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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楊樹達為我國文字訓詁名家，考釋文字、訓詁融會經史，時有創見。然

因受時代侷限與釋字理論謬誤之影響，楊氏考釋文字仍有若干可商榷之處。

筆者嘗撰〈楊樹達文字訓詁商榷〉一文，具體討論楊氏文字訓詁之失。今再

舉楊氏文字訓詁有誤之例六則，提出可商榷之意見；同時探析楊氏考釋文字

時所運用之釋字理論，並舉證楊氏考釋文字所以謬誤，實因其釋字理論有所

誤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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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楊樹達為我國近代以來傑出之訓詁學者，於文字、語言、訓詁各方面均有

所涉獵，用力甚深，貢獻卓著。其中考釋文字一端，以西方語言學中之語源學

概念延伸，考釋文字力求語源，可謂用力頗深，因而時有創見。然而，楊氏眾

多文字考釋之中仍有若干可議之處，大體而言，楊氏考釋文字之法，偏重因聲

衍義，未能由文字之形、音、義多方探究，時有穿鑿臆斷，望文生義之遺憾，

為其考釋文字最大盲點。而楊氏考釋文字所以如此，究其緣由，問題乃在楊氏

本身賴以釋字之理論有所缺陷所致，以有缺陷之文字理論作為釋字標準，勢必

影響其結論之客觀性。筆者於 2014 上半年嘗發表〈楊樹達文字訓詁商榷〉一

文，舉十一例討論楊氏文字訓解之誤，今則再就六例提出商榷意見，並將楊氏

奉為標準之釋字理論一併提出，以實例見其釋字失誤，以理論商榷證其失誤來

自於不完善之釋字理論，冀以一窺楊氏文字訓解失誤之全貌，就教於方家。 

二、楊樹達釋字理論概要 

楊樹達精於訓詁考據，其於文字、語言、文獻各方均有涉獵，其中考釋文

字一端，可謂用力頗深，時有創見。楊氏早年留學日本深，受西方語言學影響，

自謂考釋文字之本乃由歐洲語源學 Etymology 而來：「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

是受了歐洲文字語言學 Etymology 的影響的。少年時代留學日本，學外國文字，

知道他們有所謂的語源學。偶然翻撿他們的大字典，每一個字，語源都說得明

明白白，心竊羨之。因此我後來治文字學，盡量的尋找語源。」 由此可知，

楊氏考釋文字乃重在文字音、義關係之探討，以聲訓之方法考索文字語源為主

要目的。 

楊氏考釋文字作品主要見於《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與《積微居小學述林》

二書之中，共收釋字文章 180 餘篇，且大多為形聲字聲符語源之考釋與探索，

除可見楊氏探求漢字語源之用心，亦可從其中窺探楊氏以文字聲訓與傳世文獻

比對之方法探文字語源，觀點與方法均較清儒進步，故能取得超越前人之成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9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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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然而，儘管楊氏取得優於前人之研究成果，但其考釋文字之法，仍以漢儒

聲訓為主，偏於因聲求義一端，未能由形、音、義多方考察，因此考釋文字仍

未能盡是，為其遺憾之處。本文擬對楊氏《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與《積微居

小學述林》二書所釋文字加以檢驗，探其然否，擬先述楊氏釋字理論於前，復

取其所釋文字加以檢驗、商榷，最後討論楊氏釋字之侷限與理論缺失。本節所

欲討論者，即為楊氏賴以釋字之「形聲字聲中有義」、「造字時有通借」、「字

義同緣於語源同」等理論  ，分述於下： 

（一）「形聲字聲中有義」 

楊氏訓解文字之目的在求語源，故楊氏訓解文字賴以因聲求義之聲訓，故

其考釋文字多以形聲字為對象，而「形聲字聲中有義」則為其理論依據。楊氏

嘗謂： 

自清儒王懷祖、郝蘭皋諸人盛倡聲近則義近之說，於是近世黃承吉、劉師培

後先發揮形聲字義實寓於聲，其說亦既圓滿不漏矣。蓋文字根於言語，言語

託於聲音，言語在文字之先，文字第是語音之徽號。以我國文字言之，形聲

字居全字數十分之九，為形聲字義但寓於形而不在聲，是直謂中國文字離語

言而獨立也。  

依楊氏所言，可知「形聲字聲中有義」即以形聲字聲符兼義之理出發，企圖繫連、

探究形聲字聲符與語源之關係，楊氏於〈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一文舉出九例，如：

「聲、雚聲字多含曲義」、「燕聲、宴聲字多含白義」、「曾聲字多含重義、加義、

高義」、「赤聲、者聲、朱聲、叚聲字多含赤義」、「旅聲、呂聲、盧聲字多含連立之

義」、「并聲字多含並列之義」、「重聲、竹聲、農聲字多含厚義」、「取聲、奏聲、悤

聲字多含會聚之義」 ，每例之下再繫聯多字，以示讀者「形聲字聲中有義」之理，

並言： 

觀上方九例，吾國語言義逐聲生之故，學者蓋可以豁然明白矣。字義既緣聲

                                                 
   楊氏考釋文字均以此三理論為基礎開展，此三則釋字理論均為前人理論之延伸與發揚，然其中多有矛盾與侷限。

本節僅針對其釋字理論作簡要介紹，對其釋字論之侷限與缺失將於本章第三節詳細探討，此節除行文必要，便

不再針對楊氏釋字理論之侷限與缺失多做探討。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9 月），頁 60。 
   同上註，頁 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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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則凡同義之字或義近之字，析其聲類，往往得相同或相近之義，亦自

然之結果也。  

既然「字之義得諸字之聲」，則凡形聲字聲符所示之亦必然相同或相近。由此可知楊

氏所謂「形聲字聲中有義」，即段玉裁所謂「凡從某聲皆有某義」之承繼與發揚，楊

氏乃企圖以此法因聲求義，繫聯形聲字聲符，欲探得聲符最初之語源，以探究文字

原初之義，故楊氏除〈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中所舉九例之外，於個別文字考釋亦

多所發揮，如〈釋贈〉言：「則皮字固有加義。皮有加義，貱从皮聲，亦有加義」、「曾

有益義，故从曾聲之字多含加益之義，不惟贈字為然也。」〈釋雌雄〉言：「今按此聲

字多含小義」、「按厷聲字多含大義」、「按叚聲字亦多含大義」、「按分聲字亦多含大

義」、「吳聲亦多含大義」、「按取聲、聚聲及音近之字多含小義。」〈釋覒〉言：「按毛

聲之字多含選擇之義。」 〈釋姊〉言：「按古次聲字多含次比之義。」〈釋虹〉言：「凡

从工聲之字，皆有橫而長之義。」〈釋卩〉言：「凡聲字皆含曲義，字从卩从而訓

為厀曲，此制字時卩即厀之明證也。」〈釋甬〉言：「鐘形狹而長，甬字象之，故凡甬

聲之字，其物多具狹長之形。」 經由以上字例，可見楊氏「形聲字聲中有義」理論，

考釋文字力求由形聲字聲符考證文字初義，探索語源，可謂煞費苦心，加之其觀點

較前人先進，又因考據方法進步，文字材料較豐富等優勢，所論大多有充足例證，

成果較前人詳實，故獲得超越前人之成就。 

經由「形聲字聲中有義」對形聲字聲符之探討其語源之推求，不僅可探知

文字原初之義，有助解決訓詁工作之疑難，同時亦能將紛雜之形聲字聲符系統

加以歸納，而有以簡馭繁之功。然而，儘管「凡從某聲皆有某義」之理論於形

聲字聲符研究有莫大助益，吾人仍必須留心文字發展過程中，形聲字聲符偶有

不兼義之情況，不可毫無節制將「形聲字聲中有義」之理論無限擴大，影響聲

訓理論之客觀性與科學性。楊氏於「形聲字聲中有義」理論多所發揮，然時而

對形聲字聲符過於深求，從而忽略形聲字聲符亦有不兼義者，而此種「無一字

無來處」之態度，則往往降低研究成果之可信度，反對訓詁造成阻礙與侷限，

為其遺憾之處。總而言之，楊氏經由「形聲字聲中有義」理論，針對形聲字聲

                                                 
   同上註，頁 76。 
   以上字例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5-6、47-49、128。 
   以上字例見《積微居小學述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90 月），頁 9、46、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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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兼義之功能推求字義、探詢語源，實為對清儒訓詁聲訓之妙法之承繼與發

