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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一個語言在經歷了長久的分隔之後，會由於社會狀況的不同

而循著不同的方式發展，於是相當時日之後，會呈現相當的

落差。有一些詞，兩岸都出現，卻是詞形相同而詞義有別。

這很容易造成兩岸交流的障礙與誤解。本研究計畫，在研究

方法上，分成下面三個步驟進行：第一步驟：兩岸詞語差異

原因研究。探求華人社會漢語詞彙方面的「共同底層」及其

「各自表層」在不同層面上的變異，從而探討漢語詞彙今後

發展變化的趨向和走勢。第二步驟：兩岸詞語融合狀況研

究。兩岸開放交流後，彼此密切的往來、網路和大眾傳播工

具的發達，語言上又如何產生交融? 如何相互吸收?第三步

驟：分析兩岸同形異義的現象，亦即字形相同，意義卻不

同。這是本計畫研究的核心，過去有關兩岸詞彙比較研究的

著作，多半只專注於列出比較表，供讀者了解台灣怎麼說，

大陸怎麼說。至於兩岸同形異義現象的研究，幾乎完全沒有

開始。這是語言學者有待努力的地方。其實，兩岸同形異義

詞最容易產生彼此的困擾。也就是表面看起來是同用一個

詞，實際上那個詞的意義兩岸用法並不完全相同。其中包含

兩個層次，一是基本詞義不同，一是色彩詞義不同，也就是

所指涉的語義有廣狹、輕重、褒貶、雅俗等等的差異。 

中文關鍵詞： 兩岸詞彙、詞義演化、普通話、色彩詞義 

英 文 摘 要 ： There will be a considerable gap in languag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eparation. It＇s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languages will follow th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ways. There are some words, 

which are used in both sides(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they have the same lexicon form, but 

different in meanings. This phenomenon causes some 

obstacl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thod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The first step: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ry to find the variation of 

“common layer“ and “individual surface layer“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o explore the study 

approaches in possible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trends of Chinese vocabulary. The second step: To 

research the word fusion status across-strait. Since 

the opening of cross-strait intercourse, They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very frequently, either by network or 

mass communication tools. We will try to find how the 



languages blend with each other? How they absorb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third step: Analysis of cross-

strait homograph phenomenon. That is, words with the 

same appearance, but have different meaning. This is 

the core targe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This is a 

new field for linguists to research. Th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two levels, the 

first one i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of basic 

meaning in both side,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study 

of differences on usage way, includ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ing range, intensity, appraise of the 

words in both side. 

英文關鍵詞： Cross-Strait vocabulary , Meaning evolution , 

Mandarin , secondary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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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4－076－ 
執行期間：103年 08 月 01日至 104年 07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竺家寧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3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    （請列舉提供

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4年 7月 21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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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

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2014.09 兩岸同形異義詞探索，《繁簡併用相映成輝—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萃》，475-489，北京中華書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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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

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漢民族共同語作為現代漢語的一部分，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分隔之後，由

於兩岸社會狀況的不同，而循著不同的方式發展，呈現了一些差異。在兩岸

開放之後，由於，頻繁的接觸，語言學者們很容易觀察到這些差異性。對同

一事物，兩岸有不同的名稱或用語，這些比較容易被發現，另外有一些詞，

兩岸都在使用，卻是詞形相同，而詞義有別，這些更容易造成兩岸交流的障

礙。 
    本計畫針對這種同形異義的現象，做了全面的資料蒐集，包含了文獻方

面以及實際的田野調查，特別是進入大陸體會彼此的語感，一年來累積了不

少這樣的材料。從這些材料的分析看來，有些是基本詞義不同，有些是色彩

意義不同，包含了褒貶、雅俗、輕重、範圍等次要意義的差別。 
   這樣的研究工作，在應用層面具有下面幾項意義： 
第 1，在語言學上的價值，是藉著這樣的活樣本，可以了解一個語言分途發

展的具體狀況，以及不同詞語兩岸所依據的理據不同，對於語言理論的建構，

提供了一些參考； 
第 2，兩岸同用一個詞，有時基本意義並無不同，卻在色彩意義上互有落差，

這種情況造成了兩岸交流的阻礙與誤解，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給來

往兩岸的人士作參考； 
第 3，同形異義詞自古有之，過去比較關注的是歷史因素造成的同形異義現

象，本計畫更做了兩岸地區性不同所造成的同形異義，因此，從縱的方面和

橫向方面，都可以對語言中的這種現象確切掌握，得到充分的了解； 
第 4，過去研究兩岸詞彙的學者，多半著眼於一物異名的現象，本計畫則重

在名雖同而義有別的現象，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不多，所以本計畫的成果正可

以提供這一方面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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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研究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為了執行科技部本年度的專題計畫「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乃安排了本次的移

地研究計畫，時間共兩週，從 7月 1日至 7月 15日，訪問調查對象為太原的山西大

學語言科學研究所。7月 1日搭乘 13點 45分中國東方航空的班機，直飛太原，16

點 45分到達太原武宿機場，這個機場距離山西大學較近，車程約 20分鐘，晚上住

宿在山西大學的「學術交流中心」，住宿費用及機票費用由科技部專題計畫項目下支

出，7月 15日早上 9點 30分的班機飛回台北，完成本次的田野調查工作。 

二、 研究成果 

     本次移地研究，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多位山西大學的研究生，了解他們

詞彙使用的狀況，並一一作成紀錄，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也提供了許多協助，

所長喬全生教授，副所長馮良珍教授安排了多次座談，除了該所的教授之外，主要是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出國時間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15 日 出國地點 太原山西大學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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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研究生，這些研究生也是作為語言調查的對象，和語料提供者。兩週的調查工

