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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九經字樣》版本介紹 

 

第一節 石刻及其他版本產生之背景 

  「開成石經」自唐太和七年始刻，成於開成二年（公元 833 年－837 年），

其內容包括《周易》、《尚書》、《毛詩》、《周禮》、《儀禮》、《禮記》、《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穀梁傳》、《孝經》、《論語》、《爾雅》，儒家的 12 種經典，石經之末

還加附了解釋經典正字的《五經文字》與《九經字樣》。「開成石經」刻石 227

塊，共 163 卷，65 萬多字，刻立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太學講論堂兩廊，現存於

西安博物館碑林。 

  關於《九經字樣》之撰述時期、刻立之處、字數、撰述目的和缺損之原因等

問題都可見於《四庫全書提要》，該文道： 

 

  考《唐會要》稱：「太和七年二月，敕唐玄度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

敕於國子監講論堂兩廊創立石《九經》。」玄度《字樣》，蓋作于是時，凡四

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為七十六部。前載開成二年八月牒云：「准

太和七年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參《五經文字》為

准。諸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異，隸變不同。如總據《說文》，則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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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行。

當時即立石壁《九經》之後，明嘉靖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

馬曰璐得宋拓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不免。

今更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 

 

  由此觀之，唐玄度參考張參《五經文字》撰成《九經字樣》，當時即立石壁

《九經》。可惜到了明嘉靖乙卯（1555 年）發生了地震，二書同石經因此有所

缺損。 

  宋元期間的《九經字樣》刻本，一無流傳至今，只能從宋王應麟《玉海‧卷

四十三》中可見，在重和元年（1118 年）又重加修定：「宋朝重和元年十一月二

十八日，言者謂張參、唐玄度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

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說文》，宜重加修定，分次不類，為新定五經字樣

從之。
1
」 

  清乾隆五年（1740 年）揚州馬曰璐據宋拓唐石經重梓本（以下皆稱馬氏本），

《四庫全書提要》將他評價為「猶屬完善」，果然此本為後世諸本之源。而且馬

氏本為至今保存的最古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

                                                 
1（宋）王應麟：《玉海》卷四十三「唐九經字樣、五經文字」，臺北，大化書局，1977 年，頁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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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璐與其兄長馬曰琯並稱為「揚州二馬」。清乾嘉時期，由於徽商在揚州的興盛，

寓居揚州的徽籍藏書家不斷湧現，「揚州二馬」是其代表人物。他們擁有的書屋

分別為「小玲瓏山館」及「書叢樓」，藏書達十餘萬卷，也有專門的《叢書樓書

目》。乾隆三十八年（1773 年）朝廷設立了「四庫全書館」，開始編纂中國歷史

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四庫全書》，當時馬曰琯以其子馬裕之名獻家藏珍籍 776

種，為全國私人獻書之冠。筆者認為在他所獻的書籍當中，應有其弟馬曰璐據宋

拓唐石經重梓本《九經字樣》，且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編纂《四庫全書》時，參考

此版本。現在我們可看到《四庫全書》中的《九經字樣》有《文淵閣四庫全書》、

《文津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三種版本，三種版本的內容基本上相同，

不過有些字的字形還是不一。 

 

  繼二馬的「小玲瓏山館本」《九經字樣》之後，清乾隆三十三年（1768 年）

還有「曲阜孔氏刊本 」的《九經字樣》刊刻，此刻本收錄於《微波榭叢書》中。

編撰人為衍聖公孔毓圻之孫，清代著名的校勘家「孔繼涵」。就像徽商興盛與二

馬的「小玲瓏山館馬本」《九經字樣》之出現背景一樣，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與

「紅櫚書屋曲阜孔氏刊本」《九經字樣》 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在歷代聖裔文化活

動中，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建樹相當突出，他們的主要活動集中在經學、歷史、

文學、文字學、校勘學、音韻學和算學等領域，而治經乃其家傳的學問，是他們

文化活動的中心內容，孔繼涵便為以治經見長的學者之一。2他不僅將《新加九

經字樣》收錄於《微波榭叢書》中，且在《九經字樣疑》中，論述了因石經的損

壞而引起爭議的部分，亦與馬氏本做比較。從以下孔繼涵的〈九經字樣疑跋〉中

可見孔氏經過了一段艱辛的過程，花了七年的時間，撰成《五經文字疑》與《九

經字樣疑》： 

  空居無書，每翻一過輒怏悒，後六年薄遊京師，閱琉璃廠書肆得揚州馬

氏鐫本。喜好事者，先有其人歸校所抄殘本，又頗不合，曾與陳竹厂相語。

竹厂是秋被放，復自南來，假得石經全本攟載相示，千里借書非自為也。此

癡如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十紙，補缺別為二小紙，發篋陳書。凡

所補舛 。悉見顧氏《日知錄》云：「余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識

者，顯與所補不同」。想閒關陝右捫摸殘碑，必不能如索靖碑下坐卧三日。

況穹碑丈餘必不能。夤緣升降，逐處詳審違戾。故不能一一相指，今余所不

獲有者，既可相假，復獲錄本於都中，又來拓本於杭郡，皆非意計事也。失

今不為，恐石將日泐而好古之士或未能覩是數本。不將遂成闕事耶。遂蕆厥

事。仍所闕所補悉附於後，為《五經文字疑》、《九經字樣疑》一卷併識其始

末如斯。為書四卷而起訖七年。獲兼本於南北四千餘里外，考訂之難，信為

難也。乾龍三十三年戊子除日，闕里孔繼涵跋。 

 
                                                 
2 石玲：〈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建樹〉，2003 年 8 月 5 日。（參見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 

asp?id=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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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王昶3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跋》中道：「宋元以來二書並無刻本，

近揚州馬君曰璐、曲阜孔君繼涵始摹石本並雕於木，然繕校粗率多以意竄改，與

原本有處賁中郎之別，學者不可不知也」4，指出馬氏與孔氏兩人所編的《九經

字樣》俱有不少的錯誤，此與《四庫全書提要》對馬本的評價顯然不同。 

 

  「曲阜孔氏本」以後，還有「朝邑劉氏刊本」（1835 年）、《重編九經字樣》

（1840 年）、「玲瓏山館叢刻」（1849 年）、「粵東書局刊本」（1873 年）、「後知不

足齋叢書」（1883 年）、「上海蜚英館石印本」（1888 年）、「皕忍堂刊本」（1926

年）陸陸續續出現，其中比較值得觀察其版本產生之背景者是《重編九經字樣》、

「後知不足齋叢書」以及「皕忍堂刊本」。 

  如《四庫全書提要》所述，《九經字樣》經馬氏以後許多人的傳寫，甚至意

改後自然失真。因此馬曰璐刊《九經字樣》約一百年後，即清道光庚子二十年（1840

年），孫 編勘《重編九經字樣》，此書不僅校正石經《九經字樣》，還校正馬本

和項本之誤5，而且按照筆劃順序重新排列每個部首，加上為了檢索的方便，在

書的開頭補寫部首排列順序。 

  清代著名藏書家鮑廷博的「知不足齋叢書」所收 207 種書多海內異書，每書

均為足本，校勘也比較精確，故清代錢大昕、李調元、王鳴盛等許多學者都很推

崇。「後知不足齋叢書」便為受到鮑廷博的「知不足齋叢書」之影響產生的叢書6，

筆者認為「後知不足齋叢書」的《九經字樣》應為研究《九經字樣》時值得考察

的版本之一，近代很多版本都據該版本影印，此證明了該版本價值之高。 

  到了二十世紀初（1926 年），據石經《九經字樣》刊刻的版本問世，此便為

「皕忍堂刻本」，該版本在歷代所有的版本當中，最接近於石經《九經字樣》。 

   

