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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易》學散論
康全誠*

摘要
先秦《易》學是中國《易》學的真精神所在，先秦《易》學史料，保留下
來的，主要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後代《易》學研究的兩大派別，無論是從占
筮角度治《易》的卜筮派，還是從義理角度治《易》的哲理派，無不肇始於這
一時期。而孔子的《易傳》則是《易》學從占筮之用走向哲理認識的一個轉變
階段。本文即從卜筮、《易傳》、義理三方面來探討先秦《易》學的概況。

關鍵詞：先秦《易》學、卜筮、義理、《易傳》

*

康全誠，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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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on Book of Change During Pre-Qin Period

Kang, Chuan-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of Book of Change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was where the true spirit lies.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of the Book of
Change of the Pre-Qin period that has been reserved was mainly 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re were two major schools at the
later stag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 No matter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 was the divination school or the rationalism school both were
invariably started from the same period. It was not changed until later when
Confucius’s Commentary of I-Ching put the Book of Change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vina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study of Book of Change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divination, the Commentary of I-Ching and
Rationalism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The study of Book of Change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Divination,
Rationalism, Commentary of I-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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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周易》紬繹陰陽消息之理，推論天道以明人事，其內容包羅萬象，博大
精深，為中華學術之根源，文化之濫觴。考之歷來《易》學之內容，素有象數
《易》與義理《易》之區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云：
《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入
於禨祥；再變而為陳（摶）、邵（雍），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
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
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逐日啟其論端。此兩
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
槳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以援《易》以為說，
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1
此處所謂兩派，即指象數《易》學派與義理《易》學派。六宗即指占筮
《易》、禨祥《易》、圖書《易》、玄理《易》、儒理《易》與史事《易》
等；前三者屬象數《易》學派，後三者屬義理《易》學派。可見《易》道廣
大，上推天道，爰及象數；下明人事，乃廣義理；流派紛歧，各有所偏。 2考象
數學之發展，源自先秦之《十翼》及《左傳》、《國語》所載筮例。漢魏時，
《周易》之各類象數學說應運而生，此為其昌盛期。而先秦《十翼》之論，歷
代學者則稱闡發《周易》義理之最權威學說，殆魏王弼獨倡「掃象闡理」之
說，又經唐初孔頴達疏通闡發，以義理解《易》之風遂盛，至宋代，因道學思
想盛興，以儒理闡《易》、以史事證《易》、以心學解《易》之思潮層出迭
起，此為義理學之鼎盛期。

1

焦昀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7 月），頁 54。

2

林慶彰：〈朱熹論易「象」與易「理」〉，《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2 年 5 月），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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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易》學是中國《易》學的真精神所在，伏羲氏、周文王、孔子、老
子四位聖哲，問世而興，踵事增華，合作經營此一大學術至於博大精微。但
是，保留下來的先秦《易》學史料，主要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
的《易》學史料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散見於史籍，諸子著作中的各家《易》
說，一類是《易》學專著。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易》學論著，盡管數量不
多，但是它們在《易》學發展史上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後代《易》學研究的兩
大派別，無論是從占筮角度治《易》的卜筮派，還是從義理角度治《易》的哲
理派，無不肇始於這一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易》學的發展，由於材料有限，
特別是由於對材料斷代的分歧，要描述其具體環節的邏輯進展是很難的。我們
認為這一時代的《易》學主流是義理《易》說對卜筮《易》說的取代，其具體
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春秋時期，這是先秦《易》學的轉向階段，其特徵
是《易》學從占筮之用走向哲理認識，孔子是這一歷史性轉變的代表，他開創
了儒門解《易》的優秀傳統，他的《易》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易》學史上的第
一座里程碑《易傳》裡。二是戰國時期，這是義理《易》學的繁榮階段。此時
盡管卜筮仍然流行，但孔子的《易》學思想日益擴展，從儒家到道家、陰陽
家、從橫家、諸子都樂於從哲理的角度來解說和運用《周易》。本文乃從卜
筮、《易傳》、義理三方面來探討先秦《易》學發展之概況。

二、卜筮
《易》本為卜筮之書，其濫觴可謂由來古矣！初期僅作卜筮之用3，此名稱
最早見於《左傳》及《周禮．春官．太卜》。《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
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周禮．
3

黃沛榮師：〈先秦筮書考〉云：「據近世考古發掘所知，龍山文化已有占卜之習慣，如山東
城子崖遺址所出占卜用之牛胛骨、鹿胛骨，其上雖無刻辭，然已可見占卜風氣開始流行。筮
法之起，當在龜卜之後，筮書之作，更必在文字較充分使用之世。古之筮書，通謂之
《易》。」（《書目季刊》第十七卷第三期，1983 年 12 月），頁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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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官．太卜》則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筮人〉：「筮人掌三易，以
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先秦筮書，本
有多種，而《連山》、《歸藏》、《周易》既合稱「三易」，足證《易》為筮
書之通稱。在已亡佚之先秦筮書，自典籍所引繇辭，亦可略見其一二，《左
傳》、《國語》有關引《周易》為說及占筮之記載，凡二十二次，（《左傳》
十九次、《國語》三次），4，所引繇解，多以《周易》為占。但《左傳》成公
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
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可待？』公從之。」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
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其繇辭均不見於《周易》，顯然出自其他
筮書。杜預注曰：「蓋卜筮書雜辭。」大致可信。「三易」中之《連山》、
《歸藏》二者今俱不傳，今傳世者僅《周易》一種，唐孔頴達〈周易正義序〉
云：
《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
也。……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
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5
此則言《周易》乃《易》（筮書）之一種，特「題周以別餘代」，及秦焚書，
4

黃沛榮師：〈易學辭典〉，（《國文天地》第三期，1985 年 8 月），頁 70。又先秦史書及諸
子著作中各家《易》說，據廖名春等合著《周易研究史》云：「其中以《左傳》最為豐富，
共有十九條：《國語》三條，《戰國策》一條，《論語》二條，《莊子》一條，《荀子》四
條，《管子》一條，《尸子》一條，《呂氏春秋》四條，《禮記》七條。」而《左傳》十九
條中，「其中十六條是占筮，《國語》三條，全係占筮。」故在春秋時期，《周易》基本上
即被視為一卜筮之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11～12。

5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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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亦獨以卜筮得存，故《漢書‧藝文志》云：
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紀。6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云：
斯上書曰：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陰去之，……所不去者，醫
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
之語，以愚百姓。7
《易》書至秦得以卜筮之書通行於世，漢代承秦燔書之後，載籍蕩然，無復存
者，而《易》書仍獨盛行。且《周易》又在戰國以來，《易》、傳次第產生，
《周易》自是一變而為儒家之寶典。
當《易》作為占卜之書時，「象」是一個名詞意義的物象或事象。依《左
傳》所言，《易》以筮數運算，在筮數排列中，不管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個數字，卜筮紀錄下來的數字就是《象》。「象」指的是卜筮後的「筮數」。
數字本身是極為抽象的形式，幾乎是純概念化的符號。十筮以決疑，這些
高度抽象、指稱抽象次序的自然數，能提供什麼資訊提供問卜者決疑？若不經
過賦予一定意義的程序，將內容和意義寄託在數學的物理形式上，數字是無法
達到決疑示告的功能的。即以今日的科學成就和文化水準，代數演算所得不變
的法則和數學真理，對於主體的情感意志、價值憂患，沒有直接回答和幫助的
可能。換言之，筮數必定被賦予一定的意義，用以說解占事的理由、原因或啟
示。這正是太卜之官統管卜筮之事的基礎；藉某種物，經由人為的操作（如鑽
鑿、揲筮、敲擊等），所產生物理變化的現象（如紋路、筮數等兆象），來說
解、回答問卜的結果，或發展的方向。當然，所選取物如靈龜筮草等，已被賦
予、特殊、神秘的屬性或力量，由於這種神秘的特質，能通天地鬼神。鬼神的

6

班固：《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12 月），頁 436～
437。

7

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民國 64 年 9 月），頁 25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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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告示是寄託在其上的。由它們經過人的操作演運後變化的物理形式，並
不被認為是或然律或期望值的自然表現，而是承載神靈意念或指示的載體形
式。這個物理形式經過整理之後，就甲骨占卜部份說，龜卜有八命；就《易
經》揲筮部份，三《易》的形式都是經卦八、別卦六十四。而太卜解兆象、筮
數時，所面臨的不是有沒有神靈意志的問題，也不是象能不能正確回答吉凶問
題的限度，而變成是該如何解釋這些兆象筮數？什麼兆象、筮數是吉是凶？何
種兆象呈現何種神意的告示內容？玉兆、夢兆、經兆、運兆、經卦、別卦、
繇、頌的整理和編輯，便是這種情形，8此為《周易》在占筮時期的性質。
從《左傳》、《國語》中的史料來看，春秋時期的史官皆從筮法的角度解
釋《周易》的卦爻辭，用以說明所占之事的吉凶禍福，我們稱之為占筮《易》
學。戰國時占筮仍很盛行，從《墨子．公孟》篇的記載可知，占筮已成為當時
的一種普通職業。另據近年阜陽出土的漢初《周易》殘簡，也可看出戰國時占
筮《易》家的實際情況。殘簡有卦畫、爻題、卦解、爻辭，並且在爻辭之後還
附有卜事之辭，這些卜筮之辭全都有固定的格式，分別指出各種天象和人事的
吉凶禍福，諸如晴雨、田漁、征戰、事君、行旅、嫁娶、疾病等。這種情形，
可以視作是筮者對《周易》所做的通俗改編，以使之利於卜筮實際。馬王堆出
土的帛書《周易》，卦序也經過筮者的重新編排，以之適合占筮的需要。9

三、《易傳》
《周易》稱經，在古代可見之文獻中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
老聃曰：『上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而至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則對孔子刪定六經大旨作
詳細記述：

8

劉慧珍：《漢代易象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頁 9。

9

商國君：《中國易學史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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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
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
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
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
〈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
《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10
六經之定稿既出，至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東漢時，《周易》更躍居群經之
首，譽為《五經之原》 11，後備為歷代學者所推崇；蓋《周易》乃聖人仰觀俯
察，極深研幾，臻天地神明之德，見宇宙變化之賾，因而推天道以明人事，設
卦立象以明吉凶，所以斷天下之疑，闡修身盡性之理，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周易》之基本素材為卦象與卦爻辭，其出於何時？作者為誰？班固
則提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之說，其《漢書．藝文志》曰：
10

同註 7，頁 1935～1937。

11

案班固《漢書．藝文志》述六經之次序，為《易》、《書》、《詩》、《禮》、《樂》、

《春秋》，並於所述經典之下，援引《易》辭為說。又於其下文總述六經云：「文藝之文，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
《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
《易》為之原。改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
也。」同註 6，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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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上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文王以諸候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
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
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
世歷三古。12
班固以為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卦爻辭，而孔子作傳以解
經，至東漢經學家鄭眾、賈逵、馬融、陸績又提出周公作爻辭，成為「《易》
歷四聖」之說，孔顈達〈周易正義序〉云：
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
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
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
子業故。13
對於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並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之傳統說
法，至宋代朱熹主張「人更四聖」之論，《朱子語類》云：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
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生
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
〈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
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14
除了畫卦者一說，〈繫辭〉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章言伏羲作八卦，歷代
學者意見較為一致外，而有關卦爻辭之產生，則有不同意見，以卦爻辭著作之
時代，據〈繫辭傳．下〉第十一章云：

12

同註 6，頁 436。

13

同註 5，頁 6。

14

朱熹：《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六，（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頁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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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15
《史記．周本紀》云：
而伯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16
〈日者列傳〉亦云：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17
《漢書．藝文志》更云：
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
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18
此處〈繫辭傳〉蓋疑《易經》作於殷末，未言是文王所作；《史記》亦僅謂文
王重卦，未云作辭，《漢志》則直謂文王「作上下篇」，斯說之不可，前人辨
之其詳，而孔頴達《周易正義》從馬融、陸績之說，以爻辭多文王後事，故以
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其說雖未必是，唯據近人之研究，卦爻辭確為西周之
作19如顧頡剛云：
我們可以說，它（卦爻辭）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的初葉。20
余永梁亦云：
卦爻辭作於成王時。21
屈萬里《書傭論學集》亦曰：
由卦爻辭中器用及習語覘之，知其成書之時代，至遲亦決不得下逮東
周。由其專用字及其一貫之體例證之，知其為創作而非纂輯，成於一人
15

朱熹：《周易本義》，（臺北：華聯出版社，民國 78 年 12 月），頁 3－27。

16

同註 7，頁 119。

17

同註 7，頁 2218。

18

同註 6，頁 436。

19

黃沛榮師：《易學乾坤》，（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221～222。

20

參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民

國 82 年 8 月），頁 43。
21

參見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同註 20，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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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出諸眾手。由〈晉〉卦卦辭及〈隨〉上六，〈益〉六四爻辭覘之，
知其成於周武王時。22
李鏡池《周易探源》亦曰：
卦、爻辭是編纂成的，……編纂時間約在西周中後期。23
高亨《周易雜論》曰：
我認為《周易》一書，在西周初年寫成。24
張立文《周易思想研究》：
《易經》是一部成於西周前期和由卜官編纂而成的占筮書。25
以上諸說雖略有不同，然而皆謂卦爻辭著成於西周，而除李鏡池定於「西周中
後期」外，餘皆以為在西周初期或前期。而對於孔頴達據《左傳》載韓宣子適
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一事，而斷言爻辭周公，皮錫瑞則駁斥
之，其《經學通論》云：
若以為文王作爻辭，既疑不應豫言，以為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
聖」不合，《孔疏》以為父統子業，殊屬強辭，韓宣適魯，單文孤證未
可依據，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26
按對於歷來只言三聖，未提及周公者，乃「以父統子業」也，皮錫瑞以為強辭
之言，而單憑「韓宣適魯」，此孤證未必足取，且韓宣亦未明言周公作爻辭，
是以周公作爻辭之說未足採信，故皮氏質疑之。如此「《易》歷三聖」、
「《易》歷四聖」之說則無法立足矣。
22

參見屈萬里：〈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王時考〉，（《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局，民

國 69 年 1 月），頁 8。
23

李鏡池：〈關於易經的性質和它的哲學思想〉，（《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7

月），頁 153。
24

高亨：〈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辨證觀點〉，（《周易雜論》，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12。
25

張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8 月），頁 32。

26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2 月），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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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且孔子作《十翼》之傳統説 27，北宋歐陽修〈易童子問〉已質欵之，錢
穆曾作〈論十翼非孔子作〉一文，則提出十個證據以證《十翼》非孔子所作
28

，顧頡剛於〈周易卦爻辭中觀象制器的故事〉中又以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

下也」至「蓋取諸〈夬〉」一段，乃西漢京房或京房之後學所作 29，黃沛榮師
則以為《易》傳七種，為流傳於戰國中末葉，寫定於秦火以後之作，其《易學
乾坤》云：
唯是《十翼》之成篇，則在戰國末年以後。古人雖謂孔子作《十翼》，
其說之非，自歐陽作〈易童子問〉以來，漸成公論。然對各篇之著成時
代，則尚見仁見智。高亨先生〈周易大傳的哲學思想〉以為：「《十
翼》都寫于戰國時代……〈彖〉、〈象〉比較早些，可能在春秋末
期。」其後於《周易大傳通說》中，亦以為《易》傳七種大都作于戰國
時代，李鏡池先生〈關於《周易》的性質和它的哲學思想〉，以為
《易》傳之著成「約在戰國後期到漢初」，馮友蘭先生〈易傳的哲學思
相想〉則以為是「戰國末以至秦漢之際儒家的人的作品。屈萬里先生則
以為〈彖〉、〈象〉、〈繫辭〉、〈說卦〉、〈文言〉、〈序卦〉皆傳
自先秦，唯〈雜卦傳〉不見於先秦西漢人所徵引，而漢宣帝時，恰有河
內女子獻逸《易》一篇之事，其所獻者，殆即〈雜卦傳〉。張立文先生
《周易思想研究》則認為《易》傳「當成于春秋至戰國中葉」。竊以為
如〈彖〉、〈象〉、〈文言〉諸傳，兼有儒、道、法三家思想，而以儒
家思想為主。此等義理，若早已流傳於戰國之世，則《易經》於秦代必

27

《易》傳之伯者，由最早所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繫〉、〈象〉、〈說卦〉、〈文言〉。」至《漢書．藝文志》更明言孔子為之〈彖〉、
〈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其後孔頴達《周易正義．序》「論夫子
十翼」節。《史記．孔子世家》張守節《正義》，皆主此說。
28

參見黃沛榮師編《易學論著選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3 月），頁 283～389。

29

同前註，頁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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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被視為「卜筮之書」，而免遭焚書之厄矣！故論《易》傳之著成，
「秦火」厥為重要之關鍵。是故沛榮認為：今傳《易》傳七種，應是流
傳於戰國中末葉，而寫定於秦火以後。30
《十翼》既非孔子作，或為孔門傳《易》之儒者所寫，各篇非出於一時一人之
手。以如《易》傳為孔子晚年最後學術心得，孔子卒後，其門人為何不加以稱
述？甚至孟子終身以學孔子為職志，通《孟子》全書，對此亦曾無一言道及？
至如朱子者，乃相信孔子作《易》傳，但其本於《論語》，亦知孔子平生教
人，只言「《詩》、《書》執禮」，只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其教親子伯魚，亦只言「學《詩》」、「學禮」，何嘗有一語教人讀《易》、
學《易》？故由上所述，有關於《周易》之作者，《漢書．藝文志》所提出
「人更三聖」說，認為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書作以卦辭及
爻辭，而孔子則作傳以解經。東漢之經師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辭說，至宋代朱
熹，概括為「人更四聖」說，這些傳統說法，則不足取矣。

四、義理
《周易》與一般卜筮書的不同之處，在於《周易》本身蘊含著深刻的晢
理。從義理的角度對《周易》進行解說，不但符合作《易》者的深意，也是
《易》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從現存文獻看，先秦春秋時期的義理
《易》說，經歷了疑占說、引證說和以德代占說三個階段。對占筮的懷疑是義
理《易》說誕生的萌芽，引《周易》論證人事開創了義理派的用《易》之風，
以德代占則屬於義理《易》說的理論歸納，是義理派《易》學理論形成和成熟
的標誌。到戰國，諸子們既普遍接受了義理《易》學的觀點，又對義理《易》
學進行了發展，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既是義理《易》學的開創時期，也是
義理《易》學的第一個繁榮時期。茲取此三說，分別敘述如下：

