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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經字樣》正字相關問題之研究 

 

  《九經字樣》為收集唐代經典正字並且予以解釋的字書，故筆者在《九經字

樣》的各類字中，首先由正字開始進行探討。 

  關於「正字」的定義，《漢語大辭典》闡述了兩點，一為說明正字的界定：「字

形或拼法符合標準的字。區別於異體字、錯字、別字等。亦指本字。」二為說明

正字的性質：「矯正字形，使符合書寫或拼寫規範。」1易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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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九經字樣》正字之類型 

  《九經字樣》共收錄 423 個正字，包括 152 個「單一正字」和 135 個「有重

文的正字」，以下分別探討。 

 

一 單一正字 

  「單一正字」指有唯一寫法的正字，不過筆者認為唐氏尚有以下四字應收入

卻未收入： 

 1《九經字樣‧囗部》員／：「物數也。從口從貝。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石部》 ：「音 。落也。見爾雅。」 

  唐氏視「員」、「」均為正字，但「 」字沒有重文，應該將「 」歸入正字。 

 2《九經字樣‧艹部》 ／華：「榮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山部》 ：「華去。山在弘農。經典相承用華字。」 

  唐氏視「 」、「華」均為正字，「 」的重文「崋」應該收入於正字中。 

 3《九經字樣‧囗部》高／ ：「崇也。象臺觀之形。上說文。下隸省。 、 等 

 字並從 省。」 

  《九經字樣‧艹部》 ：「音蒿。死人里也。從蒿省聲。又音 。見周禮。」 

 唐氏視「高」、「 」均為正字，從蒿省聲的「 」，它的重文「薧」也該收入

於有重文的正字中。 

 4《九經字樣‧車部》收錄單一正字「 」，依據漢字隸變的規律，「 」、「 」、

「 」的「」、「」、「」隸變後，連筆成「申」、「日」、「」，「 」、「 」、

「電」便為其隸變字，唐氏在《九經字樣》中，將三組重文都收錄在內。從此看

來，「 」的隸變字「轈」字該被收入。 

 

                                                 
1羅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五卷》，台北，台灣東華，1997 年，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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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檡 3 控 4 摮 5 扑 6 揔 7 物 8 牟 

9 僮 10 候 11 他 12 術 13 遂 14 迮 15 迺 16 賓 

17  18 看 19 罷 20 齎 21 胡 22 筋 23  24 酹 

25  26  27  28 芻 29 蓋 30  31 箱 32  

33 彰 34 袪 35 袉 36 雜 37 禭 38 初 39 褮 40 忱 

41 怗 42 帖 43 幝 44 席 45 狄 46 尨 47 犮 48 猋 

49  50 趡 51 售 52 庌 53  54 麻 55  56  

57 碬 58  59 硠 60 痡 61 瘏 62 痑 63 邰 64  

65 陪 66  67 飌 68 幼 69  70 切 71 戎 72 闉 

73 闡 74 閟 75  76 熮 77  78 灰 79 夾 80 浙 

81 沫 82  83  84 凍 85  86 冬 87 經 88 飧 

89 飯 90 饉 91 鍰 92 鍠 93  94 媦 95  96  

97  98 岵 99 嶔 100 項 101 頓 102 覘 103 覢 104 覺 

105 歃 106 麥 107  108 效 109 當 110 舅 111 舀 112 鬯 

113 朼 114 霝 115  116 逸 117 冤 118 京 119 齒 120 嘆 

121 122 吏 123 元 124 允 125 竟 126 區 127 翬 128 翽 

129 殛 130 殣 131 早 132 昌 133  134 汩 135 施 136 游 

137 於 138 出 139  140  141 竫 142 乾 143 鼎 144  

145  146  147 尰 148 久 149 興 150 弈 151 夕 152  

［表 5-1］單一正字 

 

二 有重文的正字 

（一）《九經字樣》重文之概念 

  「重文」一詞始見於《說文》，亦可見於《九經字樣》，雖然是同稱，但二書

中的「重文」各有其不同概念，為了避免二書中「重文」概念的混淆，筆者要介

紹《說文》與《九經字樣》二書的「重文」。 

  《說文》所收的字可分為「正字」和「重文」二類，對其數許慎在《說文‧

敘》言：「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六十三。

解說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十一字」，即《說文》以 9353 個小篆作字頭，當作正字，

還收錄 1163 個重文。「重文」這一詞，表面上它與「異體字」為同一個概念，甚

至有人說「重文」就是古代的異體字，但實際上重文不等於異體字，重文內涵的

比較寬泛也比較複雜，而且將異體字包括在內。依據方怡哲的《說文重文相關問

題硏究》2，《說文》的重文大略可以分成以下十一類：一、古文，二、籀文，三、

或體，四、篆文，五、秦刻石，六、俗字，七、奇字，八、古文經傳3，九、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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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說文解字‧敘》云：「其偁易孟氏、書孔氏、詩毛氏、禮、周官、春秋左氏、論語、孝經，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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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說4，十、今文，十一、漢令、秘書。 

  那麼這些《說文》的重文產生原因為何呢？其種種原因可舉以下四點：「先

秦漢字的不定型性」、「地域方言的不統一性」、「漢字構形的形聲化」、「漢字的孳

乳類化」5。基於這些重文產生之原因的考量，我們再可以將以上十一類的重文

的字際關係分成「異體字」、「同源字」、「同義字」、「同音字」、「分化字」6。 
 
  《九經字樣》一書收錄的字類可大分為兩類，即「正字」和「異體字」，正

字再可分成「重文」和「單一正字」。如前所述，《說文》的重文是非常寬泛，相

反《九經字樣》的重文只指「音義相同，而形不同的兩三個正字」或「通假字」。

也許《九經字樣》的撰者唐玄度不夠徹底地了解《說文》中重文之內涵，或者是

當時「重文」的使用情況與許慎《說文》之用法已差之甚遠。 

  至於異體字，《九經字樣》中唐氏沒有提到過「異體字」這一詞，在本文中

為了方便說明，筆者將與正字音義相同，而形不同者通稱「異體字」。《九經字樣》

的異體字包括七種：一、「說文作某」，二、「或體」，三、「經典用字」，四、「俗

字」，五、「訛字」，六、「古文」，七、「避諱字」。有關異體字的問題在本論文第

六章中會仔細探討。 

  綜合以上解釋的《說文》、《九經字樣》二書中「正字」、「重文」、「異體字」

的關係，整理出一個模型圖： 

 

重文 

 異體字 

 同源字    

 同義字 

 同音字   

 分化字 

正字 

（正文）

《說文》的正字、重文、異體字之關係 

 

                                                                                                                                            
古文也。」 
4通人說包括「司馬相如說」、「楊雄說」、「譚長說」、「張林說」四人的見解。譬如，《說文》嗙（嗙）：

「謌聲。嗙喻也。从口旁聲。司馬相如說，淮南宋蔡舞嗙喻也。」；《說文》膴（膴）：「無骨腊也。

楊雄說：鳥腊也。从肉無聲。《周禮》有膴判。讀若謨」；《說文》造（造）：「就也。从辵告聲。

譚長說：造，上士也。」；《說文》（）：「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凡之屬皆从。讀若

愆。張林說。」 
5黃宇鴻：〈對《說文解字》重文的再認識及其價值〉，《廣西大學學報》，2003 年，第 4 期，頁 77。 
6張曉明、李薇：〈從《說文》重文看漢字字際關係的研究〉，《山東理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 年，第 4 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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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體字 

《說文》作某

或體 

經典用字 

俗字 

訛字 

古文 

避諱字 

正字 

 重文 

 

 單一正字 

 

 

《九經字樣》的正字、重文、異體字之關係 

 

  簡單來說，《說文》和《九經字樣》二書的「重文」，前者為正字的相對概念，

後者為正字的一部分，唐氏在《九經字樣》借用許慎《說文》中最初開始用的「重

文」一詞，不過二書中重文的概念是不同的。 

 

（二）《九經字樣》重文產生的原因 

  基於上述，《九經字樣》的重文均為正字，此與一般正字為一字的情況有所

不同。唐氏為何在《九經字樣》中收錄重文，即兩三個字形的正字呢？筆者發現

《九經字樣》重文的產生有三種原因：「正字標準不同」、「通假或假借」、「隸變

（包括隸省）」。 

 

1．正字標準不同 

  《九經字樣》重文的產生之第一原因為「正字標準不同」，唐氏訂定正字的

兩大標準為「說文」和「經典相承用字」。以下幾項字例顯現出重文的產生源於

這兩個正字的標準： 

  ／退：「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肯：「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狾／猘：「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甘：「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 ：「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戺：「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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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說文》疊（疊）：「揚雄說以為古理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行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从三日太

盛改為三田。」，唐氏雖然沒有明示「 」字從《說文》，但《說文》和《九經字樣》相較之後

可見，「 」的確是從《說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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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相承用字」與《說文》正篆的寫法不同。由於《九經字樣》為專門解釋經

典用字的書，該書中這些常用在經典的字升格為正字。我們還可以發現，有些經

典相承用字的字形原來是由隸變、隸省而成的： 

  ／莫：「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變。」 

  曾／ ：「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兦／亡：「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乏：「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除此之外，唐氏參考《字統》來解釋《說文》未收的字，「笑」： 

  笑／ ：「上案《字統》注云：『從竹從夨。竹為樂器。君子樂然後笑。』下

經典相承。」 

 

2．由「通假」或「假借」而成的重文 

  唐氏在《九經字樣》中並未明示由通假而成的重文，但筆者根據《古字通假

會典》8，能夠發現以下十組的重文就在「通假」或「假借」的關係上：  

  鬱／：「並氳入。上木叢生也 。下芳草也。《說文》云：『鬱鬯芳草合釀之 

      以降神』。今經典相承通用上字。」 

  ／刊：「渴平。《書》曰：『隨山 木』。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枖／夭：「音妖。木盛。《詩》云：『桃之枖枖』。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榛：「音臻。實如小栗。《傳》曰：『女贄不過栗』。上說文。下經典相 

      承隸變。」 

  嵒／聶：「上說文。音染入。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嵒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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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傳》曰：『龜不兆』。上說文。下隸省。」 

  忼／亢：「康去。《易》曰：『忼龍有悔』。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摜／貫：「關去。《傳》曰：『摜瀆鬼神』。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煖：「 上。溫也。上說文正溫 字。下本音暄。齊馮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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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唐氏對十組重文的解釋，「 ／刊」、「枖／夭」、「／榛」、「／焦」、

「忼／亢」、「摜／貫」、「 ／ 」七組重文的關係為「隸省」或「隸變」，但筆

者認為並非如此。這些重文之間字義不同，也不見字形演變的痕跡，只是音同或

音近而已，從此可見以上十組皆屬於通假字或假借字。詳細的內容可以參見本節

第三部分「重文中誤定或誤釋的隸變、隸省之例」。 

 

3．「隸變」與「隸省」 

                                                 
8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魯書社，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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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探討了因正字標準不同或通假而產生的《九經字樣》重文，不過其字例

遠遠少於第三個重文產生之因「隸變」與「隸省」。在《九經字樣》中，「隸變」

出現 16 次；「隸省」出現 107 次，它們出現於總共 121 字中9，基於《九經字樣》

重文之總數為 135 字的考量，它們是相當重要的重文產生之原因。為了深入了解

《九經字樣》一書中的重文，必須要徹底了解的是「隸變」和「隸省」的概念。 

 

  筆者在本論文第二章中已經講過漢字向隸書發展的趨勢早就見於六國中。秦

統一天下之後小篆雖為當時的標準字體，但隸書已通行於民間，漸漸擴展了其使

用範圍。關於「隸變的必然性」，在趙平安的《隸變研究》一文中，舉三個論據

來解釋：第一，和六國文字相比，大篆字體有著明顯的缺點。大篆象形意味較濃，

某些筆順不合手寫的自然習性，逆筆回筆太多，線條連綿、缺乏明顯的節奏感，

影響形筆的速度。第二，連年的戰爭令秦文字一改春秋以來整飭的作風，表現出

草率急就的傾向。並且戰爭還促進了秦國與諸侯之間的人員流動和文化融合，六

國文字的簡化趨勢、方法必然對秦文字產生強烈的影響。第三，戰國時秦文書寫

方式、書寫工具影響到隸變。從出土材料看，進入戰國以後，秦文製作的方式發

生了由鑄造到刻畫和書寫的轉變，並且寫字用字的人增多，用字的領域擴大，使

得毛筆在字體改革中起著重大的作用。10有些學者提到另外因素，因為當時文字

的載體主要是竹簡、木牘，為了減輕閱讀負擔和重量，將本來長方形的字壓縮成

扁平形。11 

  眾所周知，一種字體的產生非決定於一時一地一因，隸書亦是多年以來在使

用漢字的許多人的手中產生出來的，即由六國文字和秦系文字的篆書至隸書的文

字演變過程，我們稱之為「隸變」，其字形演變的痕跡主要可見於「竹簡」、「木

牘」、「碑刻」文字載體中12。 

 

  至於「隸變」一詞在字書上出現時期，黃靜吟在〈秦簡隸變研究──以雲夢

                                                 
9在解釋「 ／」字與「 ／承」字中，「隸變」、「隸省」兩個術語同時出現。並且三次的隸

省出現在解釋部首的部分中：一、部：「音婦。隸省作。」；二、部：「音撲。說文作攴。

隸省作。」；三、部：「音兢。又音 。今隸省作歹。」 
10趙平安：《隸變研究》，保定市，河北大學出版社，1993 年，頁 47-48。 
11楊加深：〈書寫材料和工具與隸變的關係探討〉，《檔案學通訊》，2004 年，第 3 期，頁 95。 
12可以觀察隸變的竹簡和木牘文字材料有「增侯乙墓竹簡」、「包山楚簡」、「青川木牘」、「天水秦

簡」、「睡虎地簡」、「銀雀山簡書」、「定縣漢簡」，碑刻有《北海相景君銘》（146 年）、《石門頌》

（148 年）、《乙瑛碑》（153 年）、《孔龢碑》（153 年）、《禮器碑》（156 年）、《張景碑》（159 年）、

《孔宙碑》（164 年）、《西岳華山廟碑》（165 年）、《鮮于璜碑》（165 年）、《張壽碑》（168 年）、《衡

方碑》（168 年）、《史晨碑》（169 年）、《夏承碑》（170 年）、《西狹頌》（171 年）、《魯峻碑》（173

年）、《楊淮表記》（173 年）、《孫仲隱墓志》（175 年）、《韓仁銘》（175 年）、「熹平石經」（175

年）、《校官碑》（181 年）、《曹全碑》（185 年）、《張遷碑》（186 年）、《范式碑》（235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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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簡＜語書＞為例〉一文中言，「隸變」始見於宋初郭忠恕《佩觿》上卷13，此

說不可從。郭忠恕撰《佩觿》之前，「隸變」一詞已經出現在本論文的研究對象，

唐玄度的《九經字樣》中，在趙平安的《隸變研究》、陸錫興的〈唐代的文字規

範和楷體正字的形成〉、李家數與吳長和的《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中，亦提

到過「隸變」大約最早見於《九經字樣》。14「隸變」此術語為唐玄度所創，頗

有助於研究古今字形演變，確定規範字形，唐玄度《九經字樣》在字樣學與中國

文字學史上的貢獻，可想而知。胡樸安亦在《中國文字學史‧唐宋元明》言：「隸

變之後，繼以楷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兩書，直可尋出其變遷之跡。」15 

 

  總而言之，《九經字樣》重文主要產生之因，「隸變」、「隸省」二者不僅在研

究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是個很重要的概念，而且研究《九經字樣》的重文時，是個

必須要一番整理的對象。不過唐氏訂「隸變」、「隸省」的標準十分模糊，甚至有

不少誤定、誤釋之例。因此以下首先透過分析《九經字樣》重文字例，歸納其「隸

變」規律與影響，並附字形表格輔助說明，然後檢討唐玄度對「隸變」、「隸省」

的誤定、誤釋之例。 

 

（二）所見重文隸變的規律與影響 

1. 所見重文的隸變規律 

  在《九經字樣》重文中，隸變前後的字形有結構的變化，而且其字形變化有

一定的規律。藉由諸多重文呈現出的隸變現象的觀察，能夠尋其規律，主要表現

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改換偏旁或構件 

 「（）」「尞」：由「火」隸變成「小」 

 「冀（冀）」「 」：由「北」隸變成「八」 

 「 （鄰）」「鄰」：由「炎」隸變成「米」 

 「 （敖）」「敖」：由「出」隸變成「士」 

 「 （賣）」「賣」：由「出」隸變成「士」 

 「溫（溫）」「 」：由「囚」隸變成「日」 

 「 （ ）」「替」：由「」隸變成「」 

 「嘗（嘗）」「甞」：由「旨」隸變成「甘」 

                                                 
13黃靜吟：〈秦簡隸變研究──以雲夢秦簡＜語書＞為例〉，《古文字學論文集》，國立編譯館，1999
年，頁 183。 
14趙平安：《隸變研究》，保定市，河北大學出版社，1993 年，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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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李家數‧吳長和在《漢字的演變和

