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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觀察漢字歷時性的動態變化現象，有助於漢字構形演變規律之建立，而

研究中古漢字類化問題，除藉助敦煌寫卷、石刻文獻等資料之外，五代後晉

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收錄相當豐富之字例，可供研究者參考。本文

擬以「類化字」為題，將其分為「從文字使用者觀察」與「從文字整理者觀

察」兩類，以分別適用於正、俗字對類化定義之闡述，並將《新集藏經音義

隨函錄》所收類化字區分為「偏旁替換例」、「新增偏旁例」、「偏旁移位

例」、「疊體例」與「別造新字例」五類，藉以瞭解漢字演變過程中構形變

化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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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東漢許慎撰《說文解字》，以六書歸納小篆構形規律，遂為後學奉為圭臬，

六書界說雖或存有爭議，然後人大抵難脫其窠臼，別立新說。漢字雖奉倉頡為

造字始祖，然於歷代傳衍過程中，隨其環境變遷與漢字趨於優化之特性，而不

得不趨時順變，若欲以小篆六書理論，上溯甲金，下探隸楷，無異於執一隅之

解，而欲擬萬端之變，終不得其門而入。是以漢字動態演變規律之建構，有其

具體實用價值。黃德寬於《漢字構形方式_一個歷時態演進的系統》一文中提

及：  

漢字構形方式是一個動態的系統，不同構形方式在一定歷史層面的共存和交

叉關係只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在漢字發展的不同時期，不同構形方式之間

存在著一種發展演進的更替關係 。 

文中所謂「漢字發展的不同時期，不同構形方式之間存在著一種發展演進的更替關

係」，說明單以「六書」規律觀察漢字靜態現象，實不足以擔當解說漢字動態演變之

趨勢，唯有另闢新途，方能彌補六書說之不足。多年前筆者曾基於此理念，撰寫過

〈許慎對小篆構形演變現象之體認〉 一文，藉以觀察由甲骨文、金文、簡帛文演

變為篆文系統之動態變化，提出簡化律、繁化律、同化律、異化律、類化律、聲化

律、訛化等現象，冀求拋磚引玉之效。本文之撰寫，亦沿襲此觀點而來，以楷書為

探討對象，對於構形演變規律中之「類化」現象，進行初步之整理。蓋楷書由形成、

發展至成熟，唐代字樣學扮演極其重要之角色，從傳世文獻而言，除顏元孫《干祿

字書》、唐玄度《九經字樣》、張參《五經文字》可供研究參考外，五代可洪《新集

藏經音義隨函錄》雖成書於後晉高袓天福五年（西元 940 年），然所引用之材料，卻

是隋唐以來手抄佛經寫本，並原原本本保留當代文字之書寫特質，資料彌足珍貴，

方便學者對於隋唐時代楷書動態變化之掌握。此外對於「類化」界說，學者說法向

來不一，互有異同，本文亦參考眾家說法，略疏己見，以見教於方家。 

                                                 
   黃德寬《漢字理論叢稿》，北京：商務印書館，2006 年，頁 181。 
   朱歧祥、周世箴《語言文字與教學的多元對話》，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系，2009 年 5 月，頁 485 至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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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化界說 

關於「類化」界說之性質，依其形成之過程，本文擬從類化字形成過程，

從以下兩方面思考：其一，從文字整理者觀察；其二，從文字使用者觀察。茲

分別敘述如下：  

（一）從文字整理者觀察 
漢字從甲骨文、金文、簡帛文、小篆、隸書至楷書之演變歷程，除書體筆

勢與書寫材料之變異外，構形方式由表意圖像逐漸走入表意符號之趨勢，實為

文字系統演變規律轉變之主要關鍵，王貴元從漢字優化之觀點，提出漢字構件

化、組合化與層次化之發展，尤其值得觀察： 

漢字構形的組合化改進並非始自隸書，在金文之後的整個古文字階段就一直

在進行著，其原因是漢字在形成通過構件的組合產生新形的模式之後，也就

是當它習慣於常見形體構件化、組合化的字形結構之後，便會反過來對那些

前已產生的、渾然一體而又形體較為複雜的獨體象形字進行改造，也使之構

件化、層次化，從而使整個組合化的漢字構形體系更趨一致也更趨完善 。 

文中指出「構件化、組合化、層次化」之模式，是漢字由表意圖像之特徵，逐漸走

入符號化系統之主要推手。以鼉字而言，甲文作  、金文作  ，甲文為似蜥

蜴之水蟲之圖像文字，至金文則轉為「從黽、單聲」之形聲型態，而鼉之圖像文字

遂消失於漢字系統中，改由構件化、組合化之「鼉」字取代。從漢字優化發展而言，

除能以有限之構件為基礎，以組合無限之漢字外，更使漢字趨於合理化與系統化。

然而將鼉字歸入「黽」部，而「黽」之本義為「鼃黽」，與「黿鼉」並不相類，欲將

「黿鼉」歸入「黽部」，勢必將部首表義功能「泛義化」，黃德寬稱此現象「形符類

化現象」 ，筆者曾就此規律提出以下看法： 

「類化」是指物象相近的文字，在演變過程產生合併的現象，如小篆「琴」、

                                                 
   王貴元《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63。 
   後二．三七．一三。引自孫海波《甲骨文編》第 515 頁。 
   郘鐘。引自容庚《金文編》第 878 頁。 
   以上說法請參考宋建華〈略論《說文》小篆構形演變型態之特殊規律－以凵、厽、射、老為討論對象〉《發

皇華語 涵詠文學：中國文學暨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頁 543-頁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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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本來都是獨體象形字，二者因為物象相近，進而產生文字的合併現象，