30

同註 19，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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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占說
春秋時期，隨著「禮崩樂壞」而來的是神權觀念逐漸動搖，人的主體意識
逐漸增強。《左傳》桓公六年記載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 31 將民置於神之先。莊公三十二年又載史過說：「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32 不但將
是聽於民還是聽於神提高到國家興亡的高度，而且指出神的意志是隨人的意志
而轉移的。昭公十八年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33

則進一步指出吉凶在於人為，這就對占筮開始提出了前提批判。這種無神論

的人本主義思潮，反映到《周易》的解說上，就產生了疑占說。

（二）引證說
占筮本身非萬能的，占筮必須要考慮德的因素，因此，人們自然就把對
《周易》的興趣從占筮轉到論事上，用《周易》卦爻辭的權威來證明自己論說
的正確。如此，引證說就此產生。據《左傳》，最早引證《周易》論事的是王
子伯廖。宣公六年記載：「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
「无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 34 〈豐〉卦上六爻
變，由陰之陽，成為〈離〉卦的上九爻。〈豐〉卦上六爻辭是：「豐其屋，蔀
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不歲不覿，凶。前三句是說貴族住著高大的房屋，
搭著涼棚，後又說屋主遭禍而去，門庭寂靜，三年不見其人，這是由吉轉凶之
道。伯廖暗引這一爻辭，認為曼滿「无德而貪」，眼前雖盛，但以後必然會遭
禍。伯廖此說，已與占筮無涉，純粹視《周易》與《詩經》、《尚書》為同
類。
31

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110。

32

同註 31，頁 181。

33

同註 32，頁 841。

34

同註 31，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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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德代占說
以德代占說是義理《易》學的基本取向，也是《易》學研究哲理化的標
誌。它是在疑占說、引證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對春秋以來《易》學研究
的一大總結。提出這一《易》學思想的是儒家學派的開創者孔子。司馬遷說：
「孔子晚而喜《易》」，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要〉篇更說：「夫子老而好
《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孔子治《易》的基本主張是以德代占。《論
語‧子路》記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35「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為
《周易》〈恒〉卦九三爻辭，孔子以南南人所言人无恒心，不可作巫醫，解釋
〈恒〉卦九三爻辭，強調卦爻辭的道德修養意義。後一句很重要，認為善學
《易》的人，不必去占筮，這是孔子用《易》的基本原則。孔子的以德代占
說，給戰國時期的《易》學以深刻影響，戰國時期的諸子《易》說罕言卜筮，
一般都從哲理的角度引《易》、論《易》，這是戰國時期《易》學的主流36。

五、結語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對《易經》的解說始於春秋時期，到了戰國時代，發
展為《易傳》。春秋戰國時代可以說是古代《易》學的奠基時期。《易傳》以
儒家的倫理觀念、道家和陰陽家的天道觀為指導思想解釋《易經》，《易傳》
的作者接受了當時流行的陰陽學說，不僅用陰陽範疇來表述天道，而且也用它
來表述地道和人道，也就是說，它並不停留於用陰陽範疇來建立一個核心觀
念，一個總的思想原則，用來建立一個統貫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體之學。

35

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119。
36

戰國時期的儒家《易》說，保存下來較多的僅有荀子一系，荀子對《周易》的態度同於孔

子，認為「善為《易》者不占」（〈大略〉），其用《易》、論《易》都繼承了儒門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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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中後期是《易》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易傳》的最終完成，譜寫
了《易》學研究的新篇章。《易傳》的作者不再把象數僅視為筮法的一體，而
是認為其中涵有豐富的陰陽學說的哲理，力圖剔除其宗教巫術的成分，將之改
造成為表達哲學思想的工具。這就使得《易傳》主要成為義理派的《易》學。
《易傳》吸收了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家的思想，將陰陽學說加以改造融聚
到其理論體系中，並上升到「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高度。《易傳》認為，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或現象都具有陰陽的性質。不僅自然現象上的氣有陰陽，八卦有
陰陽，時間上的晝夜、季節上的寒暑有陰陽，社會倫上的君臣、父子、夫婦有
陰陽，而且數學上的奇偶、品性上的柔剛、道德上的仁義以及行為的屈伸進
退、地位的尊卑貴賤等都有陰陽，因此，天地萬物的變化都可以歸結到陰陽兩
種勢力的變化，並為這兩種對立勢力的對應、交錯、鬥爭、消長所決定。
《易傳》以陰陽、剛柔為基石，構造了一個以天道、地道、人道為基本內
容的理論體系。它認為，《周易》蘊涵了宇宙間的一切運動變化的普遍法則，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繫辭〉）。其《易》道觀之陰陽、
剛柔、仁義為基礎，「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幽發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依數，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說卦〉）。《易傳》不僅試圖囊括宇宙、天地運行的普遍規律，反映社
會、人事的固有法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繫辭
上〉〉，而且更強調一種「極深研究」、「開務成務」、「以化成天下」的主
體參與意識和「察於民之故」的價值理想。實際上，《易傳》已經創《易經》
原有的象數系統和用於占卜的卦象、筮數進行了哲學理性的深刻改造，將古先
民的哲學智慧、科學理性、價值理想和神道意識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與
先秦文化不同的獨特的「易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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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論之轉向-朱熹與黃宗羲文道關係論之比較
蔡淑閔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文道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對於傳統中國文學影響深遠。
本文主要藉由比較朱熹和黃宗羲兩位思想家的文道理論，從其中的異同來觀察文
道論的轉變，我們發現這其中有一從「文以載道」到「文與道合」的發展軌跡。
朱熹主張「文從道中流出」，所以不以學文為文，而是從道德修養入手。對他而
言道是第一義，文是附屬於道之下的，並以此標準來否定韓愈、柳宗元等人，所
以朱子的文道論仍是偏於「重道輕文」的。黃宗羲則認為文是道體的一端，其價
值與修身成德、經術事功相等，文必須合道，道亦因文而彰顯。他強調文為道體
之顯現，又重視情的自然流露，使得文的地位提高，是既重道，亦重文的。兩人
的差異主要原因在於思想基礎、時代背景的不同，導致兩者對文道的態度有輕有
重。從朱子與黃宗羲的比較擴大來說，理學家基本上是傾向於重道輕文的，而明
末清初因時代的特殊，在經世的熱切要求下，反而提昇了文學的價值與地位。

關鍵字：朱熹、黃宗羲、文以載道、文與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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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Wen Tao theory: Comparison on Relationship
of Tao and Literature of Zhu Xi and Huang zongxi
Tsai shum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at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n Tao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two thinkers: Zhu
Xi and Huang zongxi , observ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en Tao theory.
We found the development path from "Literature Transmits Tao " to "Literature
and Tao are cooperation" . Zhu Xi advocated "the Literature from Tao", so it is not

to learn the text for the text, but start from the morality. For him, Tao is the first
meaning, literature is attached to Tao, and as standard to deny Han Yu, Liu
Zongyuan et al. So Zhu Xi’s Wen Tao theory is still somewhat " Paying attention to
Tao and despising literature ". Huang zongxi believed literature is the part of Tao, Its
value is equal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ining and the technique of feats.
Literature and Tao must be closed, and literature is manifested Tao. He stressed that

literature is the part of Tao, and the natural outpouring of emotion. He maked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literature, so he not only payed attention to road, but
also literature. The main difference lies i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 leads to different attitudes to literature and Tao. From the comparison
of Zhu Xi and Huang zongxi, the followers of Neo-Confucianism is basically
inclined to pay attention to Tao and contempt Literature. Special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earnest requirements of statecraft, but enhanced the value and status of
literature.
Keywords: Zhu Xi, Huang zongxi , Literature transmits Tao, Literature and Tao
ar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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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道論一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從孔子在《論語》中
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
木鳥獸之名。」1可以說是文道論的源流，以後陸續有人倡導。劉勰（465—520）
在《文心雕龍．原道》言：「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
原道心以敷章，硏神理而設教。……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
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
文也。」2劉勰的說法是很典型的文、道皆重的理論，道因為文而得見，亦因文
而顯現，而文因道而能有益於天下。至唐代古文運動大家韓愈（768－824）作古
文本意於「道」，3他的學生李漢則倡言「文以貫道」、4柳宗元（773－819）提倡
「文以明道」
。5不論劉勰說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主張，甚至韓愈
因「志於道」而為文、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論、李漢的「文以貫道」論，他們
所說的「道」是指儒家之道，即文要以道為內容，而有教化的功用，然而他們在
提倡道的同時，仍不否定文辭的重要，亦肯定文辭的價值，即「言之無文，行而

1

《論語．陽貨》，
《論語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
《十三經注疏本》）
，頁 156。

2

劉勰：
《文心雕龍注》
（臺北：台灣開明書店，1981），頁 1－2。

3

韓愈在〈題哀辭後〉言：「愈之為古文，豈讀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
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見韓愈著、馬其旭校注：
《韓昌黎文集校注》
（臺北：世界書局，1986），卷五，頁 178。

4

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言：「文者，貫道之器，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見《韓昌
黎文集校注》卷首，頁 3。

5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
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見柳宗元：
《柳柳州全集》
（臺北：新興書局，
1956），卷一，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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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6文與道相輔相承，缺一不可。7
自「文以明道」
、
「文以貫道」的說法提出後，宋代古文運動提倡者如歐陽修
（1007—1072）、三蘇等皆繼承韓愈、柳宗元的文道論，而且十分推崇他們。然
而此時，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提出「文以載道」的說法，而後經程頤（1033
－1107）、朱熹（1130－1200）的闡發，成為「重道輕文」的文道論型態，形成
理學家特有的文道論。此說經明代亦有人附和，8後來至明末清初，許多學者皆
有意識的談論到這個問題，並反對宋人的「文以載道」說，黃宗羲（1610－1695）
即為其中的代表。在（李杲堂先生墓誌銘）中，他認為：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為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
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
不可為文。9
道、學、法、情、神是文所應具備的五個條件，其中「道」與文章的好壞有相當
大的關係，所以在黃宗羲看來「道」是最重要的。他仍以「道」來評判文的優劣，
但他反對宋儒的「文以載道」說，他認為「文以載道」是將文、10道割裂為二，

6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
，頁 623。

7

關於宋代以前文道論的研究可參考張瑞麟：《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新北
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朱介國：〈文以載道說淺探〉，
《德明學報》18 期（2001 年 12 月），頁 173－188。陳志信：〈從文以載道到文道合一〉，《鵝
湖》第 24 卷 5 期（1998 年 11 月），頁 33－47。黃美娥：〈劉勰與蘇軾文、道觀念之比較──
從「文心雕龍．原道篇」談起〉，《東南學報》18 期（1995 年 12 月），頁 181－192。

8

方孝孺（1357－1402）於〈與鄭叔度書〉中云：
「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
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
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
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為文！」見方孝孺：
《遜
志齋集》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四部備要本》）
，卷十，頁 10。

9

見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
《南雷詩文集》（以下簡稱為《詩文集》）
（上）（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1993，《黃宗羲全集》）
，頁 398。

10

朱熹與黃宗羲所稱的「文」，是指文獻，有時也兼指詩歌，是廣泛意義的，而不是指今日的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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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張「文與道合」。究竟「文以載道」與「文與道合」之內在意涵為何？兩者
有何差異？因此，筆者以集「文以載道」論之大成的朱熹為宋儒之代表，與黃宗
羲「文與道合」說互相比較，並從其中的異同來觀察文道論的轉變，以及明末清
初學者文道論的共同趨向。

二、朱熹之文道關係論
朱熹是理學之集大成者，他繼承周敦頤、張載（1020－1077）
、二程在天道、
心性論上的觀點，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學說理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在理學家
中算是非常特殊的，他著有《詩集傳》及《楚辭集注》等著作，其文學理論觀點
則散見在《語類》及《文集》中，雖然駁雜沒有系統，但我們仍可以看出一個繼
承周敦頤「文以載道」論以及程頤「作文害道」論的基本觀點。11他綜合兩者之
說，而發展出理學家特有的文道觀點，因此我們在討論朱子的文道論之前，有必
要先討論周敦頤及程頤的文道關係論。
「文以載道」的說法，起於周敦頤，他在《通書．文辭》中云：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
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
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
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
已。噫！弊也久矣！12
他認為文是用來載道的，文辭只是技藝而已，文章的真正內涵是道德，如果兩者
皆能兼顧，有道德之實，又有文辭之美，則可以流傳久遠。他在此肯定了文辭的
價值，文辭是文章行之久遠的條件之一。然而他接著卻認為，不肖的人看到這樣
文學，所以本文所稱「文學」及「文學觀」亦是順此意義而論。
11

關於朱子的文學理論與成就可以參考李美珠：〈朱子文學理論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集刊》26 期（1982 年 6 月），頁 495－564。

12

見周敦頤：《周子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卷十，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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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仍然無法改變，他在此顯然對文學的功用提出強烈的質疑，認為即使以
道德為內容，以文辭為修飾的文章，仍不能使不肖者學之而成聖賢，所以他才會
發出最後的慨歎：如果只以文辭為事，則只是技藝而已，重要的是要修養道德。
周敦頤這段話透露了他雖然不否定文學的價值，然而他卻對文學的教化功能產生
了懷疑，不過他仍認為文學基本上是用來載道的。
程顥（1032－1085）、程頤曾與周敦頤互為師友，因此在文道論上，程頤或
許受到周敦頤的影響。他提出「作文害道」
。有人問他：
「作文害道否？」他回答：
「害也」。因為「為文」，如果「不專意則不工」，如果「專意」會使人「志局於
此」，又怎能「與天地同其大」。他更以《尚書》所說的「玩物喪志」13來說「為
文亦玩物」
。又舉呂與叔的詩：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史類俳；獨立孔門無
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14總結說「古之學者」，只「務養情性」，其他不學；
而「今為文者」
，則是「專務章句」
，務求「悅人耳目」
。既是「悅人」
，跟「俳優」
有什麼兩樣。15程頤是站在道德的角度來看作文一事，他反對的只是專務章句，
悅人耳目的俳優之文，其實他並不全然反對作文，對「合道之文」，反而非常推
崇，他說：
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
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
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
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
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
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
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為學之末乎？……人能為

13

《尚書．周書．旅獒》，
《尚書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
，頁 184。

14

呂本中：《童蒙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四庫全書珍本》）
，卷上。

15

《河南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四》
，見程顥、程頤：
《二程集》
（臺北：漢京出版社，1983）
，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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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
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伊川先生文五‧
答朱長文書》)
他在此以聖賢及後人為文的態度作一比較，聖賢的言論是從心中之「理」流出，
是不得已的，為使天下之理明而作文，後人則以文章為主，所寫的言論，只是無
用多餘的贅言，對於天下之理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於道，所以為文要合於道、
有益於天下，為文的目的不在求名聲聞於後世，而在於明道，使人不忘善而已。
由此可知程頤所謂的「作文害道」，乃在強調「文要合道」。
朱子涵容他們的說法，對於文道的觀點談論得更多，更有系統。首先他認為：
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
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此
是它大病處，只是它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
病痛所以然處。……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蓋猶知得只是
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16
他批評蘇軾（案：實為歐陽修所言）的「文必與道俱」的說法，是分文、道為二，
是為「二本」，即作文時，去找一個道來放在文章中，不像聖賢的文章是從心中
之「道」流出。朱子的看法是文即是道，聖賢心中有道，自然有合道之文，此為
「一本」
，他認為東坡的說法是作者必須去牽合文與道，文與道則是「二本」
。因
此朱子才有「文皆是從道中流出」：
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
飯時下飯乎！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
是如此。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
文皆道也。（《語類卷第百三十九．論文上》）

16

《朱子語類˙論文上》
，見朱熹：
《朱子語類》
（以下簡稱《語類》）
（八）
（臺北：正中書局，1973）
，
卷一百三十九，頁 5331－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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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他是批評李漢的「文以貫道」說。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言：
「文者，
貫道之器，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他認為文章的最高價值在於「貫道」，
文是否能貫道，其關鍵在於是否「深於斯道」，要求文學必須貫道。「文以貫道」
即是「文學是用來貫道的工具」
，它和「文從道中流出」有極易令人忽視的差異。
李漢將文與道視為二物，再由「深乎斯道」的作者來居間協調，如此一來文就有
貫道之文與不貫道之文的差別了。而就朱子的看法，
「文從道中流出」
，天下的文
章只有一種，即是從道中流出之文，即「文便是道」之文，所以他批評「文以貫
道」的說法是把根本的道當作枝葉，而把枝葉的文當作根本。就他的看法而言，
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沒有枝葉能夠貫通根本的，只有根本於道，才能
使文皆合於道。
朱子又站在求道的角度認為「作文害道」，此是承繼伊川的說法。他批評北
宋元祐時期（1086－1094）的文學家，他認為當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而他們
卻「盡日唱和」
，這樣一來，
「作詩費工夫要何用」
。而且作詩會分了「為學工夫」，
所以「詩不必作」
，
「作詩果無益」
。
（《語類卷第百四十．論文下》）他又認為「詩
筆雜文，不須理會」
。
（《語類卷第百三十九．論文上》）作詩為文無益，因為作詩
為文要費許多工夫才能作好，一費工夫就會荒廢了修德的工夫，所以他才會認為
作詩無益。他批評宋代的人：「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
（《語類卷第百四十．論文下》）他認為文章是枝葉，道德是根本，只作文章而不
修道德，反落入第二義了，所以他強調「文自道中流出」，即所謂的「有德者必
有言」的說法：「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
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17他認為
古代聖賢皆是無意學文，是因有道實於中，而有文現於外，而此「文」不一定要