發展趨向》，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5 年，頁 129 中提到「該書十一次用隸變指經過隸變的

字」，實際上隸變一詞在《九經字樣》中出現十六次，應該改正。 
15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上海市，上海書店，1991 年，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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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買）」「買」：由「网」隸變成「」 

 「 （話）」「話」：由「」隸變成「舌」 

 「 （貶）」「貶」：由「 」隸變成「乏」 

 「 （別）」「別」：由「 」隸變成「」 

 「 （ ）」「 」：由「」隸變成「士」；由「囧」隸變成「四」 

 「員（員）」「」：由「口」隸變成「ㄙ」 

 「（莫）」「莫」：由「」隸變成「大」 

 「 （ ）」「覃」：由「鹵」隸變成「」 

 「 （億）」「億」：由「」隸變成「意」 

 「昦（昊）」「昊」：由「」隸變成「天」 

 「（折）」「折」：由「 」隸變成「扌」 

 「 （留）」「 」：由「」隸變成「 」 

 

(2) 濃縮形體 

  「濃縮形體」指一字中某個偏旁的寫法簡化成別的寫法，或者兩個以上的部

件合併成與原來的字形顯然不同的寫法。以下羅列十三例： 

 「 （素）」「素」：「」省併作「」 

 「（差）」「差」：「」省併作「 」 

 「 （異）」「異」：「 」省併作「 」 

 「 （貴）」「貴」：「 」省併作「」 

 「 （責）」「責」：「朿」省併作「」 

 「 （塞）」「塞」：「」省併作「 」 

 「 （展）」「展」：「」省併作「 」 

 「竝（並）」「並」：二「立」合併作「並」 

 「（更）」「更」：「丙」與「攴」合併作「更」 

 「 （史）」「史」：「中」與「又」合併作「史」 

 「 （農）」「農」：「」與「囟」合併作「曲」 

 「 （朝）」「朝」：「人」與「舟」合併作「月」 

 「 （送）」「送」：「火」與「廾」合併作「」 

 

(3) 縮減筆畫 

 「 （告）」「告」 

 「 （虜）」「虜」 

 「 （童）」「童」 

  以上三例的兩字之間差異在「某一畫的長短」。《說文》 （虜）：「从毌从

力虍聲」，「虜」字本從「毌」；《說文》 （告）：「从牛从口」，「告」本從「牛」；

《說文》 （童）：「从，重省聲」，「童」本從「」，即以縮短筆劃而筆形交

接不同，結果破壞字的本義，但兩者的字形相近，不成大礙，故直沿用至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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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 」三字變成非正字。 

 

(4) 刪減偏旁或部分字形 

  在經過隸省後產生的重文中，以下五字是「刪減」部分偏旁的結果： 

 「 （栵）」「栵」 

 「 （往）」「往」 

 「 （ ）」「尪」 

 「 （ ）」「」 

 「 （ ）」「星」 

  其中，從「 」隸變成「星」為「刪減重複的偏旁」之例，《九經字樣‧日

部》 ／星：「萬物之精。上為列星。上說文。下隸省。」依據《說文》 ：「萬

物之精。上為星。从晶省聲。一曰象形。从○。古○復注中。故與日同。 古

文星。 或省」，「 」本從「晶」，不過戰國時期已經將「晶」簡省為「日」，

「 （楚帛書 1.79）」、「 （楚帛書 7.85）」為其證。而且，許慎云「 」為「 」

的或體，可見秦朝有兩種寫法尚存，到了漢朝「星」的字形通用，如「 （馬王

堆）」、「 （許阿瞿墓志）」、「 （鮮于璜碑）」。 

 

(5) 刪減一點、一畫 

  可見省略一點、省略一畫就產生了重文，因這些字組筆畫形狀上有微小差

別，而不難看出兩字本為一字，例如： 

 「 （ ）」「紇」 

 「 （ ）」「圪」 

 「 （ ）」「 」 

 「稔（稔）」「 」 

 「 （亥）」「 」 

 「 （并）」「 」 

 「（首）」「首」 

 

(6) 筆形交接狀態變化 

  本非連結的筆畫隸變後連筆寫成不同字形的情形，其例如下： 

 「 （）」「 」：「」連筆成「日」 

 「 （電）」「電」：「」連筆成「」 

 「 （冉）」「冄」：「 」連筆成「冄」 

 「 （ ）」「」：「 」連筆成「」 

   

(7) 平面佈局不同 

  「平面佈局」指組成一字的各偏旁所處的位置，隸變之後「平面佈局」不同

的字有三例：「 ／男」與「 ／前」為左右式移成上下式，「 ／朗」為左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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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成右左式。 

 

(8) 整體改變 

 「 （年）」「年」 

 「 （爵）」「爵」：由「木」隸變成「爪」；由「鬯」隸變成「」 

 「於」「於」 

 「 （乖）」「乖」 

 

2. 所見重文隸變的影響 

  隸變是中國文字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亦為漢字發展史上最具影響的階段。自

從隸變至今，已經過了兩千年的時間，但漢字的字形並沒有很大的變化，由此可

證明隸變是漢字的成功變革。藉由《九經字樣》重文的觀察，能夠看出隸變的影

響，以下筆者將更深入的介紹： 

  第一，漢字經過隸變以後，富含象形性的小篆變成符號性濃厚的隸書。雖然

以下《九經字樣》中，兩個重文是用直線寫的楷書，但透過觀察而發覺到前者（即

以「嚴式隸定」來寫的「隸變前」的字形）具有濃厚的篆書特色，如： 

說文篆文 重 文 說文篆文 重 文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桓  桓 布  布 

宣  宣 父  父 

半  半 甫  甫 

身  身 求  求 

殷  殷 蛇  蛇 

予  予 幻  幻 

彙   朗  朗 

寒  寒 塞  塞 

華  華 冉  冄 

素  素 承  承 

差  差 勳  勳 

［表 5-2］反映在《九經字樣》重文的隸變前後變化 

 

    如此的變化使隸變後漢字的形體變得相對簡易，自然在書寫時達到方便且順

手的效果。假如我們要寫「寒」、「素」、「塞」等字時，要寫成「 」、「 」、「 」

的話，會有多麼麻煩呢？隸變在書寫上帶來的便利性可想而知。總而言之，隸變

有效地提高了漢字的實用功能。16 

 

                                                 
16徐志學：《漢字隸變和簡化對形聲字的影響》，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論文，2007 年，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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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漢字經過隸變以後，形成一個嚴密的構形系統，其系統包括「筆畫系

統」、「偏旁系統」、「部位系統」，每個系統具有科學化體系。17 

  首先看「筆畫系統」，隸變前後的字形之間最大的變化在於筆畫「變圓為方」，

篆書的「曲線」、「圓形、弧形」經過隸變之後變成由「直線、方形」所構成的隸

書。譬如，「 ／慧」、「 ／承」即為筆勢變化的好例子。而且，隸變帶來了漢

字筆形上的變化，即隸書具有「波磔」。《九經字樣‧雜辨部》 ／ ：「遠也。

從卜從夕。卜尚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上說文。下隸變」，其實「 」與「 」，

難以看出兩字之間有何變化，但兩字在筆畫上確有差別，「 」從「卜」，「 （外

叔鼎）」、「 （靜簋）」、「 （詛楚文）」、「外（說文篆文）」就是一例。隸變後

的字形，「 」的筆形不再與之前的「卜」一樣，強調「波磔」，從「 （馬王

堆）」、「 （鮮于璜碑）」等例子中可見。 

 

  其次，看「偏旁系統」，隸變使現代漢字基本筆畫和形體形成，自然改變了

偏旁的形體，《九經字樣》呈現出漢字經過隸變後，其偏旁如何改變。在中國第

一部楷書字書《玉篇》上下卷之末，顧氏提過「新加偏旁正俗不同例」：「『辵』

同、『肉』同月、『』皆左同」。雖然顧氏意識到隨著隸變，偏旁字形亦有

變化，但在此書的本文中，還是將部首寫成本來字形。《九經字樣》與它不同，

那些偏旁反映著隸變後漢字偏旁結構，如： 

       《玉篇》      《九經字樣》 

       「人」        「」 

       「邑」        「」 

       「辵」        「」 

       「网」        「」 

       「肉」        「月」 

       「艸」        「艹」 

 

  再次，隸變使「部位系統」穩定，部位指部件在合體字中所佔的位置。舉《九

經字樣》中字例，「男」的甲骨文「 （京津 2122）」、「 （前 8.7.1）」、金文「

（夨令彝）」、戰國文字「 （齊侯敦）」，《說文》篆文「 」，泰山刻石「 」，由

此可見「田」和「力」的部位不太穩定，但其後的字形如「 （居延簡）」、「 （武

威簡）」、「 （鄭固碑）」顯現出部位穩定化的狀態。 

 

  第三，隸變之所以對漢字起了規範化的作用，是基於如上的科學化體系。隸

變後形成的隸書，它與楷書的結構基本上沒有很大的差別，換句話說，楷書繼承

隸書具有的科學性。正因如此，唐氏在《九經字樣》中，舉許多隸變之例來解釋

                                                 
17詳細的內容可以參見李家樹、吳長和的《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5 年，頁 129－167。在此，筆者根據該書介紹的隸變後構形系統的變化，分析《九經字樣》

呈現出的隸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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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的字樣。而且從楷書穩定化之後，沿用至今的字體便為以上重文中後者，即

經過隸變後的字。而如今為何前者被淘汰，人們不再使用呢？因為後者的字形結

構比起前者書寫起來更加順當、形體相對簡單而容易記憶。此顯示隸變的科學性

和規範化作用。 

  隸變對漢字發展起了積極的作用，同時也造成了消極的現象，筆者將在以下

第四點詳細分析。 

 

  第四，隸變破壞了古文字原來的系統和面貌，「隸分」、「隸合」都直接破壞

了漢字原有的組織性和系統性，破壞了既有表音表義系統，使漢字更趨符號化。
18以下舉《九經字樣》中字例，解釋「隸分」、「隸合」現象： 

 

＜隸分＞ 

  《九經字樣》 ／承：「上說文下隸省。從從手。音節。又從 。竦手 

            也。凡奉、弄、戒、兵、具、共等字悉從 ，隸變不 

            同各從其便也。」 

  《九經字樣》 ／異：「分也。從 分畀。畀予也。上說文。下隸省。」 

      

  以上兩條文中「承」、「奉」、「弄」、「戒」、「兵」、「具」、「共」、「異」八字皆

從「 」，但隸變後它們的字形有所歧異：「承」的「 」，變成「 」；「奉」的

「 」，變成「 」；「弄」與「戒」的「 」，變成「廾」；「兵」、「具」、「共」

的「 」，變成「八」或「 」；「異」的「 」，變成「 」。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承 
 史晨碑 

奉 
 孔龢碑 

弄 
 老子乙 227 上

戒 
 天文雜占 1.5 

兵 
        

 孫臏      孫臏 

  112       285 

具 
     

老子乙前  一號墓 

  5 上   竹簡 196 

共 
           

 老子甲52   孫臏285

異 
 武威醫簡 86 

［表 5-3］隸分之例一 

 

  再舉一例，「華」、「素」與「差」三字皆從「」，但經過隸變之後三字的字

                                                 
18趙平安：《隸變研究》，保定市，河北大學出版社，1993 年，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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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顯現出歧異，其字形變化如下： 

  《九經字樣》 ／華：「榮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 ／素：「白繒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差：「貳也。不相值也。上說文。下隸省。」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華 
 白石神群碑 

素 
 韓仁銘 

差 
 嘉祥畫象 

  石題記 

   

［表 5-4］隸分之例二 

 

＜隸合＞ 

  「隸合」就是與「隸分」相反的概念，原來不同結構的字經過類化19的隸變

之後，變為混同不分的現象。以下舉《九經字樣》的四個字例來解釋： 

 

  「 」的「 」與「 」的「 」，字形顯然不同，但隸變後都變為「 」。 

  《九經字樣》 ／寒：「涷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 ／塞：「窒也。從，音展。上說文。下隸省。」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寒 
 石門頌 

塞 
 居延簡 

［表 5-5］隸合之例一 

 

  「 」的「 」與「 」的「 」，不同的部件，隸變之後都變為「」。 

  《九經字樣》 ／素：「白繒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 ／責：「求也。從貝從 。上說文。下隸省。」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素 
 韓仁銘 

責 
 相馬經73上

［表 5-6］隸合之例二 

 

  「留」、「畏」、「 ／ 」的這四個字的篆文分別有「 」、「 」、「 」諸形，

但隸變之後同化為「田」。 

                                                 
19「類化」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一種現象，是字形與字形之間互相影響的一種運動和結果，換言

之，一個字和另一些字原來的形體結構是不同的，由於互相影響，使它們之間由原來的不同而變

為一部分結構相同了，這種現象就是類化。（參見王夢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類化問題〉，《東北

師大學報》，1982 年，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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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 ／留：「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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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信。上說文。下隸變。、腦等字從之。細、思 

            等字亦從之。今隸省從田。」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留 
 馬王堆 

畏 
 孔彪碑 

思 
 美人大王鏡

細 
 張遷碑 

［表 5-7］隸合之例三 

 

  「買」之「网」與「爵」之「 」，隸合為「」。 

  《九經字樣》 ／買：「埋上。市物也。上說文。下隸省。」 

  《九經字樣》 ／爵：「音雀。禮器也。取其鳴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上說 

            文。下隸省。」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買 
 武威簡 

  日忌木簡 1 

爵 
 南北朝 

  崔敬邕墓志

 ［表 5-8］隸合之例四 

 

  「禮」的「 」與「農」的「 」皆隸合為「曲」。 

  《九經字樣》 ／禮：「履也。從示從豊，豊音禮，從 從豆。上說文。下 

            隸省。」 

  《九經字樣》 ／農：「耕也。上說文。下隸省。」 

 隸變前 隸變後  隸變前 隸變後 

禮 
 定縣竹簡

  45 

農 
 孔龢碑 

 ［表 5-9］隸合之例五 
 
  許慎在《說文解字‧序》中言：「初有隸書，以趣約易，而古文由此絕矣」，

表示隸變在漢字發展史上是個影響力頗大的變革，我們從以上《九經字樣》重文

之間字形變化中能夠窺見一斑。 

 

（三）重文中誤定隸變、隸省之例 

  唐玄度定隸省的基本原則為「筆畫數減少」，從如此的角度來看，「兦」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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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 」與「牙」（四畫）、「 」與「乏」（五畫）、「尚」與「 」（八畫）、

「 」與「夜」（八畫）、「直」與「 」（八畫）、「」與「 」（九畫）、「 」

與「貶」（十畫），這些字組的重文產生原因不能說是「隸省」，甚至他將「 」

（四畫）與「乍」（五畫）看作隸省而成的字。筆者認為這些字應屬於「隸變」，

而不屬於「隸省」。除此之外，還有以下字亦是誤定隸變、隸省之例： 

 

1. 將通假字或假借字誤定成隸變、隸省者 

 (1) ／榛：「音臻。實如小栗。《傳》曰：『女贄不過栗。』上說文。下經

典相承隸變。」 

  《說文》（）：「果實如小栗。从木辛聲。《春秋傳》曰:『女贄不過栗。』」；

《說文》榛（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菆20也。」《說文》對「」、「榛」

二字的解釋不同，可見二字本非一字。依據《廣韻》，二字的讀音相同：「側詵切，

莊臻開三平臻」，故往往相互通用，其通用之例參考第六章第三節。 

  一般來說，隸變之後的字，其筆畫少於原來的字，但「榛（14 畫）」比起「

（11 畫）」，反而增加。並且「」字從金文到隸書，字形上幾乎沒有變化。綜

觀，唐氏釋為「」、「榛」二字是隸變關係，不可從之。 

                            

 仲伯簋   仲伯壺  八年新城    說文  龍氏鏡 漢印徵  武威醫簡   巖窟  華芳墓志陰  

                   大命戟     小篆    三               33      上方鏡  

［表 5-10］「」之字形演變 

 

 (2) ／焦：「《傳》曰：『龜不兆』。上說文。下隸省。」 

  《說文》龜（龜）：「舊也。外骨內肉也。從它龜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

肩無雄；龜之類，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說文》隹（隹）：「鳥之短尾

總名也。象形」，《說文》（）：「灼龜不兆也。从火从龜。《春秋傳》曰：『龜

不兆』。讀若焦」；《說文》 （ ）：「火所傷也。從火雥聲。 或省。」依據《說

文》，從龜之「」與從雥之「焦」非一字，「焦」從「 」而省的或體，並非「」

的隸省字。並且在《廣韻》中，二字字音皆為「即消切，精宵開三平效」，因此

「」、「焦」在經典中通用，唐氏認為「」隸省為「焦」，毫無道理。 

 