第二節 現存的《九經字樣》各種版本 

附石刻本《九經字樣》的「開成石經」，現存於西安陝西博物館碑林，雖然

有些部分漫漶不明，但整體來看石經《九經字樣》保存得比較完整。現在在台灣

地區可以看到的拓本有兩種，一為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時的拓本《九經字樣》（年

代未詳），二為國立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藏有吳氏石蓮剪貼清拓本《九經字

樣》（年代未詳）。 

自乾隆年間的「小玲瓏山館刊本（馬氏本）」至近代的「皕忍堂刊本」，中間

還出現了許多版本，刊本、寫本、石印本、單本、叢書本，可見有多種多樣版本

的《九經字樣》。筆者經過比對，整理出以下現存的《九經字樣》各種版本，總

                                                 
3王昶（1742－1806 年），字德甫，號述庵，又號共泉，青浦朱家角人。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

方面的，尤其在金石考證方面，他傾半生心血，收羅商周銅器及歷代碑刻拓本 1500 餘種，編成

他的主要著作有《金石萃集》160 卷。 
4收錄於《百部叢書集成》，台灣，藝文出版社，1970 年 。 
5關於孫氏的觀點，筆者會在本章版本之間比較中探討，暫不贅述。 
6高承勛輯《續知不足齋叢書》、佚名輯《仿知不足齋叢書》、鮑廷爵《後知不足齋叢書》皆為受

到《知不足齋叢書》之影響而成的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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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十二種： 

 一、「小玲瓏山館刊本」 

 二、「曲阜孔氏刊本」 

 三、「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7 

 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五、「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 

 六、「朝邑劉氏刊本」 

 七、「天心閣藏板本《重編九經字樣》」 

 八、「玲瓏山館叢書刻本」 

 九、「粵東書局刊本」 

 十、「後知不足齋叢書」 

 十一、「上海蜚英館石印本」 

 十二、「皕忍堂刊本」 

 

  近代西方的印刷術傳入之後，在以上羅列的十二個版本中之「後知不足齋叢

書」、三種「四庫全書」、「上海蜚英館石印本」、《重編九經字樣》、「皕忍堂刊本」

則有了影印本問世。其中，據「後知不足齋叢書」影印的《九經字樣》最多，「叢

書集成本」、「百部叢書集成本」、「叢書簡編本」、「叢書初編本」、都收錄「後知

不足齋叢書本」《九經字樣》8。對於現存歷代《九經字樣》版本和它們之間的關

係，筆者在本論文的附錄中作一表列以清眉目，參見［附錄一］歷代《九經字樣》

版本整理表9。 

 

  最後要補充的是，孫氏在《重編九經字樣》中提到項本，不過如今無法知道

它的編撰人、刊刻時期以及所藏，故以下筆者不會將它歸入本論文研究對象中。 

 

第三節 《九經字樣》各版本之特徵 

  上文中介紹的《九經字樣》之版本約有十二種，不過有些版本據同樣的刻本

來編撰，因此頗為相似，幾無相差，如「粵東書局刊本」與「上海蜚英館石印本」

皆據「馬氏本」而成，基本上並無分別。再者，因無法取得「小玲瓏山館刊本」

（即馬氏本）、「後知不足齋叢書」，故筆者將依據它們刊成的「奧東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本」作為代替。考慮如此的情況，筆者認為在本節中一一探討諸種版

                                                 
7清乾隆三十八年，高宗敕纂「四庫全書」，因其已屆高齡，恐不及親睹書成，故先令擷取菁華，

修成「四庫全書薈要」，專供御覽。英法聯軍犯紫禁城。無數瑰寶焚燬淪喪。至 1924 年，始發現

原存摛藻堂之薈要正本，完好無缺，此乃世間幸存孤帙，價值非凡。（參見世界書局網頁：http://worl 
dbook.com.tw。） 
82002 年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編的「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出版項明示該版本為「日

本覆刻本」，但筆者對照之後發現，該版本除了空間安排意外的其他部分都與「後知不足齋叢書

本」一致，從此可見「日本覆刻本」為據「後知不足齋叢書本」而成的。 
9參見本論文［附錄一］，頁 2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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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意義不大，因此從中挑選比較值得研究的八種版本，以它們與明代石經拓

本《九經字樣》為本章三四節的研究對象，其八種版本為：一「曲阜孔氏刊本」、

二「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景印文津閣四

庫全書」、五「重編九經字樣」、六「粵東書局刊本」、七「皕忍堂刊本」、八「叢

書集成本」。筆者為了更加深入地了解各版本之差異，先整理出了「各版本不同

之處比較表［附錄二］10」，以下第三四節中常常會參考此表。 

 

  曹之在《中國古籍版本學》一書中，舉了鑑定古籍版本時考慮的十二點：一.

書名頁、二.序跋、三.卷端、四.避諱、五.牌記、六.行款、七.字體、八.刻工姓名、

九.裝訂、十.紙張、十一.藏書印、十二.室名。換角度來看，這些內容乃為決定各

版本特色之因素。其中，「序跋」、「行款」、「字體」、「避諱」為《九經字樣》各

版本都可以比較分析的部分，也是研究版本時必須考察的部分。 

   

一 序跋 

  序的位置今古不一，漢代多在書後，漢代以後，因為序能解釋全書梗概、提

示讀書門徑，所以為了方便讀者，抄書者或刻書者就把序移至書前。11石經拓本

《九經字樣》亦是如此，先有序，然後有正文，最後附牒文。不過看《九經字樣》

各版本「序」、「正文」、「牒文」的位置，無一版本與石經拓本《九經字樣》完全

一致，大部分將「序」和「牒文」（二者位置不固定）附於正文前邊，三種四庫

全書版本最前邊附「提要」，「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與「重編九經字樣」未收序、

牒文。各版本「序」、「正文」、「牒文」、「提要」的順序如下： 

  曲阜孔氏刊本：牒文序正文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提要原序牒文正文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原序牒文正文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正文 

  重編九經字樣: 重編九經字樣總目正文 

  粵東書局刊本:序牒文正文 

  皕忍堂刊本:牒文序正文 

  叢書集成:牒文序正文  

 

  有關《九經字樣》的「跋」有兩篇，清朱彝尊的〈九經字樣跋〉和清王昶的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跋〉，皆收錄於 1970 年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的百部叢書集成

本《九經字樣》中，其他版本《九經字樣》未收。 

 

                                                 
10參見本論文［附錄二］，頁 248-253。 
11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昌市，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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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頁數與行款 

  包括石經拓本《九經字樣》，九種版本的頁數與行款的情況如下表格。由以

下［表 4-1］可知，《九經字樣》正文有大字和小字，每條的正字寫為大字，然

後有關它的解釋寫為小字，以下每行包含的字數是以大字為準算出來的。 

 版本名 頁數 行款 

1 拓本九經字樣 (正文)28.5 頁 均 5 行每行 9字 

2 曲阜孔氏刊本 (正文)16 頁 均 9 行每行 20 字 

3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正文)16 頁 均 8 行每行 21 字 

4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正文)16 頁 均 8 行每行 21 字 

5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 (正文)16 頁 均 8 行每行 21 字 

6 重編九經字樣 (正文）25 頁 均 6 行每行 9字 

7 粵東書局刊本 (正文)13 頁 均 10 行每行 21 字  

8 皕忍堂刊本 (正文)28.5 頁 均 5 行每行 9字 

9 叢書集成本 (正文)28.5 頁 均 5 行每行 9字 

[表 4-1]《九經字樣》各版本之頁數與行款 

 

  據以上的內容可見，「皕忍堂刊本」、「叢書集成本」的頁數與行款從石經拓

本《九經字樣》，三種四庫全書以獨特的格式來編書。 

 

