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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九經字樣》異體字及通假字 

              相關問題研究 

 

第一節 《九經字樣》異體字、通假字之來源 

  在本論文第五章中，已經探討了《九經字樣》正字相關問題，而在本章筆者

要探討的主要對象為二者：一為《九經字樣》的「異體字」1。漢字與羅馬字母、

韓國文字等的拼音文字相比，有獨特的現象，此便為「異體字」。據說，在《漢

語大字典》的五萬六千漢字中，一萬一千九百組異體字就佔了百分之五十2，如

此的事實就證明著異體字的問題為研究漢字的一個重要的課題。有人說因漢字字

形的發展是以產生變異為前提的，故若無異體，漢字的發展史也就不完整。3故

此，筆者認為探討《九經字樣》的「異體字」十分有意義。二為《九經字樣》的

「通假字」。眾所周知，「通假字」為了解經典文字時不可缺少的一部分。 

  筆者首先在本章第一節中，蒐集並分類「異體字」與「通假字」的來源，然

後在第二節中，較為詳細地討論《九經字樣》的「異體字」，最後在第三節中，

集中整理《九經字樣》的「通假字」。 

 

一 源自「經典用字」 

  唐氏在《九經字樣》中用「經典相承作某」、「經典相承用某」、「見某（經典

之名）」等句話來表明《九經字樣》的「經典用字」。雖然《九經字樣》所收的大

部分的經典用字可見於《說文》，不過因《九經字樣》為專門研究經典用字的字

樣書，故往往可見該書詳細地指出其出處，或者至少明示「經典相承作某」、「經

典相承用某」，例如： 

  1. ：「音俊，與『餕』同。見《儀禮》。」 

  2. 賓：「音 。從貝從。音麵。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正。於 

         字義不同。」 

  3. ：「華去。山在弘農。經典相承用『華』字。」  

  4. ／冄：「染平。毛冄冄也。象形。上說文。下隸變。 、 、 等字並 

      從冄。經典相承作『 』。音染。」 

  5. ：「音麗。按《周禮》，女子入于舂 ，男子入于罪 ， 字故從又持米， 

                                                 
1在本論文第五章第一節中，已經界定了《九經字樣》「異體字」的概念，即與《九經字樣》所收

的正字音義相同，而形不同者。 
2冷玉龍：〈論異體字及其在辭書中的處理〉，《漢語大字典論文集》，湖北辭書出版社，1990 年，

頁 123。 
3林澐：《古文字研究簡論》，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86 年，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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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正。」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今經典相承作某」的字，換言之，我們從此可以

窺見唐玄度撰述《九經字樣》時的經典用字之情況，共有十三字，如下： 

  1. 他：「說文作 。音扡。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馳。作他音扡。」 

  2. ：「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 』。今經典相承作『燬』。」 

  3. ：「音濫。說文云《論語》曰：『小人窮斯 矣』。今經典相承作『濫』。」 

  4. ：「音店。寒也。《傳》曰：『 隘』。今經典相承作『墊』。」 

  5. ／弁：「冤也。上說文。下隸省。今經典相承或作『卞』。」 

  6. ／ ：「音森。商星也。上說文。下隸省。與參字不同。參音驂。參字 

       從。音累。今經典相承通作『參』。」 

  7. ：「音響。獻也。又音赫平。通也。又音魄平。宰也。從高省象進熟物 

          形。說文亦作 。今經典相承隸省作『 』，音響。作 音赫平，又音 

          魄平。」 

  8. 鍠：「音橫。樂也。鐘鼓聲。今《詩》作『喤』。」 

    9. 痑：「音攤。馬病也。今《詩》作『嘽』。」 

  10. ：「音葦。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鄬』。」 

  11. ／尞：「音療。柴祭天也。上說文。下隸省。今經典相承用庭『燎』 

               字。」 

  12. 廱／雍：「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字。《爾雅》 

        作『雝』。」 

  綜觀，可見於《九經字樣》的經典用字，如下有十七字： 

《九》正字 經典用字 《九》正字 經典用字 《九》正字 經典用字 

賓   華 ／冄  

   餕 他 佗 

 燬  濫  墊 

／弁 卞 ／  參   

鍠 喤 痑 嘽  鄬 

／尞 燎 廱／雍 雝   

［表 6-1］《九經字樣》之經典用字 

 

二 源自「《說文》作某」 

  上文述及，《九經字樣》正字中大部分的重文為從《說文》的，除此之外，

我們還能夠發現唐氏解釋單一正字時，提示《說文》中之字形。唐氏在一定程度

上承認《說文》中異體字之地位，但並不視它們為經典上的正字。 

 

（一）「扑」《說文》作「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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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扑：「音撲。打捶也。杖也。說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

《說文》未收「扑」，《廣韻》扑：「打也」。《說文》撲（撲）：「挨也。從手菐聲」，

王筠句讀：「《字林》：『手相搏曰撲也。』撲，打也。」可見二字義通。而且「扑」

與「撲」二字在《廣韻》中同音：「普木切，滂屋合一入通。」「扑」比起「撲」，

筆畫數簡省得很多，容易記憶而書寫，因此經典相承通用之。《漢語大字典》解

釋，「扑」為「撲」的簡化字，甚確。 

 

（二）「揔」《說文》作「 」 

  《九經字樣》揔：「騣上。說文作『 』。經典相承通用」，《說文》總（總）：

「聚束也。从糸聲。」對照二書的內容不難看出，唐氏所言的《說文》中「 」

與實際《說文》「總」的隸定字「總」不一致，為何有如此的出入目前不得而知4。 

 

（三）「他」《說文》作「 （佗）」 

  《九經字樣》他：「說文作『 』，音扡。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馳。作他，

音扡。」經典相承用的「佗」為「他」之通假字，「 」為《說文》中「佗」之

嚴式隸定字。《說文》它（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

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 它或从虫」，《說文》也（也）：「女陰也。

象形。 泰刻石也字」，「它」與「也」在《說文》中的字義完全不同，小篆字形

也有區別，但「它」、「也」二字本為一字5，後來「也」從「它」分化出來。不

過二字的小篆字形仍然相近：「它（它）」、「也（也）」，故隸變後以「它」與「也」

為偏旁的某些字還是常常混用。例如，唐玄度在《九經字樣》中， ／蛇：「社

平。蝮也。上說文。下隸省。今俗作 」，從此可見「蛇」和「 」混用的現象。 

 

（四）「迺」《說文》作「 」 

  《九經字樣》迺：「說文作『 』。音仍。驚聲也。或曰往也。今經典相承

作迺，音乃。」《說文》迺（ ）：「 驚聲也。从乃省，西聲。籀文 不省。或曰

，往也。讀若仍。 古文 。」《說文》西（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

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 西或从木妻。 ，古文西。 ，籀文西。」

由此可見，「 」為「迺」之《說文》小篆「 」的隸定字，它的上部與西之籀

文「 」字形相同，故依此隸定成「迺」，「 （居延簡）」、「 （尹宙碑）」、

「 （楊統碑）」等為其例。 

 

（五）「」《說文》作「 」 

                                                 
4有關「揔」的內容參見本論文第五章第四節（頁 168）、第六章第二節（頁 188）。 
5對於「它」與「也」二字的同源與否，很多學者探討過。容庚主張「它與也同字之說」，很多學

者從之。相反，郭沫若曾指出，也與它（即蛇）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謂也它

為一字則非也。今人學者黃德寬在〈說「也」〉一文中主張，也與它是兩個字形來源完全不同，

各有其發展線索的字，二者即非同源又非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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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音響。獻也。又音赫平。通也。又音魄平。宰也。從高

省象進熟物形。說文亦作『 』。今經典相承隸省作 ，音響。作 音赫平，又

音魄平。」《說文》（）：「獻也。从高省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

鬼亯之。』 篆文。」從此可知，「」的異體「 」為「」之篆文字形，《玉

篇》視「 」為籀文，則篆籀一體。 

 

（六）「早」《說文》作「 」 

  《九經字樣》早：「《說文》本從日下甲。今隸省。」《說文》早（早）：「

也。从日在甲上。」段注云：「甲象人頭。在其上則早之意也。《易》曰：『先甲

三日』。」《說文》小篆「早（ ）」，從日從甲，甲隸省為「十」。 

 

（七）「戎」《說文》作「 」 

  《九經字樣》戎：「《說文》從戈從甲。今隸省。」《說文》戎（戎）：「兵也。

从戈从甲。」段注：「金部曰：鎧者。甲也。甲亦兵之類。故從戈甲。會意。」

《說文》小篆「戎（ ）」，從戈從甲，甲隸省為「十」。 

 

三 源自「或體」 

  許慎最初在《說文》中以「或」字來表示正篆的重文，「或體」便為重文中

最多的一類6。許氏在《說文》中並未表明或體之來源，傳統學者以為《說文》

或體亦為小篆，不過依據前人的研究，大致可見，或體中有正篆異體以外的古字，

即是一種沒有經過秦代書同文規範的字體，亦包括漢人附益者7。王筠也在《說

文釋例‧卷五》中提到《說文》或體的性質：「《說文》之有或體也。亦謂一字殊

形而已。非分正俗於其閒也。自大徐本所謂或作某者。小徐閒謂之俗作某。於是

好古者。概視或體為俗字」8，從此可見，或體亦非俗字。其表達形式是或體後

加「或」字，如《說文》櫂（櫂）：「所以進舩也。从木翟聲。棹或从卓。《史記》

通用濯。」 

  至於《九經字樣》的或體，唐氏也未明言其來源，筆者透過《九經字樣》或

體三例的觀察發現，它們與《說文》或體的性質有所不同，其例如下： 

 

（一）「 ／退」或體作「 」 

  《九經字樣》 ／退：「却也。上說文。下經典相承。古文作 ，或作『 』。」 

《說文》 （ ）：「卻也。一曰行遲。从彳日。 ， 或从內。 古文，从辵。」

關於「 ／退」的或體「 」，《說文》沒有論及，不過《玉篇》與《集韻》二書

                                                 
6根據黃宇鴻的〈對《說文解字》重文的再認識及其價值〉一文，《說文》重文至三大類為「古文」、

「籀文」、「或體」：「古文」佔全書重文總數的 37%；「籀文」佔總數的 16%：「或體」佔總數的

39%。 
7方怡哲：《說文重文相關問題硏究》，私立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頁 31-39。 
8王筠：《說文釋例》，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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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說，「 」為「退」的古文：《玉篇‧辵部》「退，卻也，去也。 ，古文。」；

《集韻‧隊韻》「 ，古作 。隸作退。」 

  《說文》辵（ ）：「乍行乍止。从彳从止。」；《說文》彳（彳）：「小步也」，

「辵」與「彳」二者都有步行之義，義近通作。9譬如，「復」的金文「 （ 鼎）」

從彳，「 （散盤）」從辵；「往」的戰國文字「 （吳王光鑑）」從彳，「 （侯馬

盟書）」從辵。因此，雖然《說文》未收「 」，而且至今尚未發現「 」的古文

字資料，只可見「 」的初文字形「 （佚 516）」，但我們透過上述之內容可言

「 」為「 」之或體。 

 

（二）「 ／弁」或體作「卞」 

  《九經字樣》 ／弁：「冕也。上說文。下隸省。今經典相承或作『卞』。」

《說文》 （ ）：「冕也。周曰 ，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 籀文覍，

从廾。上象形。弁或 字」，「 」之或體「弁」隸定為「弁」，《說文》未收卞。

「 ／弁」與「卞」字音在《廣韻》中皆為「皮變切，並線開去山」，並且古籍

中常見通用的例子10，可以說「卞」為「 ／弁」之通假字。 

 

（三）「 ／覃」或體作「蕈」 

  《九經字樣》 ／覃：「音潭。上說文。下隸變。《詩》葛覃字經典或作『蕈』。」 

《說文》覃（覃）：「長味也。从，鹹省聲。《詩》曰：『實覃實吁』。 古文覃，

篆文覃省」，《說文》蕈：「桑 。从艸覃聲」，「覃」與「蕈」二字字義完全不同，

但古籍中可見通用之例11，並且字音接近：在《廣韻》中，覃為「徒含切，定覃

開一平山」，蕈為「慈荏切，從寢開三商深」，皆屬於舌尖音，可以視為通假字。 

 

  《九經字樣》的或體有「 」、「卞」、「蕈」三字，其中「 」與《說文》或

體的性質相同，但「卞」、「蕈」二字為「 ／弁」、「 ／覃」的通假字，與《說

文》或體的性質不同，只是借用「或作」術語而已。  

 

四 源自「俗字與訛字」 

  在《九經字樣》本文中，稱「俗」的字共有十一字12，稱「訛」的字共有三

十七字，它們皆見於解釋正字的部分中。由此可知，唐氏介紹正字之俗體、訛體

的目的在於讓讀者更深入且清楚地了解正字的字形，因為對正字具有正確認知直

接關係到書寫者使用正字的頻度。 

  「俗字」指漢字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流行於民間的通俗字體

                                                 
9韓耀隆：《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例》，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頁 49。 
10參見本章第三節，頁 219。 
11參見本章第三節，頁 217。 
12除了以下［表 6-3］中九字以外，還有有重文的正字二組：「 ／舌」、「廱／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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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對文字的原有組成偏旁缺乏正確理解的情況下，錯誤地破壞了原構造或改

變了原偏旁14，即如此的非規範漢字演變就是「訛變」，「訛字」指由訛變而成的

漢字。「俗字」、「訛字」皆為與「正字」相對的概念，在本論文第五章中，筆者

討論過《九經字樣》正字的定義：「正字就是為了避免與不符合標準寫法規範的

字混雜而產生的消極現象，將漢字的字形矯正而規範化的產物。」如此看來，「俗

字」與「訛字」為不合乎規範之字，且因它們引起文字使用的混亂，故在中國文

字史上，一向被認為是要整理的對象，尤其是唐代正字運動十分注重統整「俗字」

和「訛字」。 

 

  然而在中國歷代字書中，幾乎沒有對「俗字」與「訛字」作界定的字書，唐

玄度在《九經字樣》中亦沒有提到任何解釋。筆者透過《九經字樣》對「／互」、

「頓」二字解釋的觀察，認為唐氏所理解的「俗」與「訛」，兩者之間有一定的

關係： 

  ／互：「音護。可以收繩者。中象人手所推握也。俗作 者訛。上說文。  

      下隸省。」 

  頓：「敦去。從屯，屯音窀。從屮貫一屈曲之也。俗作 者訛。」 

  俗字的產生原因可舉兩種：第一，人們書寫時，也許不太了解正字字形或不

小心而寫成錯字，然後一錯再錯，最後約定俗成。第二，字體訛變所造成。訛字

為超乎文字正常演變所造成的字，它們通常出現於「俗字」中，因此我們可以說

「訛變」為俗字的一種肇因，以上「／互」、「頓」二字就為其例。 

  不過，「正字」、「俗字」、「訛字」三者的界限是難以完全劃清的，它們在不

同時代的字書中屬於不同字類，例如《九經字樣》 ／舌：「在口所以言。從干

從口。上說文。下俗字」，唐代「舌」為「 」之俗字，但現在以正字通用的是

「舌」。舉另一個例子，唐代《九經字樣》／躬：「身也。《說文》云下俗。

今經典通用之」，宋代大徐本注《說文》云，（）：「身也。从身从呂。躬

或从弓」，清代段注《說文》云，（）：「身也。从呂从身。躬俗从弓身」，可

見正字和俗字的確不易分清，甚至一個字在同時代的兩本字書中，其歸類有著出

入。換言之，正字、俗字以及訛字的地位並非一定不變，基於如此的考量15，筆

者將在本章的第二節中，不從俗字和訛字的角度來分析，而從異體字的角度來分

析唐氏在《九經字樣》所提到的俗字和訛字的字形，以下先作一表列以清眉目：  

正字 俗字 正字 俗字 

荅  ／互  

若  頓  

                                                 
13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導論》，台北，新文豐，1996 年，頁 2。 
14林澐：《古文字研究簡論》，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86 年，頁 103。 
15章 也在〈漢字異體字論〉中指出，視訛字為異體字之一類的理由：「一般的訛字不能看成異