 (3) 忼／亢：「康去。《易》曰：『忼龍有悔』。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說文》忼（ ）：「慨也。从心亢聲。一曰《易》：『忼龍有悔』」；《說文》

亢（亢）：「从大省，象頸脈形。凡亢之屬皆从亢。 亢或从頁」，許氏對「忼」

和「亢」的解釋完全不同，「忼」與「亢」二字本非一字。但二字在《廣韻》中，

                                                 
20依據《漢語大詞典》，「菆」有以下六種字義：一、麻秸。二、好箭。三、蓐，草席。四、堆聚。

五、鷹巢。六、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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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忼」之字音為「苦朗切，溪蕩開一平山」，「亢」之字音為「苦浪切，溪宕開一

去宕」古音接近，因此經典中通用，「亢」非「忼」之隸省字。 

 

 (4) 枖／夭：「音妖。木盛。《詩》云：『桃之枖枖。』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隸省。」 

  《說文》枖（ ）:「木少盛。從木夭聲。《詩》曰：『桃之枖枖』」；《說文》

夭（夭）：「屈也。從大，象形」，《說文》對「枖」與「夭」的解釋各有不同。並

且二字在《廣韻》中，皆為「於喬切，影宵開三平效」字音相同，因此經典中通

用，可以說「夭」為「枖」的通假字，而非隸省字。 

 

 (5) 摜／貫：「關去。《傳》曰：『摜瀆鬼神』。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說文》貫（貫）：「錢貝之貫。从毌貝」；《說文》摜（摜）：「習也。從手貫

聲。《春秋專》曰：『摜瀆鬼神』」，《說文》中二字的字義不同。並且二字在《廣

韻》中字音相近，貫：「古玩切，見換合一去山」，摜：「古患切，見諫合二去山」，

因此經典中通用，而且「貫」為「毌」之後起字，義為線穿物持之21，唐氏認為

「貫」為「摜」的隸省字，此說非是。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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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以下「朋」與「鳳」的字形演變可見，二字的從古文字到隸書的字形顯然

不同，「朋」為二串貝之形；「鳳」為鳥之形，後來加上聲符「凡」。那麼唐氏為

何將「朋」字解釋成古文鳳「 」的隸省字呢？其原因可見於許慎在《說文》

中對「鳳」的解釋中，《說文》 鳳）：「神鳥也。……从鳥凡聲。鳳（ ：古文鳳，

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數，故以為朋黨22字。 ：亦古文鳳」，加上後來「朋」

不被用作貨幣單位，反而常常用為朋友或者朋黨之朋，因此唐氏誤解許氏的意

思，就將「朋」當成「 」的隸省字，不過段注《說文》云：「『鳳飛，群鳥從

以萬數，故以為朋黨字 此說假借也。朋本神鳥。以為朋黨字……朋黨字何以

之前，一直假借「朋」，以為其字形從「

』，

借朋鳥也。鳳飛則群鳥從以萬數也。未製鳳字之前假借固已久矣」，「鳳」字出現

」來，唐氏的見解不可從，「朋」非

「 」之隸省字。 

                                                

 

 
21古文字詁林編纂委員會編纂：《古文字詁林‧第六冊》，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539。 
22依據《辭海》對「朋黨」的解釋：「泛指同類之人互相結合也。《史記‧蔡澤傳》：『禁朋黨以厲

百姓。』《晉書‧郤詵傳》：『動則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 ，誣 則藏否失實，真偽相冒。』後

世專指政爭之團體而言。」（臺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中冊》，台北，台灣中華

書局，1980 年，頁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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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菁      掇         京津     說文      說文     五鳳熨斗     建武泉範 

 5.1     2.158     518      古文      小篆 

朋 
                  

  後      甲     中乍且癸鼎    齊.陶彙      天.策   尹庙碑  熹.易.解

 2.8.5    777                  3.1107 

［表 5-11］「鳳」與「朋」之字形演變 

 2. 將或體誤定成隸變、隸省者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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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廾上，象形。弁：或 字。」「 」的或體「弁」從籀文「 」，二者皆

「廾」，後來「弁」隸定為「弁」。從字形上看，難以看出「弁」為從「從 」隸

弁」、「省的，唐氏的說法可疑。看以下「 」的字形，頗有歧異，筆者認為二字

只是音義相同的異體字（或體）而已，不能斷定「弁」是「 」的隸省字。 

            （ ）                 

               郭.性     說文     漢印徵   漢印徵   漢印徵

                                   43       小篆 

 

      

續 5.53 牧弁簋 毛公鼎 說文籀文 

             （弁）             

                 郭.五    說文   漢印徵   漢印徵   隋.智永 

                            32       或體                    真草千字文          

［表 5-12］「 」之字形演變 

 (2) ／抽：「丑平。上說文。下隸省。」 

 

  《說文》（）：「引也。从手聲。抽或从由。 或从秀」，「抽」與「 」

俗》卷一云：『，即古抽字』 」，《集韻‧尤韻》：

《說文》：『引也。』或從由」，可見「抽」的確是「（）」之或體，但唐氏

字，不可從。「由」與「留」古音

為「」的或體，三字之右旁各自不同。邵瑛在《群經正字》中提到：「《匡謬正

」，《玉篇‧手部》：「同抽

「

在《九經字樣》解釋說，「抽」為「」之隸省

接近，聲同幽類，二字可以說是聲符替換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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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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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說文》 ：「商星也。从晶聲。 或省」，「 」為《說文》小篆「 」

之或體，而非隸省字。從以下字形表可知，《說文》以下常用的寫法為「參」，可

以說「 」、「 」二字的隸省字便為「參」字，故唐氏言 ／ ：「上說文。下

 

隸省」，不可從。 

                          

 五祀南鼎  楚帛書   古

 

  斯馬參   中三王   魚 匕    說文    說文   睡虎地簡   

                    鼎              小篆    或體  日乙 88    

              

 武威簡   定縣竹簡   侯小  南北朝   唐褚遂良  唐柳公權 朝

 泰射二   9     子殘碑  李超墓誌   倪寬贊   玄祕塔碑 

［表 5-13］「參」之字形演變 

3. 將楷變誤定成隸變、隸省者 

，文字的形體結

別主要是書寫風

格，但隸書的字形比起楷 準寫法。林尹在《文字

概說》中解釋「楷書」一詞的意思：「楷書的楷，是法式模範的意思。《書斷》：

。正由於楷

 

  隸變之後，漢字真正地進入了今文字的階段，從隸書到楷書

構很少改變，楷書的寫法幾乎與隸書相近。雖然隸書和楷書的差

書還是有多個異體，尚未確立標

學

『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而楷書就是寫字時可作楷模法式的書

書可為法式楷範，於是又有『真書』、『正書』之名。」23基於上述「楷書」的意

思，「楷變」便為比隸變更加嚴密的文字規範化過程，此對正字的產生起了很大

的作用。 

 

 (1) ／年：「上說文，從禾從千聲。下經典相承隸變。」 

  《說文》年（年）：「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年』」，許慎

以為「年」從禾從千，不過看甲骨文「年」，並非如此，甲骨文「年」從禾從人

「 （粹 853）、 （合 4883）」，以首戴禾回歸之形24。在金文中，才可以見「年」

兩種寫法：一為從禾從人「 （卣）」，二為從禾從千「的 （若公鼎）」，到了

戰國時期，甚至有從禾從壬的寫法「 （魯左司徒元鼎）」。由此可知，「 」是

                                                 
23林尹：《文字學概說》，台北縣，正中書局，1971 年，頁 226。 
24葉玉森在〈說契〉一文中道：「契文 字不從千.似狀禾下見根形。禾孰則 期根。根見則一

之初誼。猶豳風於十月曰改歲。蓋言農事畢。以禾孰紀歲功之成也。又疑從人戴禾。初民首部力

彊。禾稼既刈。則捆為大束。以首戴之歸。仍許書穀孰為 之意。」（參見《古文字詁林‧第六

冊》，頁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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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禾從人」之訛變，秦文字統一時採用此字形。 

  唐氏在《九經字樣》中說， 年」為從「「 」隸變之形，但筆者在收集「年」

的隸書字形中發現，「 」的寫法沿用到東漢末，如「 （張景碑，159 ）」。

而且，至東漢沒有一個固定的寫法，混用很多種寫法

年

的異體字。從以下「鄭文公

速

下碑」和「九成宮醴泉銘」的「年」可見，到了唐代才開始固定寫成「年」一種

寫法，也許受到草書的書寫習慣，即為了書寫簡便、快 ，以「筆畫相連」的原

則來定形。總而言之，唐氏所言「 ／年：上說文。從禾從千聲。下經典相承隸

變」，恐怕不可從之，年字的字形還是個楷變的結果。 

                  

 說文  睡虎地簡 縱橫家書  居延圖   乙瑛碑  鮮于璜碑  史晨碑   西狹頌 

 小篆   21.202  183    67.10.34A             

                      

 韓仁銘     曹全碑       張遷碑    流沙簡 南北朝鄭道昭    唐歐陽詢     唐顏真卿 

          3. 鄭文公下 成宮醴泉 書告身               簡牘 22 碑   九 銘  自  

［表 5-14］「年」之字形演變 

 
 (2) ／ ：「上說文。下隸省。」 
  《說文》留（留）：「 篆文「止也。从田聲。」《說文》的 」（12 畫）隸

變之後，它的字形不但處於不定形的狀態，而且筆者認為「 」字的寫法至東漢

隸尚未出現。 變以後先出現「 」（11 畫）、「 」（9 畫）的寫法，到了南北朝與

「 」接近的字形「 」（10 畫）漸漸出現。雖然經過隸變之後，筆畫數減少，

書寫變得順當，但「留」的寫法不是馬上出現的，直到唐朝才有常用，正因為如

此，筆者覺得「 」不是隸省產生的，而是楷變的結果。 

                          

  信    包山       說文   睡虎地簡  漢印徵   銀雀山簡   馬王堆    居延簡 

  2.13 6        小篆       1

                

 乙瑛碑    張遷碑  南北朝  唐薛稷  唐歐陽詢 唐顏真卿  宋司馬光  宋蘇軾 

          瘞鶴銘 信行禪師碑  皇甫誕碑 元結碑   寧州貼  宸奎閣碑 

［表 5-15］「留」之字形演變 

 

4. 因從《說文》而誤定成隸省者 

 (1) 宮／宫：「室也。上說文。下隸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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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宮（宮）：「室也。从宀，躬省聲。」宮的甲骨文有「 （甲 3073）」、

「 （乙 ）」、「5321 （粹 ）」，375 像連室之形，「 （前 4.15.2）」、「 （粹 」966）、

「 （召尊）」、「 （包山楚簡 2.7）」為後起字。在古文字「宮」的諸形中，一

無從「呂」之形，皆從「 」或「」，從「呂」的「宮」始見於《說文》篆文

「 」。《說文》以後，從「 因此只有依據《說文》

篆的字形判斷「宫」為「宮」的隸省字是不合理的。 

呂」從「」的兩種寫法混用，

小

                                        

7 5

  甲       甲      粹       召尊      左宮矛    包山楚簡   曾侯乙鐘    說文      

 30 3      573      50                             2.7                 小篆 

                     

睡虎地簡    漢印徵   武威簡     禮器碑   南北朝    唐歐陽詢 

 10.17             有司          高貞碑  九成宮醴泉銘 

［表 5-16］「宮」之字形演變 

  《說文》呂（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呂之臣，故封呂矦。凡呂

。

 

 (2) 呂／：「象脊形。上說文。下隸省。巳前並象形。非從囗。亦非從口。

以類相從。見於此部。」 

之屬皆从呂 ： ，从肉从旅。 「宮／宫」一般 至今可見的古文字篆文呂 」像 ，

「呂」皆為中間不相連之形「 」，例外只有兩個字「 （《先秦貨幣文編》19）」、

「 （《說文》小篆）」。趙誠在〈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一文中言：「作

為呂性的，後來在中間加一小豎寫作呂，都是文字發展在發展中的轉化現象

」，由此可見，趙氏亦認為「呂」字本無中間一豎，後來才有的。即《說文》以

少的古文字字形而誤判。 

25

後，漢代「」、「呂」兩種寫法混用，因此唐氏將「」看成「呂」的隸省字是

不妥的，可能因他沒看過多

                              

京津      乙    呂王壺   呂不韋戟    說文    孫子       禮器碑陰    西狹頌 

102    8956               小篆      128 9

［表 5-17］「呂」之字形演變 

 

 (3) 曾／ ：「詞之舒也。從。古文 。下從曰。上從八。象氣之分散也。

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 

  《說文》曾（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聲」，《說文》囪（囪）：「在

牆曰 屋曰牖。在 囪。象形。 或从穴。 古文 《說 尒

                                                

」， 文》 尒（ ）：「詞之必然也。

 
25趙誠：〈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古文字研究》，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

合編，1983 年，第 20 輯，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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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丨、八。八象氣之分散。」唐氏根據《說文》對「曾」、「囪」、「尒」三字

釋曾」一文中從《說文》的

說法，解釋為何「曾」的 楊氏對《說文》對曾字

解釋沒有存疑，故他們都認為「曾」字本從「」，唐氏甚至以為「

的解釋，說明「曾」字之義。近代學者楊樹達亦在「

字義為「詞之舒也。
26

」唐氏和

的 」為從

字形演變不難可見，古文「曾」未見從「」的，

「曾」隸省而成的。 

  不過觀察以下「曾」的古文

其字形接近「田」，從「」的「曾」始見於《說文》小篆，于省吾先生也指出

過「古文曾字無从从曰者，許說失之。
27

」因此，唐氏只依據《說文》，斷定「 」

為「曾」的隸省字尚待斟酌。 

                    

   昜鼎      曾伯     曾姬無卹壺    陶彙    中山王 壺  楚.輯證   說文 

                                    3.359                175.4     小篆 

                                           

    武威簡    馬王堆    鮮于璜碑   曹全碑    華山廟碑    南北朝     唐顏師古 

    服傳 33                                              元倪墓志   等慈寺碑 

［表 5-18］「曾」之字形演變 

 

5. 其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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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 （ 可以收繩也。从 形 或

皆認

省』，

倒置矣。加竹，非互省 字當作古文二字。故枑

為聲。唐玄度古文互隸省。誤也。《周禮》:『牛牲之互』。注云縣肉格也。」

，唐氏的見解不可從。還有，陳獨秀、馬敘倫等近人學者也認為「互」

   ）：「 竹，象 。中象人手所推握也。互

省。」許慎認為「互」為由「」而省的或體，不過清代二人王筠與段玉裁

為並非如此：王筠在《說文釋例》云：「互字象形，當是古文，而說曰『或

竹也。」段注《說文》云：「或

以

從此可知

為初形，非省，小篆加竹作。28 

 

 (2) ／衝：「觸平。上說文。下隸省。」 

                                                 
26楊氏云：「曾為會意兼聲字，當云：从曰，从，从八，亦聲。从曰者，五篇上曰部云：『曰，

詞也。从口，乙象口氣出形。』從者，十篇下囪云：『囪，在牆曰牖。在屋曰囪』或作，又

或作窗。从八者，八部尒下云：『八象氣之分散。』五篇上兮部兮下云：『八象氣越于。』曾从曰

从从八，蓋謂口氣上出穿而散越也。十篇上黑部云：『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

曾為口氣上穿，猶黑之炎上出矣。口氣上出穿而散越，故訓為語之舒。」（楊樹達：〈釋曾〉，

《積微居小學金石論叢》，補遺一下－二上。） 
27于省吾：〈釋 〉，《雙劍誃殷契駢枝三編》，頁 12。（收錄於《殷契駢枝全編》，台北，藝文印書

四冊》，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676。 
館，1975 年。） 
28《古文字詁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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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瑛在《群經正字》中言：「 ，今經典作衝」，可見在經典中「 」與「衝」

通用，但不能斷定「衝」為「 」的隸變字。《說文》 （衝）：「通道也。从行

童聲。《春秋傳》曰：『及 以戈擊之』」，「 」與「衝」二字通用可以視為「童」

與「重」的聲符互換之例，除了「 」與「衝」二字之外，將聲符「童」換成「重」

的例子還可見於很多字，如：「 」與「 」、「鐘」與「鍾」、「蕫」與「董」等。 

 