而減省了「瑟」的獨體象形字。又如「黽」部中的「黿鼉」、「鼄」等字，

本來不與「黽」同類，以物象外形輪廓相近而合併 。 

這種藉由形符泛義化模式，將漢字導入構件化、組合化與層次化之構形系統，使文

字整理者，能以最少構件組成最大漢字字數，以符合語言運用之需求，同時對使用

者而言，更易達成易學、易寫、易識之要求。 

（二）從文字使用者觀察 
漢字系統雖有其標準規範，然而使用者於書寫過程中，未必恪守漢字構形

原則，因而產生異於正體之俗字，這些俗字雖不合於漢字標準規範，卻盛行於

某一時代或某一區域，同時具有「約定俗成」之特質，且與正字並行不悖，是

以許慎編撰《說文》，不得不採錄「或體」篆文，顏元孫編撰《干祿字書》，

而兼收正、俗、通三體，顯見正俗字於表達語言之功能上，具有相等之意義與

價值。此類通俗文字，由於產生途徑極為複雜，若欲讀通某一特定時代或特定

區域之文獻，就必須深入探討其構形演變規律，就「類化」規律而言，學者即

提出不同之看法。劉釗云：  

類化又稱“同化＂，是指文字在發展演變中，受所處的具體語言環境和受同

一文字系統內部其他文字的影響，同時也受自身形體的影響，在構形和形體

上相應地有所改變的現象。這種現象反映了文字“趨同性＂的規律，是文字

規範化的表現 。 

文中提出「類化」之條件必須基於「同一文字系統內」與「自身形體影響」於構形

上出現「趨同性」之規律。以所舉戰國時期燕國文字 字作 而言，本從「邑」

旁之字，因受自體類化關係，形成「疊二卩」之「 」字，此字雖不合漢字構形原

則，然卻通行於戰國時期某一區域。若以本文所討論之楷書而言，所出現之類化現

象更為多元，潘重規先生於閱讀敦煌寫卷時，即發現某些文字有「偏旁連類」現象： 

                                                 
   宋建華〈從《說文》黽部收字談小篆構形演變之類化現象〉，《第九屆中區文字學學術研討會集》台中：靜宜

大學中文系，2007 年，頁 4。 
   劉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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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龕手鑑．跋》中說：考 字從外生，臆斷其文，當是甥字別體，此注音

外，疑未必然。《龍龕手鑑》的 字，也見於敦煌寫本，斯三二八卷《伍子

胥變文》：「子胥有兩個 甥」，伯二七九四卷作「子胥有兩個 甥」；「（敦

煌變文集、搜神記」中村不折藏本：「知是 甥」，伯五五四五卷作「知是

外甥」，可見 、 都是外字的俗寫。因與甥連文，偏旁連類或加生作 ，

或加男作  。 

文中所謂「偏旁連類」，實著眼於因上下文關係，而文字構形因趨同性關係，調整成

上下偏旁一致之現象。其後張涌泉 、張海媚 將此現象歸為「類化」，毛遠明更

進一步提出類化字之漢字特質： 

所謂偏旁類化．就是指文字受具體使用環境的影響，在類推心理作用下，產

生的非理性偏旁類推，出現與漢字的基本性質相悖的形體改變，使得文字字

形與該字原先所記錄的詞之間的合理對應關係發生變化。這種文字變化現象

上古己有。比如鳳凰的「凰」，上古只作「皇」。由於「鳳皇」，二字經常

連用，受「鳳」字構形的影響，「皇」字被加上既不表聲，亦不表義的偏旁

「凡」，構成「凰」，成為一個傳統六書無法分析的漢字 。 

文中指出類化字是基於「類推心理」，而就漢字構形理論分析，卻未必合於規範。至

於能較全面概括楷書類化現象之說，則以鄭賢章說法較為完善： 

《隨函錄》收有大量的類化字。人們在書寫某字時，受到上下文用字、前後

語境、自身形體構件或其他因素的心理暗示，使得該字在形體上變得與相關

用字部分一致，這就是文字學上所指的類化，由此產生的字即類化字。類化

字產生的原因不是漢字本身形體演變所致，而是受到書寫者心理的影響 。 

                                                 
   潘重規〈龍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台北：《敦煌學》第七輯，台灣敦煌學會編印，1985 年，頁 86。 
   張涌泉〈敦煌文書類化字研究〉云：「像傢俬、家俬這類因類化而使其偏旁與其他字趨於一致的現象，就是文

字學上所謂的類化法，由之產生的漢字就是「類化字」。」，《敦煌研究》第 4 期，1995 年《敦煌研究》第 4
期，頁 71。 

   張海媚〈類化字產生的理據及其影響〉：「所謂漢字的類化是指人們書寫的時候因受上下文或其它因素的影響，

給本沒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將偏旁變成與上下文或其它字一致。」《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 年第三期，

頁 118。 
   毛遠明〈漢字形旁類化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年第 6 期，頁 173。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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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賢章依據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為研究材料，將類化字產生途徑區分為以

「上下文用字」、「前後語境」、「自身形體構件」、「其他因素的心理暗示」四項，確

實較能全面涵蓋楷書類化現象。鄭賢章又將類化字之特質界定為非「漢字本身形體

演變所致」，亦即此類類化字並非漢字正體系統，其產生原因並非追求漢字優化，純

粹為「書寫者心理」所致。然而就產生原因而言，有些字例屬於多層原因混合，始

形成最後定型之類化字，如「甘蔗」即屬於此類型。考《可洪音義》 所收「甘蔗」

字例： 

甘蔗：之夜反。（《高麗藏》34／634／b11）   

苷蔗：上古談反，下之夜反。（《高麗藏》34／657／b13）  

芉蔗：上古寒反，下之夜反，南人呼甘為干也。  

（《高麗藏》34／652／c09）  

竿蔗餳：上古寒反，中之夜反，下徐盈反。竿蔗，謂甘蔗也。吳楚襄鄧之

間謂甘蔗為干蔗也。下經音義作錫，先擊反，非也。（《高麗藏》34／913／

b03）  

「甘蔗」之「甘」受下文「蔗」字偏旁「從艸」所影響，因而類化為「苷」

字，此為「上下文用字」關係之例。然「甘蔗」另作「芉蔗」，或以為由「甘

蔗」類化為「苷蔗」之後，始替換聲符而成，然考之玄應《一切經音義》云：

「干蔗：經文又作竿柘，同諸夜反。《通俗文》：荊州竽（華按：當作竿）蔗，

或言甘柘，一物也。」  則甘蔗受南方語言差異之影響，而寫作「干蔗」，

所以可洪云：「南人呼甘為干也。」又云：「吳楚襄鄧之間謂甘蔗為干蔗也。」

其後，始由「干蔗」類化為「芉蔗」也。若細審其變化之跡，可由下圖表之  ： 

                                                 
   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本文行文時簡稱為《可洪音義》。 
   本文所引用之《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乃據新文豐出版公司印行之《高麗大藏經》，本文並以（《高麗藏》