體字，但當它積非成是並進入字書後，訛字與相應的正字之間的關係，與一般的異體字之間的關

係便沒有什麼兩樣了。因此，這類訛字也應該看成是異體字中特殊的一類。」（參見張書岩主編：

《漢字規範問題研究叢書──異體字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2004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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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鼎  

乾 、  ／蛇  

       汩 汨   

          ［表 6-3］《九經字樣》之俗字 

  

正字 訛字 正字 訛字 

牟  看  

齎  筋  

 有  奠 

芻  雜  

彰  飇  

犮    ／鄰  

售  切  

郎／邪 耶 夾 夹 

闡  飯  

經   教 

項  當  

覺  冤  

效  京  

舅   允  

／尋    於  

元  出  

游   龕 

  淵  

興 、    

          ［表 6-4］《九經字樣》之訛字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筆者認為《九經字樣》中所收的俗字和訛字的特

徵有兩點：第一，《九經字樣》所收的俗字和訛字應該有被頻繁使用的狀況。蔡

忠霖在〈對唐宋俗字的幾個考察〉一文中，將唐宋之際的寫本、碑刻、版刻資料

中採錄所得之文字作了整合統計，針對三種載體中用字致俗率來作觀察。該文中

可見，以上羅列的字中「允」、「切」、「於」、「若」、「校」、「尊」、「景（京）」、「答」、

「著」、「遊（游）」歸於「致俗率較高之用字」16，由此可以窺見唐代這些字頻

繁使用的情況。並且，除此之外的訛俗字很可能在經典中常被使用。第二，因為

《九經字樣》所收的俗字和訛字出現在經典中，所以比起其他載體中的俗字和訛

                                                 
16

蔡忠霖：〈寫本與碑刻之俗字比較─從不同載體看隋唐俗寫的展現〉，《醒吾學報》，2004 年，

第 27 期，頁 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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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較為嚴格。它們就像《九經字樣》的正字一般，比起唐時民間流行的俗字，

還是嚴格，換句話說，以上羅列的俗字和訛字在唐代存在有多種寫法，但《九經

字樣》收錄的某個字之俗字和訛字幾乎都是一個字而已。此表示這些俗字和訛字

一定經過唐氏的一番考慮之後，才被選定並收錄。以下表格呈現出《九經字樣》

所收的俗字和訛字實際上在當時有不只一種的寫法： 

《九》之正字 《九》之 

   訛俗字

可見於敦煌文獻、唐代書法的俗字和訛字 

若  
、 、  

蓋 盖 
、  

牟  
、  

乾 、  
、 、 、 、 、 、  

／互  
、 、 、 、 、  

鼎  
、 、 、 、 、 、 、  

／蛇  
、 、  

雜  
、 、 、  

／鄰  
、 、  

切  
、 、  

經  
、 、 、 、 、 、 

頓  
、 、 、 、 、 、 、 

覺  
、 、 、  

舅  
、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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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  
、 、 、 、  

京  
、 、  

游  
、 、 、 （遊） 

於  
、 、  

興 、  
、 、  

淵  
、  

看  
、 、 、  

售  
、 、  

筋  
、 、 、  

當  
、 、 、 、  

［表 6-5］《九經字樣》與敦煌的訛俗字比較 

 

五 源自「古文」 

  所謂「古文字」指先秦之前的文字，即小篆產生以前的字。許慎在《說文》

中，除了正篆以外，還收錄了先秦的大篆，「籀文」與「古文」兩種字形。唐玄

度在《九經字樣》所提到的古文可以分成三類：一為「從《說文》者」，二為「唐

氏定古文者」，三為「見於經典者」。它們還可分為兩類，一類為「正字」之古文；

另一類為「正字部分字形」之古文。因為後者只是唐氏為了解釋正字而提到，所

以以下筆者只要介紹前者，共有六字。 

 

（一）「 ／退」的古文為「 」 

  《九經字樣》 ／退：「却也。上說文。下經典相承。古文作 ，或作 。」

《說文》 （ ）：「卻也。一曰行遲。从彳日。 或从內， 古文，从辵。」 

  甲骨文「 」、「 」、「 」從簋、尊、皿從，可隸定成「 」、「 」、「 」，

其本義為撤去祭品，引申為退卻。金文以下繼承從簋形的寫法，或加彳、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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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義符。17《九經字樣》中「退」之古文「 」為《說文》中古文「 」之隸

定字形。從甲骨文、金文、戰國文字可見，「 」本非從日，但《說文》以下的

字形皆從許慎在《說文》收錄的字形，最後演變成「退」。 

                                      

  佚      合        後下    天亡簋   子禾子釜   中山王 壺  楚.帛乙   上博 

   882   15483 正    31.14                                      8.6     詩 3 

                            

   說文    說文    老子甲後   老子乙前       馬王堆      孫子     武威簡      

   古文     小篆       323       67 上                      78         

                      

   衡方碑      進群碑   夏承碑    熹平石經    校官碑      曹全碑      

［表 6-6］「退」之字形演變 

 

（二）「 ／貴」的古文為「 」 

  《九經字樣》 ／貴：「從貝從 。 古文貴。上說文。下隸省」，唐氏認

為「貴」之古文為該字的上半部「 」。不過許慎在《說文》中言，貴（貴）：「物

不賤也。从貝臾聲。臾古文蕢」；蕢（蕢）:「艸器也。從艸貴聲。 古文蕢。象

形。《論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18
」，「 」之楷書隸定者「臾」（「 」

的不同隸定者）為「蕢」之古文，從此可見，唐氏不從《說文》的說法。換言之，

許慎認為「 」為「蕢」之古文，但唐氏認為「 」為「貴」之古文，二人的說

法難以判斷是非。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薈要」版本對「貴」的解釋與其他版本不同：《九

經字樣》 ／貴：「從貝從 。 古文 」，根據《說文》的解釋改寫。另外，因

為「蕢」之古文「 」與《說文‧申部》的「（ ）」，二者的楷書隸定字形無

別，皆寫成「」，但《說文‧申部》（ ）：「束縛捽抴為臾。从申、从乙」，

「 」與「 」字義完全不同，且古文字字形不同，不可混同。 

貴 

                              

                                                 
17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117。 
18《論語‧憲問》：「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此章記

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謂契契然。當孔子擊磬之時，

有擔揭草器的人，經過孔子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契契然憂苦哉，此擊磬之聲也乎！」

（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尚書正疏》，台北，古籍，2001 年，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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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粹     前     盜壺   說文  一號墓竹簡  縱橫家書   老子甲   孔宙碑 

 3510     1220   4.10.3           小篆      221         41       40 

蕢 

                        

 古      古      說文古文  說文小篆   漢印徵 

 

                          

 乙      甲     聿鼎  師鍾  六年格氏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乙前   唐公房碑 

6370     806                      令戈    小篆   日甲 135    160 上 

［表 6-7］「貴」、「蕢」、「」之字形演變 

 

（三）「風」的古文為「飌」 

  《九經字樣》飌：「古文風。見《周禮》。」《說文》風（風）：「八風也。東

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北曰

不周風。北方曰廣莫風。東北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 古文風。」

甲骨文「鳳」，如：「 （後 2.39.10）」、「 （拾 7.9）」，「 」為「凡」，從此得聲，

因「風」無所取象，本無其字，故「鳳」假為「風」。《說文》「風」之古文為「 」，

《九經字樣》「風」之古文為「飌」，「飌」的字形可見於《古文四聲韻》古《周

禮》中，即「 」，從雚從風，是《說文》古文「 」加「雚」之形。《九經字

樣》「風」之古文「 」，為何從雚從風，且風為何從日？ 

  關於「 」的字形，羅振玉在《增訂殷虛書契考釋》中曰：「王國維曰：『卜

辭屢云「其遘大鳳」，即其遘大風《周禮》大宗伯風師作飌師，從雚，而卜辭作

鳳，二字甚相似。』予案此說是也。考卜辭諸鳳字，誼均為風，古金文不見風字，

《周禮》之飌，乃卜辭中鳳字之傳訛，蓋訛 為 ，訛凡為風耳。據此知古音假

鳳為風矣」19，可見「雚」為鳳之訛變的結果。 

  至於「 」之風從日的來源，可參見曾憲通的〈楚文字釋叢〉一文： 

                                              Ｆ 

 Ａ       Ｂ       Ｃ        Ｄ       Ｅ    說文古文 

──＞ ──＞ ──＞ ──＞    

合集     合集       南宮中鼎                   ──＞  

133572  20246               楚帛甲 1.31  睡虎地簡.日甲 79

                                                 
19羅振玉：《增訂殷虛書契考釋》，台北，藝文印書館，1975 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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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曾氏所列出的「風」的字形演變可見，在甲骨文「鳳」之字形A上加

聲符「凡」，還加鳳尾紋飾寫成Ｂ，然後繁化鳳尾紋飾，且與鳳體分離寫成C。

此後將鳳簡寫成Ｄ，Ｄ再進一步簡化成E，最後再簡化分成從像日的「 」和像

虫的「 」20。由此可知，為何《說文》中古文「 」從日，隸變後的「風」

從虫，也可知「風」本非從日，亦非從虫，是訛變而成的。如此看來，《說文》

的解釋「故蟲八日而化从虫」不可從，取《說文》古文字形的《九經字樣》古文

「風（ ）」自然有誤。 

 

（四）「 」的古文為「 」 

  《九經字樣》 ：「音窖。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攵從 。 是古文 字。從

攵。作教者訛。」《說文》教（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

皆从教。 古文 。 亦古文 。」看以下圖表所列「教」之字形演變可知，

古文字「教」共有五種字形：從從攴，或從 從攴，或從爻從攴，或從從言
21，或從 從攴。 

  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所言的「 」之古文「 」，為「」的楷書隸定，

此字形可見於《汗簡》「 」、《古文四聲韻》「 」、《郭店楚簡研究》「 」22中。

黃錫全在《汗簡注釋》中解釋說：「《說文》（）：『放也。从子爻聲。』鄭珍

云：『放即倣效，顯卿以與教為一字，是此形最古，加攴在後』。《玉篇》、《廣韻》、

《集韻》，並音教。」23筆者同意唐氏和鄭氏的見解，「 」的確是「 」之

古文，不過在甲骨文中尚未見此字形，不能斷定此形為「教」的最古形。因為「教」

之甲骨文「 （前 5.20.2）」、「 （卜. 489）」、「 （粹. 1.319）」皆從「攴」，所以

筆者認為可能先有從爻從攴的教，然後省略成「 」。 

                               

 前 5    卜      粹      郾簋     說文     說文     三體石經      包山      

 20.2    489    1.319               古文 1   古文 2    古文.無逸      77         

                               

  郭店    郭店     郭店   郭店     說文   睡虎地簡    縱橫家書     孫子       

語三 12     12.41    唐 21   尊 4     小篆      183         30         83 

               

                                                 
20曾憲通：〈楚文字釋叢〉，《中山大學學報》，1996 年，第 3 期，頁 64。 

21從訟（ ）、詩（ ）、訊（ ）字例可見，「教」《說文》中古文「 」，從從言。 
22張光裕、袁國華在《郭店楚簡研究》中，將此字隸定為「教」，文例為：「是古（故）先王之『

（教）』民也。（12.41）」。（參見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台北，藝文印書館，

1999 年，頁 153。） 
23黃錫全：《汗簡注釋》，台北，台灣古籍，2005 年，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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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龢碑    禮器碑     孔庙碑      史晨碑    西狹頌   

［表 6-8］「教」之字形演變 

 

（五）「於」的古文為「 」，篆文為「 」 

  《九經字樣》於：「本是烏鳥字。象形。古文作「 」。篆文作「 」。

隸變作於。本非從。作 者訛。」《說文》烏（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

『烏，僳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凡烏之屬皆从烏。 古文烏，象形，

象古文烏省。」雖然石經拓本《九經字樣》模糊不清，但從以上的字形可見《九

經字樣》與《說文》中「於」的古文字基本上同一，右上部稍微不同而已。比較

現存的《九經字樣》各種版本，約有三種字體：「 」、「 」、「 」，皆與石經

拓本《九經字樣》的古文不同。尤其是五種版本的共同寫法「 」，右下部很像

「毛」之古文「毛」，應屬於訛變，不過《汗簡》也收錄像「 」一般從「 」

的「 」，明示出處為「碧落碑」。筆者透過對照拓本「碧落碑」中於之古文「 」

與《汗簡》中字形「 」之後發現，二者的字形顯然不同，「碧落碑」中「 」

與《說文》古文無異。黃錫全也在《汗簡注釋》中謂：「 ：碧落碑無此形。夏

韻摸韻錄《汗簡》作 ，形同《說文》古文。此與三體石經古文 類似，或許注

是『石經』寫脫」24 

  總之，《九經字樣》刻於石經時，「於」之古文從《說文》古文寫刻，但以後

出現的各種版本不小心訛寫成與原本石經《九經字樣》不同的字形。 

 

（六）「 」為「鳳」的古文 

  《九經字樣》 ／ ：「本是古文鳳字。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數。故後以為 

朋黨字。上古文。下隸省。非從月。」《說文》鳳（鳳）：「从鳥凡聲。 ：古文

鳳，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數，故以朋黨字。 ：亦古文鳳。」由此可見，「 」

便為《說文》所收的「鳳」之古文「 」之楷書隸定者。 

 

  綜觀，見於《九經字樣》的古文可以分成，「從《說文》者」為「 」、「 」、

「 」，「唐氏定古文者」為「 」、「 」，「見於經典者」為「飌」三類。 

 關於避諱字，筆者在本論文第四章第三節中已經做了一番整理。可見於《九

經字樣》的避諱字，大部分出現在解釋正字的論述中，將避諱字看成異體字的字

 

六  源自「避諱字」 

 

例只有一字，「 」： 

  《九經字樣‧水部》淵：「深水也。從。古文水左水右岸中也。廟諱闕 

             右畫作 訛。」 

                                                 
24同注 23，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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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認知避諱某 字會個 破壞字形的理據，故將「 」未歸入正字的範圍中。不過，

筆者還發現，唐氏的這種看法不太一貫，因為看《九經字樣‧十部》 ／ ：「音

勢。卅年為一 。從卅而曳長之今。廟諱作 」，他將「世」的避諱字形「 」

定為正字。其實「 」的寫法與二十同義的「廿」極為相似，容易導致人們閱

讀上的不便，「 」亦應歸為異體字。 

 

 

第二節 《九經字樣》異體字分析 

 筆者要在本節中詳細地探討《九經字樣》所收的六十個異體字並分析其字

與四十八個「異寫字」。 

異體字，或者採用與正字不同的

 

形，它們按照字形結構可以分成二類：十二個「異構字」

  「異構字」指採用與正字不同的構件而成的

方式構成的異體字25。例如，從「因」的「姻」，亦可寫成從「」的「 」，二

者為採用不同構件的而造的異構字。「異寫字」指在書寫過程中，受到字形演變、

字體變化、書寫風格等的影響而產生的異體字。例如，「 」為由「經」書寫簡

省而成的異寫字。 

  其實，從用字的角度來看，「異構字」與「異寫字」二者可以混而不別。換

言之，若異體字關係上的一組形體皆用在紀錄同一個詞，就可以稱它們為一個

字，其中一個是正體，其他為異體。26不過，從字形的角度來看，二者的確有區

討正字與「異構字」、正字與「異寫字」的字形差別。 

 《九經字樣》所見的異構字共有如下十二例，它們可分成三類，一為「由新

增義符而成的異構字」，二為「由替換偏旁而成的異構字」，三為「由偏旁位置不

別，「異構字」著眼於構件和構形方式不同；「異寫字」著眼於部件和整體的寫法

不同。 

  因為本論文主要研究對象，《九經字樣》的撰書目的為引導讀者對字樣正確

的了解，所以筆者先將《九經字樣》所見的異體字分成「異構字」、「異寫字」二

類，再探

 

一 《九經字樣》之異構字 

 

同而成的異構字」。 

正字 異構字 正字 異構字 正字 異構字 

芻   姻 飯  

                                                 
25關於「異構字」的概念，還可參見林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簡論》中解釋：「所謂結構上的變