揚，然使用此法仍須留意形聲字聲符不兼義之情形，以避免誤訓。 

（二）造字時有通借   

「造字時有通借」為楊氏由「形聲字聲中有義」延伸而出之理論，其〈造

字時有通借證〉一文曰：  

六書有假借，許君舉令、長二字為例，此治小學者盡人所知也。然此類實是

義訓之引伸，非真正之通假，且以號令年長之義為縣令、縣長，乃欲避造字

之勞，以假借為造字條例之一，又名實相舛矣。余研尋文字，加之剖析，知

文字造作之始實有假借之條。  

依楊氏所言，可知所謂「造字時有通借」，乃基於「形聲字聲中有義」之理，延伸探

討形聲字聲符於造字時即已假借之理，企圖以「造字時有通借」解釋文字本義，並

以「聲符假借」之法解決形聲字聲符有不兼義之情況，並藉以探求文字語源。楊氏

於〈造字時有通借證〉中共舉六十餘例，其例如「若」，楊氏云：「按右為手口相助，

不得訓手，而許云右手者，字借右為又也。〈三篇下〉又部云：『又，手也，象形。』

右與又音同，故借右為又耳。」又「義」楊氏云：「按字从我，故訓己，羊與威儀不

相涉，而字從羊者，羊為像之借字也。」 ；「胑」，楊氏云：「或做肢。按肢從支者，

人之手足如樹木之有枝，故以从支表其義，从支猶从枝也。若胑之从只第以只與枝

音同，借其字書之耳。」又「犗」，楊氏云：「按此牡牛割勢使不能生殖者，字从害聲，

害蓋假為割，謂於體中有所割去也。割从害聲，害、割古音同，故假害為割矣。」又

「靬」，楊氏云：「按義為乾革而字从干，明借干為乾也。干與乾古音同隸寒部見母，

二字同音，故得相借也。」 經由上舉諸例，可見楊氏釋字採「造字時有通借」一論

之目的，乃欲通過文字「形符」、「聲符」於造字時已假借之理路，探求文字本義，

解決形聲字聲符不兼義之問題，與求取語源，故其自言：「今字之聲旁無義者，得其

                                                 
   筆者案：「造字時有通借」一說之觀點，本源於魯實先與楊樹達討論之理論，後楊氏搶先發表〈造字時有通借

證〉一文，然由於理論本就未臻成熟，加以楊氏對文字形構關注不足，是以其論點多處有待商榷。此點魯實先

於《假借遡原．原敘》已有提及，並舉例修正，詳情可參看《假借遡原．原敘》之敘述。魯實先，《假借遡原．

原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 10 月），頁 1-4。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52。 
   以上為楊氏以會意字形符探討文字本義之例，見〈積微居小學述林．造字時有通借證〉一文，頁 153、154。 
   以上為形聲字聲符假借之例，見上註同文，頁 156、15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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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字而義明。」 如此，形聲字聲符便字字有義可求，以此為據，破其假借以求取本

義，使文字之義各有所安，以便進一步探求文字語源。 

造字時形符或聲符假借，為文字發展時實有之現象，其或因早期文字數量

不足，用以補救文字數量不足之憾；或用於避免字形相似、相近文字相互混淆，

故加以區別，如「鞄」，《說文》訓為「柔革工也。」  字取「柔革」之義，

依理字當从革柔聲，然如此便與訓「耎」之「鞣」 字形相同無法別義，故造

字時假因近之「柔」為「包」，避免字形混淆；又如「鋋」，《說文》訓「小

矛」 ，「延」無小義，其字當取有小義之「肙」作「鋗」，然此便與訓「小

盆」之「鋗」 字形相混，故製字時假音近之「延」為「肙」，避免字形混淆

 。據此吾人可知文字發展過程中「造字假借」乃為實有之現象，楊氏釋字主

張「造字時有通借」，其基本觀點正確無誤。然以上舉二例觀之，「包」與「柔

革」之義無涉，「延」亦與「小矛」無關，可知所謂「造字時假借」之情形仍

屬「無本字」之假借，則楊氏「造字時有通借」之理論於原則上仍有可商之處，

於釋字方面仍難以解決形聲字聲符不兼義之現象  。  

（三）字義同緣於語源同 

楊氏考釋文字之目的在求取語源，嘗謂：「欲于聲音訓詁相通之業有所發

皇。」 故其所釋之字，泰半以形聲字為主，冀以形聲字聲符兼義之功能，以

探求文字得義之源。經由「形聲字聲中有義」、「造字時有通借」等理論之探

求，楊氏以為凡形聲字聲符必定兼義，而「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音同音近

之字，其義也必定相同或相近：「字義既緣聲而生，則凡同義之字或義近之字，

析其聲類，往往得相同或義近之義，亦自然之結果也。」   

                                                 
   同上註，頁 170。 
  （漢）許慎，《說文解字》，頁 108。 
   同上註。 
  （漢）許慎，《說文解字》，頁 717。 
   同上註，頁 711。 
   魯實先《假借遡原》曰：「柔革工為鞄，柔木為楢，所從包、酋二聲并柔之借」；「小臣曰倌，小矛曰鋋，所

從官、延二聲，并肙之借。以肙為小蟲，故孳乳為小流之涓，與小盆之鋗。觀夫小臣之倌亦即書傳所見之涓人

與中涓，是知倌所從官聲乃肙 假借，塙乎無疑。」魯實先，《假借遡原》，頁 83、84。筆者案：「包」古音

在幫母幽部，「柔」古音在泥母幽部，音近可通；「延」古音在定母元部，「肙」在曉母元部，音近可通。 
   楊氏假借觀點存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此點將於後文詳述。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79。 
   同上註，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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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形聲字必定兼義，且同聲皆同義，是故楊氏以聲義同源為基礎，提出

「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一說，作為形聲字理論之進一步闡釋，楊氏自謂： 

一九三三年春，偶憶《大學》「為人父止於慈」一語，為慈之聲類之茲即子，

於是悟形聲聲類有假借。明年春，讀《毛詩》，見〈大雅．崧高〉篇《傳》

以增訓贈，因推知賀、賞、詖諸文，加、尚、皮皆有增義，而得同義之字往

往同源之說。  

由此可知楊氏所謂「字義同緣於語源同」即欲經由同源詞之研究，進一步推求字義

與語源之關係。楊氏在〈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字義同緣於語源同續證〉共舉

75 例，如：「淪、澐」、「鱮、鰱」、「贈、貺、賞、賀、貱、賜」、「昏、莫、晚」、「甑、

甗」、「盂、盌」、「比、閭、族、黨」、「獄、圉」、「分、別」、「析、解」、「賢、能、

豪」、「偽、諼、詐」 ；「壻、倩」、「聰、明、憭、靈」、「鏠、鏑」、「譽、偁」、「桎、

杒、梏」、「蓤、茩、芰」、「曾、尚」、「咸、同、合」等等 。漢語同源詞為語音與

語義的相互結合，凡同源之詞音、義必然有所關連，王力嘗謂：「凡音義接近，音近

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 是知同源詞具音、

義相同或相近之條件，而同源詞之義素亦相同或相近，是故同源詞每每同義。楊氏

以此為據，以為凡詞素義相同者，均為其字所以得義之源，故總結出「字義同緣於

語源同」之結論。然由上舉諸例觀之，楊氏所舉之例有時僅是詞之義素相同，未必

符合同源詞音、義相關之條件，楊氏以字義相同之字反推語源之作法實與同源詞之

原則相反，其理論基礎仍有值得商榷之空間。儘管如此，楊氏「字義同緣於語源同」

一說將諸多形聲字聲符字義相同之字加以類聚，在材料整理與相同聲符之歸類方面，

仍有一定程度之價值存在。 

楊氏釋字之目的在求語源，「形聲字聲中有義」、「造字時有通借」、「字

義同緣於語源同」諸說便為其賴以因聲求義之基礎，期以通過形聲字聲符意義

之研究，全面推求漢語語義與語源。儘管楊氏在釋字理論有所侷限與缺失，但

以其訓詁考據之深厚學養與科學進步之觀點互補，於釋字方面仍有可取之處，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自序》，頁 21。 
   以上諸例見〈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80-112。 
   以上諸例見〈字義同緣於語源同續證〉，《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263-279。 
   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10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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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暍，《說文》訓為「暑傷」  ，「害」訓「傷」  ，楊氏曰：「按曷从

匃聲，匃丰音同，曷、害音亦同。害訓傷，暍訓暑傷，聲同則義同也。」 「曷」、

「害」同為匣母月部字，同音多同義，「害」有「傷」義，則「曷」亦有傷義，

故楊氏由形聲字聲符推求，得從日之「暍」得訓「暑傷」之源由。又「覒」字，

楊氏言：「按毛聲之字多含選擇之義。」「毛」之本義為「毛髮」，引申為似

髮之草亦曰「毛」，如《左傳‧隱公三年》：「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毛」引申為草，草可採摘，故「毛」有擇義，「凡從某聲皆有某義」，故

「毛」聲字多有選擇義。又「誣」字，楊氏言：「字从巫者，《韓非子‧顯學

篇》云：『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

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蓋巫之為術，假託鬼神，妄言禍福，

故誣字从巫从言，訓為加言，引申其義則為欺，為誣罔不信也。」考「巫」字

本義為祀神巫祝，所言均為鬼神之語，善以誇詞示人，故訓「加」之「誣」以

聲符「巫」而得義，而有「加言」之義。他如〈釋晚〉、〈釋旁〉、〈釋官〉、

〈釋鎎〉 、〈釋晶〉、〈釋啚〉、〈釋久〉、〈釋物〉等均於其釋字理論有

所發揮，於考釋文字本義與語源方面，仍有相當程度之貢獻。 

儘管楊氏依循因聲求義之法，對文字字義與語源多所探求，然仍難避免千

慮之失，所釋文字未能盡是。楊氏為其所處時代與知識侷限所囿，其所賴以釋

字之「形聲字聲中有義」、「造字時有通借」、「字義同緣於語源同」等理論

均不甚完備，甚至有觀念上之混淆與誤解，加之過於深信因聲求義之法，偶有

忽略文字實際狀況及客觀條件，造成結論過於偏失之憾。筆者以為，與其錦上

添花，以楊氏釋字正確之例為內容，頌贊楊氏訓詁精實，學養深厚云云，不如

將其釋字有誤之例加以商榷，為其匡謬。故本章即擬以楊氏訓解文字侷限之處

加以檢驗，取若干楊氏釋字可商字例加以探究，以見楊氏釋字之不足之處。 

                                                 
  （漢）許慎，《說文解字》，頁 309。 
   同上註，頁 345。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17。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頁 74。 
   以上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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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樹達文字訓解六則駁議 