三 字體 

  現存的《九經字樣》有「拓本」、「刻本／刊本（曲阜孔氏刊本、粵東書局刊

本、皕忍堂刊本、叢書集成本、重編九經字樣）」、「寫本（三種四庫全書）」三種，

它們的字體皆為楷書，但它們之間仍存在著風格之差。楷書在中國文字歷史上長

期使用，因此形成了各種流派，如東晉時王羲之，唐代歐陽詢、顏真卿、柳公權，

元代趙孟頫等皆為對古籍字體有重大影響的書法家。除了他們的字體以外，還有

「匠體」和「館閣體」，「匠體」豎粗橫細，字形長方，是專業刻工發明的，「館

閣體」為流行於館閣及科舉試場的一種字體，因館閣及翰林院官僚擅寫此體而得

名。清代古籍中的字體可分成兩個時代，康熙（1654－1722 年）以前，即明末

清初硬體風味的「匠體」常見，但康熙以後硬體、軟體並存，在館閣體的影響下，

軟體字日漸增多。12拓本《九經字樣》的字體為歐陽詢體，據石經拓本《九經字

樣》刊刻的「皕忍堂刊本」、「叢書集成本」以及「重編九經字樣」亦可說是歐體。

「曲阜孔氏刊本」與「粵東書局刊本」的字體為典型的「匠體」，三種「四庫全

書」的字體乃為「館閣體」。 

  雖然主要字體為楷書，但在石經拓本《九經字樣》中，二處之字體非楷書：

                                                 
12同注 10，頁 46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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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九經字樣‧牒文》之末「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勑宜依牒至准勑故牒。

開成二年八月十二日牒」，用草書來刻石，據「石經《九經字樣》」刊刻的「皕忍

堂刊本」也照原本用草書來刊刻，不過其他版本都寫成楷書。二是《九經字樣序》

即標題「新加九經字樣序」寫為隸書，「皕忍堂刊本」、「叢書集成本」兩個版本

用隸書來寫，其他版本皆寫成楷書。 

 

版本名 正文 序 牒文之末 

拓本《九經

字樣》 

  

重編九經

字樣 

未收 未收 

皕忍堂刊

本 

   

叢書集成

本 

 
   

［歐陽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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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名 正文 序 牒文 

四庫全書薈

要 

 
 

 

文淵閣四庫

全書 

   

文津閣四庫

全書 

 

未收 未收 

［館閣體］ 

 

版本名 正文 序 牒文 

曲阜孔氏

刊本 

   

粵東書局

刊本 

 
 

  

［匠體］ 

［表 4-2］《九經字樣》各版本之字體 

 

  另外，較為值得一提的是四庫全書的三種版本，因為其三者為寫本，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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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之間的差異與書寫者的書寫習慣有密切的關系。例如，「歷」字在「景印摛藻

堂四庫全書薈要」中寫成「 」，而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寫成「 」。

還要補充的是，「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九經字樣》因影印時縮小而其字頗小，

且不少的字很模糊，肉眼看非常吃力，所以筆者認為該版本不適合作為研究《九

經字樣》時的底本。 

 

四 避諱 

  中國古代有一種忌諱叫做「避諱」，指無論口頭上或書面上，都不能直接使

用帝名、聖人以及長輩之名。尤其是對帝名的避諱比較嚴格，權勢強大的皇帝更

加注重避諱之事。雖然學者們對避諱起源的說法不一13，但自從避諱的出現至清

朝滅亡，避諱確實是中國每個朝代皇帝尊嚴的象徵。 

  其實，從某種角度來看，避諱字之規範化也是文字規範化的一部分。考慮唐

代閱讀《九經字樣》的主要讀者為想要參加科舉的書生，對避諱字的知識當為不

可缺少的部分。舉一個故事來講，唐朝有名詩人李賀，因父名為「晉肅」，「晉」

與進士之「進」為同音，而不得參加進士考試，連父名的避諱都影響到科舉的資

格，若參加科舉的書生不小心不避皇名，其結果不言而喻。因此筆者認為《九經

字樣》所見的避諱現象是研究唐代文獻，即本論文中不可忽略的一部分。 

  《九經字樣》中避諱現象可見於約十五個字中：「虎」、「 」、「號」、「虒」、

「弘」、「曆」、「丘」、「胤」、「玄」、「淵」、「 」、「世」、「牒」、「理」、「翻」。它

們不僅是唐玄度撰《九經字樣》時的避諱字，還包括清代《九經字樣》刊刻時的

避諱字，即我們在《九經字樣》中可見唐、清兩個朝代的避諱字。筆者根據陳垣

的《史諱舉例》第八卷歷朝諱例，確定上述的字皆屬於避諱字，唐、清朝的避諱

字如下： 

世次 帝號 名諱 世次 帝號 名諱 

1 高祖 

（566－635 年） 

祖虎 

父  

太子建成 

淵 

 

虎 

 

建成 

2 太宗 

（599－649 年） 

世、民 

3 高宗 

（628－683 年） 

太子忠 

太子弘 

治 

 

忠 

弘 

4 武后 

（624－705 年） 

曌 

5 中宗 顯（中間 6 睿宗 旦（初名

                                                 
13依據王建的《中國古代避諱史》，有關避諱起源的學說大致可分為四者：「避諱始於周說」、「避

諱始於秦說」、「殷商避諱說」、「夏代避諱說」。（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陽市，貴州人民出

版社，2002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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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710 年） 曾改名

哲） 

（662－716 年） 旭輪，又

名輪） 

7 玄宗 

（685－762 年） 

隆、基 8 肅宗 

（711－762 年） 

亨 

9 代宗 

（726－779 年） 

豫 10 德宗 

（742－805 年） 

适 

11 順宗 

（761－806 年） 

誦 12 憲宗 

（778－820 年） 

純 

13 穆宗 

（795－824 年） 

恒 14 敬宗 

（809－826 年） 

湛 

15 文宗 

（809－840 年） 

昂 16 武宗 

（840－846 年） 

炎 

17 宣宗 

（810－859 年） 

忱 18 懿宗 

（833－873 年） 

漼 

19 僖宗 

（862－888 年） 

儇 20 昭宗 

（867－904 年） 

曄 

21 哀宗 

（892－908 年） 

柷    

［表 4-3］唐之避諱字 

 

世次 帝號 名諱 世次 帝號 名諱 

1 

順治 

世祖 

（1638－1661 年） 

福、臨 2 

康熙

聖祖 

（1654－1722 年） 

玄、燁 

3 

雍正 

世宗 

（1678－1735 年） 

胤、禛 4 

乾隆

高宗 

（1711－1799 年） 

太子永璉 

弘、曆 

 

永、璉 

5 

嘉慶 

仁宗 

（1760－1820 年） 

初名永琰 

顒、琰 6 

道光

宣宗 

（1782－1850 年）

初名綿寧 

旻、寧 

7 

咸豐 

文宗 

（1831－1861 年） 

奕、  8 

同治

穆宗 

（1856－1874 年） 

載、淳 

9 

光緒 

德宗 

（1871－1908 年） 

載、湉 10 

宣統

末帝 

（1906－1967 年） 

溥、儀 

［表 4-4］清之避諱字 

 

  由「表 4-3」和「表 4-4」可知，「虎」、「 」、「號」、「虒」、「淵」、「 」、「世」、

「牒」、「理」、「翻」屬於唐之避諱字；「玄」、「胤」、「弘」、「曆」屬於清之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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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另外，在清代，凡遇孔丘的「丘」，大都避之14，足見古人對儒家聖人的尊

敬之意。以上十五個避諱字大致以三種方法「代字」、「缺筆」、「改變字形」來表

示，以下逐一介紹： 

 

（一）代字 

 1. 「反」「翻」 

  《九經字樣》蓋：「案《字統》公艾翻，苫也，覆也。《說文》公害翻，從艹

從盍，取盍蓋之類。張參《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見艹音草。」 

  若讀者缺乏避諱相關知識，閱讀上文可能不懂此義，唐氏為了避造反的

「反」，以與「反」同音字「翻」來代寫。不過，在《九經字樣‧雜辨部》 ／

乏：「《春秋傳》曰：『人反正為乏』。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貶、窆等字從之」

中，未避而直接寫「反」，也許因它為經典原文而不改寫。 

 