異，包括所含偏旁數量、偏旁相對位置、偏旁種類的變化，也包括構字方式上的變化。這些現象，

可統稱為異構。異體字不都是因為異構，但異構是異體字中特別重要的現象。」（林澐：《古文字

研究簡論》，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86 年，頁 98。） 
26

陳淑梅：〈出土文本字樣的整理與異寫字、異構字的區分〉，《文字學論叢‧第二輯》，武漢市，

崇文書局，2004 年，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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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  扑 撲  燬 

 龕 ／退  效  

揔   ／鄰   鄬 

［表 6- 經字樣》 異構字 

 

（一）由新增義符而成

 在可見於《九經字樣》的異構字當中，由新增義符而成的異構字例有一組，

9］《九 之

的異構字 

 

「芻」與「 」。《九經字樣》芻：「刈草也。像包裹束草形。作 訛。」《說文》

芻（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 《說文》未收。看「芻」的字形演變，

甲骨文「 （甲 990）」、「 乙 3422」；金文「 （散盤）」、「 （古 ）」；戰國文

字「 （望山Ｍ15）」；秦「 （睡虎地簡 24.25）」；漢「 （老子甲 101）」，「芻」

本從「艸」，後來再加義符「艸」，會意字「芻」變成形聲字「 」，由此可見在

異構字關係上的二字為由不同構形方式而成的。 

  「 」漢代已經出現，《漢印徵》有「 」，在字書中始見於 玉篇》芻：「茭

草。《說文》云『刈艸也。』俗作

《

。」《集韻．平聲．虞韻》芻：「或從艸」，《干

祿字書》 ／ ／芻：「上中通。下正」，《字彙．艸部》芻：「包束草之形，中本

從屮，俗又加艸作 」，《正字通．艸部》 ：「俗芻字」，由眾釋可見，歷代字書

幾乎都視「 」為「芻」之俗字。 

 

（二）由替換偏旁而成的異構字 

  替換偏旁而成的異構字是用同一方式來造字，但選取不同的偏旁而成的異構

部分為形聲字，故可分成「聲符替換者」與「義字。由如此的方式構成的異體字大

符替換者」二類，「聲符替換者」：一、「 」與「姻」，二、「飯」與「 」，三、

「啼」與「 」，四、「扑」與「撲」，五、「 」與「燬」，六、「 」與「龕」，

七、「 ／退」與「 」。「義符替換者」：一、「效」與「」，二、「揔」與「 」

共有九例。 

［聲符替換］ 

1.「 」與「姻」 

》  《九經字樣 ：「音因。籀文姻。見《周禮》。」《說文》姻（姻）：「 家

女 姻从女从因。因亦聲。也。 之所因。故曰 籀文姻，从。」從此可見，「姻」

與「 」皆為形聲字，「 」為「姻」的籒文，「姻」是將聲符「」替換成「因」

的異構字，「因」與「」的古音接近，皆屬於真部。 

 

2.「飯」與「 」 

  《九經字樣》飯：「作 者訛」，《說文》飯（飯）：「食也。从食反聲。」，《玉

餐飯；符萬切，食也。篇》飯：「扶晚切， 、 ，並同。上俗。」從「反」的

「飯」與從「卞」的「 」 聲符替換的異構字，聲符「反」與「卞」上古音與

中古音的讀音接近，「反」讀音為：「（古）幫元（廣）府遠切，幫阮合三上山」；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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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讀音為：「（古）並元（廣）皮變切，並線開三去山」，都屬於雙唇音、塞

音。「飯」始見於金文中，如「 （公子土斧壺）」，「 」可見於敦煌文獻中，如

「 （ 096《雙恩記》）」、「 （527《顯德六年正月三日女人社再立條件》）」。 

  「飯」與「 」替換互用之例：一、《儀禮‧喪服》： 飯素食」，《釋文》：「飯，

今本多作

「

字」。二、《禮記‧ 禮上》：「三飯，主人延客食胾」，《釋文》：「飯依曲

《字書》食旁作卞。」三、《禮記‧檀弓上》：「飯於牖下」，《釋文》：「飯作 。」 

 

3.「啼」與「 」 

  《九經字樣》 ／啼：「音題。號也。從口虒聲。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說文》 （ ）：「號也。从口虒聲」，《說文》未收「啼」。《廣韻．平聲．齊韻》

： 泣也。《說文》曰：『號也。』杜奚切。啼、「 ，並上同。」「 」與「啼」

讀音皆為「 古）定支（廣）杜奚切，定齊開四平蟹」，「虒」讀音為「（古）心支

廣）息移切，心支開三平止」；「帝」讀音為「（古）端錫（廣）都計切，端霽

開四去蟹」，「虒」、「帝」的上古音、中古音皆屬於舌尖音，是聲符替換的異構字。

由此可見，「

（

（

」與「啼」是字義字音相同，字形不同的異構字。 

  「 」與「啼」替換互用之例：一、《左傳‧莊公八年》：「豕人立而啼」，《漢

書‧五行志》 「啼」換成「將 」。二、《爾雅‧釋獸》：「猩猩小而好啼」，《釋文》

啼作 云亦作啼。 

 

4.「扑」與「撲」 

 《九經字樣》扑：「音撲。打捶也。杖也。說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 

挨也。從手菐聲」，《說文》未收「扑」。「扑」與「撲」古音

 

《說文》撲（撲）：「

相同：「（古）滂屋（廣）普木切，滂屋合一入通」，「扑」從卜聲、「撲」從聲，

在《廣韻》中，「卜」的讀音為「博木切，幫屋合一入通」；「」之讀音為「蒲

沃切，並沃合一入通」，二字字音接近，可視為聲符替換的異構字。  

 

5.「 」與「燬」 

  《九經字樣》 ：「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 』。今經典相承作燬。」

《說文》 （ ）：「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 』」，《說文》燬（燬）：

「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二字字義相同。「 」之讀音為

「（古）曉微（廣）許偉切，曉尾合三上止」；「燬」之讀音為「（古）曉微（廣）

許委切，曉紙合三上止」，上古音相同，中古音極為接近，但韻部略有不同，對

其原因段玉裁注《說文》云：「一音火尾反。夫曰燬《說文》作 ，則《說文》

之有 無燬可知矣。曰 一音火尾反。則 本音燬可知矣。……燬 實一字。《方

言》齊曰 。即《爾雅》郭注之齊曰燬也。俗乃強分為二字二音，且肊造齊人曰

燬，吳人曰 之語。」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或云：楚人名火

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

27

。此方俗訛語也。」《集韻》燬：「火也。或作 。」

                                                 
27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藝文印書館，2005 年，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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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說可見，「 」與「燬」字音字義相同，是替換聲符的異構字。 

 

6.「 」與「龕」 

  《九經字樣》 ：「龍也。從龍從今聲。作龕訛。」《說文》龕（龕）：「龍

。 」「龕」與「也 從龍從合聲。 」皆為形聲字，從「今」的《九經字樣》中

「 」與從「合」的《說文》中「龕」為聲符不同的異構字。 

  「今」讀音為「（古）見侵 （廣）居吟切，見侵開三平深」；「合」讀音為「（古）

匣緝（廣）侯閤切，匣合開一入咸」；「龕」讀音為「（古）溪侵

 

（廣）口含切，

溪覃開一平咸」，「龕」之讀音比較接近「今」，二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接近（皆

屬於舌根音、塞音），並且如今可見的金文「龕」皆從「今」，如：「 （牆盤）」、

「 （眉彝鐘）」，由此可見「龕」字本從「今」。段氏亦在《說文》「龕」下注云：

「各本作合聲。篆體亦誤。今依《九經字樣》正。古音在七部。侵韵。今音入八

部。覃韵」，《正名要錄》也提到：「 正／ 相承用。」 

  總之，因「今」和「合」讀音相近（兩者皆屬於舌根音），加上字形相近，

而隸變後常常聲符互換，故產生了「 」之異構字「龕」。 

 

7.「 ／退」與「 」 

 《九經字樣》 ／退：「却也。上說文。下經典相承。古文作 ，或作 。」

《說文》 （ ）：「卻也。一曰行遲。从彳日。 或从內， 古文，从辵。」

「 」之古文「 （ ）」為替換義符的異構字，「 」之或體「 （ ）」為替

換聲符的異構字。唐氏根據《說文》的解釋，再做出另一個異構字「 」，它是

「 」之全體性異 字 並且「構 ， 」之重文「退」的 部性異體字 至今尚未發

現經典中「

局 。

／退」與「 」互用的實例，不過《龍龕手鑑》、《四聲篇海》二書

中提到「 」為「退」之古文。 

 

［義符替換］ 

1.「效」與「」 

》效：「作者訛」，《說文》效（效）：「象也。从攴交聲」，《說

篇‧力部》：「俗效字」。《干祿字書》／效：「上功。下

  《九經字樣

文》未收「」。《玉

放。效字或作 。」《廣韻》效：「具也。學也。象也。又效力。效驗也。胡教切，

俗。」《字彙．力部》：「與效同，驗也，功也。」義符「攵」與「力」

替換作成的異構字還有「敕」與「」。 

 

2.「揔」與「 」 

  《九經字樣》揔：「騣上。《說文》作 。經典相承通用」，《說文》總（總）：

」，「揔」與「「聚束也。从糸聲 」便為「總」的異體字，《九經字樣》「揔」

除了「揔」與「

從「扌」，《說文》「總」從「糸」，「扌」與「糸」義異，為偏旁「義異或作之例」。

」二字以外，還可見「扌」與「糸」互換之例，如：「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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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與「 」、「 」與「 」。28 

  

（三）由偏旁位置不同而成的異構字 

  第三類型為偏旁的位置改變而成的異構字，此類型的本字和異構字之間各偏

寫法並沒有變化，例如：「和／旁的 」、「秋／ 」、「翅／ 」、「夠／ 」、「闊

／ 」、「雜／ 」、「裏／裡」、「鵝／ 」，都是常見的。 

  在《九經字樣》中，由偏旁位置不同而成的異構字，有二例，「 ／鄬」、「鄰

／ 」： 

  《九經字樣‧部》 ：「音葦。 地名。今經典多作鄭 『鄬』。」 

  《九經字樣‧部》 ／鄰：「五家為鄰。上說文。下隸省。作『 』者訛。」 

在隸變之前「」於右作「邑」，《說文》邑（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

」 」，但它有大小从」；於左作「 ，《說文》（）：「大陸。山無石者。象形

們在隸書、楷書中用作偏旁時並無差別，皆寫成「」。 

  根據韓耀隆《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例》一書，《說文》 （ ）：「鄭地阪。

从為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 』」、《說文》鄬（鄬）：「地名。从邑為

聲」，該字本作「 」，而隸碑或移於右作「鄬」，《說文》邑部鄬，當係後人所

增。《說文》鄰（鄰）：「五家爲鄰。从邑粦聲。」、 《說文》未收，該字本作「鄰」，

而從邑從漢隸均變作，又受左右偏旁移易之影響，故鄰或書訛作 。 

  另外，除了「 ／鄬」、「鄰／ 」二例以外，還有一些字中可見因「」的

易位而成的兩重寫法，如：「鄗／ 」、「 ／ 」、 酄／「 」、「 ／ 」、「鄟／ 」 

等。29 

 

二 《九經字樣》之異寫字 

 《九經字樣》所見的異寫字共有如下四十八例，它們可分成十類，一為「形

近而誤的異寫字」，二為「由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三為「由偏旁或筆畫簡省

，五為「由於書寫繁化造成的

 

而成的異寫字」，四為「由筆畫延伸而成的異寫字」

異寫字」，六為「由保留初文字形而造成的異寫字」，七為「由於隸定、隸變而造

成的異寫字」，八為「由草書楷化而成的異寫字」，九為「由變換結構而成的異寫

字」，十為「由避諱而成的異寫字」。 

正字 異寫字 正字 異寫字 正字 異寫字 

賓  ／冄    

迺  ／  參 早  

戎    牟  

荅  頓  齎  

若  鼎   有 

                                                 
28韓耀隆：《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例》，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頁 294。 
29同注 28，頁 35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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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汩 汨 彰  

乾 、  舅    犮  

 奠 ／尋    售  

雜  元  看  

切  游  闡  

夾 夹   經  

 教 興 、  覺  

京  淵  冤  

出  當  於  

筋  允  蓋 盖 

  ／互  雍 雝 ／蛇  

［表 6-10］

 

（一）形近而誤的異寫字 

  在《九經字樣》中 解釋正字（甲）和訛

或錯別字之間字形的不同，其例共有十一組，九組為訛字：一、「汩」與「汨」，

《九經字樣》之異寫字 

，唐玄度以「甲，作乙訛」的方式來

字

二、「 」，四、「雜」與「」與「有」，三、「舅」與「 」，五、「覺」與「 」，

六、「冤」與「 」，七、「尋」與「 」，八、「頓」與「 」，九、「筋」與「 」，

其餘為錯別字：一、「項」與「 」，二、「飇」與「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九

組的訛字，它們就是「形近而誤的異寫字」。嚴格來說，「訛字」不是「異寫字」，

「異寫字」也不是「訛字」。但《九經字樣》中表明的訛字，往往被使用，已經

積非成是，約定俗成了。因此筆者認為將以上十組的訛字看作「異寫字」也無妨。 

  筆者在本論文第五章已所探討「汩」與「汨」二字相關問題，它們各從「曰」

與「日」，但因二字形近而常常混用，即使寫錯了，有時也難以分辨。不過產生

「形近而誤的異寫字」之根本原因可能是書寫人對正確的字樣缺乏認識，筆者要

透過以下九個「形近而誤」的異寫字例的考察，解釋正字與異體字的字形之差： 

 

1.「 」作「有」 

   可見於《九經字樣》的「有」字，有兩種形體，「 （中間兩橫稍微短）」、

「有」。《九經字樣》 ：「從 。從月者訛」，換言之，唐氏認為「有」字從「月」，

「非從「肉」，「有」為 」的異寫字。如此的看法為從《說文》有（有）：「不

義

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的。 

  不過，不少學者已經反駁了《說文》對「有」字的解釋，林義光在《文源》

言：「有非『不宜有』之 。有，持有也。古從又持肉，不從月」，趙誠在〈古文

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一文中道：「金文的有作 ，從又持肉會意，是從得

（ ）字從又持貝，獲字（隻）從又持隹，取字從又持耳類化而來」30，王慎行

                                                 
趙誠：〈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

書局編輯部合編，1983 年，頁 36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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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古文字形近偏旁混用例〉中指出過《說文》對「有」字的誤解：「西周時

代作 ，本應從肉，以手持肉而會意；但《說文》篆體誤以為從月，謂『日月有

食』之有。31」從以下「有」之字形演變，不難看出從《說文》小篆開始字形訛

變，也可見唐氏因從《說文》而誤的情況。 

                       

 令鼎    散盤   馬盟書   江陵     說文   睡虎地簡 武威簡 鮮于璜碑  唐.歐陽詢

                          楚簡      小篆        有司 50            皇甫誕碑 

［表 6-11］「有」之字形演變 

 

.「舅」作「2 」 

樣 舅：「從者訛」，《說文》舅（舅）：「母之兄弟爲楶，妻之父  《九經字 》

爲外楶。从男臼聲」，可見從「臼」的正字「舅」，它的異寫字為從「」的「 」。

《說文》臼（臼）：「舂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從

「臼」的字如：舂、舀、、臿等，都與臼類或坑類有關；《說文》（）：「叉

手也。从」，從「」的字如：要、農、爨等，皆與手的動作有關。雖然「臼」

與「」二字小篆字形不同，字義毫無相干，但因隸變後二字字形頗似，並且二

字的古音接近，都屬於舌根音，故常常混用，將「舅」異寫成「

，

」，例如：「

（禮器碑）」、「 （華芳墓志）」從「臼」，在敦煌文獻中「 （s388《正名要錄》）」

「

、

（s5584《開蒙要訓》）」從「」。「舅」之聲符為「臼」，從「」的「舅」

之異寫字，「 」破壞了字形理據，正字應為「舅」。 

 