作當中，所累積的研究材料，返回後將逐步整理，分類並撰寫論文，在相關的學術研

討會或學術期刊正式發表。其中所蒐集的一些有趣的詞彙現象，例如： 

1. 「玩耍」兩個字，基本意義雖然相同，在語用環境上差別甚大，不但兩岸不盡相

同，大陸各地區何時用「玩」，何時用「耍」，也各具地區性的特色。 

2. 調查中還發現，我們可以說「我爸」、「我哥」，但是不能說「我狗」，這種現象也

可以作為詞彙搭配規律上的探索。 

3. 大陸有一些「打」字結構的新詞，例如，「打假」、「打款」等，臺灣也有一些「打」

字結構，是大陸所不用的，例如，「打歌」、「打屁」等，因此「打」字研究也是兩

岸詞彙研究的新課題。 

4. 臺灣說「送作堆」這個詞，在大陸有另外一個同義的用法，叫做「拉郎配」。各自

取義不同，這一方面的詞彙現象，也值得作進一步的觀察與分析。 

5. 大陸有「摩的」一詞，是一種機車型態的計程車，這又是臺灣所沒有的現象，這

類詞跟社會背景具有密切的關係。如何把詞彙和社會背景因素，作結合研究，又

是本次移地調查得到的啟發。 

6. 兩岸的同義詞，往往有一字之差，而這個相異的字又往往是同義詞，例如，我們

說「顛峰時段」，大陸說「高峰時段」。 

7. 「垃圾」一詞，在大陸一般的發音是「ㄌㄚ  ㄐㄧˊ」，可是在山西平遙地區，根

臺灣的唸法完全一樣，這種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值得進一步地探索。 

8. 我們說「實習」，大陸卻說「掛職」，這種同義詞的形成理據，又是值得我們注意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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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陸用語常看到「自信爆棚」，意義是極有自信，有時也可說「愛心爆棚」，指的

是極有愛心。這個現象也值得我們研究。 

10. 我們叫「中風」，大陸叫「腦攤」，這是用詞不同的現象。 

11. 大陸的用詞有趨向單音節化的趨勢，例如，「值得」大陸只有一個「值」字，「特

別」大陸只用一個「特」字。這種單音節化的現象，也是一個值得觀察和研究的

詞彙問題。 

12. 大陸稱「笨雞蛋」就是「土雞蛋」、「柴雞蛋」的意思，「笨雞」就是「土雞」也可

以叫作「柴雞」。 

13. 「葡萄」一詞，大陸分成兩類，一類也叫「葡萄」，另一類稱為「提子」。 

14. 「正點」臺灣是美好漂亮的意思，大陸卻是準時的意思。 

15. 大陸詞彙發展了很多「閃」字結構的新詞，例如，「閃婚」、「閃離」。 

16. 「渣土車」就是臺灣所說的「推土機」。 

17. 大陸又有「晒詩」一詞，是臺灣所沒有的。 

18. 大陸有「樓盤」一詞，指的是新建中的大樓。這又是臺灣所沒有的新詞現象。 

三、 建議 

     移地研究具有比較大的彈性，比起出席國際會議感覺收穫更多，這種研究方式，

頗值得推廣，特別是兩岸語言比較研究的這類課題，實際到大陸去體驗對方的語感，

比文獻資料所看到的更為精確深入。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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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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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0月 16日乘坐東方航空班機，出席本會議，下午 3點降落於昆明長水機場，搭

車前往會議地點，在雲南師範大學的呈貢校區，此地為 15個大學聚集的大學城，在

昆明南邊 18公里處。到達呈貢校區，已是晚餐時間。報到手續很複雜，繳納會務費

600元，住宿地點為麗水雲泉大酒店。10月 17日星期五，早上 8點 40分舉行開幕式，

會場約 300多人，是歷來規模最大的會議，10月 18日舉行論文發表及討論，10月 20

日會議結束。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3 年 10 月 16 日

至 103 年 10 月 19
日 

會議地點 昆明雲南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 47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暨語言學會議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由上古音看詩經的韻律結構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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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規模較大，分成多個會場同步進行發表與討論，此類大型會議比不上

小型精英式的討論會更有效益，因為會議分場既多，則無法兼顧，秩序上也顯得有

些雜亂，主辦單位似乎也缺乏辦理這類大型會議的經驗，所以出席本次會議之後，

最主要心得就是避免參加此類大型會議。將來，以選擇小型精英式的會議為主。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我們都知道，詩與樂不分家。詩經是上古時代人民隨口唱出的民謠，當然並沒

有任何統一規定的、嚴密的韻律。但聲音的協和美和自然美，是它的特徵。明代的

古音學家陳第說：「《毛詩》之韻，動乎天機，不費雕刻。」（陳第《讀詩拙言》）清

代的詩經學家江永說：「《詩經》俚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江永《古

韻標準例言》）他們這些話，正反映了詩經的本質。在《詩經》自然和諧的歌聲中，

實際蘊含著某些有規律性的東西。上古音的知識正是啟開其中韻律奧秘的鑰匙。 

  傳統的詩經賞析往往是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或者從經學的角度切入。從語言的

角度欣賞這些上古歌謠的論文比較少見。特別是從現代語言風格學的方法和技術來

賞析詩經的，更為稀少。語言風格學分支出來的「韻律風格學」，大大提升了詩歌賞

析的新視野。「語言」是文學作品的載體，文學家、詩人都擅長驅遣語言，變化語言，

從而塑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特色。 

  過去研究詩歌的韻律，運用的是傳統的詩詞格律知識，然而，文學家經常應用

的詩詞格律知識，卻是建築在一千多年前的六朝時代，當時隨著佛教輸入的語音分

析知識。此後，中國人對語言的結構分析能力，就停滯在當時的水平上，一直到清

代末年，西方語言學知識的輸入，才有了新的局面。因此，我們今天研究古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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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傳統的詩詞格律上探討是不足的。現代語言學在語法、詞彙、語音幾個層面

上，有了更精密的分析技術與方法，這種知識的革新，正如一千年前佛教的傳入一

樣，帶動了中國聲韻學、語言學、文學的發展。語言風格學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 

  詩經是一部古老的文學，歷來研究的著作很多，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來分析詩經、

探索詩經。在語言的角度來看，清儒就已經對詩經的押韻做了精細的聲韻分析，以

詩經為基礎，建立了上古的韻部分類系統。今天，我們更可以藉助上古音的研究基

礎，擬構出詩經的具體音讀，還原了當時的語音，並且用國際音標拼寫出來，透過

這樣音值的擬定，完全可以重現當時琅琅上口的歌謠面貌。歌謠能夠傳誦於民間，

依賴口耳傳播，必然有豐富的韻律節奏。過去由於上古音研究的不完備，很難看出

詩經內含的這些韻律節奏，最多只能談談它的押韻而已。我們現在藉重韻律風格學

和上古音的知識，就可以進一步說出這些內含的韻律節奏，對於詩經的賞析提供了

一套有效的方法。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高本漢對聲韻學的擬音工作做了全盤的研究，之後又歷經