(3)  ／禮：「履也。從示從豊，豊音禮，從冊從豆。上說文。下隸省。」 

。从示从豊，豊亦聲。  《說文》禮（禮）：「履也。所以事神致福也 古文禮。」

豐

，

「禮」字從示從豊，至今學者們關注的問題為「禮」字的「豊」和「 」的區別
29。隸變之後「禮」之右旁，大部分寫為「豊」，也有些字寫成「豐」，很難區別。

「豊」從壴從玨，用鼓用玉會行禮之義，「豐」為鼓聲盛大蓬蓬之義，兩者皆與

行禮有關30，與「冊書」毫不相干 且古文字字形中，不見從「冊」之形。關於

唐氏解為「禮」字從「 」隸省之因，有一個可能性，就是說「典」的甲骨文「

（河 760）」、金文「 （格伯簋）」、戰國文字「 （陳侯因敦）」，上半部皆

從「冊書」，隸變以後演變成「」，如：「 （睡虎地簡 10.14）」、「 （韓仁

銘）」。「」與「曲」字形的確相似，故唐氏望文生義，不可從。清代學者畢沅

在《經典文字辨證書‧卷一》中亦言， 正／禮通／ 俗：「唐元度《九經字樣》

以為從 。 从冊從豆。出《說文》。今《說文》無之。元度引據多不實，不足徵

信。
31

」 

豊 
                               

  甲    小臣豊簋  長囟盉   齊.陶彙   晉.璽彙   楚.郭.   說文 

  1933              5.34      1883     1       語二    小篆   

豐 
                          

  京     都 典      豐簋     包山     說文     說文     曹全碑 

  870Ｂ     40                2.21     古文    小篆 

禮 
                      

龢碑      上郡守戟  詛楚文    說文    老子甲後    定縣竹簡   漢印徵  孔

                     小篆       348         45 

                                                 
29依據施順生的〈甲骨文異字同形之探討〉一文，將 形釋作豊，而不釋作豐者，如羅振玉、王

國維、姚孝遂等；釋作豊、豐為一字者，如商承祚、孫海波、李孝定等，各家說法。（施順生：〈甲

骨文異字同形之探討〉，《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兩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05） 
30季旭昇在《說文新證》一書中言：「『豊』從壴從玨，用鼓用玉會行禮之義……《說文》以為从

豆不可從」，甚確。 
31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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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禮器碑       衡方碑    史晨碑    曹全碑 

［表 5-19］「豊」、「豐」、「禮」之字形演變 

 

1 鬱／ 2／榛 3 ／刊 4 ／  

5 ／桓 6 ／栵 7 摜／貫 8／抽 

9／折 10 ／半 11 ／告 12 ／保 

13／躬 14 ／身 15 ／殷 16 ／  

17 ／億 18 ／往 19 ／衝 20 ／ 

21 ／送 22 ／退 23 ／宣 24 宮／宫 

25 ／寒 26／夢 27 ／  28 ／寮 

29 直／  30 ／買 31 ／責 32 ／貶 

33 ／  34 ／  35 ／貴 36 ／肯 

37 ／朗 38 ／朝 39／ ／前 40 ／華 

41／莫 42 ／  笑乖 43 ／互 44 ／  

45 ／禮 46 稔／  47 ／年 48 忼／亢 

49 ／慧 50 ／布 51 ／  52 狾／猘 

53 ／話 54 譙／誚 55 ／喻 諭 56 廱／雍 

57 ／鄰 58 郎／邪 59 ／蛇 60 ／圪 

61 ／  62 ／勳 63 ／別 64 ／尞 

65／焦 66 ／煖 67 溫／  68 ／漷 

69 ／紇 70 ／素 71 ／絢 72 ／  

73 歌／  74／更 75 ／敖 76 ／父 

77 ／史 78 ／甫 79 ／求 80 ／  

81 ／男 82 ／敢  旨83 ／  84 ／電 

85 ／尋 86 ／甘 87 ／舌 88 ／啼 

89 喦／聶 90 尚／  91 ／高  92 呂／ 

93  員／ 94 ／乍 95 ／  96 ／  

97 ／弁 98 昦／昊 99 ／  100 ／星 

101 ／  102 ／疊 103 曾／  104 ／  虜

105 ／  106 ／爵 107 ／予 108 ／幻 

109 ／冄 1 10 ／首 111 ／  1  差 12 ／

1 冀13 ／  114 ／替 115 竝／並 1 兦16 ／亡 

117 ／牙 1 18 ／  119 ／  120 ／覃 

121 ／  122 ／   123 嘗／甞 124 ／尪 

125 ／  126 ／要 127 ／乏 128 ／  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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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  130 ／畏 131 ／承 132 ／異 

133 ／  134 ／夜 135 ／夙  

［表 5-20］有重文

 

 

第二節 《九經字樣》正字字形所從及同異分析

  五 文字‧ 中明示，該書以 字林》、「 」 熹

平石經」與魏「正始石經 《釋文》 訂 字之標準

《九經字樣》中未表明訂定正字的標準，只是從本文中可見，唐氏曾參考 說文》、

《字統》、《開元文字音義》 選唐氏當時可能參考的書

籍和文字材料，找出它們和《九經字樣》共同收錄的字頭，以此為比較對象進行

分析。筆者認為唐氏很有可能除了參考上述的《五經文字》訂定正字標準的四項

文字材料以外，還有可能參考其他資料，以下逐一分項探討。 

     飧          

的正字 

 

張參在《 經 序》 《說文》、《 石經 （漢「

」）、經典及 32為 定正 。但唐玄度在

《

三書以及經典。故筆者先挑

 

一 從《說文》 

  東漢以後的中國歷代字書無法完全脫離《說文》的影響，《九經字樣》也不

例外。《九經字樣》大部分正字都從《說文》的正篆而定，例外只有以下九字而

已： 

   《九經字樣》正字    《說文》正字 

      揔          總（總） 

 （飧） 

                （ ） 

                （ ） 

                隸（隸） 

                                奭（奭） 

                （） 

                龕（龕） 

                卑（卑） 

 

唐玄度解釋《九經字樣》重文的體例大部分為「上說文。下隸省」、「上說文。下

說文》的正篆隸定，再寫其隸

重文中，將《說文》正篆定為

1 正字時，主要參考的書籍便為

參 ，某些字居然與《說文》中字

形不一致： 

                                                

隸變」、「上說文。下經典相承」等，亦即先依據《

變字或經典用字。而且在《九經字樣》中的 135 個

正字之例共有 22 字，約達 90%，此表示唐氏訂定

《說文》。不過 考《說文》而被定為正字的字中

 
32《釋文》指陸德明的《經典釋文》。 

 137



《說文》 《九經字樣》 《九經字樣》中解釋 

輜  ／ ：「音緇。上說文。下隸省。」 
 禮 ／禮：「履也。從示從豊，豊音禮，從冊從豆。

上說文。下隸省。」 

絢 33 ／絢：「儇去。上說文，從筍聲。下經典相承

隸省。」 

戺 34 ／戺：「音俟。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囟徐注本 35 ／：「音信。上說文。下隸變。、腦等字

段注本 

 

從之。細、思等字亦從之。今隸省從田。」 

畏  ／畏：「音尉。從 。 音弗。象鬼頭也。鬼頭

虎爪人，可畏也。上說文。下隸省。」 

要 36 ／要：「音 。身中也。象人 自之形。上說

文。下隸變。本非從女。」 

夙  ／夙：「音肅。早敬也。從丮。丮音戟。持事

也。雖夕不休。上說文。下隸省。」 

  ／ ：「早昧爽也。從辰從。象叉手。

省之義。上說文。下隸省。」 

男  ／男：「從力田。上說文。下隸變。」 

［表 21］《說

  《九經字

5- 文》與《九經字樣》不合之處 

 

為何有些字的字形在 樣》與《說文》二書中有出入，與「 」、「 」、

「 」、「 」四字相關解釋可以 其它部分，目前不

得而 外，除了上述的二書之

書的出入： 

  「物不賤也。从 臾

  《九經字樣》

參考段注《說文》，不過關於

知。另 間正字字形不同以外，在解釋字形中還可見二

《說文》貴： 貝 聲。臾古文蕢。」 

／貴：「從貝從 。 古文貴。上說文。下隸省。」 

由此可見，《說文》認為是形聲字 字形的

結構，以六書系統

                                                

，《九經字樣》認為是會意字，二者對於

分析，類別所屬不同。 

 
33段注《說文》絢：「按唐玄度《九經字樣》 絢同字。注云，上說文从筍聲。下經典相承隸省。

按 不見於他書。疑唐氏所據未確也。惟《儀禮》注云，絢今文作 。然則絢出禮古文。許用禮

古文故不錄禮今文。《玉篇》 同上絢。本禮注也。《集韵》 同絢。此本唐氏也。」（段玉裁：《說

文解字注》，藝文印書館，2005 年，頁 655-656） 
34段注《說文》戺：「《九經字樣》云，《說文》作 ，經典作戺。然則今本說文異於唐時也。然唐

時已從戶則亦誤矣。」（同上，頁 599） 
35段注《說文》囟：「《九經字樣》曰，說文作 ，隸變作，、腦等字從之。細、思等字亦從

之。攷夢英書偏傍石刻作 。宋刻書本皆作 。今人楷字 囟。又改篆體作囟。所謂象小腦不

合者不可見矣。」（同上，頁 505） 
36段注《說文》要：「按各本篆作 。從下有交省聲三字。淺人所妄改也。今依《玉篇》、《九

經字樣》訂。顧氏、唐氏所據《說文》未誤也……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 。而自持之。

故從。必從者。象形猶未顯。人多護惜其 故也。」（同上，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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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石經」 

  唐石經」為中國歷代第三個石經，前代有漢「熹平石經」與魏「正始石經」。

刻立「石經」為官方施行文字規範化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要刻立新石經的時候，

先與前代石經

「

中字形進行比較而選定正字，然後才會刻於石碑中。《九經字樣》

成石經）」時，一同刻

字

  第一，由於「熹平石經」、「正始石經」兩個石經殘片數量的限制，無法進行

，以現存的殘片為主來比較三個石經中的字樣後，發現它們

為了提供給當時的學生正確的字樣，立「唐石經（亦稱開

於該石經之末。筆者認為唐氏編撰《九經字樣》也一定參考過前代兩個石經的

樣。透過「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唐石經」三個石經的字形比較，能夠歸納

出以下兩點。 

全面性的比較。不過

之間的同字字形基本上一致。 

  第二，「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兩個石經與「唐石經」之間還是存在著

字形不合者，由此可見，唐氏觀察而找出前兩個石經中有誤的字樣，然後訂定正

字之字樣，其成果如下表： 

「熹平石經」 「正始石經」 「唐石經」 

《九經字樣》

備註 

   從「禾」的「稽」改正為從「」

的「 」。 

 
 

 
唐氏視「 」為訛字，故從「」

的「 」改正為從「牛」的「牟」。

 
  

將「 」改正為「身」。 

  
 

將「」改正為「朮」。 

 
 

 
唐氏視從「 」的「彰」為訛

字，故將「彰」之「 」依《說

文》改寫成從音從十的「章」。

 

 
  

與月（肉的偏旁）毫無區別的

「 」、「 」改正為「 」。 

  
 

「 」改正為「賓」。 

  
  

訛寫成從艹從大的「 」改正

為「笑」或「 」。 

   唐氏將「 」的寫法定為訛

字，而將「經」定為正字。 

  
 

唐氏將「 」的寫法定為訛

字，而將「京」定為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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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氏將訛寫成的「 」、「 」

改正為「嘗」、「」。 

  
  

「 」的字形未詳出處，因此

唐氏將從《說文》的「 」和

因隸省而成的「 」二字定為

正字。 

 
     

正始石經的篆文「敖」的左半

上部不從「出」，依《說文》

改為「 」。 

［表 5-22］「熹平石經」、「正始石經」與《

 

三 從《字林》 

  《字林》七卷，晉呂忱撰，此書至唐代頗受重 元

音義》一書的「自序」中言：「古文字惟《說文》、

評價，而且唐代的字書、韻書，如：顏師古《匡謬正俗》 唐玄宗《開元文字音

義》、張參《五經文字》、孫愐《唐韻》、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切韻》等均有

《字林》遺跡，由此，當時世人重視此 的 度，

  雖然唐氏沒有表明撰寫《九經字樣》時曾參考 》 因為此書在唐代

很受重 考

字林》來撰寫《九經字樣》的可能性不小。不過《字林》在南宋時期就已經罕

見傳本，如今只能看到原本39的極少部分。以下，筆者即針對二書皆見的 22 字

挑 較分析。 

九經字樣》之字形比較37 

視，唐玄宗在親撰《開 文字

《字林》最有品式」，予以高度

、

書 程 顯而易見。38 

《字林 ，但

視，且此書為《五經文字》訂定正字的標準之一，所以筆者認為唐氏參

《

中， 選幾例進行比

 

（一）字樣相同者 

 1.《字林》 ：「上有關，中連左不連右。」 

      月：「肉同。」 

 《九經字樣》胡：「牛頷垂也。從月非從 。」 

  呂忱在《字林》的「分毫字辨」中解釋「 」與「月」字樣的差別，唐氏可

能參考《字林》來解釋「胡」之字形。 

 2.《字林》覺：「從爻。」 

  《九經字樣》覺：「寤也。作 者訛。」 

  「覺」與「 」為人們因形近而誤的代表之例，呂氏和唐氏皆指出這一點。 

3.《字林》 ：「肯 同。」 

  《九經字樣》 ／肯：「克上。骨間月。肯著骨者。從月從省。音寡。上 

                                                 
37參見本論文［附錄三］，頁 254-261。 
38蕭惠蘭：〈《字林》應用的歷史考察〉，《武漢交通管理幹部學院學報》，2003 年，第 3 期，頁 65。 
39根據記載，《字林》分部亦同《說文》540 部，收字 1282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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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下經典相承。」 

  呂氏和唐氏都認為「 」、「肯」兩字為異體同義的正字。 

。」 

。 。上說文。下隸省。」 

「

「」是形近的二字，字音亦有不同。 

 

（二）二書不合之處 

1.《字林》員：「音袁。」 

     ：「音云。又音運

 《九經字樣》員／：「物數也 從口從貝

唐氏認為「員」、 」一字，「」為「員」隸省而成的字，但呂忱在《字林》

的「分毫字辨」指出，「員」與

2.《字林》 ：「 同。」 飯

《九經字樣》飯：「作 者訛。」  

呂氏認為「 」與「飯」為同字，但唐氏認為將「飯」寫成「 」是訛字。 

.《字林》：「音米。從干。羊鳴。又楚性。」 3

《九經字樣》 ：「此是正羊字。從，象四足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經典相承以 為楚姓羋字。羋音弭。作 音陽。相承已久不可改正。」 

唐氏言在經典中「 」常常代替「羋」，字義為「楚姓」，字音為「弭」，此便為

干，而「如上所述的《字林》中「」，不過二字之字樣並不完全相同，「」從 」

九經字樣》的約250年之前。

3 中文

述，該書為《五經文字》中訂定正字標準之一，張參曾經提過：「陸

《釋文》，自南徂北，遍通眾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故當以此証之」，

由此可見，《經典釋文》為編撰正字書時必須參考的一本書。筆者透過《九經字

與 ，發現唐氏的確撰寫《九經字樣》時參考了

                                                

非從干。 

 

四 從《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為陸德明（550—630年）撰，始撰於南朝陳後主至德元年（583

年），成書於隋滅陳（589年）之前，是唐玄度撰《

全書共三十卷，闡釋十四種經典，即十二經與老莊之學。陸氏撰該書的主要目為

考證注音，他廣泛採取各家的音切，凡2 0餘家，以此保存了唐以前諸經典

字的音讀。40除此之外，該書收異音異文，存佚音佚文，辨字音字形之是非，故

被稱為研究上古語言的寶藏。41 

  前已所

氏

樣》 《經典釋文》二書的比較分析

《經典釋文》，不過因為在該書中，找出《九經字樣》所收的全字是不可能的，

所以筆者以列於本論文第三章［表 3-3］與［表 3-4］「蒐字範圍」中的字（因這

些字皆表明出處，而容易尋找《經典釋文》中解釋的部分）為對象，進行比較分

析。 

 

 
40呂琨熒：〈論陸德明的《經典釋文》〉，《冀東學刊》，1994 年，第 2 期，頁 42-46。 
41蕭建春：〈《經典釋文》述評〉，《成都理工大學學報》，2005 年，第 4 期，頁 50。 