／冊數／欄位行數）註明出處，以（《高麗藏》34／634／b11）而言，即指《高麗藏》第 34 冊第 634 頁 b 欄

11 行。 
   玄應《一切經音義》卷八。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網路版，台北版電子佛典集成。 
   本圖表依論文審查意見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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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洪音義》云：「枝棭：音亦，葉也。《大般若經》作枝葉也。」（《高

麗藏》34／654／b11），「棭」為「葉」之類化字，玄應《一切經音義》究其

原因云：「枝掖：以石反，相似也，掖猶葉也。此應外國語訛耳。」  玄應

以為「葉」字外國語之音讀近於「亦」聲，遂假「掖」字代之，以言語音讀相

似也，其後又受「枝」字偏旁從木影響，遂類化為「棭」，故「語言差異」亦

當列為類化字產生之由。  

綜上所述，「類化」之性質，有屬於漢字系統演變問題，有屬於書寫者使

用問題，讀者需視所使用之材料而設定界說。本文既以分析楷書規範化現象為

本，且以書寫者之材料進行類化研究，自當不屬於「文字整理者」之範疇，因

而本文採用「二、從文字使用者觀察」之觀點，並綜合鄭賢章提出之四項觀點

與筆者觀點，進行類化字例分析。 

三、《可洪音義》類化字釋例 

關於《可洪音義》類化字之分類，鄭賢章於《《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

究》中提出五種類型： 

1. 受上下文用字影響的類化字 
文字在書寫時比較容易受上下文用字影響而類化。這類類化字主要是通過

增加構件、改換構件或者調整自身構件位置而產生的，在《隨函錄》中最為普

遍  。  

 

                                                 
   玄應《一切經音義》卷三。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網路版，台北版電子佛典集成。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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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上下文語境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受文本語境的影嚮，有時候會通過改易某字的構件或為某

字新增構件來實現凸顯意義和適配語境  。  

3. 受語義常配字影響的類化字 
某些字在表達某種語義時常會同另外一些字相關聯。如人們在說“外甥＂

的時候，常常會在心理想到“舅舅＂，如果在書寫時也得到這種心理暗示的

話，就有可能致使相關字在形體上的類化。   

4. 受自身構件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有時候會受字內部的某個構件的影響，將另外的一個構件

也寫成了相同的樣式  。  

5. 受漢字表意特性影響的類化字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但有些漢字從形體上看不出所要表達的意義，書寫

者有時候就會受到“漢字表意特性＂暗示，人為地替這些字增加一個義符以彰

顯意義  。  

鄭賢章分類之特色，方便讀者從類化字產生途徑觀察其類型，然而漢字畢

竟以構形分析為本，此五種分類不易看出構形之差異，是以本文擬從漢字構形

分析著手，區分類化字為「偏旁替換例」、「新增偏旁例」、「偏旁移位例」、

「疊體例」、「別造新字例」五類，茲分述如下：  

（一）偏旁替換例 
凡字形受類化影響而替換偏旁者屬之。如「涎」字本從「水旁」構形，以

示因羨慕而口生唾液，其後受「唾」字構件「口旁」影響，遂類化為「唌」，

是以《可洪音義》：「唌唾：上序延反，正作涎。又徒丹反，非也。」  。

若從本文所舉字例而言，細審上下字之形義關係觀察，有屬「義近互通」者：

如「裏、綶」二字以「糸、衣」義近，又涉「緾」字從糸影響，遂類化為「緾

                                                 
   同上注，頁 65。 
   同上注，頁 66。 
   同上注。 
   同上注，頁 67。 
   《高麗藏》34／687／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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綶」；「曦、爔」與「暉、煇」二例以「日、火」義近，遂類化為「赫爔」、

「煇赤」。有屬「形近而誤」者，如「牀」字或寫作「 」，遂與「疒」字近

似，又受「座」字訛變為「痤」字之影響，遂將「牀座」類化為「 痤」。有

屬「詞義分化」者，如「玷汙」本從玉旁，本指汙染之意，其後引申而為「汙

辱、侮辱」，而以類化為水旁之「沾汙」表「汙染、弄髒」之意。若從大量類

化字觀察，偏旁替換例所佔比率最多，其上下字之形義關係亦最為複雜，頗待

學者深入探討。  

1. 裏 →  
纏裹：音果。（《高麗藏》34／888／a08）  

緾綶：音果。（《高麗藏》35／307／b11）  

緾裏：音果，正作裹也。（《高麗藏》34／635／a10）  

緾褁：音果。（《高麗藏》35／297／a04）  

案《慧琳音義》 云：「纏裹：上徹連反，《考聲》云：纆，繞也，束也。《說

文》云：纏，約也。從糸、廛聲。下光火反，《考聲》云：裹，包也。《說文》

云：裹，纏也。從衣、果聲。」 則：「纏裹」本義為纏繞包覆之意，《不空罥

索神變真言經》卷第十二：「世尊末世彼諸有情，多有貪瞋愚癡嫉妒很戾懈怠

一切重罪，纏裹身心三業不淨。」 即指「身心三業」受「貪瞋愚癡嫉妒很戾

懈怠」纏繞而不淨。字或作「緾裏」、「緾褁」、「緾綶」三形。考《說文》：「纏，

繞也。从糸、廛聲。」 又《廣韻．仙韻》云：「纏，繞也。又姓，《漢書．藝

文志》有纏子著書。緾，俗，餘皆倣此。」 隋龍藏寺碑作 、唐忠武將軍行

左領軍衛郎將裴沙墓誌作  ，則「纏」為正體，「緾」為俗體也。又《說文》：

「裹，纏也。从衣、果聲。」（400 頁）字或省去「亠」形作「褁」，蓋俗寫省略

字也，《慧琳音義》云：「纏裹：或作褁，俗字略也。」 是也。字或受「纏」

字「糸旁影響」，類化為「綶」字也。 

                                                 
   慧琳《一切經音義》，本文行文時簡稱為《慧琳音義》。台北：大通書局，1970 年。 
   《慧琳音義》卷五，頁 81。 
   《不空罥索神變真言經》卷第十二。（T20n1092_p0290a29）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頁 653。 
   陳彭年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年，頁 138。 
   秦公、劉大新《廣碑別字》，北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5 年，頁 763。 
   《慧琳音義》卷五，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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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曦 → 爔 
赫曦：許宜反。（《高麗藏》35／623／a09） 