3.「雜」作「 」 

雜）：「五彩相會。从衣集聲」，段注《說文》云：「雜，所謂   《說文》雜（

五彩彰施於五色服也。引申為凡參錯之偁」，從《說文》小篆「雜」中容易看出

此字的義符「衣」，但因楷書中「衣」寫成「 」，而難以看出「雜」本從「衣」。

而且「 」與「立」字形相近，「立」比起「 」書寫便捷，故「雜」字到了唐代

常常異寫為「 」，如：「 （顏師古‧等慈寺碑）」、「 （國銓善見律）」、「 （甘

博 005《優婆塞戒經》）」、「 （s1153《諸雜人名一本》）」等。雖然「 」的寫

法唐朝常用，但如此的寫法嚴重破壞了此字的理據，故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指

出「雜：蠶入。從衣集聲。作 者訛。」不過，「 」的寫法在民間流行了很長

的時間，我們可見遼‧行均《龍看手鏡》中「雜部」寫成「 部」。 

  另外，「雜」字還有一個常用的異寫字：「 （晉王獻之各 賦十三神 行）」，現

在「雜」的簡體字傳承此寫法而簡寫為「」。 

                                                 
31王慎行：〈古文字形近偏旁混用例〉，《古文字與殷周文明》，西安市，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年，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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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覺」作「 」 

  《九經字樣》覺：「寤也。作 者訛」，《說文》覺（覺）：「寤也。从見，學

。 此可見，「覺」之上半部從「學」省聲，「覺」之異寫字「省聲。一曰發也 」由 」，

將「覺」之「 」訛寫成「與」的部分字形「 」。《說文》爻（爻）：「交也。象

《易》六爻頭交也」，《說文》与（与）：「賜予也。一勺為与，此与與同」，「 」

與「与」二字之義完全不同，只是因「

爻

」、「 」字形接近而難免有誤寫，從「与」

的「覺」確常見，如「 （南北朝.鄭道昭.論經書詩）」、「 （唐.薛稷.信行禪師

碑）」等。  

 

5.「尋」作「 」  

 《九經字樣》 ／尋：「度人之兩臂為 。繹理也。從口從工從又寸分理之

文。下隸省。作從聲。上說 者訛。」甲骨文尋「 （佚 831）」、「 （粹 30）」

像舒張兩臂度量長短之形，「 」省寫為「」。馬王堆帛書《老子》乙本尋字作

「 」，五十二病方作「 」，皆從舟從二又（手）從寸 與《漢印徵》附錄中「， 」

（從般從寸）、「 」（從凡從二又從寸）、「 」（從凡從二又從寸）三字結構相當

相似32，可見「 」演變成「舟」或「凡」。《說文》 （尋）：「繹理也。从工从

口从又从寸。工口，亂也。又寸分理之聲。此與同意。
33
度人之兩臂為 。

八尺也」，從此可見「 」為從從工從口從寸從，聲符「」從居延簡「 」

右上方之兩點，當為飾筆。34隸變以後，「工」與「口」的寫法不太固定，也可

見從二工、從二口、從凡口、從几口等訛形頗多，並且「」也訛寫成「」

唐氏在《九經字樣》指出的訛字「

，

」亦是如此。叢書集成本《九經字樣》誤

寫為「 」，不過從此字形可見，「」與「」不可混用。 

                                 

佚 831    粹 30   新  古幣 283     說文    五十二   老子乙   居延簡甲   漢印徵  

                3476               小篆      病方    229 上    628A    附錄 1  

                                 

漢印徵 漢印徵  魏孔羨碑  衡方碑    夏承碑   郭泰碑  隋智永     唐顏真卿 

附錄 2  附錄 3                                 真草千字文   多寶塔碑 

［表 6-12］「尋」之字形演變 

 

6.「頓」作「 」 

 《九經字樣》頓：「敦去。從屯，屯音窀。從屮貫一。屈曲之也。俗作 者

                                                 
32劉釗：〈璽印文字釋叢（一）〉，《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岳麓書社，2005 年，頁 49。 

33《說文》（）:「亂也。从爻工交。一曰窒讀若禳。 籀文」，桂馥曰：「聲者。

當為从爻。既訛為。又加聲字。从爻。故曰與同意。」 
34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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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頓」與 異其 寫字「 」，二字的左旁字形相近，「 」將「頓」的第二三

「

地

畫省寫成一橫。《說文》頓（頓）：「下首也。从頁屯聲」，《說文》屯（屯）： 難

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屮貫一屈曲之也。一， 也。《易》曰：『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但《說文》未收「」，從此可知「 」為「頓」之後起異

寫字。不過看以下「屯」的字形演變，「屯」在漢代常常寫成與「」相似的字

形，如：「 （漢印徵）」、「 （曹全碑）」，故如此的書寫習慣影響到楷書「頓」

字，將「頓」常寫成「 」之例，如：「 （華山廟碑）」、「 （隋智永《真草

千字文》）」等。 

頓 
                      

  說文    漢印徴    華山廟碑   史晨碑    熹.春秋.  隋智永  唐薛稷 

  小篆                                   昭五年  真草千字文 信行潭師碑 

屯 
                               

京  人 盤 望鼎  曾  信 包山

  2498  14 反                19  2.23  147  緇. 小篆 

 

          牆    師               郭     說文      

15         1     

                

   屯    漢    漢    魯

            

 老子乙 官鐖 印徵 印徵 峻碑  曹全碑 

 194 上      1     2 

［表 6-13］「頓」與「屯」之字形演變 

 

7.「冤」作「 」 

 因「冖」與「宀」二字字形極為相似，常常混用，而產生了「冤」之異寫字 

「 」。《九經 樣》字 冤：「苑平。屈也。從，音覓。罔也。從兔。謂兔不得

走善屈折也。作 者訛」，《說文》冤（冤）：「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不得

走，益屈折也」，「冤」字從兔從冂，《說文》冖（ ）：「覆也。从一下垂也」
35
，

《說文》宀（ ）「交覆深屋也。象形」，「冖」、「宀」字義有區別，不可混用。

《字彙‧宀部》

：

：「與冤同。……从兔在冂下，此正字也，後人作宀」，《正字

通‧宀部》 ： 俗冤字」，二書也指出正字為「冤」。將「冤」異寫成「「 」之

例，如：「 （校官碑）」、「 （夏承碑）」。 

 

8.「筋」作「 」 

   《九經字樣》筋：「音斤。從月從竹。竹物之多。筋者從力像筋也。作 訛。」

                                                 
35徐注《說文》云：「冖，臣鉉等曰今俗作冪」，季旭昇在《說文新證》云：「現有考古文字材料

未見獨體的冖字，但是，以鼏從來看，鼏為以巾覆鼎，則應該是象覆巾之形。」（季旭昇：《說

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613） 

 190



《說文》筋（ ）：「筋 肉之力也。从力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說文》肉

（肉）：「胾肉。象形」，《說文》角（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二

字字義相異，但因肉的偏旁「月」和「角」形近，而常常異寫成「 」。從角的

「筋」，如：「 （津藝 22《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s610《啟顏錄》）」等，

甚至還將「竹」換寫成「艸」，如：「 （熹平石經.序記）」。 

  另外，關於「筋」段注：「力下曰。筋也。筋力同物。今人殊之耳。考工記

故書筋或作薊」，《說文》薊（薊）：「 也。從艸聲」，從此可見，「筋」常異寫

成「 」，並且「角」的小篆「角」與「魚」的小篆「魚」字形相近，偏旁「竹」

與「艸」混用的情況為常見之例，結果「筋」還異寫為「薊」，如：「 （敦研

320《修行本起經》）」。不過嚴格而言，因「薊」與「筋」各有其義，而且字形訛

變相當誇張，二字可以說是錯別字，而非異體字。 

 

  以上探討了九組「形近而誤的異寫字」，以下還要補充解釋二組「形近而誤

錯別字」： 的

 1.「項」作「 」 

  《九經字樣》項：「學上。頸也。作 者訛」，「 」與「項」極為相似，不

過「 」不是「項」的異體字，而是「頃」。看「頃」的楷書寫法， （南北朝

元稹墓誌）、 （唐.歐陽通.泉男生墓誌）、 （唐.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匕」的

斜筆寫成一橫，與「項」之「工」相似，故令人混淆與「項」。《說文》項（項）：

「 頭後也。从頁工聲」，《說文》頃（頃）：「頭不正也。从匕从頁」，二字字義顯

然不同，不可混用。 

 

 2.「飇」作「 」 

  《九經字樣》飇：「音標。從三犬。飇字從此，從火訛」，《說文》未收「飇」，

飆（飆）：「扶搖風也。从風猋聲。只收「飆」，《說文》 飆或从包。」《篇海類

編‧天文類‧風部》飆：「亦作飇」，可見「飆」與「飇」為變換偏旁位置的異構

字。在此值得注意看的是「飇」之形近字「 」，「飇」從三犬，《說文》猋（猋）：

「犬走。从三犬」；「 」從三火，《說文》焱（焱）：「火華也。从三火」，「猋」

與「焱」義異。而且根據唐‧慧琳《一切經音義》飇：「郭璞注《爾雅》云：『飇

謂暴風從上而下者也』」； ：「《考聲》云：『疾風，從下而上曰 』」，可見「飇」

與「 」風向有差，在字義上，還是有所不同，不可混為一談。 

 

（二）由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 

  《九經字樣》所見的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共有六例：一、「賓」與「」，

二、「 」與「教」，三、「鼎」與「 」，四、「元」與「 」，五「雍」與「雝」，

「六、 看」與「 」。 

 

1.「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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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賓：「音 。從貝從。音麵。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

《說文》賓（賓）：「所敬也。從貝聲。正。於字義不同。」 古文」。看「賓」

有的字形表有不少的異體字， 如：「」、「 」、「」、「 」、「 」、「 」、「」

等，它們的差異都在此字的中部。看「賓」字的古文字，甲骨文的字形有「 （京

2.1.4）」、「 （前 1.5.4）」兩種，從宀万（人之聲化），或從 万止 皆不從「貝」，

金文中才出現從貝的賓

宀 ，
36，如「 （保卣）」、「 （大簋）」等，戰國文字可參見

以下曾侯乙編鍾的字形，亦從貝，上半部在万上增一橫，《說文》古文「 」訛

寫成元。 

  「賓」字《說文》小篆以下字形分歧相當複雜，先簡單地作「賓」之字形演

變圖： 

     、    1.   、  、  、  

    文小     2.   說 篆  、  

3.   、   、  

 

「賓」之《說文》小篆有兩種字形「 」和「 」，漢代隸書「賓」之寫法幾乎

是從「 」的「 」、「 」、「 」。像「 」的字形，如：「 （老子乙前 22 下）」、

「 （熹平石經）」；像「 」的字形，如：「 （武威簡.特牲 34）」；像「 」

的字形，如：「 （西狹頌）」、「 （唐歐陽通. 道因法師碑）」。經過字形混亂的

六朝，產生了像「 」、「 」、「 」的訛體。那些訛體至唐還在使用，因 張

參在《五經文字》中云「：從尸訛」，像「

此

」的字形，如：「 （魏司馬昇墓

誌銘）」、「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像「 」的字形，如：「 （溫泉頌）」；

像「 」的字形，如：「 （晉.爨寶子碑）」。

  值得注意的是，《九經字樣》的正字「賓」，它其實比「」

漢代不見此字形。從魏之「

 

字晚一點出現，

（光州孝王元煥墓誌銘）」字中，稍微可見「賓」

之早期字形。「 」為《說文》小篆「 」之楷書隸定字，經過「 」的簡化，

最後演變成「賓」，不過「賓」之寫法在唐代非普遍使用的字形，「」字比較常

用，唐玄度也在《九經字樣》中言：「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正。」明代梅

膺祚所撰的《字彙》：「俗賓字」，唐氏與梅氏皆視「賓」為正字，並且從中窺

見，唐代以後「賓」的使用率增高，到了明代被認為是正字，相反「」淪落成

俗字。 

                                                 
36關於加「貝」字的現象，劉釗在《古文字構形學》中道：「《說文》賓：『所敬也。從貝聲。

古文』，《說文》以『貝』字為義符，可貝與『所敬』似無必然聯繫。古音賓、貝皆幫母字，賓從

『貝』可能是累加的『聲符』，起碼也是聲中兼義或義中兼聲。」（劉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

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年，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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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前     保卣    大簋  申鼎    曾侯乙編鍾   說文     說文    說文 

2.1.4   1.5.4                                            古文    小篆 1   小篆 2 

                              

老子乙前   武威簡 武威簡   縱橫家書  漢印徵 漢印徵  漢印徵  熹平石經 西狹頌   

 22 下  特牲 34  特牲 49    103        1      2      3                    

  

  

     

                                       

.      .歐陽通魏.光州孝王 魏.司馬昇  魏.溫泉頌    晉  隋.智永   唐.潞州果毅王  唐  

 元煥墓誌銘   墓誌銘             爨寶子碑    真草千字文  禮會府君墓誌  道因法師碑

［表 6-14］「賓」之字形演變 

 

2.「 」作「教」 

 《九經字樣》 ：「音窖。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攵從 。 是古文 字。

《說文》從攵。作教者訛。」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

屬皆从教。 古文 。 亦古文 。」古文「教」之左旁從「 」或從「 」或

從「 」或從「 」，隸變之後「 」的寫法還可見於東漢碑文中，如：「 （孔

龢碑）」，並且還可見「 （乙瑛碑）」、「 （西狹頌）」的寫法37 其中，從

的「教」，此寫法在唐代楷書中常用，但唐氏認為此寫法屬於訛變。唐氏在《九

經字樣》中指出「

。 「孝」

」的古文為「 （ 」，正字應為從「） 」的「 」。「教」

為將「 」上半部的筆畫稍微改變而成的，而且由於像「 （一號墓竹簡 97）」、

「 （夏承碑）」的孝字，與「 」形近，因而產生了「 」的異寫字「教」。

不過《說文》 （）：「放也。从子爻聲」，《說文》孝（ ）：「善事父母者。从

老省从子。子承老也」，「

孝

」與「孝」二字字義不同，故唐氏認為從孝的「教」

屬於訛字，不可混用，但是積非成是，此字現在反而成為正字。 

                                     

         曾伯 壺    大 簠   頌鼎 頌簋 陭 司馬 說文  一號墓竹簡    夏承碑    熹平石經 

                                   小篆       97 

［表 6-15］「孝」之字形演變 

 

3.「鼎」作「 」 
                                                 
37「教」之字形參見本論文第六章第一節，五、源自古文之「教」，頁 182-183。 

 193



  《九經字樣》鼎：「音頂。《說文》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省聲。

。 易》鼎卦:巽下離上，巽為木，離為火。篆文木。如此析之下象析木以炊 又《

兩，向左為爿。爿音牆。右為片。今俗作 云象耳足形，誤也。」《說文》鼎（鼎）：

「三足兩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金，鑄鼎荊山之下，入山林川澤，

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易》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籒

文以鼎爲貞字。」「鼎」本為象形字，許說不確，看甲骨文「 （甲 2851）」、金

文「 （昌鼎）」，上象兩耳，中象鼎腹，下象二足（或作三足，如： 作冊大鼎）。

「鼎」之主要字形可以這樣分析，不過因為「鼎」的古文字字形多種多樣，有些

字形的確有訛變，如從貝的「 （皇父簋）」、從貞的「 （中山王鼎）  

《

」等。

  說文》小篆寫成「鼎」，按照《易》的解釋，下半部寫成「象析木以炊」

之形，左為爿，右為片，「 （熹平石經）」、「 （鮮于璜碑）」便為從《說文》

小篆的隸書之例，隸變後大部分鼎字從《說文》小篆字形。但「鼎」的字形還是

不太穩定，存在很多異體字，六朝隋唐亦是如此，其中最缺理據的字形為唐氏在

《九經字樣》指出的「 」， 即省「「片」訛寫成「斤」， 」的右旁第一畫。如

此的寫法亦可見於敦煌文獻中，如：「 」、「 」、「 」等。 

                                      

 文鼎   甲 2851   昌鼎   邿造遣鼎   作冊大鼎   諆鼎  皇父簋 中山王鼎 楚酓王肯鼎 

                            

 說文    老子甲後   河東鼎  武威簡   熹平石經   曹全碑    鮮于璜碑    南北朝 

篆  428      司 15                    小             有                皇甫麟墓誌 

                   