李方桂、董同龢、周法高等學者的相繼研究與修正，使我們對上古音的了解有了長

足的進步與發展。因此，對於詩經韻律的探索與分析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是清儒

及古代學者研究詩經的近一步發展。詩經是一部歌謠，其中豐富的韻律是用兩千多

年前的古音表現出來的，我們今天能夠把古音的研究還原到詩經當時的狀況，那麼

詩經歌謠中的韻律就很容易描述出來了。 

古人對於字音的分析只能做到聲母、韻母的二分，由此發展出[雙聲疊韻]的概念，

現代我們更能夠把一個[音節]分析成[聲母、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幾個成分，

並依賴現代精密的語音學說出每一個輔音和元音的特性，我們由這些角度切入來觀



 11 

察詩經的韻律節奏，這樣便能夠更完整的把詩經的歌謠特質呈現出來，透過聲母、

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的觀察，找出其中的分佈秩序，詩經的[音樂性]就無所

遁藏了。 

  事實上，聲母、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就如同一個交響樂團的各種樂器，

小提琴、低音大提琴、雙簧管、法國號……等等，把這些個別的元素組合起來，就

能夠形成一篇充滿音樂性的篇章，音樂和文學的道理是相通的，文學的韻律在我們

一般的感覺，是一個綜合的效果，然而這些綜合的美感效果卻是從聲母、介音、主

元音、韻尾、聲調巧妙的排比中獲得的。這正是現代韻律風格學所從事的工作。 

有了這樣一套理論框架作基礎，將來結合文學的研究，可以為文學開展出一個新的

視野。 

  本文將嘗試從下面四個項目來分析詩經的韻律︰1. 詩經的聲母和諧現象。2. 

從主元音看詩經的篇章結構。3.詩篇中的開合洪細構成的節奏感。4.詩經聲調的搭

配效果。 

四、 建議 

    大陸主辦會議的經驗與能力遠遠不如臺灣，因此，未來可以多做這方面的交流，

讓大陸學術界充分了解臺灣主辦學術會議的方法、程序，吸取其中的經驗。希望將

來大陸主辦的會議也能夠提升效率。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準備了會前論文集，其中有許多論文頗值得參考，攜回後可以和指導的研

究生分享，共同研讀，拓廣視野。 

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通知（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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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将在中国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召开。2014年10月16日报到，正

式会期3天：17日-19日。会议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承办。 

会议的中心议题主要是：（1）汉藏语系语言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2）汉语（汉语方言、古

代汉语、现代汉语）研究；（3）汉语与非汉语的关系研究；（4）汉藏语大数据建设研究。 

请有意参会者请于2014年6月1日前将论文题要（1000-1500字）发往会议专用邮箱：

hanzang888@163.com。请注明作者名、作者单位、通信地址、电子邮件和联系电话。论文经审阅后，

将于2014年7月1日发出正式邀请函。 

本次会议提供10名优秀在读博士的免费（免除食宿费和会务费）参会名额。申请免费的在读博士

请在本通知下方下载申请表，填写后与论文一并发给会务组。 

会议主席：杨林（云南师范大学校长）、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列）：戴庆厦、丁邦新、罗仁地、陆俭明、刘丹青、马提索夫、梅祖

麟、孙宏开、孙天心、王宁、张振兴 

筹备委员会主席：陈勇（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秀成（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罗骥       副秘书长：余金枝 

会务筹备组联系人：余金枝     电话：0871- 65912033 
        13669766263 
 
 

第 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筹备委员会 

                                2013年10月31日 

 

mailto:hanzang8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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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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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0月 31日搭乘東方航空下午 5點 20分的航班，本次會議的機票由國教班經費

補助，共 9000元，生活費則由國科會專題計畫項目支出。晚上 9點多降落南京機場，

到達南京師大的南山專家樓住宿，已經 10點多。11月 1日早上 8點 30分，舉行開

幕式，接著擔任主題演講，在場學者與研究生將近百人，下午分組討論，3場討論會

同步舉行，每組大約 20多人，大會共發表了 80多篇論文。11月 3日大會安排至玄

奘寺考察，寺中有玄奘的舍利塔，11月 4日會議結束，登機返回台北。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的主題為佛經語言學，這個研究領域是近年來的顯學，由東亞地區各大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3 年 10 月 31 日

至 103 年 11 月 3
日 

會議地點 南京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佛經語言研究的以經證經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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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研究機構輪流主辦，包含大陸、臺灣、日本、韓國，這次會議分組討論，每組約 20

多人，人數不多，可以進行比較深入的意見交流，所得較多，而會議論文，也都反映了

一些新的見解和新的思維。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讀佛經的困難源於語言的障礙，一般提到「佛經」，總會想到「宗教的」、「思想

的」、「哲學的」、「義理的」一面。除此之外，就是注意到「文學的」一面，看作是

「翻譯文學」。然而，另一個重要的層面—佛經語言，卻長久被忽略了。往往一想到

佛經語言就認為是梵文、巴利文、藏文的研究，其實漢文佛典的研究意義與價值更

甚於上述各種語文。漢文佛典的數量，及其保存的完整，遠甚於上述各種語文，從

東漢至宋代一千年間，完成了無數的佛典翻譯工作，不同的階段摻雜著不同時代的

俗語詞彙，反映著各時代的社會口語。因為佛經是要給大眾讀誦的，不是少數學者

高僧用來孤芳自賞的，所以佛經所用的語言是大眾的口語，必然為一般民眾能懂得

的，這樣佛教才能藉以深入社會、傳播於社會。然而，活語言又是傾向於變遷的，

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其實大部分原因在語言的障礙。有些詞彙，今天習用，

佛經中也常見，可是意思卻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還背道而馳。如果不加注意，誦

讀時便會誤解經義，違失了佛陀的本意。古代的許多口語詞彙並沒有完整地被記錄

下來，並加以訓釋整理。不像正統文言有這樣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因此，有

很多的佛經詞彙，我們感到陌生，也查不出它的具體意義。因此，以經證經是研究

漢文佛典的不二法門。佛經語言學利用了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

語法學的知識，去讀懂佛經。利用既有的中古漢語知識去理解佛典。古代的高憎沙

門一向非常重視語言層面的研究，例如「等韻」之學即出自和尚，著名的古代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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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龕手鑑》也成於和尚。今日佛經語言的研究，亟待有志者共同來振興。 