1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讀唐志》
，見岡田武彥、荒木見悟主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以
下簡稱《文集》下）（臺北：大化書局，1985），頁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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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諸文字、語言，而可見於應事處事、動靜語默之間。另外他從「詩言志」的角
度論之：「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皆復有工拙哉！亦視其
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
於詩固不學而能之。」（《文集卷第三十九．答楊宋卿》）詩是心志的抒發，即所
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詩有工拙，其差別在於志向的高下，他認為古代
聖賢著力於道德修養，「志」是高明純一的，所以不學詩而自然能發為詩，因此
他稱讚伊川的《易傳》「理精後文字自典實」，而東坡雖然「氣豪善作文」，但終
有疏漏的地方（《語類卷第三十九．論文上》）。總之他認為「大意主乎學問以明
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同上）
朱子站在道的角度來看文，認為「文從道中流出」，因此文章是不求工的，
即不著眼於字句聲調，而要求內容的合道，他說：
「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
而華藻之飾常過其衷，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
潛溫厚之風。」（《文集卷第三十九．答王近思》）他認為文章應求內容，不應求
詞藻的華美，為文必須有沈潛溫厚之風，所以他認為：「文字上利用太多，亦是
一病」。18他亦以這樣的觀點來批評唐宋時期的文學家：
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而
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
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
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
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為欲學古
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
退之、柳子厚輩，令人稱讚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
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文集卷第七十四．滄州精舍諭學者》)
蘇洵（1009－1066）花了七、八年的時間學文，在朱子看來只是學習古人說話聲

1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彭子壽龜年》
，同前註，頁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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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等小事，但因他用功之深，所以在文章上的成就是人所不能及的。他連帶的批
評了受宋代古文家非常推崇的韓愈、柳宗元，亦如蘇洵一般，只是要作好文章令
人稱賞而已，卻花了許多時間精力，而忽略了道德修養。另外他也批評宋人：
「今
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
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語類卷第百三十九．論文上》）他認為宋人的作文只是求
表面的辭句，而不求義理的通曉，然文是明道的，他們忽略了這重要的大原則。
所以朱子雖然肯定韓、柳等人的文學功力，但對他們的文章不能明道，卻是非常
責難的，例如他批評韓愈和歐、蘇諸人的文章，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
頭帶說得些道理。」
（《語類卷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而有人問他：
「歐公如
何？」他說：
「淺」
，因為他「做文章都不曾從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
戲謔度日」。（《語類卷百三十．本朝四》）而蘇軾則是：「文辭偉麗，近世無匹，
若欲作文，不妨模篇，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有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
讀之，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秩而罷。」
（《文集卷第四十一．
程允夫》）朱子認為韓、柳、歐、蘇的文辭是非常值得後人學習，亦是南宋人所
不及的，然而他們的文章不以明道為主，為文不從修養道德入手，對道的彰顯則
是無益的。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朱子是主張「文從道中流出」，所以不以學文
為文，而是從道德修養入手，心中之理明，自然就有合道之文產生。對他而言道
是第一義，文是附屬於道之下的，雖然他也說文即道，然就其理論而言，他肯定
的是道的價值，否定文辭的意義，因此才會屢屢以道的標準來否定韓、柳等人，
所以朱子的文道論仍是偏於「重道輕文」的。

三、黃宗羲之文道關係論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及史學家，我們比較少注意到他在文學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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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對文學所下的心力工夫，絕不亞於《明儒學案》等著作，他不僅文名聞於
當時，著有《南雷詩曆》
、
《南雷文定》等詩文集子，他亦本著總結明代文學的初
衷，編選《明文案》，後來擴編為《明文海》，19共四百八十二卷，以代表「一代
之文」之文學總集。黃宗羲並沒有討論詩文的專著，他對詩文的看法，大部分見
於他為人寫的詩文序及墓誌銘中，他所討論的問題雖然駁雜而沒有系統，但是仍
然可以看出他一個最基本的文道觀點，即「文與道合」。
黃宗羲認為雖然天下有各種不同的學術風貌，然而就其源頭的「道」而言卻
是相通的，如果散殊而沒有歸於一，歸本於道，則會產生弊病，就好像先秦「儒
散為四」一樣，他說：
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
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於是分文苑
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
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
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
非析之欲其極精乎？（《詩文集．留別海昌同學序》）
在先秦，只有道，儒一而已，後來分為儒林，主要指經術，文苑，指文章，又有
心學、理學之分，然而論其源頭都只是道而已。將道體分為四，使得四者割裂，
文苑者不學經術，儒林者不為詞章，心學者不讀書窮理，理學者，不過學經書之
章句。如此一來，四者拘泥於狹窄的天地裡，無法得到完整的道體。因此他接著
說：
「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為秋，摛藻為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
函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
則發之為文章，皆載道也；乖之為傳註，皆經術也。」（同上）他認為文人應當

19

黃宗羲於康熙七年至十四年（1668－1675）
，編選《明文案》
，共二 0 七卷，後又得傳世樓藏明
人文集千種，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編為《明文海》
，又從其中選出六十二卷為《明文授
讀》
，授其子黃百家（1643－1709）
。見吳光：
《黃宗羲著作彙考》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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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經術、習詞章、讀書窮理、修身養性，此四者是合一的，這樣才能體現完整的
道體，如此一來形之於文，皆是載道之文；為之傳註，皆是經術。所以他主張經
術、道德與文章合一，在通經修德後，必能發之為載道的文章。在這樣的理念下，
黃宗羲認為：「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為道德，行於言則為藝文，見於用則為事
功名節。」（
《詩文集．餘姚縣重修儒學記》）一切知識行為都是道體的一端，文
章只要合於道的即是好文章。合道之文，與修身成德及事功名節具有相同的意義，
如此一來，使得文的地位提高，與成德事功同等價值。
黃宗羲認為文是道體的一端，道因文而彰顯，文與道合之文，才是至文，他
說：「因文以見道，或者其庶幾。此心固旦旦，知者唯君子。」（《詩文集．南雷
詩曆．答陳介眉太史五十韻》）文以合道為主，章句形式反而居於次要地位，他
亦以此來評明代文人，他說：
「周元公曰：
『文所以載道也。』今人無道可載，徒
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故雖大輅
艅艎，為虛而已矣。況其無真實之，求鹵莽之效，不異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耳。」
（《詩文集．陳葵獻偶刻詩文序》）他認為現在的文人只求篇章字句的華美，而不
論內容的充實與否，失去「文以載道」的意義，因為無道可載，只注重篇章字句，
只是金玉其外而已，他認為心中有道自然能發之而為合道之文。
另外黃宗羲亦強調文是性情之發：「詩之為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
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
絕港。而徒聲響字腳之假借，曰此為風雅正宗，曰此為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
（《詩文集．寒邨詩稿序》）詩是人性情之抒發，一方面不隨著個人私念波動，即
「受病」之情，另一方面，亦不能用聲調字句，用所謂的文章正宗來束縛它，這
是不合性情變化多端、
「海涵地負」性質的。所以「三百篇大抵出於放臣、怨女、
懷沙、恤緯之口，直達其悲壯怨譎之氣，初未嘗有古人之家數存於胸中，以為如
是可以悅人，如是可以傳遠」（《詩文集．姜友棠詩序》）。《詩經》作者只是將其
胸中憤悶鬱結之氣抒發出來，未曾以家數詩法來作詩，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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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感人，自然能流傳久遠。即使是注重「理」的古文，黃宗羲認為亦要重「情」：
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到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鳴咽;
子夏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
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
所謂刳然無物者也。（《詩文集．論文管見》)
文章從性情流出，才能感人，如果只是寫理，無法惻動人心，所以講理之文亦要
由性情出，「情至」才會「天若有情天亦老」，不可磨滅。
黃宗羲主張文道性情，性情既然對文章如此重要，然而他所說的性情是什麼？
難道只是人的傷春悲秋之情嗎?他所說的情是與性合一的情，即與道合之情：
程子言性即理也，差為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
條理可見，感之而為四端，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為道也，寧可指道為性
乎？晦翁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
使物而率其性，則為觸為嚙為蠢為婪，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
說不明，後之為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
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
自作之詩乎？（《詩文集．馬雪航詩序》）
惻隱之心即為性，亦是情，即是人感於外物時，一種「不忍人之心」，亦如孟子
所言的見孺子將入井時所生之不忍其溺斃之心。他認為因為後人沒有認清性的意
義，詩人所描寫的情感才會是個人的情。而他所說的情，是性情合一之情，即是
惻隱之情，而不是一人偶露之情，因此他才說：
「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
所以他將情分為一時之性情與萬古之性情：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
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
物，言乎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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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
孔子之性情為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
其為性情亦末矣。（同上）
一時之性情是指一人之情，是屬於個人際遇；萬古之性情是眾人之情，是氣化流
行中之不變者，與性合一之情。一人偶露之情並非不真，亦是感人的，但是容易
受到個人經驗的限制，而有偏曲之失。所以黃宗羲要人以孔子為典範，從他刪詩
論詩中去體會什麼是萬古之性情。
「文與道合」是黃宗羲主要的文學觀，他亦以此來評價明代文學及文人，他
認為明代文學不如前代，其原因為：
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為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
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
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
空同矯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
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
曰「古文之法亡於韓」
，又曰「不讀唐以後書」
，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
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
，
《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
（《詩文集．明文案序下》）
黃宗羲以「文與道合」論來對治明代文壇的弊病。李夢陽（1472－1529）、何景
明（1483－1521）主張「文必秦漢」及不讀唐以後書，來改變當時的臺閣體及當
時人對唐宋文的推崇。20黃宗羲認為此舉是以衰救弊，不但不能矯正當時文壇的
弊端，反而使得復古之風大盛，士人不學經術，只重視章句形式的模擬，使得明
代沒有產生像韓、柳、歐、蘇等大家。明代文壇，在前後七子、公安及竟陵的各
立門戶，各自標榜，試圖將天下文章歸於一途、定於一尊，而形成普遍的模擬之

20

關於李夢陽等人的文學理論可參考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顧易生、王運熙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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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造成文人只注重形式的模倣，而不注重精神內容，使得明代文學不及前代興
盛，主因都在於這些人不學經書，無道可載的緣故。
黃宗羲認為文是道體的一端，其價值與修身成德、經術事功相等，文必須合
道，道亦因文而彰顯。而且，他強調詩文由性情出，而性情又分一時之性情與萬
古之性情，兩者雖然都是至情，所表達的詩文都是至文，然而後者才是他所說的
與性、與道合一之情，才具有普遍的意義，此性情合一之文才是合道之文。他強
調文為道體之顯現，又重視情的自然流露，使得文的地位提高，由此可知黃宗羲
主張「文與道合」，是既重道，亦重文的。

四、文道論之轉向
朱子與黃宗羲皆是足以代表一代思潮的思想家，朱子的「文從道中流出」與
黃宗羲的「文與道合」，皆是站在道的觀點，強調文學的內容須以道為內容，重
視文學的教化，滌蕩人心的功用，重視文與道之間的必然關係，文不能獨立於道
而存在。在道的觀點下，他們認為文章的重心不在形式章句、詞藻，而在內容的
充實、合道與否，因此他們不主張聲調字句的華美、文不求工，文自道出，自然
有平易明白的文辭。並且他們強調學習的重要，不主張以學辭章來學文，而從讀
書窮理，從經、史、百家之書入手，使心中之理明，自然發為合道之文。
在前面我們說過黃宗羲非常強調他的「文與道合」論與前人的「文以載道」
是不同的，乍看之下，兩者似乎沒有差異，然而我們如從集「文以載道」之大成
的朱子「文從道中流出」的理論來看，可以看出其間非常根本的差異。首先是對
「道」的理解不同。兩者所言的道雖然都是「儒家之道」
，然其範圍卻是不同的，
朱子所言的道是「心性之道」，所以他常以道德修養與否來批評文學家，否定了
韓、柳、歐、蘇，即否定了文章的價值。黃宗羲的道則廣泛多了，他認為儒家之
道一，表現在不同的方面則有不同的型態，表現在語言文字上則為「文學」，表
現在德行修養上則為「道德」
，表現在政事實用上則為「事功」
，表現在經書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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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則為「經術」，道一而形於不同的地方。他對道的體認是較廣泛的，也較能
肯定形於文字的文學。
在文道的關係上，朱子雖然強調「文從道中流出」、「文便是道」，然其觀點
仍是以道為著眼點，文附屬於道之下，而有「重道輕文」的傾向，是「以道兼文」
的翻版，其理論基本上與周敦頤的「文以載道」論無異。黃宗羲的「文與道合」
論，顯然不是「文以載道」一語可以解釋的，他的學生鄭梁（1637－1713）對此
曾作過相當精僻的解釋：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
文即道也。孟子既殁，文與道裂而為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
道兼之，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
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于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
不知文即為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
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詩文集．附錄．南雷
文案序》）
鄭梁相當推崇他的老師，他認為從孟子之後，文、道就被割裂為二，文與道分，
對文對道而言，皆是兩傷，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大部分認為文是用來載道的，以道
來兼文，文只是道的附屬品，而有輕文的傾向。鄭梁認為無論是「以道兼文」或
「以文兼道」的模式，都是將文、道割裂為二，勉強湊合，只有他的老師黃宗羲
主張的「文與道合」
，才能使文道「二者煥然復歸于一」
。他強調文即道，並不意
味著道即文，而是道內涵於文，亦即文含有濃厚的道的色彩，是自身具足的，無
待於向外求個道來依附。與朱子相較，黃宗羲的「文與道合」論是既重道又重文
的，道因文而彰顯，這就大大的提昇了文的價值與地位。
朱熹與黃宗羲對文道關係的看法明顯不同，我們可由其思想基礎及時代背景
來探究其背後的因素。首先在思想基礎上，兩者的理氣、道器、心性思想則明顯
不同。朱子認為理、道為形而上的最高本體，氣、器則為形而下的形質，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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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
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
形。」（《文集卷第五十八．答黃道夫》）理即是道，氣即是器，前者為形上的，
後者為形下的，在朱子的思想中，理氣雖然不離不棄、「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
未有無氣之理」
（《語類》卷第一）
，然而「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先有此理，
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同上）理是形上的存在，氣為形下，
理雖附氣而存在，然理是理，氣是氣，理指導氣，理比氣更具有優先性，形成理
氣二元論。21黃宗羲則認為萬物是由氣的運行所產生的，在〈與友人論學書〉中，
他說：
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間。時而為和，謂之春；和升而溫，謂之
夏；溫降而涼，謂之秋；涼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為和，循環無端，
所謂生生之為易也。聖人從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為理。其在人而為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即從此秩然而不
變者，名之為性。（《詩文集．與友人論學書》）
天地之間是氣的運行，因氣而有四季寒暑的分別，氣是循環不已、有秩序的，這
即是「理」
，在人則為四端之心，亦是此氣之流行，而心之不變者是「性」
。所以
「氣」是萬物化生的依據。對於理氣的關係，黃宗羲認為：「理是氣之理，無氣
則無理，……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
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為方來之氣，亦不以已
往之理為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22理是氣之理，沒有氣就
沒有理，氣聚散，理亦聚散，理不是靜止不變的，所以理氣是合一的。所謂「合
一」，並不是「等於」的意思，而是一體之兩面，即「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
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
21

關於朱子的理氣心性論可以參考陳來：
《朱熹哲學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2

見《明儒學案．河東學案上》
，收於黃宗羲：
《明儒學案》
（臺北：里仁書局，1987，
《黃宗羲全
集》）
，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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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二》）因此，「氣」是循環不已的實體，「理」
是此實體中不失其序的理則，是氣流行的狀態，兩者是合一的。而且在道器關係
上，他強調「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
（《詩文集．先師劉蕺山先生文集序》）。
23

就理氣、道器論而言，朱子強調的是理、道對氣、器的指導作用，黃宗羲則強

調氣、器，無氣則理不可見，無器則不可見道。因此就文是人為的創造，是一種
「器」而言，其對理氣、道器的偏重，可以得出朱子「重道輕文」及黃宗羲「重
道亦重文」兩種不同的看法。
文是作者情志的抒發，因此文與情有不可分的關係，從心性論來看，亦可明
顯看出黃宗羲與朱子觀點差異的所在。朱子主張「心統性情」
，他說：
「橫渠說得
最好。心，統性情者也。……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
亦不得。卻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
（《語
類》卷第五）心之本體為性，性是純然至善的，而心受外物的發動而為情，情有
善有不善，在朱子看來「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
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同上）不善之情即為人欲，朱子主
張要「存天理，滅人欲」（《語類》卷第十二），存天理是存至善之性，滅人欲是
滅去不正或不循理之情，情在朱子的思想中是有善有惡的。黃宗羲則認為：
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即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
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
情也。」（《明儒學案．甘泉學案六》）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在他看來是情，而仁、義、理、智是性，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才能看出仁、義、理、智之性的存在，兩者皆根於心，皆是純
然至善的，「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而名之為仁義禮智，離情無以見

23

關於黃宗羲的理氣心性論可以參考劉述先：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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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仁義禮智是後起之名，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先，另有源頭為仁義禮智，則當云心根於仁義禮智矣。是故，『性情』二字，分
析不得，此理氣合一之說也。」24因此，他所說的情是性情合一之情，他將情的
地位提高，打破朱子貴性賤情及以性治情的觀點，就能重視情的自然流露，使得
以情為主的文也能得到應有的地位。
就時代背景而言，宋代是以理學為主流的時代，由於隋唐佛、道學說高漲，
使得儒學式微，所以宋代學者為掃除異端，紛紛以振興儒學、闢異端邪說為己任，
其所繼承孔孟的思想，是心性義理的部分。理學的發展中雖然有儒學、心學之別，
又有「尊德行」
、
「道問學」之爭，然其重心皆在內聖、在個人的心性修養上。到
了明代，延續宋代理學的發展，王陽明提倡致良知，使得心性義理之學得到極致
的發展。在內在理學過度重視內聖，再加上外在明末政治、社會的紛亂，產生了
晚明王學末流束書不觀、空談心性，忽略外在客觀環境的弊病。後來明代因滿清
的入關而滅亡，知識份子思考明亡的原因，紛紛歸結於王學及宋明理學的過度談
心論性，而使「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
（黃宗羲《詩文集．留別海昌同學序》）。
因此他們為對治明末的空虛之學，而高倡「經世致用」，以實學取代理學。他們
紛紛致力於與時局變化有密切關係的學問，如黃宗羲的南明史著作，反省明代政
治而著的《明夷待訪錄》、顧炎武（1613－1682）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藉
著這些作品來表達個人的經世理念。
所謂的「經世」，即是儒家的外王事業，亦即投入政治社會中去實行治國理
念。明末清初的學者，無論其規劃的制度如何理想、如何可行，然而總是停留在
文字敘述的形式，而非真正的實行。而且他們所處的立場，或烈士或遺民，也限
制了他們實行的可能性，他們也了解這樣的矛盾，苦於經世理念無法實施。例如
黃宗羲常慨歎：「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
者已非始願。」（《詩文集．庚戌集自序》）為解決這樣的矛盾，黃宗羲及其他學

