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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漢字字數眾多，每一個字都有它的歷史，在其發展過程中，甲骨文、金文、

戰國文字、大篆、小篆、隸、楷、行、草，不同的字體相繼出現，同時都可能造

成異體、正俗、通用與否等問題，一字多形的現象越來越嚴重，再加上訛體字氾

濫，字形混亂，更令人難以掌握。文字既然是人與人之間溝通和學術傳授的工具，

那麼諸如此類的問題就必須改善。本論文即從以這樣的問題意識為出發點，著手

關注漢字的標準字形、字樣學、正字書等的問題。 

 

  中國歷代政權為解決漢字使用混淆的問題，都花了不少心思，而進行文字規

範化是最常見並且有效的方法。因為文字使用混亂的情況不僅影響到士人學習經

典的效果，亦導致國家頒布政令時產生諸多不便，更嚴重的是會妨礙社會進步以

及思想之統一。秦始皇統一六國之後，即推行中國歷史上最早的文字規範化政

策，李斯以秦國通用的小篆為標準字體並對籀文、古文等進行整理。當時在兵器、

符信（印章）、建築材料（磚瓦）上刻小篆，藉此普及小篆。這就是所謂的「書

同文字」1，秦朝對文字的整理和規範化，其意義極為重大。 

 

  漢朝之後，推行經籍文字及其規範兩大措施，一為頒佈石經文字，二為推廣

字書： 

1. 石經部分。漢與魏立了《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而兩晉與南北朝則  

常因國家分裂或社會動亂，故雖然文字混亂的情況很嚴重，卻也不曾再立石經。

其後唐《開成石經》、後蜀《廣政石經》、北宋《開封府石經》、南宋《宋太學禦

書石經》、清《乾隆石經》，皆是當時的政權為文字規範施行政策的一環。 

2. 字書部分。以下是歷代比較重要的字書2： 

  西周：《史籀篇》 

                                                 
1原語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一法度衡石丈尺，車同軌，書同文字」。（司馬遷：《史記》，台

北，明倫出版社，1972 年，頁 239） 
2依據劉葉秋的《中國字典史略》，歷代字書可分為三類：一為《說文解字》派，講文字形義的字

典；二為《爾雅》派講訓詁的辭典；三為《廣韻》派講音韻兼及文字訓詁的韻書。在此，介紹的

字書皆屬於第一類。顏元孫《干祿字書》與釋行均《龍龕手鑑》並不是當時官方進行研究之著作，

但因這兩部字書的確是中國歷代重要字書，故包括在此。（劉葉秋：《中國字典史略》，台北縣，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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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趙高《爰歷篇》、李斯《倉頡篇》、胡毋敬《博學篇》等 

  漢：許慎《說文解字》、司馬相如《凡將篇》、史遊《急就篇》等 

  魏晉南北朝：顧野王《玉篇》等 

  隋：顏愍楚《俗書證誤》等 

  唐：顏師古《顏氏字樣》、郎知本《正名要錄》、杜廷業《群書新定字樣》、 

    顏元孫《干祿字書》、張參《五經文字》、唐玄度《九經字樣》等 

  遼：釋行均《龍龕手鑑》等 

  宋：司馬光《類篇》、張有《復古編》、洪適《隸釋》、婁機《班馬字類》等 

  明：梅膺祚《字彙》、張自烈《正字通》等 

  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翟雲升《隸辨》等 

 

  歷代的石經與字書對漢字書寫都起到了強而有力的規範作用，使經籍用字混

亂的狀況得到了控制，尤其是唐朝，政府規範文字的成果相當卓越。魏晉南北朝

原本因戰亂、割據而造成的異體字、俗字、錯別字混亂的現象十分嚴重，迄唐代，

因科舉大盛，故自然有發展字樣學的需要。 

   

    眾所周知，唐朝的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文化興盛，是中國歷史上的黃金時

代，在如此的環境下，教育事業自然受到重視，也因為如此，教育工具──漢字，

其規範化的問題必然受到唐人的關注。唐朝楷書字體已經相當穩定，但文字混亂

的消極現象尚存，因此唐人深切感受到使用標準規範字的必要性，便開始整理異

體字以辨別俗訛3。唐代注重正字的社會風氣產生了正字運動，此為中國古代規

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漢字規範化運動，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中佔有極為重要

