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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朝及其以前之文字規範 

                    及正字運動述評 

 

第一節 唐以前文字整理、統一、規範化 

  因為中國每個時代的時代背景和漢字發展程度不同，所以「規範化」對各個

時代內涵皆具有不同的意思。唐朝以前，漢字的字體尚未穩定化，且隨著時代的

變遷，漢字的字形亦經歷了甲骨文、篆文、隸體、楷體等的演變。到了唐朝，漢

字的字體才固定下來，以楷體為規範字體。因此唐以前的文字規範化包括「字體

統一化」和「字形規範化」的概念，而唐以後的文字規範化就意味「楷體字的字

形規範化」了。 

 

  其實，在「文字規範化」此大業中，朝廷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為「正

字」、「文字統一」的概念亦可能是由政府、即權力機關來樹立的。歷代政府為了

「文字規範化」花了不少精力和心思，若沒有秦始皇統一文字的歷史事件，也沒

有像唐朝正字運動的大成果，我們就很難期待如今的文明發展，幸好歷代政府早

已察覺到漢字規範的迫切性而倡導社會用字規範化。中國歷代政府為了提倡文字

規範化政策，幾乎都編纂了「字書」，現存的中國第一本字書為《史籀篇》，它是

當時的小學讀物，全書大體上是四言韻語，容易記誦。它既然是兒童的識字教材，

其字體和字形必定是經過整理、規範之後的字。關於《史籀篇》的成書時期和作

者，眾說紛紜，簡略來說，班固和許慎在《漢書》、《說文解字》中主張《史籀篇》

是西周宣王時期的太史（官名）籀（人名）撰述之作，北齊魏收與唐朝張懷瓘亦

贊同此說法。但直到清朝，王國維先生在《觀堂集林‧史籀篇證序》提出異見：

「此書在春秋戰國之間完成，而且因為「籀書」為史之專職，當時的史官所著的，

所以《史籀篇》並非篇名。」無論如何，《史籀篇》為用大篆寫的中國現存第一

「字書」，給秦朝的字書一定的影響，對此我們無庸置疑。以下按照時代的順序

逐一對文字規範化的過程進行簡單介紹： 

 

一 秦朝整理、統一文字 

  秦始皇二十六年（公元前二二一年），滅六國，統一天下，中國在政治上歸

於一統。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法度衡石丈尺，車同軌，書同文字」，

秦始皇統一六國後，為了達成完善的統一大業，施行一系列統一工作，如統一歷

朔、度量衡、貨幣、文字等。其中，影響和意義最重大的是「文字統一」，秦始

皇對六國和秦系文字混雜的情況，做了全面的清理，有關記載在許慎的《說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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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序》可見： 

  其後諸侯力政，不統於王。惡禮樂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

田疇異畝，車涂異軌，律令異法，衣冠異制，言語異聲，文字異形。秦始皇

帝初兼天下，丞相李斯乃奏同之，罷其不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

車府令趙高作《爰歷篇》。大史令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

頗省改，所謂小篆也。 

  眾所周知，戰國文字可大分為齊系、燕系、晉系、楚系、秦系，各系的文字

均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秦系文字因地理上的位置而具有與其他六國有顯著

的差異。1再加上六國的文字變化多端，異體字不勝枚舉，故秦始皇深感文字統

一的必要性。因此他先使李斯依「罷其不與秦文合者」的原則來廢除和整理了與

秦系文字不同的大量六國文字，然後令李斯、趙高和胡毋敬三人參考《史籀篇》

之大篆2，作規整勻稱、象形之特色極少的小篆，以此來編纂《倉頡篇》、《爰歷

篇》、《博學篇》三書。此外，秦始皇「文字統一」大業的成果，還可見於相當豐

富的文字材料中，即秦朝的銅器、兵器和石器的銘文，陶器、木器、漆器、貨幣、

璽印、簡牘上的文字等。高明在〈略論漢字形體演變的一般規律〉一文中利用秦

朝以前未經整理的古文字體同經過整理的秦篆字體，經過繁複比較和研究，推測

當時主要採用了四種措施：一、固定各種偏旁符號的形體，二、確定每個偏旁在

字體中的位置，三、每字所用偏旁固定為一種，不得用其他偏旁代替，四、統一

每字的書寫筆數。3 

至於秦文字整理、統一的成效，學術界對此的意見並不一致。陳昭容在〈秦

「書同文字」新探〉一文中，為了觀察秦書同文字的成效，做了一些很有意義的

比較。陳氏首先在戰國時期文字區域特徵明顯的三晉系、楚系、齊魯系中各取一

批已經整理得較好且字數不太少的資料，即三晉系平山中山國墓葬出土銘文為

例；楚系文字以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文字為例；齊魯系文字以《說文》古文為例。

然後觀察統一前後一百年間的戰國區域性異體字之存留於秦、漢初的例子，其結

果為三者平均約百分之六，而且出現次數極少，可以說秦達成了文字統一的第一

                                                 
1「戰國時代，東方各國除了部分文字沿用商周舊系統外，大部分均採當時盛行的六國新興古文

體，與商周古文距離較遠。秦國則不然，秦人始終嚴謹地承襲西周籀文系統，變化不大，於是戰

國時代東方文字呈現相當大的不同，正如王國維所指出的：戰國時秦用籀文六國用古文。」（參

見林素清：〈說文古籀文重探─兼論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六國用古文」說〉，台北，《中研

院史語所叢刊》，第 58 本第 1 分，1987 年，頁 251） 
2《倉頡篇》、《爰歷篇》、《博學篇》此三書早已佚亡，如今無法知道其真面目，不過根據《說文》：

「斯作《倉頡篇》，中車府令趙高作《爰歷篇》。大史令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省改，所謂小篆也」，我們能夠可知它們與《史籀篇》的性質相似，皆為兒童的識字課本，

而且三書採用的小篆是由《史籀篇》中大篆演變過來的。 
3高明：〈略論漢字形體演變的一般規律〉，《高明論著選集》，北京，科學出版社，頁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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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罷其不與秦文合者」。4 

  不過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秦雖然成功地從秦文字中廢除與秦異形的六國文

字，但沒有成功完成真正的文字統一，因為在文字統一後的秦國文字中，許多異

體字仍然存在而且通行。再加上，隸書的盛行引起更多的異體字的產生，湖北雲

夢睡虎地秦簡、四川青川木牘、甘肅天水秦簡中大量的秦隸證明著如此的現象。

譬如，睡虎地簡的「 」、「 」、「 」等字已經與小篆「典」、「 」、「舍」的

字形有差，比較接近隸書。 

 

  根據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隸書在戰國後期已經形成了，而且六國

文字的俗體也有向隸書類型字體發展的趨勢，如果秦國沒有統一全中國，六國的

俗體遲早也是會演變成類似的新字體的。當時小篆由官方採用，隸書在民間通

行，隸書是在秦國文字俗體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而發展。雖然在秦代，小篆是主要

字體，隸書只是輔助字體，社會地位很低，但隸書具有書寫方便的特徵，因而很

快就取代小篆的位置。5 許慎《說文解字‧序》：「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

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六書：一曰古文……四曰左書，

即秦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唐代張懷瓘《書斷》稱：「傳邈善

大篆，初為縣之獄吏，得罪始皇，系雲陽獄中，覃思十年，損益大小篆方圓筆法，

成隸書三千字，始皇稱善，釋其罪而用為禦史，以其便於官獄隸人佐書，故名曰

隸。」6從前述的兩書記載中可見，秦始皇也承認隸書的實用性，命程邈對隸書

做一番整理，因此隸書被公認為秦之規範字體之一。秦始皇也許想要維持小篆的

強勢，因此許多器具、兵器等銘文和秦始皇巡行天下時所立的刻石7上的文字，

皆是當時官方訂定的規範字體──小篆，以此提倡小篆的廣泛使用，但他終究無

法抵擋時代的潮流，而必須承認隸書的優越性並接受新的字體。對此，郭沫若先

生也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提過：「這是社會發展的力量比帝王強，民

間所流行的書法逼得上層的統治者不能不屈尊就教。是草篆的衝擊力把正規的篆

書沖下了舞台，而形成為隸書的時代。」8 

 

  綜觀，秦朝正字觀的特點可以舉出以下三點：第一，秦實行了中國第一個「統

一文字」的政策，在此過程當中，秦絕不容許與秦系文字不同的六國文字而移除

它們，這帶有濃厚的政治特色。第二，以小篆為規範字體。秦朝為了完善地推行

                                                 
4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第 3 分，1997

年，頁 612-617。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北京，商務印書館，2006 年，頁 69-72。 
6程邈創造隸書，筆者對此說法不贊成，新字體的創造並不能出自一人一時，需要較長的過程。 
7依據《史記‧秦始皇本記》的記載，秦始皇二十八年立「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

二十九年立「之眾刻石」、「東觀刻石」，三十二年立「碣石刻石」，三十七年「會稽刻石」，它們

皆用標準的小篆來寫的。 
8郭沫若：〈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年，第 1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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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規範，從大篆改作成小篆。第三，秦雖然對六國文字排斥，但對小篆以外的

字體──隸書具有比較開放的態度。故此後，漢字走向以隸書統一的路，影響到

漢朝文字。在戰國時期異體字氾濫的情況下，秦朝官方先整理其字形，然後以秦

系文字為主，確立其字形，施行文字規範化的基礎工作──「統一文字」。從如

此的角度來看，在中國文字史上，秦始皇的文字統一的貢獻實在不可磨滅。 

 

二 漢朝文字規範化 

  如同短命王朝「秦」的命運，「小篆」也沒有將規範字體的地位保持得很久。

甚至，包括裘錫圭先生的幾位學者認為秦始皇實際上是以隸書統一了全國文字，
9因為小篆只用在隆重的場合下，相反的隸書皆用在公文和民間的書寫上，小篆

很快就喪失了正統文字的地位。雖然在西漢初的一些碑文中可見小篆，在敦煌、

居延等地出土的王莽間和東漢簡上亦可見章草，10但兩漢時期主要通行的字體仍

為「隸書」，在整個漢朝中，促進而擴大了隸書的使用。以下首先要探討兩漢時

期整理文字的一些「字書」和《說文解字》，然後要介紹起到文字規範化作用的

「熹平石經」。 

 

  首先看漢代文字整理字書的情況，漢人閭里書師曾將秦代的《倉頡篇》、《爰

歷篇》、《博學篇》此三書合編，且並稱此三書為《倉頡篇》，亦名《前三倉》。關

於當時整理文字的字書，可參考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記載： 

  漢興，閭里書師合《蒼頡》、《爰歷》、《博學》三篇，斷六十字以為一章，

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復字。元帝

時黃門令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李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

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數，各令記字

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易《倉頡》中重

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復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一十二章，無復字，六

藝群書所載略備矣。《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讀，宣帝時徵齊人能正讀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林，為作訓故，並列言。11 

 

  如上所述，「三倉」問世之後，還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 

李長的《元尚篇》、揚雄的《訓纂篇》12，它們皆屬於西漢時期的著作。到了東

漢，和帝永元間賈魴續《訓纂篇》作《滂喜篇》，之後稱《倉頡篇（前三倉）》、《訓

                                                 
9裘錫圭《文字學概要》、北文：〈秦始皇書同文字的歷史作用〉，《文物》，1973 年，第 11 期、吳

白匋：〈從出土秦簡看秦漢早期隸書〉，《文物》，1978 年，第 2 期。 
10裘錫圭：《文字學概要》，北京，商務印書館，2006 年，頁 87。 
1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第 30 卷》，台北，洪氏出版社，1981 年，頁 1720。 
12兩漢的統治者注意到文字的混亂情況，做了一些有利於文字規範化的工作。如元始間西漢平帝