爔赫：上許宜反，日光也，正作曦也。」（《高麗藏》34／634／a14）  

案 ：「赫曦」本義為日光盛明貌，故《集韻．支韻》云：「曦，赫曦，

日光」，《慧琳音義》亦云：「《韻詮》云：赫曦，日光也。《字

書》：光明盛也。」 字形又作「爔赫」。考《說文》云：「赫，

大赤皃。」（496 頁）乃赤之盛，而赤又從大火構形，故赫字常見

增添火旁作「爀」，如「顯爀」  、「炎爀」  、「爀赤」  ，

「赫曦」既以火盛喻日光之盛，亦受赫字影響而類化作「爔」字，

然《玉篇‧火部》云：「爔，許其切，火。」  《龍龕手鑑．火

部》：「燨、俗；爔、正，許其反，火也。」則日曦之「爔」與火

之「爔」形成同形異義詞，是以《慧琳音義》云：「經從火，非也。」

  

3. 暉 → 煇 
暉赫：呼挌反，盛皃也。（《高麗藏》35／28／b08）  

煇赫：上虛□反，曰色也。又䰟、昆二音。（《高麗藏》34／680／a11） 

煇耀：上許□反，下以照反。（《高麗藏》34／754／c13）  

煇煌：上戶本反。（《高麗藏》35／19／a08）  

煇赤：上許□反，又音運。（《高麗藏》35／72／c10） 

案 ：《說文》：「暉，光也。从日、軍聲。」（307 頁）本義為日光。

「暉赫」者，日光盛貌也。字或作「煇赫」，「暉」與「曦」字同

意，以火盛喻日光之盛，乃去日旁而類化為「煇」。又依《說文》：

「煇，光也。从火，軍聲。」（490 頁）則「暉、煇」二字音義皆

近，然「暉者，日之光。煇者，火之光。」  二者因類化而混為

                                                 
   《慧琳音義》卷二，頁 32。 
   《高麗藏》35／64／b10。 
   同上注，35／66／b05。 
   同上注 35／69／c03。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頁 100。 
   《慧琳音義》卷二，頁 32。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注文，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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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也。他如「煇耀」、「煇煌」、「煇赤」之例皆與「煇赫」同

意，皆歸於此。  

4.  →  
牀座：上助� 反。（《高麗藏》34／644／c10）  

痤：上音床，下音座。上又尸類、呼骨二反，悞也。（《高麗藏》34

／641／b10）  
痤：上助� 反，又尸類、呼骨二反，並非也。（《高麗藏》35／404／

c01）  
床痤：上助� 反，下才臥反，正作床座也。又上所類、火骨二反，下在禾

反，並悞也。（《高麗藏》34／1066／a11） 

案 ：「牀座」本為人所棲息之器，字或作「 痤」、「床痤」。考《說

文》：「牀，安身之几坐也。從木、爿聲。」  則「牀座」字以

「牀」為正體、「床」為俗體，故唐顏元孫《干祿字書》云：「床

牀，上俗中通下正。」  其後因俗寫「广、疒」混同，「牀座」

又作「床痤」，而「床」字又涉「痤」字而類化為「 」，因而出

現「 痤」之形也。  

5. 玷 → 沾 
玷汙：上丁忝反。（《高麗藏》34／757／a01）  

沾汙：上音點，下烏故、烏臥二反。上正作玷，瑕、玷，玉病也。上又霑、

店二音，非也。（《高麗藏》35／08／c04） 

沾汙：上霑、店二音。宜作點字呼。（《高麗藏》34／691／a12）  

沾汙：上音霑，沾，染也，宜作玷、點。（《高麗藏》34／700／c07）  

沾汙：上竹廉反，丁念二反。又音玷，亦通用。（《高麗藏》35／351／

a08）  

案 ：《說文》：「點，小黑也。」  段注云：「今俗所謂點涴是也。

或作玷。」所謂「點涴」，依《廣韻．過韻》：「涴，泥著物也。

                                                 
   同上注，頁 260。 
   顏元孫《干祿字書》，頁 589。李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1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年。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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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汙。」  涴字本指汙泥著物，而有所汙損，與汙字同意也，