 2. 「治」「理」 

  唐氏解釋《九經字樣》的字義時，幾乎都從《說文》，但筆者發現「吏」的

字義與《說文》有所不同，《九經字樣》吏：「理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也。

言其執法如一。又重之在上」，《說文》吏：「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從

此可見唐氏以與「治」義通的「理」15來代替唐高宗之避諱字「治」。不過，在

《九經字樣》麻：「麻平。網人所治在屋下」中，不避「治」。 

 

 3. 「玄」「元」 

  在「曲阜孔氏刊本」《九經字樣‧序》中，「唐玄度」改寫成「唐 度」，還

有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中，「唐玄度」寫為「唐 度」，都是為了避玄

追改，以元代之。 

 

 4. 「曆」「歷」 

  「曆」為清高宗之名諱，因此兩種四庫全書的抄寫人以代字的方式來避諱，

「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其例。「曆」

與「歷」二字常常通用，但其實二字本非一字，許慎在《說文》分開解釋，歷（歷）：

「過也。从止厤聲」；曆（曆）：「厤象也。从日厤聲。《史記》通用歷。」因為「歷」

與「曆」字音相同，字形相近，所以抄寫人以「歷」代「曆」。 

 

（二）缺筆 

  唐以前一字多形，文字規範化的成效尚未達到理想的程度，因此有時無法斷

定何者為缺筆而成的避諱字。目前可以確定的最早開始使用缺筆之法的時期為唐

                                                 
14何忠禮：〈略論歷史上的避諱〉，《浙江大學學報》，2002 年，第 1 期，第 32 卷，頁 82。 
15《說文》理：「治玉也。從玉裏聲」，《玉篇》理：「治玉也。正也。事也。道也。從也。治獄官

也。」，從此可見「理」與「治」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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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之世，《冊府元龜》中有關記載如下：  

  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不諱。比見抄寫古典，至於朕名，

或缺其點畫，或隨便改換，恐六籍雅言，會意多爽；九流通義，指事全違，

誠非立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不須隨義改易。16 

缺筆之法較為容易看出其避諱之與否，就呈現出避諱發展的成熟度。陳垣在《史

諱舉例》中亦提到缺筆之法的好處： 

  唐時避諱，有可特紀者，為缺筆之例，自唐時始。既有此例，則古籍文

字，可以少所更易。故開成石經，缺筆多而改字少，經典元本，賴是保存焉。
17 

 

 1. 淵、  

  《九經字樣》淵：「深水也。從。古文水左水右岸中也。廟諱闕右畫作

訛」，「淵」為避唐高祖李淵之諱，唐玄度明示「淵」廟諱寫成「 」，缺最後一

筆。以「」為偏旁的「 」亦以缺筆來避「淵」，《九經字樣》 ：「音渭。見

《公羊傳》。」不過，清代三種四庫全書版本皆未說明「廟諱闕右畫作 訛」，

也沒有將「淵」、「 」避諱寫成「 」、「 」。 

 

 2. 虎、 、號、虒 

  唐朝避唐高祖之祖父李虎的「虎」，並且一律避以虎為偏旁的字。《九經字樣‧

雜辨部》 ／畏：「音尉。從 。 音弗。象鬼頭也。鬼頭虎爪人，可畏也。上說

文下隸省」，《九經字樣‧口部》 ／啼：「音題號也。從口虒聲。上說文。下經

典相承」，在明拓本《九經字樣》、「重編九經字樣」、「粵東書局刊本」、「皕忍堂

刊本」和「叢書集成本」中，上文的「虎」、「 」、「號」、「虒」都避諱，但「曲

阜孔氏刊本」和三種四庫全書版本皆未避「虎」、「 」、「號」、「虒」四字。 

 

 3. 世 

  「世」為唐太宗李世民之君諱字，《九經字樣》 ／ ：「音勢。卅年為

一 。從卅而曳長之今。廟諱作 。」「世」的小篆為「世」，隸變之後還是有

兩個主要的字體，漢末「張遷碑」（西元 186 年）保留「世」之兩個字形：「 」、

「 」，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所言的「 」就為「 」之缺筆之形。不過，

清代三種四庫全書版本皆寫成 、世：「音勢。卅年為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今」， 

未避世。 

                       

吳方彝  郭店  詛楚文   說文    老子甲後   縱橫家書  武威簡丙服  禮器碑  

                                                 
16（宋）王欽若：《冊府元龜‧第一冊》，卷三「帝王部、名諱」，台灣，中華書局，1967 年，頁

36。 
17陳垣：《史諱舉例》，北京，中華書局，1956 年，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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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篆       295         96         5           

                

 鮮于璜碑      史晨碑     西狹頌      曹全碑      張遷碑 1     張遷碑 2 

［表 4-5］「世」之字形演變 

 

 4. 玄 

  「玄」字的避諱現象可見於《九經字樣》之作者「唐玄度」的名字中。「玄」

為清聖祖，康熙皇帝之避諱字，因此拓本《九經字樣》未避此字，據拓本刊刻的

「皕忍堂刊本」也未避。但兩種四庫全書、清刻本「粵東書局刊本」與「叢書集

成本」皆避「玄」，以缺最後一筆而寫成「 」。 

 

 5. 胤 

  「胤」為清世宗的名諱，此字可見於《九經字樣‧雜辨部》 ／ ：「音胤」，

拓本、「皕忍堂刊本」以及「叢書集成本」未避，而其他清代版本皆避此字，缺

最後一筆而寫成「 」。 

 

 6. 弘 

  「弘」為唐高宗太子弘的名諱，也是清高宗之避諱字，此字出現於《九經字

樣‧山部》 ：「華去。山在弘農」中，拓本上「弘」未缺筆，表示唐玄度撰《九

經字樣》時不避「弘」。但除了「皕忍堂刊本」和「叢書集成本」以外，在清代

刊刻的其他版本中，皆缺最後一筆而寫成「 」，由此可見，「弘」字至清避諱。 

 

 7. 曆 

  「曆」亦為清高宗之名諱，故拓本上「曆」未缺筆。可見於各版本《九經字

樣‧序》的「曆」之字形共有六種：「 」、「 」、「 」、「 」、「 」、「 」，

其中，「 」（曲阜孔氏刊本）和「 」（粵東書局刊本）顯然為避「曆」之缺筆

之形。 

 

 8. 丘 

  依據王叔岷的《斠讎學》「古書中的避諱問題」，避諱之種類可以分成「國諱」、

「家諱」、「私諱」三類，其中「國諱」包括「君諱」和「聖諱」，避「丘」（孔子

之名為丘）之諱就屬於「聖諱」。「丘」字可見於《九經字樣》京：「音驚。人所

居高丘也。從高省就字從之作訛」，在《九經字樣》各版本中，它的字形有「 」、

「丘」、「 」三種，「叢書集成本」的「 」，此寫法常見於包括熹平石經的東

漢碑刻中，如：「 （熹平石經）」、「 （禮器碑）」、「 （衡方碑）」、「 （史

晨碑）」，其早期字形始見於商代，如「 （丘叔簋）」，「丘」的寫法從六朝普遍

使用至今。「重編九經字樣」、「粵東書局刊本」之「 」便為「丘」的避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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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缺最後一筆。 

 

（三）改變字形 

 1. 牒 

  《九經字樣‧牒》中「牒」與《九經字樣‧日部》 ／疊：「音牒。揚雄說

理官決罪三日得其亡。新氏以為從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經典相承用下字」中

「牒」，「拓本」、「粵東書局刊本」、「皕忍堂刊本」、「叢書集成本」皆將兩個部分

的「牒」寫成「 」，不過「曲阜孔氏刊本」、「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三種版本中兩個部分的「牒」之寫法不同。前已所述，唐朝