在朝廷召開有爰禮等百餘人參加的文字討論會，揚雄吸收會議的成果，作《倉頡訓纂篇》。（參見

張明華：《中國古代字典辭典》，北京，商務印書館，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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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篇》、《滂喜篇》為「後三倉」。可惜其中留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字書只有《急就

篇》，它是教小學識字的課本，在開頭提到：「急就奇觚與眾異，羅列諸物名姓字，

分別部居不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力務之必有熹。」從中可知，它的內容為

姓氏名字、器用百物、政治職官三類，將有關常用詞語編成韻書，以便學童記誦。

史游編撰《急就》的目的為提供那些小黃門在宮內從事登載抄寫時，如遇物名不

知怎麼寫，或姓字不瞭解，就可依其類別參閱《急就》之字，以便順利完成工作。
13既然該書的目的為如此，它可能由當時的規範字來編纂，希望很多人參考該

書，普及全國。除了《急就篇》以外，還有衛宏《古文官書》、許慎《說文解字》、

班固《續訓纂篇》、杜林《倉頡訓纂》、《倉頡故》、服虔《通俗文》等都屬於東漢

時代整理文字的字書。 

 

  在東漢時期的字書中，非論及不可的字書為《說文解字》，因為撰書用意在

規範文字始於《說文解字》是很明確的。漢代古今經學互相鬥爭的社會背景14

產生了巨著《說文解字》，作者為古文經學大師賈逵的弟子許慎，他在古今文經

之爭的環境下，深切感受到經典文字規範的需要。對此他在《說文解字‧序》中

提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識古。故曰

本立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不可亂也。」再加上，漢代的漢字經過隸變之後，

人們對漢字誤解的現象十分嚴重，亦從《說文解字‧序》可見一斑：「馬頭人為

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正因為如此，許慎就撰述了《說文解字》，

書中整理小篆，那該書怎麼起到文字規範作用了呢？ 

                                                

  文字的規範化過程是一個使大家理解、信服和掌握的過程，這就要求規範的

文字具有權威性。但權威性是必須建立在科學性基礎之上的。《說文解字》就符

合此條件，許慎廣泛地搜集了自戰國以來古、籀及小篆各種文字形體，運用「六

書」來分析漢字的結構，全面地說解了每個文字形、音、義的由來，具有很強的

科學性。15而且《說文解字》一書繼承了白虎觀會議的精神，學宗古文，並存異

說。16例如，許慎還引用今文經派學者董仲舒的見解，《說文解字》王（王）：「天

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連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

參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凡王之屬皆從王。」如此的例子不少，

此表示《說文解字》具有相當大的客觀性。正因為如此，在《說文解字》中許慎

的主張容易令人信服，成為共同遵循的一個準繩。《說文解字》的影響所及的不

限於漢代，漢以後的許多字書幾乎都參考《說文解字》而撰成書，至今研究文字

 
13林榮森：〈《急就篇》名稱探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6 年，第 12 期，頁 81。 
14參考姚孝遂在〈經學、小學與許慎〉一文中解釋，古今經學之爭，從表面上看來，今文學派所

根據的經是用漢代通行文字書寫的傳世古籍，而古文學派所根據的是孔子壁中出土的用戰國文字

寫的古籍。實際的主要分歧在於：今文學派主張闡發聖人的微言大義，強調經世致用；古文學派

則主張恢復古籍的本來面目，首先解決文字、聲音、訓詁等問題，反對隨心所欲的解釋古代文獻。

這兩個不同的學術派別後來演變成為政治派別，則不僅僅是單純的學術問題了。（姚孝遂：〈經學、

小學與許慎〉，《說文解字考正‧序》，北京，作家出版社，2005 年，頁 2） 
15同注 14，頁 7。 
16孫雍長、李建國：〈秦漢時期的漢字規範〉，《光州大學學報》，2005 年，第 4 卷第 6 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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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化問題時，必須要參考的書籍乃《說文解字》。雖然《說文解字》有不少的

錯誤，但其參考價值相當高，受到歷代許多文人的重視。它不只在文字學史上有

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中國字典歷史上亦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而且它在文字規範

化上的成就更是永世不朽。 

 

  許慎的《說文解字》對東漢以後文字起的規範作用頗大，但它只不過是個人

著作，文字規範化仍需要官方的關心和重視。漢武帝實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代前所未有的經學發展，為中國經學大興的朝代。由於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戰亂

的關係，漢政府必須搜求經典，以重建經學之基礎。如上所述，當時經書的底本

有各種不同的來源，自然在內容和字體方面也有很大的差異，此為引起古今文經

之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至東漢末外戚和宦官爭權激烈，發生兩次黨錮之爭

而政局動盪，文字混亂的情況亦頗為嚴重。為了改善經典無定論、無正字的現象，

由官方主持的「鑿石立碑」大規模工程──刊刻「熹平石經」，自漢靈帝熹平四

年（176年）起至光和六年（183年）止。「熹平石經」共有46座石碑，碑文約20

萬字，收錄七經17，由著名學者蔡邕、宦官李巡以及一些朝臣等人聯合進行立「熹

平石經」之工程，在《後漢書蔡邕傳》中，有相關記載：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年，乃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說、

太史令單颺等，奏求正定六經文字。靈帝許之。邕乃自書丹於碑，使工鐫刻

立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立，其觀視及摹寫者，車

乘日千餘輛，填塞街陌。」18 

 

  《熹平石經》是中國歷史上最初樹立規範字體的經典文字，換言之，可視為

研究漢朝規範字體的好資料。可惜現在只能看到殘碎之片，很少有完整的碑石。

但我們從《後漢書‧蔡邕傳》：「及碑始立，其觀視及摹寫者，車乘日千餘輛，填

塞街陌」的記載可見，《熹平石經》對漢朝文字規範化有相當大的成效。並且，

自《熹平石經》始，揭開了後世刻石群體之序幕，漢以後的歷代石經均受到影響

並繼承文字規範化精神，其意義是可想而知。 

 

                                                 
17關於「熹平石經」之經數，有三種說法：一、依據《後漢書‧靈帝紀》、《儒林傳序》、《盧植傳》，

熹平石經載「五經」。二、依據《蔡邕傳》、《張馴傳》，熹平石經載「六經」。三、依據《隋書‧

經籍志》，熹平石經載「七經」。對「熹平石經」經數之說法的分歧，楊麗君在〈歷代石經簡論〉

一文中解釋云：「細考其目，發現其所收的經書，無外乎《周易》、《尚書》、《魯詩》、《儀禮》、《春

秋》、《公羊傳》、《論語》七經。由此可以明瞭古人所混之緣由，稱五經者，是只說其經，而無《公

羊》、《論語》二傳；稱六者，是把《公羊傳》算一經；而七經說即指上述五經二傳。正如武內義

雄在其《漢石經及論語殘字考》一文中所說：『五經六經七經者，僅稱謂之不同，而其內容，不

外上述之五經二傳。』」（參見楊麗君：〈歷代石經簡論〉，《現代語文》，2006 年 7 月，頁 127） 
18（宋）范曄：《後漢書‧蔡邕傳》，北京，中華書局，1965 年，頁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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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的論述，可以推知漢朝正字觀的特點，第一，漢朝社會使用的漢字

字體有小篆、隸書（秦隸／漢隸）、章草，但其中通用的字體是隸書，官方主導

的文字規範化政策的產物「熹平石經」証明了此事實。第二，許慎的《說文解字》

以古文為理據的文字觀形成，而且提供了文字規範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這影響

到其後的整個漢字規範史。第三，看《說文解字》與「熹平石經」的撰述動機，

當時文字的規範化都是為正確解釋儒家經典而產生的，而非純粹為了文字本身的

整理和規範化。 

 

三 魏晉南北朝文字規範化 

  凡有生命的事物都會有變化，因漢字是活文字，故其形體隨著時代的推移而

不斷改變著，尤其是秦漢時期漢字的字形變化十分劇烈。經過以《熹平石經》為

代表的官方的努力，至東漢末，隸書的字體達到了穩定的階段，換句話說，亦即

文字規範工程有了一定的效果。但漢末之際，楷書（又稱「正書」、「真書」）漸

漸形成，南北朝以後，楷書則取代隸書成為當時的主要通行的字體，同時行書也

在這一歷史時期中形成並盛行。也可以說，在魏晉南北朝，我們現在看到的漢字

之全部字形都已出現並被使用。 

  文字為社會交際、語言溝通的工具，反過來想，社會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文

字，魏晉南北朝社會背景和文字使用混亂的現象之間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可舉如

下幾點：首先，可以舉政治上的原因，漢末六朝，政權分崩，政局動盪。沒有強

大的統治政權，自然文字失去控制。兼之，官學沒落，私學興盛，在此學術背景

下，文字無規範的現象更加嚴重了。其次，社會的進步帶動了漢字的大量增加。
19如，佛教的興盛影響到漢字的發展和規範削弱。佛教的傳入，傳抄佛經，佛經

的梵文譯為漢文，有一些文字是漢字所無，故通過翻譯佛經又替漢字創造一些新

字，給漢字增添了新內容。20再次，魏晉南北朝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最豐富精采的

時代，不過這個時期書法的發展反而產生了異體字、俗字、錯別字等許多問題。

因為東漢時發明的新書寫材料──紙於此時期開始普及，因此很多人用紙手抄書

籍，此後產生了相當多的異體字、俗字、錯別字。並且在不少碑刻、墓誌銘、法

帖的書法文字中可以發現，一字中或一文中篆、隸、楷、形、草的成分混合在一

起，此例並不少，直接影響到漢字失控規範。 

 

  基於多有幾個字形、許多異體字的出現和時代背景的考量，我們能夠推論出

魏晉南北朝文字的使用有多麼混亂，在以下顏之推《顏氏家訓》與江式《古今文

字》〈古今文字表〉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東漢以後魏晉南北朝時用字混亂的

情況： 

                                                 
19魏晉南北朝的原本《玉篇》收 16917 字，今本《大廣益會玉篇》收 22561 字，無論是原本還是

今本，其數比起東漢《說文》所收的 9353 字，有相當大的差異。 
20孟世凱：《中國文字發展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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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宋以來，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

不無俗字，非為大損。至梁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

子雲改易字體，邵陵王頗行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不成，多所傷

敗，至為一字，唯見數點。或妄斟酌，逐便轉移。爾後墳籍，略不可看。北

朝喪亂之餘，書跡鄙陋，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念」為「憂」、

「言反」為「變」、「不用」為「罷」、「追來」為「歸」、「更生」為「蘇」、「先

人」為「老」，如此非一，遍滿經傳。（顏之推，《顏氏家訓》中）
21
 

 

  世易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隸體失真，俗學鄙陋，復加虛巧，談

辨之士，又以意說，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眾非，非行正。信哉

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來為歸，巧言為辯……如斯甚眾，皆不合孔氏古書、

史籀大篆、許氏說文、石經三字也。（江式，《古今文字》，〈古今文字表〉中）
22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此時期的學者與前代學者們一樣寫出一些字書，中央