楊樹達主要釋字理論已見上述，上述諸點雖有其理論性，但仍有其盲點存

在，其理論標準往往根據所釋字的音、義為原則，復以《說文》與傳世文獻結

合為訓以求語源，作為釋字之標準。如此考釋文字之法賴以音訓，因音衍義，

考釋文字偏重文字音、義推求，反於文字構形演變考釋略有不足，以此釋字，

若例證過少，證據不足，便易有先入為主、臆斷穿鑿之失，從而影響結論之客

觀性。故本文即以楊氏考釋文字盲點著手，取六則楊氏釋字可商之例為討論範

圍，以見其考釋文字之失，分述如下： 

（一）釋獄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獄〉下，楊氏曰： 

《說文》十篇上部云：「獄，确也。从，从言。二犬，所以守也。」按

从言之義許君不及。二犬守言，義不相會，自來小學家未有言之者。惟亡友

林義光著《文原》，謂言當辛之譌變，辛，罪人也。按林君立意善矣，謂言

為辛之譌變，苦無文證，頗嫌專斷。愚謂林君求之於形，故為失之。今按《說

文》三篇上言部，言从聲，部訓辠，則獄字所从之言，實假為。从

二犬从言，謂以二犬守罪人爾。 

稽之經傳，獄字恆指獄訟為言，不必指繫囚之地。《周禮．大司寇》云：「以

兩劑禁民獄。」鄭《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司徒〉云：「凡

萬民之不服教而有獄訟者。」鄭《注》云：「爭罪曰獄。」《左傳．襄公十

年》云：「坐獄於王庭。」〈周語〉云：「夫君臣無獄。」韋《注》云：「獄，

訟也。」〈鄭語〉云：「褒人有獄。」韋《注》云：「獄，罪也。」〈晉語〉

云：「梗陽人有獄。」《詩．召南．行露》「速我獄」與「速我訟」對言。

由此言之，獄文从　，《說文》　訓二犬相齧，蓋以二犬相齧喻獄訟者兩造

之相爭，相爭以言，故文从言。獄訟義同，獄之从言，猶訟訓爭亦从言矣。

蔡邕《獨斷》云：「唐、虞曰士官，夏曰均臺，殷曰牖里，周曰囹圄，漢曰

獄。」然則許君二犬守之之訓，乃以漢制推說古文，故與經傳獄字之義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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歟。  

案：「獄」字，從二犬，從言會意，當以「爭訟」為其本義，《說文》訓「确」，是以

「确」之引伸義為訓，謂有爭訟則務須確實，此即已釋「獄」字所以從言之故，楊

氏不知許氏訓「确」之緣由，謂「从言之義許君未及」，似有未確。然許氏以「确」

訓「獄」乃以後起引伸義釋之，終非「獄」之本義，且「二犬，所以守也」亦為不

明字形之誤釋，是知《說文》釋「獄」本訓猶待修正，不可輕信。 

然何以確知「獄」之本義為「爭訟」？以傳世文獻觀之，「獄」字皆作「爭

訟」之義，如《周禮．地官．鄉師》：「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墓

大夫〉：「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 《左傳．莊公

十年》：「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禮記．檀弓》：「寡人嘗學

斷獄矣。」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樂記〉：「夫

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墨子．尚賢》：

「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 〈非命〉：

「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命有司，省囹圄，

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孟秋紀〉：「決獄訟，必正平。」  以上

文獻諸例或言「獄」，或言「獄訟」者，「獄」皆當作「爭訟」解，知「獄」

於文獻確以「爭訟」為義，其為「獄」之本義甚明。人「爭訟」以言，其字從

言，從二犬者，即取義於「二犬相齧」之義，孫詒讓即言：「 字中言，左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9 月《楊樹達文集》本），頁 38-3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

頁 287。 
   同上註，頁 571。 
   同上註，906。 
   同上註，913。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頁 24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

頁 317。 
   同上註，頁 411。 
   同上註，頁 1102。 
   王煥鑣，《墨子校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年 11 月），頁 49。 
   同上註，頁 284。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年 4 月），頁 63。 
   同上註，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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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皆為犬，亦碻是獄字。《說文》獄，而訓二犬相齧，此篆作兩犬反正

相對之形，與今本《說文》作獄者微異，而於形尤精。」 孫詒讓釋形甚是，

二人相爭以言，猶二犬相齧以爭，此即「獄」所以從言、從之理，故戴家祥

《金文大字典》謂： 

《周官．地官．大司徒》：「凡萬民之不服教而有獄訟者」，鄭《注》：「爭

罪曰獄。」又〈秋官．大司寇〉：「以兩劑禁民獄」，鄭《注》：「獄謂相

告以罪名者。」《說文》：「犾，兩犬相齧」，蓋以兩犬相齧喻獄訟兩造之

爭，爭者必以言，文故从言。  

戴說是，「獄」之本義為「爭訟」，人之爭訟以言，又以二犬相爭以為比擬，故其字

從言、從犬各有所歸，非言所謂「繫囚之地」。林義光《文源》謂「獄」字之「言」

為「辛」之譌變，考「言」於甲骨文作「言」，金文作「言」；「辛」字甲骨文作「辛」，

金文作「辛」，二字形構差異甚大，殊無相混之理，林氏以「言」為「辛」之譌變，

其說非是。又楊氏以「獄」所從之「言」為「」之假借，言：「言从聲，部

訓辠，則獄字所从之言，實假為。」然以「言」之構形觀之，其字甲文作「言」，

金文作「言」，其字從「舌」構形，以示言出於口舌之義，為指示字，非《說文》所

謂「从口聲」之形聲字 。楊氏承《說文》誤訓，以為「言从聲」，與文字構形

條件不符，其說自不可信；又楊是以為「言假為」者，雖「言」與「」古音相

近，具假借之理，然文獻亦未可見其二字通作之例，其說亦難以成立。林義光以「言」

為「辛」之譌變，楊氏曾經批評「苦無文證，頗嫌專斷」，今楊氏僅依《說文》誤訓

為證，驟言「言假為」，亦無文證，則楊氏之論，便不為專斷乎？考林氏所以言「獄」

之「言」為「辛」之譌變，楊氏所以論「言」為「」假借者，皆受《說文》「獄」

字本訓「二犬，所以守也」之影響，故林氏、楊氏皆先入為主以「獄」為「囹圄」

之義，而不察「獄」之本義為「爭訟」，是以二家訓解俱與形、義不符，其說非是。 

又楊氏於此條訓解後半，大量引用書證，言：「稽之經傳，獄字恆指獄訟

為言」、「蓋以二犬相齧喻獄訟者兩造之相爭，相爭以言，故文从言。」由楊

                                                 
   孫詒讓，《古籀拾遺》（香港：崇基書店，1968 年 7 月《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合刊本），頁 107。 
   戴家祥主編，《金文大字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4350。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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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此言，可看出其對「獄」字說解之混亂與矛盾之處。依楊氏所言，「獄」字

從言之理既為「以二犬相齧喻獄訟者兩造之相爭，相爭以言，故文从言」，則

楊氏據此釋字義已足順，又何勞以「言」為「」假借？筆者以為，由於楊氏

已先入為主以「獄」為囹圄之義，因此若「獄」所從「言」若不為「」，即

無由解釋《說文》「二犬，所以守也」之說，然於傳世文獻中又無法取得足以

支持其論點之文證，令楊氏對「獄」之訓解舉棋不定，無所憑藉。故楊氏不得

以將兩說並存，並引用大量文獻書證，言「許君二犬守之之訓，乃以漢制推說

古文，故與經傳獄字之義不合歟」，企圖自圓其說，然楊氏此舉卻剛好證明「獄」

之本義為「爭訟」，且實不必以「言」為「」之假借，致使釋字冗雜，前後

矛盾，讀之者不免迷惘，無所適從。對此，龍宇純便言：「凡立一說，必當於

其決然無疑者言之，若楊氏所取材，焉能立其說哉。」 龍氏此言甚確，文字

訓解當力求客觀，若楊氏考字以「義為之主」，往往以義逆志，罔顧字形呈現

之客觀條件，以此為據，欲考釋文字之本義，不免令人有空中樓閣之遺憾。 

（二）釋詩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詩〉下，楊氏曰： 

《說文》三篇上言部云：「詩，志也，志發於言。从言，寺聲。」古文作，

从言，ㄓ聲。按志字从心ㄓ聲，寺字亦从ㄓ聲，ㄓ、志、寺古音無二。古文

从言ㄓ，言ㄓ即言志也。篆文从言寺，言寺亦言志也。《書．舜典》曰：「詩

言志。」《禮記．樂記》曰：「詩言其志也。」《左傳．襄公二十七年》記

趙文子之言曰：「詩以言志。」其請鄭七子賦《詩》之言曰：「請皆賦以卒

君貺，武亦觀七子之志。」又〈昭公十六年〉記韓宣子請鄭六卿賦《詩》之

言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禮記．孔子閒居》記孔子之

言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荀子．儒效》篇曰：「詩言是其志也。」

蓋《詩》以言志為古人通義，故造文者之制字也，即以言志為文。其以ㄓ為

志，或以寺為志，音同假借耳。  

〈造字時有通借證〉一文又云： 

                                                 
   龍宇純，《絲竹軒小學論集．造字時有通借證辨惑》（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2 月），頁 9。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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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上言部云：「詩，志也。从言，寺聲。」古文从古文言，从ㄓ聲。按許