南北朝    唐歐陽詢    唐褚遂良  唐顏真卿   p2524    s4642       s4642 

元稹墓 恭公碑 家廟碑      語對》 範本 發願文範本等》誌  虞     顏          《 《發願文 等》《

［表 6-16］「鼎」之字形演變 

 

4.「元」作「 」 

   《九經字樣》元：「音原。始也。從兀聲。作 者訛。」唐氏根據《說文》

（元）：「始也。從一。從兀」，將「元」字歸入《九經字樣》之「一部」，但「元」

首 人頭」，而不是「始也」，其義為引申義38，從「

元

字的本義為「 也， （兀作父

戊卣）」字形可見，頭部以誇張的筆法來加大，以求強調，後來演變成從一從兀

的「元」。不過隸書成熟期之前還可見此字寫成從一點從兀之形，如：「 （師壺

                                                 
38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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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 （兩詔權量）」、「 （尚浴府行燭槃）」。在東漢時的碑刻中，元字皆從

一，但到了漢字形體訛變嚴重的六朝，元字的一畫訛變成一點，如：「 （李璧

碑）」、「 （元祥造像記）」，如此的寫法沿用至唐。唐氏根據《說文》的解釋，

視「元」的異寫字「 」為訛字。 

                              

兀作父戊卣 前 4  師壺簋   王孫   說文 兩詔權量 一號墓竹簡 尚浴府行燭槃 建初元年錢  

2.4   誥鐘 小篆    9 

  

      3               13

                    

 南北朝    唐.顏真卿 

                                                李璧碑    元祥造像記    勤禮碑

   乙瑛碑   禮器碑    鮮于璜碑     史晨碑    南北朝    

 

［表 6-17］「元」之字形演變 

  《九經字樣》廱／雍 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

字。《爾雅》作雝。」《說文》廱（廱）：「天子響飲辟廱。從广雝聲」，指古天

作「辟廱」時，也作「辟雍」。《說文》未收雍，《說文》雝

 

5.「雍」作「雝」 

：「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

下

子鄉飲酒處，此字用

（雝）：「 也。从隹邕聲」，段玉裁注：「雝，經典多用為雝和、辟雝。隸作雍。」  

  根據以下［表 6-18］「雝」之字形演變，甲骨文和金文「雝」從隹從，或

從水，戰國文字還保留著從隹從之形。不過西漢以後，從從水的部分開始訛

寫成「

 

」、「 」、「 」，許慎在《說文》寫成「雝」，它的隸定字「雝」和隸變

字「雍」39兩者同時被使用至今。故可視「雍」為「雝」之由改換筆畫而成的異

寫字。 

  依據《漢語大字典》，雍：「通『廱』。辟廱，本為周天子所設大學。東漢以

後，歷代皆有。也單作『雍』。」在魏晉之前古籍中，「雝」與「雍」互換使用的

例子，如：一、《詩‧邶風‧匏有苦葉》：「雝雝鳴雁」，《唐石經》雝作雍。二、《左

傳‧僖公二十八年》：「至於衡雍」，《國語‧周語上》衡雍作衡雝。三、《史記‧

項羽本級》：「至雝丘」，《正義》雝丘作雍丘，《漢書‧項籍傳》亦作雍丘。四、《爾

雅‧釋地》：「河西曰雝州」，《書‧禹貢》、《周禮‧夏官‧職方氏》均作「雍州」。 

                                      

   前       前        毛公鼎   燕.璽彙      古幣       楚.天策     睡虎地簡 

 2.28.7   2.35.6                 3188        244                     10.4 

                                                 
39段注云：「雝，經典多用為雝和、辟雝。隸作雍。」（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藝文印書

館，2005 年，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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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  西漢老子乙前  武威簡   西漢     雍一斗鼎   西漢     華山廟碑

 小篆     24 下       特牲 51   雝平陽宮鼎         雝棫陽鼎 

                    

   南北朝     南北朝.鄭道昭  唐.歐陽詢   唐.顏真卿 

李仲璇修孔廟碑  鄭文公下碑     皇甫誕碑     勤禮碑 

［表 ］「雝」 形6-18 之字 演變 

 

6.「看」作「 」 

  《九經字樣》看：「睎也。凡物見不審。則手遮目看之。故從手下目。作

者訛。」唐氏指出「看」有由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 」。 

 《說文》看（看）：「睎也。从手下目。 看或从」，馬敘倫在《說文解字

》 「看」注云：「重文作六書疏證卷七 中對 。從目。 聲。倫謂此篆本從目 聲。

傳寫訛 為手耳。從手下目無義。《九經字樣》曰：『凡物見不審。則手遮目看之

故從手下目。』此俗說也。音影紐。睎音曉紐。古讀曉歸影。

。

看音溪紐。溪曉

同為舌根音。是看睎為轉注字。」40何琳儀在輔仁大學演講的〈說文準聲首輯佚〉

一文41中提到，金文『 （輔師 簋）』從目聲，「 」當為旗幟名，戰國文字

形、目形具有訛變，並且，、一字分化，故「 」即看之或體「 」。從

此可見，馬氏和何氏二人皆認為看字本非從「手」，許說不可從，因此從許說的

《九經字樣》對「看」字之解釋自然亦不可從。但筆者認為，因為至今可見的「看」

之古文字形極少，並且亦有可能兩個不同來源的字，所以不能斷定看之字源。 

  「看」在字形隸變後一直用作正字，故後來出現的「 」被世人認為是俗

字，譬如：《干祿字書》 ／看：「上俗。下正」，《六書正 》看：「俗作 非。」

從「看」、「 」二字的字形可見，「 」乃將「看」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 

                             

 輔師 簋  中 王    說文    說文     楊君    晉.王羲之   唐.歐陽詢   唐褚遂良 山  

           小圓壺   小篆    或體      石門頌               善化閣帖    枯樹賦 

［表 之字形 變 6-19］「看」 演

 

                                                 
40古文字詁林編纂委員會編纂：《古文字詁林‧第三冊》，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825。 
41何琳儀：〈說文準聲首輯佚〉，1993 年 11 月 4 日訪臺輔仁大學演講。（參見季旭昇：《說文新證‧

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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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偏旁或筆畫簡省而成的異寫字 

  在《九經字樣》異體字中，由偏旁或筆畫簡省而成的異寫字共有十例：一、

「售」異寫成「 」，二、「闡」異寫成「 」，三、「乾」異寫成「 」，四、「牟」

寫成「異 」，五、「經」異寫成「 」，六、「興」異寫成「 、 」，七、「夾」

異寫成「夹」，八、「齎」異寫成「 」，九、「允」異寫成「 」，十、「當」異

寫成「 」，以下逐一介紹： 

 

  「售」之異寫字「 」，「闡」之異寫字「 」，二者都是為了書寫簡便，將

本來的偏旁「口」寫成形近的偏旁「厶」。《說文》口（口）：「人所以言食也」；《說

文》厶（ ）：「姦 也」，二字義異，不可混用。不過「口」與「厶」相混的例子

不少，在此要看《九經字樣》所見的「 」、「並 」二字之例。 

 

1.「售」作「 」 

   《九 字樣》售：「音授。從口，雔省聲。作經 者訛。」《說文》售（售）：

「賣去手也。从口，雔省聲。《詩》曰：『賈 不售 ，《說文》未見用 』」 「 」。「售」

骨文、金文未見，戰國文字有「 （郭.成 29）」，從隹從口，「售」之異寫字「甲 」

文 ，如「 （s10《詩經》）」，亦可見「常可見於敦煌 獻中 」的稍微變體者（多

一橫者、筆畫延伸者，但皆從厶），如「 （p3906 碎金》）」、「《 （雲 24《八

相變》）」、「 （成 96《目蓮變文》）」。 

 

2.「闡」作「 」 

   《九經字樣》闡：「《易》曰：『闡幽』 作。 訛」，《說文》闡 ）：「開也。

从門單聲。《易》曰：『闡幽』」，考

（闡

《說文》未收此字。《說文》單（單）：「大

。从。亦聲闕」，看「單」的甲骨文「也 （乙 3787）」、「 （乙 1049）」，

金文「 （弔 鼎）」單 、「 （王盉）」本非從「口」，大概《說文》以後固定寫為

從口的「單」。「闡」字甲骨文、金文未見，東漢時碑文中「闡」字，幾乎都寫成

從口，如「 （鮮于璜碑）」、「 （ 晨碑）」、「史 （張表碑）」、「 （魏受禪

表）」，但到了唐代常可見從厶的「 」，如「 （唐柳公權玄祕塔碑）」、「 （唐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此外，從《九經字樣》所收的「齎」之異體字「 」、「 」中可見，「口」

簡寫成「厶」的現象。 

 

3.「乾」作「 」 

  《九經字樣》乾：「音虔。又音干。上從。音幹。下從乙。乙音軋。乙

謂草木萌甲抽乙而生。謂日出，光也。故曰乾為陽。陽能燥物。又音干。

、虔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別作干 ，音虔。作乾，音干。誤也」，依據唐氏所

音「虔」、「干」，「乾」用作讀若「虔」時，常俗寫成「言，「乾」有兩個字 」；

「乾」用作讀若「干」時，常寫為「乾」，這樣分別使用的情形讓人誤以為「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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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非一字，而字形、字音不同的二字，唐氏指出此為誤解。 

  《說文》乾（乾）：「上出也。从 ，乙，物之達也，倝聲。乙 篆文乾」，「乾」

甲骨文、金文未見，始見於《說文》的小篆「 」，至東漢「乾」大部分都從倝

從乙，從六朝開始「乾」之右旁訛變為「 」、「」，此寫法沿用至唐。「乾」的

異寫字「 」，它是「乾」的筆畫簡省而成的，先簡寫成「 」，再簡寫成「 」，

《集韻》乾：「俗作  」，《正字通》 ：「俗字乾」，由此可見「 」、「 」的寫

法被視為俗字，常常用在民間。 

                            

   說文     說文    睡虎地簡   居延簡甲 一號墓竹簡   曹全碑   遣碑 

   篆文      小篆     50.92       138

張

3       214 

                    

  乙瑛碑    禮器碑  鮮于璜碑   史晨碑       張遷碑    南北朝     隋 

    魏靈藏造像記  橋紹墓志                          

          

唐.褚遂良   唐.褚遂良  唐.歐陽詢 

同洲聖教序  雁塔聖教序 九成宮醴泉銘 

［表 6-20］「乾」之字形演變 

4.「牟」作「

 

」 

牛，象其聲气从口出」，「牟」字甲骨文、金

牛，上部的一橫表示牛鳴時其聲氣從口中

出來的樣子。段注《說文 ，季旭昇亦指出，虎鳴

西周金文作「

  《說文》牟（牟）：「牛鳴也。从

文未見，始見於秦之高奴權，從一橫從

》云：「此合體象形。與羋同意」

於 」，作旁的「乙」形是表示虎鳴的指事符號，到了東漢訛變成

題在於下半部，在東漢的石碑中常刻成從厶從「厶」。不過此字問 的「 」，

省略「牛」的第一筆，以失去了字形的理據，故唐氏在《九經字樣》所言「牟：

牛鳴也。作 訛」，視「牟」的異寫字「 」為訛字。從「 （南北朝太妃侯.

為幼孫造像記）」的字形中可見，甚至訛寫成从厶從干之形。 

                 

高奴權  說文 漢印徵  熹.春秋.  乙瑛碑     曹全碑    張遷碑  南北朝太妃侯 

         小篆           昭五年                      為幼孫造像記 
 

 ［表 6-21］「牟」之字形演變 

 

5.「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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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經：「作 者訛。」《說文》經（經）：「織也。从糸巠聲」，《說

文》巠（巠）：「水脈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省聲。一曰水冥巠也。 古文巠

不省」，依據《說文》和以下 旁下部本從「」或

工」，但《說文》小篆寫成从「工」的「巠」，到了東漢，還出現從「土」的經，

法 了很多種，如：「

「經」之古文字形，「經」之右

「

（乙瑛碑）」、「並且右旁的上 部寫半 也出現 （衡方碑）」、

「 （西狹頌）」等，已經出現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所言的「經」之異寫字「 」。

另外，從「 （晉.王羲之.集字聖教序）」、「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唐.

歐陽詢.行書千字文）」等字可見，在大陸通用的簡體字「经」的右旁上部為草書

楷化的寫法。 

                             

虢季子   齊陳曼   郭.   天.策    說文   繹山碑   老子甲後  華山廟碑  熹平石經   

白盤              太.7           小篆             459 

                     

 乙瑛碑    鮮于璜碑    西狹頌  南北朝.王遠    南北朝  衡方碑     史晨碑   

                                                         石門銘      敬使君碑 

            

隋.智永   唐.靈飛經   唐.歐陽詢

 

 

真草千字文             化度寺碑 

［表 6-22］「經」之字形演變 

 

6.「興」作「 、 」 

 從同從。音輂。象兩手下從 《九經字樣》興：「起也。上 。 音邛。

亦是兩手謂眾手同力能興起也。今或作 、 皆訛。」甲骨文「 」象四手抬

盤之形，金文、戰國文 」字的存在不太固定，

言之，「從凡從」，或者「從同從」。許慎在《說文》中解釋說，興（興）：

從 同力也」，依據許慎的說法，「口」字不可省寫。不過東漢時

一 字的有些字增「口」形，但「口

換

「起也。從 同。

「 （武威簡.燕禮 43）」、「 （張遷碑）」等，將「口」字簡寫成一橫，從中

可見，人們書寫時忽略「興」字中「口」的理據，為了書寫簡便省略筆畫，這樣

的習慣一直到唐朝都未消失，於敦煌文獻中亦可看到，如：「 （敦研 187《太

子瑞應本起經》）」、「 （敦研 007《大慈如來十月廿四日告疏》）」等，唐氏還指

出「 」的字形不合正字「興」的字樣。 

                                 

興壺  前 5   興鼎  甲    父辛爵  馬盟書   齊.陶彙  晉.陶彙   楚.帛乙    

     22.1     1479               3.885     3290      8.29       

 199



                        

說文  武威簡   武威簡   武威簡   熹.儀禮.  乙瑛碑    史晨碑      張遷碑 

小篆  有司 30  泰射 30   燕禮 43   鄉飲酒 

             

南北朝      隋.智永       唐.褚遂良 

 
張猛龍碑    真草千字文    雁塔聖教序 

［表 6-23］「興」之字形演變 

 

7.「夾」作「夹」 

 訛。莢、陜等字從之」，可見「夹」為「夾」

从大俠二人。」甲骨文「

 《九經字樣》夾：「音郟。作夹者

之異寫字。《說文》夾（夾）：「持也。 （佚 792）」、「

（南坊 4.422）」，金文「 （夾盂鼎）」、「 （夾壺蓋）」，戰國文字「 （燕侯

簋）」、「載 （陶徵六六）」，《說文》小篆「夾」皆從大二人，故唐氏強調說「夹」

今，為了書寫簡便，人們常常將「夾」簡寫成「夹」，如：「為訛字。自從東漢至

（曹全碑）」、「 （唐國銓善見律）」，並且以「夾」為偏旁的字常常簡寫成「夹」，

如：「 （狹.西狹頌）」、「 （陝.張遷碑）」、「 （莢.武威醫簡 71）」等。 

 

8.「齎」作「 」 

  《九經字樣》齎：「濟平。持遺也。作 者訛。見《周禮》」，《說文》齎（齎

「持遺也。从貝齊聲」，從此可見正字「齎」的異寫字「

）：

」為由「齎」之聲符

「齊」 寫而成的。《玉篇》 ：「子兮切。行道所用也。持也。備也。給與也簡 齎 。

也。又子斯切。歎辭。 ，俗。」《干祿字書》付 ／齎：「上通。下正」，《正字

通》 ：「俗齎 。字 舊注同。齎誤別作 亦非」，三書皆收正字「齎」之異寫字

「 」，「齊」簡寫成從二口的「 」，從「 （北魏安樂王墓誌）」、「 （唐褚遂

良房玄齡碑）」等字中亦可見。「齎」之異寫字「 」便為將「 」之二口簡寫

二厶而成的。 

                                 

 古       說文    睡虎地簡    睡虎地簡    老子甲     漢印徵    北魏安樂王      

        小篆     25.39      6.202        147    狄齎之印      墓誌 

 

  

                     

唐.褚遂良 .李靖碑    圈灣簡  唐 唐.徐浩    唐.顏真卿 敦煌馬  

房玄齡碑   不空合尚碑    干祿字書           

［表 6-24］「齎」之字形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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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允」作「 」 

《九經字樣》允： 尹。  「音 信也。作 者訛。 「」甲骨文「允」如， （佚

227）」、「 （甲 2915）」，關於甲骨文允的字形解釋，眾說紛紜。譬如，羅振玉認

頭上進而益上之形43，

高鴻縉認為像倚人畫其點 躬低頭，雙手向後下

垂，以表示恭敬、誠信的樣子45等，但尚未有公認的學說。戰國文字「允」，如

為卜辭之允字像人回顧形42，林義光認為允字上像其頭，

首允許之形44，趙誠認為像人鞠

「 （郭店.成 ）」、25 「 （中山王壺）」等，從 從儿，或者從 從女。《說文》

小篆寫成「允」，與古文字形顯然不同，徐注《說文》允（允）：「信也。从儿

聲」，允之聲符「」46，隸變後寫成「厶」，然後到了六朝「厶」與「儿」連筆

寫成「 」，此寫法沿用至唐，其例如：「 （南北朝.高湛墓誌）」、「 （唐.