  「以經證經」方法的提出，可以推到十三世紀的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蓁註》

卷十三〈文言辨〉，書中已提出「以經證經」的概念。他說:今之世，讀古人書，只

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它經無證，缺之可也。胡一桂，景定五

年（1264年）鄉薦禮部不第，遂講學邑中，入元不仕[2]。學者稱雙湖先生。其學源

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學。葉奐彬深于經學，嘗謂經有六證，可以經證經，以史證

經，以子證經，以漢人文賦證經，以《說文解字》證經，以漢碑證經。 

  筆者在 2011.07，論佛經詞彙研究的幾個途徑，曾提出「以經證經」的方法(《漢

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39-562，法鼓

佛教學院，台北金山。)筆者認為，在研究方法上，過去，我們古代的語言學家、訓

詁學家累積了很多研究心得和研究經驗，但是傳統的訓詁學都是為儒家的經典服務

的。雖然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佛典訓詁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所以我們研究佛經

語言，傳統的訓詁資料、傳統的工具書、訓詁成果給我們的幫助比較有限。我們必

須採用「以經證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利用佛經來研究佛經。用佛經的語境、

上下文來探索某個詞語的意義、語法等各種問題。這樣的研究，在今天來說，特別

得到電腦資料庫的幫助很大，對需要探索的詞語，透過檢索系統，很快就能列出大

量的語境資料，使我們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客觀而細緻的觀察分析。 

  本文提出通往佛經語言研究的六條大道，包含 1.由聲韻學研究佛經 2. 由文字

學研究佛經 3. 由訓詁學研究佛經 4. 由詞彙學研究佛經 5. 由語法學研究佛經 6. 

由梵巴藏研究佛經。針對這六個項目，討論「以經證經」的具體方法。 

四、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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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經語言學是一個新興的領域，兩岸研究的學者較多，也培養了很多年輕的研

究生，作為博士、碩士論文的研究題目。臺灣的佛教學術氣氛比較濃厚，各大學或

佛學院相關的科系也都開始注意這個領域的研究。希望科技部，對這方面的研究工

作給予更大的支持和鼓勵，使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在臺灣產生領導的作用，成為臺

灣學術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日程表 

時  間 會議內容 地  點 

10月 31日（星期五）全天 會議報到 

南京市鼓樓區寧海路

122號南京師範大學隨

園校區 

南山專家樓報到、入住 

11月 1日（星期六）上午 

會議開幕式 

與會代表合影 

大會學術報告及討論 

南山專家樓報告廳 

11月 1日（星期六）下午 分組學術交流 南山專家樓會議室 

11月 2日（星期日）上午 分組學術交流 南山專家樓會議室 

11月 2日（星期日）下午 

大會學術報告及討論 

大會總結、自由發言 

會議閉幕式 

南山專家樓報告廳 

11月 3日（星期一）上午 
文化考察（擬參觀“金陵刻

經處”、“南京博物館”） 
南京市內 

11月 3日（星期一）下午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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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后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務組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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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4月 17日乘坐華信航空 7點 30的班機，9點起飛直飛福州，出席福建師大主辦

的兩岸語文會，福州機場距離市區較遠，路程 80公里，車程將近 1個小時，本次會

議的主要負責人，是大陸著名的語言學家馬重奇。4月 18日 8點 30分開幕式，由

50多位學者出席會議發表論文，晚上住宿在戴斯酒店，4月 18日早上為大會主題報

告，下午是分組討論，4月 19日上午繼續大會報告，接著舉行了閉幕式，本次會議

的安排井然有序，每一個過程步驟都頗具效率，這是大陸少有的現象，可見會議的

籌備及主辦工作，大陸也不斷的在進步當中。閉幕式宣布下一屆將在廈門大學舉辦。

4月 21日搭 9點 55分的華信班機返回台北。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4 年 4 月 17 日

至 104 年 4 月 20
日 

會議地點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兩岸語言文字調查研究與語文生活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論兩岸同形詞的色彩意義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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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的安排是歷來最有秩序、最具效率的一次，學者們共聚一堂，討論兩岸

詞彙問題，在主題內容上，比較生活化，不會感到學術研究的嚴肅與枯燥。學者們就個

人觀察所得，充分交換意見，更進一步地了解了兩岸詞彙的相同與相異。同時，會議也

探索了兩岸開放之後，語言的相互模仿與吸收，造成大陸年輕人當中處處在使用臺灣詞

彙，這一點也和臺灣一樣，到處充斥著大陸詞彙情況相同。由此反映了語言相互模仿、

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力量。這一點，在語言學上，也具有觀察和研究的價值。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台灣的社會，具有多元化的特色，對外的接觸也比較頻繁，因而新詞的滋生與

演化就呈現了多采多姿的面貌。小學生用的口語詞彙和初中生未必相同；初中生和

高中生也未必相同，同樣的道理，有許多新詞，大學生經常使用，博碩士生也未必

能夠了解，一個人離開台灣幾年後再回來，可能報紙上的一些用詞，已經無法全部

了解，這種新詞的演化速度，是十分驚人的。因此，在兩岸開放來往之後，也同時

興起了兩岸詞彙的比較研究。這些比較研究提供了詞彙學很好的一個樣本，讓我們

了解語言中的詞彙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之下產生怎樣的變遷，這些變遷又如何在相

互的交往中互動與融合。由於詞彙是語言中最活潑的成分，它既容易分途發展，也

很容易在接觸中  相互吸收，在語言接觸當中相互激盪，而使我們的詞彙系統、

詞彙內涵更加豐富起來。 

  兩岸詞彙的差別在核心意義或基本意義方面，比較容易觀察，但是彼此之間的

次要意義，也就是色彩意義必須要進入對方的社會，體察對方的語感，才能夠捕捉

得到。在同形異義的詞彙研究上，這方面的進展比較遲緩，研究的論著很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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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大陸學者不容易來臺灣做比較長期的田野調查工作，入境和居留都有比較嚴

格的限制，所以大陸學者很難進行色彩詞義的觀察分析，只能就報章雜誌、網路等

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反之，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方便得多，進入大陸

各地進行較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社會語言學調查都比較方便，所以同形義異詞的研

究，更須依賴台灣學者的努力。所謂色彩意義包含了兩岸同形義異詞之間，基本意

義雖然相同，但是所指涉的語義有廣狹、輕重、褒貶、雅俗等等的差異，例如：「晚

安」大陸只用在告別的場合，而不是一般性的晚間問候語，這點和台灣顯然在使用

色彩上並不相同。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又如「坦白」台灣指的是「坦然、 率直 」，