24

《孟子師說》卷六。同前註，收於《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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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文以載道」論的新解入手，賦與「立言」、「文」更高的地位與價值。
朱子雖然不否認文可以載道的價值，然而在理學的時代氛圍下、在重視道德
修養的前提下，「文以載道」卻顯示了「重道經文」的傾向。在黃宗羲看來，文
以載道是無庸置疑的，文應該用來載道，問題只在於「如何載道」
、
「載何種道」，
所以他在前面會批評「今人無道可載」
，將重點放在「有道可載」與「無道可載」
上，及所為之文是否具有「真實之功」，而不會淪為「虛器」上。至於文如何載
道？載何種道？顧炎武也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
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
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語，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
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25文學的功用在明道，所載之道即在「有益於
天下」，記載政事、民間疾苦、善人之事等，使得讀者能由此得到益處，如君王
得以察知民間疾苦，努力造福百姓，一般人可以樂善好施，如此著書為文則不是
空言，而是「經世」了。魏禧（1624－1681）則直接提高立言的地位：「古人有
言、有文為不朽。……文之至者，當如稻梁，可以食天下之譏；布帛，可以衣天
下之寒。下為來學所稟承，上為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
26

他轉化古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順序，扭轉傳統知識份子對立言的忽

略，強調立言的價值，他認為在立言之中，德與功皆具備了。他所說的「言」，
是指有益天下的言論，能為君王取法施政，為後學所繼承的。黃宗羲也把文學與
道德、事功立於同等的地位，給予相同的價值，這是他們在無法經世致用的無奈
之下，轉而著書立說，為著書立說尋求價值根源，將空言轉為實用的方式。
由於明末清初的特殊時代環境，知識份子在倡言經世致用的同時，對於文學
亦肯定了其經世的功能，並轉化了自宋儒以來的「文以載道」的「重道輕文」的

25

《日知錄卷二十一．文須有益於天下》
。見顧炎武：
《原抄本日知錄》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頁 547。

26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六．上郭天門老師書》
。見魏禧：
《魏叔子文集》（二）
（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3）
，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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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不僅是黃宗羲有這樣的見解，魏禧亦有這樣的主張：
至於宋明儒者，則又以文章為玩物喪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
道其意而止，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讀者不數行輒擲去，或
相與揄揶厭薄之以為戒。然吾嘗為之求其理，初無悖於六經，考其生平，
不可謂非聖賢之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饐餲之食、魚肉之餒
敗之陳於其前。嗚呼！則亦不文之過也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為不然，則請觀於六經、孔子、孟
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覩矣。余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之志於道者，
既心體而躬行之，必達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文章，使其言可法而
可傳。（《魏叔子文集卷八．甘健齋軸園稿序》）
他是從「言而不文，行而無遠」的角度來強調文的重要。程頤「作文為玩物喪志」
的說法，所以宋儒為文皆不求工，只求意思表達出來即可，雖然他們的言論皆無
悖六經，合於聖人之言，然而卻因文辭的簡陋，而使後人厭絕其文，這是因為他
們不重視「文」的原因。他認為文不僅要明道，亦要辭達，不能忽略文辭的作用，
因此學者為文要求其致用，亦因工於文章，使其可傳之久遠。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朱子的「文從道中流出」與黃宗羲的「文
與道合」之間的差異所在。雖然他們皆強調文與道之間的必然關係，然而朱子是
「以道兼文」、「重道輕文」的，黃宗羲則是「文道並重」。兩者差異的原因在於
兩人的思想基礎、時代背景的不同，導致兩者對文道的態度有輕有重。從朱子與
黃宗羲的比較擴大來說，理學家基本上是傾向於重道輕文的，而明末清初因時代
的特殊，在經世的熱切要求下，反而提昇了文學的價值與地位。

五、結語
「文以載道」論自周敦頤提出以來，在宋代理學家重視心性道德修養的前題
下，在程頤手中成為「作文害道」論。朱子則進一步闡發為「文自道中流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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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其理論沒有程頤的主張極端，然而卻也是另一種型態的「重道輕文」論。理
學家的說法不免將文學推向「文學無用」的極端方向發展，使文學成為道的附庸，
無法獨立存在。如果以「文以載道」的字面意義解釋，可以導向前面的「文學無
用」，亦可以往積極肯定文學價值的方向發展，要求文學具有社會教化的功能。
如此一來，一方面使個人在文學的創作中，能有「化成天下」的貢獻，另一方面
使文學在社會教化的意義下更具有價值。這樣的文道論雖然限制了文學某方面的
自由發展，然而就載道理論是儒家思想的產物而言，後者的文道理論無疑的是更
符合儒家思想，是更全面、更周全的文道理論。明末清初的文道論即是屬於後者。
本文藉著朱子及黃宗羲文道關係論的比較，即發現這樣的轉變痕跡。
文道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對於傳統中國文學有很大的
影響，不論何種型態的文道論倡導者，皆以此來批評不符合社會教化意義的作品
及理論。近人常以西方純文學理論來批評這樣的說法是有礙文學的自由發展及作
家的創作，然而我們如果肯定文學有多方面的發展，那麼文道論，自然應該被包
涵於廣闊的文學發展中，並享有應得的評價，而且就文道論給予傳統文學的影響
而言，也不是三言兩語的阻礙文學的發展可以評價殆盡的。我們應該客觀思考文
道理論為何能在傳統中國文學史中歷久不衰，其根本原因為何，是否意謂著這樣
的理論比較適合我們的文學環境，它對中國文學的深層影響為何，所以我們應重
新評價文道理論的價值與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這是我們在討論文道問
題時所應深入思考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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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動詞[puaʔ8]語源探討
陳祐禎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摘要
閩南語跌倒、賭博、擲筊三種動作皆讀作[puaʔ8]，閩南語文獻中經常使用「跋」、
「踣」
、
「博」
、
「卜」四字示之，其中以「跋」字最普遍。本文藉由語音和語意的
辨析，以及和親屬語言的比較，探討閩南語動詞[puaʔ8]的語源。首先就跌倒而言，
「跋」字在各閩語間有規則的語音對應，在語意上「犮」詞族之字，多有「離本」
之義，因此跌倒的語源以「跋」字的可能性較大。再就賭博和擲筊而言，
「博」、
「卜」二字無法直接與[puaʔ8]連結，透過語音層次的分析，方能對應[puaʔ8]，
又就語意上來說，
「博」自古便用以表示賭博，
「卜」用以表示占卜，因此賭博的
語源以「博」字較有可能，擲筊的語源以「卜」字可能性較大。
關鍵詞：[puaʔ8]、閩南語、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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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b “[puaʔ8]” on Southern Min etymon

You Zhen,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erb “[puaʔ8]” on Southern Min means “to fall”, “to gamble”, and “to divine by
bamboo roots”. In som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vestigations, the verb “[puaʔ8]” was
documented as 跋, 踣, 博, 卜, etc.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Southern Min
etymon of the verb “[puaʔ8]” by explicating strata and lexical history. In conclusion,
the Southern Min etymon of “to fall” is perhaps 跋. The Southern Min etymon of “to
gamble” is perhaps 博. The Southern Min etymon of “to divine by bamboo roots” is
perhaps 卜.
Keywords: [puaʔ8], Southern Min, ety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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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動詞[puaʔ8]語源探討
壹、前言
1882 年 J.J.C.Franken 編寫的《廈荷詞典》1記錄了閩南語動詞[puaʔ8]，有
“vallen”, “hazardspel spelen”, “voorspelling met bamboes wortels”三種意思，即跌
倒、賭博、擲筊等動作，在閩南語文獻中，這三個動作常以「跋」
、
「踣」
、
「博」、
「卜」等字來表示，以下是閩南語文獻中的用字情形：
臺灣2
跌 跋[puaʔ8]

廈門3

泉州4

漳州5

晉江6

潮陽7

東山島8

雷州9

跋[puaʔ8]

跋[puaʔ8]

跋[puaʔ8]

跋[puaʔ8]

□[pfuaʔ8]

□[puaʔ8]

跋[pua6]

跋[puaʔ8]

X

X

□[puaʔ8]

博[pfuaʔ4]

博[puaʔ4]

博[pua6]

跋[puaʔ8]

X

X

X

X

X

X

跋博
賭
[puaʔ8]
擲
跋[puaʔ8]
筊
表中雷州話早期歸為閩南語，後因其語音與閩南語差異甚大，遂從閩南語獨
立出來，自成一區。
閩南語多以「跋」表示跌倒，少數如林藏滿《實用台灣語彙》10及李竹深〈踣
倒〉11一文以「踣」表示跌倒；關於賭博，閩南語則多以「跋」、「博」表示；而
擲筊一詞僅在臺灣、廈門可見，多以「跋」字示之，少數以「卜」字表示，例如

1

Franken, J.J.C.(1882). 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kt，2008 年臺南教會
公報出版社翻印出版，頁 474-475。
2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電子辭典)。
3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研究室(1993)《普通話閩南語詞典》
，臺北：台笠出版社，頁
12。
4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43。
5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
《方言》第 3 期，頁 213。
6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福州：福建教育，頁 77。
7
中嶋幹起(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
化研究所，頁 149、113。潮陽話的[pf, pf’, bv, mɱ]為唇音[p, p’, b, m]的變體。
8
中嶋幹起(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頁 149、113。
9
張振興、蔡葉青(1998)《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頁 67。
10
林藏滿(2008)《實用台灣語彙》
，臺南：九鳳文化，頁 345、63、21。
11
李竹深(2014.4.10)〈漳言解字─踣倒〉
，漳州：閩南日報，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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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萬壽《臺語常用語》12以及林藏滿《實用台灣語彙》。
除了閩南語之外，其親屬語言是否有和[puaʔ8]相對應的語音形式？下表為閩
東語、莆仙語、閩北語、閩中語的情形：
閩東

莆仙

閩北

閩中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福清

福安

仙游

莆田

泰寧

三明

沙縣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puʌʔ8

puaʔ8

puaʔ8

puak8 pua5

(tek4)

phua1

po6

pua6

paʔ8

pak8

(賭)

(賭)

跋

博

(賭)

(賭)

(賭)

pua5

puo7

X

X

X

X

X

跌 puaʔ8 puaʔ8 puaʔ8
piaʔ8
(賭)

博

(賭)

(賭)

(賭)

賭
poʔ4
擲
X

X

X

X

X

X

X

筊
表中的莆仙語，源於閩南語，然而經歷長期的演化，音韻上和閩南語有所差
異，已與閩南語無法溝通，因此將其從閩南語劃分出來，獨立為莆仙語。
根據上表，首先就「跌」而言，閩東語多讀作[puaʔ8]，莆仙語的仙游讀為
[pua5]，莆田以[tek4]的形式呈現，閩北語僅泰寧讀作[phua1]，其餘石陂、政和、

12

石萬壽(2009)《臺語常用語》
，臺南：臺南縣政府，頁 229、395、303。
秋谷裕幸(2005)《浙南的閩東區方言》
，臺北：中研院語言所，頁 78。
14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頁 42、43。
15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頁 82。霞浦陽入分為甲乙調，此為陽
入甲調。
16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頁 126。
17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頁 163。
18
參見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
19
參見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
20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頁 145。
21
中嶋幹起(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
，頁 149、113。莆田話的「跌」以[tek4]的形式呈
現。
22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頁 366。
23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頁 241。
24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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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甌多寫作「跌」([tie])，閩中語則是讀作上聲[po6]和[pua6]。
再就「賭」來看，仙游話讀作[pua5]，寫作「跋」
，莆田話讀作[puo7]，寫作
「博」
，閩北、閩中、閩東多以「賭」([tu])來表示，僅閩東的福鼎作入聲寫作[poʔ4]，
以「賭博」這個語彙形式出現。
最後是宗教儀式的「擲筊」，閩東、莆仙、閩北、閩中皆未見記錄。
本文將從語音和語意兩個層面，並與親屬語言比對，來探討閩南語動詞
[puaʔ8]的語源。

貳、音韻來源
綜合以上所述，動詞[puaʔ8]在各閩語的對應關係如下：
閩南

閩東

莆仙

閩北

閩中

phua1：

pua6(po6)

A

跌

puaʔ8：

puaʔ8：

pua5：

B

賭

puaʔ8(4)：

poʔ4：

pua5(puo7)：

X

X

puaʔ8：

X

X

X

X

C 擲筊

A 類對應，聲母除了閩北泰寧為送氣音[ph-]，其餘為不送氣音[p-]，韻母閩
南、閩東為入聲韻[-uaʔ]，莆仙、閩北、閩中多為陰聲韻[-ua]，聲調閩南和閩東
為陽入調，莆仙為陽平調，閩北為陰平調，閩中為陽上調。B 類對應，僅閩南、
閩東、莆仙，聲母皆為[p-]，韻母閩南為入聲韻[-uaʔ]，閩東為入聲韻[-oʔ]，莆仙
為陰聲韻[-ua, -uo]，聲調閩南為陽入調，其中潮陽話為陰入調，閩東陰入調，莆
仙陽平和陽去調。C 類對應僅閩南一項。
閩南語動詞[puaʔ8]，用字以「跋」
、
「踣」
、
「博」
、
「卜」等字居多，其中古音
韻地位如下：
跋

踣

博

卜

中古音

並母末韻合一入

並母德韻開一入

幫母鐸韻開(合)一入

幫母屋韻合一入

上古音25

bʰuɑt

puɑk

p k

25

pʰu

bʰu k

上古音採董同龢擬音，參見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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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母分析
動詞[puaʔ8]各閩語的聲母對應如下：
閩南

閩東

莆仙

閩中

閩北

A

跌

p-：

p-：

p-：

p-：

ph-

B

賭

p-：

p-：

p-：

X

X

C

擲筊

p-：

X

X

X

X

除了閩北為[ph-]之外，其餘都是[p-]。「跋」、「踣」為並母，「博」、「卜」為
幫母。以下為閩語並母和幫母的語音層次表現：
閩南
臺南26

廈門

泉州

漳州

晉江

潮州27

並

爬白

爬白

爬白

爬白曝伴

爬白

爬白

幫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並

曝皮伴

曝皮伴

曝皮伴

爬曝皮伴

皮伴

曝皮伴

幫

譜碧

譜碧

譜碧

譜碧

譜

譜碧

p-

ph閩東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福清

福安

爬白皮

爬白暴

爬暴伴

爬暴伴

爬白伴

爬白曝

爬白辦

暴辦薄

辦

辦白薄

辦白薄

辦薄暴

辦薄暴

薄

幫

百兵碧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百兵

並

皮曝伴

曝皮伴

皮曝

皮曝

皮曝

曝皮伴

皮曝伴

幫

譜

譜碧

譜碧

譜碧

譜碧

譜碧

譜碧

並
p-

ph-

26
27

臺南語音資料參見王育德(2002)《閩音系研究》
，臺北：前衛出版社。
潮州語音資料參見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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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中

閩北

仙游

莆田

三明

沙縣

泰寧

並

爬白曝伴

爬白暴辦薄

爬白暴辦薄

爬白辦薄

暴瀑

幫

百兵碧

百兵碧

百兵碧

百兵碧

百兵碧

並

曝皮

皮伴

皮曝伴

皮曝伴

薄辦白伴

幫

譜

譜

譜

譜

譜

p-

ph閩語的並母和幫母主要有兩個層次：[p-, ph-]，因此閩南語以「跋」、「踣」、
「博」、「卜」作為動詞[puaʔ8]的用字，是根據[p-]層而來，閩東語以「跋」表示
[puaʔ8]，莆仙語以「跋」表示[pua5]，以「博」表示[puo6]，閩中語以「跋」表
示[po6]和[pua6]，都是根據[p-]層音讀而來，閩北語以「跋」表示[phua1]，則是
根據[ph-]層而來。

二、韻讀分析
動詞[puaʔ8]其韻母在閩語的對應如下：
閩南

閩東

莆仙

閩中

閩北

A

跌

-uaʔ：

-uaʔ：

-ua：

-ua(-o)：

-ua

B

賭

-uaʔ：

-oʔ：

-ua(-uo)

X

X

C

擲筊

-uaʔ：

X

X

X

X

「跋」
、
「踣」
、
「博」
、
「卜」分別來自中古末韻、德韻、鐸韻、屋韻，以下探
討閩語在這些韻目的表現情形。
(一)跋
「跋」來自中古末韻，以下為末韻在閩南語的表現情形：
閩南 末韻

臺南

廈門

泉州

漳州

晉江

A

uat

潑抹闊活奪撮

潑抹闊活奪撮

潑抹闊活奪撮

潑抹活奪

潑奪

B

uaʔ

潑抹闊活

潑抹闊活

潑抹闊活

潑抹闊活奪

潑抹闊活

C

eʔ

奪撮

奪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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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撮

ʔ

奪撮

oʔ
閩南語末韻可分為三個層次，A 層為文讀音，BC 層入聲韻尾弱化為喉塞音，
臺南、廈門、泉州、漳州、晉江主要有兩種形式[-uat]和[-uaʔ]，潮州為[-uaʔ]和[-oʔ]，
因此以「跋」作為動詞[puaʔ8]的用字，其韻讀取自於 B 層。
「跋」字不僅在閩南語用以表示動詞[puaʔ8]，閩語其他地區也多用以表示跌
倒，末韻在其他閩語區的表現又是如何？以下為閩東語的情形：
閩東

