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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概　述	

《說文解字．敘》說道：「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段玉裁

〈注〉說：「依類象形，謂指事、象形二者也。」蓋「類」含有

「具體的物類」與「抽象的事類」，象具體物類的是象形，象抽

象事類的是指事。《說文解字．敘》又說：「象形者，畫成其

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這裡的象形是象具體之物的外形，

隨著物體的形狀，直的就畫直，橫的就畫橫，隨著物體形狀的彎

曲而跟著彎曲。簡單的說，就是根據物體，以簡單的線條描繪下

來，這就是象形。這不僅說明我國象形文是源於圖畫，同時說明

了象形文的構造，就是勾繪出物體的形狀。如「日」，先民看見

太陽總是圓滾滾的，所以自甲骨文而下及至楷書字形，「日」字

圓實而不缺，大抵取象於此。而「月」字，先民看月亮，滿月的

時候少，所以在先民的眼中，月亮缺的時間遠遠多於圓的時候，

所以從甲骨文至楷書，月字殘缺而不圓，總以弦月造型來展現，

即取象於此。

象形文既然是「畫成其物」，所以天地間的東西，只要是能

夠用簡單線條勾畫出輪廓且便於分辨的，就都可以用象形文來展

現。如「　」（日）、「　」（月）、「　」（气），這是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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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畫成的；「　」（山）、「　」（川）、「　」（水），這是

就地理畫成的；「　」（人）、「　」（耳）、「　」（目），

這是就人體畫成的；「　」（龜）、「　」（象）、「　」

（魚），這是就動物畫成的；「　」（來）、「　」（木）、

「　」（瓜），這是就植物畫成的；「　」（衣）、「　」

（巾）、「　」（裘），這是就衣服畫成的；「　」（宀）、

「　」（戶）、「　」（瓦） ，這是就房子畫成的；「　」

（冊）、「　」（矢）、「　」（刀），這是就物品畫成的。諸

如此類，只要是具體存在又可用簡單的線條描繪的東西，基本上

都是象形文取象的對象。

而物體是立體的，同一物體從不同角度觀察測繪，便會有不

同的形狀產生。先民要測繪物體使成象形文，必定有測繪的觀測

角度，而觀測的角度究竟有哪些呢？徐紹楨《六書辨》裡說道：

象形之法，……於稽其類，有仰觀之形，有俯察之形，有

正面之形，有旁面之形，之四者，已盡畫之能事。

林尹先生分析先民觀測物體，進而測繪成象形文的角度，除上引

徐氏的四種角度外，另增有「隨視」一項，《文字學概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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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裡說道：

通常我們觀看一件物體，不外從上下四方一共六個方向去

打量。其中左右兩方如果合併為「側視」，那麼，人看物

的位置，就不外「仰觀」、「俯察」、「迎視」、「隨

視」、「側視」五種方法了。例如：……（日、月、雲、

雨），便是由「仰觀」畫成的象形文字；……（田、囗、

川、井），便是由「俯察」畫成的象形字；……（山、

木、口、自），便是由「迎視」畫成的象形字；……

（牛、羊、矢、燕），便是由「隨視」畫成的象形

字；……（人、鳥、馬、象），便是由「側視」畫成的象

形字。這些表明了象形字畫物的不同角度。至於變橫為直

的象形字，也不出這五種方法之外。例如「　」、「　」

都應橫看，「　」由「隨視」畫成，「　」由「側視」畫

成。

徐氏與林先生除仰觀、俯察相同外，其他的便稍有不同。徐

氏「正面之形」的概念，即林先生的「迎視」，也就是正面而

視；徐氏「旁面之形」，即林先生的「側視」。至於「隨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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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林先生所新增。所謂隨視，即由後面觀測，也就是後視。觀察

諸多象形文以及思忖物體所能觀測的切入角度，大抵不離林尹先

生的這五種視角，只是隨視的例子似乎有些不妥。如「牛」、

「羊」應為迎視（正視），「矢」應為側視（旁視），至於

「燕」應為仰觀或俯察為佳。而隨視的例子，於現今的象形文中

很少，「車」字或許勉強可以構得上。將「車」字字體橫置為

「　」，視左右兩豎為輪子，連接輪子的一橫為車軸，而兩車輪

中間的部分為車廂，至於轅木及架馬的車軛，因都在車廂及車輪

前面，所以被擋住而看不見。用此角度來觀看「車」字，說它是

隨視（後視）應較明晰。當然，象形文雖隨體詰詘的摹寫物體，

但它不可能也沒必要把物體畫得非常逼真，只要能抓住該物體的

特徵繪製，使人一見能知道它的意涵就可以了。至於以線條繪製

象形文，則有詳、略及突顯特徵等的差異，如「　」字則詳細

繪製牠的長鼻、大耳、四足、身、尾的形象；「羊」字由金文

「　」即可清楚的看出，只是概略描繪牠的兩角、兩耳及嘴，描

繪出整顆頭的形象；「　」則誇大突顯老鼠的大嘴、利牙、利爪

以及長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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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象形舉例	