 141



（一）注音相同者 

  以下十一項為在《經典釋文》與《九經字樣》二書中，字音完全相同之例： 

  1.《經典釋文》檡：「音澤。」 

   《九經字樣》檡：「音澤。木名。見《儀禮》。」 

  2.《經典釋文》「罷民」的罷：「音皮。」 

   《九經字樣》罷：「音皮。見《周禮》。」 

  3.《經典釋文》栵：「音例。又音列。栭也。」 

   《九經字樣》 ／栵：「音例。栭也。見《詩》。上說文。下隸省。」 

  4.《經典釋文》岵：「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屺共《爾雅》不同。 

         王肅依《爾雅》。」 

岵：「音戶。見《詩》。」 

重門也。」 

聲也。」 

今《詩》作喤。」 

：『大飛也。』」 

有翬斯飛』。」 

 

   《九經字樣》

  5.《經典釋文》闉：「音因。曲城。」 

   《九經字樣》闉：「音因。城曲

  6.《經典釋文》喤:「音橫。華彭反。沈又呼彭反。

   《九經字樣》鍠：「音橫。樂也。鐘鼓聲。

  7.《經典釋文》翬：「音輝。雉名。《說文》云

   《九經字樣》翬：「音輝。從軍聲。《詩》曰：『

  8.《經典釋文》墐：「音覲。路 也。《說文》作殣云：『道中死人所覆也』。」   

」 

衣。」 

   《九經字樣》殣：「音覲。道中死人所覆也。從歹堇聲。《詩》曰：『行有死 

          人，尚或殣之』。」 

    9.《經典釋文》閟：「音祕。」 

   《九經字樣》閟：「音祕。見《春秋》。

    10.《經典釋文》禭：「音遂。《說文》云衣死人

      《九經字樣》禭：「音遂。衣死人也。見《春秋》。」 

    11.《經典釋文》漷：「火虢反。徐音郭。」 

   《九經字樣》 ／漷：「轟入。又音郭。見《公羊傳》。」 

 

（二）字義相同者 

  《經典釋文》殷：「於勤反。馬云：盛也。《說文》云：『做樂之盛稱殷』。京 

          作隱。」 

    《九經字樣》 ／殷：「隱平。盛也。從反身。上說文。下隸省。」 

 

（三）解釋相同者 

  1.《經典釋文》 ：「子峻反。與餕同。」 

     《九經字樣》 ：「音俊。與餕同。見《儀禮》。」 

    《九經字樣》／夢：「上寐。見《周禮》。下不明也。今經典相承通用 

             之。」 

  2.《經典釋文》夢：「本又作。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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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字不同者 

  1.《九經字樣》 ／告：「牛觸人角著木所以告人。從牛從口。上說文。下 

             隸省。」 

 曰：『僮牛之告』」，「僮牛之告」見於《周易‧卷三‧大畜》：「《象》曰：利 

也。六四，童牛之告，元吉。」不過，《經典釋文》中「童 

反。劉云牿之言角也。陸云牿  

以告人。』」 

可見，《九經字樣》中有些正字，

從此可知經典文字的確需要規範化： 

中正字「

    根據《說文》告（告）：「牛觸人角箸木所以告人也。从牛从口。《易》 

 

  有攸往，上合志

  牛之告」寫成「童牛之牿」，且解釋為：「古毒

  當作角。九家作告，《說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

  除此之外，從以下十一項二書不同之處中還

《經典釋文》中寫成與其不同的字，即《九經字樣》正字的異體字或通假字。此

直接反映著經典文字不統一的情況，也

  2.《九經字樣》 ／圪」，《經典釋文》寫成「仡」。 

  3.《九經字樣》中正字「殣」，《經典釋文》寫成「墐」。 

  4.《九經字樣》中正字「 」，《經典釋文》寫成「燬」。 

  5.《九經字樣》中正字「鍠」，《經典釋文》寫成「喤」。 

  6.《九經字樣》中正字「」，《經典釋文》寫成「 」。 

  7.《九經字樣》中正字「 」，《經典釋文》寫成「濫」。 

    8.《九經字樣》中正字「 」，《經典釋文》寫成「」。 

    9.《九經字樣》中正字「 」，《經典釋文》寫成「墊」。 

    10.《九經字樣》中正字「狾／猘」，《經典釋文》寫成「瘈」。 

    11.《九經字樣》中正字「 」，《經典釋文》寫成「鞏」。 

  12.《九經字樣》中正字「硠」，《經典釋文》寫成「 」。 

 

五 從《五經文字》 

  唐玄度在《九經字樣》的竹部「笑／ 」中表明，要針對張參《五經文字》

中的一些字再次進行探討： 

笑／ ：「喜也。上案《字統》注云從竹從夭。竹為樂器。君子樂然後笑。

下經典相承。字義本非從犬。笑、賓、莫、蓋、 、廱、鼎、隸等八字。舊

重討呢？以下整

一）笑 

  《五經文字》

字樣已出注解不同。此乃重見。」  

 

  唐氏對張氏訂定的八個正字有何異見需要在《九經字樣》中

理兩人的見解及其不同之處： 

（

：「喜也。從竹下犬」，張氏只視「 」一字為正字。唐氏在

《九經字樣》中將「笑」、「 」兩字皆定為正字，明示此字「本非從犬」，並解

釋道，因「 」字在經典中相承用而定它為正字。42 

                                                 
42關於「笑」之詳細的內容參見本章第三節，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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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九經字樣》賓：「音

）賓 

經文字》：「從尸訛。」 

。從貝從。音麵。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正。 

同，張氏從「經典用字」的寫法，而唐氏不從經

法，就從《說文》正篆的寫法，《說文》賓（賓）：「所敬也。從貝

        於字義不同。」 

  二書對「賓」的正字字樣不

典用字的寫

聲。 古文」。「賔」 「賓」字形演變和字形之差，參見本論文第六章第二節「由

改換筆畫而成的異寫字」。 

 

與

三）莫 

》莫／苕：「時昭反。又徒彫反。」 

從日在

（

《五經文字

中。 音莽。《九經字樣》／莫：「日冥也。 亦聲也。上說文。下 

經

相干的兩字「莫」與「苕」放在一起，而且

五經文字》蓋：「戶荅反。苫也。《說文》又音公害反。亦苫也。」 

》蓋：「案《字統》公艾翻，苫也，覆也。《說文》公害翻，從艹從盍， 

又公害翻。並見艹音草。玄宗 

亦 。

          典相承隸變。」 

  張氏在《五經文字》中，將毫不

只有解釋「苕」的字音，因此唐氏在《九經字樣》中，補充說明「莫」的字義和

字形。 

 

（四）蓋 

《

《九經字樣

        取盍蓋之類。張參《五經文字》

        皇帝御注《孝經》石臺 作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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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經典應該以楷書正字來寫，不可以民間常用的行書來寫。「荅」、「若」、

著」三字還可見於《五經文字》中，亦可與唐氏在《九經字樣》中探討的內容

        作蓋。」 

  唐氏解釋說「盖」為「蓋」的訛俗字，「盖」的寫法反映出「艹」之行書寫

法，他認

「

比較： 

 

《五經文字》若：「作 訛。」 

《五經文字》荅／ ：「上說文。下石經。此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 

          畣
43
。經典及人間行此荅已久，故不可改變。」 

《五經文字》著：「竹去反 明也。又紵略反。又陟略反。又竹呂反。見《論語》 。

見《詩》。」         注又音除。

  張氏在《五經文字》中，定「若」、「著」為正字，而不定「 」、「 」為正

字，不過因在石經中「荅」寫成「 」而將它定為正字。唐氏對此不以為然，

                                                 
43「畣」的異體字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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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們常常以「艹」的行書寫法「 」來寫書法，如： （唐釋懷仁「集王羲

之書聖教序」）、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名稿」）、 （唐陸柬之「文賦」）、

（唐釋玄序「集王羲之書金剛經」）、 （唐武則天「升仙太子碑」）。雖然包括

此 氏認為這種寫法只不過是「訛俗」，無法將它歸石經和許多人都寫成如 ，但唐

入正字的範圍內，不可施於經典。 

 

（五）  

《五經文字》羋／ ：「彌耳反。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省。見《春秋傳》。」 

《九經字樣》 ：「此是正羊字。從，象四足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 舉也。 

       經典相承以

形

為楚姓羋字。羋音弭。作 音陽。相承已久不可改

       正。」 

  根據《漢語大字典》，「羋」有兩種意思，一為「羊叫聲」，《說文》羋（羋）：

羋，羊鳴也。从羊，象聲氣上出，與牟同意。」二為「春秋時楚國祖先的族姓。」

五代徐楷《說文繫傳‧羊部》羋：「此古楚姓也。」《國語‧鄭語》：「（祝）融之

興者，其在羋姓乎！」《史記‧楚世家

 

「

》：「陸終生子六人……六曰季連，羋姓，

其後也。」 

認為「

楚

」為從「羋」隸省而成的，即「  張氏 」與「羋」本為一字。但唐

氏認為「 」與「羋」本非一字，「 」讀若「陽」；「羋」讀若「弭」。因為「經

典相承以 為楚姓羋字」，而且「相承已久」，所以張氏以為二字本為一字，唐氏

對此指出有所問題。 

 

（六）鼎 

《五經文字》鼎部：「象足耳形。」 

《九經字樣》鼎：「音頂。《說文》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省聲。下象

析木以炊。又《易》鼎卦巽下離上巽為木離為火篆文木。如此析之兩向左為爿。

爿音牆。又為片。今俗作 云象耳足形。誤也。」 

：

」之字形解釋，張氏取許氏《說文》中解釋「三足兩耳」，

唐氏取許氏《說文》中解釋「《易》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還補

「如此析之兩向左為爿。爿音牆。又為片。」看「鼎」之甲骨文、金

象形字，唐氏的說法不可從。 

計 承隸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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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籒文以鼎爲貝。」 

  從以上三書對「鼎

而

充說明云：

文字形44，「鼎」為從「三足耳形」的

 

（七）隸 

《五經文字》隸／：「力 反。上說文。下經典相

《九經字樣》 ：「音麗。按《周禮》，女子入于舂 ，男子入于罪 ， 字故從

                                                 
表，頁 196。 44參見本論文第六章第二節中「鼎」之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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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已久不可改正。」 

《說文》隸（隸）：「附箸也。從，柰聲。 ，篆文隸，从古文之體。」 

  可見於《五經文字》、《九經字樣》、《說文》三書中「隸」之字形共有四種，

即「（說文篆文）」、「隸（說文正篆）」、「（《五經文字》中「隸」之重文）」、

「 （《九經字樣》正字）」，其字形變化實在不簡單。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五經文字》與《九經字樣》二書正字字形的差異，此

於張氏和唐氏對《說文》解釋接受與否。換言之，唐氏在《九經字樣》中，依

，將從又從米的「

源

據《周禮》 」定為正字，從「 」的字形中可知該字之義為

定為正字。 

的「隸」

「奴隸」。但張氏依據《說文》，將從「」的二字「隸」、「」

  看以下字形表，「隸」字始見於秦代，除了《說文》中正篆和篆文以外，《高

奴權》、《睡虎地簡》、《石門頌》以及《韓仁銘》的「隸」皆從又從米。从

到了唐朝才出現，如「 （唐.褚遂良千字文）」。商承祚在《說文中古文之考》

中云：「案字下出 云：『篆文隸，从古文之體。』則此當是古文。又案篆文注，

既云『从古文之體』。則小篆右旁不當从。漢魯峻碑及石門頌等作 。《周禮》

同。則 當是篆文之本體矣。
45

」筆者贊同商氏的說法，即《說文》中「隸」的

正篆本為「 」，只是唐人將「 」省略誤寫成「」，其寫法沿用至今。 

  總之，筆者認為唐氏將「 」定為正字是正確的，就像唐氏所言的一般，因

「隸」的寫法從《說文》以後經典中已通用得很久而難以改正而已。 

                            

 秦.十五年     高奴權    說文     說文    睡虎地簡    武威簡       石門頌 

 上郡守壽戈         正篆    篆文    10.16      秦射 85 

    

  

                            

    楊准表紀    韓仁銘   西晉.衛夫人  唐.顏家廟碑  唐.褚遂良   唐.柳公權 

                          淳化閣帖      千字文      玄祕塔碑         

［表 -23］「隸」之字形演變 

 

5

 除了以上所述的八字外，還有一些字都在二書中可見，唐氏將它們再次收錄

 

字，

經 撲：「 。」

「 」 

 

進《九經字樣》的目的有如下幾項：

  第一，為了讓讀者方便參考《五經文字》收錄的一些字的異體字和通假

例如： 

1.《五 文字》 普卜反  

 《九經字樣》扑： 音撲。打捶也。杖也。說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

2.《五經文字》佗：「大何反。」 

 《九經字樣》他：「說文作 。音扡。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馳。作他音扡。」 

                                                 
45商承祚：《說文中之古文考》，台北市，學海出版社，1979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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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經文字》：「古患 又古猛反。見《周禮》、 

               《說文》以為古

反。見《詩風》。《字林》不見。

 字。」 

《九 經字樣》／ ：「巒上。上說文。下隸變。」 

4.《五經文字》邪：「似嗟反。通以邪僻之辟。」 

《九

      居鄒魯人有善道。故為郡名。今經典相承。郎字玉旁作良。 

者訛。」  

周禮》。」 

46
」 

中 」47，唐氏在《九經字樣》

上的不同。 

 經字樣》郎／邪：「野平。又音斜。郎邪郡名。郎，良也。邪，道也。以地 

    

          邪字或作耶

5.《五經文字》風：「从凡下虫。」 

 《九經字樣》飌：「古文風。見《

6.《五經文字》廱：「廱，辟廱，廱和也。」 

 《九經字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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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氏在《五經文字》 ，列出用例，「辟廱」和「廱和

中，則補充「廱」的異體字「雍」，並分別解釋用法

7.《五經文字》聲／聶：「女涉反。兩耳就一耳。凡字從聶者皆放此。作 訛。」 

 《九經字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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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漏略的一些內容。 

                   巳久不可改正。

 

  第二，唐氏欲補充說明張氏在《五經文字

1.《五經文字》乏：「於文反。正為乏。」 

 《九經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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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五經文字》於：「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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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五經文字》蕈：「式甚反。菌也。《詩》葛覃亦作蕈。」 

 《九經字樣》 ／覃：「音潭。上說文。下隸變。《詩》葛覃字經典或作蕈。」 

.《五經文字》4 ／奊：「下結反。從圭從夨。夨音側。見《春秋傳》。」 

《九 經字樣》 ：「音釋。盛也。邵公名。」 

5.《五經文字》席：「作 者訛。」 

 《九經字樣》席：「音夕。藉也。」 

 

                                                 
46《爾雅‧釋地》雝：「河西曰雝洲。」 
47《說文》廱（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辟廱」為古天子饗飲酒處，可見於《禮記‧

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諸侯曰頖宮。」「廱和」為和樂、和睦，可見於《後漢書‧陳

紀傳》：「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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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從《玉篇》 

  《說文》的釋義主要是分析漢字字形，探明漢字本義；《玉篇》48則大多不

能徹

必 字書可能是《玉篇》。以下九字

既參考《說文》亦參考《玉篇》，然後再加

1.《九經字樣》

再分析字形，而把重點放在詮釋辭義上，自然《玉篇》的釋義比較詳細。《九經

字樣》大部分的字義從《說文》，但閱讀經典時，若只看《說文》的話，不

底了解其義，還 需參考其它書，此時可參考的

例證明著唐氏撰寫《九經字樣》時，

以整理說明。 

 ：「窒也。從。音展。上說文。下隸省。」 

  《說文》塞（塞）：「隔也。从土从。」 

《玉篇》塞： 」   「蘇代切。說文云隔也。又蘇得切。實也。滿也。蔽也。

 2.《九經字樣》 ／蛇：「社平。蝮也。上說文下隸省。今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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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篇》蝮：「孚六切。毒蛇也。蝮螫手則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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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淵（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 淵或省水， 

          古文从口水。」 

  《玉篇》淵：「烏玄切。水停又深也。」 

 4.《九經字樣》 ：「音判。冰散也。」 

  《說文》泮（泮）：「諸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北為牆。从水从半。半亦 

          聲。」 

  《玉篇》泮：「普旦切。散也。破也。亦泮宮。」（「 」為「泮」的異體字） 

也。从金皇聲。《詩》曰：『鐘鼓鍠鍠』。」 

. 。」 

項 。」 

從兔言兔善走也。」 

 

. 承隸 

                                                

 5.《九經字樣》鍠：「音橫。樂也。鐘鼓聲。今《詩》作喤。」 

  《說文》鍠（鍠）：「鐘聲

  《玉篇》鍠：「胡觥切。鐘聲也。亦作韹。」 

  《玉篇》韹：「胡觥切。樂聲也。」 

 6 《九經字樣》項：「學上。頸也。作項者訛

  《說文》項（ ）：「 頭後也。从頁工聲

  《玉篇》項：「胡講切。頸後也。」 

 7.《九經字樣》逸：「音溢。奔也。

  《說文》逸（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也。」 

  《玉篇》逸：「以一切。過去也。奔也。縱也。逃也。理也。」

 8 《九經字樣》兦／亡：「無也。從入從。音隱。上說文。下經典相

            省。」 

 
48《玉篇》至五季時亡佚，留傳至今的《玉篇》全非顧野王撰寫的本來面目，本論文在此節參考

的是宋朝的大廣益本。（收錄於《古經解彙函》，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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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兦（亡）：「逃也。從入從。」 

。作亡同。」 

.