政府亦刻立石經，欲以此改善用字混亂的情況。首先看編纂字書的部分，東漢《說

文》問世，一直受到後人的重視和肯定，在魏晉南北朝這一時期中，不少的學者

仿《說文》纂述有關文字規範的學術著作，其中比較有價值的有以下幾本：魏‧

張揖《古今字詁》（亡佚）、晉‧葛洪《要用字苑》、晉‧呂忱《字林》（亡佚）、

南朝宋‧何承天的《纂文》、北魏‧陽承慶的《字統》、江式的《古今文字》、顧

野王《玉篇》等。其中，呂忱的《字林》直到唐朝與《說文》受到世人的重視23，

它上承《說文》下啟《玉篇》，但約在南宋時亡佚，現在無法窺見全貌。24上述

的字書皆以篆隸為收字對象，但從《玉篇》開始以楷書為收字對象，它們比起《玉

篇》其影響和價值是有限的，就是說《玉篇》是現存的中國第一部楷書字書。《玉

篇》全書收二萬二千多字，其中大量收有魏晉以來的後起字、異體字，反映了當

時社會迅速發展、語言日益豐富、漢字大量增加和文字形體變換的大勢。其後的

字書均以楷書為收字對象，對漢字楷體的規範起了很大的作用。25 

  另外，我們還可考慮有些字書對當時的文字起了規範的作用，此乃「蒙學讀

物」。其實，在《說文解字》以前的像《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

篇》等字書都屬於蒙學讀物，甚至徐梓在《蒙學讀物的歷史透視》中言，在《說

                                                 
21李振興、黃沛榮、賴明德譯註：《顏氏家訓‧雜藝》，台北，三民書局，1993 年，頁 384。 
22《魏書‧江式傳》，台北，鼎文書局，1979-1980 年，頁 1963。 
23自晉至隋唐間《字林》與《說文》同樣受到重視，透過以下記載可見：《山堂考索前集》云：「唐

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館諸生試書，書學詩經、《說文》、《字林》。先口試，通，乃墨試《說文》

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五經文字‧序》云：「唐國子監置書學博士，立《說文》、石經、《字

林》之學。」 
24清乾隆時任大椿撰《字林考逸》八卷，清末陶方琦撰《字林考逸補本》一卷，對《字林》的原

貌透過兩本書可見一斑。 
25周谷城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語言文字卷》，上海市，復旦大學出版社，1995 年，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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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之前，所有的字書都是蒙學讀物，或者說都曾用作蒙學教材。26既然蒙

學讀物的目的在讓初學者正確地認知漢字，它們的字樣也就是依當時的正字字樣

來書寫。此直接影響到人們使用正字的頻度，對整個社會的文字使用起了一定的

規範作用。魏晉南北朝的蒙學讀物有如，《勸學》、《小學篇》、《古今字詁》、《要

用字對誤》、《千字文》等，其中梁代周興嗣奉梁武帝所撰的《千字文》對後世的

影響甚鉅，流傳甚廣。 

 

  就那時的石經而言，漢朝刻立「熹平石經」的經驗成為曹魏的學習標的。到

了正始年間，曹魏的國力已居吳蜀之上，其勢力日益強大。承漢末之文風，人才

濟濟，建安文學、正始文學的出現正是這一局面的反應。在如此的盛世崇文，文

化繁榮的氣氛下，曹丕在登基不久就恢復因戰亂而中斷的太學。27 

  因社會經濟文化繁盛，至曹魏正始二年（241 年）刊刻《春秋》、《尚書》、

部分《左傳》的另一個石經誕生了，此碑稱「正始石經」。它接著「熹平石經」，

再次統一了儒家經典的版本，成為在曹魏時期太學的規範的教材，給當時的學生

提供了極佳的範本。「正始石經」分刻於 35 石上，約 147000 字，值得注意的是

此石經用古文、小篆、漢隸三種字體刻成28，整理前代的文字，亦樹立了規範文

字，如今它給研究古文字的學者提供了很有價值的文字材料。 

  不幸的是它的命運與「熹平石經」相同，因經過屢次的戰亂而使我們無法看

到它本來的面目，根據統計現在只能看到「熹平石經」殘石中 8000 餘字，「正始

石經」殘石中 2500 餘字。 

 

  談到魏晉南北朝正字觀之前，先看這時期非常重要的一位語言學家，即顏之

推的文字觀。如上所述，由於魏晉南北朝政局動盪，故此時期的文字使用極為混

亂，顏之推就置身於如此的社會，並且因他奇特的身世遭遇而豐富了他的語言文

字知識29。雖然一個學者的觀點不能代表這時期文字規範和正字觀的潮流，但他

給後世的影響巨大，在此簡單地介紹他對文字規範的觀點。 

  顏之推出生在詩書世家，歷仕四朝，他的這種特殊的身世遭遇，豐富了人生

閱歷，也豐富了對語言文字的知識。他的正字觀是變通的、合乎時宜的、進步的
30，此在《顏氏家訓》中充分地體現： 

                                                 
26徐梓：《蒙學讀物的歷史透視》，漢口市，湖北教育大學出版社，1996 年，頁 31。 
27張千衛：〈「漢魏石經」考論〉，《洛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 年，第 3 期，頁 13。 
28因此，《正始石經》的亦名為《三體石經》、《三字石經》。 
29顏之推（531－591 年），字介。晉室南渡，其祖遷居金陵，之推實為金陵人。出身於詩書世家

的顏之推，12 歲時在南梁湘東王蕭繹門下，博覽群書，詞情典麗，即有名江左。蕭繹即位後，

之推任散騎侍郎。梁承聖三年（554 年），西魏軍攻破江陵，之推被俘。後三年，之推逃奔北齊，

領中書舍人，除黃門恃郎。齊亡，入北周，為禦史上士。北周亡，入隨，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

不久因病去世。之推聰穎機悟，博學而有才辯，工於尺牘，善於應對，所以一生雖播越南北，歷

仕四朝，處於政權迭變之際而能身榮不敗。（李建國：〈顏之推與隋唐語文規範〉，《信陽師範學院

學報》，2006 年，第 2 期，頁 77）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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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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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小學者，不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

《說文》，豈能悉得蒼頡本旨哉？亦是隨代損益，互有同異。……吾昔初看

《說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不識，隨俗則意嫌其非，略是不得下筆也。

所見漸廣，更知變通，救前之執，將欲半焉。若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

行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不違俗也。」31 

 

  換言之，顏之推認為因為文字是不斷在發展的，所以文字規範也要跟著改

變，若其規範一成不變，恐怕是不合理的。因此顏氏批評世間小學者「必依小篆，

是正書記」的觀念，他認為因每個文字都有自己的演變過程而必定有楷書字形的

新造字，它們沒有小篆字形，不能以小篆為規範看當時的文字。他覺得就像以楷

書為正字字體的《玉篇》一般，隨著時代和文字的變化，文字規範也要改變。而

且他主張將文字載體分成「文章著述」、「官曹文書、世間尺牘」兩種，適用不同

的規範。到了唐代，顏之推的後孫──顏元孫在《干祿字書》將文字分成俗、通、

正，繼承他變通的觀點。 

 

  就魏晉南北朝的正字觀而言，其特點可以舉以下幾點：其一，這期間漢字的

篆、隸、楷、行，四體都混用，並且異體字、訛字、俗字亂用的現象極為嚴重，

但沒有一個很強力推行的文字規範化經驗，如此的消極現象直接影響到隨唐正字

運動的興起。其二，魏晉南北朝大約三四百年間，代表的文字規範化成果有「正

始石經」、《玉篇》：曹魏正始二年（241 年）刻立「正始石經」，它不但對於經典

文字校勘，並且對於三體（古文、小篆、漢隸）作了一番整理。到了梁武帝大同

九年（543 年）顧野王篇纂《玉篇》，此書為歷代字書中最初以楷體寫成的書。

由此可見，楷書在正字字體的地位上升。其三，南北朝傑出的學者──顏之推，

奠定了隋唐正字學的基礎，給唐朝很多學者的影響非常深遠。 

 

四 隋朝文字規範化 

  六朝時使用多種漢字字體，字形混亂的問題，到了隋代有所解決。隋代產生

了不帶隸書筆意的典型楷體，並且有了普遍應用的實際。由隋代用楷書來書寫的

文獻內容看，顯然已經屬於官方確定的字體了，因為在有著許多官署落款的佛經

寫本上，都是用典型楷書寫成的。32並且，隋代官方有典正文字的「正字」之官，

《大唐六典》卷十、卷二十六中云： 

  著作局－正字二人 正九品下：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從九品上，皇朝

因之。著作郎掌修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卷十） 

  司經局－正字二人 從九品下（舊唐志作上）：隋司經局置正字二人，

從九品下，煬帝改為正書，皇朝復為正字。（卷二十六） 

                                                 
31李振興、黃沛榮、賴明德譯註：《顏氏家訓‧書證》，台北，三民書局，1993 年，頁 344-345。 
32黃征：《敦煌俗字典‧前言》，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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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十一中還提到：「隋置書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以下。皇朝加置二人」，從

此可見隋時文字書寫已有專門之學校。而其職司為：「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

子之為生者，以石經、《說文》、《字林》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33「正字」

之官和有關文字書寫的專門學校之存在就證明著隋代相當重視文字的整理和規

範化。 

  除此之外，隋代有無名氏《正名》、劉鉉《五經正名》、曹憲《文字指歸》、

諸葛穎《桂苑珠叢》、顏愍楚《俗書證誤》等的字樣書，不過流傳至今的字樣書

只有顏愍楚的《俗書證誤》，其他書皆已佚而不得窺見其真面目。顏愍楚的《俗

書證誤》大概分成三個部分，一為解釋「形近而誤」的情況，以「從某非」一句，

強調非正字的字形，例如，練：「從柬，從東非」，奇：「異也。零也。從大，從

立非。」二為「古今字音」比較，例如，戊：「原音茂。今務」，解：「原音嫁。

今介。」三為「古今字形」比較，例如，呂：「今」，檐：「今簷」。從其體例和

內容中能夠窺見，該書給唐代的字樣書不少的影響，到了唐代與此書類似的字書

陸陸續續出現。 

  筆者認為隋代文字之整理、規範化的意義在奠定唐代字樣學興盛之根基。如

前所述，自周至隋，漢字經過了數次的文字整理的過程。如同秦受到周的影響、

漢受到秦的影響、六朝受到漢的影響而在前代文字規範化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唐

代漢字規範化亦受到隋代之直接的影響。也就是說，雖然隋為時甚短，但當時整

理、規範漢字的官職和整理六朝文字歧異的字書，皆促進唐朝字書的產生和正字

運動，刺激字樣學的發展。總而言之，隋朝為字樣學之萌芽期；唐朝為字樣學之

興盛期。 

 

第二節 唐代正字運動 

  整理、考察異體字的字形，然後從中挑選確定規範字形，歷代研究有關這方

面的學問叫做「廣義的字樣學」，經過如此的工作後得出的字，這就是「正字」，

故字樣學的別稱為「正字學」。「狹義的字樣學」指唐代的字樣學，唐朝以前漢字

的字體一直在演變過程中，無一穩定的字體，至唐以楷書為規範字體，它終於達

到穩定的地位，從此以後不少的學者專們研究楷書的字形，字樣學這一學問就發

展起來。「唐朝正字運動」指的是「異體字整理」、「正字的確立」、「限制異體字

的使用」的一系列文字規範化運動。唐朝是字樣學發展的頂峰期，以研究字樣學

為主的「唐代正字運動」是在漢字規範史上，也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分一劃的一

個重要的事件。以下筆者要對於「唐朝產生正字運動之背景」、「字樣學的發展與

字樣書的產生」加以論述，以全面地了解「唐代正字運動」。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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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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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朝產生正字運動之背景  