末韻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福清

福安

A

潑末闊活

uaʔ

uaʔ

uaʔ

uʌʔ

uaʔ

uaʔ

uak

B

奪撮

ɔʔ

oʔ

ɔuʔ

ɔʔ

ɔuʔ

oʔ

ɔuk

C

活

aʔ

D

潑末抹

iaʔ

末韻在閩東語主要可分為兩大韻類：[-uaʔ, - oʔ]。A 類的分布情形，與閩東
語「跌倒」一詞的韻讀相符，泰順、福鼎、霞浦、柘榮、福清讀為[-uaʔ]，壽寧
讀為[-uʌʔ]，福安讀為[-uak]，因此閩東語以「跋」作為跌倒的用字，其韻讀乃根
據 A 類而來。
接下來看莆仙語的表現情形：
莆仙

末韻

仙游

莆田

A

撥潑抹

ua

ua

B

潑闊活

uoʔ

uaʔ

C

末

D

末沫(抹)

ɒʔ

E

撮

yøʔ

F

撮

ue
(aʔ)

ø

末韻在莆仙語的主要形式有[-ua]、[-uoʔ]、[-uaʔ]，仙游話以「跋」表示[pu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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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韻讀是根據 A 類而來。
閩中語末韻的表現情形如下：
閩中

末韻

三明

沙縣

A

潑末抹闊活

o

ua

B

奪

uɛ

ue

C

撮

ɑu

末韻在閩中語有三個層次，三明話以「跋」表示[po6]，沙縣以「跋」表示
[pua6]，其韻母應是根據 A 層而來。
閩北語的末韻表現情形如下：
閩北

泰寧

ua

潑抹奪活撮撥

oi

末抹

o

抹

æ

撥

閩北語末韻有四類韻讀，泰寧以「跋」表示[phua1]，其韻讀是根據[-ua]這個
韻類而來。
(二)踣
「踣」來自中古德韻，德韻在閩南語的表現情形如下：
閩南

得韻

臺南

廈門

泉州

漳州

晉江

潮州

A

(克)得德墨

i k

ɪk

iak

ik

iak

(iok)

B

北墨

ak

ak

ak

ak

ak

ak

C

國

ok

ɔk

ɔk

ɔk

ɔk

ok

D

賊

at

at

at

at

at

(ak)

E

得

it

it

it

it

it

ik

閩南語德韻可分為五個層次，上表中未見[-uaʔ]的語音形式。
「踣」字為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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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唇音往往帶有合口性質，例如《廣韻》唇音字的的反切，以及等韻圖唇音字
的歸類有唇音開合不一致的現象，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提到「在唇音聲母
的後頭，不容易聽得出開口或者合口」28，竺家寧《聲韻學》亦根據高本漢的推
論提到「唇音的發音略帶[w]，聽起來容易和合口的[u]介音混淆」29。閩南語 B
層讀為[-ak]，D 層讀為[-at]，古入聲韻尾[-p, -t, -k]，弱化為閩南語的喉塞韻尾[-ʔ]，
因此「踣」可能有[-uaʔ]的讀音，故閩南語以「踣」作為[puaʔ8]的用字。
「踣」字在其他閩語是否能與[puaʔ8]作連結？首先就閩東語來看：
閩東

德韻

A

賊塞克得德

B

國

C

墨

泰順

福鼎

ɛʔ
u ʔ

eʔ
uoʔ

霞浦

壽寧

柘榮

œʔ

œuʔ

ɛʔ

eiʔ

oʔ

oʔ

ɛʔ
oʔ

福清

福安
œk

eʔ
ɛik
uoʔ

uʔ

uk

øʔ

閩東語跌倒泰順有兩讀[uaʔ, -iaʔ]，福鼎、霞浦、柘榮讀為[-uaʔ]，壽寧讀為
[-uʌʔ]，福清有兩讀[-uaʔ, -aʔ]，福安有兩讀[-uak, -ak]。閩東語德韻未見以上語音
形式，主要元音也未見[-a]類元音，因此閩東語不以「踣」作為跌倒的用字。
接下來看莆仙語德韻的情形：
莆仙

德韻

仙游

莆田

A

賊塞得德墨

ɛʔ

ɛʔ

B

墨北

aʔ

aʔ

C

國

ɒʔ

ɒʔ

D

北

ɒ

ɒ

莆仙語的德韻，多讀為[-ɛʔ]，少數如「北」字讀為陰聲韻，未見[-ua]或[-a]
韻類，因此莆仙語不以「踣」作為[pua5]的用字。
閩北語泰寧德韻的發展情形如下：
28
29

高本漢(2003)《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2。
竺家寧(2006)《聲韻學》
，臺北：五南出版社，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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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寧德韻多讀為[-oi]，主要元音為[-o]，因此泰寧不以「踣」作為[phua1]的
用字。
(三)博
「博」中古鐸韻，閩南語用以表示賭博，鐸韻在閩南語的發展情形如下：
閩南

鐸韻

臺南

廈門

泉州

漳州

晉江

潮州

A

博薄各鑿

ok

ɔk

ɔk

ɔk

ɔk

B

落鑿(博各)

ak

ak

ak

ak

ak

(ak)

C

粕薄落

oʔ

oʔ

oʔ

oʔ

oʔ

oʔ

D

郭

ueʔ

eʔ

ʔ

ueʔ

eʔ

ueʔ

E

落

auʔ

auʔ

auʔ

auʔ

鐸韻在閩南語有五種韻類：[-ɔk, -ak, -oʔ, ueʔ, auʔ]，未見[-uaʔ]韻類。
「博」字
上古歸為魚部，董同龢擬為[-uɑk]，王力擬為[-uak]，周法高擬為[-wak]，皆帶有
合口性質，鐸韻的中古音董同龢、王力、竺家寧皆擬為[-ɑk, -uɑk]，屬於低元音
的入聲韻。
「博」字聲母屬唇音，唇音往往有開合不定的性質，以「博」字為例，《韻
鏡》、《四聲等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歸為開口呼，《切韻指掌圖》歸為合口
呼。在閩南語、閩東語、莆仙語的主要元音都是帶有合口性質的[-ɔ]、[-o]、[-ɒ]，
閩南語鐸韻的主要元音[-ɔ]、[-a]皆屬低元音，表中 B 層讀為[-ak]，入聲韻尾[-p, -t,
-k]容易弱化形成喉塞音[-ʔ]，因此「博」可能有過[-uaʔ]的讀音，因受圓唇高元音
介音[-u-]的牽引，演變為[-ok, -ɔk]，故閩南語以「博」表示[puaʔ8]。
「博」在閩東福鼎用以表示賭博，鐸韻在閩東語的表現如下：
閩東

鐸韻

福鼎

福清

A

oʔ

博各

博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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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鑿

B
落鑿

øʔ
ɔ

薄落粕

C
薄落粕

o
D

uo

郭

郭

鐸韻在閩東有四個層次，A 層[-oʔ]，B 層[-eʔ, -øʔ]，C 層[-ɔ, -o]，D 層[-uo]，
福鼎以「博」表示[poʔ8]，其韻讀根據 A 層而來。
莆仙語的莆田賭博讀作[puo6]，以「博」來表示，鐸韻在莆仙語的表現如下：
莆仙

鐸韻

仙游

莆田

A

ɒʔ

博薄落各郭

博落各鑿郭

B

aʔ

各鑿

各鑿

C

ɛʔ

D

o

粕薄落郭

粕薄落郭

E

au

落

落

粕

莆仙語的鐸韻有五個層次，未見[-uo]的讀音，ABC 保留入聲韻尾，DE 入聲
韻尾消失，變為陰聲韻，其中 D 層作[-o]，前文已論述唇音帶有合口性質，因此
「博」讀為[-uo]並非不可能，故莆田以「博」表示[puo6]。
(四)卜
卜字閩南語用以表示擲筊，來自中古屋韻，屋韻在閩南語的表現如下：
閩南

屋韻

臺南

ok

卜曝木讀

廈門

泉州

漳州

晉江

潮州
卜

A
ɔk
B

ak

曝木讀六

iok

竹熟六

卜曝木讀

卜曝木讀

卜曝木讀

卜木讀

曝木讀六

曝木讀六

木讀六

曝讀六

竹熟六

竹熟六

竹熟六

竹熟六

C
iɔ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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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熟
竹熟

ɪk

竹熟
竹熟

ek
E

熟

iak

屋韻在閩南語有五個層次，未見韻讀[-uaʔ]。屋韻中古音董同龢、竺家寧擬
為[-uk, -juk]，屬於合口韻，「卜」為唇音字，唇音帶有合口性質，表中閩南語 B
層為[-ak]，又閩南語喉塞音韻尾[-ʔ]，是由入聲韻尾[-p, -t, -k]弱化而來，因此「卜」
讀為[-uaʔ]並非不可能，故閩南語以「卜」表示擲筊義的[puaʔ8]。

三、聲調分析
動詞[puaʔ8]在各閩語間的聲調對應如下：
閩南

閩東

莆仙

閩北

閩中

A

跌

陽入：

陽入：

陽平：

陰平：

陽上

B

賭

陽(陰)入：

陰入：

陽平(去)：

X

X

C

擲筊

陽入：

X

X

X

X

(一)閩南語
閩南語[puaʔ8]讀為陽入調，潮陽話的賭博則讀為陰入調[pfuaʔ4]，理論上閩
南語的陽入調來自中古濁聲母，陰入調來自中古清聲母。「跋」、「踣」為濁聲母
並母，
「博」
、
「卜」為清聲母幫母，因此「跋」
、
「踣」在聲調上可連結陽入調，
「博」
可與潮陽的陰入調[pfuaʔ4]連結。那麼「博」、
「卜」是否有讀為陽入調的可能？
周長楫、康啟明《台灣閩南話教程》30提到聲調文白讀音對應的類型，其中便有
陰陽相對的類型：

30

文

白

貓

陽平 biâu

陰平 niau 山~

茅

陽平 mâu

陰平 mng

周長楫、康啟明(1997)《台灣閩南話教程》
，屏東：安可出版社，頁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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篦

陽去 pī

陰去 pìn 櫛~

覕

陽入 biat

陰入 bih(藏匿)

捏

陰入 liap~造

陽入 n

~死

表格中的文白讀音為陰陽調對應，又賭博一詞，閩南語區呈現聲調陰陽相對
的情形，臺灣、廈門、泉州等讀為陽入，潮陽讀為陰入。因此「博」
、
「卜」也可
能有陽入調的讀法，故用以作為[puaʔ8]的用字。
(二)閩東語
接下來是閩東語的情形，閩東語的跌倒皆讀為陽入調，其陽入調來源之一為
中古濁聲母字，如禪母的「十」，來母的「六」，澄母的「直」，因此以濁聲母並
母的「跋」作為[puaʔ8]的用字。
福鼎的賭博讀為陰入調[poʔ4]，陰入調來自中古清聲母字，例如心母的
「雪」
，幫母的「筆」，影母的「約」，因此以幫母的「博」表示[poʔ4]。
(三)莆仙語
莆仙語的仙游話跌倒和賭博都讀作陽平調[pua5]，古濁入聲為仙游陽平調的
來源之一，例如明母的「麥」、「末」，船母「食」字，因此仙游以並母的「跋」
作為[pua5]的用字。莆田話的賭博讀作陽去調[puo7]，濁聲母是陽去調的來源之
一，
「博」字為清入聲字，是否能與陽去調作連結？又「博」字是否可和仙游的
陽平調[pua5]連結？
仙游

莆田

百

全清入

陰入 陽去

陰入

伯

全清入

陰入 陽去

陰入 陽去

出

次清入

陰入

陰入 陽去

閘

全清入

陽平

表中「伯」為清入聲字，莆仙語皆有陰入及陽去兩讀，「出」為清入聲字，
莆田讀為陰入調和陽去調，因此幫母的「博」可能也有陽去調的讀音，故莆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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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表示[puo7]。又如「閘」中古清入聲字，仙游讀為陽平，因此幫母的「博」
字可能也有陽平調的讀音。
(四)閩中語
閩中語跌倒皆讀為陽上調，三明讀作[po6]，沙縣讀作[pua6]，古濁入聲字為
陽上調的來源之一，例如禪母的「石」，群母的「極」，以母的「藥」，因此閩中
語以並母「跋」表示跌倒。
(五)閩北語
閩北泰寧跌倒讀為陰平調[phua1]，泰寧無入聲韻，且無論中古全清或全濁
字在泰寧皆可讀為陰平調，例如影母的「衣」
，定母的「獨」
，因此泰寧以並母「跋」
字作為[phua1]的用字。

參、詞義來源
閩南語動詞[puaʔ8]可表示跌倒、賭博和擲筊，常以「跋」
、
「踣」
、
「博」
、
「卜」
等字來表示，以下探討這些字的詞義演變。

一、跋
◎犮
「犮」衍生出「拔」
、
「跋」
、
「祓」等字。這些字帶有「脫離」的語意成分，
以下透過「犮」詞族的語意探討，分析「跋」字的詞義發展。
首先就「犮」字來看，
「犮」金文作「 」31，戴家祥《金文大字典》釋中山
王

方壺「卲 皇工」、「明 之于壺而時觀焉」提到：
商承祚曰： 字不識，與明為聯詞，怠將那可信的話明白刻於壺上之意。
趙誠定作跋，無釋。按跋字从犮，犮字篆書作 ，
「走犬皃，从犬而丿之，
曳其足，則剌犮也」與本銘形義均不相符。疑 即蔡侯缶之 。馬敘倫曰：
其字从大而械其足。 是 的繁體。32

31
32

容庚(1985)《金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頁 1110。
戴家祥(1995)《金文大字典》
，上海：學林出版社，頁 1344。
57

第十卷第二期

頁 43-70

陳祐禎

閩南語動詞[puaʔ8]語源探討

馬承源《商周青銅銘文選》則釋為：
卲

，蔡字古文，……邵蔡即昭察。……一說， 為仄，指示字，表

示一足有病，容易傾跌。
明

明蔡，讀為明察，察在此為著義。……銘辭指中山王之誥辭明白地

著之於壺上。33
據以上所述，金文「 」有「察」
、
「著」之義，亦可表示「傾跌」
，金文「 」
和小篆「 」是否等同，似乎有待商榷，《說文解字》據小篆釋「犮」為：
走犬皃。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34
「犮」義指犬奔跑貌。《周禮注疏‧秋官司寇下‧赤犮氏》曰：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35
《周禮注疏‧秋官司寇第五》：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玄注曰：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賈公彥疏曰：捇拔除去之也。(卷 34，葉 9，頁 514)
赤犮氏為負責除蟲的人員，赤犮又稱捇拔，「犮」和「拔」相通，有去除之
義。
「犮」字在金文有「傾跌」義，
《說文》據小篆釋為犬奔跑的樣子，先秦典籍
記載有清除之義。傾跌、奔跑等動作皆因腳離地而始成之，清除則是將物體上的
附著物驅除，故由「犮」衍生而來的字，往往帶有「脫離」的義素。
◎拔
「拔」小篆作「 」
，
《說文解字》
：
「擢也」(卷 12 上，葉 44，頁 611)，即拉
拔之義。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36

33

馬承源《商周青銅銘文選》(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574、575、577。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 10 上，葉 31，臺北：黎明文化，1986 年，
頁 480。(葉：表古籍原頁碼；頁：表今人重編頁碼)
35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37，葉 6，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記》第 3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558。
36
漢‧司馬遷《史記》卷 7，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
，臺北：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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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莊拔劍起舞意在沛公，項伯拔劍起舞以護沛公，「拔劍」將劍拔離劍鞘。
班固《漢書‧李尋列傳》：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37
李尋勸諫為政者，杜絕私門，拔擢人才，「拔進英雋」即從眾人中提拔出人
才。《舊唐書‧胡証列傳》：
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38
胡証隨太和公主至迴紇和親，行至漠南，外夷欲以夷禮主導和親一事，胡証
堅定不改心志，堅守漢制，「不拔」即堅守志節，不背離本心。李白〈夢游天姥
吟留別〉：
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39
即天姥山氣勢超拔五嶽。以上例子，「拔」字無論是指拔取、選拔、改易、
超越，皆有「脫離」的語意成分。
◎跋
「跋」小篆作「 」，《說文解字》曰：
蹎跋也。
段玉裁注曰：跋、經傳多叚借沛字爲之。大雅、論語顚沛皆卽蹎跋也。毛
傳：顚，仆也，沛，拔也。拔同跋，豳風狼跋亦或作拔。馬融論語注曰：
顚沛，僵仆也。按豳風狼跋其胡謂繯也，繯則仆矣。……邶風傳：艸行曰
跋。(卷 2 下，葉 29，頁 84)
「跋」有行走之義，如《詩經‧鄘風‧載馳》：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毛亨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40
1987 年，頁 313。
37
東漢‧班固《漢書》卷 75，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
，臺北：鼎文出版社，1983
年，頁 3190。
38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63，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
，臺北：鼎文出版社，1976
年，頁 4529。
39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15，葉 3，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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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瑞辰釋「大夫跋涉」曰：跋涉蓋行走急遽之義。41
「跋」指行走，腳需離地才能前行。「跋」字亦有顛沛之義，和「拔」字通
同，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狼跋》釋「狼跋其胡」曰：
蹎跋經傳多叚作顛沛，毛傳：顛，仆也，沛，拔也，拔與跋同。(卷 16，
頁 28 上)
《詩經‧大雅‧蕩》：
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毛亨傳曰：顛，仆。沛，拔也。
孔穎達疏曰：沛者，怱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枝也。……
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卷 18-1，葉 7，
頁 644)
馬瑞辰釋「顛沛之揭」曰：沛即跋之同聲假借。(卷 26，頁 7 下)
由此可知「沛拔跋」三字相通，有離本之義，即事物離開根本。又如《論語‧
里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刑昺疏曰：顛沛，偃仆也。……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顛躓之
時，亦不違仁也。42
顛沛為偃仆之義，顛沛即顛拔或顛跋，因此「跋」有仆倒之義，乃腳離地而
傾倒。
◎祓
另有「祓」字，《說文解字》釋曰：「除惡祭也」(卷 1 上，葉 12，頁 6)，義