的地位。 

 

  唐朝正字運動努力的結晶，以字書的形式來呈現，當時主要流行的字書有《顏

氏字樣》、《經典分毫正字》、《干祿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正名要錄》、

《群書新定字樣》、《正名要錄》等。依據各字書撰述的目的，可分為兩類。一是

為「刊正經籍用字」而作的，也可稱為「為經字書」，《顏氏字樣》、《經典分毫正

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屬於這一類。二是為「規定社會用字、普倡文化」

而做的，也可稱為「為字字書」4，《干祿字書》、《群書新定字樣》、《正名要錄》

屬於這一類。可惜現存完整的唐朝字樣書僅剩顏元孫《干祿字書》、張參《五經

文字》及唐玄度《九經字樣》而已。 

 
                                                 
3李建國在〈唐代的字樣之學〉一文中提到：「真正認識到文字規範是經國之大業，自覺地運用政

府行為制定並頒行標準，規範社會用字、教學用字和書法用字，是唐代才開始的。」（李建國：〈唐

代的字樣之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 年，第 6 期） 
4李景遠在他的碩士論文《張參「五經文字」研究》中以「為字字書」與「為經字書」將唐代字

書分成兩類，即按照撰述方針來區分唐代字書。（李景遠：《張參「五經文字」之研究》，國立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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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儒家經典在中國社會裡有著巨大的影響力，所以《五經文字》對漢字的

規範化起了極大的作用，經書文字的楷書寫法從此才有了一定的準繩。大和七年

（公元八二三年）唐文宗詔令國子監唐玄度覆定石經字體。唐玄度以《五經文

字》、前代重要的字書和諸經典為準，將傳寫乖誤的字詳加改正，又收集張參在

《五經文字》中漏收的字編成《新加九經字樣》（下稱《九經字樣》）5，與《五

經文字》一起刻在《開成石經》之末，此工作至開成二年（公元八三七年）始完

成。時至今日，大部分的有關唐代字書之學術論文和著作中，對《干祿字書》、《五

經文字》二書多所著墨，由是可見其學術價值。然而《九經字樣》因為附於《五

經文字》之末，篇幅又不大，故並沒有像《干祿字書》、《五經文字》一般，受到

學界的重視。也因此，關於《九經字樣》之研究，泰半是介紹性質的，尚未有單

篇文章或學位論文對《九經字樣》進行過深入的研究。 

  雖然《九經字樣》一直為學術界所忽略，但它仍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 

  1.《九經字樣》收錄《五經文字》未收的四百零一字，研究《九經字樣》， 

   可以補充《五經文字》研究之不足。 

  2.《九經字樣》糾正並補充《五經文字》，以期使《五經文字》更加完善。「笑  

  （ ）、賓（）6、莫、蓋、若、荅／ 、著、羋／ 、廱、鼎、隸／、 

   撲、佗、、於、邪、 、乏、蕈、席、風、聶」二十二字，雖然已見於 

  《五經文字》，但唐玄度再次探討這些字，因為唐氏認為《五經文字》仍有 

   錯誤，或者仍有深入探討的價值。 

  3.《九經字樣》有助於古文字研究，因為從《九經字樣》的字形中可見篆隸   

   楷之演變情況。 

  4.《九經字樣》，保留了若干漢字的古音古訓，《九經字樣》的研究成果可提  

   供相關經書校勘學方面的參考資料。 

 

二 研究目的 

  以下四點是本文研究《九經字樣》的主要目標。 

（一）至今尚未有專門研究《九經字樣》的著作，筆者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能夠 

    推進學界對《九經字樣》一書進一步的認識。 

（二）筆者希望透過研究《九經字樣》，明瞭唐代楷書正字用法狀況、唐代字樣 

  學的本質以及唐代正字運動的發展及影響。 

（三）筆者希望透過研究《九經字樣》的正字，先找出正字所從，再分析考察唐 

  玄度訂定正字的妥當與否，得以理解《九經字樣》之正字觀，即探討《九經 

                                                 
5根據《九經字樣‧序》:「大歷中，司業張參，掇眾字之謬，著為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

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參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宂漏，一以正之。又於

《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戴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可知《新加九經字

樣》是《九經字樣》的全名。（唐玄度：《九經字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1983 年） 
6「笑」、「賓」為《九經字樣》之正字，括號裡的「 」、「」為《五經文字》之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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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樣》所蘊含的正字學思想。 