  中國歷代都有文字規範化的經驗，那麼為何到了唐朝，激烈地興起提倡文字

規範化、倡導正字運動的風氣呢？其原因可舉以下幾點： 

  第一，初唐還保留著魏晉南北朝文字喪失規範化的狀態。在如此的環境下，

政令的宣達和經典的傳習產生不便，因此唐朝政府深感文字整理的必要性。 

  第二，強大的政權力量。當一個國家高度統一的時期，文字也就相對統一；

當政權衰落，當戰亂頻仍、地方割據的時期，也就是文字紛亂歧出的時代34。唐

代重歸一統，以強大的政治力量來進行文字整理和文字規範化工作而普及正字字

形，政府的倡導必然會起到一定的導引作用。而且獎勵並注重教育，唐朝在京城

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律學、書學、算學的六學。其中修書學的要求為「書

學，日紙一融，間習時務策，讀《國語》、《說文》、《字林》、《三蒼》、《爾雅》」，

學習內容為「石經三體限三歲，《說文》二歲，《字林》一歲」35，可見唐朝使當

時的學生讀前代文字規範的字書《說文》、《字林》、《三蒼》，以此繼承其文字規

範化精神。 

  第三，統一之後的唐朝社會歸於穩定的狀態，自然文化和學術活動興盛。在

如此的環境下，造紙技術提高，圖書業也進一步發展。由於圖書事業的不斷發展，

要抄寫大量的書籍，就需要有很多的書手。隨著寫書人員數量的逐漸增加，需要

統一的字體，祕書省官員提出了書寫的規範字樣，也就是後來的一系列字樣書
36。並且城市商品發達，有了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這樣一來，人與人之間的交

流增加，民間俗字的使用越加頻繁，表示語言文字變化迅速，需要控制其負面變

化，因此唐朝全國性的字樣學研究興起。 

  第四，科舉考試的影響。唐朝科舉考試有六種：「秀才」、「明經」、「進士」、

「明法」、「明書」、「明算」。根據有關「明書」的記載「凡明書，試《說文》、《字

林》，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通」37，「先口試，通，乃墨試《說文》、《字林》

二十條，通十八條為第」38。再者，用字之正俗直接關係到仕途的順利與否，《冊

府元龜》中有關唐時弘文、崇文二館學生之考試記載云：「所習經業，務須精熟；

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通七者與出身，不通者罷之。」39歐陽修、宋祈亦在《新

唐書‧選舉志》中道：「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

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理優長。」40從以上古書中記載可見，唐代

選拔官吏時，書寫要求很嚴格，顏元孫的《干祿字書》就是由此而生的。 

                                                 
34王鳳陽：《漢字學》，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874。 
35歐陽修、宋祈：《新唐書‧選舉志》，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頁 1162。 
36吳麗君：〈《唐開成石經》刊刻的社會背景總述〉，《承德民族師傳學報》，2005 年，第 1 期，頁

40。 
37李隆基：《大唐六典‧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年，頁 83。 
38點校本《新唐書‧卷七十三》，洪氏出版社，1984 年，頁 1159-1162。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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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21。 
40歐陽修、宋祈：《新唐書‧選舉志》，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頁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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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字樣學的發展與字樣書的產生 

  唐朝正字運動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其影響最深遠的文字規範化運動。正字

運動的興盛，直接反映在有關著作和成果相繼湧現，即字樣書的產生。唐朝有不

少字樣書的出現，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如：貞觀年間（627~649 年）有顏師古《顏

氏字樣》、良知年《正名要錄》（敦煌寫本）、杜廷業《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干

祿字書》、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大歷年間（766~779 年）有張參《五經文字》、

顏真卿《干祿字書》（手寫此書刻於石碑）；開成年間（836~840 年）有「開成石

經」與唐玄度所撰的《九經字樣》。 

  以上唐代代表字樣著作，可以依照撰述主體或發現地點分成三類，它們也可

以說是唐正字運動發展的重點：一是初唐顏氏家族為主的字樣字書，二是中唐以

後由官方的主導下作成的《五經文字》、「開成石經」、《九經字樣》，三是發現在

敦煌的有關字樣字書。以下逐一介紹顯現出唐代正字運動發展的三點： 

 

（一）顏氏家族  

  在漢字發展過程中，專家的作用是不容忽視的。以顏之推、顏愍楚、顏師古、

顏元孫、顏真卿為代表的顏氏家族，他們都對小學與書法有精深造詣，對唐朝「楷

體文字規範」做出了卓越的貢獻。即他們在字形正定和代表字體「楷書」確立兩

個方面，做出了重要貢獻41，換言之，隋唐字樣學發展史與顏氏家族的研究成果

其關係密不可分。關於顏之推，在本章的第一節已提到過，他是撰《顏氏家訓》、

《切韻》的北齊著名學者，也是字樣學的先驅，到了唐朝，字樣學在他的後代顏

師古、顏元孫、顏真卿的努力下，得到了進一步的發展。 

 

1. 顏師古《五經定本》、《顏氏字樣》 

  顏師古是顏之推長子顏思魯之子，他的有關字樣研究著作主要有兩本：一為

《五經定本》。貞觀四年（630 年），顏師古奉唐太宗之旨，著手進行五經版本

的統一和整理。他搜集各種五經抄本，參照《說文》、《字林》、《玉篇》等字書來

考訂一個正確的字形，撰成《五經定本》而頒行全國。42二為《顏氏字樣》，又

稱《字樣》、《顏監字樣》，唐代字樣書的開端，也可以說該書為唐代字樣學之先

河。據顏元孫《干祿字書》追述：「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

錄字體數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顏氏字樣》貞觀

七年（633 年）編定，此書流行於當時，但早已亡佚，僅有九條收錄於汪黎慶的

                                                 
41齊元濤：〈顏氏家族與楷體字形的確立〉，《山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版）》，2001 年，第 4 期，

頁 99。 
42唐太宗在頒佈《五經定本》的同時，又儒學多門，章句繁雜，逐令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

《五經義訓》，即今本《十三經注疏》中的《五經正義》，教天下學人傳習。這樣一來，魏晉以降

歷代相沿的諸家異說，從經書文字到經義的解釋都有了標準。（參見史鑑：〈顏師古的語文規範實

踐〉，《語文建設》，1995 年，11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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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倉宭叢書》中《小學叢殘》，其九條之內容如下： 

  熟：《字樣》作 。 

  螺：《顏氏字樣》正體作蠃。 

  橦：《字樣》云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 

  乾：《字樣》云本音虔，今借為乾濕。 

  矜：《字樣》借作矜憐字。 

  鉤：《字樣》句之類並無著ㄙ者。 

  媄：《字樣》云顏色姝好也。 

  獬：《字樣》作解焉。 

  軏：《字樣》從九。 

 

  雖然無法看見此書的全貌，但從以上窺見，此書果然依從字樣學的基本原

則，即注重辨正，校正字形之誤。此書除了字形解釋之外，還解釋字音和字義。

《顏氏字樣》問世之後，杜廷業就編撰《群書新定字樣》，不過顏元孫《干祿字

書》中的一段文：「號為《顏氏字樣》，……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群書新

定字樣》，是學士杜廷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靡載，或詭眾而難

依」，從中可見，其價值和影響遠遠不如顏師古的《顏氏字樣》。 

 

2. 顏元孫《干祿字書》 

  顏元孫，顏師古的侄孫，他的代表字樣著作是《干祿字書》。「干祿」為求官

之意，即此書篇纂目的在於提供給應試者文字的正確寫法和規範字體。《干祿字

書》共收 1599 字，依平上去入四聲排列，次序大體上與《廣韻》相近。每字分

為俗體、通體、正體三大類，但並非每字都有三體，下面舉幾個字例： 

  万／萬：「並正。」 

／豎、 ／取：「並上通下正。」 

／ ／兕：「上俗。中通。下正。」  

而且，顏元孫對有些形近字的音義加以說明： 

  ／畀：「上尊 。下畀與。必寐反。」 

  弈／帟：「上赫弈。下惟帟。」 

  童／僮：「上童幼。下僮僕。古則反。是今所不行。」 

   

  至於此書的正字觀，首先，我們可見顏元孫受到顏之推的影響，在《干祿字

書‧序》道：「若總據《說文》，便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他的

這種觀點是承顏之推的觀念，顏之推曾在《顏氏家訓》中批判世間小學者說：「世

間小學者，不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兩人都認為考訂正字不能全靠《說

文》。其次，《干祿字書》明確地將它所收的字分成「俗體」、「通體」、「正體」三

類，並且解釋他所想的三者的概念，在《干祿字書‧序》中提到： 

  所謂俗者，例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契、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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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儻能改革，善不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

判狀，固免詆訶。若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

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理宜必

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 

 

透過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書證》所言的「若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行之，

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不違俗也」可見，雖然顏元孫在一定程度上也受到顏之

推的影響，但他之前無一人明確地對「俗體」、「通體」、「正體」下定義，並具體

列出 700 多組近 1600 個漢字的俗、通、正體字形來分析字樣。43而且，顏元孫

將漢字區分為三種，承認它們的合理地位，這表示他展現出彈性的漢字規範原則。 

  顏元孫的《干祿字書》乃綜合從顏之推到顏師古的顏氏家族和從前代到當時

其他學者們的字樣著作的結晶，換句話說，它不僅是顏氏家族字樣學的集大成，

而且是初唐漢字規範化歷史上極為重要的字樣書。到了大歷年間（774 年），唐

朝著名的書法家，顏元孫的侄子──顏真卿將《干祿字書》書寫刻石，因此它取

得了廣泛的社會影響，有力地推動了唐代正字運動。顏真卿書寫刻石後，還有唐

文宗開成四年（839 年）和宋高宗紹興壬戌（1142 年），將《干祿字書》再度刻

石，共有三次刻石，由此可見，此書深受人們的重視。 

 

  總而言之，以顏之推、顏師古、顏元孫為代表的顏氏家族的學術成果一代比

一代好，經過不斷發展，到了顏元孫撰述《干祿字書》，終於達到巔峰，可以說

它是顏氏家族正字學研究的精髓。之後「開成石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等以官方主導的文字規範工作，在顏氏家族的學術成果上越發興盛起來。 

 

（二）「開成石經」、《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 

  安史之亂（755~763 年），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唐朝國力大傷，而且在約八

年的這場戰亂中，一無卓越的字樣著作，也可以說是字樣學發展的停滯期。 

再加上，安史之亂對經典書籍造成了嚴重的損失，雖然印刷術從隋唐開始使用，

但晚唐之前印刷術尚未發達，在經典傳抄的過程中，自然出現了許多異體字、俗

字、訛字的問題。因此戰亂結束之後，唐朝政府主導經典文字整理，重新制定經

典規範字樣，此成果我們可見於「開成石經」、《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 

 

  「開成石經」刻立的動機與前代的石經相同，因儒家經典對中國傳統社會佔

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歷代統治者和官方對經典文字的釐正與規範化尤加留意，

至太和四年（830 年），文宗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經籍刊繆，博士陋淺不能

正，建言:『願與巨學鴻生共力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44，由

                                                 
43范可育、王志方、丁方豪著：《楷字規範史略》，華東師範大學，2000 年，頁 18。 
44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九十，〈鄭珣瑜/子覃〉，北京，中華書局，頁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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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居晦、陳玠、段絳等四人用楷書分寫經籍於石。「開成石經」共收六十五萬零