40

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3-2，葉 8，收入《重刊宋本十三
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2 冊，頁 125。
41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 5，收入《四部備要》經部第 47-49 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7 上。《四部備要》為倣宋版鉛字排印本，非影印本，其頁碼非古籍底本頁碼。
4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4，葉 2，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8
冊，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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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去除災厄，使災厄遠離。又如姜夔〈翠樓吟〉曰：
「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43，
指藉酒驅愁，使清愁遠離自身。
根據以上敘述，由「犮」字衍生出來的詞族，其核心語意多為「脫離」，即
事物脫離其原本的所在地：

因此古籍裡「犮」
、
「拔」
、
「跋」三字通同，除蟲人「赤犮」等同「捇拔」
，
「顛
沛」等同「顛拔」和「顛跋」，腳離地而跑為「犮」，腳離地而倒為「跋」。故閩
語以「跋」字指涉跌倒。

二、踣
「踣」小篆作「 」，《說文解字》曰：
僵也。
段玉裁注曰：僵，卻偃也。……然則踣與仆音義皆同。孫炎曰：前覆曰仆。
左傳正義曰：前覆謂之踣。對文則偃與仆別，散文則通也。(卷 2 下，葉
29，頁 84)
根據段注得知往前傾倒稱「踣」。如枚乘〈七發〉：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
李善注：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44
意指神物古怪，使人驚懼跌倒。又如裴鉶〈聶隱娘〉：
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異處。45

43

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 4，葉 13，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88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98。
44
漢‧枚乘〈七發〉
，
《文選》卷 34，葉 15，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29 冊，頁 599。
45
唐‧裴鉶〈聶隱娘〉
，《太平廣記》卷 194，葉 11，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44 冊，
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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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聶隱娘殺了精精兒，使其從空中跌落。又如歐陽脩《新五代史‧郭從謙
列傳》
：
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46
郭從謙發動政變，後唐莊宗被亂兵射傷，負傷跌於絳霄殿廊下，不久便駕崩。
「踣」亦有死亡之義，如《國語‧魯語上‧晉人殺厲公》記載大夫里革規勸
國君，為君者若無道，將有如桀紂厲幽諸王之下場，流離覆滅：
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 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
韋昭注曰：踣，斃也。47
亦可指曝屍，如《周禮注疏‧秋官司寇第五‧掌戮》記載殺人者曝屍三日：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
鄭玄注曰：踣，僵尸也。
賈公彥疏曰：除上三者之外，皆陳尸於巿肆之凡三日也。(卷 36，葉 13，
頁 545)
又指敗亡，如《春秋左傳注疏‧襄公十一年》：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杜預注曰：踣，斃也。48
諸侯伐鄭，鄭與之結盟，立下盟書，盟書載明若違背盟約，將受神靈懲罰，
失其百姓，國君喪命，國家覆亡。
「踣」的語意變化如下圖：
跌倒

死亡、曝屍、敗亡

根據以上說明，「踣」字本義為跌倒，後引申有死亡、曝屍、敗亡之義，因
此閩南語以「踣」字表示跌倒。

46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
，卷 37，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編二種》
，臺北：鼎文出
版社，1985 年，頁 402。
47
先秦‧左丘明《國語》卷 4，葉 18，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06 冊，頁 53。
4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卷 31，葉 19，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第 6 冊，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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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
「博」金文作「
《金文大字典》釋

」
、、
「

」
「

」
、
「

」(《金文編》
，頁 135、777)，戴家祥

簋「衣博」、「博戎

」、師

簋「今敢博氒眾叚」：

博從干，尃聲「博戎」
、
「博氒眾叚」皆用作搏。金文搏或作 、 ，从干
从戈皆為兵器，疑此博字所从之十亦為兵器。說文三篇「博，大通也。从
十从尃，尃，布也。」詩泮水「戎車孔博」
，左桓公六年傳「博碩肥腯」，
傳皆訓為大，為後之借義。(頁 1121)
「博」與「搏」同源，
「十」
、
「干」象兵器之形，
「尃」為聲符，方述鑫《甲
骨金文字典》提及「博」字在銘文表「統帥」或「搏殺」：
一、借為搏，統帥。《師㝨簋》：今敢博(搏)厥眾叚，反厥工吏。
二、借為搏殺之搏。《 簋》：衣搏無斁于 身。49
《說文解字》釋曰：
大通也。(卷 3 上，葉 18，頁 89)
根據銘文「博」字本義應是搏鬥，《說文》釋為博大、廣大，是為假借義，
此義為後世廣為沿用，本義「搏鬥」便由「搏」字來承擔。「博」字又由本義進
一步引伸有取得、換取之義，例如黃宗羲〈原君〉指帝王稱帝之前，荼毒天下人，
以博取個人霸業：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50
「博」字的核心語意為「爭取」
，本義為搏鬥，引伸有取得義，而「博戲」、
「賭博」皆有爭強取勝之意圖，「博」字於是引伸出賭博的義涵。其語意關係如
下：

49
50

方述鑫(1993)《甲骨金文字典》
，成都：巴蜀書社，頁 179。
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
，收入《四部備要》子部第 362 冊，頁 2 上。
63

第十卷第二期

頁 43-70

陳祐禎

閩南語動詞[puaʔ8]語源探討

另有一後起字「簙」專指「博戲」，《說文解字》曰：
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段玉裁注曰：古戲，今不得其實。箸，韓非所謂博箭。招䰟注云：箟簬作
箸。故其字从竹。……經傳多假博字。(卷 5 上，葉 20，頁 200)
「簙」為博戲，與「博」字通同。《列子‧說孚》曰：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張湛注曰：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
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
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靣為眼，亦名為齒。二
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
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
家獲六籌為大勝也。51
根據《古博經》所言，「博」是一種兩人相對，以棋子、魚、瓊等作為賭具
的遊戲。《史記‧貨殖列傳》批判「博戲」為「惡業也」(卷 129，頁 3282)。《論
語‧陽貨》：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邢昺疏曰：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鳥曾作簙。(卷 17，
葉 10，頁 158)
孔子批判不用心者連賭徒都不如。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荊軻》：
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卷
86，頁 2527)
51

先秦‧列子撰、東晉‧張湛注《列子》卷 8，葉 12，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55 冊，
頁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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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了荊軻遊於邯鄲，勾踐和荊軻一同賭博，兩人不歡而散的事蹟。范曄《後
漢書‧梁統列傳‧玄孫冀》記錄了冀的嗜好：
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
騁馬鬬雞。
顏師古注曰：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
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
五采……。52
「六博」為冀的嗜好之一，根據顏師古注，可以得知六博是以象棋為工具的
博戲，有六棋，故稱六博。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
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卷 126，頁 3199)
淳于髡自敘在各類聚會場合的酒量，當中提及鄉里聚會時的情形，六博投壺
為聚會時的娛樂活動。從以上文獻記載，「博」字義指博戲、賭博之事。因此閩
語以「博」表示賭博。

四、卜
「卜」甲骨文寫作「 」53，金文作「 」(《金文編》，頁 225)，根據徐中
舒《甲骨文字典》釋「戊寅卜夬貞翌己卯其雨(乙 8869)」曰：
灼剝龜甲、獸骨以判吉凶也。54
方述鑫《甲骨金文字典》提到甲骨文、金文「卜」字，有「占卜」
、
「卜人」、
「族氏名」等義，占卜義的用例如下：
一、占卜 ……《舀鼎》：「命汝更乃祖考

卜事。」(頁 268)

小篆作「 」，《說文解字》曰：

52

南朝‧范曄《後漢書》卷 34，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
，臺北：鼎文出版社，
1977 年，頁 1178。
5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5)《甲骨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頁 147。
54
徐中舒(2006)《甲骨文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頁 350。乙 8869 表示董作賓《小屯‧
殷墟文字乙編》所收錄甲骨文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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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卷 3 下，葉 41，頁 128)
灼燒龜殼，裂紋縱橫，稱為卜，目的用以占卜吉凶，例如《春秋左傳注疏‧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卷 12，葉 14，頁 203)
「卜」字本義為占卜吉凶，以作為行事決斷的參考，因此引申有選擇、判斷
之義。例如《春秋左傳注疏‧昭公三年》晏子引用諺語，籲人善擇鄰居：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杜預注曰：卜良鄰。(卷 42，葉 13，頁 724)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記錄成王讓召公選擇新居的地點：
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卷 4，頁 170)
亦可表示判斷，如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柳河東集》卷 34，葉 5，
頁 303)
柳宗元自認自己的才學不足，不敢為人師。
臺灣宗教儀式以擲筊占卜吉凶，這種宗教儀式，自古已有之，程大昌《演繁
露‧卜教》曰：
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
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斵削使如蛤形而中分
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
珓者，本合為教，言神所告教現於此之俯仰也。55
即以蚌殼、竹木作為問卜吉凶的的工具稱為盃珓。如脫脫《金史‧海陵本紀‧
貞元元年》，記錄了金廢帝海陵王擲筊問天命，得吉卜，遂「封料石岡神為靈應
王」
：
十月丁巳……初，海陵嘗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

55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 3，葉 2，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52 冊，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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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之，吉。56
又如張廷玉《明史‧流賊列傳‧張憲忠》，記載張獻忠擲杯珓問卜，以決定
是否渡洞庭湖：
獻忠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訽。57
又如陳起〈春日田家三首〉之二記載二月祭社，卜筊得吉兆的情形：
釃酒卜筊㺽，庶知神靈歆，得吉共稱好，足慰今年心。58
以上文獻皆記錄了以杯珓卜吉凶的宗教儀式。「卜」字的語意演變如下圖：
占卜

選擇、判斷

「卜」由占卜引申為選擇、決斷，坊間遇事無法決斷，便擲杯珓請求鬼神指
示，因此閩南語以「卜」表示擲筊。

肆、結語
閩南語動詞[puaʔ8]其義有三：跌倒、賭博、擲筊，以上根據語音和語意的分
析，以及與親屬語言的比較，探討閩南語動詞[puaʔ8]的語源，結論如下：
1.跌倒義的[puaʔ8]語源以「跋」字可能性較大，「跋」和「踣」都有跌倒的
語意，就語音的契合度而言，「踣」字雖然合於閩南語音讀，但較難和其他閩語
的語音聯繫，因此閩語跌倒一詞的共通來源，以「跋」字較有可能。
2.賭博義的[puaʔ8]，閩南語、莆仙語、閩東福鼎話都有相似的詞彙形式，閩
南語文獻常用的「跋」字在語音上雖合於[puaʔ8]的讀音，但在語意上並無賭博義，
而「博」字則有之，在語音上「博」字無法直接與[puaʔ8]連結，因此必須解決其
韻母和聲調問題，首先就韻母而言，「博」字聲母為唇音，因此可能帶有合口性
質，又鐸韻在閩南語有[-ak]和[-at]的讀法，韻尾[-k, -t]容易弱化為[-ʔ]，再就聲調
而言「博」為清聲母字，理應歸為陰入調，又閩南語不乏陰陽調兩讀的例子，因

56

元‧脫脫《金史》卷 5，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並附編七種》
，臺北：鼎文出版社，1976 年，
頁 101。
57
清‧張廷玉《明史》卷 309，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
，臺北：鼎文出版社，1975
年，頁 7975。
58
南宋‧陳起《江湖小集》卷 64，葉 2，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57 冊，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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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排除「博」有[puaʔ8]的讀音，故賭博義的[puaʔ8]，其語源以「博」字的可
能性較大。
3.擲筊義的[puaʔ8]，該辭彙僅見於閩南語，且以臺灣、廈門為主，文獻上常
見的「跋」字並無問卜之義，
「卜」字則有之，
「卜」字的語音問題與前文的「博」
字相同，首先就韻母而言，「卜」字為唇音，本帶有合口性質，屋韻有[-ak]的讀
法，[-k]易弱化為[-ʔ]，又聲調上「卜」為清聲母理應讀為陰入調，然閩南語不乏
陰陽兩讀之例，因此「卜」讀為[puaʔ8]並非不可能，故其語源以「卜」字的可能
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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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尋找」義動詞之發展
楊憶慈
南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處副教授

摘 要
漢語中表示「尋找」概念的動詞，上古有「求」
、
「索」之類，魏晉時代則以
「覓」
、
「尋」為多，到了近代，則又出現「找」
。經過這長時間的競爭消長，
「找」
在現代幾乎已成為尋找義動詞最主要的用法。
筆者初步梳理刊行於朝鮮時代（1392-1910 年）四個版本《老乞大》
，及二個
版本《朴通事》中的尋找義動詞，確實發現了「覓」的用例減少，而後期則增加
了「找」例的現象。
本文擬以朝鮮時代由司譯院編撰的漢語口語會話教科書《原本老乞大》
、
《老
乞大諺解》
、
《老乞大新釋》
、
《重刊老乞大諺解》
、
《朴通事諺解》
、
《朴通事新釋諺
解》為研究語料，並比較與《老乞大諺解》
、
《朴通事諺解》二書修訂時間相近、
但成書目的不同的《訓世評話》，討論書中尋找義動詞「覓」
、
「尋」
、
「找」的結
構、語法功能，以及搭配對象。試圖透過歷時和共時比較，討論這組尋找義動詞
在近代漢語發展史上的變化過程。
關鍵詞：《老乞大》四種、《朴通事》二種、「尋找」義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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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textbooks in Korea times "looking for" verb
development
Yang,Yi Tz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 Je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erb of "seek" concept in Chinese is variabl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word of
"jiu" concept appears "suo" in ancient age, "mi" in Wei Jin age and "xun" in modern
times, etc. After a long period, "zhao" becomes almost the main verb usage of "seek"
concept in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verbs of "seek" concept in fourth version of "Lao Qi Da,"
and second version of "Pu Tong" in the Korea era (1392-1910). The author got a
phenomenon that the "mi" usage is reduced indeed and the "zhao" usage is increased
later.
The research material in article is spoken Chinese textbooks by the Secretary
Translation School in the Korea era (1392-1910) including "Originally Lao Qi Da",
"Lao Qi Da Yan Jie", "Lao Qi Daxin release", "Reprinted Lao Qi Da saying the
solution", "Park Tong Shi Yan Jie "," Pu Tong Shi Yan Jie new " .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compare with the" Lao Da Yan Jie "and " Pu Tong Yan
Jie ". Because the revision time of two books is similar,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instructional purpose. This article is also intended to discuss the structural,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matched objects of the verb "xun", "mi" and "zhao". This
article is tried to discuss the change process of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with past history and the same time.
Keywords: the verbs of "seek" concept, "Lao Qi Da", "Pu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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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殷曉傑《明清山東方言詞彙研究──以《金瓶梅詞話》
、
《醒世姻緣傳》
、
《聊
齋俚曲》為中心》一書指出，「尋」在明代中後期仍保持著強勢的地位，是尋找
類語義場的唯一主導詞；「覓」的用例逐漸減少，並且，大部分是以構詞語素的
形式出現；
「找」則不斷累積能量，在《聊齋俚曲》中單用的例子已激增至「尋」
的四倍，在數量上占了絕對的優勢，並開始取代「尋」
，成為語義場新的主導詞。
作者認為，「從《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到《聊齋俚曲》，『找』的發展完
成了質的飛躍」
。1此外，作者將表示「尋找」意義的動詞──「覓」
、
「尋」
、
「找」，
三者在近代漢語後期此消彼長的變化過程整理如表一所示：2

表一：
《金瓶梅詞話》
、
《醒世姻緣傳》
、
《聊齋俚曲》裡的「覓」
、
「尋」
、
「找」例3
《金瓶梅詞話》

《醒世姻緣傳》

《聊齋俚曲》

找（抓）

36

30

183

尋

452

487

57

覓

12

10

2

由表一可以看出，1．表示尋找義的動詞「覓」和「尋」確實有愈來愈少出
現的趨勢，而「找」的用例則明顯增加許多；2．在《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
傳》中，
「尋」是最常用的尋找義動詞，但至《聊齋俚曲》
，則以「找」為最常用
的尋找義動詞。換言之，「尋」似乎被「找」取代了。雖然如此，但筆者認為，
此三書之內容、篇幅均不相同，那麼，是否可以據此即認定「尋找」義動詞「覓」
、
「尋」
、
「找」三者消長變化過程就是如此？若觀察不同時期修訂的同一本書，是

1

2
3

殷曉傑：
《明清山東方言詞彙研究──以《金瓶梅詞話》
、
《醒世姻緣傳》
、
《聊齋俚曲》為中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32-33）
。
同前註，頁 32。
此標題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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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再者，這樣的結果是否也可以透過域外材料4獲得印
證？5
因此，本文試圖以已成系統的域外材料印證尋找義動詞「覓→尋→找」的發
展脈絡。
朝鮮時代（1392-1910 年，大致相當於中國的明清兩代，為朝鮮半島最後一
個王朝）由司譯院6編撰的《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書籍，是當時最具權威、
相當重要的漢語口語會話教科書，也是學習漢語使用的識字課本。這兩部系列叢
書使用時間長、流傳範圍廣，在歷史上曾產生巨大影響，反映出近代漢語在三四
百年間音韻、詞彙和語法的若干變化，對近代漢語研究具有獨特的價值。7筆者
梳理《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諺8解》、《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諺解》、《朴
通事諺解》
、
《朴通事新釋諺解》中的尋找義動詞後，發現「覓」的用例減少，且
後來出現了「找」例的現象。
本文擬以朝鮮時代由司譯院編撰的漢語口語會話教科書為研究語料，討論書
中尋找義動詞「覓」
、
「尋」
、
「找」的結構、語法功能，以及搭配對象。試圖分別
透過歷時和共時比較，討論這組尋找義動詞在近代漢語發展史上互相競爭替換的
變化過程。