以志訓詩，而志字不見於《說文》，蓋偶脫去。大徐及段氏並補之，是也。

志字從心ㄓ聲，詩字从寺，寺亦从ㄓ得聲，古文詩字則徑从ㄓ，寺、ㄓ皆志

之假也。《書．舜典》曰：「詩言志。」故造詩字者即以言為其形，以志之

同音字寺、ㄓ為聲，意謂志、寺、ㄓ音同，本易曉也，不謂偶一狡獪，遂令

人迷罔二千年矣。  

案：楊氏釋字堅守「形聲字聲中有義」之原則，而認為形聲字聲符於造字時即有假

借，故楊氏此即以「詩」字所從「寺」聲為「志」之借，併舉《尚書》、《左傳》、《禮

記》等傳世文獻為證，雖言之鑿鑿，似有所據，然其論率皆謬誤，不足為信。考「寺」

字金文作「寺」、「 」、「 」、「 」等形，字從「又」「止」聲，其當以「止」為

本義，《說文》訓「廷」者，乃以假借義為本義；又「寺」於東周字形譌變，於形符

「又」下添一衍筆作「 」，而形為小篆所承，故許氏言「从寸之聲」，乃因文字譌

變而誤釋字形 。由字形觀之，知「寺」乃從「止」聲，從「之」聲者是為《說文》

誤訓，而楊氏以「寺」從「ㄓ」聲，乃由《說文》誤訓而來，即便「止」、「ㄓ」音

近，然立論根本已有未確，其釋字推演便有可商之處，此由字形演變知楊氏論點可

商者一也。 

承上所述，吾人雖知「寺」不從「ㄓ」聲，然「止」、「ㄓ」仍屬音近，

又何由得知楊氏以「寺」為「志」之假借者為非？徵之文獻，《周禮》有「寺

人」一職  ，見於其他傳世文獻者，如《詩．秦風．車鄰》：「未見君子，寺

人之令」、〈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51；《左傳．僖公五年》：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成公十七年〉：「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郤至而射而殺之」、〈襄公二十六年〉：「寺人惠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造字時有通借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9 月《楊樹達文集》本），

頁 159。 
   《說文》三篇下訓「寺」為：「廷也，有法度者也。從寸ㄓ聲。」筆者案：以「寺」之字形觀之，其字並無取

象官府或侍者之理，是知訓「廷」當為假借，非「寺」之本義。至「寺」不從「寸」與「ㄓ」聲，文中已然詳

述，此不贅言。（漢）許慎，《說文解字》，頁 122。 
   《周禮．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漢）鄭玄注、（唐）賈公

彥疏，《周禮注疏》，頁 190。 
 5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

三經注疏》本），頁 40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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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 52先秦文獻多見「寺人」，苟

依楊氏之論，以「寺」為「志」之假借，文獻中當亦可見「志人」一名，然遍

檢文獻，從未見有「志人」一名，則「寺」、「志」雖音近可通，卻無法於文

獻尋得實際用例，仍缺乏佐證，而有濫用假借之失，王力嘗謂： 

兩個字完全同音，或者聲音十分相近，古音通叚的可能性雖然大，但是仍舊

不可以濫用。如果沒有任何證據，沒有其他例子，古音通叚的解釋仍然有穿

鑿附會的危險。 53  

王說甚是。即便「寺」、「志」二字音近，亦不過為用字假借之條件之一，若於文獻

經典無法尋得佐證，則不可以二字有音韻關係，便驟然言其必為假借，失之武斷，

此由經典文例知楊氏論點可商者二也。 

又楊氏以「寺」為「志」之假借，故言「詩」亦為「誌」之假借，並遍舉

《尚書》、《左傳》、《禮記》所謂「詩言志」之說為證，然楊氏所引諸多文

獻，時代均晚於「詩」字創製，則以「詩」為「誌」之假借一論，亦無所取證，

龍宇純便言：  

楊氏以〈堯典〉「詩言志」為詩字制造之所本，然〈堯典〉之成書，當在戰

國初年，而《詩經》、《論語》中多有詩字，即令「詩言志」一語早有流傳，

亦何證知其在詩字制成之前而為制字者之所取！且既取以制字矣，又何故而

易志為之寺乎？楊氏自謂已發二千年來之覆，實則楊氏於數千年後自覆自

發，何有於人哉？ 54  

龍氏批評頗有其理，倘「詩」為「誌」之假借，則「誌」又當為何字之假借？以楊

氏「形聲字聲中有義」之論，則「誌」之聲符「志」不當為兼義之字？楊氏釋字往

往以意逆志，先掌握某種字義，其後盡可能於文獻尋求文例，加以牽合，其結論往

往失之主觀、武斷。以此篇釋「詩」一字為例，即可看出楊氏乃先掌握「詩言志」

一義為原則，然後逕以己意比附文獻，最終得出「詩」為「誌」之假借錯誤結論。

                                                 
 52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41、796、1041、1231。 
 53   王力，《王力文集．訓詁上的一些問題》（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 6 月），頁 196。 
 54   龍宇純，《絲竹軒小學論集．造字時有通借論辨惑》，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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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此種推求文字本義之法，已然形成文字訓解上之「偏見」 55，楊氏釋字易陷於

唯心之推論，影響結論之客觀、正確，即由此種「偏見」而來，故其考字易流於主

觀，而有望文生義之失，不僅失其正詁，亦對後起學者論學產生極大影響。 

近人葉舒憲撰《詩經的文化闡釋》一書，於第三章論「詩言志」一詞時，

即採用楊氏「寺」為「志」假借之說，以「言志」即「言寺」，又據楊氏「寺」

從「ㄓ」聲之理出發，誤以篆文「ㄓ」為甲文「祐祭」之「ㄓ」，進而得出「寺

人」為掌祭禮主持之職，與儒家傳統士人、君子之文化意涵之結論  56。前已論

及楊氏以「寺」為「志」之論，源出自楊氏訓詁時先入為主之「偏見」，葉氏

未加明辨，引以為據，更進一步以楊氏「寺」從「ㄓ」聲之「ㄓ」為甲骨文「祐」

祭之「ㄓ」，而有「寺人」為主持祭禮之人之論。然考楊氏之論，「寺」字所

從之「ㄓ」所指為小篆，其字為「之」，甲文作「之」，篆文「之」形作「ㄓ」，

與甲文「祐」祭之「ㄓ」字形相類，僅為偶一發生之巧合，二字一為篆文，一

為甲文，字義、用法絕不相同；葉氏依據楊氏錯誤訓解加以延伸，復以晚出篆

文欲釋甲文，以「寺人」為主持祭禮之人，實令人有不辨麥菽之感，其論自不

可信，其後所論之文化價值云云，則可信度勢必大幅降低，僅為一種「後見之

明」 57的過度詮釋而已。楊氏因文字訓解之「偏見」而做出錯誤解讀，葉舒憲

不察而引用楊氏錯誤訓解加以延伸闡釋，進一步使錯誤訓解之影響加深、擴

大，此種承繼前人錯誤結論加以闡釋發揚之作法，不過是重蹈前人誤訓之覆

轍，於訓詁考據並無任何助益。 

（三）釋義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義〉下，楊氏曰： 

《說文》十二篇下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按此為今言威儀

之儀本字，鄭司農注《周禮．肆師》所謂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

                                                 
 55   筆者案：美國著名心裡學者 Elliot Aronson 在其知名著作《社會性動物》一書嘗提及人類偏見之一為「證實偏差」：

「證實偏差（confirmation bias）指的是這樣一種傾向：一旦人們持有了某種看法，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帶有

偏見地看待隨後出現的事件，以證實自己的看法。」Elliot Aronson 著、邢占軍譯，《社會性動物》（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320。 
 56   參見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第三章》。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134-244。 
 57   Elliot Aronson 論及人類偏見時亦提及所謂的「後見之明」：「事後聰明偏差（hindsight bias）：一旦人們知道

了某個事情的結果，他們便會強烈地傾向於（往往是錯誤的）認為，自己事先能夠預測到這一結果。」Elliot Aronson
著、邢占軍譯，《社會性動物》，頁 321。 



．東海中文學報． 

 ．42．

者也。文从我，故訓說言己，立誼顯然。然文何以从羊，頗難索解。二徐及

段氏謂與善美同意，殊嫌膚泛。今按羊蓋假為像。《說文》八篇上人部云：

「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聲。讀若養。」 58《易．繫辭》曰：「在天成

象。」此言天象也。僖公十五年《左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此言物象

也。然人亦有象，故像字从人象。以其字讀若養，故字變為樣，今通言人之

樣子是也。像讀若養，養从羊聲，故制義字者假羊為像。然則文从我羊，實

言我像，我像即今言我樣，故以己之威儀立訓矣。 59  

案：「義」甲骨文作「義」，金文作「義」、「 」等形，與篆文作「義」同體，併從

羊我聲，聲符「我」併兼義，從「我」即言己身，從「羊」則表美、善之義；段玉

裁曰：「从羊者，與善、美同意。」 60是知「義」或即以「己身之美善」為義，《詩．

大雅．文王》：「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61〈史牆盤〉：「櫅角熾光，義其禋祀。」

（《集成》10175）此皆用「義」之本義者也。「義」以「己身之美善」為本義，引申

而有「儀容」、「儀表」之義，即《說文》所謂「己之威儀」，文獻經典多作「儀」，

如《詩．大雅．民勞》：「敬慎威儀。」 62是知《說文》言「己之威儀」者，乃取其引

申義為訓，非「義」之為「威儀」義。 

楊樹達承《說文》之訓，以「己之威儀」出發，欲將「義」所從之「羊」

與「像」義加以繫連，故有「制義字者假羊為像。然則文从我羊，實言我像，

我像即今言我樣，故以己之威儀立訓矣」之論。蓋楊氏之意，乃以會意字之形

符於造字時已有假借，以「像」讀若養，古音在定母陽部，「羊」古音為定母

陽部，二字同音，得相假借，故楊氏認為「羊蓋假為像」。以古音觀之，「像」、

「羊」二字古音雖同，具通叚條件，然以「義」之形構觀之，形符「羊」為後

起形聲字「像」之假借者，實無所取義，況「像」本身已為假借字，「假借之

文聲不示義」 63，楊氏以此為訓，安得取義？「義」字從「羊」，「羊」引申

                                                 
 58   經韵樓藏版《說文解字注》作「像，似也。」段玉裁云：「各本作象也，今依《韵會》所據本正。象者南越大

獸之名，於義無取。」筆者案：古多假「象」為「像」，「像」者言相似之義，當依段本作「似」者為正。 
 59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41-42。 
 60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639。 
 6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965。 
 62   同上註，頁 1142。 
 63   魯實先，《假借遡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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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美善之義，此理楊氏應已知曉  64，卻仍以「羊」為「像」之假借，所為何