二百十二字，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散亡殆盡，但「開成石經」如今

仍然保存得完整。「開成石經」與前代石經不同之處在附刻於「開成石經」之末

的《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石經」，它本身就有推廣規範字樣的作用，除

了「開成石經」刊刻經籍以外，還有專門解釋經典文字字樣的兩部字書，其效果

之佳亦是不言而喻。 

 

  《五經文字》張參撰，大歷十年（775 年）他奉唐代宗之命撰述《五經文字》

三卷。此書收字範圍為《詩經》、《尚書》、《周禮》、《周易》、《禮記》、《儀禮》、《公

羊傳》、《穀梁傳》、《爾雅》、《論語》、《孝經》、《左傳》「十二經」，共收 3235 個

字，它們安照 160 個部首排列。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五經文字》初書

於屋壁，其後易於木板，至開成年間乃易石刻也」，最後開成二年（837 年）與

唐玄度所撰的《九經字樣》一同附刻於石經之末。  

  《五經文字》一書的最大特點在於明確地指出正字的標準，張參到底如何界

定正字，可參考《五經文字‧序》： 

  「《說文》體包古今，先得六書之要。有不備者，求之《字林》。其或古

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例為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

經典及《釋文》相承隸省，引而伸之，不敢專也。」 

 

  該書的「正字標準」，即《說文》、《字林》、「石經」（漢「熹平石經」與魏「正

始石經」）、經典及《釋文》，譬如： 

  ／醬：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變。 

  ／鞏：級勇反。上《說文》。下石經。 

  帑：《說文》乃胡反。《字林》以帑為帑藏之帑，帑音儻。又作孥為妻。孥字 

   經典並依釋文作帑。 

 

  張參依照此四個標準，將所收的字分成兩種：符合此四者之一為「正字」，

不符合者為「訛字」，例如： 

  觓／觩：二同。上見《春秋傳》。從刀者訛。下見《詩》。 

  襛：如恭反。見《詩‧風》。從禾者訛。 

從此推知，《五經文字》對字的規範非常嚴格而保守，透過與《干祿字書》的比

較，我們可以看得更加清楚，如：《干祿字書》： 狀／壯「並上通下正」，但

《五經文字》狀：「作 訛」、壯：「作者訛」。而且，在《五經文字》中，兩體

並正的字也相對減少了，如：《干祿字書》中「鶵雛」、「懽歡」等都是兩字並正，

但《五經文字》只承認「雛」、「歡」為正。45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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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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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相較之下，個人字樣著作（如：《干祿字書》46、《顏氏字樣》等）體

例不統一，分類各行其事，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的地方較多，且篇幅都不過一卷；

在官方主導下撰成的《五經文字》是集體的、官方的字樣書吸收了前人的經驗教

訓，標準一致，體例相同，眉目較清楚，互相基本不矛盾，且因收字較多，而保

存了豐富的唐代文字資料。47 

 

  唐朝官方的字樣整理而訂定經典文字規範的最後著作為《九經字樣》，它是

參考《五經文字》等唐朝多種字樣書撰成的，關於此書筆者將會自從本論文的第

三章開始詳細地探討，在此暫且不談。 

 

（三）敦煌字書：《群書新定字樣》、《正名要錄》、《時要字樣》、《古今字樣》 

  在敦煌發現唐代字樣字書之前，現存的唐代字樣書只有三種：《干祿字書》、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敦煌字樣字書的發現不僅增加字樣書的數量，而且

充實唐代字樣學的理論、提供唐代字樣學的理據。48依據周祖謨的〈敦煌唐本字

書敘錄〉一文，今所知唐本雜字書可分為五類：一.童蒙誦習書，如《開蒙要訓》、

《千字文》、《六合千字文》49，二.字樣書，如《字樣》、《正名要錄》、《時要字樣》、

《古今字樣》，三.物名分類字書，如《俗務要名林》，四.俗字字書，如《字寶》，

五.雜字難字等雜抄，如《諸雜字》、《難字》。在敦煌那些字書的發現表示民間對

字書的需求，此直接反映著唐朝正字運動廣泛地普及。且顧以上字書之名可見，

唐人對兒童小學教育的重視，為字字樣書之面貌，還可見當時人們的確注意文字

的正俗寫法。以下要進一步考察唐代敦煌字樣書，它們收錄於「s388 號」、「s5731

號」、「s6208 號」殘卷中。 

 

  s388 號殘卷，共存二百六十八行，收錄二書，《字樣》與《正名要錄》。前

八十三行為《字樣》一類書，卷首殘缺，未表明書名和作者名。雖然難以確定該

書的書名，但學術界很多學者推測是杜廷業的《群書新定字樣》50，故本文採用

                                                 
46關於《干祿字書》與《五經文字》兩者的比較研究，可以參考以下幾位學者的文章：施安昌的

〈唐代正字學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 3 期、〈略論《干祿字書》與《五經文字》

同異〉，《善本碑帖論集》，頁 17-20、李景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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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娟的〈《干祿字書》與《五經文字》異同比較〉，《文教資料》，

2007 年 2 月。 
47李海霞、何寧：〈唐代的正字運動〉，《文史雜誌》，2000 年，第 1 期，頁 68。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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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頁

274-276。 
49在敦煌文獻中，《開蒙要訓》約有十五件（p.2487，p.2578 等），這是一種為童蒙誦習而編的書。

《千字文》約有二十餘件，唐本中有兩種特殊的殘本，一為周興嗣的《千字文》（p.4702，p.3658），

二為智永的《真草千字文》（p.3651）。《新合六字千文》（s.5961）是周興嗣本原句在四字之外增

加兩個字，是原句意思稍稍顯豁，學者易於理解，因此題為「新合六字」。這可能是鄉里塾師所

為，詞句不免拙劣。（參見周祖謨：〈敦煌唐本字書敘錄〉，《敦煌語言文學研究》，北京，北京出

版社，1988 年，頁 41-45。） 
50學術界視此書為《群書新定字樣》的根據有二：第一，在此書之末本書作者表明，此書依據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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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稱。《群書新定字樣》後從s388 號殘的第八十四行到尾是良知年的《正名要

錄》。 

 

1. 疑杜廷業《群書新定字樣》 

  此書首缺尾完，存八十三行，先看此書之末，可見作者撰書的目的及體例： 

  右依《顏監字樣》，甄錄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紕繆。《顏監字樣》先

有六百字，至於隨漏續出，不附錄者，其數亦多。今又巨細參詳，取時用合

宜者。至如字雖是正，多正多廢不行，又體殊淺俗於義無依者，並從刪翦，

不復編題。其字一依《說文》及「石經」、《字林》等書。或雜兩體者，咸注

云正，兼云二同。或出之《字詁》今文，並《字林》隱表，其餘字書堪採擇

者，咸注通用，其有字書不載，久共傳行者，乃云相承共用。 

   

  由此可見此書將收錄的字分成「正」、「同」、「通用」、「相承共用」，例如： 

  正 通用 

  正 相承用 

   二同 

   二相承用 

  還可見有些字注音注義，並解釋俗字的字形，例如： 

  徒回反。從禿。從秀作俗。 

  正 相承用。並必遙，又頻小反。 

 

2. 良知年《正名要錄》 

  首尾俱完，共有一八五行，貞觀十年至二十三年間（636-649 年），霍王友兼

徐州司馬良知年撰書，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字樣字書。《正名要錄》有六個標

題，即將正俗字、古今字、音同形異等字分成六類，每類都收不少字例，其內容

如下： 

(1) 「正行者雖是正體，稍驚俗，腳注隨時消息用」，即辨別小篆隸定字和 

 隨時消息用字之字形不同，例如： 

    遣  腳  更 

  (2) 「正行者正體，腳注訛俗」，即辨別正字和訛俗字，例如： 

    甦      

  (3) 「正行者，楷注稍訛」，即辨別正字和稍訛字之字形，例如： 

                                                                                                                                            
師古的《顏監字樣》（又名《顏氏字樣》）考定而補充，此與顏元孫在《干祿字書序》中所言的「號

為《顏氏字樣》，……後有《群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廷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

靡載，或詭眾而難依」一致。第二，看書中的避諱現象，能夠可以推測此書書寫的時代在唐高宗

或武后之世，即此書書寫時期為顏師古的《顏監字樣》和顏元孫的《干祿字書》中間。綜合以上

兩點，很多學者推測此書為《群書新定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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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各依腳注」，即解釋字源，例如： 

          從爪  並今  從虫唯 從虫  

  (5) 「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左），今而要者居下（右）」，   

   即辨別古今字字形不同，例如： 

         

  (6) 「 雖同， 別例本音 字義各 」，即辨別字音相同、字義相異之字，例如： 

    福／ 審  神／ 落  水／ 風 

 

  《新商略古今字樣》（s6208 號，s5731 號）51與《時要字樣》（s5731 號）二

第三節 唐朝正字運動的影響 

〈唐代正字學考〉一文中，作了十分有

                                                

書皆是一種辨別同音異義的字書，與《正名要錄》第六部分的體例相同。譬如，

在《新商略古今字樣》中，「悟」下注良，「晤」下注明等；在《時要字樣》中，

「霸」下注士，「弝」下注弓二等。二書為避免字音相同字義有別之字，因習慣

混用，而導致混淆誤用。如此的體例與以辨別形近之字為主的其他唐代字樣書顯

然不同，可見唐代字樣書的體例、內容多樣化。 

 

  關於唐朝正字運動的成效，施安昌在

意義的統計。他以《干祿字書》所列俗、通、正為標準，透過觀察發現，在用楷

書寫的碑刻中，初唐通、俗體的比例往往達到 10%左右，《干祿字書》所列出的

通、俗體以外的其它異體字也經常出現，而在晚唐，通、俗體僅達 3%左右，而

且其他異體字也極少出現。52還有，李海霞、何寧在〈唐代的正字運動〉中，按

時代隨機抽取了 9 個較清楚的碑刻拓本，其中 4 個是唐以前的或唐初的，5 個是

晚唐《九經字樣》成書以後的。拓本上的字以《干祿字書》為標準，分為正體和

異體（俗、通）兩類，《干祿字書》沒有的字以《宋本玉篇》為標準。唐朝立國

前後樣本異體字的比率高達 27.8%，到唐末，就下降到了 13.2%。53此兩個統計

表明唐朝正字運動的確有所成果，正字的使用率增長。既然唐代正字運動的成效

這麼明顯，筆者認為它給後代的影響也就相當鉅大。 

 
51朱鳯玉在〈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中云：「s6208 殘卷與 s5731 殘卷，題名雖異，然性質全

同，具性質全同，且紙幅、行款亦完全一致，當是同一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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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3）周祖謨也在〈敦煌唐本字書敘錄〉云：「s5731

殘卷與 s6208 殘卷相銜接，實為一書，因斷裂為二，斯坦因誤編為兩號。」（收錄於中國敦煌吐

魯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北京，北京出版社，1988 年，頁 47－48） 
52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 3 期，頁 82。筆者認為雖然以上

施氏的分析頗有價值，但施氏所觀察的對象限於碑刻，不能完全代表唐朝正字運動對整個社會書

寫的影響，以後還需要不同載體上正字使用率之變化。 
53李海霞、何寧：〈唐代的正字運動〉，《文史雜誌》，2000 年，第 1 期，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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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文「字樣學的發展與字樣書的產生」中我們能夠可見，唐代正字運動與