大陸則含有「老實說出自己罪狀」之義。在指涉的方向上略有不同，台灣的用法比

較趨於正面，指一個人的德行美好，大陸則用於對犯有罪行或行為錯誤的人。「小姐」

在台灣，稱呼一般女性為小姐，是比較禮貌而高雅的用詞，其來源應是中國傳統的

「小姐」「丫鬟(小婢、婢女)」的對稱，屬於顯赫家族、書香門第中有教養的女子，

地位也比較崇高。大陸的內陸地區，「小姐」的色彩意義正好相反，一般都會避免用

「小姐」來稱呼女性，其原因在於大陸的語感來自於民初，把淪落煙花或在酒廊陪

客的女子稱為「小姐」。「酒店」在台灣的語感中，「酒店」一詞比較帶有貶義，應該

是受到「酒家」一詞的影響，是賣酒作樂的地方，不登大雅。大陸則把 HOTEL名為

「酒店」，十分普遍，其來源為香港的用法，很多香港投資的大旅館多半名為「酒店」，

顯示比較氣派、高檔。可是在台灣，比較高級的五星級飯店，都會叫做「飯店」。又

如「賓館」在台灣，通常用在比較普通的旅社，一般規模較小、價格低廉，而且也

常用於男女間幽會之所，因此不是一種高雅的用語。但是大陸也常把 HOTEL名為「賓

館」，不帶貶義。「服 务员」在台灣，「服務員」一詞只能出現在書面用詞當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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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當面的直接召喚。一般會認為稱呼工作人員為「服務員」是極不禮貌的行為，

帶有歧視的意味，所以一般都會使用比較尊敬的「小姐」或者「先生」。而在大陸，

「服务员」一詞可以作為餐廳、旅館等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的稱呼，通常用於當面

的召喚，並無不禮貌的意涵。本文對於這類現象，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 

四、 建議 

    兩岸詞彙研究是一個生動活潑的課題，希望臺灣學術界也能夠經常舉辦類似的

會議，這種研究跟臺灣的校園新詞研究可以結合起來，作為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的

一個開展空間。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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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27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

                                 

4年 07月 21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為了執行科技部本年度的專題計畫「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乃安排了本次的移

地研究計畫，時間共兩週，從 7月 1日至 7月 15日，訪問調查對象為太原的山西大

學語言科學研究所。7月 1日搭乘 13點 45分中國東方航空的班機，直飛太原，16

點 45分到達太原武宿機場，這個機場距離山西大學較近，車程約 20分鐘，晚上住

宿在山西大學的「學術交流中心」，住宿費用及機票費用由科技部專題計畫項目下支

出，7月 15日早上 9點 30分的班機飛回台北，完成本次的田野調查工作。 

二、 研究成果 

     本次移地研究，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多位山西大學的研究生，了解他們

詞彙使用的狀況，並一一作成紀錄，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也提供了許多協助，

所長喬全生教授，副所長馮良珍教授安排了多次座談，除了該所的教授之外，主要是

年輕的研究生，這些研究生也是作為語言調查的對象，和語料提供者。兩週的調查工

作當中，所累積的研究材料，返回後將逐步整理，分類並撰寫論文，在相關的學術研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出國時間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15 日 出國地點 太原山西大學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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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或學術期刊正式發表。其中所蒐集的一些有趣的詞彙現象，例如： 

1. 「玩耍」兩個字，基本意義雖然相同，在語用環境上差別甚大，不但兩岸不盡相

同，大陸各地區何時用「玩」，何時用「耍」，也各具地區性的特色。 

2. 調查中還發現，我們可以說「我爸」、「我哥」，但是不能說「我狗」，這種現象也

可以作為詞彙搭配規律上的探索。 

3. 大陸有一些「打」字結構的新詞，例如，「打假」、「打款」等，臺灣也有一些「打」

字結構，是大陸所不用的，例如，「打歌」、「打屁」等，因此「打」字研究也是兩

岸詞彙研究的新課題。 

4. 臺灣說「送作堆」這個詞，在大陸有另外一個同義的用法，叫做「拉郎配」。各自

取義不同，這一方面的詞彙現象，也值得作進一步的觀察與分析。 

5. 大陸有「摩的」一詞，是一種機車型態的計程車，這又是臺灣所沒有的現象，這

類詞跟社會背景具有密切的關係。如何把詞彙和社會背景因素，作結合研究，又

是本次移地調查得到的啟發。 

6. 兩岸的同義詞，往往有一字之差，而這個相異的字又往往是同義詞，例如，我們

說「顛峰時段」，大陸說「高峰時段」。 

7. 「垃圾」一詞，在大陸一般的發音是「ㄌㄚ  ㄐㄧˊ」，可是在山西平遙地區，根

臺灣的唸法完全一樣，這種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值得進一步地探索。 

8. 我們說「實習」，大陸卻說「掛職」，這種同義詞的形成理據，又是值得我們注意

的課題。 

9. 大陸用語常看到「自信爆棚」，意義是極有自信，有時也可說「愛心爆棚」，指的

是極有愛心。這個現象也值得我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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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叫「中風」，大陸叫「腦攤」，這是用詞不同的現象。 

11. 大陸的用詞有趨向單音節化的趨勢，例如，「值得」大陸只有一個「值」字，「特

別」大陸只用一個「特」字。這種單音節化的現象，也是一個值得觀察和研究的

詞彙問題。 

12. 大陸稱「笨雞蛋」就是「土雞蛋」、「柴雞蛋」的意思，「笨雞」就是「土雞」也可

以叫作「柴雞」。 

13. 「葡萄」一詞，大陸分成兩類，一類也叫「葡萄」，另一類稱為「提子」。 

14. 「正點」臺灣是美好漂亮的意思，大陸卻是準時的意思。 

15. 大陸詞彙發展了很多「閃」字結構的新詞，例如，「閃婚」、「閃離」。 

16. 「渣土車」就是臺灣所說的「推土機」。 

17. 大陸又有「晒詩」一詞，是臺灣所沒有的。 

18. 大陸有「樓盤」一詞，指的是新建中的大樓。這又是臺灣所沒有的新詞現象。 

三、 建議 

     移地研究具有比較大的彈性，比起出席國際會議感覺收穫更多，這種研究方式，

頗值得推廣，特別是兩岸語言比較研究的這類課題，實際到大陸去體驗對方的語感，

比文獻資料所看到的更為精確深入。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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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0月 16日乘坐東方航空班機，出席本會議，下午 3點降落於昆明長水機場，搭