（四）整理出《九經字樣》所收的各類異體字（訛字、俗字、避諱字等），並與 

  正字的字形比較分析，闡明異體字產生的演變過程。據此整理出《九經字樣》 

  通假字相關內容，以此進一步了解經典文字的特徵。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所謂「古文字」是小篆以前的字，小篆則是古文字的終點7。本論文以唐朝

唐玄度所撰的《九經字樣》一書及其相關問題為主要研究範圍，它是唐代楷體字

樣字書之一，因為楷體已經處於漢字最成熟的階段，所以本論文的研究領域，大

體來說，相對於先秦古文字及漢代小篆，屬於今文字研究。唐蘭先生曾經說過： 

 

  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隸書、楷書、草書都有人做過搜集的

工作。楷書的問題最多，別體問題，唐人所釐定的字樣，唐以後的簡體字,

刻版流行以後的印刷體,都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
8
 

   

  楷體字的使用自東漢至今，已有近二千年的歷史，因為時代久遠，故自然存

在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以上唐蘭先生所言的近代文字便是今文字，他在強

調今文字研究的重要性時，特別提到「唐代字樣」，由此可見唐代字樣在今文字

研究當中的重要性。因此，筆者首先會探討唐以前歷代文字規範化的經驗、唐代

正字運動與字樣學的產生以及其影響。透過考察如此的內容，能夠整理出在漢字

發展史上字體之演變過程，也可以大略了解整個漢字規範史，本論文以此為基

礎，進一步詳細地研究唐朝字樣書《九經字樣》的全面目。 

 

  筆者認為研究一本古籍，考察其產生背景和各版本的特徵，辨別出優劣版本

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本論文以筆者選出來的比較重要的「開成石經九經字

樣明代拓本」、「曲阜孔氏刊本（1768 年）」、「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1778

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781 年）」、「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1784 年）」、「重

編九經字樣（1840 年）」、「粵東書局刊本（據小玲瓏山館刊本，1873 年）」、「皕

忍堂刊本（據開成石經刊刻，1926 年）」、「叢書集成（據後知不足齊叢書，1936

年）」九種版本為研究對象9，進行研究如上的內容。此外，在各版本比較分析過

程中，發現的錯字、異體字、避諱字也是在本論文中要探討的問題。 

  《九經字樣》作為一本字書，它的字數、蒐字範圍及收字原則、體例、部首

分部與歸部之情況是應受到重視的部分，因為這些內容直接關係到此書的性質和

                                                 
7孔仲溫、竺家寧、林慶勳：《文字學》，台北縣，國立空中大學印行，1995 年，頁 71。 
8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年，頁 6-7。 
9因此書原本刻於石經之末，且有拓本可以閱讀，而以此為底本，若有模糊不清的部分，會參見

據石經刊刻的「皕忍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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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ncl.edu.tw/cgi-bin/uz1?routine=holding&SE=%E7%99%BE%E9%83%A8%E5%8F%A2%E6%9B%B8%E9%9B%86%E6%88%90


特徵。還要提到的是，《九經字樣》的「九經」，一般來說，指《易》、《詩》、《書》、

《儀禮》、《周禮》、《禮記》、《左傳》、《公羊傳》、《穀梁傳》此九本經典，但該書

實際上收入了十二經中的字。10因為本文研究重點是「九經」的字樣，而不是「九

經」，所以有需要參考「九經」時，才會指出原文的出處。 

   

  那麼《九經字樣》所收的字，有哪些字，而且如何可以將它分類？《九經字

樣‧序》提到： 

  大歷中，司業張參，掇眾字之謬，著為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

學者，實有賴焉。臣今參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宂漏，

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戴者，撰成《新加九

經字樣》一卷。 

 

  依據《九經字樣‧序》，《九經字樣》所收的字可分為兩類，一為已見於《五

經文字》的字，即「笑（ ）、賓（）、莫、蓋、若、荅／ 、著、羋／ 、

廱、鼎、隸／、撲、佗、、於、邪、 、乏、蕈、席、風、聶」二十二字。

因這些字有「疑誤」，故唐玄度再將它們收錄於《九經字樣》，加以補充研究。二

為「舊未載者」，就是《五經文字》未收的 402 字。此外，解釋這 422 字時所涉

及的一些異體字和通假字也是本論文要探討的範圍。 

 