所謂「點汙」者，指受汙染而有黑點也，《佛開解梵志阿颰經》：

「聖人愍之，故加慈愛，沙門持意，如人衣新衣，坐起慎護，不欲

點汙。」  經文「點汙」意指人穿新衣，坐起謹慎，深怕汙損衣

服。又段注云：「或作玷。」依《廣韻．忝韻》云：「玷，玉瑕。」

 玷字本指玉之瑕疵、班點，與點字音義相通，故「點汙」或作

「玷汙」。其後「玷」字受下文「汙」字影響，遂類化為「沾汙」。

考《說文》：「沾，沾水。出上黨壺關，東入淇。」  沾字本為

水名，其後假借為「霑」，而引申有沾染之意，故可洪云：「沾汙：

上音霑。沾，染也，宜作玷、點。」  由於「沾」字引申有「沾

染」之意，與「點汙」、「玷汙」意近而漸為通用，是以可洪云：

「沾汙：上竹廉反，丁念二反。又音玷，亦通用。」如《度世品經》

卷第一：「常知止足在於世間。而修清淨無所沾污。處於俗間心存

少求。演無極香薰諸迷惑。」 其後「玷汙」逐漸引申有「汙辱、

侮辱」之意，而「沾汙」則用以表「汙染、弄髒」之意也。  

6. 嫌 → 慊 
嫌恨：上戶兼反，前會作慊恨。（《高麗藏》34／647／b11）  

慊恨：上胡兼反，心不平也。正作嫌也。又苦點反，恨也，悞。（《高麗

藏》34／644／c04）  

慊恨：上音嫌，心不平也，又苦簟反，非。（《高麗藏》35／04／a01）  

憎慊：戶兼反，心不欲見也，正作嫌，又苦點反，非。  

（《高麗藏》34／869／b04）  

案 ：「嫌恨」本指心有不平而憎恨也，字或作「慊恨」。考《說文》：

「嫌，不平於心也。从女、兼聲。」 本指心中有所不平，而《說

                                                 
   陳彭年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421。 
   支謙譯《佛開解梵志阿颰經》，CBETA 電子版 T01n0020_p0262a26。 
   陳彭年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225。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31。 
   《高麗藏》34／700／c07。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度世品經》卷第一，CBETA 電子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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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慊，疑也。从心兼聲。」  意在疑惑不滿之恨，二者字

義有別。然「嫌」多與「恨、憎」成詞，故類化為從心旁之「慊」，

而與疑惑不滿之「慊」字，形成同形異義詞，故可洪乃謂：「憎慊：

戶兼反，心不欲見也，正作嫌，又苦點反，非。」「苦點反」即指

「慊」字而言。今則嫌字兼含「不平於心」與「疑惑不滿之恨」之

意，而「慊」字遂廢而不用也。  

（二）新增偏旁例 
新增偏旁例者，謂就原字而添加語義相近之形符，從使用者書寫之心理因

素而言，有強化語義功能。如「莖幹」作「莖檊」 、「枝幹」作「枝檊」 51

之類。  

1. 嬰 → （ ）、 、嚶 
孾兒：上於盈反。（《高麗藏》34／677／a03）  

孾兒：上於盈反，正作嬰。（《高麗藏》35／02／c01） 

孆兒：上於盈反。（《高麗藏》35／52／b02）  

孆姟：上於盈反，下乎來反。（《高麗藏》34／1001／a06）  

嬰姟：戶來反，始生小兒也，女曰嬰，男曰孩也。正作孩。又古來反，  

非。（《高麗藏》34／1001／a06）  

嬰姟：戶哀反，正作孩。又音該，非。（《高麗藏》34／1053／c10）  

嚶咳：上於盈反，下戶哀反，小兒也。正作嬰孩。（《高麗藏》34／984

／b08）  

案 ：《說文》：「嬰，頸飾也。」 52、「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

孩，古文咳从子。」  53皆與幼兒稱呼無關，《慧琳音義》引《釋

名》云：「胸前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兒。」  54說明

古人以頸下胸前為嬰，婦人接之嬰前哺乳，故幼子謂之嬰兒。字又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15。 
   《可洪音義》：「莖檊：上戶耕反，下古岸反。」（《高麗藏》34／648／c07） 
 51   《可洪音義》：「枝檊：古岸反。」（《高麗藏》34／712／b02） 
 52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627。 
 53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5。 
 54   《慧琳音義》第 46 卷，頁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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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孾兒」、「孆兒」、「嚶咳」、「孆姟」。考慧琳引《倉頡篇》

云：「女曰嬰，男曰孩。」  55以為女嬰、男孩之區別，故「嬰」

字受女嬰語意影響，增添「女」旁而類化為「孆」；或因受「孩」

字偏旁「子」字影響，增添「子」旁而類化為「孾」；或因「孩」

字從篆文「咳」，增添「口」旁而類化為「嚶」；或因受「嬰」字

偏旁「女」字影響，「孩」字類化為「姟」，然《廣韻．咍韻》云：

「姟，數也。十冓為姟。（古哀切）」  56則「嬰姟」與「數極於

姟」形成同形異義詞也。  

2. 青 →  
青瘀：於去反，敺傷青黑皃也。（《高麗藏》34／639／c07）  

瘀：上与青字同也。（《高麗藏》34／1046／b03）  

瘀：上音青，俗。下於去反。（《高麗藏》34／1047／a11）  

瘀：上七情反，律作淤，同於去反。（《高麗藏》34／194／b01）  

案 ：「青瘀」本義為「敺傷青黑皃」，字或作「 」。青字或受「瘀」

字偏旁「疒」字影響，乃新添疒旁而類化為「 」字也。  

3. 外 → 、  
外甥：音生。（《高麗藏》35／31／c07）  

甥：外生二音。（《高麗藏》35／314／c11） 

：外生二音。（《高麗藏》35／73／b14）  

案 ：「外甥」為姊妹之子女，字或作「 甥」。「外」字受「甥」字偏

旁「男」字影響，而累增男旁類化為「 」。又「甥」字受「舅甥」

關係影響，偏旁替換為「臼」旁作「 」，外字亦類化為「 」字。 

4. 盾 →  
矛 ：食尹反，障葥排也，正作楯也，亦單作盾也。山海經曰：羿与鑿

齒戰於疇〡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楯自障。 

（《高麗藏》35／467／c02）  

                                                 
 55   同上注。 
 56   陳彭年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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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上目求反，下食尹反。（《高麗藏》35／465／c07） 