  《玉篇》兦：「武方切。死也。去也。逃也。無也

 9 《九經字樣》 ：「音 。怒也。說文音拘。目邪也。」 

  《說文》（）：「目 也。从从大。大人也。」 

  《玉篇》 ：「居于切。目邪也。」 

 

  另外，筆者於第三章中所提到的《說文》所未收之《九經字樣》中十五字，

其中有九字收錄於《玉篇》中： 

  《玉篇》檡：「舒亦徒革二切。梬棗也。」 

。

  《玉篇》摮：「五爻五高二切。擊。」 

  《玉篇》扑：「普卜切。打也。」 

  《玉篇》揔：「子孔切 將 也。合也。」 

  《玉篇》尰：「市腫切。足也。亦作 。」 

  《玉篇》嶔：「綺金切。崟山勢也。」 

 《玉篇》 ／飌／ ：「並古文風。」 

同。」 

  《玉篇》怗：「他頰切。服也。靜也。」 

  《玉篇》迺：「奴改切。與乃

《說文》、《玉篇》二書皆未收的六字，「 （見《左傳》）」、「 （見《儀禮》）」、

「 （見《公羊傳》）」、「朼（見《周禮》）」、「 （出處未詳）」、「 （見《周禮》）

法的異體字。 

數和內容非常豐富，是極為重

》的隸定方式和字義解釋。 

字書》做過介紹49，由於此書為開創唐

，

字共有 44 字：38 字組分

 1.《干祿字書》

可能是只用在某個經典中，且非普遍寫

  《玉篇》為中國第一部楷書字典，它收錄的字

要的字書之一，故筆者認為唐氏可能參考《玉篇

 

七 從《干祿字書》 

  筆者於第二章中已對顏元孫的《干祿

代字樣學之先河的字書，故筆者認為唐氏編撰《九經字樣》時 可能參考此書。

《干祿字書》將異體字區分為「正」、「通」、「俗」，或者為了辨別形近字而解釋

其音義。《干祿字書》與《九經字樣》兩書共同出現的

別字級，6 字組辨別形近字，值得我們考察的是前者。兩書訂定的正字基本上一

致，在 38 字中只有 4 字不合： 

 ／稽：「上俗。下正。」 

  在《干祿字書》中，無論俗字或正字皆從「禾」，此與唐氏將「 」（不從禾 

   而從）定為正字不合。

  2.《干祿字書》 ／隸：「上俗。下正。」 

  在《九經字樣》中，「隸」只是經典相承用的字，而非正字，正字為「 」。 

  3.《干祿字書》退／ ：「上通。下正。」 

                                                 
49參見本論文第二章第二節，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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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氏不看「 」為正字，此字只是《說文》的古文，《九經字樣》正字有「退」、

  「

 

」兩字。 

  4.《干祿字書》夙／ ：「上俗。下正。」 

俗 中正字。 

字分為正、俗、訛，此與顏氏在《干祿字書》分

例來觀察的話，可以做出如［表

-

  《干祿字書》中 字「夙」為《九經字樣》

 

  唐氏將《九經字樣》收錄的

別字級的情況稍微不同，若以兩書共同收錄的字

5 24］的比較： 

     《干》 正字 通字 俗字 

《九》  

正字 躬／、年／ 、

歌／ 、邪、覃、

留、旨、興、禮、

竝、 、喻、售、

、切、逸、狄、

席、雜、若、筋、

牟、京、章、於、

乾、當、看、齎 

貴、並、喻、退 夙 

俗字    

訛字 稽 、 （ ）、

耶、 、 、

、 、、  

、 、  

［表 5-24］  

 

  因其數量頗少而不能輕易斷定某種結論，但從上例發現以下兩點：第一，因

兩書之成書年有一百 可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正字的觀念有

所變化。第二，顏元 承認而容許通俗字，即表明彈性、變通的

正字觀 因《九經字樣》為求訂定經典正字而其正字標準比較嚴格，唐氏將

《干祿 通俗字 訛字，認為不能用 經 中

 

  另外，《九經字樣》中的重文和重文中 氏受到顏元孫之《干

祿字書》中「 之，顏氏認

正字並非唯一，顏氏的這種觀念不能不說是一大創舉。50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九

《干祿字書》與《九經字樣》之字級比較

餘年差距，我們從此

孫的《干祿字書》

。不過

字書》 看成 在 典 。 

「同字」，表示唐

並正」概念的影響。「並正」指兩個以上的正字，換言

為

經字樣》的「同字」，它的觀念與《玉篇》、《干祿字書》二書之間有傳承的關係。

《玉篇》收錄許多「同字」，其中二例的格式如下： 

  朵：「都果切。木上垂。」 ：「同上。」 

：「思口切。老也。與『叟』同。」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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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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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祿字書》收錄一些「並正」字，其中二例的格式如下： 

  岳／嶽：「並正。」 

  禮／ ：「並正。多行上字。」 

  由上述的例子可知，《玉篇》的「同字」為音義相同的異體字，不知其中何

字為正字，《干祿字書》兩個正字都放在字頭，以此表明二字的確皆是正字，但

不知它們的來源和音義。唐氏在《九經字樣》收錄的四個「同字」顯受到《玉篇》、

同字」如下： 

 

《干祿字書》二書的影響，《九經字樣》的四組「

1.「」、「 」、「前」 

  《九經字樣》／ ／前：「三同。上止於舟上，不行而進。中齊斷也。下

文》中「」與「經典相承隸省，以為前後字。」在《說 」二字本非一字，《說

文》（）：「不行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說文》 （前）：「齊斷也。

从刀、聲」，《說文》中「 」本為現在的「剪」，不過「 」常常用作前後的

「前」字，故「前」上再加「刀」寫成「剪」51。 

  就字形演變而言，「前」之古文本非從「舟」，甲骨文「 698）」從凡、（佚

「 （乙 4208）」從用，金文以後訛寫成從「舟」的「」。「前」字經過從篆文

「 （前）」 隸省之後，的 才產生出來的，「止」演變成「」；「舟」演變成「月」，

以下字形表上的字形就為其證。 

 
                              

 佚     後     乙     前     編鐘   兮仲鐘    包山    說文   三體石經

 698 2.28.2  4208   6.35.3        

 

  2.145    小篆 

  前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甲    居延簡甲    武威簡   華山廟碑    石門頌 

小篆       54.43      63          37       有司 6 

［ 5-25］「前」之字形演變 表

 

2.「譙」與

  《九經

 見《 對 的 嬈譊 言焦 若

「誚」：古今字的關係 

字樣》譙／誚：「樵去。二同。今經典相承用下。」 

 透過參 說文》 「譙」 解釋：「 也。从 聲。讀 嚼。 古文

譙，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誚公』」，從此可知「譙」與「誚」二字在於古今

字的關係上

 

，因此唐氏認為二字為同字。 

                                                 
51《集韻‧ 韻》前：「俗作剪。」《字彙‧刀部》前：「即剪也。」段玉裁在「」下注云：「後

人以齊斷之前為後字，又以羽生之翦為前齊字。」（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藝文印書

館，2005 年，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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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諭」與「喻」：偏旁互

 《九經字樣》諭／喻：「二同。上說文。下經典相承。今通用之。」 

言俞聲」，《說文》未收喻，「諭」與「喻」二

經典中「諭」、

戴

語。从口

通 

 

  《說文》諭（諭）：「告也。从

字在《九經字樣》中，是同字，《廣韻‧遇韻》亦言：「喻，同諭」。

「喻」二字通用的例子，如：一、《周禮‧秋官‧大行人》：「諭言語」，《大 禮‧

朝事》諭作喻。二、《儀禮‧士冠禮》：「諭其志也」，《禮記郊‧特牲》諭作喻。 

  《說文》言（言）：「直言曰言，論難曰 聲。」；《說文》口（口）：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言」和「口」兩字「義異或作」52，包括「諭」與「喻」

「嘖」、「

「

二字，「訥」與「吶」、「謮」與 」與「吟」、「謕」與「 」、「 」與

「嘲」皆為義異或作的「偏旁互通」之例。 

 

4.「歌」與「 」：《說文》中或體 

  《九經字樣》歌／ ：「二同。詠也」，《說文》歌（歌）：「 詠也。从欠哥聲。

或从言」，即「 」為「歌」的或體，段玉裁解釋說「歌永言，故从言」，可

從。還可以參考的是，「口」與「言」、「口」與「欠」的偏旁互用例，「口」與「言」

互用者，如：「謨」與「 」、「詠」與「 」、「 」與「唶」等；「口」與「欠」

互用者，如：「嘆」與「歎」、「嘯」與「 」、「呦」與「 」、「噓」 「歔」等，

有可能「言」與「欠」的偏旁互用。《說文》欠

與

（欠）：「張口 悟也。象 从人上

之形」，《說文》言（言）：「直言曰言，論難曰語。从口出 聲」，「欠」和「言」

」為人在張開口打哈欠；「言」為人用舌講話，

 

謂

字樣‧序》和字形解釋中明示他所參考的兩本書，《開元文字

義》和《字統》。 

 《字統》為魏楊承慶在他的祖父陽尼《字釋》的基礎上繼續編撰而完成的字

典，該書共二十卷，流傳於世，但是在後來的流傳過程中亡佚了，如今我們能見

                                                

的古文字形皆與口的動作有關：「欠

兩者可以互用。 

  我們從以上的同字四例中可以看出，處在字頭的四組之二三字皆為正字，即

顏元孫在《干祿字書》所 的「並正字」。而且唐氏以注明對這些四組二三字的

來源、字音或字義，此便為唐氏將《干祿字書》改進的部分。 

 

八 從《開元文字音義》、《字統》 

  唐氏在《九經

音

  《九經字樣‧序》：「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紐四聲，定其

音旨。」《開元文字》指《開元文字音義》二十卷，唐代開元年間，由唐玄宗作

序而撰成的字書。 

 

 
52韓耀隆在《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例》中對於「義異或作」言：「兩個不同之義符，本不可通作；

然因造分別文，雖更換不同之義符，卻未改變本字之義符。」（韓耀隆：《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例》，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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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都是從其它書中的引用部分，如唐代惠琳的《一切經音義》、《藝文類聚》等。

我們在《九經字樣》對「蓋」、「笑」二字的解釋中，亦可見唐氏參考而引用該書

／

的部分： 
  《九經字樣》蓋：「案《字統》公艾翻，苫也，覆也。」 
  《九經字樣》笑 ：「喜也。上案《字統》注云從竹從夨，竹為樂器。」 

為，考察《九經字樣》的正字時，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唐氏如何界定

與非正字之間又

字的比較分析，可見唐氏以「非從某、從某非」的說法來表示非正字的字形，

時以此強調正字的寫法。 

一 形似而不可混用的偏旁之例 

 

 

第三節 「正字」與「非從某、從某非」 

  筆者認

正字？為何有些字被視為正字而有些字則被視為非正字？正字

有何差別？我們透過以下《九經字樣》中十二個「正字」與「非從某、從某非」

之

同

 

（一）「禾」與「」 

  《九經字樣‧木部》 ：「音雞。從尤從 從。音 。木之曲頭，止不

能上也。從禾者非」，唐氏強調言從「禾」的「稽」非正字，而從「」的「 」

才是正字。《說文》 （稽）：「畱止也。从从尤，旨聲」，《說文》（）：「木

曲頭，止不能上也」，《說文》禾（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

王而死。从木，从省。象其穗」，

」與「禾」二字的字義的確不同。 

之

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金

「

  「禾」的甲骨文「 （甲 392）」、金文「 （昌鼎）」、戰國文字「 （晉.

璽彙 4279）」，「 （齊.子禾子釜）」，「 （楚.留 ）」、《說文》篆文「禾」、隸書

「

鍾

（黽池五瑞圖題字）」。根據《古幣文編》，「」的字形有「 」、「 」、《汗

簡》「 」、《說文》篆文「」，「禾」與「」二字的確相似，但有一個明顯的

區別，大致上二字曲頭的方向不同：「禾」向左傾斜，「」則向右傾斜。 

  可惜古文字未見「稽」，但從以下「 」的字形表可知，此字本從「」，後

來隸變的過程中，訛變為「禾」，此字形沿用至今。 

                              

    說文    睡虎地簡  睡虎地簡   老子乙前   銀雀山   武威簡    武威簡 

    篆文      65.2     為吏之道 5    43 上      882      泰射 33   泰射 40 

              

  熹平石經    鮮于璜碑     史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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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稽」之字形演變 

形字。

因此，光看「胡」字，難以看出從「肉」或從「月」。《說文》胡（胡）：「牛頷垂

从肉 ，段注「即牛自頤至頸垂肥者」53，因此字與「肉」有關而歸入

：「牛頷垂也。從月，非從

 

（二）「肉」與「月」 

  「肉」、「月」二字隸變之後，用作偏旁時，基本上沒有區別，變成了同

也。 古聲」

「肉」部。唐氏在《九經字樣》胡 」，「月（肉）」與

「 （月）」分開來，強調「胡」不從「 」，而從「月（肉）」。 

 依據《說文》月（月）：「闕也。大陰之精。象形」，《說文》肉（肉）：「胾肉。

關。其實，「肉」、「月」二字作為單字使用時，在西周金

 

象形」，二字之義並不相

文中的字形，肉作 、 ，月作 、 ，判然有別，絕不相混。但到東周，肉作

，月作 ，開始形混，「肉」與「月」偏旁的形體也相混。54隸變之後《說文》

月部的「朔」、「期」等諸字的偏旁「月」的字形與「肉」偏旁毫無差別，如「熹

平石經」中「 （熹.春秋.襄廿三年）」、「 （熹.詩.氓）」，皆寫成肉的偏旁字形

「月」，從「肉」或從「月」便無法分辨。 

  為了改善「月」與「肉」混為一談的情況，唐氏在《九經字樣》中，將「肉」

與「月」兩字明確地分開來，雖然肉偏旁「月」的字形與「 」極為相似，但中

間兩畫的長短不同，長者「月」為肉；短者「 」為月。 

 肉
                          

  乙   燕.古幣  包山   說文  睡虎地簡  相馬經   居延簡甲   武威簡    唐 

 188     90     255    小篆  10.7      4 下    2547A     有司 10  靈飛經 

胡 
                          

 春秋晉   秦陶   戰國秦   詁 胡忤   說文 春秋事語    禮器碑 唐.顏真卿 

侯馬 92.22  525 瓦  咸陽陶文            小篆     47               八關齋記 

［

                                                

表 5-27］「肉」與「胡」之字形演變 

 

 
53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藝文印書館，2005 年，頁 175。 
54以上的說法參見王慎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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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另外，關於古文字中「月」與「肉」的區別法，劉釗在《古文

字構形學》中舉了三點：第一，加飾筆的與否，如古璽肉字多作「 」，在右上加上一筆作為區

別於「月」的標誌。第二，肉字大都作豎向上的走向，作「 」，而月字則大都作橫向上的走向，

作「 」或「 」。第三，書寫上的不同，即肉字是由四筆寫成，而月字則是由三筆寫成，即肉

字： ，月字： 。（參見劉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年，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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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粹  

 659                玄祕塔碑 

   盂鼎   馬盟書  說文   長安鋗   新釣權  天文雜占  韓仁銘   唐.柳公權

   小篆                         1.4      

［表 5-28］「月」之字形演變 

 

」

  《九經字樣》

（三）「曰」與「日」、「  

：「音骨。從曰。又從日者。音覓。音冒。俗二字皆從日

並非。」如唐氏所言，從曰之「 」與從「日」之「汨」非同一字，看《說文》

治

水也。从水曰聲」；日（日 一。象形」，汨（汨）：

 長沙汨羅淵，屈原所沈之水。从水，冥省聲」，由此可見「曰」與「日」、「汩」

相干。而且唐氏還說不能「日」和「冃」二字混

（

中有關二字的解釋，曰（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汩（汩）：「 

）：「實也。太陽之精不虧。从囗

「

與「汨」二字組在字義上也毫無

為一體，《說文》 ）：「小兒及蠻夷頭衣也。从、二其飾也。」，與「日」

之義相差甚遠，並且看以下「冃」之甲骨文，就象羊角之飾55，與「日」之字形

完全不同。 

  如此的混淆現象，因「曰」、「日」、「冃」三字楷體的相近而產生的。其實隸

變之前，三字的字形截然不同。相反，隸變之後三字的字形變得相當相似，甚至

在熹平石經中二字無法分辨。因此唐氏舉「 」的例子來強調「曰」、「日」、「冃」

不可混用。 

曰 
                      

 後上    前     牆盤   楚帛書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甲後  孔龢碑    熹.易 