  從「字類」的角度來看，《九經字樣》所收的字大略可以分成三類：一為「正

字」，二為「異體字」，三為「通假字」。 

  首先是「正字」，《九經字樣》的正字指每個條文的字頭，共有 422 個正字，

由 151 字的「單一正字」與 135 字的「有重文的正字」11組成。看兩者的範例，

「單一正字」如，摮：「巧平。咬平。擊也。見公羊傳」；「有重文的正字」如，

／躬：「身也。說文云下俗。今經典通用之。」因《九經字樣》為探討正字

的字樣書，而會在本論文第五章中詳細地探討《九經字樣》正字相關問題：正字

之類型、正字字形所從及同異分析、正字與「從某非」字之分析、唐玄度訂定正

字之原則與《九經字樣》正字之特徵。 

 

  其次是「異體字」，《九經字樣》的異體字指唐氏解釋正字時提到的與正字字

音字義相同，而字形不同的字。筆者歸納出的《九經字樣》異體字的來源為「經

典用字」、「《說文》作某」、「或體」、「俗字與訛字」、「古文字」、「避諱字」六類。

其中六十一個異體字就是本論文第六章的研究重點，即考察那些異體字的產生原

因，分析正字與異體字的字形差異。 

  再次是「通假字」，《九經字樣》的通假字只見於「有重文的正字」和「異體

                                                 
10有關《九經字樣》的蒐字範圍，參見本論文第三章第一節。 
11《九經字樣》所載錄的「重文」，指「單一正字」以外的正字，它們由兩三個「異體字」為一

組，其用語的來源可見於《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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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處於通假關係上的字。其數只有 17 組，並且通假字的產生本從字音相同

或相近的字來的，因此有關通假字的部分只會簡單整理相關資料。 

 

第三節 前人研究回顧 

一 唐代正字運動與字樣學 

  以文字規範為目標的正字運動促進了唐朝字樣學的發展，且使楷書成為二千

年歷史以來的主要字體，因此唐代正字運動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可見一斑。研究正

字運動的方面，許學仁在〈「存古」與「合時」－試論小篆以後的正字運動〉12

中，簡明地闡述兩漢、六朝、唐朝的正字運動，其中比較詳細地解釋唐代正字運

動，該文讓讀者容易了解自漢至唐的漢字規範化的重點。李海霞、何寧在〈唐代

的正字運動〉中，先解釋唐代正字運動之目的：狹義的目的只是刊正經籍用字，

為倡導經學服務。廣義的目的為規定社會用字、普及文化而努力。然後再解釋唐

代正字運動進行的程式，即以顏師古《顏氏字樣》、顏元孫《干祿字書》為代表

的個人、民間的正字在前，以張參《五經文字》、唐玄度《九經字樣》為代表的

集體、官方的正字在後。因個人、民間的字樣書之間體例上不統一，互相矛盾，

明顯存在著不足之處，而官方編撰字樣書時，改善民間字樣書的缺點，統一標準

和體例，以此唐代字樣學的水平能夠提高。13此外，還可參見陸錫興的〈唐代的

文字規範和楷體正字的形成〉14、范知歐的〈淺論唐宋的經籍文字規範〉15、李

建國、張雍長的〈南北朝隋唐時期的漢字規範〉16等的期刊論文都探討唐代社會

重視書寫規範的風氣和唐代正字運動的大成果「楷書規範化」。 

                                                

  

  字樣學研究方面，其概論性的研究成果，則可參考曾榮汾的《字樣學研究》，

曾氏在「字樣學」領域耕耘頗深，撰《「干祿字書」硏究》時，因意識到研究字

樣學的價值17，後來便著述了《字樣學研究》18。此書以《干祿字書》為中心，

 
12許學仁：〈「存古」與「合時」－試論小篆以後的正字運動〉，《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學術系列活

動－漢字演化的承傳及其規律》，2006 年。 
13李海霞、何寧：〈唐代的正字運動〉，《文史雜誌》，2000 年，第 1 期，頁 68。 
14陸錫興：〈唐代的文字規範和楷體正字的形成〉，《語文建設》，1996 年，第 6 期。 
15范知歐：〈淺論唐宋的經籍文字規範〉，《山東省農業管理幹部學院學報》，2004 年，第 4 期。 
16李建國、張雍長：〈南北朝隋唐時期的漢字規範〉，《學術研究》，2005 年，第 5 期。 
17曾氏在《字樣學研究》的第二章介紹字樣學學術價值：一為「可擴大傳統文字學研究之範圍」，