是每個朝代的統治者規範字形、字體，普及正字的主要措施。即刊正經

成二年，乃正字運動興盛之時，該石經的字樣應該

同時代的字學發展水平。即使是被後世奉為群

 

者認為因為唐開成石經還留著要改善的餘地，所以後代的統治者致力於刊刻新

 除了石經之外，唐代字樣學發展給其後字樣學的影響，由唐以後許多字樣書

                                                

字樣學之興起及發展為密不可分的關係，若想知道當時正字運動如何進行，字樣

學的發展程度為何，看唐代「開成石經」和「字樣書」就會清楚。在歷代石經當

中，只有唐代的開成石經附刻解釋經典文字字樣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其他石經並未刻立專門訂定、解釋經典文字的石碑。並且，顏氏家族字樣學研究

的結晶《干祿字書》，出現在敦煌文獻的《群書新定字樣》、《正名要錄》、《時要

字樣》、《古今字樣》四本字樣書，它們都促進了前所未有的字樣學發展。有鑑於

此，考察「唐朝正字運動的影響」，還是非要考慮唐以後的「石經」和「字樣書」

不可。 

  石經

籍文字，廢除訛俗字體，以求給當時人們提供標準版本。官方以刻立石經，促進

用字規範，都起到了非常積極的作用。故漢代以後中國歷代統治者，幾乎都刻立

石經，對此尤加留意，從宋高宗親筆御書「六經」而成的「光堯石經」中，能夠

窺見統治者如何看待石經。 

  「開成石經」刻立於唐開

經過嚴密的研考後才有刻石。不過范知歐在〈淺論唐宋的經籍文字規範〉一文中

指出唐石經中訛、誤字的問題： 

  經書石刻，畢竟要受制於

經之遺則的開成石經也不例外。由於唐代字學水平的限制，反映於開成石經

中，就不僅有俗字，且有訛字。故石經立後十年，名儒皆不窺之，以為蕪累

甚矣。顧炎武在《金石文字記》中，就考出其誤字甚多。
54
 

筆

石經。唐以後的石經，蜀的「蜀石經」、北宋的「嘉祐石經」、南宋的「光堯石經」、

清的「乾隆石經」都在前一代石經文字的考察、修改之後，才完成的，並且繼承

「開成石經」規範正字的精神，自唐以後的石經大部分用楷體來刊刻，從此更加

確立楷體為正字字體。 

 

 

的產生了以得到證明。需要在此補充說明的是，唐代以後字樣書怎麼能夠盛興而

普及的問題。其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統一」與「宋代印刷術發達」。宋代統一

南北之後，中國政治又恢復了統一局面，隨之文字的使用也漸趨規範。加上雕版

印刷的普及，刻工師徒的傳授，促進了字樣書的產生，且以正楷為主體的印刷體

的地位不斷得到鞏固和加強，漢字日漸往規範化的方向發展。55唐代《干祿字

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有石刻版，但宋以後沒有字樣書的石刻，從此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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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9。 
55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市，岳麓書社，1995 年，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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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宋代印刷術的發達促進字樣書的普及。無論如何，直接影響了唐以後字樣

書的體例和內容乃為上已所言的唐代字樣書。 

 

  首先看唐以後出現的字樣書，如五代的字樣書有郭忠恕《佩觿》；宋代的字

字》、《九經字樣》、

一 確立辨似觀念 

「辨似」為相當重要的一環，許多文字的錯寫或是誤用，

題

樣書有司馬光《類篇》、張有《復古編》、洪适《隸釋》和《隸續》、婁機《漢隸

字源》、釋適之《金壺字考》、王雰《字書誤讀》；遼代字樣書有行均的《龍龕手

鑑》；元代的字樣書有周伯琦《六書正譌》、李文仲《字鑑》；明代的字樣書有梅

膺祚《字彙》、張自烈《正字通》、焦竑《俗書刊誤》、《海篇》、葉秉敬《字孿》、

胡文煥《字學備考》、陳士元《古俗字略》；清代的字樣書有《康熙字典》、熊文

登《字辨》、畢沅《文字辨證》、鐵珊《增廣字學舉隅》等。 

  以上的字樣書與現存的唐代字樣書，《干祿字書》、《五經文

《群書新定字樣》、《正名要錄》、《時要字樣》、《古今字樣》，兩者到底有何共同

點？從唐以後字樣書中可以看出唐代字樣書所及的影響？綜合唐朝字樣書的特

徵和性質，可以歸納兩點：第一，對字樣具有辨似觀念。第二，區分正字和非正

字，並且加以辨別字級。此兩點為唐代字樣書的主要特徵，唐以前幾乎沒有字書

對此探討，到了唐朝才有較為詳細而體係的探討。 

 

  在字樣學領域中，

原因都是來自於相似字形、字義的混淆56，或者是字音的相同。其中，相似字所

造成的用字錯誤，佔了很大的部分，因此，辨似類書籍大部分偏重在形似部分辨

別，其次則為音似，對於字義之辨別，多半附屬於形似字中的字義說解。57 

  「辨似」這一詞始見於明代字書，梅膺祚的《字彙》中，梅氏在卷末辨似

名下注：「字畫之辨在毫髮間，注釋雖詳，豈能 覽。茲復揭出點畫似者，四百

七十有奇比體，並列彼此相形，俾奮藻之士一目了 ，無魚魯之謬也。」不過，

從唐代字樣書中能夠可見「辨似」的觀念已經出現。譬如，《干祿字書》貽／詒：

「上貽遺。下詒言」、 ／褚：「上竹呂反。下丑呂反。」辨析兩個相似字的字義

和字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的部首排列順序為「木部／手部／才部」、「牛

部／爿部」等，形近的部首排列在一起。58還有，敦煌寫卷《正名要錄》、《新商

略古今字樣》、《時要字樣》都有收錄辨別同音異義之字。筆者以下要挑選唐以後

的幾本字樣書，觀察從中能否看出唐朝字樣書所具有的特徵和性質，以此要證明

它們從唐朝字樣書中受到的影響。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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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 
57上同，頁 11。 
58二書的部首相關問題，參見本論文第三章第二節，頁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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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代‧郭忠恕《佩觿》 

析字形相似字的字樣書，此書的中下兩卷收錄字

力升翻（反）。上冰凌。下侵淩。」 

.

郎翻。彷徨。下方兩翻。仿佛。」 

.

上巨支翻。病也。中丁禮翻。下也。下音指。致也。」 

.

無翻。跏趺坐。下大結翻。跌踢也。」 

.

七稔翻。上寢室。下寢疾。」 

.

往翻。四羅。下息利翻。數名。」 

甲翻。隘也。從二人。下失冉翻。郡名。從二入。」 

.

」 

  郭忠恕的《佩觿》為專門辨

形相近的字組。按照四聲，將它們分成十部分，譬如： 

1. 平聲自相對 

  凌／淩：「

2  平聲上聲相對 

  彷／仿：「上陪

3  平聲去聲相對 

  疧／底／厎：「

4  平聲入聲相對 

  趺／跌：「上甫

5  上聲自相對 

  寑／寢：「

6  上聲去聲相對 

  ／四：「上亡

7. 上聲入聲相對 

  陝／陜：「上遐

8  去聲自相對 

    庫／厙：「上苦故翻。貯物舍。下始夜翻。人姓。

9. 去聲入聲相對 

    ／ ：「上秦醉翻。止也。下昨沒翻。山皃。」 

10. 入聲自相對 

  祏／ ：「上常隻翻。宗廟主也。下他各翻。衣領廣大。」 

二）宋‧張有《復古編》 

解釋《復古編》的體例：「根據《說文解字》以辨

並職容切。鍾从金重，酒器也。鐘从金童，樂也。秋分之音。」 

 

（

  在四庫全書提要中，可見

俗體，則附之注中下卷入聲之後附六篇，一曰聯綿字，二曰形聲相類，三曰形相

類，四曰聲相類，五曰筆跡小異，六曰上正下訛，皆剖析毫釐至為精密惟以說文

正小篆，而不以小篆改隸書。」該書以《說文》的正篆為正字的字頭，中下卷的

如下內容顯現出該書注重「辨似」觀念： 

［形聲相類］ 

  鍾／鐘：「

  秬／柜：「並其呂切。秬 或从禾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柜從木巨，木 

      也。」 

［形相類］ 

  ／ ：「正足，上象腓腸，下从止，所菹切。又胥雅二音。足，人之足也。 

。盰从目干古旱切。目多白也。」 

     在下从止口。即玉切。」 

  旰／盰：「旰从日干，古案切。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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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相類］ 

  气／氣：「並去既切。气，雲气也。象形。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氣。」 

  ／ ：「並古岳切。 車騎上曲銅也。从車爻。斠平斗斛也。从斗冓。」 

［筆記小異］ 

  ／ ：「旡，居未切。」 

  ／ ：「季，奴顛切。」 

［上正下訛］ 

  ／ ：「囟，息進切。」 

  ／ ：「，七倫切。」 

  ／ ：「西，呼訝切。」 

 

（三）元‧李文仲《字監》 

百六部之韻而編次之，辯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

四）明‧梅膺祚《字彙》 

明書寫筆順）、「從古」、「尊時」、「古今通用」、「檢

  李文仲的《字監》，依二

皆有所駁正。59該書解釋正字時，常常提到形近而誤的情況，有如，攴：「普木

切。說文小擊也。從又從卜聲。與支持字異偏旁作攵。俗以為文學字非。凡寇、

敲、脩、整、務、敘、變、收之類從攴。偏旁俗作、又字皆誤」，「攴」訛寫成

「文」、「」或「又」，嵒：「魚咸切。說文山巖也。从山从品。與葉韻喦字不同。

喦，尼輒切。多言也。从品相連」，「嵒」訛寫成「喦」，皆為「辨似」之例。 

 

（

  此書首卷有「運筆」（說

字」五部分。正文部分，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分列為十二集。卷末附錄「辨

似」60，分成「二字相似」、「三字相似」、「四字相似」、「五字相似」四部分，加

以辨析字音、字義的不同，以求防止混用，其例如下： 

 ［二字相似］ 

  丁：丙丁。／ ：古下字。 

 ［三字相似］ 

  ：發語之詞。从二。／況：寒水也。又譬擬。／ ：亦寒水。从。今多 

 

也。減也。／

  混用此。 

 ［四字相似］

  裒：音捊。聚 ：音包。俗作褒。／褎：音又。袖也。／ ： 

］ 

門。／囪：與聰同。／

  同上。 

 ［五字相似

  囟：音信。頂 ：古西字。／ ：音赤。姓也。／ ： 

                                                

  音訓。草木實垂。 

 
59《文淵閣四庫全書‧字鑑提要》，第 228 冊，頁 17。 
60有關《字彙》「辨似」的詳細內容，參見巫俊勳：〈《字彙‧辨似》探析〉，《第十三屆全國暨海

峽兩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萬卷樓，2002 年，頁 35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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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張自烈《正字通》 

書目」，約達一百三十五種，其中有許慎《說文

六）明‧焦竑《俗書刊誤》 

卷四，刊誤平、上、去、入聲字，卷五.略記字

九辨》／岨峿：陸士《衡賦》／齟齬：樂天詩，齟齬其心

  《正字通》首卷收錄「引證

解字》、張參《五經文字》、唐玄度《九經字樣》、陸德明《經典釋文》、歐陽融《分

豪正字》、顏元孫《干祿字書》等唐代字樣書，此表示該書或多或少受到唐代字

樣書的影響。不過因為該書是為了補正《字彙》缺漏和錯誤而作的，所以其體例

基本上與《字彙》一致，有關「辨似」的部分也直接把《字彙》中「辨似」載入

《正字通》之卷首中。 

 

（

  該書共有十二卷：自卷一至

義、卷六.略記駢字、卷七.略記字始、卷八.音義同字異、卷九.音同字義異、卷十.