矛 ：食尹反。（《高麗藏》35／466／a05）  

子楯：上莫浮反，下食尹反，正作矛楯。（《高麗藏》35／658／b11）  

矛盾：食尹反，鄣箭排。（《高麗藏》35／537／a08）  

案 ：盾之本義為障箭排，字或作楯、 二形。考《說文》：「盾，瞂

也。所以扞身蔽目。从目、象形。」  57則小篆盾之構形為從目之

合體象形字。手抄佛經寫本或作「楯」字，為「從木、盾聲」之形

聲字，以強調盾之材質，為當時流行之正體字，故《可洪音義》云：

「矛 ，障葥排也，正作楯也。」是以《集韻．準韻》云：「楯，

辭允切，干也。」  58然《說文》云：「楯，闌檻也。從木盾聲。」

 59為殿上欄檻，段玉裁云：「闌，門遮也。檻，櫳也。此云闌檻

者，謂凡遮闌之檻，今之闌干是也。王逸《楚辭注》曰：檻，楯也。

從曰檻，橫曰楯，古亦用爲盾字。」  60是「障葥排」之「楯」與

「闌檻」之「楯」為同形異義詞也，因而從《可洪音義》所收「楯」

字而言，二義並行不悖，如：  

欄楯：上郎干反，下食尹反，階際木也。（《高麗藏》35／674／b05）  

為楯：音順，兵器也。（《高麗藏》34／738／a10）  

蘭楯：食尹反，鉤闌也。又巡、順二音。（《高麗藏》34／739／a10）  

「食尹切」即為「欄楯」，「音順」即為「障葥排之兵器」，二者

讀音有別。又「盾」或作「 」字，則為「從矛、盾聲」之形聲

字，乃涉上「矛」字而類化增添矛旁作「 」，行均《龍龕手鑑．

矛部》收此字云：「 ，尺准反。」 61而《可洪音義》云：「（ ）

亦單作盾。」正說明由盾而 之演變關係，二者本為古今字之關

係也。  

 

                                                 
 57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137。 
 58   丁度《集韻》，頁 249。李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59 冊。 
 59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258。 
 60   同上注。 
 61   行均《龍龕手鑑》，頁 475。李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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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 →  
糧：資、良二音。（《高麗藏》35／271／a04）  

粮：上子私反，助也，俗。（《高麗藏》34／863／c09） 

資糧：音良亦作粮。（《高麗藏》34／636／a07）  

案 ：「資糧」本指預先儲存之糧食，字或作「 糧」、「 粮」。「糧」

作「粮」者，俗寫字也，「資」作「 」者，涉「糧」字而類化新

添米旁也。又《字彙補．米部》云：「 ，精辭反，音資，粉餌也。」

 62與「 糧」之意不類，乃同形異義詞也。又《異體字字典》資

字未收「 」字。  

（三）偏旁移位例 
「偏旁移位例」者，謂受上下字形體排列結構影響，而將字形構件進行上

下或左右之調整。此類字例於類化例中極少，下文所見「 」、「 」、「 」

字屬之。  

1. 思 →  
思惟：音維，念也。後釋文作罹，力知反，憂也。此經無罹字也，惟字正

彼謬也，亦謬。（《高麗藏》34／869／c11） 

惟：上息慈反，念也，正作思也。在第一百二十六第十二紙第八行內。

（《高麗藏》34／635／a01）  

案 ：思惟本義為思念也，字或作「 」。考《說文》：「思，□也。从

心从囟。」  63為上下構形之字形，佛經寫本受上下文影響，類化

為左右構形之「 」。  

2. 舅 →  
甥：上巨久反，下音生。（《高麗藏》35／443／a10）  

甥：上巨久反，下音生。（《高麗藏》35／45／a11）  

甥：上巨久反，下所京反。（《高麗藏》35／401／c06） 

案 ：「舅甥」之「舅」，為上聲下形之構形，寫本佛經受下文「甥」字

                                                 
 62   吳任臣《字彙補》，頁 478。李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6 冊。 
 63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06。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類化字釋例． 

 ．193．

影響，類化為左形右聲之「 」。字或訛變作「 甥」、「 甥」

也。  

3. 惻 →  
懇惻：楚色反。（《高麗藏》35／323／a06） 

懇 ：楚色反。（《高麗藏》35／567／b09）  

隱 ：初色反，愴也。（《高麗藏》35／579／b05）  

墾惻：上 佷反，下楚力反。墾惻，至誠也，正作懇。  

（《高麗藏》34／833／a05）  

墾惻：上苦佷反，下楚力反，至誠信也，正作懇惻。  

（《高麗藏》35／176／b01）  

案 ：懇惻本義為至誠，故《廣韻．很韻》：「懇，懇惻，至誠也，又信

也。」 64《可洪音義》亦云：「墾惻，至誠也，正作懇。」又云：

「至誠信也，正作懇惻。」「惻」字受「懇」字影響，類化為上下

構形之「 」，《玉篇．心部》：「 ，初力切。古惻字」是也  65。 

（四）疊體例 
「疊體例」者，謂調整構形中某一形體，使其形成左右疊體現象。此類字

例較為罕見，下文所舉「㒹」、「 、 、 、 」、「 」、「 」、「 」

屬之。  

1. 顛 →  
顛仆：步北反，倒也。（《高麗藏》34／776／c04）  

仆：上丁年反，下芳敕反。前倒也，面伏地也。又芳務、蒲北二反。 

（《高麗藏》34／648／b12）  

匐：上丁年反，下步北反。正作蹎踣。（《高麗藏》34／990／b03） 

沛：音貝。（《高麗藏》34／936／c08）  

沛：上丁田反，下補蓋反。（《高麗藏》34／1087／b05）  

沛：上丁年反，下愽蓋反，仆也。字書云： 伂，仆也。  

（《高麗藏》35／621／b13）  

                                                 
 64   陳彭年撰、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283。 
 65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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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說文》：「顛，頂也。从頁、眞聲。」  66本義為頭頂，此假借