二為「可推測歷代用字之實況」，三為「可使學術傳達更正確」，四為「可助版本之斠讎」，五為

「可供今日整理文字之參考」。四年後曾氏發表〈字樣學的新發展〉一文，再次強調字樣學之學

理可適用於現代標準字體的研訂，證明字樣學正是一種「實用文字學」，可以隨時代環境的改變

而彈性調整。 
18曾榮汾：《字樣學研究》，台北，學生書局，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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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了字樣學之體系，而且簡明扼要地說明了字樣學，之後研究與字樣學相關的

研究者幾乎都參考過他的書。曾氏在《字樣學研究》中，全面地廓清了從周至清

的中國歷代字樣學發展，相對之下，施安昌則深入地研究了唐代字樣學，他的〈唐

代正字學考〉19與〈唐代正字學概說〉20二文中「正字學」乃指「字樣學」，二文

大同小異，從中先介紹了「字樣學發展的背景」，然後以如下四點來解釋「唐代

字樣學的成績」：一、確定了正字標準，二、限制異體字的使用，三、肯定了漢

字的簡化，四、偏旁的改革。李建國在〈唐代的字樣之學〉21也先介紹唐代字樣

學產生的背景，然後說明了唐代字樣書的概況，最後闡述了唐代字樣學在語言文

字規範史上的意義，他所提出的有三點：一、唐代字樣學揭示了語言文字規範的

社會屬性。二、唐代字樣學揭示了文字規範要符合文字發展的規律，面向社會受

眾，應具有層次性和靈活性。三、唐代字樣學與干祿聯姻，書法家參與文字規範，

示人以法，確立了楷書正字的歷史地位。 

  研究字樣學的具體理論，即「辨似觀念」、「區分字類」的著作有陳姞淨的〈字

樣學中辨似觀念初探〉22、〈《佩觿》編輯及辨似觀念探述〉23和蔡忠霖的〈字書

字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24陳姞淨和蔡忠霖二人都解釋說字樣學中「辨似」、「區

分字類」為非常重要的觀念，它們是到了唐代才有的，且影響了唐以後許多字書。 

 

二 歷代字書和唐代字樣書 

  關於「歷代字書」通論性質的研究專著，以劉葉秋《中國字典史略》25為代

表。該書介紹了從先秦至今的字書和字典。此書中她將唐宋元朝歸類為「字書的

建設與發展期」，並介紹唐朝字樣書的代表作：《干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

字樣》。還有，周谷城主編的《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語言文字卷》「文字」收錄了

自漢許慎的《說文》到現代唐蘭的《古文字學導論》等歷代重要的 45 本字書，

該書對《九經字樣》評論言：「此書是繼《五經文字》後，對漢字規範化起了很

大作用的又一重要著作。」26 
  相較於通論性的著作，專門研究歷代楷字字書的著作有范可育、王志方和丁

方豪所合著的《楷字規範史略》，該書收錄有關《玉篇》、《干錄字書》、《五經文

                                                 
19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 3 期。 
20施安昌：〈唐代正字學概說〉，《善本碑帖論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年。 
21李建國：〈唐代的字樣之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 年，第 6 期。 
22陳姞淨：〈字樣學中辨似觀念初探〉，《第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集》，2008

年。 
23陳姞淨：〈《佩觿》編輯及辨似觀念探述〉，《第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7
年。 
24蔡忠霖：〈字書字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醒吾學報》，2004 年，第 28 期。 
25劉葉秋：《中國字典史略》，台北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年。 
26周谷城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語言文字卷》，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5 年，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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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九經字樣》、《復古編》、《龍龕手鑑》六部楷字字書的研究成果，雖然該書

的研究重點是六部書和現代楷書使用現況的比較，但其研究方法，仍提供讀者不

少的幫助。不僅如此，還在附錄中一目了然地整理出了「現代楷字與唐代正字、

俗字對照表」。除此之外，每個時代重要的字書幾乎都有專門研究它的學位論文

或篆書，由於其數量繁多，故在此不再贅述。 

 