避諱字「淵」、「 」、「世」、「虎」、「 」、「號」、「虒」在三個四庫全書版中皆未

避，但只有將「牒」字避諱寫成「 」。筆者認為自從唐朝避「牒」寫成「 」

之後，在文人書寫時常用「 」字形，久而久之，大家忘記「 」為避「世」之

寫法，當成異體字使用。因為「枼」、「牒」等字的演變過程中，到了唐朝，才出

現「 」的寫法，如「 （唐徐浩，不空和尚碑）」，唐以前都不見將「牒」寫為

「 」的字例。在清代三種四庫全書《九經字樣》中皆可見「 」，此證明「 」

已經成為「牒」的異體字。 

 

  總而言之，筆者透過《九經字樣》中之避諱現象，能夠分析出以下幾點： 

  第一，了解唐清朝避諱制度，不僅有助於閱讀古書和鑑別成書時代，而且能

夠看出有些非正字字形（缺筆之字形）並非錯別字，而是有意形成的異體字，即

「避諱字」。譬如，「 」為「曆」之避諱寫法，而非錯別字；「 」為「牒」之

避諱寫法，而不是非正字。 

  第二，因各朝所諱不同，而《九經字樣》各版本之避諱現象亦有所不同。唐

朝刻立的唐石經拓本《九經字樣》和據拓本刊刻的「皕忍堂刊本」所避的字皆屬

於唐之避諱字。但因清之避諱始效宋明人避諱18，而清乾隆間（1778－1784 年）

撰成的三種四庫全書皆未避唐之避諱字「淵」、「 」、「世」、「虎」、「 」、「號」、

「虒」19。另外，版本比較之後筆者發現清刊本「曲阜孔氏刊本」、「粵東書局刊

本」、三種四庫全書以及「叢書集成本」依清之避諱規定追改《九經字樣》中清

之避諱字「弘」、「曆」、「玄」與聖諱「丘」。只有「皕忍堂刊本」未受避諱之影

響，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舉兩點：一是因該版本刊於近代，而未受避諱之壓力。二

是因為該版本據石經重刊，而非據前代的版本來刊，所以能夠保留唐石經《九經

字樣》本來的面目，也許此為該版本的刊刻目的所在。 

                                                 
18參見陳垣《史諱舉例》第八十二清諱例：「清之入據中原，與拓跋耶律完顏諸氏同。明人譯其

景祖曰教場，或曰 場，清人自書曰覺昌；明人譯其顯祖曰他失，清人自書曰塔克世；明人譯其

太祖奴兒哈赤，清人自書曰努爾哈赤。譯音無定字，無所庸其諱也。入關久，始效宋明人避諱。

清之避諱，自康熙皇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不避也。」（陳垣：《史諱舉例》，北京，中華書

局，1956 年，頁 168。） 
19「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避「 」寫成「 」，是在三種四庫全書中唯一的避唐諱之例，筆者

認為當時抄寫人沒注意到此字為避諱字，而按照原本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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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因避諱與皇權盛衰有密切的關系而每個時期避諱的寬嚴不一。根據王

建的《中國古代避諱史》，唐代避帝王名諱之事，集中於李虎、李 、高祖李淵、

太宗李世民、高宗李治以及玄宗李隆基六人，佔了唐代避諱用例總數的 86％以

上。20並且，在唐人的著作文籍中，避唐代君主名諱的用例共得 998 例，而太宗

一人獨佔 301 例，接近總數的三分之一21，相反，高宗太子李忠、李弘等人因為

最終並未登上皇帝的寶座，故後來不避諱亦在情理之中22。《九經字樣》也不例

外，看該書避諱字的出現，唐朝中只可見李虎、高租、太宗、高宗的名諱，清朝

中只可見聖祖（康熙皇帝）、世宗及高宗（乾隆皇帝）的名諱。雖然在《九經字

樣》中可見「旦（唐睿宗諱）」、「亨（唐肅宗諱）」、「奕（清文宗諱）」三字，但

《九經字樣》的任何一個版本都未避這些字。此顯現出皇權盛衰與避諱使用寬嚴

有密切的關係。 

 

第四節 《九經字樣》優劣版本 

  在中國古代典籍流傳中，同一部古籍的不同版本總具有不同之處，今人范知

歐在＜淺論唐宋的經籍文字規範＞中論述過的「經籍文字歧異的原因」：其一，

漢字具有結構複雜、異體眾多和容易發生訛變等特點，故易引起經籍文字的歧

異。其二，古代經書口耳相傳，但由於鄉音不同、口語不能統一，故記載經籍文

字自然會出現錯別字。其三，經書多假借字。其四，轉寫之訛。其五，有意改經，

如因古今音不同而改經字、因避諱而改經字、注文經字互改等例子亦不在少數。
23以上種種的原因引起一書不同版本之間的差異，也自然產生版本之優劣。 

  那麼比較版本異同，辨別優劣的標準為何？重視版本研究的清代學術界從善

本中找出其答案，「善」指「優」，善本即謂版本中的優者。張之洞在《輶軒語‧

語學》「讀書宜求善本」條言：「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刪改；二.

精本，一精校，一精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抄」，從此可見善本的條件為「足」、

「精」、「舊」。筆者以下要從「足」、「精」、「舊」的角度來分析《九經字樣》之

優劣版本。 

 

一 足本：版本的完整性 

  「足本」指「無闕卷，未刪改」，換言之，即保留本來面目，且完整的版本。

流傳至今的《九經字樣》共有十二種版本，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各版本之差異。

《欽定四庫全書‧九經字樣提要》也指出過其原因： 

                                                 
20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131。 
21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126。 
22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導論》，台北，新文豐，1996 年，頁 125。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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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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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載開成二年八月牒云准太和七年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

業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行。當時即立石壁九經之後明嘉靖乙

卯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缺。近時馬曰璐得宋拓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轉寫

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不免今更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 

 

  據此，「轉寫失真及校者意改」便為主要原因。先看轉寫過程中失真的情況，

石經「拓本」與《九經字樣》各版本的吻合度就顯現出各版本失真的程度。在「各

版本不同之處比較表［表 4-2］」中，五十八個版本不同之處與唐開成石經拓本之

間做比較之後發現，各版本與拓本的吻合度各有不同的程度： 

  曲阜孔氏刊本：38/58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16/58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58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26/43 

  重編九經字樣:36/43 

  粵東書局刊本（據小玲瓏山館刊本）:39/58  

  皕忍堂刊本（據唐開成石經刊刻）:56/58 

  叢書集成本（據後知不足齊叢書）:41/58 

 

  就其大略的情形而言，吻合度最高者是據唐開成石經刊刻而編撰的「皕忍堂

刊本」，其次為孫 編勘的《重編九經字樣》。「曲阜孔氏刊本」、「粵東書局刊本」

以及「叢書集成」三個版本與石經拓本吻合度差不多，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

薈要」的吻合度相當低，只有該版本的寫法與其他版本不同者有十一例。24並且

比起其他版本，「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文

津閣四庫全書」三種四庫全書本《九經字樣》與拓本《九經字樣》的吻合度明顯

地較低，因為刊本通常需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方始撰成，而手寫本則常常帶有抄寫

人書寫時的隨意性。嚴佐之也在《古籍版本學概論》中指出四庫全書隨意刪改古

籍：「乾隆修四庫，其功固不可沒，但就版本而言，確實不足稱善。這一點學術

界早有訾議。張宗祥《補抄文瀾閣缺簡記錄》說：『四庫之弊，不載諸書版本所

自出，擅改古人卷帙詞句，清初諸家著作刪竄尤多。而各閣所藏各書提要，尤互

異其詞。』」25 

  再者，在《九經字樣》中因「校者意改」而成的版本之間差異，最明顯的是

避諱字的出現與否。「曲阜孔氏刊本」、「粵東書局刊本」、三種四庫全書以及「叢

書集成本」都依清之避諱規定追改《九經字樣》中清之避諱字「弘」、「曆」、「玄」

與聖諱「丘」。另外，《重編九經字樣》的校者按照部首筆畫數，重新排列《九經

字樣》各部，並且該版本前邊附「重編九經字樣總目」，以求讀者檢索上的方便。 

                                                 
24參見［表 4-2］，其十一例為：「貴：從貝從『 』。 古文『 』。」、「 」、「 」、「 」、「教：

從『 』作教者訛。」、「 、 」、「 」、「 、 」、「 ／ 」、「 」。 
25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論》，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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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透過《九經字樣》版本之間的比較發現，「文津閣四庫全書」與「皕