為「蹎」字用，《說文》云：「蹎，跋也。」  67始有仆倒之意，

是以段注云：「（蹎）經傳多叚借顚字爲之，如《左傳》子都自下

射之顚是也。〈貢禹傳〉：誠恐一旦蹎仆氣竭。」凡「顛仆」、「顛

匐」、「顛沛」皆當以蹎為本字，《慧琳音義》云：「《說文》從

足作蹎，又從走作 ，或作傎並通。經文通作顛，俗用，非本字也。」

其說是也。以「顛」代「蹎」之後，俗字又疊體類化為從二真之「 」，

為俗字之寫法，唐圭峰禪師作  68、唐齊子墓誌作  69，並以二

真為顛。  

2. 願 → 、 、 、  
此：上魚勸反，正作願。（《高麗藏》34／838／c01）  

言：上魚勸反，欲念也。正作願 二形也。（《高麗藏》34／932／b07） 

唯 ：魚願反，正作願 二形。（《高麗藏》34／1082／a02）  

所：魚勸反，欲也，念也。正作願 二形也。  

（《高麗藏》34／640／c05）  

御：上魚勸反，下魚去反。（《高麗藏》35／570／b14） 

案 ：《說文》：「願，大頭也。从頁、原聲。」  70，本義為大頭，後

人假借為希望、期待之意，字形又作「 」、「 」、「 」、

「 」四形，並為疊體類化字也，鄭賢章云：「“ ＂字產生的原

因是內部類化，受“願＂構件“頁＂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原＂

寫作了“頁＂。“ ＂與“ ＂形體近似，很顯然“ ＂乃“ ＂

進一步訛誤所致。」  71其說蓋是，然就《可洪音義》註解所載，

尚可增補「 」字，蓋願字受構件「原」所影響，遂疊體類化而

從 二 原 也 。 考 願 字 疊 體 寫 法 ， 六 朝 時 代 多 有 ， 如 魏 魏 靈 藏 造 像

                                                 
 66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420。 
 67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83。 
 68   秦公、劉大新《廣碑別字》，頁 735。 
 69   吳剛輯、吳大敏編《唐碑俗字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年，頁 85。 
 70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422。 
 71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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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姜瑞雲造像「 」、齊張伯龍造像「 」 72，僅「 」

字未見。  

3. 靜 →  
寂靜：上情曆反，下情并反。（《高麗藏》34／743／b09）  

：情井反，正作靜。（《高麗藏》34／701／c08）  

案 ：「寂靜」者，寧靜無聲貌也，字或作「 」。考「 」即「寂」

字，《慧琳音義》云：「經作  73，通俗作寂。」  74又《龍龕手

鑑．宀部》云：「寂 ，三正。」  75又「 」字乃「靜」字，

受自體構件「青」字影響，類化為疊體構形之「 」字。  

4. 碧 →  
㵎：上彼力反。（《高麗藏》35／63／a10） 

案 ：碧字《說文》云：「碧，石之靑美者。从王石，白聲。」  76手寫

佛經「白」字受「玉」字影響，自體類化為疊二玉之「 」字。考

《辯正論．卷七．品藻眾書篇第九》云：「昔有無名野老，不知

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北，地居

形勝山號膏腴，門枕危峰簷臨碧澗，忘憂長樂。」  77今本正作

「碧澗」，二字，鄭賢章云：「“碧＂俗作“ ＂，是字形內部類

化的結果」其說是也  78。  

5. 浮 →  
多：上音浮。（《高麗藏》34／921／b01）  

案 ：《說文》：「浮，汎也。从水、孚聲。」  79則浮字以水為部首，

書寫者因受「孚」字影響，自體類化為疊二體之「 」字。考《五

                                                 
 72   秦公、劉大新《廣碑別字》，頁 734。 
 73   案：「 」字原作「家」字，誤也。 
 74   慧琳《一切經音義》卷 20，頁 397。 
 75   行均《龍龕手鑑》宀部，頁 478。李學勤《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一冊。 
 76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17。 
 77   陳子良《辯正論》CBETA 電子版。 
 78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頁 307。 
 79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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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卷四》：「浮多鳩槃茶乾闥婆泥呵嚧

（二百七十四）。」  80正作「浮多」，鄭賢章云：「“ ＂字產

生的原因是字形內部類化。受“浮＂內部構件“孚＂的影響，書寫

者將構件“氵＂也寫作了“孚＂。」  81其說是也。  

（五）別造新字例 
「別造新字例」者，謂受類化因素影響，對字形進行全形改造，類化字與

本字構件形體無直接對應關係，如「棭」、「哻」、「 」、「 」、「 、

」屬之。  

1. 葉 →  
枝棭：音亦，葉也。《大般若經》作枝葉也。（《高麗藏》34／654／b11） 

枝棭：以益反，謂枝葉也。（《高麗藏》34／661／a13） 

枝棭：音亦。（《高麗藏》34／662／b08）  

枝掖：羊益反。（《高麗藏》34／983／c10） 

枝葉：以接反。（《高麗藏》34／633／a03） 

案 ：「枝葉」本指樹枝與樹葉，字或作「掖」、「棭」。考玄應《一切

經音義》云：「枝掖：以石反，相似也，掖猶葉也。此應外國語訛

耳。長安品作技掖般若是也。」  82玄應謂「枝葉」作「枝掖」乃

因外國語之關係，故言「相似也」，蓋取其音相近也。其後「掖」

受上文枝字影響，偏旁類化從「木」作「棭」，《可洪音義》釋之

為「葉也」，並引《大般若經》作「枝葉」以明之。考《可洪音義．

摩訶般若抄經．卷二》：「枝棭：以益反，謂枝葉也。」今本《摩

訶般若抄經．卷二》仍作：「若有當來善男子善女人，欲得阿耨多

羅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反得惡師教學枝棭般若波羅蜜。釋提桓

因問佛，何謂為枝棭般若波羅蜜者？」 83「棭」字《異體字字典》

未收。  

                                                 
 80   闍那崛多譯《五千五百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CBETA 電子版。 
 81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頁 250。 
 82   玄應《一切經音義》卷三。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網路版，台北版電子佛典集成。 
 83   曇摩蜱共竺佛念譯《摩訶般若抄經》。CBETA 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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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鼾 → 哻 
鼾眠：上呼干、胡案二反，睡聲。（《高麗藏》35／104／c02）  