4

5

6

7

8

一般而言，漢語研究的材料可分為本土資料與域外資料兩大類。所謂本土資料即中國人自己用
漢語記錄的漢語資料；域外資料則又有「以漢語描寫外語」及「以外語描寫漢語」兩類材料。
日本關西大學內田慶市積極倡導的「從周邊看中心」方法論認為，
「事物，如果只看其『中心』，
往往就抓不住其『本質』
。」
（內田慶市：〈近代西洋人漢語研究的價值〉，《清代民國時期漢
語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牙山：鮮文大學校中韓飜譯文獻研究所，2010 年），頁 193）
兩種不同語言經過「周邊」的資料觀照、比較後，「中心」的本質、特色便容易顯現出來了。
透過域外材料與本土資料的比較，可以做為漢語研究的參考，為漢語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
司譯院為朝鮮時代學習外國語、培養翻譯人材的官方專門機構，並設有漢、蒙、倭、女真語學，
有時也被稱為「譯學」
。
隨著時代推移，語言也會隨之而有所改變。以實際語言現象為基礎的《老乞大》、
《朴通事》
，
已逐漸脫離語言現狀。於是，後人便將當時的內容加以修訂，以符合該時期語言現象，因而有
了不同版本的《老乞大》與《朴通事》
，也為後代留下極為珍貴的語言變遷資料。
康寔鎮對「諺」的解釋如下：
「指用韓國字寫的韓國口語或韓國字。」（康寔鎮：《《老乞大》
《朴通事》研究──諸書之著成及其書中漢語語音語法之析論》（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
頁 15））換言之，所謂「諺解」
，就是利用十五世紀時朝鮮所創制的拼音文字，為漢文注音並
加以解釋。
74

第十卷第二期

頁 71-92

楊憶慈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尋找」義動詞之發展

貳、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裡的「尋找」義動詞
筆者將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的成書時間9，以及書中「尋找」義動詞「覓」、
「尋10」、「找11」出現次數列表如表二。

9

此處乃參考汪維輝：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張曉曼：〈韓
國朝鮮時期的漢語硏究〉，《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 6 期），頁 61-65、李得春、崔貞
愛：〈《老乞大》、《朴通事》及其諺解本在朝鮮王朝華語教育中的貢獻〉，《延邊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42 期，2008 年），頁 34、姚偉嘉：
〈明清漢語北方方言第一人
稱代詞研究補論——以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為考察對象〉（韓國：牙山鮮文大學校，清代民國
時期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5 月）
，頁 77，以及汪維輝、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等：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之說，整理而成。
10
除了「尋找」義，諸版本《老乞大》及《朴通事》裡的「尋」還有表示「研究、探究」義的
「尋思」
，以及表示「平常、普通」的「尋常」用法，例如：
（１）尋思：
我恰尋思來，這幾箇羊也當走一遭。既待去也，餘剩有些鈔裏，閑放怎麽？（《原本老乞
大》，26b）
正待買迴去的行貨，尋思不定，恰好你來到。（《原本老乞》，38a）
我恰尋思來（《老乞大諺解》，下冊，21a）
我貨物都賣了，正要買迴去的貨物，尋思不定，恰好你來到。（《老乞大諺解》，下冊，
59b）
咳，這官人好尋思，計量大。（《朴通事諺解》，上冊，22b）
姐姐，你再尋思我這秋月紗窓一片心（《朴通事諺解》，中冊，18a）
以上「尋思」都有「研究、思考」的意思。
（２）尋常：
秋裏繫針鐵――尋常的不是，有玲瓏花樣的。（《原本老乞大》，33b）
秋裏繫減金鉤子，尋常的不用，都是玲瓏花樣的（《老乞大諺解》，下冊，46b）
這布褁的是主顧生活，餘外的都是尋常賣貨，是平常的。（《重刊老乞大諺解》，下冊，
32a）
樓子車、庫車、驢騾大車，與那尋常坐的車子，都在房子裏放著，别教雨雪淋濕了。（《重
刊老乞大諺》，下冊，35a）
餘外的都是尋常賣貨，是平常的。（《老乞大新釋》，33b）
樓子車、庫車、驢騾大車，與那尋常坐的車子，都應該在房子裏放著，不要教雨雪淋濕了。
（《老乞大新釋》，34b）
這大紅段真是南紅顏色，經緯勻浄，雖比不得上用段子，卻也比尋常的不同，若不是十二
兩銀子，恐不肯賣與你哩！（《朴通事新釋》，卷一，17a）
以上各例，「尋常」均有「平常、普通」之義。
11
《老乞大新釋》及《重刊老乞大諺解》分別有一例表示「退有餘」之義的「找」
：
這樣好銀子，還說使不得！今早我們在吃飯處找來的銀子！（《老乞大新釋》，21a）
還說使不得！今早喫飯處找來的銀子。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60a）
均非「尋找」之義，未列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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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裡的「尋找」義動詞用例數
書名
《原本老乞大》

成書時間

覓/覔

尋

找

未有定論，約為元朝末年，

5

14

0

1

18

0

即高麗王朝時期
《老乞大諺解》

據 1483 年本修訂，刊行於
1670 年

《老乞大新釋》

1761 年

1

18

1

《重刊老乞大諺解》

1795 年

1

16

1

《朴通事諺解》

據 1483 年本修訂，刊行於

2

15

0

1677 年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年

1

8

1

《訓世評話》12

1473 年

113

2514

0

由表二可以發現，1．自元末至清初，
「尋」仍是朝鮮漢語教科書最常見的尋
找義動詞； 2．
「覓」的用例本來就不多，後僅存一例；3．動詞「找」出現於清
初版本，但數量極少，尚不能與「尋」抗衡。
以下進一步考察各版本《老乞大》、《朴通事》，以及《訓世評話》裡的尋找
義動詞，以窺其發展與變化。

一、各版本《老乞大》裡的尋找義動詞
此處將分析《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諺解》、《老乞大新釋》，以及《重刊老
乞大諺解》裡的尋找義動詞「覓」、「尋」、「找」的使用情況。
12

13
14

與《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成書時間相近的《訓世評話》分為上下兩卷，共編有六十
五則古代故事，大部分是關於名賢節婦的，也有一些傳說和幽默故事。每個故事先以文言敘述，
再以白話翻譯，意在勸人向善。雖說《訓世評話》的撰寫動機、編排體例與各版本《老乞大》
及《朴通事》不同，所呈現的語言風貌亦有所不同，但仍是朝鮮時期重要的漢語教科書之一，
是研究明代前期漢語的寶貴資料。故，此處仍將書中用例數列於本表末，以為參考。
此例出現在文言文部分。
其中，6 例用於文言、19 例用於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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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覓/覔
「覓」
，
《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新釋》均作「覔」
，
《老乞大諺解》及《重
刊老乞大諺解》皆作「覓」。

1)到高唐收買些綿絹，將到王京賣了，也覔了些利錢。
（《原本老乞大》
，4b）
2)除了牙稅繳計外，也覔了加五利錢。
（《原本老乞大》
，4b）
3)拜揖主人家哥，俺是客人，今日晚也，恁房子裏覔箇宿處。（
《原本老乞大》
，13b）
4)要將投鄉外轉賣，覔些利錢去。你老實索價錢。（《原本老乞大》
，27a）
5)俺買呵買一兩箇，自穿的不是，一發買將去要覔些利錢。
（《原本老乞大》，36a）
6)我買時，不是買自穿的，一發買將去，要覓些利錢。（《老乞大諺解》，下冊，54a）
7)我買去不是自家穿的，要拿去發賣的，還要覔些利錢哩。（《老乞大新釋》，41b）
8)我買去不是自家穿的，要拿去發賣，覓些利錢的。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56a）

此處雖有八例，但可明顯看出，例5)至8)其實是不同時代、不同版本相對應
的同一例。
各版本的「覓/覔」都單獨出現，但其後可加「了」
、
「些」
、
「箇」
，成為「覔
了～」、「覔些～」、「覔箇～」的結構。
「覓/覔」的搭配對象以具體的「利錢」為主，如「覓些利錢」、「覔了加五
利錢」等；僅《原本老乞大》有一搭配「處所」的例子，如例3)「恁房子裏覔箇
宿處」。各版本《老乞大》均無「覓/覔」＋「抽象事物」的例子。

（二）、尋
就四版本《老乞大》裡的尋找義動詞而言，無論是出現次數或搭配對象，
「尋」
無疑具有絕佳優勢。「尋」的主要用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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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搭配的對象豐富，無論是具體的人、物、地點，或抽象的事物，都可
以「尋」，例如：
（１）尋人：人稱代詞（恁、你、他）、主兒、人、逃（走的人）。

9)俺纔到這裏，恰待尋恁去來，你卻來了。店在那裏？（《原本老乞大》，19b）
10)你尋他怎麽？（
《原本老乞大》，20a）
11)明日就店裏尋你去，一就和那親眷每，一處喫一兩盞。
（《原本老乞大》
，22a）
12)我纔到這裏。待要尋你去來，你卻來了。店在那裏？（《老乞大諺解》，上冊，62a）
13)你尋他怎麽？（《老乞大諺解》，下冊，1a）
14)明日就店裏尋你去，一發和那親眷們一處喫一兩盃。（《老乞大諺解》，下冊，1a 6a）
15)我們纔到這裏，剛要尋你去，你卻來了。店在那裏？（《老乞大新釋》，22a）
16)你尋他怎麽？（《老乞大新釋》，23a）
17)既這麽，明日就往店裏尋你去，一發和你親眷們，一同吃一兩杯。
（《老乞大新釋》
，25a）
18)我們纔到這裏，待要尋你去，你卻來了。店在那裏？（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62b）
19)你尋他怎麽？（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1a）
20)明日就往店裏尋你去，一發和你親眷們一同喝一兩杯。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6b）

以上各例，動詞「尋」之後均直接接人稱代詞「恁」、「你」、「他」。

21)則這店裏有者。俺與恁尋主兒都賣了。（《原本老乞大》
，20a）
22)只這店裏放着，我與你尋主兒都賣了。（《老乞大諺解》，上冊，62b）
23)就這店裏放著，我與你尋箇主兒來，就都賣了。（《老乞大新釋》，22b）
24)只在這店裏放著，我與你尋箇主兒來，就都賣了。（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63b）

例21)至例24)其實是諸版本《老乞大》裡相對應的文句。不同的是，較晚的
兩個版本在動詞「尋」和受詞「主兒」之間，多了量詞「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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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因此將那人家連累，官司見著落根尋逃有。
（《原本老乞大》
，14b）
26)因此將那人家連累，官司見着落跟尋逃走的。（《老乞大諺解》，上冊，45b）
27)因此就連累他犯官司，現今教他跟尋那逃走的人。（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46b）

根據上下文並比較諸版本，此處「逃」指「逃走的人」。
（２）尋物：飯、蔘、利錢。

28)偏俺出外呵，頂著房子行那？也索投人家尋飯喫裏！（
《原本老乞大》
，12b）
29)偏我出外時頂着房子走？也要投人家尋飯喫裏！（《老乞大諺解》，上冊，39b）
30)誰人出外帶著房子走？也辭不得要投人家尋飯吃。（《老乞大新釋》，14b）
31)誰人出外頂著房子走？也辭不得投人家尋飯喫。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40b）

無論是「尋飯喫」或「尋飯吃」，此例四版本《老乞大》用法相同。

32)收買些綿絹，將到王亰賣了，也尋了些利錢。（《老乞大諺解》，上冊，12a）
33)通滚筭着，除了牙稅繳計外，也尋了加五利錢。（《老乞大諺解》，上冊，13a）
34)不是我自穿的，要拿去别處轉賣，尋些利錢的。（《老乞大諺解》，下冊，24b）
35)我老實對你說，不是我自己穿的，要拿去别處轉賣，尋些利錢的。
（《老乞大新釋》
，31a）
36)不是我自己穿的，要拿去别處轉賣，尋些利錢的。（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25b）

動詞「尋」和「利錢」間可以加「了」、「些」，也有明確指出金額的，例
如例33)的「五利錢」。

37)如今為没賣的，半定也没處尋裏。
（《原本老乞大》，20b）
38)如今為没有賣的，五錢一斤家也没處尋裏！（《老乞大諺解》，下冊，1a 2b）
39)往年也只是三錢一斤，如今因没有賣的，就五錢一斤家，也没處尋。
（《老乞大新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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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
40)往年只是三錢一斤，如今因没有賣的，五錢一斤家也没處尋。
（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
冊，2b）

根據上下文，此四例尋的是「蔘」。
（３）尋處所：店、處、宿15、恁家、你家、店房、宿處、睡覺處。

41)兀那店子便是瓦店，尋箇好乹淨店裏下去來，歇住頭口者。（《原本老乞大》
，5b）
42)我和一箇伴當先去尋箇好店安下處，卻來迎恁。
（《原本老乞大》，19a）
43)咱每疾快行動者。比及到那裏尋了店時，那兩箇到來了也。（《原本老乞大》
，19a）
44)那店子便是瓦店，尋箇好乾淨店裏下去來，歇頭口着。（《老乞大諺解》，上冊，15b）
45)我和一箇火伴先去，尋箇好店安下着，卻來迎你。（《老乞大諺解》，上冊，59b）
46)咱們疾快行動着，比及到那裏尋了店時，那兩箇到來了也。
（《老乞大諺解》
，上冊，60a）
47)那前頭的便是瓦店了，尋箇好乾淨店房住下，且歇息牲口。（《老乞大新釋》，6a）
48)我同一箇火伴先去，尋箇好店占住下處，再來迎接你們如何？（《老乞大新釋》，21b）
49)咱們快快走罷，比及到那裏尋了店，後頭的那兩箇也好到來了。（《老乞大新釋》，
21b）
50)那前頭的便是瓦店，尋箇好乾浄店房住下，歇息牲口。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15b）
51)我同一箇火伴先去，尋箇好店占住下處，再來迎接你們如何？（《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60b）
52)咱們快快走罷，比及到那裏尋了店，後頭的那兩箇也好到來了。（《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61a）

以上諸例所「尋」都是「店」
。
「尋」和「店」間不僅可以插入「了」
、
「箇」，
也可以插入短語「好乾淨」，如例 41)、44)、47)、50)。
15

「宿」
，指住宿的地方，詳見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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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那般者，去時節便尋恁家裏去。俺偏背你那？（《原本老乞大》
，13a）
54)若能勾去時節，便尋你家裏去，我偏背你。（《老乞大諺解》，上冊，40b）
55)若能去的時節，一定要尋到你家去的。（《老乞大新釋》，14b）
56)若能去的時節，一定尋到你家去。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41a）

以上「尋」的是「恁/你家」
。較早的兩版本《老乞大》用的是單音節動詞「尋」
；
而較晚的兩版本《老乞大》
，則是用「尋到」
。不過，此處的「尋到」應是並列結
構，表示「尋找」並且「前往」的意思，而非動補結構。

57)則投這路北兀那人家，尋箇宿處去來。（《原本老乞大》
，13b）
58)俺房子窄，無處安下，恁别處尋宿處去。
（《原本老乞大》，13b）
59)恁識者，這早晚日頭落也，教俺那裏尋宿處去？（《原本老乞大》
，13b）
60)只投這路北那人家，尋箇宿處去來。（《老乞大諺解》，上冊，42a）
61)我是客人，今日晚了，你房子裏尋箇宿處。（《老乞大諺解》，上冊，42b）
62)我房子窄，没處安下。你别處尋宿處去。（《老乞大諺解》，上冊，42b）
63)你是有見識的，這早晚日頭落也，教我那裏尋宿處去？（《老乞大諺解》，上冊，44b）
64)我房子窄，没處下。你别處尋宿去罷。（《老乞大新釋》，15b）
65)你是有見識人，這時候，天已晚了，日也落了，教我那裏尋宿處去？（《老乞大新釋》，
16a）
66)我房子窄，没處下。你别處尋宿去罷。（《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43a）
67)你是有見識人，這時候，天已晚了，教我那裏尋宿處去？（《重刊老乞大諺解》，上
冊，45a）

除了例57)、60)、61)用的是「尋『箇』宿處」外，其餘諸例都是「尋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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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這裏到夏店，還有十裏來地，若到不去，就往路北那人家尋箇睡覺處罷。（《老乞大
新釋》，15a）
69)就往路北那人家尋箇睡覺處罷。（《重刊老乞大諺解》
，上冊，42b）

除了「宿處」，也可以尋箇「睡覺處」。
（４）尋抽象事物：快活、煩惱。

70)咱們一生，應該每日尋快活纔是。春夏秋冬，一日也不該尋煩惱。你看咱們人在世上，
有今日活有那不省悟的，能句（勾）安樂，偏不會尋快活，真箇是癡人！（《老乞大
新釋》，36a）
71)這麽看起來，活時節，為甚麽不尋些快活受用呢？（《老乞大新釋》，36b）
72)這麽看起來，活時節，為甚麽不尋些快活受用呢！（《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40b）

無論是「尋快活」或「尋煩惱」，僅出現在《老乞大新釋》和《重刊老乞大
諺解》，可見「尋抽象事物」應該是比較後起的用法。
２．綜上所述，和「覓」一樣，四版本《老乞大》裡的「尋」都單獨使用，
沒有「尋覓」
、
「尋找」
、
「找尋」之類的用法。且其否定形式為「不尋」、
「不會尋」、「不該尋」，如例70)、71)、72)。

（三）、找
四個版本中，僅《老乞大新釋》及《重刊老乞大諺解》各有一例動詞「找」
的用例：

73)買主是看不上眼，一時且難找主兒。（《老乞大新釋》，42b）
74)買主是看不上眼，急切難找主兒。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下冊，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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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只能找具體的人──主兒。動詞「找」前有狀語「難」修飾。
值得注意的是，例73)、例74)並不是改動《原本老乞大》或《老乞大諺解》
的「尋」例而來的，較早版本的原句如下：

75)買的人多少褒彈，急切難著主兒。
（《原本老乞大》，36b）
76)買的人，多少包彈，急且難着主兒。（《老乞大諺解》，下冊，56a）

由此可見，例73)74)的「難找主兒」其實是由例75)76)「難著（着）主兒」而來。
那麼，這是不是表示動詞「尋」仍有新興尋找義動詞「找」所無法取代的、
不可撼動的穩固地位，所以「尋」仍是這段時期尋找義動詞的主流。
無論如何，四個版本《老乞大》直到清初版本才見「找」例，是無庸置疑的。