字同音義異、卷十一.俗用雜字、卷十二.論字易訛。其中，從卷八、九、十的內

容中可見該書的撰人焦竑注重「辨似」，譬如： 

［音義同字異］ 

  鉏鋙：宋玉《  

［音同字義異］ 

  滄浪：水名／篬筤：竹名／倉琅：宮門銅環 

別作磁，乃石器。 

七）明‧葉秉敬《字孿》 

：「秉敬學頗淹通，著書凡四十餘種，是編乃取字

［字同音義異］ 

  瓷：瓦器也。

 

（

  四庫全書提要介紹此書云

形似而義殊者分類註之。與郭忠恕《佩觿》大旨略同，而每字綴以四言歌訣，則

秉敬自創之體例。
61

」即「大／夭／夨」、「禾／」、「凡／丸／几／九」等，字

形相似的幾個字一起解釋各字的字源和它們之間的相異點，例如，「佳／隹：佳

篆作佳，從人圭聲。圭為瑞玉，封侯之珍為繫封土，故重土云，圭為 物，佳為

人。圭人會意。不止諧聲。隹篆作隹，試斜作 ，上象鳥首，下象毛衣，分明

箇鳥之短尾。楷書作隹，將頭合起，若稍離開便類佳矣。」 比起探討辨似的

其他字書，解釋得較為詳細。 

 

是

八）清‧熊文登《字辨》 

辨、卷二.誤讀辨、卷三.一字數音數義辨、卷四.

                                                

（

  該書分成七卷：卷一.誤寫

宜寫古文奇字辨、宜讀經史真字辨、卷五.形相類字辨、聲相類字辨、形聲相類

字辨、卷六.從今從古辨、卷七.楷篆異體辨，其中，從卷一、卷四、卷五的內容

中可見該書繼承唐代字樣書中「辨似」的觀念，例如： 

 ［誤寫辨］：本作某／俗作某誤 

 
61《文淵閣四庫全書‧字孿提要》，第 228 冊，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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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本作。」 

  麻：「从。音派。麻片也。从广象人在屋下績。麻俗从林誤。」  

崑崙非。」 

蹉跎非。」 

也。合糸為絲。／系：音係。緒也。繼也。 

字从彡。經史俱作脩。／脩：乾肉也。束脩。字从肉。 

 ［宜寫古文奇字辨］ 

  昆侖：「山名。別作

  差池：「失時也。又作柴池。別作

 ［形相類字辨］ 

  糸：音覓。細絲

  苗：从田。禾生於田為苗。／苖：音育。蓨也。从由。 

 ［形聲相類字辨］ 

  修：修飾。修齊。

  櫳：檻也。／ ：房屋之疏也。 

 

（九）清‧《康熙字典》 

也有「辨似」，專門探討辨別相似字，「辨似」以下注

「

。／穴：巢穴之穴。 

下之文。／：音殊。短羽飛聲。無剔殳字從此。／几：几席 

之也。／毌：音冠。穿物持之也。／母：音某。父母。／

  此書仿《字彙》，卷首

云： 筆畫近似，音義顯別毫釐之間，最易混淆，閱此庶無、魯魚、亥豕之誤。」 

 ［二字相似］ 

  宂：繁宂之宂

 ［三字相似］ 

  儿：人字。在

  之儿有剔。 

 ［四字相似］ 

  毋：音無。止 ： 

  音牟。與蒙義同。 

 ［五字相似］ 

  ：日月之月。內畫缺右。／ ：即丹字。清、靖、靜等字從此。／月：肉 

  字旁。內畫連。／：字旁。二畫居中。／ ：舟字旁。勝、朝、前等字 

  從此。 

 

（十）清‧李調元《六書分毫》 

字義、字形之辨似問題。卷上為「字有形似同  該書分成三卷，皆探討字音、

而音義各別者」，如：「友／犮：上朋友，下音拔，犬走貌。」「 ／柿：上音廢。

削木片也。下音市。赤實果。」卷中為「字有音似同而形義各別者」，如：「辨／

辯：上辨別，下辯論。」「岳／嶽：上州名。下五嶽。」卷下為「字有形似異而

音義相同者」，如：「艸／草」、「肎／肯」。 

 

（十一）清‧鐵珊《增廣字學舉隅》 

探討部分，共有六個部分。其中，依相似  在此書卷一中，關於「辨似」專門

字數，分開解釋的體例仿《字彙》、《康熙字典》，其字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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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字辨似］ 

  玉／玊：「上音獄。石之美者也。下音速。工也。朽玉也。」 

分居也。割開也。从力。」／：「音寡。與、

 ［三字辨似］ 

  另：「音令。 同。剔肉 

  置其骨也。从刀。」／：「音 。音擺。別也。从。別字从之。」 

 ［四字辨似］ 

  戊：「茂牧二音。干名，十干之中也。物皆茂盛也。梁開平元年因避諱改日 

芊，芊草盛皃。」芉：「音干。草名。」

  辰戊字武後人遂。又讀武音。」戍：「音恕。守邊也。字意人負戈也。幾篾 

  字从之。」戌：「音恤。支名。九月辰名也。」戉：「音越。同鉞。大斧也。 

  鉞越字从之。」 

 ［五字辨似］ 

  芊：「音千。 ：「古羊字。从象 

  羊角。」 ：「音米。姓也。又同 。」芋：「音羽。菜名。大葉實根。一名 

  蹲鴟。又大也。」 

 ［偏旁辨似］ 

  ［人／入］ ：「音軒。輕舉皃。鮑照書勢鳥仚魚躍，又人在山上也。」 

       ：「音鮮。與仙字同。入山長生老而不死曰仙。」 

 ［用字辨似］ 

  撤回：「不用徹。」 

 以上以唐以後十一本字書為觀察對象，整理出它們蘊含的「辨似」觀念，從

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中言，字級的概念自東漢許慎的《說 

                                                

  上游：「不用遊。」 

 

 

此不難看出「辨似」為主要探討的重要觀念。 

 

二 區分異體字的字類 

  在唐以後字書中，「辨似」的部分一般是辨析兩個以上的相似字，它們之間

字音、字義不同，只是字形相近而已。不過，「區分字類」適用於某字的多種字

形，即將一字的異體字依官方的規範標準、使用範圍、使用時代、字形訛變的程

度來分成幾種字類。 

   蔡忠霖在〈字書字

文解字》始，但唐朝之前的字書對異體字的分級僅止於點綴性質，並非統貫全書 

之體例。一直到了唐代字樣學的興起，在確立標準字形的同時，才開始對於異體 

字的分級有了具體的措施。也可以說，唐代以後，字書對異體字的分級才逐漸明

朗。62不過蔡氏所言的「區分字級」與「區分字類」有所不同，筆者認為以等級

的角度來區分某字的異體字，並不容易，也不能涵蓋字書中「區分字類」之情況， 

 
62蔡忠霖：〈字書字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醒吾學報》，2004 年，第 28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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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還是在此用「區分字類」這詞。63 

  為了考察唐以後的字書是否受到唐代字書「區分字類」的影響，先要比較兩

者。在唐代字樣書中，用如下的詞來辨明字類： 

  《干祿字書》：正、通、俗 

  《五經文字》：正、俗、訛、非、同、或作、又作、亦作 

  《九經字樣》：正、俗、訛、非、同、或作、古文 

  《正名要錄》：正、正而體稍驚俗、隋時消息、訛俗、訛、楷、古典、今要 

  《群書正字字樣》：正、俗、通用、同、相承共用、非 

綜合以上唐代字樣書的字類，大略可以解釋為「正」指「正字」；「同」、「或作」、

「又作」、「亦作」、「相承共用」指二字以上的正字；「非」指非正字；「俗」、「訛」、

「訛俗」指俗字和訛字；「通」、「通用」指通用字；「古文」指古文字；「古典」

指經典古文字、「今要」；「楷」指楷體。 

   

  唐以後的字書區分字類的術語如下： 

    遼‧行均《龍龕手鑑》：正、同、俗、通、誤、或作、今、古、籒 

    宋‧司馬光《類篇》：正、俗作某、或作、古作、籒作、篆文作、隸作、 

           奇字作、非 

  元‧李文仲《字監》：正、俗、誤、訛、本作、古、籀文作、篆文作、隸作、     

           省作、別作某非、亦作、或作 

  元‧周伯琦《六書正譌》：正、俗作某非、別作某非、通作、隸作、或作 

  明‧陳士元《古俗字略》：正、同、俗、古 

  明‧焦竑《俗書刊誤》：正、俗作某非、別作某非、古作、本作 

  明‧梅膺祚《字彙》：正、同、俗、古文、籀文、篆文、隸、本字、亦作、 

           即某字、今昨某，非，訛 

  明‧張自烈《正字通》：正、同、俗、古文、籀文、篆文、隸、本字、通、 

           本作、亦作、別作、訛 

  清‧《康熙字典》：與《字彙》、《正字通》相同 

  清‧熊文登《字辨》：正、同、俗作、本作、別作、古、篆作 

  清‧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正、俗、通、別、省 

 

  因為字書的數量不少，只能挑選其中七本較為重要的著作，舉出區分字類之

例，如： 

                                                 
63蔡忠霖在〈字書字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一文中，用「字級」來表示區分字類的情況。他在該

文中言：「本文所謂字級，乃指字書對於所錄文字依其當代角色而作區分別之『正』、『俗』、『通』、

『訛』……等分類」，其實筆者用的「區分字類」與蔡氏所言的「字級」之概念基本上一致，若

只看『正』、『俗』、『通』、『訛』這四種字，可以定其字級，但，例如，要定「通」與「古」的字

級時，難以確定其中哪個屬於規範程度高的等級，因此筆者還是用「區分字類」這一詞。（參見

蔡忠霖：〈字書字級分類及其意義研究〉，《醒吾學報》，2004 年，第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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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遼‧行均《龍龕手鑑》 

  此書先將部首依其平上去入四聲，分為四卷，每卷再依部首歸排列。可見的

字類有正、同、俗、通、誤、或作、今、古、籒，其例如下： 

  鐹／鍋：古禾反。溫器也。又音果。刈 也。二同。 

  ：俗。／佪：正。音迥。避也。二。 

  侹：正。／ ：今。他頂反。直也。敬也。伐也。三。 

  訑：通。／詫：正。徒何反。欺也。誑也。二。 

  怪：或作。／ ：正。／ ：今。古壞反。 異也。驚也。二。 

 

（二）宋‧司馬光《類篇》 

  《類篇》共有十五篇，以《說文》為本，將內容分成十四篇（每篇有上中下

卷），目錄一篇。可見於該書的字類有：正字、俗字、古文字、籒文、篆文、隸

書、奇字等，其例如下： 

  恒：古作 、 。 

  ：奇字作 。 

  禿：籒文作 。 

  驅：俗作 ，非是。 

 