忍堂刊本」二種版本內容上有闕。「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抄者在該版本中，把力

部只寫到「力部：凡四字，一字重文」，沒有寫「 ／勳」、「幼」、「 」四字，

居然接著寫刀部的三字「剮／別」、「切」，也沒有寫「刀部：凡三字，一字重文」。

當初唐玄度為了使讀者注意看「力」與「刀」兩字之形近，將兩部的字相連並列，

該版本的抄者反而忽略，犯了漏寫的錯誤。「皕忍堂刊本」的刊者依照 1926 年石

經《九經字樣》實際的狀態刊刻，因此對石經「宀部」、「火部」、「旨部」、「韋部」

中損缺的部分沒有補刻。雖然該版本在所有的版本中最接近石經《九經字樣》，

但因有闕之處，故於研究《九經字樣》時以它為底本26，恐怕不妥，也不足稱為

足本。還有，「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與「重編九經字樣」未收石經《九經字樣》

中「序」和「牒」，也不太適合當底本用。 

 

  總而言之，根據兩點，即「與石經《九經字樣》吻合度」和「闕卷與否」，

與石經吻合度較高，而且無闕卷的版本為「叢書集成本」，可以說該版本是《九

經字樣》之足本。 

 

二 精本：版本之正確性 

  「精本」指「校勘與注釋」精良、「錯字」較少的版本。不過因為《九經字

樣》是正字字書，所以該書精本的條件還要具有一個條件，其乃為「多用正字，

少用訛俗字」。 

     

（一）校勘與注釋石經拓本《九經字樣》 

  幸好我們現在還可見《九經字樣》的原貌，即石經拓本《九經字樣》。這一

點有助於辨識優劣版本，校正石經拓本《九經字樣》之誤的部分多者，可以視為

精本。筆者在石經拓本《九經字樣》中找出要校正的九項對象： 

 石經拓本《九經字樣》 注釋 

1.手部 扑：「音撲。『朾』捶也。杖也。《說

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

「朾」應該改為「打」 

2.手部 揔：「騣上。《說文》作『 』。經

典相承通用。」 

「 」應該改為「總」 

3.牛部 牛部：凡五字，二字重文 「凡五字」應該改為「凡六字」

                                                 
26管錫華在《漢語古籍校勘學》中提示底本的條件：「底本是用來校勘的工作本，它要求選擇最

接近於原本的本子。底本可以是現存最早的本子，因為現存最早的本子往往就是原本或最接近於

原本面貌的本子。」雖然筆者同意管氏的看法，但因「皕忍堂刊本」有闕之處，而不能當作底本

用。（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成都，巴蜀書社，2003 年，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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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 部：凡三字，二字重文 「二字重文」應該改為「一字重

文」 

5.巾部 幝：「音闡。車弊也。《詩》曰：

『檀車憚憚』。」 

「檀車憚憚」應該改為「檀車幝

幝」 

6.火部 熮：「音劉。火。見《周書》。」 《周書》未見「熮」，逸周書中可

見「味幸而不熮」，孫氏在《重編

九經字樣》中指出過。 

7.欠部 欠部：凡三字 欠部收「歌／ 」、「歃」，「歌」

與「 」為重文，應該補充「一

字重文」。 

8.曰部 汩：「音骨。從曰。又從『』者。

音覓。音冒。俗二字皆從日並

非。」 

依據以上唐氏對「汩」的解釋，「又

從者」便為「 」，此字不存

在，而且其字音亦非「覓」，「汨」

的字音為「覓」，應該改為「又從

日者」，這樣才義通。 

9.雜辨部 ／乏：「《春秋傳》曰:『人反正

為乏』。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

省。貶、窆等字從之。」 

「人反正為乏」應該改為「文反

正為乏」。 

  ［表 4-6］石刻《九經字樣》之誤 

 

  石經《九經字樣》本身還有一些訛俗字，大概有十一字：在《九經字樣‧序》

中，「旨」寫成「 」；「樣」寫成「 」；「於」寫成「 」；「本」寫成「 」；

在《九經字樣‧牒》「度」寫成「 」；「」寫成「 （ ）」;「經」寫成「 」；

「致」寫成「 」；「取」寫成「 」，在《九經字樣‧雜辨部》中，「舍」寫成

「 」；「虔」寫成「 」。 

 

  觀察各版本對以上石經《九經字樣》之誤（總共二十項）校正的情況，其校

正之數如下： 

  「曲阜孔氏刊本」：12/20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12/20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20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5/11（該版本未收「序」、「牒」） 

    「重編九經字樣」：4/11（該版本未收「序」、「牒」） 

    「粵東書局刊本」：5/20 

  「皕忍堂刊本」：0/20 

  「叢書集成本」：4/20 

  據此，「曲阜孔氏刊本」、「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和「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較為積極的校正石經《九經字樣》，相反「皕忍堂刊本」《九經字樣》毫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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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的態度來校正，因此石經《九經字樣》中寫錯的部分，還是跟著它來寫錯。 

 

  校勘《九經字樣》時，非常值得參考的是孫 所撰的《重編九經字樣》，孫

氏在《重編九經字樣》中，先對照馬本、項本是否吻合石經拓本《九經字樣》的

內容，然後修改了「馬本」、「項本」《九經字樣》以及石經《九經字樣》的一些

錯誤。比起沒有任何注釋的其他版本，孫氏在《重編九經字樣》中的注釋給讀者

的幫助實在不小，以下就是孫氏校勘《九經字樣》的成果： 

 《重編九經字樣》 「馬本」、「項本」、「石經」之誤

一部 吏：「理人者也。從言其執法如

一。又重之在上。」 

吏字注上字，馬本訛「一」。 

 

儿部 竟：「音敬。樂曲終也。從音從

『儿』。」 

竟字注儿字，馬本訛「九」。 

匚部 音「系」。從 。 音隱。上從

一以覆之有所俠藏也。 

部首注系字，馬本、項本俱訛

「係」。 

 

十部 ／ ：「音勢。『卅』年為一 。

從卅而曳長之。今廟諱作 。」

注上卅字項本訛「」。 

 

部 音邑。凡五字，二字重文。 部首注馬本遺音邑二字。 

口部 ／尋：「度人之兩臂為 。繹理

也。從口從工從又寸分理之從

聲。上說文下隸省。作『 』者

訛。」 

／尋注作 者訛之尋，馬本訛

「 」。 

 

囗部 呂／：「象脊形。上說文下隸

省。巳前並象形。非從。『亦不

是』從口。以類相從。見於此部。」

呂注「亦不是」三字。馬本改

作「亦非」二字。今仍舊。 

土部 凡四字。「二」字重文。 部首注二字之二馬本訛「一」。 

宀部 ／夢：「上『寐』。見《周禮》。

下不明也。今經典相承通用之。」

夢注寐字馬本訛「 」。 

 