二、各版本《朴通事》裡的尋找義動詞
以下說明《朴通事諺解》及《朴通事新釋諺解》裡的尋找義動詞「覔」
、
「尋」
、
「找」的使用情形。

（一）、覔
《朴通事諺解》及《朴通事新釋諺解》均用「覔」，共三例：

77)咳，你忒細詳。「覔得高麗錢，大快三十年！」（《朴通事諺解》，上冊，30b）
78)撒網垂鉤的是大小漁艇，弄水穿波的是覔死的魚蝦。（《朴通事諺解》，上冊，62a）
79)今日早起，我到别處去望相識，門前絟著帶鞍子的白馬，不知怎麽走了，竟不知去向。
你與我寫一箇招子，好到各處橋上牆角頭貼去。還得雇一箇小廝，著他沿街呌喚尋覔
纔好哩。（《朴通事新釋諺解》，卷三，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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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三例可以看出，
１．除了具體的「錢」和「白馬」可「覔」外，抽象的「死」也可以「覔」，
如例78)。但此處「覔死的」做定語，指後面的魚蝦而言。
２．除補語「得」
，
「覔」也可以和「尋」搭配，如例79)。
「尋覔」在此為不
及物用法。

（二）、尋
在《朴通事諺解》及《朴通事新釋諺解》裡，「尋」同樣也是使用率最高的
尋找義動詞。其用法說明如下。
１．可搭配對象豐富，無論是具體的人、物，或抽象的事物，都可以「尋」。
但未見搭配處所的例子。
（１）尋人：人稱代詞（他）、婦人、妳子16、李小兒。

80)你尋他怎麽？（《朴通事諺解》，上冊，31a）
81)有高麗來的秀才，尋他講論些文書來。（《朴通事諺解》，下冊，56b）
82)我每每半夜三更到他家門上尋他，我便發狠呌喚要銀子。（《朴通事新釋諺解》，卷
一，34b）
83)有箇高麗來的秀才，我去尋他講論些書，因此不得工夫。（《朴通事新釋諺解》，卷
三，54b）

「尋他」是《朴通事諺解》及《朴通事新釋諺解》裡僅見的「尋＋人稱代詞」
的用法。

16

「妳子」，根據上下文，指的是「奶媽」之意，詳請見例 85)、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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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尋一箇好婦人妳。（《朴通事諺解》，上冊，51a）
85)如今自妳那尋妳子？（《朴通事諺解》，上冊，51a）
86)要尋一箇好婦人做妳子哩。
（《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一，55b）
87)如今姐姐把孩子自妳呢，還尋妳子呢？（
《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一，55b）

根據上下文，以上四例所「尋」的「婦人」和「妳子」，都是指「孩子的奶
媽」而言。

88)李小兒那廝，這兩日不見他，你見來麽？你饋我尋見了拿將來。（《朴通事諺解》，
上冊，30b）

比較不同的是，例88)用的是「尋見」，而非單音節的動詞「尋」。

（２）尋物：鈔、錢、馬、醬麴、藥方、蘆葦、清醬。

89)正着了，也多尋鈔。（《朴通事諺解》，上冊，42b）
90)市里尋不着好馬。（《朴通事諺解》，上冊，55b）
91)罷，罷，將銀子來，濫賤的賣與你，你的手裏難尋錢。（《朴通事諺解》，上冊，65a）
92)再有一件，醬麴今年没尋，一發稍將些醬麴來最好。（《朴通事諺解》，中冊，17a）
93)「休尋海上方，自有神仙藥。」（《朴通事諺解》，下冊，7b）
94)尋着這蘆葦密，巖頭石崖，慢慢的將鉤兒垂下水裡去時。（《朴通事諺解》，下冊，
51a）
95)尋將馬來時，請的哥來把一盞。（《朴通事諺解》，下冊，56a）
96)有一件，好清醬今年竟没處尋，一發送些來更好。（
《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二，26a）
97)這所謂：「休尋海上方，自有神仙藥。」
（《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三，12b）
98)還得雇一箇小廝，著他沿街呌喚尋覔纔好哩。（《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三，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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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下文，例98)尋的是「走失的馬」。此例為僅見的一例「尋覔」。
（３）尋抽象事物：聲、空17、善智識、善知識。

99)這的真善智識那裏尋去？咱也隨喜去來。（《朴通事諺解》，上冊，66b）
100)若人有難，念菩薩名，速詣其，救眾生難，尋聲救苦，應念除災。（《朴通事諺解》
，
中冊，23b）
101)每日家尋空便拿雀兒，把瓦來都躧破了。（《朴通事諺解》，中冊，40b）
102)這的真是善知識了。那裏尋去？咱們今日就同去聽一聽罷。（《朴通事新釋諺解》，
卷二，10b）

２．除直接搭配賓語，
「尋」後也可加補語，如例88)「尋見」
、例94)「尋着」、
例95)「尋將」，以及例90)否定的「尋不着」。
３．「尋」前也可加狀語「難」、「多」
，如例89)「多尋」、例91)「難尋」。
４．「休尋」、「沒尋」為其否定用法，如例91)、92)、93)。
５．「尋」有了不及物用法，如例92)「醬麴今年没尋」、例96)「好清醬今年
竟没處尋」。

（三）、找
「找」，僅《朴通事新釋諺解》裡有一例。

103)這招子寫得極簡便，我就雇人拿去找馬罷。（
《朴通事新釋諺解》，卷三，54a）

和《老乞大新釋》
、
《重刊老乞大諺解》一樣，
《朴通事新釋諺解》也只能「找」
具體的物──馬。

17

「空」
，根據上下文，此指「空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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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在較早的《朴通事諺解》裡沒有相對應的文句，並非改動「覓」或「尋」
的例子而來。

三、《訓世評話》裡的尋找義動詞
《訓世評話》沒有「找」的用例，「覓」也僅有一例，用於文言部分。尋找
義動詞同樣以「尋」的使用最為頻繁。

（一）、覓
書中「覓」獨用，且置於句末，為不及物用法。

104)堀土四五尺深，得一鐵牌，寫曰：「無物則問我而覓。」（《訓世評話》，第46則，
文言）

依據上下文，此處的「物」指具體的米、酒等諸般飲食之物。

（二）、尋
《訓世評話》裡的「尋」例以白話部分居多。以下說明其用法。
１．可搭配對象豐富，只要是具體的人、物，或是處所，都可以「尋」。但
書中沒有「尋抽象事物」的例子。
（１）尋人：人稱代詞（我、汝）、師、師傅、女兒、丈夫、母、母親、
母妻、母親和娘子、他爺孃、王曾。

105)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七年不返。（《訓世評話》，第15則，文言）
106)樂羊子聽得這話害羞，便把金子拿將出去，還颩在野甸裏，卻尋好師傅遠出去學，到
七年不肯回家，只管讀書。（《訓世評話》，第 15 則，白話）
107)「你的女兒尋得來呵，你認得麽？」（《訓世評話》，第21則，白話）
108)那婦人帶女兒尋王曾下問去，王曾早回去了。（《訓世評話》，第22則，白話）
109)你等三日，帶你的女兒到水門外尋我的下。（《訓世評話》，第29則，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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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那人過了三日，帶他女兒到水門外尋問下，公亮上舡已去三日。（《訓世評話》，第
29 則，白話）
111)那人到成都，訪牙人，尋一箇女兒來，好俊爽可喜（《訓世評話》，第38則，白話）
112)「我夫十年不還，不知生死，汝若尋來，我與女子作汝妻。」 （《訓世評話》，第
40 則，文言）
113)此馬尋汝而來。今不與之，以此作怒。（《訓世評話》，第40則，文言）
114)你去若尋得丈夫來呵，便把我的女兒做你老婆。（《訓世評話》，第40則，白話）
115)那馬聽了這話，便走出去。直到半箇月，尋得丈夫騎得回來。後頭那馬每日惱怒亂呌，
常要蹄咬殺人，這般鬧噪。丈夫問娘子說道：「這馬怎麽這般亂呌聒噪？」娘子回說：
「你一去十年不來，我長念你，對這馬說：『你若尋丈夫來呵，我與你女兒做媳婦。』
這馬尋了你來呵，我不與他女兒，因此這馬這等惱怒。」丈夫對娘子說：「雖是尋得
我來呵，怎麽與他女兒？」（《訓世評話》，第 40 則，白話）
116)眀日，雞鳴而起，尋其母妻而歸。（《訓世評話》，第47則，文言）
117)眀日頭，雞呌時起來，要尋見母親和娘子去。（《訓世評話》，第47則，白話）
118)到第二日早起，尋他爺孃來，一箇箇都還他送了。（《訓世評話》，第48則，白話）
119)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遺資助。（《訓世評話》，第59則，文言）
120)那一日尋見他母親，還他女兒（《訓世評話》，第59則，白話）

（２）尋物：鹿妳子、鹿妳18、金子。

121)古時，剡子道的人，本性至孝，奉養母親。有一日，母親害病，要喫鹿妳子，到裏尋
也尋不著。（《訓世評話》，第 7 則，白話）
122)跪者告說：「我的老孃害病，要喫鹿妳。我無尋，假裝鹿身，到這鹿羣中要討妳子。」
（《訓世評話》，第 7 則，白話）
123)那丈母說：
「咳，這庫房元封不動，卻怎麽少了金子三丁銀子三丁？你再仔細打點看。」
18

「鹿妳」，即「鹿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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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壻再去庫裏打點時，得看在南亰蘇州時寫的帖字，挾在北邊……（旮旯）裏。女壻
知道這意思，再不尋。（《訓世評話》，第 10 則，白話）

（３）處所：住處。

124)盤纏，到蘇州尋見富人水賣過。（《訓世評話》，第 10 則，文言）
125)回家來準備盤纏，到蘇州，尋問富人水賣過的住。（《訓世評話》，第 10 則，白話）

此二例尋的是水賣過的住處，而不是水賣過這個人。

２．綜上所述，除了不能搭配「尋抽象事物」外，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中，
以《訓世評話》「尋」的用法和結構最為多樣，例如：
（１）動詞「尋」之後也可加補語，如例107)「尋見」
、例114和115)的「尋
得」、例112)的「尋來」、例115)的「尋了」。
（２）「尋」前加狀語的用例少，僅例105)「遠尋」一例。
（３）其否定形式為「無尋」、「不尋」，如例122)、例123)。
（４）「尋」亦有不及物用法，如例122)「我的老孃害病，要喫鹿妳。我
無尋」。
（５）雖然只有一例，但像例121)「尋也尋不著」這樣，現代漢語常見的
「Ｖ也Ｖ不～」結構已出現。
（６）除了獨用，書裡也有如例119)的「訪尋」
，以及例110)及例125)的「尋
問」的並列結構用例，。

四、小結
透過四版本《老乞大》、二版本《朴通事》，以及《訓世評話》，我們約略可
以看出尋找義動詞「覓」
、
「尋」
、
「找」在這三四百年間的樣貌與關係。以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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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歷時與共時角度說明。

（一）、由歷時層面而言
首先，無論是《老乞大》系列書籍，還是《朴通事諺解》或《朴通事新釋諺
解》
，很明顯的，
「覓」的用例本來就不多；發展到後來，四個版本《老乞大》僅
存同一個例子──其實就是古例的遺留；而時間較晚的《朴通事新釋諺解》同樣
也只有一例。至於「找」，無疑是後起的用法，所以僅修訂時間較晚的《老乞大
新釋》、《重刊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新釋諺解》各有一用例。此外，不論是
「覓」或「找」，都以搭配具體的人或物為主，對象非常有限。但「尋」則完全
不然。
此兩系統書籍中的「尋」，不僅使用次數最多、可搭配對象最豐富，其語法
功能也逐漸完備，用的狀語和補語也比較多樣化。

（二）、由共時層面而言
就共時平面來看，可約略區分為十五世紀及十八世紀兩個部分討論。

１、十五世紀的情況
若比較成書時間相近的《訓世評話》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三書
同樣沒有動詞「找」之例，而「覓」也只有一、二例；「尋」為此時主要的尋找
義動詞。

２、十八世紀的情況
同樣的，若比較同為十八世紀的《老乞大新釋》
、
《重刊老乞大諺解》
、
《朴通
事新釋諺解》，「覓」都只有一例；「尋」還是此時常用的尋找義動詞；但「找」
也已出現一例。
綜上所述，不論由共時或歷時角度看，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仍以「尋」為尋
找義動詞主流；隨著時間演進，有「覓」減而「找」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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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完整的語言研究應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大部分。其中，語法最穩定，語
音次之，詞彙的變動最大、最明顯，但相關研究卻也最少。事實上，詞彙和日常
生活結合緊密，最能反映實際的社會現象和民眾思維，自有其研究意義和價值。
詞彙學本身即是具體而微的語言學，利用適當的詞彙和語法材料，也可以處理語
言相關問題，與音韻、語法研究相輔相成。
本文以朝鮮時代漢語口語教科書為語料，討論元末至清初三四百年間尋找義
動詞「覓」
、
「尋」
、
「找」的發展與變化。本文以為，既然是教科書，就應該以實
用為主，並且非常貼近當時漢語的實際用法，即時呈現當時口語現況。因此，這
些書不僅僅具有「漢語教學」的用途，還記載了當時的風俗事物，以及日常生活
上的種種事情。非但具有歷史、文化、教育、經濟、貿易……等意義，也可以反
映出該時期北方漢語的面貌。
藉由《原本老乞大》
、
《老乞大諺解》
、
《老乞大新釋》
、
《重刊老乞大諺解》
、
《朴
通事諺解》
、
《朴通事新釋諺解》
，以及《訓世評話》
，再加以殷曉傑《明清山東方
言詞彙研究──以《金瓶梅詞話》
、
《醒世姻緣傳》
、
《聊齋俚曲》為中心》之類的
本土語料統計、研究，確實可以印證尋找義動詞在近代漢語中，由「覓」→「尋」
→「找」的發展脈絡。話雖如此，動詞「尋」並未消失於現代漢語，反而常以構
詞成份出現在複音詞「尋找」
、
「尋覓」
、
「尋訪」
、
「追尋」
、
「搜尋」……之中。似
乎與口語經常單用的「找」逐漸分流，以新的方式、新的樣貌，持續留在現代漢
語中。

91

第十卷第二期

頁 71-92

楊憶慈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尋找」義動詞之發展

參考文獻
內田慶市，2010，〈近代西洋人漢語研究的價值〉，《清代民國時期漢語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牙山：鮮文大學校中韓飜譯文獻研究所，頁
189-202。
李得春、崔貞愛，2008，〈《老乞大》、《朴通事》及其諺解本在朝鮮王朝華語
教育中的貢獻〉，《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42 期，
頁 34。
汪維輝，2005，《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北京：中華書局。
汪維輝、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2011，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
北京：中華書局。
姚偉嘉，2010，〈明清漢語北方方言第一人稱代詞研究補論──以朝鮮時代漢語
教科書為考察對象〉，韓國：牙山鮮文大學校，清代民國時期漢語國際學
術研討會，2010 年 5 月，頁 77-85。
殷曉傑，2011，
《明清山東方言詞彙研究──以《金瓶梅詞話》
、
《醒世姻緣傳》、
《聊齋俚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康寔鎮，1985，《《老乞大》《朴通事》研究──諸書之著成及其書中漢語語音
語法之析論》，臺北：學生書局。
張曉曼，2005，〈韓國朝鮮時期的漢語硏究〉，《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 年
第 6 期，頁 61-65。

92

《遠東通識學報》徵稿說明
一、徵稿範疇：
舉凡中外文學、史學、音樂、藝術、體育，以及「倫理教育」
、
「創意思考與
訓練」
、
「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等，與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究、教學實務
心得或課程設計與規劃皆可。
二、出版日期：每年 1 月、7 月兩期。
三、截稿日期：每年 10 月及 4 月底。
四、來稿格式及條件
（一）來稿中英文不拘，請依各學門通行格式，或參照 APA 第五版＜美國
心理學會出版手冊＞格式撰寫。
（二）稿件之版面為 A4 規格，文長以二萬字內為原則，英文稿件以不超過
25 頁為原則(英文稿件字型以採 Times New Roman)，行距使用 1.5。
（三）來稿請附標題、作者之中文全名、拼音，及文章之中、英文摘要；中
文摘要 350 字內為原則，英文摘要 300 字內為原則。關鍵詞最多 5 個。
（四）為便於匿名送審，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務職稱，請僅列於頁首，
勿於內頁呈現。
（五）檔案請存成 Microsoft Word 97-2003（doc 檔）格式。
（六）為維持本刊之品質，若著作人為碩士生，則需指導教授為合著人。
五、請勿一稿兩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來稿將於收件後三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若自投稿日起三個月內未獲通知者，敬請來信(電)查詢。
六、本學報採匿名審稿制度，來稿須經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查通過後，始得刊登。
唯稿件刊登之優先順序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決定之。
七、來稿若經採用，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校對之責，編輯委員會僅負格式上
之校對。凡經刊登之稿件，贈送作者該期學報二本，不另奉稿酬。
八、著作人投稿本刊經刊登，即視為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
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作者請填具「著作授權同意書」，以利論文之數
位化及傳播。
九、投稿資料單：
為配合送審作業，投稿者請先填寫「《遠東通識學報》投稿資料單」
；如作者
不止一人時，請一併填具「《遠東通識學報》合著人證明」。
十、聯絡方式：
校址：台南縣新市鄉中華路 49 號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電話：06-5979566 轉分機 7501 或 5298
信箱：szhuang@ms31.hinet.net、gege@cc.feu.edu.tw
網址：http://www.feu.edu.tw/edu/gec/dsl/center/ch/index.asp

遠東通識學報第十卷第二期(總第十九期)
發行人：王元仁校長
發行單位：遠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創刊人：詹添印
總編輯：黃秀仍
編輯：張忠智、連廷誥、謝碧華、羅娓淑、黃瓊慧
地址：74448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路 49 號
電話：(06) 597-9566 分機 7501
傳真：(06) 597-7010
出版日期：2016 年 7 月
ISSN：1997-7638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Journal of Far East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Vol.10 No.2
Issuer: Yen-Ren Wang
Publisher: Far East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Editor-in-Chief: Hsiu-Jeng Huang
Assistant Editor: Chung-Chih Chang , Ting-Kao Lien , Bi-Hua Shie , Wei-Shu Lo,
Chiung-Hui Huang
Address:No.49, Jhonghua Rd., Hsinshih Dist., Tainan City 74448, Taiwan,
R.O.C.
Telephone: 886-6- 5979566 ext 7501
Fax:886-6-5977010
Published in July 2016
ISSN: 1997-7638
Copyright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