來？實令人費解。 

（四）釋  

《積微居小學述林》：〈釋卩〉下，楊樹達曰：  

《說文》九篇上卩部云：「卩，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都鄙者用角卩，

使小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龍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

卩，道路用旌卩，象相合之形。」樹達按許君說卩象相合之形，說殊不類，

非其義也。卩部云：「厀，脛頭卩也，从卩，桼聲。」愚謂卩乃厀之初文，

卩字上象厀蓋，下象人脛，象形字也。卩、桼古音同在屑部，聲亦相近，厀

字乃象形加聲旁字耳。卩部又云：「卷，厀曲也，从卩，聲。」凡聲者

皆含曲義，字从卩、从而訓為厀曲，此制字時卩即厀字之明證也。 65  

案：楊氏以「卩」為「厀」之初文，所據者乃篆文作「」之形而來，楊氏或以人

跪坐則厀控於地，而人跪坐則膝蓋彎曲，正與篆文「」彎曲形所象，故言「上象

厀蓋，下象人脛」，楊氏此論與段玉裁觀點類似，《說文解字注》「居」字下段玉裁云： 

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

。 66  

楊氏釋「卩」為「厀」之初文，疑即由段說之延伸，然以「卩」為「厀」之初文，

實有未確，楊說非是。考「卩」於甲骨文作「」、「」等形，象人長跪之形，當

為「跽」之初文，近人屈萬里曰： 

羅振玉釋人，非是。按：此與《說文》之卪字，形雖相似，義實懸殊。疑此

乃跽之初文，隸定之當作卩；《說文》以為「瑞信」者，蓋後起之義也。 67  

                                                 
 64   筆者案：楊氏於《積微居讀書記．說文求是》中嘗謂：「羊性馴柔，故从羊之字多善義，如美、如善，从羊之

形者也。」〈說文求是〉一文作於 1940 年代，〈釋義〉一文作於 1935 年，〈釋義〉寫作雖早於〈說文求是〉

一文，然以楊氏爛熟於《說文》一書，理應早已知曉從「羊」之字有美、善之義，故筆者以為楊氏應遠在撰寫

〈說文求是〉之前便已深明此理。 
 65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67。 
 6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頁 403。 
 67   屈萬里著，《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7 年 6 月），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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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說甚是，《說文》足部下「跽」字訓為「長跽」 68，正與「卩」甲骨文作「」形

所示相同，乃象人跪坐之形，非如楊氏所言專指人體部位之「厀」。龍宇純曰： 

《說文》云：「卩，瑞信也。象相合之形。」是把卩自認為後世節信的節。

楊氏不從許說，是其高明之處。根據厀卷二字，便說卩是厀字的象形初文，

其出發點便是接受了《說文》卩字的讀音，究竟「卩」是否果然為一獨立字，

基本上不能認為無問題；厀蓋的膝可否用象形的方式來表現？如「」的形

象是否能表現出來厀蓋？當然也都成問題。楊氏著眼於厀卷二字，以為卩即

是厀，似乎覺得理所當然。 69  

是知楊氏以「卩」為「厀」，實未細考文字字形演變，而逕以後起字反推文字，欲探

文字語源。然其說與文字實際狀況不符，說不可信。 

（五）釋兄 

《積微居小學述林》：〈釋兄〉下，楊氏曰： 

《說文》八篇下兄部云：「兄，長也，从ㄦ，从口。」按兄从ㄦ口，殊無義

理，徐鍇謂：「以口教其下，故从口」說殊牽強。段玉裁謂兄字當以滋益為

本義，兄弟之兄為借義；王筠謂字本象人形，不从口；要皆以字形與字義不

相脗合，故爾紛紛有言。余謂凡形義不能密合之字，形義二事必有一誤。若

兄字者，字形不誤，許君未得字之初義，立訓誤也。余疑兄當為祝之初文，

祝乃後起之加旁字。《說文》一篇上示部云：「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

人口。一曰：从兌省。《易》曰：『兌為口，為巫。』」蓋祭主贊詞之祝，

以口交於神明，故祝字初文之兄字从ㄦ从口，此與人見用目，故見字从人目，

企用止，故企字从人止，臥息用鼻，故字从尸自，文字構造之意相同。許

君不知此，而以兄長之義說之，宜其齟齬不合矣。兄本尸祝之祝，其變為兄

弟之兄，今雖不能質言其故。竊疑尸祝本相連之事，古人祭祀以孫為王父尸，

則祝贊之職，宜亦不當外求。兄長於弟，差習語言，使之主司祝告，固其宜

也。其後文治大進，宗子主祭，猶此意矣。兄任祝職，其始也，兄、祝混用

                                                 
 68   《說文》足部「跽」下言「長跽」者，各本均作「長跪」，今引作「長跽」者，乃據段本《說文注》而來，段

氏曰：「長跽，各本作長跪，今正。按按係於拜曰跪，不係於拜曰跽。〈范睢傳〉四言秦王跽，而後乃云秦王

再拜是也。長跽乃古語。」（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81-82。 
 69   龍宇純，《絲竹軒詩說．詩義三則》（臺北：五四書店有限公司，2002 年 11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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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分，後乃截然為二，以兄弟之義作ㄦ口之形，字遂不可說。 70  

案：「兄」於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 」、「 」等形，與甲文同，字

併從人、口會意，以示人張口發言，而以兄長之「兄」為其本義；季旭昇《說文新

證》言： 

本義：兄長。《詩．邶風．柏舟》：「我心匪鑒，不可以茹，亦有兄弟，不

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怒。 71  

季說甚允。「兄」即《爾雅．釋親》所言：「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之「兄」，以

「兄長」為其本義。 72《說文》以引伸為本義，又以「長」訓「兄」乃為音訓，未

合文字創製要恉，不若《爾雅》訓解直接。「兄」之本義為兄長，經傳或借為副詞使

用，如《詩．大雅．桑柔》：「倉兄填兮」、「亂兄斯削」 73；《墨子‧非攻》：「棘生

乎國道，王兄自縱也。」 74此皆以「兄」借為語詞之例，而徐鍇《說文繫傳》、段玉

裁未知「兄」假為語詞，故以假借義釋本義，其說非是。以「兄」借為語詞，古文

或加聲符作「 」、「 」等形，以別其假借義 75，如青銅器〈沇兒鐘〉：「以樂嘉

賓，及我父兄、庶士。」（《集成》203）、〈子璋鐘〉：「用樂父、諸士。」（《集成》113）

諸器之「兄」均作「 」，是皆因「兄」假借為語詞，故另造新字以別其假借義也。 

又楊氏以「兄」為「祝」之初文者，亦非。考「祝」於卜辭作「」、「祝」

等形，金文作「祝」、「 」等形，象人跪於示前有所祝禱之形，故其字從「示」、

「」會意。《周禮．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

永貞。」 76以「祝」掌祭祀之辭，故有發言祝禱之職，故其字從「兄」會意。

然「祝」雖從「兄」，但「兄」、「祝」二字迥然有別，不可混用，姚孝遂便

言：「兄字作兄，邑字作邑，祝字作、 、 、祝，皆有別，不得相混。唯

                                                 
 70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82-83。 
 71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11 月），頁 52。 
 72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頁

117。 
 7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177、1180。 
 74   王煥鑣，《墨子校釋》，頁 156。 
 75   魯實先《轉注釋義》言：「兄借為茲益，故孳乳為。」魯實先，《轉注釋義》（臺北：洙泗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頁 7。 

76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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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七．一○兄辛之合文作，是為例外，乃誤刻。」 77姚說甚允，徵之

卜辭文例，「兄」與「祝」各自有其用義，除上述姚說所舉一例「兄」字之誤

刻以外，「兄」、「祝」二字於卜辭中毫無相關之處，徐中舒亦言： 

或以兄、　同，實非一字。　於卜辭用為祝，兄用為兄長字，用法劃然有別，

毫不混淆。 78  

由徐說可見「兄」、「祝」於卜辭用法迥異，則可知楊氏「兄當為祝之初文，祝乃後

起之加旁字」之說與客觀條件不符，其說可商，不足為信。「兄」、「祝」兩字判然有

別，故於二字之間實難尋求其關連性，故於「兄」、「祝」之別，楊氏便有「不能質

言其故」之難，是知楊氏亦知二字難以係聯，故疑之未能有定。然楊氏雖疑不能決，

卻未存疑，仍強為之解，而有「兄任祝職，其始也，兄、祝混用不分，後乃截然為

二」之論，此實出於楊氏主觀臆測，忽略文字實際使用情況，失之輕率、武斷，其

說非是。 

（六）釋步、  

《積微居小學述林》：〈釋步、〉下，楊氏曰： 

部云：「，足剌也。从止、，讀若撥。」按　象左右二足分張之形，

許君但云从止、，亦非也。今長沙謂左右兩足分張為開，讀為平音，

與字形字義接相合。足部又云：「，步行獵跋也，从足，貝聲。」此與

為一字。異者，為象形字，為形聲字耳。余謂象形、指事、會意三書字

多變為形聲，此一事也。解云步行獵跋，獵跋即刺也。剌或作刺犮。十

篇上犬部云：「犮，走犬貌，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按人兩足分

張而行為剌，犬曳足而行為剌犮，皆言其行不正也。 79  

案：楊氏於釋「」前釋「步」云：「止、皆象足趾，左右異向者，一象左足，一

象右足也。步字止在上，在下，象左右二足前後相承之形，許君云从止相背，

非也。」 80楊氏釋「步」所言不誤，「步」字乃從二止，象人移止前行之形，《說文》

                                                 
 77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2 月），頁 86。 

78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年 9 月），頁 966。 

 79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31-132。 
 8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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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為「从止相背」乃誤釋字形，楊氏駁之甚允。然楊氏於「步」後再釋「」字，