  唐代字書乃為唐代字樣學研究和正字運動的產物，其關係相當密切。對於「唐

代字樣書」專論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關於現存的三本書，《干祿字書》、《五經

文字》以及《正名要錄》。研究此三書的學位論文、專書、會議論文和期刊論文

不少，其目錄如下：  

［學位論文與專書］ 

  曾榮汾：《「干祿字書」硏究》，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1989 年 

  李景遠：《張參「五經文字」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1989 年 

    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錄」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1994 

          年 

    李景遠：《隋唐字樣學硏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論文，1997 年 

    劉中富：《「干祿字書」字類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何繼軍：《唐代「三書」俗字研究》，安徽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趙璐：《「干祿字書」字形整理之研究》，新疆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會議論文、期刊論文以及專書論文］ 

  施安昌：〈關於《干祿字書》及其刻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 年第 1 期 

  魏勵：〈張參的《五經文字》〉，《辭書研究》，1984 年，第 5 期 

  朱鳯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華岡文科學報》，1989 年，第 17 期 

    蔡忠霖 ：〈唐代的兩種字樣書──《正名要錄》與《干祿字書》〉，《文化大 

      學中文學報》，1994 年，第 2 期 

  郝茂：〈三種楷體正字書的比較〉，《新疆大學學報》，1996 年，第 3 期 

  蔡忠霖 ：〈唐代字樣書之別裁─「為字」類字樣書初探〉，《敦煌學》，1999 

            年，20 輯  

  施安昌：〈關於《五經文字》〉，《善本碑帖論集》，2002 年 

  施安昌：〈略論《干祿字書》與《五經文字》同異〉，《善本碑帖論集》，2002 

      年 

  符渝：〈《干祿字書》的正字觀及其現實意義〉，《北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 

        年第 4 期 

    劉中富：〈《干祿字書》俗字研究〉，《中文自學指導》，2002 年，第 3 期 

    劉中富：〈《干祿字書》的異體字及期相關問題〉，《古籍整理學刊》，2003 年 

    劉中富：〈《干祿字書》正字的性質及其來源〉，《中國文字研究‧第五輯》， 

      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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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海燕：〈《五經文字》的正字觀及其現實意義〉，《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5 

      年，第 6 期 

  馬偉成：〈唐代俗字研究－以《五經文字》為考察對象〉，《文字的俗寫現象 

            及多元性－第十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6 年 

  唐娟：〈《干祿字書》與《五經文字》異同比較〉，《文教資料》，2007 年 

    蔡忠霖：〈《正名要錄》之文字屬性歸類研究〉，《第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2007 年  
   

  從以上諸文可見，研究唐代字樣書的概況，大略歸納出幾點。第一，在唐代

字樣書中最受學者重視的是《干祿字書》。第二，對研究唐代字樣書有專門的學

者有曾榮汾、劉中富、李景遠、施安昌、蔡忠霖，曾氏和劉氏皆專門研究過《干

祿字書》一書，李景遠以碩士論文《張參「五經文字」之研究》為基礎，寫了博

士論文《隋唐字樣學硏究》，透過《顏氏字樣》、《正名要錄》、《群書新定字樣》、

《干祿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六本隋唐字樣書的分析和相關資料的統

計，整理出一些頗有參考價值的結論。施安昌除了上文中有關《干祿字書》、《五

經文字》二書的著作之外，《善本碑帖論集》27中還收錄了〈唐代文字中正體減

增的趨勢〉、〈唐人對「說文解字」部首的改革〉，從那些文章中可見他在唐朝文

字和字樣學系統方面，提出不少精闢的見解。蔡忠霖專門研究過敦煌字樣書《正

名要錄》，該論文不僅詳細而有條理地解釋《正名要錄》的體例、字樣學理、特

色、價值，而且在第四章簡明地介紹其他唐代字樣書，此讓讀者更清楚了解《正

名要錄》一書。第三，透過唐代字樣書之間的比較研究，更明確地了解每本書的

性質和特徵。例如，《干祿字書》、《正名要錄》屬於為字字樣書，而《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屬於為經字樣書。第四，以上諸文明顯地呈現出雖然現存完整的唐

代字樣書有三者《干祿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但的確沒有一篇文章

專門研究《九經字樣》。因此筆者要以以上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行研究《九經

字樣》一書。 

 