 18.9   6.48.5                   小篆    24.27     179                 說卦 

日 
                       

  佚      粹     昌鼎    樂書缶   說文   老子甲    孫子      熹.易 

74  705     小篆  138    20  乾.文言 3                             

冃 
                       

   鐵       前       甲      晉.貨系      說文 

 4.4   1.4    22     4         .6 77  22      小篆 

［表 5-29］「曰」、「日」與「冃」之字形演變 

 

（四）「 」與「耑」 

                                                 
55于省吾：〈釋 〉，《雙劍誃殷契駢枝續編》，頁 40-43。（收錄於《殷契駢枝全編》，藝文印書館，

19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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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字樣》 ：「從立從 。 音 。下象其根。上象物初生之形。 、

、 等字皆 耑 《說文》端（端 直也。从立耑聲」，《說

文》 根也。」由此可見，唐氏根

據《 」三字來加強其理據。 

  從以上《說文

從 省。非從山。」 ）：「

耑（耑）：「 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

說文》，解釋「端」字，且舉「微」、「豈」、「徵

》的解釋和以下「耑」的字形演變可知，「 」本為一個部件，

變之後拆開訛寫成從山從而的「耑」。自從隸變後至唐代，「端」中「山」有時

山形，都很像山字，最後固定寫成山，如今連從歪山形的

那 至

隸

寫成歪山形，有時寫成

寫法也消失，若不仔細考察完全無法知道其字源。既然從「山」的寫法缺乏理據，

為何 今大家都寫成如此呢？筆者認為也許是人們比較注重書寫之方便，即

「 」之形的耑上半部，因以求書寫之方便，而訛寫成「山」。 

  唐氏所舉的「微」、「豈」、「徵」三字，它們亦本非從「山」，《說文》微（微）：

「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連也」；《說文》豈（豈）：「還師振旅樂也。一曰欲也，

登也。从豆，微省聲」；《說文》徵（徵）：「召也。从微省，壬爲徵。行於微而文

達者，即徵之」，可見「豈」、「徵」為從「微」省而成的。不過，不可從唐氏所

言：「 、 、 等字皆從耑省」，看以下「微」的字形演變，很明顯此字非

從「耑」，自然從「微」省聲的「豈」、「徵」也非從「耑」。只是「微」、「豈」、「徵」

三字的《說文》小篆之上半部與《說文》小篆「耑」的上半部字形相同，皆寫成

「 」，但不能說它們皆從耑省。 

耑 

                                

  前       前     義楚耑    王耑   郭.語一    說文  老子甲後 

4.42.1   4.41.7                       98         小篆      378  

端 
                             

  說文   睡虎地簡   孫子    漢印徵    漢印徵  魯峻碑陰  唐柳公權 

  小篆      38       35                     玄祕塔碑 

微 
                           

牆盤  牧師 石鼓文   說文    老子甲   孫子     北海相   武榮碑  唐歐陽詢   

      父簋           小篆      85     109   景君銘     九成宮醴泉銘 

豈 
                       

良  唐顏師古 

   小篆     145     33   封孔羨碑  景君銘  伊闕佛龕碑 等慈寺碑 

   說文  睡虎地簡 縱橫家書    魏     北海相   唐褚遂

徵 
                     

   說文    說文   睡虎地簡  相馬經     相馬經   熹平石經 唐褚遂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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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    小篆    53.20     4 上       26 上  書.堯典  孟法師碑 

［表 5-30］「耑」、「端」、「微」、「豈」、「徵」之字形演變 

 

（五）「 」與「」 

  《九經字樣》 ： 。象「音歷 熟五味氣上出也。非從弓。鬻字從此」，《說文》

（）：「 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依據二書的解釋，「 」

為「熟五味氣上出」之形，故有些學者提出此字的隸定應該寫成「 」，如王筠

曰：「 當作 。說云。氣上出。則 不當在旁」。「鬲」本為古「 」，「鬲」

是器形，「 」是後來「鬲」加「 」而成的。另外，季旭昇在《說文新證》

：「金文『云 』其實就是《說文》的『』旁，而『』字兩旁的『』並不

飪 ，它只是『鬲』字兩邊的筆畫罷了
56

」，筆者認為季氏的

 ，「

是『象孰 五味气上出』

說法亦有道理。 

  無論如何，《說文》弓（弓）：「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禮》六弓：

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矦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說文》（ ）：「彊也。從二弓」 」非字，與「弓」、「」 不同，毫

無關係，故唐氏解釋為「

義

，非從 」，甚確。 

鬻 
 

弓

                        

 樊君鬲    弔夜鼎    弔夜鼎    庚兒鼎     說文     老子甲    縱橫家書 

                                           小篆       131      63 

弓 
                               

前 5.   乙    包山楚簡  石鼓文     說文  武威簡.燕禮   漢印徴    熹平石經.  

.2     26      11           7  137   0           小篆      昭 年       春秋

［表 5-31］「鬻」、「弓」之字形演變 

 

雖為正字但不合字源之例 

（一）「鬭」與「

二 

」

  

 

《九經字樣》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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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文》鬭（ ）：「 遇也。从鬥斲聲。」《九

經字樣》收「鬭」和它的重文「 」，後者雖為正字，但它的理據不夠，因此唐

補充解釋此字的產生原因為「隸省」，原本非從門，而從鬥。 

  依據《九經字樣》與《說文》對「鬥」、「門」的解釋（《說文》鬥（鬥）：「兩

門）：「 聞也。从二戶。象形。」）

兩字的字源截然不同，「鬥」為從二

氏

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說文》門（

和以下字形演變， ；「門」為從二戶。但寫

                                                 
56季旭昇：《說文新證‧上冊》，台北，藝文印書館，2004 年，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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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鬭」字時，為了省簡筆畫，將「鬥」寫成「門」，此現象始見於「 （睡虎地

簡.法 80）」。且亦可見將「 簡寫成「」 （老子甲後 412）」、「 （孫子 104）」、

「 （趙寬碑）」。 

  唐氏所舉的另一個例子「 」字，《說文》鬩（鬩）：「恆訟也。《詩》云：『兄

弟鬩于牆。』从鬥从兒。兒，善訟者也」，原本從鬥，但歷代字書和書籍中都可

見「 」的寫法，《玉篇‧鬥部》 ：「爭訟也，很也」，《廣韻‧錫韻》 ：「鬬

也，恨也，戾也，又相怨也」，周祖謨校勘記：「 ，當作鬩」，《集韻‧陌韻》：「 ，

懼也」，方成珪考正：「案鬩 从門，據《爾雅‧釋言》及《方言》一正。」57 

  總而言之，「 」與「 」皆本非從門，但很多人訛寫成門，因此最後升格

為正字。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甲後     孫子     趙寬碑   唐.國銓    唐 

  小篆       法.80    412       104           善見律    昭仁寺碑 

［表 5-32］「鬭」之字形演變 

 

門 
                

 甲    昌鼎     說文   睡虎地簡   縱橫家書  熹平石經  唐顏真卿 

 840         小篆      20.197     238   公羊.宣六年 多寶塔碑 

鬥 
                

 甲      乙    粹    父丁卣    說文     

 115   698  1324 篆 7  8         小

［表 5-33］「門」、「鬥」之字形演變 

 

（二）「 」與「話」 

  《九經字樣》 ／話 「善言也。上說文從。： 音滑。非從 ，下隸省」， 

《說文》話（話）：「合會善言也。从言聲。《傳》曰：『告之話言』。 籀文 ，

从會」，楊樹達先生在《積微居小學述林》中言：「 字義為會合善言，故籀文字

从會作 ，字受義於會也。字又作 从者。會音近，古音同在月部，借為

會也。」「 」字經過隸變之後，其偏旁「」隸變成「 」，以「」為偏旁的

括（括）」、「刮（刮）」、「活（活）」亦是如此。《說文》（）：「塞口也。从「

口，氒省聲。 古文从甘」，《說文》舌（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

从口，干亦聲」，「」與「 」雖義不同，但隸變後，為求簡便， 某些生僻的把

                                                 
57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 7 冊》，四川，湖北辭書出版社，1988 年，頁

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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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筆畫較多的偏旁，改成形狀相近，筆畫較少，又比較常見的偏旁。58 

  再者，「 」俗寫成「舌」，唐氏在《九經字樣》中也解釋過， ／舌：「在

口所以言， 干從口。上說文。下俗字」，漢代隸書中已經寫為從「舌」，如「從

（晉孫夫人碑）」、「 （魏上尊號奏）」。 

  綜合「話」的字形演變，話的籀文「 」中「會」聲符替換為「 」，接著

「 」隸變成「 」，最後「 」俗化成「話」，「話」一字便是如此而成的。

在這三段變化中，唐氏特地指出從「 」隸變成「 」的部分，話字本非從「 」，

不過因從「 」的寫法已經廣泛使用，而成為正字。 

 

（三）「笑」與「 」 

  《九經字樣》笑／ ：「喜也。上案《字統》注云從竹從夭，竹為樂器。君

子樂然後笑。下經典相承。字義 非從犬。」商、西周古文字材料中不見「笑」，

因此至今尚未對此字的定說，先參考以下歷代字書中記載： 

  《玉篇》

本

：「私召切。喜也。亦作 。」 

  《干祿字書》 ／ ：「上通。下正。」 

  《五經文字》 ：「喜也。從竹下犬。」 

。」59 

始先笑後

徐注《說文》笑（笑）：「此字本闕。臣鉉等案孫愐《唐韻》引《說文》云，

喜也。从竹从犬，而不述其義。今俗皆从犬。又案李陽冰刊定《說文》，从

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

段注《說文》笑下云：「唐玄度《九經字樣》 。引楊承慶《字統》

笑。《字統》每與《說文》乖異。

夭形聲。唐氏從之。李陽冰遂云

異說云從竹從夭。竹為樂器。君子樂然後

見玄應書。蓋楊氏求从犬之故不得。是用改

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自後徐楚金缺此篆。鼎臣竟改《說文》 作笑，

而《集韻》、《類篇》乃有笑無 。宋以後經籍無 字矣。今以顧野王、孫愐、

顏元孫、張參為據。復其正始。或問曰。從犬可得其說乎。曰从竹之義且不

則敢妄言。況从犬乎。聞疑載疑可也。假云必不宜從犬。 哭又何以从犬乎。

哭之獄省聲乃亦強作解事者為之也。詳哭下。私妙切。二部。又按宋初《說

文》本無 。鉉增之。十九文之一也。孫愐但从竹从犬。其本在竹部，抑在

犬部。鉉不能知。姑綴於竹末。今依之。恐有未協。準哭从犬求之。笑或本

在犬部。而从竹部之字之省聲。未可知也。」 

依據段注《說文》，「笑」的寫法始見於《九經字樣》60，唐氏將「笑、

  

  」

看成正字。如以上所列，在《九經字樣》以先撰編的《玉篇》、《干祿字書》

《五經文字》皆未收「笑」。《九經字樣》問世後，鼎臣竟改《說文》

兩字

以及 作笑，

                                                 
2006 845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北京，商務印書館， 年，頁 。 

59《說文》失載其篆文，宋初《說文》本無 ，後來徐鉉增之。 
承慶已經提出了「笑」的寫

《九經字樣》。 

60從《九經字樣》中「笑」的內容可知，唐氏之前《字統》的撰者楊

法，因為《字統》清代已失，所以段玉裁言「笑」的寫法始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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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集韻》與《類篇》乃有笑無 ，到了宋代以後在經籍中無 字，因此我們現

在只用「笑」的寫法。 

  唐氏雖然將「笑、 」兩字訂定正字，不過從「字義本非從犬」一句可知，

他贊同楊承慶在《字統》所言的看法。唐朝李陽冰亦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

之笑」，楊李二人的解釋有所不同 但皆主張「笑」字本從「夭」。不過，近人曾

憲通在《長沙楚帛書文字

，

編》中云：「笑在先秦至兩漢有 、笑兩種寫法，楚帛

書作 ，秦簡馬王堆帛書《老子》作 ，《縱橫家書》作 ，臨沂漢墓竹書《孫

子》佚文作 ，皆从艸从犬。戰國至秦漢从艸从竹往往易混，如楚簡 又作芙……」
61，由此可見，如今可見的最早「笑」之字形，楚帛書中「 」與《郭店楚墓竹

簡‧老子乙篇》中「 （老乙.9）」皆從「犬」。 

  根據以上的觀察，從古至今不少學者要究明「笑」一字的字源，但尚未定說。

唐玄度在《九經字樣》中，從《字統》中楊承慶的見解，否定前輩學者的學說，

主張「笑」字非從「犬」。不過曾憲通舉出的「笑」之戰國楚文字足證笑本犬，

故筆者認為唐氏的見解有誤。 

                             

  楚帛書    郭.老乙    說文      古地圖      老子乙       孫子        熹.      

   129        9        小篆                  178 下       186      易.萃     

      

 居延簡   隋.智永 

           真草千字文 

［表 5-34］「笑」之字形演變 

 

（四）「 」與「要」 

  《九經字樣》 ／要：「音 。身中也。象人 自之形。上說文。下隸變。

本非從女。」唐氏只依據 」字的字源，但他所講

「本非從女」，恐怕解釋得不正確。 

「 ，徐注和段注的解釋不同，徐注《說文》

《說文》正篆的字形來說明「要

的

  關於 要」的字形 ：「身中也。

。象人要自之形。从，交省聲 ：古文要。」 注《說文》贊同《九經字樣》

言：「按各本篆作

段

。從下有交省聲三字。淺人所妄改也。今依《玉篇》、《九

經字樣》訂。顧氏、唐氏所據《說文》未誤也……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

。而自持之。故從。必從者。象形猶未顯。人多護惜其 故也。今人變

為要。以為要約間要字。」在歷代《說文》版本中，篆文字形有兩種，一是「 」，

另一是「 」，筆者認為這兩者都令人存疑。因為在《說文》小篆前後的字形中，

都可見「女」字，只有《說文》小篆未從「女」。可以說，兩個《說文》篆文「 、

」是訛變寫成的，但後期字形沒有受到影響。總而言之，唐氏依《說文》篆文

                                                 
61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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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來說明「本非從女」，此不可從。從以下字形表中可見，「要」字從金文直至

文，皆從「女」，只是上半部的字形從「」演變成「」而已。 今

                     

是要簋

  

          

 長陵盉  說文     說文    馬王堆  老子甲後   孫子    居延簡     曹全碑    石門頌 

      古文  小篆 1              452       53 

 

          說文

                       小篆 2 

 

［表 5-35］「要」之字形演變 

 

三 從字形上難以 出看 其字源之例 

是烏鳥字。象形。古文作

（一）「於」 

  《九經字樣》於：「本 。篆文作 。隸變作於。本

非從。作 者訛。」「於 ）：「孝鳥也。象形。孔

曰：『烏，僳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凡烏之屬皆从烏。

」本為「烏」，《說文》烏（烏

子 古文烏，

象形。 象古文烏省。」隸變後的字形「於」是從烏之古文「 」省寫的「 」，

「」部的它字比較字形演變，則

非從「」。換言之，雖然「施」、「游」與「於」在《九經字樣》

「

因此唐氏說「本非從」可從。若與《說文》

可知「於」本

中皆歸入「」部，但「施」、「游」與「於」兩者的字源不同： 施」、「游」從

「」62，「於」從「 」隸變的。 

於 
                

 毛公 鼎  鎛  楚帛書  說文 相馬經   北海  孔庙碑   唐顏真卿 

                   6 上  相景君銘          李元靖碑 

施 
                  

  

  小篆  54.45      

說文   睡虎地簡     相馬經     武威簡      華山廟碑    唐.褚遂良 

   40 上     泰射 98                  雁塔聖教序 

游 
                           

  鐵    仲斿父鼎   石鼓文   三體石經     說文     說文  睡虎地簡 

                                                 
62《說文》（）：「旌旗之游蹇之從屮曲而不垂相出入也。讀若偃。古人名字子游。

凡之屬皆从。 古文字象形及象旌旗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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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逸  13.1                      古文     小篆

              

  流沙簡     子游殘碑   堂谿典嵩山   唐.顏師古 

    28.4      小學 1.1     石闕銘     等慈寺碑 

［表 、「施」

 

（二

  九經字 》

5-36］「於」 、「游」之字形演變 

）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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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朋」的字形，在王國維的「說