車前往會議地點，在雲南師範大學的呈貢校區，此地為 15個大學聚集的大學城，在

昆明南邊 18公里處。到達呈貢校區，已是晚餐時間。報到手續很複雜，繳納會務費

600元，住宿地點為麗水雲泉大酒店。10月 17日星期五，早上 8點 40分舉行開幕式，

會場約 300多人，是歷來規模最大的會議，10月 18日舉行論文發表及討論，10月 20

日會議結束。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規模較大，分成多個會場同步進行發表與討論，此類大型會議比不上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3 年 10 月 16 日

至 103 年 10 月 19
日 

會議地點 昆明雲南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 47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暨語言學會議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由上古音看詩經的韻律結構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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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精英式的討論會更有效益，因為會議分場既多，則無法兼顧，秩序上也顯得有

些雜亂，主辦單位似乎也缺乏辦理這類大型會議的經驗，所以出席本次會議之後，

最主要心得就是避免參加此類大型會議。將來，以選擇小型精英式的會議為主。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我們都知道，詩與樂不分家。詩經是上古時代人民隨口唱出的民謠，當然並沒

有任何統一規定的、嚴密的韻律。但聲音的協和美和自然美，是它的特徵。明代的

古音學家陳第說：「《毛詩》之韻，動乎天機，不費雕刻。」（陳第《讀詩拙言》）清

代的詩經學家江永說：「《詩經》俚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江永《古

韻標準例言》）他們這些話，正反映了詩經的本質。在《詩經》自然和諧的歌聲中，

實際蘊含著某些有規律性的東西。上古音的知識正是啟開其中韻律奧秘的鑰匙。 

  傳統的詩經賞析往往是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或者從經學的角度切入。從語言的

角度欣賞這些上古歌謠的論文比較少見。特別是從現代語言風格學的方法和技術來

賞析詩經的，更為稀少。語言風格學分支出來的「韻律風格學」，大大提升了詩歌賞

析的新視野。「語言」是文學作品的載體，文學家、詩人都擅長驅遣語言，變化語言，

從而塑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特色。 

  過去研究詩歌的韻律，運用的是傳統的詩詞格律知識，然而，文學家經常應用

的詩詞格律知識，卻是建築在一千多年前的六朝時代，當時隨著佛教輸入的語音分

析知識。此後，中國人對語言的結構分析能力，就停滯在當時的水平上，一直到清

代末年，西方語言學知識的輸入，才有了新的局面。因此，我們今天研究古典文學，

只能在傳統的詩詞格律上探討是不足的。現代語言學在語法、詞彙、語音幾個層面

上，有了更精密的分析技術與方法，這種知識的革新，正如一千年前佛教的傳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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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帶動了中國聲韻學、語言學、文學的發展。語言風格學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 

  詩經是一部古老的文學，歷來研究的著作很多，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來分析詩經、

探索詩經。在語言的角度來看，清儒就已經對詩經的押韻做了精細的聲韻分析，以

詩經為基礎，建立了上古的韻部分類系統。今天，我們更可以藉助上古音的研究基

礎，擬構出詩經的具體音讀，還原了當時的語音，並且用國際音標拼寫出來，透過

這樣音值的擬定，完全可以重現當時琅琅上口的歌謠面貌。歌謠能夠傳誦於民間，

依賴口耳傳播，必然有豐富的韻律節奏。過去由於上古音研究的不完備，很難看出

詩經內含的這些韻律節奏，最多只能談談它的押韻而已。我們現在藉重韻律風格學

和上古音的知識，就可以進一步說出這些內含的韻律節奏，對於詩經的賞析提供了

一套有效的方法。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高本漢對聲韻學的擬音工作做了全盤的研究，之後又歷經

李方桂、董同龢、周法高等學者的相繼研究與修正，使我們對上古音的了解有了長

足的進步與發展。因此，對於詩經韻律的探索與分析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是清儒

及古代學者研究詩經的近一步發展。詩經是一部歌謠，其中豐富的韻律是用兩千多

年前的古音表現出來的，我們今天能夠把古音的研究還原到詩經當時的狀況，那麼

詩經歌謠中的韻律就很容易描述出來了。 

古人對於字音的分析只能做到聲母、韻母的二分，由此發展出[雙聲疊韻]的概念，

現代我們更能夠把一個[音節]分析成[聲母、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幾個成分，

並依賴現代精密的語音學說出每一個輔音和元音的特性，我們由這些角度切入來觀

察詩經的韻律節奏，這樣便能夠更完整的把詩經的歌謠特質呈現出來，透過聲母、

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的觀察，找出其中的分佈秩序，詩經的[音樂性]就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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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藏了。 

  事實上，聲母、介音、主元音、韻尾、聲調就如同一個交響樂團的各種樂器，

小提琴、低音大提琴、雙簧管、法國號……等等，把這些個別的元素組合起來，就

能夠形成一篇充滿音樂性的篇章，音樂和文學的道理是相通的，文學的韻律在我們

一般的感覺，是一個綜合的效果，然而這些綜合的美感效果卻是從聲母、介音、主

元音、韻尾、聲調巧妙的排比中獲得的。這正是現代韻律風格學所從事的工作。 

有了這樣一套理論框架作基礎，將來結合文學的研究，可以為文學開展出一個新的

視野。 

  本文將嘗試從下面四個項目來分析詩經的韻律︰1. 詩經的聲母和諧現象。2. 