哻眠：上寒案反，正作鼾。（《高麗藏》35／102／c07） 

眠：上胡案反，睡聲也。正作鼾。（《高麗藏》35／146／a11）  

案 ：《說文》：「鼾，臥息也。从鼻、干聲，讀若汗。」  84本義為睡

眠時所發出之鼻息聲，字或作、 、哻二形。以口鼻相通，故俗寫

類化從「口」旁，「 」屬「偏旁替換例」而「哻眠」之「哻」，

除自體偏旁類化外，聲符亦改以「旱」聲，則為「別造新字例」也。

《龍龕手鑑．口部》云：「 、 、 、哻、 、皆俗，音汗，

正作鼾。鼾，睡也。」  85（503 頁）可以證明「哻眠」即「鼾眠」

之俗寫也。 

3. 嫪 →  
戀 ：郎到反，慕也，正作嫪。（《高麗藏》34／752／a05）  

不 ：郎告反，正作嫪。（《高麗藏》34／788／c14）  

案 ：《說文》云：嫪，婟也。从女、翏聲。」所謂嫪婟者，謂戀惜而不

能去也，故《慧琳音義》云：「不嫪：《說文》：嫪，婟也。謂戀

不能去也。」  86又云：：「戀嫪：《聲類》云：嫪，惜也，謂戀

不能去者也。」  87俗寫受「戀」字影響，類化為「心」旁，並以

「牢」為聲符作「 」字，其後又訛寫為「 」字也。由「嫪」類

化為「 」，是別造新字也。  

4. 捲 →  
作捲：音拳。（《高麗藏》34／869／b12）  
作 ：丘員反，屈木為之，似升，正作捲。《經音義》作 也。  

（《高麗藏》35／164／a13）  

案 ：玄應《一切經音義》云：「作捲：去員反，屈木為之謂之捲。」 88

                                                 
 84   許慎撰、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139。 
 85   行均《龍龕手鑑》，頁 503。李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一冊。 
 86   慧琳《一切經音義》卷 28，頁 601。 
 87   慧琳《一切經音義》卷 45，頁 960。 
 88   玄應《一切經音義》卷十五。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網路版，台北版電子佛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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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捲者，謂屈木製作類於圓筒形之器物，字或作「 」。鄭顯章

云：「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念等譯《四分律》卷 50：『時彼上

座老病羸頓經行時倒地。佛言，聽繩索系兩頭，循索行。捉索行手

軟破手。佛言，聽作捲，若竹筒，以繩穿筒，手捉循行，經行時疲

極，聽兩頭安床。』（T2Z，P938s）……受前後語境中有繩索的

影響，“捲＂類化換形旁從“系＂且換聲旁為“眷＂而作“ ＂。」

 89其說可從。由「捲」類化為「 」，構形不相類，是別造新字

也。  

5. 炱 → 、  
炱煤，上徒來反，下莫迴反。（《高麗藏》35／1074／b14）  
㙁：上徒來反，下莫迴反。（《高麗藏》35／100／a10） 

烸：上徒來反，下莫迴反，見藏作臭煤也。（《高麗藏》35／496／b04） 

案 ：《玄應音義》云：「炱煤，煙塵也。《通俗文》：積烟以為炱煤。」

 90意指因烟氣凝結所形成之煙塵。書寫者或以表示塵土之「㙁」

字取代「煤」字，因而「炱」字受「㙁」字土旁影響，類化為「 」

字；書寫者或以表示缺水之「烸」字代之，因而「炱」字受「烸」

字火旁影響，類化為「 」字，《玄應音義》云：「炱煤：律文作

烸，非體也。」 91則「 」為「炱」之俗寫類化字也。以「炱」

與「 」構形不相類，是別造新字例也。  

四、結論 

類化是通俗文字中常見之現象，書寫者常依當代約定俗成慣例，對於規範

化字形進行類推之調整，使固定詞組上下文於構形上趨於一致性，以「外甥」

類化於「 甥」而言，於漢字視覺傳達功能上，確實具有強化語義之功能。然

而就漢字優化歷程而言，「外」字添加偏旁「男」作「 」，卻屬於構形累

增現象，加以添加偏旁或替換偏旁之後之字，形成同形現象，反而增加文獻閱

                                                 
 89   鄭賢章《《新集藏經音義隨函錄》研究》，頁 65。 
 90   玄應《一切經音義》卷十五。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網路版，台北版電子佛典集成。 
 9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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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之困難，譬如「曦」字本義為日光，類化為「爔」字後，遂與「爔，火也。」

之義混淆，「資」字本義為財貨，類化為「 」字後，遂與「 ，粉餌也。」

之義相混，因而對於「同形」現象之產生，類化亦是來源之一。本文分析諸家

類化界說，區分為「文字整理者」、「文字使用者」兩大方向，而各有依憑之

理論，其間僅有詳略之差異，是以本文依《可洪音義》所收材料之性質，採「文

字使用者」觀點進行研究，並將類化字產生原因，由鄭賢章「上下文用字」、

「前後語境」、「自身形體構件」、「其他因素的心理暗示」四項，增添「語

言差異」一項。至於類化字之類型，則提出由漢字形構進行分類，而區分為以

下五類：  

一、偏旁替換例：「裏、綶」、「曦、爔」、「暉、煇」、「牀、 」、

「玷、沾」、「嫌、慊」  

二、新增偏旁例：「嬰、孆（姟）、孾、嚶」、「青、 」、「外、 、

」、「盾、 」、「資、 」  

三、偏旁移位例：「思、 」、「舅、 」、「惻、 」 

四、疊體例：「顛、 」、「願、 、 、 、 」、「靜  → 」、「碧、

」、「浮、 」  

五、別造新字例：「葉、棭」、「鼾、哻」、「嫪、 」、「捲、 」、

「炱、 、 」 

本文對於《可洪音義》所收類化字之歸納，尚屬初探性質，所呈現之資料，

十不及一，期盼能藉由本文之探討，略盡拋磚引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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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Xin Ji Zangjing Yinyi 

Sui Han Lu 

Song, Jianhua∗ 

【Abstract】 

Apart from such materials as rock inscriptions and the Dunhuang texts, the 

Xin ji zangjing yinyi sui han lu composed by Kehong during the Later Jin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differing approaches adopted by “language users” and “language systematizers,” 

and show how these distinct approaches can be used to categorize characters as 

either formal or informal. I als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five categories into which new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he 

Xin ji zangjing yinyi sui han lu: radical substitution; new radicals; radical shift; 

stacking; and new formations. 

 

Keywords: Xin ji zangjing yinyi sui han lu Kehong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Phonetics and semantic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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