（三）元‧周伯琦《六書正譌》 
  此書依平上去入四聲分成五卷（平聲有上下卷），與《復古編》一般以《說

文》的正篆為字頭，下注楷定的正字，也解釋正字的「俗」、「別」、「通」、「隸」

字，例如： 

  祡：「祡，鉏佳切。祭天 燎也。从示此聲。俗用柴非。」 

  環：「環，戶切。璧也。从玉聲。又借為幻妄之幻。別作鐶非。」 

 

（四）元‧李文仲《字監》 

  可見於《字監》的字類有「正」、「俗」、「訛」、「誤」、「古」、「籀文」、「篆文」、

「隸書」等，其中大部分為俗字，其例如下： 

  幾：「居希切。說文微也。從從 。 ，舂遇切。俗作 。」 

  荒：「呼光切。說文蕪也。從草巟聲。巟音同上。從亡與疏流等字旁不同。 

    ，他骨切。上從倒子。俗作 。」 

  兆：「直紹切。說文作兆。灼龜坼也。从卜兆，象形。古文作 。隸作兆。」 

  強：「渠良切。說文蚚也。从虫弘聲。又與彊同增韻。上从口作誤。」 

  此外，從有些字的解釋中可見，李氏編撰該書時，參考《五經文字》和《九

經字樣》，譬如： 

  潛：「慈鹽切。說文涉水也。从水朁聲。朁，七感切。《五經文字》云作 訛。」 

  邪：「余遮切。說文琅邪郡。从邑牙聲。又疑辭也。《九經字樣》云作耶者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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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陳士元《古俗字略》 

  《古俗字略》共有七卷，自卷一至卷五，依平上去入四聲分成五卷（平聲有

上下卷），卷六「漢碑用字」，卷七「俗用雜字」。可見於該書（卷一至卷五）的

字類有正字、同字、俗字、古字，其例如下： 

  ：「馬走也。」／ ：「俗。」 

  茧：「草名。又音中。」／ ：「同上。」 

  功：「績也。」／ 、紅、 ：「並古。」 

 

（六）明‧焦竑《俗書刊誤》 

  可見於《俗書刊誤》的字類有正字、同字、俗字、古文、籀文、篆文、隸書、

本字、今字，訛字等，其例如下： 

［刊誤平聲］ 

  栽：「俗作 。」 

  與：「古作与。如禮作礼，貌作皃，皆古字，非減筆。見洪景盧說。」 

［刊誤入聲］ 

  覺：「從學從從見。言由學乃發其蒙而明悟也。俗作 非。」 

［俗用雜字］ 

  嫌食曰「飺」／手打面曰「 」／熟食以火再煮曰「燘」 

 

（七）清‧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 

  此書按照《說文》部首的排列分部，共有五卷，將收錄的異體字分成正、省、

通、別、俗。例如： 

  正，亦作 同／參通／俗 

  翟正／籊別，《詩》籊籊竹竿／鸐俗，《爾雅》鸐山雉 

  霍正／靃省 

 

  透過唐代字樣書和唐以後的字書的「區分字類」比較，筆者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唐以後的字書的確繼承了唐代字樣書區分「正字」與「非正字」的觀

念，即將某一字分成「規範字形」與「異體字」。 

  第二，唐以後的字書中區分字類的術語比唐代字樣書變多了。此表示唐以後

的字書將字書中異體字較為細分。唐代字樣書的異體字主要是從共時的角度來分

類，如，「正」、「通」、「俗」，不過唐以後字書進一步地從歷時的角度來區分異體

字，如「古文」、「籀文」、「篆文」、「隸書」。自然唐以後的字書收集的字形比唐

代字樣書豐富，解釋得更詳細，區分字類較為細緻。 

  第三，唐代字書和唐以後的字書，兩者對每個字類幾乎都沒有明確地作定

義，而且每個字書區分字類的標準不統一，區別之界線不明確。譬如，比較書中

表明其標準的唐代「為字字書」《干祿字書》與清代「為經字書」《經典文字辨證

書敘》二書，可見其區分字級的標準的確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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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祿字書》中表明區分字類標準的部分參見本章，頁 28。 

    《經典文字辨證書敘》云： 

  作是書有五例：一曰正。皆《說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省。筆蹟稍省

于《說文解字》。 之為香， 之為腢，是也。三曰通。變易其方而不盭于《說

文解字》。之為秋， 之為鶄，是也。又埶不能符于籒篆，不得不從隸楷

所行。 之為齊， 之為 ，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為《說文解字》所

無者也。然 譝別而有據，蕸 別而難依，是亦有兩例焉。五曰俗。流俗所

用，不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是不可知者，是也。」 

 

從此可見，成書時期、撰書目的不同的二書，各有不同的區分字類標準。因此，

閱讀字書時，常會發現甲書的俗字、訛字未必乙書的俗字、訛字。 

  第四，在唐代和唐代以後的字書中「區分字類」都有相同的效果，即有助於

讀者明確地知道正字和非正字，普及正字的字樣，推廣正字的使用。 

 

  以上以「辨似」、「區分異體字字類」為主分析唐代字樣書給後代字書的影響。 

「辨似」、「區分異體字字類」是字樣學研究的核心要素，唐代字樣學確立了其觀

念，唐以後的字樣學在唐代字樣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而撰出了許多字書。尤其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字書發展與興盛時期，具有工具書性質的字書逐一出現，如

《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這些字書還記載了宋以來產生的一些異體字

等非常豐富的文字資料，而且比唐代的字書檢索方便，對正字規範化起了相當積

極的作用。 

 

  高明先生在《中國古文字學通論》中云「漢字數量多而不亂，不僅能適應漢

語的發展，並且能滿足社會需要，成為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主要原因是規

範化起了重要作用。64」可見，規範化是對漢字的生存和發展不可或缺的工作。

筆者認為在中國歷代許多規範化經驗當中，唐代正字運動和字樣學發展是非常值

得研究的部分。因此筆者要從本論文第三章開始探討唐代字樣書《九經字樣》。 

 

朝代 年度 撰人／字書名 

周 西周宣王時期 《史籀篇》 

秦  

公元前 220 年 

趙高《爰歷篇》 

李斯《倉頡篇》 

胡毋敬《博學篇》 

漢 西漢    漢武帝 

      漢元帝 

      漢成帝 

司馬相如《凡將篇》 

史遊《急就篇》或《急就章》 

李長《元尚篇》 

                                                 
64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論》，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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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始年間（1-5 年） 揚雄《倉頡訓纂篇》 

東漢 

 

 

    永平年間（60-70 年）

   永元十一年（100 年）

        永元年間 

衛宏《古文官書》（已佚） 

杜林《倉頡訓纂》《倉頡故》 

服虔《通俗文》 

班固《續訓纂篇》 

許慎《說文解字》 

賈魴《滂喜篇》 

魏 

晉 

南 

北 

朝 

魏太和六年（232 年） 

西晉 

北齊 

北魏天監十三年（514 年） 

梁大同九年（543 年） 

張揖《古今字詁》 

呂忱《字林》（已佚） 

顏之推《顏氏家訓》 

江式《古今文字》 

顧野王《玉篇》 

隋  無名氏《正名》（已佚） 

劉炫（約 546- 613 年） 

《五經正名》（已佚） 

曹憲《文字指歸》（已佚） 

諸葛穎《桂苑珠叢》（已佚） 

顏愍楚《俗書證誤》 

唐 

 

貞觀年間（627~649 年） 

貞觀年間（627~649 年） 

貞觀年間（627~649 年） 

大歷十一年（776 年） 

開成二年（837 年） 

唐高宗或武后之世 

唐高宗或武后之世 

顏師古《五經定本》 

   《顏氏字樣》 

顏元孫《干祿字書》 

張參《五經文字》 

唐玄度《九經字樣》 

郎知本《正名要錄》 

杜廷業《群書新定字樣》（已佚） 

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已佚） 

五代 後周太祖廣順年間 

（951－954 年） 

郭忠恕《佩觿》 

遼 遼統和 15 年（997 年） 行均《龍龕手鑑》 

宋 英宗治平三年（1039 年） 

徽宗政和三年（1113 年） 

南宋乾道二年（1166 年） 

司馬光《類篇》 

張有《復古編》 

洪适《隸釋》 

  《隸續》 

婁機（1133-1211 年）《漢隸字源》 

釋適之《金壺字考》 

王雰《字書誤讀》 

元  

      約至治元年（1321 年）

周伯琦《六書正譌》 

李文仲《字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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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萬歷二十四年（1596 年）

   萬曆四十三年（1615 年）

 

 

 

焦竑（1540-1620 年）《俗書刊誤》 

劉孔當《海篇》 

梅膺祚《字彙》 

葉秉敬（1562-1627 年）《字孿》 

張自烈（1597-1673 年）《正字通》 

胡文煥《字學備考》 

陳士元《古俗字略》 

吳元滿《隸書正譌》 

清 順治六年（1649 年） 

康熙五十五年（1716 年） 

康熙五十七年（1718 年） 

乾隆年間（1711－1799 年） 

乾隆年間（1711－1799 年） 

同治十三年（1874 年） 

熊文登《字辨》 

張玉書等《康熙字典》 

顧藹吉《隸辨》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 

李調元《六書分毫》 

鐵珊《增廣字學舉隅》 

［表 2-1］中國歷代字樣書 

 

石經名 刻石時間 字體 經典數 

「熹平石經」

或「一字石

經」 

漢：靈帝嘉平四年始

刻，光和六年完成

（175-183 年） 

隸書 七經 

《周易》、《尚書》、《詩經》、

《儀禮》、《春秋》、《公羊傳》

、《論語》 

「正始石經」 

或「三體石

經」 

魏：正始二年（241 年） 古文 

篆文 

隸書 

二經 

《春秋》、《尚書》 

「開成石經」 唐：太和四年始刻，開

成二年完成 

（830-837 年） 

楷書 十二經 

《周易》、《尚書》、《詩經》、

《儀禮》、《周禮》、《禮記》、

《春秋》、《公羊傳》、《穀梁

傳》、《論語》、《爾雅》、《孝

經》 

「蜀石經」 

或「廣政石

經」 

蜀：廣政十四年始刻，

歷時八年而成 

（951-958 年） 

 

 

楷書 十經65 

《周易》、《尚書》、《詩經》、

《儀禮》、《周禮》、《禮記》、

《左傳》、《論語》、《爾雅》、

《孝經》 

「嘉祐石經」 北宋：慶歷元年始刻， 篆書 九經 

                                                 
65北宋皇祐元年（1049 年）補刻《左傳》後半部和《公羊傳》、《穀梁傳》。宣和六年（1124 年）

又增刻《孟子》，至此，十三經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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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體石

經」 

嘉祐六年完成 

（1041-1061 年） 

隸書 《周易》、《尚書》、《詩經》、

《周禮》、《禮記》、《左傳》、

《孝經》、《論語》、《孟子》

「光堯石經」 

或「宋太學禦

書石經」 

南宋：紹興五年始刻，

淳熙四年完成

（1135-1177 年） 

楷書 

行書 

七經 

《周易》、《尚書》、《詩經》、

《禮記》、《左傳》、《論語》、

《孟子》 

「乾隆石經」

或「蔣衡書石

經」 

清：乾隆五十六年始

刻，乾隆五十九年完成

（1791-1794 年） 

楷書 十三經 

《周易》、《尚書》、《詩經》、

《儀禮》、《周禮》、《禮記》、

《左傳》、《公羊傳》、《穀梁

傳》、《論語》、《爾雅》、《孝

經》、《孟子》 

［表 2-2］中國歷代石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