從主元音看詩經的篇章結構。3.詩篇中的開合洪細構成的節奏感。4.詩經聲調的搭

配效果。 

四、 建議 

    大陸主辦會議的經驗與能力遠遠不如臺灣，因此，未來可以多做這方面的交流，

讓大陸學術界充分了解臺灣主辦學術會議的方法、程序，吸取其中的經驗。希望將

來大陸主辦的會議也能夠提升效率。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準備了會前論文集，其中有許多論文頗值得參考，攜回後可以和指導的研

究生分享，共同研讀，拓廣視野。 

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通知（第1号） 

“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将在中国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召开。2014年10月16日报到，正

式会期3天：17日-19日。会议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承办。 

会议的中心议题主要是：（1）汉藏语系语言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2）汉语（汉语方言、古

代汉语、现代汉语）研究；（3）汉语与非汉语的关系研究；（4）汉藏语大数据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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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意参会者请于2014年6月1日前将论文题要（1000-1500字）发往会议专用邮箱：

hanzang888@163.com。请注明作者名、作者单位、通信地址、电子邮件和联系电话。论文经审阅后，

将于2014年7月1日发出正式邀请函。 

本次会议提供10名优秀在读博士的免费（免除食宿费和会务费）参会名额。申请免费的在读博士

请在本通知下方下载申请表，填写后与论文一并发给会务组。 

会议主席：杨林（云南师范大学校长）、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列）：戴庆厦、丁邦新、罗仁地、陆俭明、刘丹青、马提索夫、梅祖

麟、孙宏开、孙天心、王宁、张振兴 

筹备委员会主席：陈勇（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秀成（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罗骥       副秘书长：余金枝 

会务筹备组联系人：余金枝     电话：0871- 65912033 
        13669766263 
 
 

第 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筹备委员会 

                                2013年10月31日 

 

 

mailto:hanzang8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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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0月 31日搭乘東方航空下午 5點 20分的航班，本次會議的機票由國教班經費

補助，共 9000元，生活費則由國科會專題計畫項目支出。晚上 9點多降落南京機場，

到達南京師大的南山專家樓住宿，已經 10點多。11月 1日早上 8點 30分，舉行開

幕式，接著擔任主題演講，在場學者與研究生將近百人，下午分組討論，3場討論會

同步舉行，每組大約 20多人，大會共發表了 80多篇論文。11月 3日大會安排至玄

奘寺考察，寺中有玄奘的舍利塔，11月 4日會議結束，登機返回台北。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的主題為佛經語言學，這個研究領域是近年來的顯學，由東亞地區各大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3 年 10 月 31 日

至 103 年 11 月 3
日 

會議地點 南京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佛經語言研究的以經證經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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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研究機構輪流主辦，包含大陸、臺灣、日本、韓國，這次會議分組討論，每組約 20

多人，人數不多，可以進行比較深入的意見交流，所得較多，而會議論文，也都反映了

一些新的見解和新的思維。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讀佛經的困難源於語言的障礙，一般提到「佛經」，總會想到「宗教的」、「思想

的」、「哲學的」、「義理的」一面。除此之外，就是注意到「文學的」一面，看作是

「翻譯文學」。然而，另一個重要的層面—佛經語言，卻長久被忽略了。往往一想到

佛經語言就認為是梵文、巴利文、藏文的研究，其實漢文佛典的研究意義與價值更

甚於上述各種語文。漢文佛典的數量，及其保存的完整，遠甚於上述各種語文，從

東漢至宋代一千年間，完成了無數的佛典翻譯工作，不同的階段摻雜著不同時代的

俗語詞彙，反映著各時代的社會口語。因為佛經是要給大眾讀誦的，不是少數學者

高僧用來孤芳自賞的，所以佛經所用的語言是大眾的口語，必然為一般民眾能懂得

的，這樣佛教才能藉以深入社會、傳播於社會。然而，活語言又是傾向於變遷的，

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其實大部分原因在語言的障礙。有些詞彙，今天習用，

佛經中也常見，可是意思卻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還背道而馳。如果不加注意，誦

讀時便會誤解經義，違失了佛陀的本意。古代的許多口語詞彙並沒有完整地被記錄

下來，並加以訓釋整理。不像正統文言有這樣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因此，有

很多的佛經詞彙，我們感到陌生，也查不出它的具體意義。因此，以經證經是研究

漢文佛典的不二法門。佛經語言學利用了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

語法學的知識，去讀懂佛經。利用既有的中古漢語知識去理解佛典。古代的高憎沙

門一向非常重視語言層面的研究，例如「等韻」之學即出自和尚，著名的古代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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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龕手鑑》也成於和尚。今日佛經語言的研究，亟待有志者共同來振興。 

  「以經證經」方法的提出，可以推到十三世紀的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蓁註》

卷十三〈文言辨〉，書中已提出「以經證經」的概念。他說:今之世，讀古人書，只

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它經無證，缺之可也。胡一桂，景定五

年（1264年）鄉薦禮部不第，遂講學邑中，入元不仕[2]。學者稱雙湖先生。其學源

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學。葉奐彬深于經學，嘗謂經有六證，可以經證經，以史證

經，以子證經，以漢人文賦證經，以《說文解字》證經，以漢碑證經。 

  筆者在 2011.07，論佛經詞彙研究的幾個途徑，曾提出「以經證經」的方法(《漢

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39-562，法鼓

佛教學院，台北金山。)筆者認為，在研究方法上，過去，我們古代的語言學家、訓

詁學家累積了很多研究心得和研究經驗，但是傳統的訓詁學都是為儒家的經典服務

的。雖然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佛典訓詁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所以我們研究佛經

語言，傳統的訓詁資料、傳統的工具書、訓詁成果給我們的幫助比較有限。我們必

須採用「以經證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利用佛經來研究佛經。用佛經的語境、

上下文來探索某個詞語的意義、語法等各種問題。這樣的研究，在今天來說，特別

得到電腦資料庫的幫助很大，對需要探索的詞語，透過檢索系統，很快就能列出大

量的語境資料，使我們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客觀而細緻的觀察分析。 

  本文提出通往佛經語言研究的六條大道，包含 1.由聲韻學研究佛經 2. 由文字

學研究佛經 3. 由訓詁學研究佛經 4. 由詞彙學研究佛經 5. 由語法學研究佛經 6. 