則猶有未確，要其曲解字形，有牽強附會之失，說不可從。 

考「止」於甲骨文作「止」、「」等形，金文作「止」、「 」等形，

上古文字字形未定，正書反書無別，作「止」、「止」為「止」，作「」、

「 」亦為「止」，《說文》未知此理，而誤分為「止」、「」二字，其說

非是。吾人既知「止」、「」俱為「止」字，則「」合二「止」會意，則

當象人之左右二足並列之形，非《說文》所謂「足剌」之謂也。季旭昇《說

文新證》曰：  

從小篆來看，「」字象左右顛倒的兩隻腳，即左腳在右邊、右腳在左邊，

所以《說文》要解釋為「足剌　也」，但人類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腳，在甲

骨、金文中見到所从的「」形，兩腳或相向，或相背，並沒有不同，這個

字所要表現的應該只是並列的兩隻腳。 81  

季旭昇析形甚是，「止」字正書反書無別，非象足之「止」因左右異向而有二名，是

知「」從二「止」會意，其義與「步」相同，「步」為前後移足，「」為象足並

列之形而已；甲骨文從「止」之「正」作「正」，從二「止」之「圍」作「」 82；

乘車之「登」亦以左右足為象，均可為證。《說文》未達古義，將「止」分為「止」、

「」二字，又將合二「止」會意之「步」、「」分訓為「从止相背」、「足剌」

者，實屬不必，苟如其說，則從二「止」會意諸字若「」、「登」、「步」者均無所

取義，是知《說文》所訓，實難信從。 

「止」、「」為一字，併象「足」形，故《說文》訓「步」為「从止

相背」，楊氏非之，而言「止、皆象足趾，左右異向者，一象左足，一象右

足也」，此並據此以駁《說文》誤訓。然「」下《說文》訓「足剌」，言

不良於行者，楊氏卻從其「足剌」之義，並舉「」、「犮」二字以證「剌

」之義，故言「人兩足分張而行為剌　，犬曳足而行為剌犮，皆言其行不正

也」，釋字前後矛盾，令人難以適從。按「」字《說文》訓「步行獵跋也」；

「犮」訓「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 83，二字雖均表「行不正」之義，且

                                                 
 81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99。 
 82   此字《甲骨文字詁林》釋「征」，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則以此為「圍」字。 
 83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頁 8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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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有音韻相轉之關係  84，然「」字前已證其為雙足並列之形，無「剌

　」之義，與「」、「犮」所示之義無涉，楊氏以《說文》錯誤訓解欲附會

後起之「」與訓犬行不良之「犮」字，其說實屬牽強，不足取信。 

由此字訓解條例，亦可見楊氏於「步」、「」二字說解不一，前後矛盾。

楊樹達訓「步」言「止、皆象足趾，左右異向者，一象左足，一象右足也」

顯見楊氏已知「止」之正反書無別；然訓「」則又言「人兩足分張而行為剌

」，亦即楊氏於此又採信《說文》「蹈也，从反止」 85之說。同一「止」字，

楊氏於前後認定落差極大，實令人費解，「步」、「」二字構字原理殊無相

異，以楊氏之論，豈「止」字前後排列為「足」，左右並列則不為「足」乎？

蓋楊氏釋字強調「義為之主」 86，故其釋字往往以義為原則，嘗言：「考釋文

字，舍義以就形者，必多窒礙不通，而屈形以就義者，往往犁然有當。」 87然

文字字形為考字客觀要素，考釋文字捨形就義，便易流於主觀論斷，罔顧字形

呈現之客觀現實，其結論自不可信，故于省吾有「望文生義、削足適履」之批

評  88。于氏之言可謂中肯，以釋〈步、〉一文觀之，楊氏訓解以義為主導，

卻罔顧文字構形現實，致使訓解雜亂，前後矛盾，釋字牽強若此，安可謂「犁

然有當」乎？  

經由以上六例對楊氏文字考釋商榷，可看出楊氏考釋文字慣以聲訓之法探

詢文字語源。儘管楊氏考釋文字盡力滿足文字語源之推求，但實際上楊氏考釋

文字之法，仍停留在文字訓解之上，大體也未脫離《說文》之範圍，與語源學

之領域仍有相當差距；以音訓為主，偏於形聲字聲符音、義探求，忽視文字客

觀條件，致使結論偏失，可見楊氏考釋文字過於強調因聲求義，易流於望文生

義、主觀臆測之情形，實於文字考釋訓解無多大助益。綜觀楊氏訓解文字之失，

就其源由，其因乃在楊氏賴以釋字之釋字理論之上，以其釋字理論有諸多未臻

完備之處，而楊氏以其為基準考釋文字，便有諸多未妥之處，以下，便由楊氏

是字理論之商榷出發，一探楊氏釋字理論之缺失。 

                                                 
 84   筆者案：「」、「」古音同在幫母月部，「犮」在並母月部，聲近韻同。 
 85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頁 68。 
 86   楊氏曾謂：「夫文字之生也，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三事遞衍，而義為之主。」楊樹達，〈論小學書

流別〉《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327。 
 87   楊樹達，《卜辭瑣記》，頁 11。 
 8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序》，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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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楊樹達釋字理論之缺失 

經由上文對楊氏所釋諸字之考證與檢驗，可發現楊氏考釋文字採用之方

式，仍以漢儒音訓為主，大體也未脫《說文》之範圍；為求語源，釋字刻意強

調聲符音、義，亦不過是傳統聲訓之所承繼與發揮，與語言學中所謂的「語源」

仍有差距，致使釋字錯誤，結論偏失。筆者以為，楊氏考釋文字所以偏於音訓，

對形聲字聲符之義過於執著，其問題乃在其引為準則之「形聲字聲中有義」、

「造字時有通借證」、「字義同緣於語源同」諸釋字理論之上，正因其釋字理

論有所缺陷，不甚完備，考釋文字引為準則，作為判斷文字之依據，便易忽略

文字實際使用狀況與客觀條件，導致結論偏差，無以立說。楊氏以此種存在缺

陷之釋字理論作為一個學術體系，欲左右逢源，盡釋文字，其結論是必須受到

檢驗與評議的。有鑑於此，本文此處即以楊氏釋字理論：「形聲字聲中有義」、

「造字時有通借證」、「字義同緣於語源同」諸說為討論對象，提出對楊氏理

論缺陷之商榷意見，分述如下： 

（一）「形聲字聲中有義」之侷限 

楊氏訓解文字之目的之一在求語源，故楊氏訓解文字賴以因聲求義之聲

訓，故其考釋文字多以形聲字為對象，而「形聲字聲中有義」則為其理論依據。

前已提及，「形聲字聲中有義」亦即以形聲字聲符必定兼義為出發，繼而以形

聲字聲符所兼之義以探求字義，為聲訓方法之一。此法於晉代楊泉首發其端

 89，北宋王聖美倡「右文說」已推其波，段玉裁「凡從某聲皆有某義」更助其

瀾，一時蔚為大觀。楊氏則主張「形聲字聲中有義」，注重形聲字聲符以探求

字義，雖其觀點較前人先進，又因考據方法進步，文字材料較豐富等優勢，獲

得超越前人之成就，然就其根底，所謂「形聲字聲中有義」，亦不過只是「右

文說」與「凡從某聲皆有某義」的承繼與發揚而已。由形聲字聲符兼義之功能

推求字義、探詢語源雖為訓詁聲訓之妙法之一，但在訓詁實踐上仍舊有其侷

限，近人章太炎便曾指出此法之侷限： 

昔王子韶創作右文，以為字从某聲便得某義，若句部有鉤、笱，臤部有緊、

                                                 
 89   劉師培曾謂：「字義起於字音，楊泉〈物理論〉述臤字已著其端。」劉師培，《左盫集．字義起於字音說》（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劉申叔遺書》本，1997 年 11 月），頁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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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丩部有糾、，辰部有衇、覛，及諸會意形聲相兼之字，信多合者。然

一致相衡，即令形聲攝于會意。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義于彼見形于此者，

往往而有。若「農」聲之字，多訓厚大，然「農」無厚義；「支」聲之字多

訓傾邪，然「支」無傾邪義。蓋同韻同紐者，別有所受，非可望形為譣。況

復旁轉、對轉，音理多涂；雙聲馳驟，其流無限；而欲于形內牽之，斯子韶

之所以為荊舒之徒，張有沾沾，猶能破其凝滯。今者小學大明，豈可隨流波

蕩？ 90  

章說頗是，以形聲字聲符因聲求義，探求語源固然有助文字釋義，從而解決吾人訓

解文字疑難之處，然仍不可漫無體例的以為凡形聲字聲符必定兼義，如此便易有望

文生義、以偏蓋全之失。楊氏「形聲字聲中有義」之主張，便存在此種過於絕對之

缺憾。如《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賢》一文，楊氏以「賢」從「臤」聲，「臤」聲

必定兼義，復以《說文》「臤，堅也」之訓為據，而有「人堅則賢」之結論。然《說

文》訓「臤」乃以聲訓，非言「臤」與「堅」同義，而「賢」之聲符「臤」則為假

借，聲符並不釋義，楊氏以「形聲字中有義」之理論強為之解，故而做出錯誤訓解 91。 

又如《積微居小學述林．釋嗌》 92，楊氏以「嗌」從口，益聲，後孳乳為

「搤」、「縊」二字，「搤」、「縊」所從「益」聲，則均為「嗌」之假借。

考「嗌」字金文作「 」、「 」、「 」、「 」等形，象人咽喉埋於頸

脈中之形，依其字形觀之，其字當為獨體指事字，《說文》所錄之篆文作「嗌」，

已是後起孳乳之形聲字，非「嗌」字本初之形  93。魯實先《假借遡原》言：「凡

此皆自象形、指事，或會意而衍為形聲。所以然者，蓋以象形指事結體惟簡，

附以聲文，俾之音讀。」 94是知「嗌」本為指事，而後衍為形聲為《說文》所

錄，乃為後起識音之字，其聲符僅作標音，聲不兼義。「嗌」之聲符既不兼義，

則知楊氏以「形聲字聲中有義」為原則，以「嗌」從「益」聲，而言「搤」、

「縊」二字所從「益」聲，均為「嗌」之假借，其說並不正確。倘如其說，「搤」、

                                                 
 90   章太炎，《文始．敘例．例庚》（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8 月），頁 4。 
 91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頁 51。 
 92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41-42。 
 93   季旭昇言：「從冉，以小圈指示咽喉部位，舊說以為『上下口，下象頸脈理』，說不可從，金文口形從來沒有