巾部 幝：「音闡。車弊也。《詩》曰

檀車『憚憚』」。 

幝字注石經「幝幝」二字訛。憚

憚今改。 

彳部 「術」：「音述。邑中道也。」 術字從行從术。馬本訛「木」。 

木部 ：「音雞。從尤從 從『』。

音稽。木之曲頭止不能上也。

從禾者非。」 

稽字從，項本訛「禾」。 

稽字注從禾之，馬本訛「禾」。

手部 扑：「音撲。『打』捶也。杖也。

說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

扑字注石經作「朾」捶也。案朾

當作打今改。 

牛部 凡「六」字。二字重文。 部首注石經作凡「五」字。案五

當作六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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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部 ／疊：「音牒。揚雄說理官決罪

三日得其亡。新氏以為從三日

太盛改從三田。今經典相承用下

字。」 

疊二字石經上字晶下從，下

字畾下從。馬本下字畾下訛

「宜」。 

火部 熮：「音劉。火。見《周書》。」

 

熮字按見逸周書「味幸而不熮」

注云見周書誤。 

艸部 蓋：「案《字統》公艾翻，苫也，

覆也。……今或相承作盖者，乃

從行書艹與 、 、『 』等字

並皆訛俗。不可施於經典。今依

《孝經》作蓋。」 

蓋字注 字馬本、項本訛「 」。

田部 ／男：「從力田。上說文下隸

『變』」。 

男注變字馬本、項本訛「省」。

目部 看：「睎也。凡物見不審則手遮目

看之。故從手下『目』。作 者

訛。」 

看字注遮目之目馬本訛「日」。 

部 ／「 」：「埋上。市物也。上

說文，下隸省。」 

字馬本上從「」訛。 

部 音寡。凡三字一字重文。 

：「此是正羊字從象四足之

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行舉也。

經典相承以 為楚姓羋字。『羋』

音弭。作羊音陽。相承已久不可

改正。」 

部首注石經作二字重文。案當作

一今改。 字注羋音弭。羋字馬

本訛「 」。 

月部 ／肯：「克上。骨間月。肯著骨

者從月從『 』省。 音寡。上

說文，下經典相承。」 

肯注從 省。 字馬本訛

「 」。 

舟部 凡五字。「三」字重文。 部首注三字之三，項本訛「二」。

雜辨部 ：「賤也。執事者從從甲。

作 者訛。」 

字注作 之 ，馬本訛

「 」。 

雜辨部 兦／亡：「無也。從『入』從乚。

乚音隱。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

省。」 

兦亡注入字馬本訛「人」 

 

雜辨部 ／：「音信。上說文，下隸變。

、『 』等字從之。細、思等字

亦從之。今隸省從田。」 

注 字右上從下從。

馬本下從囟誤。 

雜辨部 ／尪：「音注。上說文，下隸省。

本以大字象人形屈其右足為

尪注為尢之尢馬本訛「尤」，多

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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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尢』。尢音注。跛曲脛人也。」

雜辨部 ／ ：「音 。懸鼓也。上說文，

下經典相承。」 

注石經遺說文文字今補 

雜辨部  石經本字末另行有「新加九經字

樣一卷」八字。馬本無一卷二

字。但旁注終字附識。 

［表 4-7］《重編九經字樣》之校正與注釋 

 

  孫氏雖然花了不少心思撰成《重編九經字樣》，但筆者發現該書還是有一個

錯誤。孫氏在「舟」部之末注釋：「部首注三字之三（指重文數），項本訛二」，

不過根據石經拓本《九經字樣》，舟部總共收錄五字（ ／朝，／ ／前），其

實有重文的字只有二字，而非三字。 

 

（二）所見《九經字樣》各版本中的錯字與訛俗字 

  因《九經字樣》為一本字樣書，所以對其中的錯字和訛俗字，我們不可忽略，

應該以嚴密的態度來做一番修改。那些要校正的對象，即錯字和訛俗字除了《九

經字樣》本身就有的以外，還有在各版本轉抄、刊刻過程中造成。因此可以說版

本的優劣決定於錯字和訛俗字使用的狀況。透過版本比較，筆者找出六個「錯字」

和二十組「訛俗字」。首先要說明可見於《九經字樣》各版本中之錯字，然後觀

察訛俗字，最後要統計而比較《九經字樣》各版中錯字和訛俗字使用狀況。 

 

1. 錯字 

 (1)「 」「 」 

  《九經字樣‧貝部》 ／貶：「損也。上說文。下隸省。」《九經字樣‧雜

辨部》 ／乏：「《春秋傳》曰：『人反正為乏』。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貶、

窆等字從之」，由此可見「乏」是從「 」隸變而成的，此無庸置疑。但頗為奇

怪的是「目」如何變成「貝」的問題。《說文‧目部》眨（眨）：「動目也。从目，

乏聲」；《說文‧貝部》貶（貶）：「損也。从貝从乏」，字義不同，而且「眨」字

反而增繁為「貶」，無法解釋「眨」與「貶」的隸省關係。其實，以「目」、「貝」

為偏旁的有些字因形近而造成誤寫的情況常常發現，《玉篇》之末收錄的〈分毫

字樣〉中舉「貽／眙：上與之反，遺也。下丑吏反，視也」、「 ／敗：上武巾

反，髮垂。下蒲拜反，亂也」、「販／眅：上方萬反，販賣。下普班反，目白」三

例，指出字形相近而字義不同。 

  筆者透過查看《九經字樣》諸種版本，發現所有的版本都寫成「 ／貶」，

不過石經拓本《九經字樣》、「皕忍堂刊本」與《重編九經字樣》寫成「 ／貶」，

應該從之。 

 

(2)「儿」「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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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版本中的五個版本對儿部「竟」字的解釋一致，即「竟：音敬。樂曲終

也。從音從『儿』。」但「粵東書局刊本」和「叢書集成本」的解釋與其他版本

不同：粵東書局刊本云「竟：音敬。樂曲終也。從音從『几』。」，叢書集成本云

「竟：音敬。樂曲終也。從音從『九』。」在《重編九經字樣‧一部》之末，孫

氏也指出「『儿』字馬本訛『九』」，也許「几」、「九」與「儿」因形近而在抄寫

過程中寫錯。《說文》竟（竟）：「樂曲盡爲竟。从音从人」，此字屬於儿（人）部，

應該改為「從音從『儿』」。 

 

(3)「 」「唬」 

  《九經字樣》 ／啼：「音題。號也。從口虒聲。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不

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將「 」寫為「唬」，犯了省寫「」的錯誤。根據

《說文》，唬（唬）：「 聲也。一曰虎聲。从口从虎。讀若暠。」； （ ）：「號

也。从口虒聲。」「唬」和「 」兩字的確是不同的字，不能混用，故應將「唬」

改寫為「 」。 

 

(4)「 」「項」 

  「皕忍堂刊本」《九經字樣‧頁部》項：「學上。頸也。作『 』者訛」，可

看出沒有寫上訛字，不小心寫了正字「項」，是個很荒謬的錯誤。 

 

(5)「 」 「 」 

《九經字樣》  ／ ：「斗去。上說文從二 。 音戟。象兩士相對兵仗在 

後之形。下隸省。非從門。 字同。」「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所收的重文

為「 ／ 」，透過版本比較發現，第二個重文「 」的字形與包括石經拓本的

其他版本中的「 」截然不同。唐氏解釋說雖然鬬的字源非從門，但在唐代的經

典文字中，「 ／ 」二字都屬於正字，故可以說二字之間的差異為：一字從「鬥」，

一字從「門」 但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的重文「。 「 」與「 」之差異為：

一字從「」，一字從「 」，此不合唐氏本來撰述時的本意 「， 」應改寫為「 」。 

 

(6)「喦」「 」 

》 ／聶：「上說文。音染入。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喦

，

  《九經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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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將「喦」寫成「 」，「 」為不存在的字，應該改寫

為「喦」。 

 

2. 訛俗字 

字」問題為唐玄度十分關注的問題之一，在《九經字樣》中有關訛俗  「訛俗

字的內容屢見不鮮，不過透過版本之間比較可見一些現象。 

  《九經字樣》經：「作『 』者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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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雜：「作『 』者訛。」 