三 字書部首的研究 

  字書部首的研究方面，對從古書到現代字典的部首研究都有豐富的研究成

果。概論性的專書有大陸葉正渤的《漢字部首學》28、學位論文有呂瑞生的《歷

代字書重要部首觀念研究》29、金允子的《字典部首通考》30等。除此之外，還

有很多文章也探討過中國歷代字書的部首問題，但因篇幅過大，故在此無法一一

介紹，但大略來說，其中大部分文章的研究對象為《說文解字》、《玉篇》、《龍龕

                                                 
27施安昌：《善本碑帖論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年。 
28葉正渤：《漢字部首學》，文聯出版社，2001 年。 
29呂瑞生：《歷代字書重要部首觀念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30金允子：《字典部首通考》，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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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鑑》、《字彙》、《康熙字典》的部首相關問題或者這些書之間的部首比較研究31，

而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於研究《九經字樣》部首之分部和歸部的問題。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步驟 

  本論文要做的第一個工作是準備材料，除了收集資料之外，還要收集「字

形」。在收集資料方面，首先筆者致力於研讀學術界已有的成果，再從中選取有

參考價值的部份來做深入地了解，因為在收集字形方面，雖然材料相當多，但它

們不一定都有參考價值，有些材料出版已經很久，有些資料抄寫有誤，筆者希望

能夠盡量正確地利用第一手材料。將《九經字樣》收錄的每個字建成卡片檔，配

合相關古文字字形即可看出字形演變的脈絡，然後注明《說文》的解釋、部首歸

屬、筆畫、頁碼等，以此整理《九經字樣》的基本資料，並且親手摹寫每個字的

字形，這樣對徹底地了解《九經字樣》當有所助益。 

 

二 研究方法 

  經過上文中提到的準備過程之後，筆者將利用以下方法來進行本論文的撰

寫。 

（一） 比較法 

  任何學術都常用「比較法」（對照法），為的是更深入地了解本來要研究的

對象，本論文亦將使用比較法。就比較法而言，大體上可分為兩種方法，即「共

時比較法」與「通時比較法」。筆者考察《九經字樣》的體例和它收錄的各類

字時，以此兩種比較法的概念為基礎進行研究，以下是本論文使用「比較法」

的具體操作方式與初步結果： 

 

 1.《九經字樣》各種版本之間的比較 

  《九經字樣》原本寫於唐朝，不過宋代刊刻的版本極少，而且已失傳很久，

如今無法看見，直到清代《九經字樣》的各種版本才陸陸續續出現。筆者將從其

中挑選出九個版本來進行比較分析，藉此探討它們之間具有不同之處的原因，並

進一步研究其意義。例如，《九經字樣》口部京字的解釋，京：「音驚。人所居高

『丘』也。從高省就字從之。作 訛」，可見於九個版本中的「丘」字共有三種

寫法：「 」、「 」、「 」，考察後發現，由於避諱的關係，「丘」產生了不同

字形。除此之外，透過版本比較能夠找出錯別字，也可見豐富的異體字資料。 

                                                 
31李徹：《說文部首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碩士論文，1987 年、吳憶蘭：《說文解字與

玉篇部首比較研究》，私立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0 年、陳怡如：〈《正字通》與《字彙》

歸部觀念差異之例釋〉，《第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8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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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九經字樣》與其他字書比較 

  雖然《九經字樣》沒有盲從《說文》32，而且《九經字樣》的編排和部首的

取捨與東漢許慎的《說文》不盡相同，但在很多地方可見唐玄度撰《九經字樣》

參考《說文》的痕跡。譬如，比較《九經字樣》 ／半：「物中分也。從八從牛。

上說文。下隸省。」與《說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爲物大，可以分

也。」解釋字義基本上相同，可見《九經字樣》參考了《說文》，如此的例子並

不少。此外，透過梁顧野王的《玉篇》、晉呂忱《字林》等字書與《九經字樣》

的比較可以發現，唐氏撰寫《九經字樣》時都受到前代字書的影響，同時透過唐

以後的字書，如宋司馬光的《類篇》、梅膺祚的《字彙》、清熊文登《字辨》等和

《九經字樣》的比較，能夠看出《九經字樣》給後代字書的影響。 

  相反，觀察《九經字樣》和《說文》二書的分部與將二書所收的字歸部的情

況，可以發現二書的分部顯然不同，而且《九經字樣》裡有些字的部首與《說文》

中的部首不同，例如：「身、殷」在《說文》裡歸屬「身、」部，但在《九經

字樣》中皆屬於「人」部。 

 