顏真卿.郭家廟碑）」、「 （唐.薛稷.信行禪師碑）」、「 （敦煌文獻p2173《御注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宣演卷上》）」等。 

                                

 佚   班簋    郭    郭      郭     帛甲  中山王壺 石鼓文   說文  老子乙前    

 227        成 25     緇 5    成 36    66.7               小篆      上    

  

   79

                     

 堂谿典嵩山 夏承碑 晉辟雍碑   衡方碑    南北朝  唐.顏真卿  唐.薛稷 

石闕銘               高 誌 信行           湛墓   郭家廟碑 禪師碑

［表 6-25］「允」之字形演變 

 

10.「當」作「 」 

 《九經字樣》當：「田相值也。作 者訛」， 「可見 」 當」 寫字。

分字形，

為「 之異

依據《說文》當（當）：「田相值也。从田尚聲」，「口」為聲符「尚」的部

「田」為義符，不能連筆寫成一個偏旁之形。其訛變之形始見於「 （武威簡.

特牲 43）」、「 （武威醫簡. 91 甲）」，沿用至唐：「 （南北朝.高湛墓誌）」、「 （唐.

薛曜.秋日宴石淙詩）」，亦可見於敦煌文獻中，「 （p3627+p3867《漢將王陵

變》）」、「 （敦研 016《自在王菩薩經》）」。如此的連筆而成的異寫字現象亦可見

於「會」與「富」，如：「 （武威簡） 「」、 （孫臏 83）、「」 （馬王堆）」、「

（p2524《語對》）」，都是以求書寫簡便。有些學者認為這種現象為在正字草書體

                                                 
42羅振玉：《殷虛書契考釋》，台北，藝文印書館，1969 年，頁 54。 
43林義光：《文源‧卷七》，頁 3。（收錄於《石刻史料新編》，第四輯，新文豐，2006 年，頁 569。） 
44高鴻縉：《中國字例》，台北，廣文書局，1971 年，頁 278。 
45趙誠：〈甲骨文虛詞探索〉，《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1986 年，頁 278。 
46段注《說文》：「大徐作从儿聲。非聲也。今依《韻會》所據小徐本，用也。任賢物貳是

曰允。此會意字」，段氏反駁徐說言，「非聲也」。（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藝文印書館，

2005 年，頁 409）今人學者陳煒湛反駁段氏視「允」為會意字，陳氏以甲骨文證之，「允」之字

形為人的某種狀態，當為獨體象形字。（陳煒湛：〈甲骨文「允」字說〉，《古文字研究》，第 25
輯，2004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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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楷化形成的。47 

 

（四）由筆畫延伸而成的異寫字 

  由筆畫延伸而成的異寫字與正字字形上無很大差別，只是某一畫的長短不同

而已。可見於《九經字樣 的「筆畫延伸」 例為「彰」作「》 字 」： 

  《九經字樣》彰：「明也。從從章。章字從音從十。十者數之終。謂樂章

之終也。作 訛」，《說文》彰（彰）：「文彰也。从彡从章，章亦聲」，《說文》章

章）：「樂竟為一章。从音從十。十，數之終也。」由此可見，唐氏根據許慎的

說的正字「彰」和異寫字「

（

說法來解釋「彰」之字形。唐氏所 」之區別在「章」

字的最後一筆貫穿「日」的與否，換句話說，即最後一筆的筆畫延伸與否。看以

下章之字形表，從金文到東漢末的碑文，除了《說文》小篆「 」 鼓文「和石 」

以外，皆非從音從十。張桂光48和杜忠誥兩位學者指出過「章」是附會「樂竟為

一章」的意思變來的，杜忠誥進一步探討說，如此的現象可以解釋為秦之「書同

文字」的結果。接著說明，「章」的寫法到了北朝才見於碑誌文字中，如：「 （始

平王墓誌）」，直至唐代，「 」與「章」常常混用，而且「章」 為顏元孫的《干

祿字書》正體，再加上唐玄度解釋「彰」為「作

列

訛」，此是唐朝以後「章」被

認為正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杜氏還提出了今本《說文》對章字的解釋必經後人竄

改，「从音從十。十，數之終也」此句可能是後人所妄增。49筆者認為雖然因杜

氏的後人妄增《說文》說尚未確證而不能斷定，但秦之「書同文字」的文字規範

化對章字有所影響的說法，其有一定的道理。 

  綜觀，唐氏在《九經字樣》中，定為正字的「彰」，本為訛字，反而正體「 」

淪為訛字，甚至訛體的寫法使用至今，唐朝正字運動的影響力可見一斑。 

章 
                                     

乙亥簋    頌簋    楚帛書    信陽楚簡   石鼓文    說文  漢印徵 漢印徵 

                           小篆    1       2 

                        

老子甲  相馬經   孫臏     流沙簡   曹全碑   張遷碑  隋.智永    唐.顏真卿 

137     6 上     154     小學 1.1            真草千字文  麻姑仙壇記 

彰 

                        

 古陶   說文   楊叔恭殘碑 鮮于璜碑  東漢        隋         信行   峿台銘 

      小篆                       夫人劉氏墓誌 張貴男墓誌  禪師碑 

                                                 
47劉中富：〈干祿字書俗字研究〉，《中文自學指導》，2002 年，第 3 期，頁 44。 
48張桂光：《古文字論集》，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頁 21。 
49杜忠誥：《說文篆文訛形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博士論文，2000 年，頁 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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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章」與「彰」之字形演變 

 

（五）由於書寫繁化造成的異寫字 

  「書寫繁化」並非漢字演變的主流，不過為求美觀，增加飾筆，或者不小心

多寫

化」

一兩筆，結果產生書寫繁化而成的異寫字。可見於《九經字樣》的「書寫繁

之例，共有三例：一、「冄」異寫成「 」，二、「犮」異寫成「 」，三、「京」

異寫成「」。 

 

1.「冄」作「 」 

  《九經字樣》 ／冄：「染平。毛冄冄也。象形。上說文。下隸變。 、 、

等字並從冄。經典相承作『 』，音染。」《說文》冄（冉）：「毛冄冄也。象形」，

段注《說文》云：「冄冄者，柔弱下垂之皃」 看「冄」之字形演變， 文「。 金 （師

簋）」、「 （南疆鉦）」、「 （相邦冉戈）」，《說文》小篆「 」，「冄」為從「 」

筆而成的正字，異寫字「連 」為「冄」的增一豎之形，如此的寫法已可見於東

漢的「 （鄭 碑固 ）」，顧藹吉在《隸辨》說，「冄」隸訛成「 」。 

  不過《漢語大字典》未收「 」，而只收「冉」，可見將「 」的第三筆減縮

成「冉」，朱駿聲在《說文通訓定聲》中云：「冄，今字誤作冉」50，可見從「冄」

經過筆畫之繁化和減縮而成的「冉」已成為現在的正字。 

                             

2.「犮」作「

寫

   

」 

  《九經字樣》犮：「音跋。犬走。作 者訛。」《說文》犮 犮）：（ 「走犬皃。

「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 犮」從犬從丿，犮上再增丿而寫成「 」，會

破壞此「犮」字形本來表現出來的本意。《字鑑》亦根據《說文》解釋其字形，

還指出「犮」之相似字：「犮，蒲撥切。《說文》犬走貌。从犬加。與朋友字不

者从犮。俗作、。」 

.

法作品中看到的隸楷

京」字幾乎都寫成多一橫的「」，反而很難見「京」。並且凡從京的許多的字

，

同。凡跋、拔、黻、韍、鈸諧聲

 

3 「京」作「」 

  《說文》京（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省，丨象高形」，「京」為象形字，

宮觀亭臺高聳之形。《九經字樣》京：「音驚。人所居高丘也。從高省。就字從之。

作訛」，《九經字樣》正字「京」從《說文》字形，不過看以下字形表不難看出，

包括「熹平石經」中「京」字，從東漢至唐朝，在碑刻、書

「

都從「」：景（如 張遷碑）、涼（如， 曹全碑）、諒（如， 景北海碑）

等亦從「」。也許就像歐昌俊在《六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中云：「京作，

充填內部作飾」51，「」的字形是由心理因素的作用而成。不過，因「京」為

象形字，而增一畫寫成「」，也對此字的影響不大，故人們於認字時無礙。 

                                                 
50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台北縣，藝文印書館，1994 年，頁 179。 

219。 51歐昌俊：《六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 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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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為常見的「京」之異寫字，「」的寫法從東漢至唐一直流

行。顏元孫在《干祿字書》中言，／京：「 通下正」；上 ／涼：「炎涼字並俗。

下正」，唐氏也在《九經字樣》中定「京」為正字，從此至今，「京」一直被認為

是正字，此就像與「彰」一般，也是證明著唐代正字運動的效果。 

京 

                        

前 4.   班簋    楚.璽彙   秦.璽彙     說文  京兆官弩鐵  禮器碑    韓仁銘 

32.6            279       3093       小篆 

                     

文   孟法師碑   

熹.易.校記   張遷碑     南北朝    隋.智永   唐.褚遂良   

              李璧碑  真草千字

［表 ］「京 字形演變6-27 」之  

 

（六）由保留初文字形而造成的異寫字

  字的異體字卻

保留了初文的寫法。可見 形」之例者有二：一、

切」異寫成「

 

我們一般認為古文與隸楷書的字體有很大的距離，不過有些楷

於《九經字樣》中「保留初文字

「 」，二、「互」異寫成「 」。 

.

 

1 「切」作「 」 

  省「七」為「十」的「 」便為「切」的異寫字，《九經字樣》切：「從刀

七聲。作 者訛 《說文》切（切）：「刌也 从刀」， 。 七聲」，《說文》未收「 」。

然《玉篇》收此字， ：「力德切。十人也」，但與「切」字音、字義皆不同。 雖

  「切」異寫成「 」的字例常見：「 （武威簡.有司 12）」、「 （南北朝

牛厥造像記）」、「 （南北朝孝文皇帝並北海王母子造像記）」、「 （隋智永真

草千字文 「）」、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亦可見於敦煌文獻中，如：「 （ 藝

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七》）」、「

津

（敦研 306《小品般若波羅蜜經卷第九》）」

等。那麼為何會常見「切」寫成「 」的字例呢？ 

  甲骨文、金文中將「七」寫成「 」，此就是「切」之初文，與金文以後的

「十」字無別， 是橫畫較長而已，到了戰國時期，才可見現在「七」

依據劉宗漢的〈釋七、甲〉一文，使用利器（如鋒利的石刀）在器物上（如陶器

或木材）作「

只 的字形。

」形刻劃的起源很早 在西安半坡出土， 的陶器上就已經有這種刻

劃了，而這種「 」形的刻劃應即是「切」的朔義。根據文字演化規律，「 」後

加刀符成「 」，隸定作「切」。52 

  因為「切」在隸變以後而成為正字，故「 」被認為是訛字，實際上「 」

的寫法只是還保留著「切」之初文字形而已，從「忄」的「 （唐賈仕通墓誌）」、

                                                 
52劉宗漢：〈釋七、甲〉，《古文字研究》，第 4 輯，1980 年，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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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力」的「 （p2305《妙法蓮花經講經文》）」才是訛字。 

十 
                                               

  甲      前     我鼎   守簋   申鼎    望   鄂君舟節  酓章鎛  三體石經 

  870    1. .5                        Ｍ27 5

七 
                                 

 

    210     12 

 後下     合      井鼎    此鼎丙      包       曾      信 2.     三體石經

 9.1      103                        118   

［表 6-28］「十」與「七」之字形演變 

 

2.「互」作「 」 

  推握也。俗作《九經字樣》／互：「音護。可以收繩者。中象人手所 者

訛。上說文。下隸省 竹，象形。中象人

所推握也。互或省。」「互」之異寫字「

。」《說文》（）：「可以收繩也。从

手 」與「牙」常常混用，看以下［

與 之字形演變可見，「牙」之有些字，如「表 6-29］「牙」 「互」 （隋.姚辯墓志）」、

「 （唐.高宗.李勣碑）」等，與「 」極為相似。為何有如此的現象呢？ 

  其實，「互」本為「牙」之分化字，「互」之異寫字「 」保留其初文字形，

故可見二字字形相近的情況。最初張自烈在《正字通》中云：「俗互字或謂 ，

與牙本同一字」，章太炎亦在《小學答問》中指出「互」本「牙」之或字，後來

今人學者季旭昇在〈釋互〉一文中對此課題有專門探討，並證成其說53。季氏在

該文中，先存疑《說文》對「（互）」的解釋，他考察其它文獻中「互」之用

法之後發現，完全沒有一點「收繩器」的影子，可能今本《說文》把「互」字列

為「」字的或體，並不是《說文》的原貌。然後考察二字字形，例一，「牙」

之古文「 」中部分字形「 」與《說文》中「互」之字形「互」相近，例二，

秦陶文牙「 」與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切韻》中互「 」字形完全相同。並

且，「牙」字的上古音在魚部開口一等，「互」字的上古音在魚部開口二等，二字

的上古音非常接近。季氏最後列出古籍中「牙」、「互」二字相混的很多例子54，

以此證明「互」本為「牙」之分化字，筆者認為季說甚確，解決「互」為何有「 」

的異寫字的問題，非常值得參考。 

  有關「 」的記載可見如下字書中：一、《龍龕手鑑》 ：「俗。」二、《彙

音寶鑑》 ：「牙之誤字。」三、《增廣字學舉隅》牙／ ：「上音芽。齒也。本

                                                 
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所、

五加反，鄭讀為互。」二、《周禮．牛人》：「凡

53季旭昇：〈說互〉，《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國立中央大

中華民國文字學會主辦，1993 年，頁 27-42。 
54一、《易．大畜》：「豶豕之牙。」《釋文》：「徐

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釋文》：「互、劉音護；徐音牙。」三、《漢書．劉向傳》：「宗族盤互。」

顏師古注：「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若犬牙相交入之義也。」四、《漢書．谷永傳》：「百官

盤互」，顏注：互字或作牙，此外的例子可見於季旭昇〈說互〉，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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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作 。下即互字詳後俗語字，音內。」四、《字彙》 ：「與互同，見釋藏。」 

牙 
                                 

 敖       說文     古璽文編   古陶文    說文    漢印徵      孫子 

            古文      2.14      徵字      小篆                 128  

                                

 魏.上尊號奏   後魏.      隋.     唐.歐陽通   唐.高宗    明.陳繼儒 

 虎牙將軍     張元墓志  姚辯墓志 道因法師碑    李勣碑       詩 

互 
                                          

 說文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   蔣斧舊藏     《敦煌俗字譜》   晉.王羲之 

恐帖  小篆  補缺切韻》去聲 13 《唐韻》去聲 11   第 0025 號   然

             

新撰字鏡    唐.孫過庭  敦煌文獻 

 第 135        書譜   096《雙恩記》 

［表 6-29］「牙」與「互」之字形演變 

 