寫成這樣的。戰國以下指示符號類化為『口』形，《說文》所錄古文就是承繼這個形體。……武威醫簡改為形

聲字，從口益聲，《說文》小篆承繼的正是這種形體。」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84。 
 94   魯實先，《假借遡原》，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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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縊」所從「益」聲為「嗌」之假借，則「嗌」字亦從「益」聲，則「嗌」之

聲符又為何字之假借？是知楊氏以「形聲字聲中有義」作為一切形聲字字義判

斷之標準，實過於輕率，其理論仍有待商榷。 

形聲字聲符兼義雖為形聲字之普遍現象，然隨著語言之演變，文字運用亦

隨之改變，時而有形聲字聲符不兼義之情形，吾人探討形聲字字義，仍須注意

形聲字聲符有不兼義之現象，以避免誤訓。楊氏「形聲字聲中有義」理論不健

全之處即在於其認為「凡從某聲皆有某義」，以此考釋文字，若某字之聲符無

義可釋，楊氏便無法自圓其說，從而導致訓解上之謬誤。近人魯實先嘗指出形

聲字在數種情形下聲符不當兼義，其言曰： 

許氏未知形聲字必兼會意，因有亦聲之說。其意以為凡形聲字聲文有義者，

則置於會意而兼諧聲，是為會意之變例。凡聲不兼義者，則為形聲之正例。

斯乃未能諦析形聲字聲不釋義之恉，是以於會意垠鄂不明，於假借之義，蓋

幽隱為悉也。蓋嘗遠覽遐　，博稽隊緒，而後知形聲之字必以會意為歸。其

或非然，厥有四類。一曰狀聲之字聲不示義。……二曰識音之字聲不示義。……

三曰方國之名聲不示義。……四曰假借之文聲不示義。 95  

魯氏所言頗是。文字為語言之載體，語言隨社會環境與時代演進更迭，則形聲字聲

符兼義雖蔚為大宗，然亦有因語言文字使用狀況改變而聲不兼義之現象。楊氏主張

「形聲字聲中有義」雖比許慎泛訓形聲字兼義之情形較為進步，但顯然未對此種形

聲字聲符不兼義之情況多加留意，故而考釋文字時仍以「形聲字聲中有義」為判斷

形聲字字義之標準，仍無法避免前人以偏蓋全之弊病，故楊樹達於形聲字之理論方

面並無顯著創獲。 

（二）「造字時有通借證」之缺失 

由形聲字聲符理論延伸，楊氏於 1944 年發表〈造字時有通借證〉一文，

開宗明義便言： 

六書有假借，許君舉令、長二字為例，此治小學者盡人所知也。然此類實是

義訓之引伸，非真正之通假，且以號令年長之義為縣令、縣長，乃欲避造字

                                                 
 95   魯實先，《假借遡原》，頁 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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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勞，以假借為造字條例之一，又名實相舛矣。余研尋文字，加之剖析，知

文字造作之始實有假借之條。模略區分，當為音與義通借、形與義通借兩端。

名曰通借者，欲以別六書之假借及經傳用字之通假，使無相混爾。 96  

所謂「造字假借」，即以某字創製時，依「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法，假借與某字

語音相關之形符或聲符以成字，即所謂造字時之假借。此法或出於早期文字數量不

足，用以補救文字數量不足之憾；或用於避免字形相似、相近文字相互混淆，加以

區別 97，是知造字時形符或聲符已然假借之現象確實存在，故楊氏主張「造字時有

通借」，以文字創製之現象層面而言，基本上是正確無誤的。雖楊氏觀察文字之理而

知「造字時有通借」之現象，但其在討論此現象時所掌握之原則有誤，於六書假借

與用字通叚觀念混淆不清，連帶使其所舉之例亦多有所誤，終使其所主張的「造字

時有通借」一說存在難以避免之謬誤。如〈造字時有通借證〉中所言之「壬」，楊氏

以《說文》「从人、士。士，事也」 98之說為據，繼而言「謂壬字从士，實假士為

事也。」 99考「壬」字甲骨文作「 」，下方部件「土」為土形，象人立於地上，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曰：「徐灝《說文段注箋》曰：『按一曰象物出地，則當从

土，壬蓋古挺字。鼎臣云：「象人在土上，壬然而立」。是也。』此說極是。……許壬

从士，土之誤也。」 001 《說文》从「士」乃為字形上之誤解，復以聲訓，說不可信。

然楊氏卻以此為據，驟言「士」為「事」之假借，自然無法取信於人。況「士，事

也」僅是《說文》所錄其中一說，於後尚有「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一語，且字歸

於「土」部。「壬」字二義並陳，顯示許慎亦無法確知其義，楊氏卻不加別義，逕取

前義為訓，有所偏失，亦難以立論。 101  

                                                 
 96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52。 
 97   魯實先曰：「小臣曰倌，小矛曰鋋，所從官、延二聲，并肙之借。以肙為小蟲，故孳乳為小流之涓，與小盆之

鋗。觀夫小臣之倌亦即書傳所見之涓人與中涓，是知倌所從官聲乃肙 假借，塙乎無疑。」魯實先，《假借遡原》，

頁 84。筆者案：小矛刃部彎曲，若取「肙」義造字，則其字恐與小盆之「鋗」字同形而無法區別，故造字時即

假借與「肙」音近之「延」字作「鋋」，以為區別。 

98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頁 391。筆者案：此「壬」字為八篇上之「壬」，段《注》言：「他鼎切。」

與天干字之「壬」為不同二字。 
 99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53。 
 001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 10 月），頁 2709-2710。 
 101   龍宇純曾指出：「許君於字之本義本形固疑不能定也。楊氏則徑取前義，棄其後義，豈楊氏別有所據，知前者

為是而後者為非，抑即見前者可供其傅會而遂偏愛乎？……楊氏不就許君之所疑以求其真是，而斷取前說曰此

造字時有通借之證，此又豈許氏之心哉！取捨從違，但憑一己之好惡，初非余所敢逆料者也。」龍宇純，《絲

竹軒小學論集‧造字時有通借論辨惑》，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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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文所舉「柄」字，楊氏〈造字時有通借證〉從《說文》所錄重文作

「棅」為據，言：「秉有把持之義，柯柄可把持，故字从秉，受秉字之義。柄

之从丙，則以與秉同音借其音耳。」  201 案「柄」為後起形聲字，其聲符「丙」

僅具識音作用，聲不兼義，裘錫圭言： 

「柄」字本作「棅」，以「秉」為聲旁。柄是器物上人手所秉執之處，｛柄｝

是｛秉｝的引申義，「秉」就是「棅」的母字。後來「棅」所从的「秉」為

同音的「丙」字所取代，「丙」這個聲旁就沒有表意的作用了。 301  

裘說是，「棅」受義於「秉」，然「柄」則為單純之形聲字，聲符「丙」不釋義，楊

氏以「丙」為「秉」之假借，實屬不必。又如前文所舉例之「獄」字，楊氏以為其

字從「言」，「言」從「」聲，故「獄」字所從之「言」為「」之假借。然「言」

實乃從「舌」構形，且「獄」所以從「言」是因其本義為「爭訟」，實無需以造字假

借解釋，楊氏以此為例，實難取信於人。前舉「義」字亦然，楊氏據《說文》「己之

威儀」而言造字初始「義」所從義符「羊」即為「像」之假借。然《說文》「己之威

儀」乃為「義」之引申義，非其本義，且以「羊」為後起形聲字「像」之假借，亦

無從取義，因為「像」字本身就已是假借字，聲符「象」並不兼義，楊氏據此以言

義符假借，更無所取義，難以立論。 

綜上所述，可見楊氏「造字時有通借」一說實存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今

人龍宇純〈造字時有通借證辨惑〉一文，便曾明白指出楊氏理論謬誤之處： 

此其言也，蓋自謂發數千載之奧秘矣。然其所舉六十餘事，率皆謬誤，究其

本根，蓋所犯錯誤凡三，其誤為何？一曰迷信小篆即原始之形，而許君之說

即本初之義。二曰不達語言文字之為二事；又固執其形聲字必兼義之謬見。

三曰不解文字有原始造字之義、有語言實際應用之義。 401  

龍宇純所言甚是。楊氏討論「造字假借」一端時，不論視聲符、義符何者為假借，

皆認為必有義可循，有本字可求。卞仁海〈楊樹達假借觀箋識〉曾指出： 

                                                 
 201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56。 
 30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 3 月）頁，198。 
 401   龍宇純，《絲竹軒小學論集．造字時有通借論辨惑》，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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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在找本字上可為煞費苦心，似乎要為有假借的聲符字都要找到一個確定