由梵巴藏研究佛經。針對這六個項目，討論「以經證經」的具體方法。 

四、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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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經語言學是一個新興的領域，兩岸研究的學者較多，也培養了很多年輕的研

究生，作為博士、碩士論文的研究題目。臺灣的佛教學術氣氛比較濃厚，各大學或

佛學院相關的科系也都開始注意這個領域的研究。希望科技部，對這方面的研究工

作給予更大的支持和鼓勵，使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在臺灣產生領導的作用，成為臺

灣學術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日程表 

時  間 會議內容 地  點 

10月 31日（星期五）全天 會議報到 

南京市鼓樓區寧海路

122號南京師範大學隨

園校區 

南山專家樓報到、入住 

11月 1日（星期六）上午 

會議開幕式 

與會代表合影 

大會學術報告及討論 

南山專家樓報告廳 

11月 1日（星期六）下午 分組學術交流 南山專家樓會議室 

11月 2日（星期日）上午 分組學術交流 南山專家樓會議室 

11月 2日（星期日）下午 

大會學術報告及討論 

大會總結、自由發言 

會議閉幕式 

南山專家樓報告廳 

11月 3日（星期一）上午 
文化考察（擬參觀“金陵刻

經處”、“南京博物館”） 
南京市內 

11月 3日（星期一）下午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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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后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第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務組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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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07月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4月 17日乘坐華信航空 7點 30的班機，9點起飛直飛福州，出席福建師大主辦

的兩岸語文會，福州機場距離市區較遠，路程 80公里，車程將近 1個小時，本次會

議的主要負責人，是大陸著名的語言學家馬重奇。4月 18日 8點 30分開幕式，由

50多位學者出席會議發表論文，晚上住宿在戴斯酒店，4月 18日早上為大會主題報

告，下午是分組討論，4月 19日上午繼續大會報告，接著舉行了閉幕式，本次會議

的安排井然有序，每一個過程步驟都頗具效率，這是大陸少有的現象，可見會議的

籌備及主辦工作，大陸也不斷的在進步當中。閉幕式宣布下一屆將在廈門大學舉辦。

4月 21日搭 9點 55分的華信班機返回台北。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76－ 

計畫名稱 兩岸同形異義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竺家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104 年 4 月 17 日

至 104 年 4 月 20
日 

會議地點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兩岸語言文字調查研究與語文生活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論兩岸同形詞的色彩意義 

(英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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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的安排是歷來最有秩序、最具效率的一次，學者們共聚一堂，討論兩岸

詞彙問題，在主題內容上，比較生活化，不會感到學術研究的嚴肅與枯燥。學者們就個

人觀察所得，充分交換意見，更進一步地了解了兩岸詞彙的相同與相異。同時，會議也

探索了兩岸開放之後，語言的相互模仿與吸收，造成大陸年輕人當中處處在使用臺灣詞

彙，這一點也和臺灣一樣，到處充斥著大陸詞彙情況相同。由此反映了語言相互模仿、

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力量。這一點，在語言學上，也具有觀察和研究的價值。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台灣的社會，具有多元化的特色，對外的接觸也比較頻繁，因而新詞的滋生與

演化就呈現了多采多姿的面貌。小學生用的口語詞彙和初中生未必相同；初中生和

高中生也未必相同，同樣的道理，有許多新詞，大學生經常使用，博碩士生也未必

能夠了解，一個人離開台灣幾年後再回來，可能報紙上的一些用詞，已經無法全部

了解，這種新詞的演化速度，是十分驚人的。因此，在兩岸開放來往之後，也同時

興起了兩岸詞彙的比較研究。這些比較研究提供了詞彙學很好的一個樣本，讓我們

了解語言中的詞彙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之下產生怎樣的變遷，這些變遷又如何在相

互的交往中互動與融合。由於詞彙是語言中最活潑的成分，它既容易分途發展，也

很容易在接觸中  相互吸收，在語言接觸當中相互激盪，而使我們的詞彙系統、

詞彙內涵更加豐富起來。 

  兩岸詞彙的差別在核心意義或基本意義方面，比較容易觀察，但是彼此之間的

次要意義，也就是色彩意義必須要進入對方的社會，體察對方的語感，才能夠捕捉

得到。在同形異義的詞彙研究上，這方面的進展比較遲緩，研究的論著很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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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大陸學者不容易來臺灣做比較長期的田野調查工作，入境和居留都有比較嚴

格的限制，所以大陸學者很難進行色彩詞義的觀察分析，只能就報章雜誌、網路等

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反之，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方便得多，進入大陸

各地進行較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社會語言學調查都比較方便，所以同形義異詞的研

究，更須依賴台灣學者的努力。所謂色彩意義包含了兩岸同形義異詞之間，基本意

義雖然相同，但是所指涉的語義有廣狹、輕重、褒貶、雅俗等等的差異，例如：「晚

安」大陸只用在告別的場合，而不是一般性的晚間問候語，這點和台灣顯然在使用

色彩上並不相同。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又如「坦白」台灣指的是「坦然、 率直 」，

大陸則含有「老實說出自己罪狀」之義。在指涉的方向上略有不同，台灣的用法比

較趨於正面，指一個人的德行美好，大陸則用於對犯有罪行或行為錯誤的人。「小姐」

在台灣，稱呼一般女性為小姐，是比較禮貌而高雅的用詞，其來源應是中國傳統的

「小姐」「丫鬟(小婢、婢女)」的對稱，屬於顯赫家族、書香門第中有教養的女子，

地位也比較崇高。大陸的內陸地區，「小姐」的色彩意義正好相反，一般都會避免用

「小姐」來稱呼女性，其原因在於大陸的語感來自於民初，把淪落煙花或在酒廊陪

客的女子稱為「小姐」。「酒店」在台灣的語感中，「酒店」一詞比較帶有貶義，應該

是受到「酒家」一詞的影響，是賣酒作樂的地方，不登大雅。大陸則把 HOTEL名為

「酒店」，十分普遍，其來源為香港的用法，很多香港投資的大旅館多半名為「酒店」，

顯示比較氣派、高檔。可是在台灣，比較高級的五星級飯店，都會叫做「飯店」。又

如「賓館」在台灣，通常用在比較普通的旅社，一般規模較小、價格低廉，而且也

常用於男女間幽會之所，因此不是一種高雅的用語。但是大陸也常把 HOTEL名為「賓

館」，不帶貶義。「服 务员」在台灣，「服務員」一詞只能出現在書面用詞當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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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當面的直接召喚。一般會認為稱呼工作人員為「服務員」是極不禮貌的行為，

帶有歧視的意味，所以一般都會使用比較尊敬的「小姐」或者「先生」。而在大陸，

「服务员」一詞可以作為餐廳、旅館等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的稱呼，通常用於當面

的召喚，並無不禮貌的意涵。本文對於這類現象，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 

四、 建議 

    兩岸詞彙研究是一個生動活潑的課題，希望臺灣學術界也能夠經常舉辦類似的

會議，這種研究跟臺灣的校園新詞研究可以結合起來，作為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的

一個開展空間。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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