（七

  「」，此四個正字的異寫字為「

）由隸變、隸定而造成的異寫字 
《九經字樣》所收的「迺」、「早」、「戎」、

（ ）」、「 （早）」、「 （戎）」、「 （享）」。依據《說文》，前三者為「迺」、「早」、

戎」隸變前的字形，即將《說文》小篆字形隸定寫成楷書，最後一者「「 」為

「」之隸變後字形。另外，正字「 ／蛇」的異體字「 」是因「 」的隸

，這六字的字形變化較為大，顯定不同而成的異寫字。比起前面所介紹的異寫字

現出隸變、隸定對字形之影響頗大。  

  還有，唐氏以為「參」與「 ／ 」兩者不同，字音也不同：《九經字樣‧

日部》 ／ ：「音森。商星也。上說文。下隸省。與參字不同。參音驂。參字

從。音累。今經典相承通作『參』」，他還以為「 」為「 」之隸變字，筆

者認為此非是。筆者在本論文第五章第一節中已所探討，「參」就是「 ／ 」

之隸變字，因此可以將「參」歸入「由於隸變造成的異寫字」中。 

 

  不過，筆者存疑「戎」與「 」、「早」與「 」二組的字恐怕不是隸變造成

的異寫字關係。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說：「大概漢代某些學者誤以為

『戎』字所從的『十』是古「甲」字（甲冑也是重要的武器），所以把戎的篆文

成了『戎』。」55杜忠誥亦在《說文篆文訛形研究》中補充說：「由於從「甲」

                                                

改

 
5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北京，商務印書館，2006 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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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戎」字古篆文訛形在漢、晉以前的文字資料中，並未出現，卻開始並且大量

見於宋初的傳抄古文著錄，以及宋人的書寫文字實物中，我們利用這些文字資

料，既可推知「戎」字篆文由從「十」訛為從「甲」的演化跡象，也有足夠的理

由試作如下之判斷，「戎」字篆文訛為從甲的時代，應當就在北宋以前的五代或

唐代，絕不可能如裘錫圭先生所說的是在「漢代」。」56看以下「早」與「戎」

之字形演變，的確未見從「甲」的「早」和「戎」，對如此的現象，季旭昇在《說

文新證》中解釋說，《說文》把某些篆隸中的「十」字形誤釋為「甲」，「早」、「戎」

可能是屬於這種情形。57綜合三位學者的見解，唐氏在《九經字樣》解釋「早」、

「戎」皆從「甲」，不可從。 

早 
                        

中山王 鼎  郭     郭      說文   睡虎地簡 堂谿典嵩山  夏承碑  唐.褚遂良 

      16.12  1.2.1   小篆     10.2   石闕銘             雁塔聖教序 

戎 
                          

 拾    前   周甲    繹山    郭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  張遷碑  唐.虞世南 

9.12  8.11.3  孟鼎    刻石  6.113   小篆          甲後 431       孔子廟堂碑 

［ -3 早 「 之字 變 

 

（八

  「 ，

《九經字樣》所見的 ：一為「艹」異寫

成「

表 6 0］「 」與 戎」 形演

）由草書楷化而成的異寫字 

草書楷化」指用草書的寫法來直接寫成楷書，它們都可屬於正字的異寫字

「草書楷化」之例共有七例，可分成三類

」；二為「方」異寫成「扌」；三為「丌」異寫成「大」。 

.

 

1 「艹」作「 」 

  關於「艹」的字形變化和某些部分字形訛變成「艹」的問題，清代顧藹吉在

《隸辨》中論述過： 

  艸與《說文》同從二屮字在上者或作 、 亦省作 。經典相承用

此字，亦變作 或作 ，與 字異文相混或作 ，與字省文相混。

字在左者作 ， 字從之。芻亦從艸或省作 。萬本作 ， 本作 ，上象

蟲形，變從艸。從 或作 訛從艸。從竹、從、從从之字或訛從艸，黃、

三  

  部 的

公艾翻

盍蓋之類。張參《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見艹音草。玄宗皇帝御注《孝經》

堇、革、、共字亦或訛。」（《隸辨‧六》 ）

 

「艹」字字形變化有關的問題，亦可見於《九經字樣‧艹 》 「蓋」字中： 

  蓋:「案《字統》 ，苫也，覆也。《說文》公害翻，從艹從盍，取

                                                 
56杜忠誥：《說文篆文訛形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博士論文，2000 年，頁 337。 
57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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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臺亦作蓋。今或相承作盖者，乃從行書艹與 、 、 等字並皆訛俗。

可施於經典。今依《孝經》作蓋。」 不

  顧氏和唐氏皆探討過「艹」還可寫成「 」，唐氏較為清楚地解釋此屬於「草

書楷化」現象，看唐氏所舉的字例的行草字形，「蓋」之行草體，如：「 （唐釋

.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晉王羲之.喪亂帖）」、「懷仁 （s343《願文範本等》）」；

」之行草體，如：「 （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若 （唐虞世南.汝

主墓志名稿）」、「南公 （唐陸柬之.文賦）」；「著」之行草體，如：「 （晉樓蘭

殘紙）」、「 （唐釋玄序集.王羲之書金剛經）」、「 （唐武則天.升仙太子碑）」；「荅」

之行草體，如：「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敦》p2965. 佛說生經）」，從

此足見唐氏的說法甚確。 

  「艹」寫成「 （）」之現象，還可見不少字中，如： （草「相馬經一

下」）、 （莎「流沙簡」） （蒼「居延簡」）、 （莫《禮器碑》）、 （葉《曹

全碑》） （藥《曹全碑》）等。 

  要補充說明的是「荅」字，此字為「艹」與「竹」的偏旁混用的代表之例，

《說文》荅（荅）：「小尗也。從艸合聲」，《說文》未收「答」字，大部分的學者

「都解釋說，「答」為 荅」之俗字，即形近而誤之例。同樣的例子有「節」，它本

从竹，但常常發現從艹的節，如： （鮮于璜碑）、 （張遷碑），然後「艹」

寫成從「 （）」的節，如： （禮器碑）。 

蓋 
           

武威簡  鮮于璜碑  衡方碑  曹全碑 

特牲 20            

若
         

武威簡  南北朝 隋.智永 唐.柳公權 

服傅 7 牛橛造像記 真草千字文 金剛經 

荅 
        

武威簡    石門頌   流沙簡    

 

土相見 9      

著
          

 武威簡  居延簡  顯祖成嬪    司馬昺  

                  墓誌銘     墓誌銘    

［表 6-31］從「 」之楷體「蓋

2.「方」作「扌」 

  

」、「若」、「荅」、「著」 

 

《九經字樣》游：「作 者訛」；《九經字樣》於：「作 者訛」，「游」與「於」

二字 」而成。二字的部件「方

而為一，其 」。 像「

皆由部件「方 」，當作偏旁用時，常常與「扌」混

原因為「草書楷化 看隋唐「於」、「游」的草書，「於」寫成 」，

：「如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唐太宗.尺牘）」、「 （歐陽詢.史事帖）」、

「 （褚遂良.枯樹賦）」、「 （李邕.麓山寺碑）」；「游」寫成像「 」，如：「

（李邕.古詩冊）」、「 （遊，王羲之.蘭亭敘）」，可見「方」之草書寫法與楷書

「扌」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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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北朝.鄭道昭 南北朝 唐.歐陽詢  

鄭文公下碑 張猛龍碑 九成宮醴泉銘 

子游殘碑   敦研 119         096 

小學 1.1 佛說太子瑞應本起經 雙恩記 

［表 6-32］從「扌」之楷體「於」、「游」 

 

3.「 」作「奠」 

  《九經字樣》 ：「祭也。從酉，酒也。 者

訛。 機。 ，

從金文繁化為丌。《 下其丌也。《禮》

奠祭者」，段注《說文》云：「酒器也。从酋以奉之。《周禮》六奠，犧奠、

、 大奠、山奠。以待祭祀賓客之禮。尊奠或从寸。」《九經字

從丌，几也。從八分列也。作奠

凡典、巽、其、畀之類並從丌。丌音 」甲骨文「奠」從酉從一，非從丌

說文》奠（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

有

象奠 箸奠、壺奠、

樣》的「 」從《說文》小篆而隸定，從八從酉從丌，此寫法楷變以後還是主

流的寫法。但因草書「奠」寫成從「大」，如：「 （唐懷素.聖母帖）」，而產生

了異寫字「奠」，現在反而成為正字的寫法。根據《說文》對「丌」的解釋，丌：

「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凡丌之屬皆从丌。讀若箕同」，此字的下半部「丌」

為象形字，與「大」毫無關係，且從大的「奠」不合「 」之本義，唐氏將「 」

定為正字，甚確。 

                                                 

    乙       後下    叔向簋      楚帛書    秦公簋   文      祀三公山碑  

   6583      38.3   

說    

                                    小篆                     

                                           

   馬王堆    漢帛書    熹.儀禮    隋.蘇孝慈     唐.歐陽通      唐.虞世南 

                        既夕        墓誌銘       泉男生墓誌    孔子南堂碑 

［表 6-33］「奠」之字形演變 

（九）由變換結構而成的異寫字 

 

1.「 」作「 」 

  《九經字樣》 ：「賤也。執事者。從從甲。作 者訛」，《說文》卑（卑）：

「賤也。執事也。從從 解釋「卑」，將從甲一

一撇的「

甲」，從此可見唐氏根據《說文》

橫 」定為正字，將從田十一撇（拆開結構之形）的「 」看成訛字。

但正字「雖然唐氏根據《說文》解釋字義， 」和其異寫字「 」都與《說文》

有  小篆 出入。

  觀察《說文》小篆「卑」以下字形，「甲」字的最後一筆皆寫成一撇，非一

豎。唐氏將「 」看成正字，無法解釋「 」的字源。不過敦煌文獻中，可見

《九經字樣》正字字形「 （敦研 032《四分律》）」，此表示當時人們書寫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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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字形。而且，「 」的異寫字「 」的字例也在楷書字形中不少見，如：「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隋龍藏寺碑）」

不

等。 

  還要補充說明的是，《說文》對「卑」解釋的問題。許慎云，卑字「從從

甲」，對此徐注「右重而左卑。故在甲下」，段注：「古者尊又而卑。故從在

甲下。甲象人頭。」 過我們現在看以下字形就可知，「卑」字未必從「」，「

（余卑盤）」、「 （郭店 3.23 」等從「又」，且可見《說文》以後的字形亦從「又」，

如「

）

（古地圖）」。因此筆者從季旭昇說「卑為手持卑物之形，引申為卑下、卑

者」58，如此的解釋比較妥當。 

                                        

   合      余卑盤    散盤     馬盟書   中山王鼎     晉.璽彙      郭 

  37677                                                 3525        3.23 

                             

 說文    縱橫家書   古地圖 武威簡   尹宙碑     石門頌    敦研  唐.虞世南 

廟堂碑  小篆     甲服 46       四分律                           032   孔子

［表 6-34］「卑」之字形演變 

 

2.「出」作「 」 

。  《說文》出（出）：「進也。象草木益滋上出達也。」《九經字樣》出：「進也

象草木益滋上出達也。敖、等字從之。作 者訛。」從以下「出」之字形演變

可見，甲骨文、金文「出 外出之形，許慎的說法

不可從。《說文》小篆寫為「出」，經過隸變之後筆畫變直，結構也有改變，兩個

寫 一字。但後來出現從二山的「出」之異寫字「

」從口或凵從止，從居住的地方

部件的字連筆 成 」，「出」之字

義與「山」毫無相干，故唐氏視「 」為訛字。人們對出字的誤解始見於東漢「曹

全碑」「 」的字形中，其下半部為從山。從唐代可見「 」的寫法，如「  （唐

顏真卿.東方朔畫像贊）」、「 （唐李邕.出師表）」，「 」還收錄於明代張自烈的

《正字通‧凵部》中，張氏言「出：俗從兩山作 」，從此可見「 」的寫法被

使用得很久。 

 

                              

 甲     甲     後上     前 7     班簋   毛公鼎 頌簋   侯馬盟書    包     說文  

476     241    29.10    28.3                                   228   小篆     

                                                 
58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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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簡  孫臏   武威簡  熹.儀禮. 史晨碑   西狹頌  曹全碑  唐.顏真卿 唐.褚遂良 

24.29      53    少年 32   士虞                         東方朔畫像贊大字陰符經 

［表 6-35］「出」之字形演變 

 

 

（十）由避諱而成的異寫字 

 「淵」的異寫字「 」是為了避「淵」之諱，故意缺一筆的字形。比起「形

近而誤的異寫字」，「由避諱而成的異寫字」具有濃厚的人為特色。 

角度來探討了《九經字樣》所見的十二個「異構字」

現，有些正

和異體字的關係，並不容易歸類，即難以區分它們為「異構字」或為「異寫字」。

 

  以上從異體字產生原因的

和四十八個「異寫字」，通過「異構字」的觀察能夠了解漢字的構形規律；通過

「異寫字」的觀察能夠了解漢字的演變規律。不過，在分類過程中發

字

因為筆者認為將某些「局部性異構字」亦可看成「部件異寫字」，譬如：「 」與

「龕」，筆者將此二字歸入「由替換偏旁而成的異構字」，但從某種角度來看，也

可以將它們歸入「形近而誤的異寫字」。相反，某些「部件異寫字」亦可看成「局

部性異構字」，譬如「筋」與「 」，筆者將此二字歸入「形近而誤的異寫字」，

但某種角度來看，也可以將它們歸入「由替換偏旁而成的異構字」。另外，筆者

上文尚未探討的「 」與「」59、「 」與「餕」二組之字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筆者透過本節的論述中發現，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收錄的六十

個異體字組當中，其中的正字至今還是正字之比率約達 83%，而且該書中異體字

到了現在變成正字的比率才有「燬」、「姻」、「餕」、「龕」、「奠」、「教」、「參」、「有」

字，約達 13%而已。從此可知，唐氏在《九經字樣》中將其字形兩個以上的字

 通假字是指古籍中書寫時以音同或者音近的字來代替本字的現象。因為古籍

存在著許多通假字60，所以讀者閱讀古籍時，往往遇到很大的困難，妨礙讀者

，但還是有

八

組分類成正字和異體字的工作相當有合理性，也可以說那些異體字如今很少看到

的情況間接反映出該書對消除異體字的目的有所成果。 

 

 

第三節 《九經字樣》通假字分析 

 

中

正確理解古書的內容。雖然歷代學者們已經整理而改正過那些通假字

                                                 
59參見本論文第五章第二節，頁 147-148。 
60劉又辛在《通假概說》中道：「大約從商代文字開始，假借字已居主導地位。據粗略統計，甲

骨卜辭中的假借字約佔百分之七十。商周金文的情況也差不多。不過自東周以後，形聲字逐漸增

多，形聲假借字和形聲字互爭和互相轉化的局面。單價接自在秦以前一直居於主要地位。」（劉

年，頁 9） 又辛：《通假概說》，成都，巴蜀書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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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的通假字未被改動。這樣看來，分辨通假字是閱讀古書時很重要的過程。 

  唐玄度在《九經字樣》中並未表明通假字，將本字與借字放在重文中，或者

以「甲，經典或作乙」（本章第一節稱之為「經典文字」）的敘述來表示。不過筆

者依據四個標準，找出十七組通假字，其標準為：一、本字與借字古音相同或相

近，二、本字和借字的字義毫無相干，三、本字和借字同時並存61，四、古籍中

有一個以上的實例。 

  以下先作十七組通假字關係上的本字和借字的聲韻分析，然後闡述古籍中的

通假實例，最後觀察本字和借字的字形差異。本文確定通假字的上中古聲韻地位

時，主要參考郭錫良的《漢字古音手冊》，對於手冊未收的字，則據周法高撰，

張日昇、林明潔合編的《上古音韻表》62補入。再者，以下十七組通假實例參考

了高亨的《古字通假會典》63與馮其庸、鄧安生的《通假字彙釋》64二書。 

 

本字 借字 本字 借字 本字 借字 

鬱   刊  夭 

 榛 摜 貫 忼 亢 

 焦  煖 喦 聶 

［ 6-35］《九經字樣》中從「重文」之通假字 

 