  《九經字樣》於：「作『 』者訛。」 

  《九經字樣》元：「作『 』者訛。」 

  唐氏在《九經字樣》的本文中，敘述「經」、「雜」、「於」、「元」的訛字為「 」、

「 」、「 」、「 」。但筆者透過《九經字樣‧序》和《九經字樣‧牒》中四字

的字形比較，發現「石經拓本」、「粵東書局刊本」以及「皕忍堂刊本」將「經」

寫成「 」；「叢書集成本」將「雜」寫成「 」；「皕忍堂刊本」與「叢書集成本」

將「於」寫成「 」；「曲阜孔氏刊本」將「元」寫成「 」。 

  唐氏在文本中分明提到正體和訛體的字樣之差別，但還是在《九經字樣‧序》

和《九經字樣‧牒》中用訛字，不免有些矛盾。並且，此反映出直至清代，在抄

寫人的書寫習慣中，還保留用訛俗字根深蒂固的狀況。還可見另一個現象： 

  《九經字樣》項：「作『 』者訛。」 

  《九經字樣》 ／尋：「作『 』者訛。」 

  《九經字樣》闡：「作『 』訛。」 

  《九經字樣》乾：「今俗分別作『 』。」 

「 闡」、「乾」四字如上一般，唐氏  依據石經拓本《九經字樣》，「項」、 尋」、「

在《九經字樣》指出的俗、訛字各有一字，但從以下的字形表格中可見，各版本

中提出的俗、訛字字形非一種而有幾種。據此可見，當時俗字和訛字氾濫的狀況

或者傳寫人生存的時代流行的訛俗字。 

正字 拓本中訛體 所見各版本的多種訛俗體 

項  「 」、「 」、「 」、「 」 

尋  「 」、「 」、「 」 

闡  「 」、「 」 

乾  「 」、「 」 

［表 ］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見於石經《九經字樣》以外的八種《九經字樣》中訛俗

。

4-8 《九經字樣》訛俗字之多形 

 

字27 石經《九經字樣》中本來就刻成訛俗字，經過傳寫之後，在有些版本中被

抄寫人修改為正字，在有些版本中寫成另一個字形的訛俗字。譬如，石經拓本《九

經字樣》的「 」，在「曲阜孔氏刊本」中寫成正字「度」，但在「景印摛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再訛寫成「 」、「 」。換言之，

不同版本的訛俗字出現頻度，往往各有不同，譬如甲本出現 錯字 訛俗字在乙

本中不會出現，乙本出現的錯字、訛俗字在甲本中不會出現，故還是需要作一番

定量分析。筆者找出來的《九經字樣》各版本中訛俗字約有二十組字，其字形如

的 、

                                                 
27透過《九經字樣》拓本和各版本的比較，找出來的異體字（訛字、俗字）皆有助於研究《九經

字樣》一書，它們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不過本節的研究重點並非正字和異體字字形差別，故在

此筆者不談，請參見本論文［附錄二］，頁 24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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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正字 訛俗字  正字 訛俗字 

1.序 於 「 」 2.序 雜 「 」 

3.序 規 「 」 4.序 疑 「 」、「 」 

5.牒 度 「 」、「 」、「 」 6.牒 取 「 」、「 」 

7.彳部 術 「 」 8.貝部  「 」、「 」 

9.貝部  「 」、「 」  10.貝部  「 」、「 」 

11.部 久 「 」 席 「12.巾部  」 

13.部 痡 「 」 14.田部  「 」 

15.羽部 翬 「 」 爽 「 16.日部  」、「 」、「 」

17.日部  「 」 18.日部 疊 「 」 

19.雜辨部  「 」 20.雜辨部 弈 「 」 

［表 九經字樣 訛 字 

  觀察以上提到的六個「錯字」和二十組「訛俗字」在《九經字樣》各版本中

要：11/26 

 其數越底越接近「精本」，如此看來，可以將「曲阜孔氏刊本」、「重編九經

舊本 

舊本的定義「舊刻」或「舊抄」的版本，那為何「舊本」是「善本」的一種

4-9］《 》各版本之 俗

 

出現的次數，從以下定量分析的資料中可見，此直接關係到版本之優劣： 

  曲阜孔氏刊本：4/26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6 

  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8/20 

  重編九經字樣：3/20 

  粵東書局刊本：11/26 

  皕忍堂刊本：5/26 

  叢書集成本：10/26 

 

 

字樣」、「皕忍堂刊本」三種版本視為精本。不過，我們還要考慮的是，是否積極

的校正石經《九經字樣》。前已所述，「曲阜孔氏刊本」、「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

要」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這三種版本較為積極的校正石經《九經字樣》。

根據這兩點（「校正石經《九經字樣》之誤的態度」、「錯字與訛俗字出現頻度」），

筆者能夠可以判斷《九經字樣》精本便為「曲阜孔氏刊本」，不太符合精本之條

件者便為「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粵東書局刊本」。 

 

三 

  

條件呢？因為人們以「物以稀為貴」的觀念來看待古籍，所以認為「舊本」是善

本要具備的一個條件。另一個理由是，舊本往往比較完整地保留了本來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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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不過《九經字樣》現存最舊的版本為清乾隆五年

 以上筆者探討了《九經字樣》石刻及其他版本產生之背景、現存的《九經字

為「皕忍堂刊本」；與石經《九經字樣》

條件者為「景印文津閣四

，毫不以批判

條件者為「景印文津閣

。 

 綜之，《九經字樣》是為了改善經典文字混亂的現象，並提倡使用正字的正

                                                

對此，吳楓在《中國古典文獻學》中道：「凡是較古的典籍，校勘精審，錯誤較

少，字體清晰，紙地優良，墨色純正，版式大方，裝幀美觀，都可以作為選擇善

本的參考條件。」28簡言之，「舊本」兼具「文物價值」與「學術價值」，可以說

是善本的重要條件之一。 

  《九經字樣》於唐朝問

（1740 年）揚州馬曰璐據宋拓唐石經重梓本，宋朝的版本一無流傳至今。更遺

憾的是該版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因地點上的限制，而在本論文無法分析出

該版本的優劣，僅能以據馬氏本刊刻的「粵東書局刊本 」代替馬氏本。不過「粵

東書局刊本 」與石經拓本《九經字樣》還是存在著不少的差異（與石經《九》吻

合度：39/58），也許是傳抄過程產生分歧，或許是馬本本來就與石經拓本《九經

字樣》有些差異，無法知道。並且，看各版本《九經字樣》與石經拓本《九經字

樣》的吻合度，不一定越舊的版本越接近石經拓本《九經字樣》，故在此筆者不

能斷定，舊本《九經字樣》就是善本。 

 

 

樣》各種版本、各版本之特徵以及優劣版本。據以上的內容，筆者可以結論言： 

一、《九經字樣》拓本和具有不同背景的各版本之間的比較分析，有助於校勘、 

  良好版本，即「善本」的選擇。 

二、與石經《九經字樣》吻合度最高者

吻合度最低者為「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三、能夠被稱為足本者為「叢書集成本」，不符足本之

庫全書」。 

四、最積極地校正石經《九經字樣》者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的態度來校正《九經字樣》者為「皕忍堂刊本」。 

五、能夠被稱為精本者為「曲阜孔氏刊本」，不符精本之

四庫全書」、「粵東書局刊本」。 

六、校勘與注釋方面最精良，最便於檢索的版本為「重編九經字樣」

 

 

字字書。但筆者經過版本比較之後發現，不同版本之間的相異之處相當多，其寫

法很不統一。並且在不同版本中同一個字的微妙差異，有時會影響到讀者對該書

之正字的了解，甚至誤字會導致誤導讀者。但目前沒有一個完美的版本，筆者覺

得《九經字樣》需要重新整理而修改。 

 
28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魯書社，1982 年，頁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