料本身的
任何版权。”14
对于这个规定不同经济体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实施方式。俄罗斯、英国、欧盟15均
拟定了专门保护数据库的法律。中国（大陆）16至今未产生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保护机
制。考虑到中国政府和商界对大数据和融资技术的巨大投资，情况令人感到奇怪。中
国最高法院处理一些案子时应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7

11

例如“汉典”。https://www.zdic.net/

12

与此有关，读者要注意到知识产权法和保密材料库中私隐的不同一套法律机制。
见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intel2_e.htm#relatedright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 http://ipr.mofcom.gov.cn/zhuanti/law/conventions/wto/trips.html

13
14
15

大英王国, "The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1997". 欧盟, Directive
96/9/EC of 11 March 1996. 俄罗斯, 1260 of the Civil Code of Russia.
16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各有不同的法律制度。
17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1/id/991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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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在没有订立特殊数据库保护法律的法域，中国文字有关的数据库的知
识产权保护缺乏肯定性。
至于字典，情况较为清晰。因为字典会包含原创的翻译、解释和排版设计18，所
以它会符合版权作品的法律定义。

近代中国文字的应用
汉字输入法、输出法、文语/语文转换、
预见到有需要在计算机系统上处理汉字，从 1980 年代开始相关的研发工作快速
展开了。至今可以用多种输入方法（如汉语拼音、速成、手写板、视像识别、语文转
换）来输入近代字体。
这些新发展牵涉到一系列的知识产权。版权法会保护通过电脑软件编写的输入
法软件。新的软件一般不得被注册为发明专利。然而，如果一种新的硬件的操作依靠
软件或者通过软件能使得硬件的效力得以显然提高，那么有可能注册专利。19 举个例
子，需要陪同软件的新颖书写板硬件应该可以连软件一起被注册为发明专利。假设有
人发明了一种美观的数码输入的毛笔，那么毛笔的设计亦可以注册为外观设计专利。
让读者想象一个发展计划，目的为让用户用书写板来输入甲骨文字，然后搜查
数据库。对于现代汉字来说， 手写板并不新颖。或许能找到一些专利保护期满的硬件
而用它。如果想借用一种仍在专利保护期内的新技术，那么有两个选择： 1. 取得专
利许可； 或 2. 发展一种新的能避免侵犯原来专利权的新颖技术。这个计划的一个主
要挑战是要把手写板用户的动作翻译成某甲骨文字（或一群可选的字）的内码。这个
程序主要会通过演算法(algorithm)或计算程式做成的。作者推想该程序会包含 1. 决
定笔画次序和 2. 从所输入的笔画次序、笔画方向和笔画长短计算单一的内码。
像这种虚拟计划如果能成功，成果就会构成一个珍贵的新颖。但是如果它是单
纯通过软件形成的，则它能否得到专利保护是有疑的。按照版权法，有关软件会被视
为文学作品的一种， 而它的保护不依靠任何注册手续。20

18

多数法域以版权法保护排版设计，包括文字摆设、字体的选择和书页的设计。

19

为了促进这方面的专利申请，2017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表了新的专利检索
指引。
20
虽然版权作品的保护不靠注册， 但是为了于未来或许法生的法律行动而准备好证据，编写软件的单
位需要对软件编写过程保留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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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软件所操作的演算法是较大的问题。通过逆向工程，人能显示出软件内码
所操作的演算法。只有人能编写一套新的源码来实施本来的演算法，那么这样做不会
侵犯版权。对于演算法本身，不同法域会采用不同政策和方法来保护它。澳大利亚的
知识产权机关曾承认了，‘为商业方法和演算法申请注册发明专利， 还是中国和美国
比我们更方便。’ 21
无论如何，读者必须记住，申请注册專利之前发明不可在任何地方被公开。这
意味着， 除非发明家已经提交了专利申请书，他不可以在网上或在学术文章泄露他的
发明的材料。
书法、字体与电脑字库
书法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艺术。从观察中国最早的文字可知，书写着要求一定的
一致性和艺术感。不论在东方或在西方，书法会当作艺术作品并可以不经注册手续得
到版权保护。原创书法的作家有权防止别人未经许可抄袭、售卖、进出口、公开展出22
或到互联网上载他的作品。
中国书法有一方面值得注意。学生在学习不同字体的过程中往往会尽量接近地
抄袭名家的作品。可是版权法不保护抄袭别人大作的作品， 结果有人想保护他作的十
分接近王羲之书法的作品，难说法院会否接受。
数码字体是计算机技术与书法的衔接点。按照一般版权法的概念，当一个人将
书法字体改为能输入电脑字库的字体（xxx.ttf, xxx.otf, xxx.fon 等），他对字体软
件会享有版权。同时，编写字库字体的人一旦用了别人创造的原创书法， 原书法家也
会分享有关的版权。编写字库字体的人可以授权别人把字库安装到他们的电脑或网
站， 可是他无权控制被授权方后来怎么用它的字库。23 因为创造新字库需的人要付出
大的努力， 所以为了未来或许法生的诉讼提供证据，编写字库的人需要对软件编写过
程保留详细的记录。在中国，符合法律规定的新字库有可能被注册为外观设计专利。