的「本字」，對於有本字的假借也許可以找到，但無本字的假借哪裡去找？

既然因聲求義，何必要找「本字」？ 501  

筆者以為，楊樹達論假借必求本字，其根本原因乃在於其對六書假借與用字通叚之

概念混淆不清所致。楊氏〈造字時有通借證〉一文曾言：「許君舉令、長二字為例，

此治小學者盡人所知也。然此類實是義訓之引伸，非真正之通假，且以號令年長之

義為縣令、縣長，乃欲避造字之勞，以假借為造字條例之一，又名實相舛矣。」 601 於

其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字學概要》中論六書體用時又言： 

明楊慎曰：「六書者，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為經，轉注、假借為緯。」

清代戴震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

字之用也。」按許君舉考、老為轉注之例，舉令、長為假借之例，老、令同

為會意，考、長同屬形聲知轉注、假借二書本無自性。楊、戴二君之說，不

可易矣。 701  

由楊氏之說，可知楊氏依循戴震「四體二用」之說，將假借視為用字之法。知者，

自戴氏倡「四體二用」之說，清代學者便於六書假借之本質進行思辨，然由於對六

書之性質含混不清，反因此造成清儒對六書假借與用字通叚之混淆。戴氏將六書依

照體、用分為兩類實為不妥，其原因在於轉注一書之性質非為用字，如「老」、「考」

互訓，「老」與「考」除字形、字音微有不同以外，二字為絕對之同義字。而轉注一

書構字方式則與形聲相同，且轉注字大多亦為形聲字。以此觀《爾雅‧釋詁》：「初、

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一例 801 ，可知除「始」以

外，其餘例字不為假借即為引申。戴氏「四體二用」之說以訓詁用字之通叚觀念與

詞義引申界定轉注，實屬不必，亦失之蛇足。 

又六書假借定義為：「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以借音推義之法，使語

言中未造之字得以有所寄託，等同於字形使用上另造新字，亦當視為造字之

法，與用字之通叚毫無相關，不可混為一談。魯實先《假借遡原》即謂： 

                                                 
 501   卞仁海，〈楊樹達假借觀箋識〉，《遵義師範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21。 
 601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頁 152。 
 701   楊樹達，《中國文字學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9 月《楊樹達文集》本），頁 1４。 
 801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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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非諦知初形本義，亦未可言轉注假借。此所以二者皆為造字之法，振古莫

明者矣。要而言之，中夏文字所以迥絕四夷者，乃以其形義相合。自象形指

事而繹為會意形聲，捨狀聲與譯音之字，及方國之名以外，一切皆以象形為

主。其有相違者，非許氏釋義之誤，與釋形之誤，則為字形之譌，或為假借

構字。此證之《說文》釋義，與殷周古文，及先秦漢晉之載記，可以斷言六

書之假借，必如劉氏《七略》之言，為造字之軌則。惟其所言率略，是蓋得

知傳聞，非必知其詳審，此所有待於遡原之作也。許氏未知此恉，故誤以引

申說假借，且以形聲之字聲不示義者，為其正例。後之說者，見形聲字聲不

示義，則曰形聲多兼會意，而未知必兼會意也。或曰凡從某聲必有某義，而

未知聲文相同者，或有假借寓其中，故不必義訓連屬也。或如劉熙《釋名》

之類，據假借之字而加以曲解，是皆未知假借造字之理，故爾立說多岐。遜

清以還之言文字訓詁者，大率求之聲音，而尟就其字形，是尤失其之輕重不

侔矣。……準是而言，文字因轉注衍，以假借而構字，多為會意形聲，亦

有象形指事，是知六書乃造字之四體六法，而非四體二用。 901  

魯氏所言甚是。六書假借確為造字之法，非戴氏依體、用分類之用字之法，亦與古

書傳用字通叚不同，二者於使用性質上大相逕庭，不可一概而論。而楊氏從戴震之

說，將六書假借視為用字之法，視為不可移議之論，其假借觀已有偏失；而由楊氏

〈造字時有通借證〉一文中必求假借本字之作法，亦可見楊氏對六書假借與用字「通

叚」觀念混淆不清，故其「造字通借」一說多有偏頗，所提假借理論，恐難以成立。

造字時有假借，其目的在補救文字數量不足與避免字形相混，為文字發展過程中的

現象之一，然本質與楊氏所謂「造字有通借」之用字假借有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楊氏對假借之認識與觀念仍多有可商之處，筆者以為，於假借一書，楊氏所提理論

並無創見。 

（三）「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之誤解 

「字義同緣於語源同」見於楊樹達〈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字義同

緣於語源同續證〉二文，其中〈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共錄 54 例，〈字義

同緣於語源同續證〉補錄 21 例。「字義同緣於語源同」為楊氏於文字考據之

                                                 
 901   魯實先，《假借遡原》，頁 25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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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察、歸納所得，其曰：「一九三三年春，偶憶《大學》『為人父止於慈』

一語，為慈之聲類之茲即子，於是悟形聲聲類有假借。明年春，讀《毛詩》，

見〈大雅．崧高〉篇《傳》以增訓贈，因推知賀、賞、詖諸文，加、尚、皮皆

有增義，而得同義之字往往同源之說。」 011 王力《同源字典》則言：「凡音義

接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 111

換言之，同源字乃語音與語義的相互結合，據此可知凡同源字之音義必然相

關，如「瞙」、「暯」、「漠」、「糢」與「莫」同源並由其得聲，均有「茫

然」之義；又如「倫」、「輪」、「論」、「淪」、「綸」等字與「侖」同源

得聲，均有「條理」之義。由此可知同源字之音義相同或相近，於詞之義素亦

每每相同或相近，故同源字、詞均為同義之字。  

然細審楊氏「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之理論，楊氏以為凡字義相同之字其必

定為同源字，恰與同源字皆同義之原則相反。王力《同源字典》曰：「同源字

必然是同義詞，或意義相關的詞。但是，我們不能反過來說，凡同義詞都是同

源字。」  211 王力所言甚是，如「險」、「隘」、「阻」在「阻隔」之上同義；

「畏」、「懼」在「恐懼」上同義；「欽」、「恪」在「敬」上同義，以上三

組雖為詞義相同或相近之字，卻非語出同源之同源字。可知楊氏理論與實際狀

況仍有所出入，楊氏以錯誤觀點出發，以字義相同之原則認定某字組為同源

詞，便與文字實際狀況不相符合：如〈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例四十四言

「賢」、「能」同源，二字雖以「賢能」同義，然二字音讀不同，韻母遠隔  311 ，

同源之說恐難以成立，更何況二字於「賢能」之義項上均為假借，難以構成同

源之條件。〈字義同緣於語源同續證〉例十八言「曾」、「尚」同源，然「曾」、

「尚」同義之結論為楊氏釋字之誤，二字聲韻俱異，亦非同義，遑論其為同源，

楊氏以二字同義故同源之論，亦難成立。據此，可知楊氏「字義同緣於語源同」

一說於同源字之判定仍有盲點，若以此錯誤理論釋字，勢必難以避免勉強牽

合、望文生義之弊，對訓詁釋字必然有所阻礙。  

                                                 
 011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自序》，頁 21。 
 111   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10 月），頁 3。 
 211   同上註，頁 5。 
 311   王力曰：「值得反覆強調的是，同源字必須是同音或音近的字。這就是說，必須韵部、聲母都相同或相近。如

果只有韵部相同，而聲母相差很遠，如『共 giong』、『同 dong』；或者只有聲母相同，而韵部相差很遠，如

『當 tang』、『對 tuәt』，我們就只能認為是同義詞，不能認為是同源字。」同上註，頁 20。筆者案：「賢」

古音在匣母真部，「能」古音在匣母談部，二字雖為雙聲，但韻母遠隔，難以構成同音或音近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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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將研究範圍鎖定在楊樹達訓詁考字失誤之實例與理論一端，所能觀察到之

問題大致於上。在討論中，除可於實際考釋字例中見到楊氏面對《說文》及其

相關問題時所採取之態度與方法之外，同時可一窺楊氏訓詁考字之理論依據，

知其釋字錯誤之源頭乃在錯誤之釋字理論之上。墨守《說文》固然可視為時代

侷限，然過於遵從、迷信《說文》，勢必在訓解上受其影響，形成誤釋；而楊

氏奉為釋字標準之「形聲字聲中有義」、「造字時有通借」、「字義同緣於語

源同」等理論均不甚完備，甚至有觀念上之混淆與誤解，以此作為準則，將其

視為規範文字發展之規律與現象，忽略文字實際使用狀況與客觀條件，其結論

恐難取信於人。文字之形、音、義演變與發展自有一定規律，非先有某些先驗

之理論作為規範，而後文字依循理論演變、發展。因此，考釋文字應由文字材

料著手，非以理論作為考釋文字之原則，此正為楊氏從事考釋文字工作時之盲

點，而其盲點即來自於楊氏釋字理論之缺陷，一旦理論無法與文字實際狀況相

符，所得結論自然難以成立，以此釋字，不僅徒增後學困擾，於訓詁釋字之實

際操作並無助益。本章即暫以上舉字例為商榷範圍以檢視楊氏考釋文字之問題

與侷限，唯礙學識、篇幅有限，仍多有未臻完備之處，尚祈博雅方家，不吝指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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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ang Shuda’s Six Philological 
Exegesis Issues and His Hermeneutical 

Theories 

An-shuo Wang∗ 

【Abstract】 

Yang Shuda was a Chinese exegesis master and had creative insights on 

Historical Chinese Semantics and on exegetical integrations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However, due to the factors of time limitations and the hermeneutical pitfalls,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able issues on Yang’s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The author has 

previously published an essay, “On Yang Shuda’s Exegesis”, to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Yang’s Exegesis in details. For the sake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here the author further takes six mistaken issues of Yang’s 

exegesis as examples and proposes the some ideas for discuss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xegetical theories that Yang adopted to explain Chinese lexis. 

As a result, the author shows that the reasons for Yang’s mistakes in his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due to the problems in his theories of exegesis. 

 

 
Keywords: Yang Shuda, lex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ancient l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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