朋」 為「貝玉相連之形」，如「和郭沫若的「釋朋」中，將「朋」的古文皆解釋 」

（後 2.8.5）、「 」（甲 777）、「 」（中乍且癸鼎）等，唐氏言「非從 」，可從此

說。 

／」 

：

呂之臣，故封呂矦」，段氏亦言：「象顆顆相承。中象其系聯也。」 

以簡單地整理出如下： 

 

（三）「呂

  《九經字樣》呂／ 「象脊形。上說文。下隸省。巳前並象形。非從囗。

亦非從口。以類相從見於此部。」「呂」的字形看似從二「口」或二「囗」，其實

並非如此，只是隸變之後因筆畫變化的關係而容易讓人誤會而已，唐氏在《九經

字樣》中提到這種世人誤認的情況。《說文》呂（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

爲禹心

 

  以上的內容可

  1．形似而不可混用的偏旁之例 

  （例一） ：「從禾者非。」 

  （例二）胡：「非從 。」 

  （例三）汩：「從日非。」 

  （例四） ：「非從弓。」 

  （例五） ：「非從山。」 

 

  2．雖為正字但不合字源之例 

  （例一）鬭／ ：「非從門。」 

  （例二） ／話：「非從 。」 

  （例三）笑／ ：「本非從犬。」 

  （例四） ／要：「本非從女。」 

 3．從字形上難以看出其字源之例 

 

 

 

  （例一）「於」：「本非從。」

  （例二）「 ／ 」：「非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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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三）「 ／」：「非從囗。亦呂 非從口。」 

、從某非」的例子，可知某個字的偏旁

寫成另一個形近的偏旁或訛寫成不可理解的符號時，會失去造字的原意，也令

而久之可能會變成公認的正字。唐氏注

中介紹，也解釋正字的字源和造字原意。 

文字》、《玉篇》、《干祿字書》等書之間同異之處，以探索《九經字樣》正字的

流，還觀察十二個「正字」與「非從某、從某非」的例子。由於《九經字樣》

，筆者

能夠歸納出一些

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錄為《新加九經字樣》

壹卷。 

如上所述，唐氏依「商較是非，其取適中」的方法來訂定正字，那他除了《說文》

， ，其取適中」呢？透過《九經字樣》與當時

氏撰編《九經字樣》時參考的材料，即為《五

義》。另外，尚

未能

有名

定正字的標準。 

 

  藉由觀察十二個「正字」與「非從某

訛

人難以看出其字源。不過，那樣的寫法久

意觀察這種現象，然後在《九經字樣》

 

 

第四節 《九經字樣》訂定正字之原則、特徵 

                  以及合理性與否 

  以上比較分析《九經字樣》與《說文》、「石經」、《字林》、《經典釋文》、《五

經

源

和上述的文字材料之間重複的字數不多，而且有些字書留傳的內容非原貌

雖然對《九經字樣》的正字之原則無法做全面性的探討，但還是

內容，大致分為以下五點： 

 

一 唐玄度訂定正字原則 

（一）訂定正字的方法和參考材料 

  關於唐氏訂定正字的方法從《九經字樣‧牒文》中窺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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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還參考哪些材料來「商較是非

存在的各種字書之比較，筆者推論唐

經文字》、「石經」、《玉篇》、《字林》、《字統》以及《開元文字音

確定《干祿字書》是否也被納入參考，雖然該書非官方之著作，但它是唐代

的字書，筆者認為唐氏很有可能參考該書「商較是非，其取適中」，考慮訂

 

（二）《九經字樣》強調正確的字樣 

  文字規範化、正字使用的最大障礙就是「缺乏辨似觀念」、「誤認字源」。漢

字有許多形近的字，因此不小心就會寫錯字，這種現象常會看到。唐氏為了改善

容易導致混用的情況，在《九經字樣》中介紹了「正字」與「非從某、從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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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例63，以明確區分「易混字」，明示「字源」，此有助於讀者了解正確的字樣。 

 

（三）改正前代文字材料中誤定的正字 

文字》皆屬於經典文字材料，但唐氏發現

四）以文字字形演變為訂定正字之依據 

法」或「字音相同或相近的通假字」，

訂

正字時很重視文字字形的演變。 

」有兩派，

字體為正，隸書以後為

乳、演變之原則，以變通的態度 

從《說文》，但從《九經字樣‧牒文》和有

字例中可見該書屬於「時宜派」的面目。顏元孫在《干祿字書‧序》中言：「若

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唐氏也同意顏氏對文字

《說文》訂定正字，但非總拘泥於《說文》，如《說文》中「鬪」

  「熹平石經」、「正始石經」、《五經

正字標準嚴格的經典文字中也有錯誤，因此他在《九經字樣》中，果斷地改正這

些錯誤。上述的「熹平石經」、「正始石經」、《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之間字

形不合者、對字形的解釋不合者都是唐氏重新訂定經典正字所造成的結果。 

 

（

  《九經字樣》的重文指「正字的兩種寫

其中大部分的重文由「隸變」、「隸省」的字形演變而來的，例如： 

  ／差：「貳也。不相值也。上說文。下隸省。」 

  ／莫：「上說文。下經典相承隸變。」 

  許慎《說文》正篆的隸定字和唐代使用的楷字皆歸入正字中，由此可見他

定

 

（五）以變通的態度訂定正字 

  曾榮汾在《字樣學研究》一文中指出，歷來學者對「正字之選擇

即「說文派」與「時宜派」。「說文派」主張以小篆以前之

俗。「時宜派」並非墨守《說文》而忽視文字孳

選擇正字。64 

  雖然《九經字樣》的泰半正字都

些

總據《說文》便下筆多礙。當去

變通的看法，從上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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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見，唐氏認知文字具有歷

史性，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字的字樣也會改變。因此唐氏雖然在《九經字樣》

的大部分字根據

字從鬥而非從門，不過唐氏還是將「 ／ 」二字均歸入正字中，唐氏知道「 」

隸變之後，在經典中實際使用上多用「 」，故他認為二字都是正字，「 ／話」

亦是如此。舉另一個例子，《九經字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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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明明指出「雍」為俗字，但此字

有其特殊的用法，就是用在地名，而且在經典中沿用已久，故還是將它歸入正字，

我們從此就可看出唐氏對正字標準的變通。 

  唐氏對訂定正字抱有變通的態度亦可見於《九經字樣》的「重文」和「同字」

中。他充分地考慮到了當時在社會上經典文字的使用情況，然後認知到實際上以

                                                 
63參見本章第三節，頁 155-164。 
64曾榮汾：《字樣學研究》，台北，學生書局，頁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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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字的標準來訂定正字是不可能的，因此《九經字樣》的正字包括「重文」

與「同字」了，並非只有一個字體的正字。 

   

二 《九經字樣》正字之特徵 

  《九經字樣》為經典正字字書，因此《九經字樣》正字的最大特徵為其用字

之嚴格，此足見於《九經字樣》「蓋」字的解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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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認為雖然一個字的某種

寫法是社會上常用的字，但若它是訛俗字則不能用在經典中。經典用字如此嚴格

的特徵自然影響到唐氏訂定經典正字時的態度，此表現在《九經字樣》的

正字中。 

尤其是以上《九經字樣》與《干祿字書》二書的比較，顯現出《九經字樣》

而保守

  

正字標準相當嚴格而保守。《干祿字書》依憑當時社會用字的實際情況來區分字

級，但《九經字樣》依據經典用字的使用情況來區分字級，因此《九經字樣》中

有些訛字《干祿字書》中則歸於通字。 

  再者，《九經字樣》與《群書新定字樣》二書最明顯的區別為對「正字」標

準的嚴格程度。「」、「 」、「龕」、「 」在《九經字樣》中，屬於訛字，但在

《群書新定字樣》中定為「相承用字」，甚至將「 」看成正字「興」的同字，

如下： 

1.《九經字樣》效：「作者訛。」 

 《群新字》 致也。放也。功也。 相承用為功效字。 

2.《九經字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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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新字》 正 相承用，音 （護）。 

3.《九經字樣》 ：「龍也。從龍從今聲。作龕訛。」 

 《群新字》 正 相承用。 

》4.《九經字樣 ／鄰：「五家為鄰。上說文。下隸省。作 者訛。」 

 《群新字》 正 相承用。 

5.《九經字樣》興：「起也。上從同從。音輂。象兩手下從 。 音邛。 

 亦是兩手謂眾手同力能興起也。今或作        、 皆訛。」 

 《群新字》  二同。 

   

  總而言之，我們可見收錄經典正字的《九經字樣》，它的正字標準相當保守

嚴格。 

 

三 《九經字樣》訂定正字合理性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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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九經字樣》作為一本經典正字字書，它的正字標準相當嚴格而

但有些正字的理據不妥，令人質疑為何那些字歸於正字。筆者以下指出幾

 第一，符號性濃厚的篆文字形不太妥當被歸入正字中。六朝時代使用的漢字

字體和字形頗為混亂，到了唐朝，楷書才達到了成熟的階段，也一定程度上有了

，而且為了解釋隸變前後

，並且實際上不常用，如「

保守，

點： 

 

 

規範化的作用。因為唐氏很多正字的理據依從《說文》

的字形變化，定《說文》正篆的隸定字為正字。不過這樣的用意反而讓讀者難記

正字字形，因為那些《說文》中篆文一般比另一個楷字重文複雜，其符號性也相

當濃厚 」、「 」等。 

 

  第二，唐氏在《九經字樣》「蓋」字的解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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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訛俗字不能用在經典中，

不過從以下幾個例子中可見，這樣的正字原則存在矛盾： 

  ／舌：「在口所以言。從干從口。上說文。下俗字。」 

  ／躬：「身也。說文云下俗。今經典通用之。」 

  ／ ：「斗去。上說文從二 。 音 。象兩士戟 相對兵仗在後之形。下隸 

     省。非從門。 字同。」 

依唐氏所言「舌」、「躬」為俗字，而且他說明「 」字本非從門，是一種訛字，

但還是將它們歸入正字。 

  還有，筆者認為在《九經字樣》所收的正字當中，「揔」、「 」、「 ／ 」

三字歸入正字明顯不妥，以下逐一說明： 

1.「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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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注：「今俗作『摠』，非是」，段注：「俗作『揔』，又 作 」。 

」字和從「」、從「兇」之字〉一文中解釋過。

「總」的古文字形現在未見，不過對於「總」的偏旁「」的古文字字形，裘錫

圭在〈釋古文字中的有些「

依據該文，「 （上.博 11）」、「 （上.博 13）」、「 （上.博 27）」皆為從「」

的「送」之異構字，其字形像「鬯」，但上部有 、 、 三種寫法，下部有

從 、從 （此與古文字心字的演變情況相合），根據上舉的三字「 （荊門左

冢楚墓Ｍ3）」亦可視為「」。65 

  看從「總」至「揔」字形變化，聲符「」因草書楷化的影響而省為「怱」
66，義符「糸」67換寫成「扌」，其字形變化相當大。元代李文仲在《字鑑》中云：

                                                 
65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字和從「」、從「兇」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第二輯》，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12。 
66關 「怱」 字形解釋，還可參見李增杰輯注《字林考逸續補》：「怱，多務也。」字頭和釋義於 的

輯自宋信瑞《淨土三部經音義集》第二卷。該書引《切韻》云：「，說文『多遽也』；《字

林》作「怱」，多務也。」按：『』與『怱』實同一字。清徐灝《說文解字注箋》：「」，古「聰」

字；隸省作「怱」。「怱（）」的本義既不是「多遽也」，也不是「多務也」，而是當聰明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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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作 、揔，非是。」明代梅膺祚在《字彙》中云：「 ，俗總字」，焦竑亦在

《俗書刊誤》中言：「總，俗作 非。」清代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錄》中提到：

「唐石經俗體字，如，雝作雍（詩）……總作揔（春秋傳）。
68

」從以上眾說可見，

「揔」、「 」二字皆為「總」之俗字，在敦煌文件中常見如此的寫法，如：「 （S1086

《兔園策府》）」、「 （ 96《雙恩記》）」。 

  因為就像唐氏在《九經字樣》所講，「揔」的寫法經典中相承通用，並且從

以下「總」的字形表中可見，從後漢的草書中如，「 （張芝.淳化閣帖）」已經

可見「揔」的字形， 以後「總」之楷書常常隋 寫成從「扌」，故唐玄度訂定「揔」

為正字。 

                   

 說文   睡虎地簡  老子乙前    武威簡     武威簡     樊敏碑     後漢.張芝 

篆    12.5 8 上   服傳 7  服傳 7 淳化閣帖

 

 小 4   4               

                             

 東晉.王羲之  隋.丁道護    唐.褚遂良   唐.顏師古  唐.王知敬   唐.顏真卿  

  等慈寺碑   衛景武公碑  郭家廟碑   集字聖教序   啟法寺碑     伊闕佛龕碑 

［表 5-37］「總」之字形演變 

2.「 」 

  《九經字樣》 ：「儉平。從黑從今聲。黑說文作。象火煙上出也。」「黔」

為由黑、今兩個偏旁構成 寫在今字下面，故筆者

唐 「

的字，不可將黑的部分字形兩點

認為 氏將 」歸入正字，不太合理。從清代熊文登的《字辨》中可見相似之

例，如默：「从黑从犬。吠則喧犬在黑暗處無聲則默，會意。俗作 。」從此可

見，「 」之字形的確有誤。 

3.「 ／ 」 

  《九經字樣》 ／ ：「二義同用。音宿。」《說文》未收「 」、「 」二字，

而收錄「摍」，《說文》摍（摍）：「蹴引也。从手宿聲。」《集韻‧屋部》摍：「或

書作 」，可見「 」為「摍」之偏旁易位俗字。並且，《龍龕手鑑》載「 」字，

乃「 」之訛69。再加上，《九經字樣》所收的正字「 ／ 」，皆從白，而非從

百，這二字的確不太適合歸入正字中。 

                                                                                                                                            
張舜徽《說文解字約注》：「『』字從『囪』，故有空義。人之心空謂之，猶菜之空謂之也。

湖湘間稱人之聰明者為心空，亦即此意。」《漢書‧郊祀志》：「怱明上通」顏師古注：「『怱』與

『聰』同。」『怱（）』的本義既然當聰明講，所以本書改系於心部（許慎置「」於囪部）。

至於《字林》對「怱」的解釋雖不同於《說文》，但也與之緊密相關，因為舉動匆匆正由於多務

而事繁。（李增杰輯注：《字林考逸續補》，1989 年，頁 85） 
67段玉裁「總」下注云：「謂聚而縛之也，有散意，系以束之。」（段玉裁注《說文解字》，台

68 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 年，頁 。

北，藝文印書館，2005 年，頁 653）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錄》，南 2000 61  

69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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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篆字形訂定正字，但實際上其字形不符合《說文》

者 適 入正字。如，「

  第 ，依據《說文》的正

正篆 不 合歸 」、「 」、「 」、「 」、「 」、「 」、「 」，

為它們的正字字形應 「 」、「禮」、「絢」、「戺」、「夙」、「 」、 畏」。 

  

  第四，若正字的定義為規範程度比較高的字，從這樣的角度來看，以下兩字

恐怕不能歸入正字。 

  

「

：「音牆。《左傳》：『 咎如』，相承作此。 字書無文。」 

  ：「音俊，與餕同。見《儀禮》。」 

唐氏解釋「 」字書無文，雖然此字的異體字可見於東漢碑石中，如「 （史

晨碑）」、「 （曹全碑） 但到了宋朝才可見於《集韻‧陽韻》：「」， ， 。 咎

赤狄別種，或省」，此表示「如， 」的字形規範化程度不高，不如把「廧」、「 」

其中一字定為正字。「 」可見於《儀禮‧特牲饋食禮》：「祝命嘗食， 者舉奠

許諾」鄭玄注：「古文 ，皆作餕」；清毛奇齡《辨定祭禮通俗譜》卷四：「 即

餕，謂食祭之餘饌也。」70「 」的異體字「餕」見於徐注《說文》新附的：「餕，

食之餘也。从食聲。」「餕」比起「 」還規範化，將「餕」定為正字比較妥

當。 

 

  第五，唐氏誤認不同的二字為一字，還把它歸入正字。如「 」與「 」： 

  ／ ：「音 。懸鼓也。上說文。下經典相承。」 

  「 」與「 」二字字形有比較大的差別，「申」、「柬」的偏旁位置不同，

還有「柬」訛寫成「東」子，根據《說文》和《集韻》，二字非一字。《說文》

（朄）：「擊小鼓引樂聲也。从柬聲」， 集韻‧東韻》《 ：「鼓聲遠聞」，並且二

字的字音不同，「 」在《集韻》屬於「以忍切，真部」，「 」在《集韻》屬於

他東切，平東透。」 「

                                                 
70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五冊》，四川，湖北辭書出版社，1988 年，頁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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