 3.《九經字樣》與同時代之碑文、書法作品、敦煌字書中的字形比較 

  研究《九經字樣》的俗字和訛字時，可以利用同時代的碑文、書法作品等材

料的字體互相比較分析。鄭阿財曾在〈敦煌文獻與唐代字樣學〉中提到： 

  總數近五萬卷的敦煌寫卷，保存了各時期與各階層的手寫字體。其抄寫

年代自四世紀至十二世紀初，尤其籠罩整個唐朝。並且，其內容豐富，呈現

在寫卷文字的字體上，則是正通俗訛各體兼備而龐雜，繁簡古今，變體別字，

所在而多有。
33
 

 

  依據以上的內容，並參考保存唐人字書的敦煌書卷34，與《九經字樣》中

的訛俗字做比較研究，以此考察字體演變的脈絡，亦可進一步觀察唐代字樣學

之發展歷程。 

 

4.《九經字樣》所收的字與古文字比較 

  《九經字樣》是楷體字書，故此收錄之大部分正字和現在楷字的寫法大同

小異，但其中一些部分還保留以往的面目，觀察字形之間的差異，就不難發現

篆隸楷之遞變，如：「 ／冄」、「 ／予」、「 ／幻」、「 ／首」、「 ／農」、

「／差」、「兦／亡」、「 ／ 」、「 ／承」、「 ／異」等字。此外，唐玄度

                                                 
32《九經字樣‧牒文》：「古今體異，隸變不同，如總據《說文》，即古體驚俗，若依近代文字，

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錄為《新加九經字樣》壹卷。」由此可見，

唐玄度並沒有以《說文》為唯一的正字標準。 
33鄭阿財：〈敦煌文獻與唐代字樣學〉，《第六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276。 
34收藏於英國倫敦編號ｓ三八八、ｓ五七三一號及ｓ六二○八號等字書殘卷，審其內容性質，似

即字樣書一類之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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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九經字樣》所收錄的某些字時，有直接提到當時使用的楷字之古文字

形。譬如， ／貴：「從貝從 。 古文貴。上說文。下隸省」；游：「音由。

從從。是古文字泅。作 者訛。」 

  每一個字都有漫長的歷史，文字並非一時出現的，如同生命體，它不斷的

變化，若真正想要知道一個字的形體演變，必須追溯其來源。因此筆者要用甲

骨文、金文、戰國文字、小篆的字形比較法來釐析自古至今形體演變的脈絡，

揭示文字結構發展的規律，找出「隸變」、「隸省」35的痕跡，判斷出唐玄度設

定正字的妥當與否和《九經字樣》所要顯示的正字觀。 

 

（二）偏旁分析法、部件辨析法 

  在唐蘭《古文字導論》與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論》中，皆曾介紹過古文

字的考釋方法。利用分析字體中的偏旁來考釋古文字，也是歷史上使用很久的

老方法。從廣義來講，自許慎以來就採用偏旁分析的方法來說明字體。但是，

把這種通常使用的方法提高到一種具有科學意義的研究手段，是從清末孫詒讓

開始的。他的做法是先把已經確認的古文字，按照偏旁分析為一個個單體，然

後把各個單體偏旁的不同形式收集起來，研究它們的發展變化；在認識偏旁的

基礎上，最後再來認識每個文字。漢字一直以來便是以筆畫、符號為其書寫的

形式，因而拆解各個構件，再據以去認識未識字，便成為漢字此一注音文字的

獨門考釋法寶。此項法寶主要是通過字體中的偏旁分析來考釋古文字，因而首

先要對過去已經認識的各種偏旁形體有所了解，同時還要知道各種形旁之間的

通用關係。 

   雖然唐蘭和高明先生都是針對考釋古文字而為言，但本論文寫作的過程當

中也會採用此方法，其中「偏旁分析法」對本論文眾多問題的解決有很大的幫

助，故考察不同時代、不同字體、不同字形的文字時，筆者多會採用偏旁分析

法。 

 

                                                 
35產生異體之原因為「隸變」，共有十六條；產生異體之原因為「隸省」共有一百零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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