表

借字 本字 借字 本字 本字 借字 

他 佗 ／覃 蕈 痑 嘽 

尞 燎 鍠 喤  華 

 墊 ／弁 卞   

［表 36］《九經字樣》中從「經典文字」之通假字 

  在以上通假字當中，有些字從理論上來說是古今字，但由於它們出現在很早

的先秦經典中

辨別通假字 

（一）字音相同或相近 

古音手冊》，以下九組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皆相同： 

 1) 

6-

，又各有專屬字義，故筆者將它們看作通假字。 

 

一 

1. 雙聲疊韻 

  依據郭錫良的《漢字

、煖：（古）泥元 （廣）乃管切 泥緩合一上山 

 2) 枖、夭：（古）影宵 （廣）於喬切 影宵開三平效 

                                                 
61第三標準表示「通假字」與「假借字」不同，許慎在《說文》中解釋假借謂：「假借，本無其

字，依聲托事，令長是也」，從此可見通假字為本有其字，假借字本無其字，此為兩者之差所在。 
62周法高撰，張日昇、林明潔合編：《上古音韻表》，台北，三民書局，1973 年。 
63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魯書社，1989 年。 
64馮其庸、鄧安生纂著：《通假字彙釋》，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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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刊：（古）溪元 （廣）苦寒切 溪寒開一平山 

 4) 、焦：（古）精宵 （廣）即消切 精宵開三平效 

 5) 喤、鍠：（古）匣陽 （廣）戶盲切 匣庚合二平梗 

 6) 弁、卞：（古）並元 （廣）皮變切 並線開去山 

 7) 華、 ：（古）匣魚 廣）胡化切 禡合二去假 （ 匣

2) 亢：（古）溪陽 （廣）苦浪切 溪宕開一去宕 

溪陽 （廣）苦朗切 溪蕩開一平山 

) 他：（古）透歌 （廣）託何切 透歌開一平果 

定歌 （廣）徒河切 定歌開一平果 

 

有二例，即「

 8) 鬱、：（古）影物 （廣）紆物切 影物合三入臻 

 9) 嘽：（古）透元 （廣）他干切 透寒開一平山 

    痑：（古）定元 （廣）他干切 透寒開一平山 

 

2. 雙聲韻近 

 1) 尞：（古）來宵 （廣）力昭切 來笑開三去效 

    燎：（古）來宵 （廣）力昭切 來宵開三平效 

 

   忼：（古）

 3) 貫：（古）見元 （廣）古玩切 見換合一去山 

    摜：（古）見元 （廣）古患切 見諫合二去山 

 

3. 疊韻聲近 

 1) 聶：（古）泥葉 （廣）尼輒切 泥葉開三入咸 

   喦：（古）日葉 （廣）而涉切 日葉開三入咸 

 2

   佗：（古）

 

  不屬於「音同」、「雙聲」、「疊韻」的通假關係者， 」與「墊」、

：「「覃」與「蕈」。不過在通假關係上二字聲韻仍屬接近 」字音為「（古）定

）端緝（廣）陟立切，知

入。上木叢生也 。下芳草也。《說文》云：『

，芳草合釀之以降神。』今經典相承通用上字。」《說文》鬱（鬱）：「木叢生

文》（）：「芳艸也。十葉為貫，百廾貫築以煮之為

鬯。彡，其飾也。一曰鬯，百艸之華，遠方人所貢芳艸

侵（廣）堂練切，定霰開四去山」，「墊」字音為「（古

緝開三入深」二字的上古音皆屬於舌尖音，也是對轉，二字的中古音都屬於塞音。

「覃」字音為「（古）定侵（廣）徒含切，定覃開一平咸」，「蕈」字音為「（古）

從侵（廣）慈荏切，從寢開三上深」，二字的上古音皆屬於舌尖音，也屬於同韻，

二字的中古音皆屬於舌尖音。 

 

（二）經典中通假實例 

1.「鬱」與「」 

  《九經字樣》鬱／：「並氳

鬯

者。從林省聲。」《說

。从、、缶、

合釀之以降神。，今林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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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典中「鬱」與「」二字用作通假字的例子如，《禮記‧郊特牲》：「鬱

合鬯」，指釀黑黍為酒，煮鬱金香草汁，兩者加以和合65，《釋文》：「鬱字又作。」 

 

2.「 」與「刊」 

  《九經字樣》 ／刊：「渴平。《書》曰：『隨山 木』。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隸省。」《說文》 （ ）：「槎識也。从木闕。《夏書》曰：『隨山 木』，讀若

刊。 篆文从幵」，《說文》刊（刊）：「 剟也。从刀干聲。」 

在  經典中「 」與「刊」二字用作通假字的例子如，《書‧禹貢》：「隨山刊

」木
66

，《說文》刊作 。《書‧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記‧殷本紀》

刊作 。 

 

3 「. 」與「夭」 

  《九經字樣》 ／ ：「音妖。木盛。《詩》云：『桃之 。』上說

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詩經》中「夭」在《說文》通假作為「枖」，《詩‧周南‧桃夭》：「桃之夭

於歸，宜其室家」，《說文》枖（

 

夭，灼灼其華。之子 ）：「木少盛。從木夭聲。

」「 箋：「桃之枖枖，

《說文引經考異》中云：「枖枖者正字，夭夭其省假

相承隸變。」《說文》（）：「果實如小栗。从木辛聲。《春秋傳》

:『女贄不過栗。』」；《說文》榛（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菆也」，《說

同。 

內則》、《左傳》、《毛詩》字皆作榛」，從此可見還有 

鬼神』。」《說

                                                

《詩》曰：『桃之枖枖』。 枖」為幼嫩，茂盛的樣子，徐灝注

言其少而盛美。」柳榮宗在

字也。」67 

 

4.「」與「榛」 

  《九經字樣》／榛：「音臻。實如小栗。《傳》曰：『女贄不過栗。』上

說文。下經典

曰

文》對二字的解釋不

  「」與「榛」二字在經典中通假實例有：一、《禮記》：「婦人之摯，椇榛

脯脩棗栗」，《釋文》：「榛，古本又作。」二、《左傳‧昭公二十四年》：「女贄

不過榛栗棗脩」，《說文‧木部》引榛作。並且，段玉裁《說文解字注》下云：

「《周禮‧籩人記》、《曲禮‧

《曲禮‧內則》、《毛詩》中可見「」與「榛」二字通用之例。 

 

5.「摜」與「貫」 

  《九經字樣》摜／貫：「關去。《傳》曰：『摜瀆鬼神』。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隸省。」《說文》摜（摜）：「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瀆

 
65姜義華：《禮記讀本》，台北，三民書局，1997 年，頁 391。 
66「隨山刊木」下注云，隨行山林，斬木通道。（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尚書正

義》，台北，古籍，2001 年，頁 159） 
67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冊》，四川，湖北辭書出版社，1988 年，頁

1170。 

 214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t%7b214857%7d%7b21586c%7d%7b213925%7d%7b213a52%7d%7b21332c%7d/t%7b214857%7d%7b21586c%7d%7b213925%7d%7b213a52%7d%7b21332c%7d/1%2C1%2C2%2CB/frameset&FF=t%7b214857%7d%7b21586c%7d%7b213925%7d%7b213a52%7d%7b21332c%7d&1%2C%2C2/indexsort=-


文》貫（貫）：「錢貝之貫。从毌、貝」，《說文》對二字的解釋不同。 

例，《左傳‧昭公二十六年》：「貫瀆鬼神
68

」，《說文‧手部》  看經典中通假實

引貫作摜。 

 

6.「他」與「佗」 

  《九經字樣》他：「說文作 。音扡。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馳。作他，音扡。」 

《說文》佗（佗）：「負何也。从人它聲」，他《說文》未收。《正字通‧人部》：「佗，

他、它通。」 

實例有二：一、《左傳‧文公六年》：「賈佗。」後魏《賈使

離

與

  先秦文獻中通假

君碑》作「賈他。」二、《楚辭‧ 騷》：「後悔遁而有他」，《考異》：「他一作佗。」 

 

7.「 ／覃」與「蕈」 

  《九經字樣》 ／覃：「音潭。上說文。下隸變。《詩》葛覃字經典或作蕈。」 

《說文》覃：「長味也。从，鹹省聲。《詩》曰：『實覃實吁』。 古文覃， 篆

文覃省。」《說文》蕈：「桑 。从艸覃聲」 

  看「 ／覃」與「蕈」通假實例，《詩‧周南‧葛覃》，《釋文》：「覃，本亦

》忼（

作蕈。」69《儀禮‧鄉飲酒禮》：「乃合樂《周南‧關雎、葛覃、卷耳》」，《釋文》

葛覃作蕈。 

 

8.「忼」與「亢」 

  《九經字樣》忼／亢：「康去。《易》曰：『忼龍有悔』。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隸省。」《說文 ）：「慨也。从心亢聲。一曰《易》：『忼龍有悔』」；《說文》

（亢）：「从大省，象頸脈形。凡亢之屬皆从亢。亢 亢或从頁」。「亢龍有悔
70

」

，《說文‧心部》引亢作忼。 

《

嘽）：「喘息也。一曰喜也。从

單聲。《詩》曰：『嘽嘽駱馬
71
』。」《玉篇》：「土安切。力極也。《詩》云『痑痑

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嘽嘽駱馬」，《說文‧部》

                                                

可見於《周易‧乾》

 

9.「痑」與「嘽」 

  《九經字樣》痑：「音攤。馬病也。今詩作嘽。」 說文》痑（痑）：「馬病也。

从多聲。《詩》曰：『痑痑駱馬』。」《說文》嘽（

口

駱馬』亦為嘽。」《

和《玉篇‧部》引嘽嘽作痑痑。 

 

 
68貫，諸本同，《說文》引作「摜」。（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左傳正義》，台北，

古籍，2001 年，頁 1699） 

」此句可解釋為「長長的葛藤」。 

69《詩‧周南‧葛覃》是描寫女子準備回家探望父爹娘的詩，「覃」之字義為「長」、「延及」、「延

長」等，故詩中「葛兮覃兮
70「亢龍有悔」下注云，巨龍高飛窮極，終將有所悔恨。（參見張善文、黃壽祺：《周易譯註》，

臺北縣，頂淵出版社，2000 年，頁 4） 
71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駱。（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毛詩正義》，台北，

古籍，2001 年，頁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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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尞」與「燎」 

  《九經字樣》／尞：「音療。柴祭天也。上說文。下隸省。今經典相承用

庭燎字」。《說文》（）：「柴祭天也。从火从 。 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 

說文》燎（燎）：「放火也。从火聲。」 

二字通假之例，如：一、《詩‧大雅‧旱麓》：「民所燎矣」，

《

  「尞」與「燎」

《釋文》：「燎《說文》作尞。」二、《史記‧封禪書》：「燎堂下」，《漢書‧郊祀

志》燎作尞。三、《漢書禮樂志》：「 電尞」，顏注： 尞，古燎字。」 「

1

」，《說

》

 

1 .「」與「焦」 

  《九經字樣》／焦：「《傳》曰：『龜不兆』。上說文。下隸省。」《說文》

（）：「灼龜不兆也。从火从龜。《春秋傳》曰：『龜不兆』。讀若焦

文 （ ）：「火所傷也。從火雥聲。 或省。」 

」二字通假實例，《左傳‧定公九年》：「卜過之，焦」，《左  看「」與「焦

傳‧哀公二年》：「卜戰，焦」，《說文‧火部》引焦作。 

 

12.「 」與「煖」 

  《九經字樣》 ／煖：「 上。溫也。上說文，正溫 字。下本音暄，齊馮

煖名。今經典相承以為溫煖字。」《說文》 （ ）：「溫也。从火，耎聲」，段玉

注：「今通用煖」。《說文》煖（煖）：「溫也。从火，爰聲。」《集韻‧緩部》裁 ：

「

「或作煖、暖」。 

  在先秦文獻中， 」與「煖」二字通假之例，如一、 禮記‧月令》：「煖氣

早來」，《呂氏春秋‧仲春記》、《淮南子‧時 》 作

《

則 煖 。二、《國語‧魯語上》：

「冬煖」，《舊音》煖作 ，《補音》又作煖。三、《墨子‧辭過》：「冬則輕 」，《群

書治要》引 作煖。 

音 （

《詩》曰：『鐘鼓鍠鍠』。」《說文》喤（喤）：「小兒聲。从

皇聲。《詩》曰：『其泣喤喤』。」「喤」指和諧的鍾鼓聲，清朱駿聲《說文通訓

假借為鍠。」 

 

13.「鍠」與「喤」 

  《九經字樣》鍠：「 橫。樂也。鐘鼓聲。今《詩》作喤。」《說文》鍠 鍠）：

「鐘聲也。从金皇聲。

口

定聲‧壯部》：「喤，

  看「鍠」與「喤」通假實例，《詩‧周頌‧執競》：「鍾鼓喤喤
72
，磐筦將將」，

《韓詩》「喤喤」作「鍠鍠」。《漢書‧禮樂志》、《通俗通義‧聲音》、《爾雅‧釋

訓》亦引喤作鍠。 

 

14.「 」與「華」 

  《九經字樣》 ：「華去。山在弘農。經典相承用華字。」《說文》 （崋）：

                                                 
72喤喤，和也。（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毛詩正義》，台北，古籍，2001 年，頁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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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弘農。華 

陰。從山華省聲。」《說文》華（華）：「榮也。从艸、从。凡華之屬皆从華。」

爾雅‧釋山》：「河南，華」，指華陰山，《釋文》：「華《字林》作崋。」 《

 

15.「 」與「墊」

   《九經字樣》

 

：「音店。寒也。《傳》曰：『 隘』。今經典相承作墊。」《說

文》 （ ）：「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讀若《春秋傳》：『墊阨』」，《說文》

墊（墊）：「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可見許慎在《說文》引墊

做 。 

.

經

喦（喦）：「从品相連。《春秋傳》曰：『次于喦北』。讀與聶同」，《說文》

（聶）：「附耳私小語也。从三耳」，二字字義不同。 

，《左傳‧僖公元年經》：「次于聶北」，《春秋‧

 

16 「喦」與「聶」 

  《九 字樣》喦／聶：「上說文。音染入。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喦

北』，從三口相連之形。今經典相承作「聶北」，聶音黏入，行之巳久不可改正。」 

《說文》

聶

  「喦」與「聶」通假之例有如

僖公元年》：「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北
73

」，《說文》喦（喦）：「从品相連。《春秋

傳》曰：『次于喦北』。讀與聶同」，引聶作喦。 

 

17.「弁」與「卞」 

  《九經字樣》 ／弁：「冤也。上說文。下隸省。今經典相承或作卞。」《說

文》 （ ）：「冕也。周曰 ，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 ：籀文 ，从

廾上，象形。弁：或 字」，《說文》未收卞。 

  在古籍中，「弁」與「卞」處於通假關係之例，如：一、《左傳‧成公十八年》：

文》：「弁本又作卞」，《國語‧晉語七》韋注引弁作卞。二、

作

卞 傳》作弁莊子。 

 ：指借字為本字的聲符，共有如下五例。 

      

「弁糾御戎」74，《釋

《左傳‧襄公二十九年》：「季武子取卞」，《釋文》：「取弁，本又作卞。」三、《史

記‧仲尼弟子列傳》：「仲由字子路，卞人也」，《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卞 弁。

四、《論語‧憲問》：「 莊子」，《漢書‧東方朔

 

二 本字（被借字）與借字的字形差異 

（一）字形上有關者 

  1. 借字字形包容本字字形 

 

──夭   摜──貫   忼──亢   ──華 

                                                 
73聶北，邢地。（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左傳正義》，台北，古籍，2001 年，頁

364） 
74弁糾，變糾也。（參見李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理本《左傳正義》，台北，古籍，2001 年，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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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符，共有如下二例。 

 

分成二類，「聲符相同者」與「形符相同者」，共有如下七例。 

   ──焦   

   2  本字字形包容借字字形 

  ：指本字為借字的

   覃──蕈   尞──燎

      

  3. 二者包含形同的部件 

    ：可以

   ──榛   他──佗 ──煖 

   鍠──喤   ──墊      鬱── 

形上無關者 

      

（二）字

   ──刊   ／弁──卞     喦──聶   痑──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