21

见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sites/default/files/protecting_your_ip_in_china_guide.pdf?a
csf_files_redirect
22
如果公开展出的目的为售卖本来艺术品，有些地方的法律容许公开展出及作复制品。
23
见北京第一中等人民法院：Beijing University Founder Electronics Co., Ltd. (Founder) vs.
Guangzhou Procter & Gamble Co., Ltd. (P & G) and Beijing Carrefour Commerci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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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商标上的应用
商标属一种注册的知识产权。它应用于商品或服务时让消费者把商品或服务联
系到它的来源。商标的形式较多，最普遍是文字（包括文字、数字一起）和图像。因
为商标法的细节较繁复，作者在此不作详细解释。以下谨讨论中文字与西方（标音）
字母在商标上应用的相异地方。
当英文为例，‘可口可乐’一词，不论用什么字体来写人人都会懂得怎么读出
来。

Coca-Cola, COCA COLA, Coca-Cola, Coca-Cola,
反而中国书法往往采用一些行外人难读的字体和异体字。当商家申请‘正册’
二字为商标，只有他用楷书或其他‘标准’的字体，申请能被受理。一旦用了青铜铭
文字体，那么虽然一般人会明白是汉字的一种。但他们读不出来。

这是文字还是图像？据作者的了解中国商标注册处24在处理这种案子的时候会先
问申请人，所申请的商标是不是文字。若是文字则哪些字？然后当局会对已注册的商
标进行搜查。该搜查会包括文字和图像二类。申请人如果想注册文字和图像他必需把
两种拆开分别申请。

如果一个申请者成功地注册了他的文字和图像商标， 当另一个商人来申请以上
的草书商标，很大可能商标注册处会拒绝他的申请，因为它与已注册的‘正册’文字
商标太接近。然而草书商标与已注册的青铜铭文图像商标没有冲突。

24

现在属国家知识知识产权局。

120

第二屆 漢字學國際冬令營 講稿

其实中国文字在商标上的应用是很值得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讨论要求对商标
法更深入的认识，会超越本文的范围。
中文阅读、书写的新教育方法。
自从西周的‘艺六’25教育以来，阅读、书写课题是中国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元
素。至今中国小学生和中学生要花较长时间来克服学习中国语文。对于有意学中文或
日文的西方学生来说，汉字的书写、阅读是一个大挑战。
近年来有人为中文阅读和书写教育的货品陆续注册了不少发明专利。另外，当
人创造了以课本或软件表达的新教学方法，可以用版权法来保护有关的教育作品。可
是如果我们把新的教学方法分别与它的文字表达独立地考虑， 则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开
始出现。
按照知识产权法的概念，‘教育方法’同于‘商业方法’，结果它的知识产权
保护在不同法域有不同的处理。中国政府希望能鼓励商界用发明专利来保护包括技术
方面26的新商业方法。2017 年 4 月 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表了新的专利检索指引，其
中说明了，当专利申请的内容包括商业方法及技术方法两方面，则不排除注册它。27
然而对于中国以外的法域，处理商业方法专利注册的政策有大的不同。Wikipedia 栽
了有关情况的一个好摘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siness_method_patent).
要把教学方法注册为发明专利则要面对这个难题：在提交专利申请之前不可以
把方法的内容对外泄露。这意味着在申请专利以前不可以对它进行公开实验。这个情
况实际上并不理想。
如果一个新的教学方法已经成功地被实施并且得到了公众的好评，那么创造该
方法的单位值得考虑在准备用它的地方注册商标。虽然商标不保护商业方法， 但是注
册商标能防止别人未经许可借用创造该方法的单位的商誉。

25
26
27

‘六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
例如靠电脑技术的方法。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http://www.cpahkltd.com/UploadFiles/201703091844133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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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研究中国文字发展与历史的学者不多顾虑知识产权。通过讨论有关的知识产权
问题，希望读者能认识到世界各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好处与坏处。要确保文字历史
及应用的研究成果能充分地被利用和实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应该了解怎么样运用
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商标和版权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取得适当的经济回报。同时学
者必需意识到：他一旦侵犯别人的权利他可能会遇到哪些阻碍他们的工作的法律问
题。
本文只能提供中国文字研究有关的若干知识产权问题。大部分大学、研究所有
附属的法律部门。他们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作者希望研究者能进一步熟悉知识产权
的基本概念。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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