象形有獨體象形、增體象形及省體象形的不同，現在就分別

舉例於下：

一、獨體象形

《說文解字．敘》「象形」段玉裁〈注〉說道：

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

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於

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

由此知，所謂獨體象形，即指單一的個體，形體完整而無附加或

減損的象形文。合體象形為附有不成字的部分。「合體象形」一

詞稍有未妥，這在下文再行述說。現在即舉獨體象形文，分類述

之如下：

（一）天文地理類

日《說文解字》：「實也。大昜之精，不虧。從○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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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凡日之屬皆从日。」

月《說文解字》：「闕也。大侌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从

月。」

申《說文解字》：「神也。七月侌气成體自申束，从 自持

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凡申之屬皆从申。」

气《說文解字》：「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

雨《說文解字》：「水從雲下也。一象天，ㄇ象雲，水霝其

閒也。凡雨之屬皆从雨。」

山《說文解字》：「宣也，謂能宣散气，生萬物也，有石而

高。象形。凡山之屬皆从山。」

厂《說文解字》：「山石之厓巖，人可凥。象形。凡厂之屬

皆从厂。」

𨸏《說文解字》：「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凡𨸏之屬皆 

从𨸏。」

火《說文解字》：「 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凡

火之屬皆从火。」

水《說文解字》：「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竝流，中有微

陽之氣也。凡水之屬皆从水。」

ㄑ《說文解字》：「小水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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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寸，二桘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ㄑ。倍ㄑ謂

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ㄑ之屬皆

从ㄑ。」 

巜《說文解字》：「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巜，廣二尋深二

仞。凡巜之屬皆从巜。」

川《說文解字》：「毌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

ㄑ巜歫川。』言深ㄑ巜之水會為川也。凡川之屬皆从

川。」

泉《說文解字》：「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凡泉之屬皆

从泉。」

田《說文解字》：「敶也，樹榖曰田。象形。囗十，千百

之制也。凡田之屬皆从田。」

（二）人體人物類

人《說文解字》：「天地之性冣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

形。凡人之屬皆从人。」

儿《說文解字》：「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儿

在下，故詰詘。』凡儿之屬皆从儿。」

女《說文解字》：「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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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子《說文解字》：「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人以為偁。象

形。凡子之屬皆从子。」

目《說文解字》：「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

皆从目。」

自《說文解字》：「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屬皆从自。」

口《說文解字》：「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屬皆从

口。」

《說文解字》：「 也。象形。凡 之屬皆从 。」

牙《說文解字》：「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凡牙之屬皆

从牙。」

耳《說文解字》：「主聽者也。象形。凡耳之屬皆从耳。」

囟《說文解字》：「頭會匘蓋也。象形。凡 之屬皆从

。」

首《說文解字》：「頭也。象形。凡 之屬皆从 。」

首《說文解字》：「古文 也，巛象髮，髮謂之鬊，鬊

即巛也。凡 之屬皆从 。」

心《說文解字》：「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

以為火藏。凡心之屬皆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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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文解字》：「須也。象形。《周禮》曰：『作其鱗

之而。』凡而之屬皆从而。」

毛《說文解字》：「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凡毛之屬皆

从毛。」

呂《說文解字》：「脊骨也。象形。昔大嶽為禹心呂之臣，

故封呂矦。凡呂之屬皆从呂。」

《說文解字》：「背呂也，象脅肋形。凡 之屬皆从

。」

又《說文解字》：「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

過三也。凡又之屬皆从又。」

ナ左《說文解字》：「左手也。象形。凡ナ之屬皆从ナ。」

手《說文解字》：「拳也。象形。凡手之屬皆从手。」

止《說文解字》：「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

凡止之屬皆从止。」

（三）動物植物類

牛《說文解字》：「事也，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也。凡牛之屬皆从牛。」

羊《說文解字》：「祥也。从𦫳，象四足、尾之形。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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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羊之屬皆从羊。」

犬《說文解字》：「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

犬之字，如畫狗也。』凡犬之屬皆从犬。」

鼠《說文解字》：「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从

鼠。」

豕《說文解字》：「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

有尾，讀與豨同。……凡豕之屬皆从豕。」

象《說文解字》：「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

足、尾之形。凡象之屬皆从象。」

馬《說文解字》：「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

形。凡馬之屬皆从馬。」

鹿《說文解字》：「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

足相比，从比。凡鹿之屬皆从鹿。」

虎《說文解字》：「山獸之君。从虍从儿，虎足象人足也。

凡虎之屬皆从虎。」

鳥《說文解字》：「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

匕。凡鳥之屬皆从鳥。」

舄《說文解字》：「鵲也。象形。」

隹《說文解字》：「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隹之屬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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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

燕《說文解字》：「燕燕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

形。凡燕之屬皆从燕。」

朋《說文解字》：「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

以為朋黨字。」

羽《說文解字》：「鳥長毛也。象形。凡羽之屬皆从羽。」

易《說文解字》：「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凡易

之屬皆从易。」

萬《說文解字》：「蟲也。从厹，象形。」

虫《說文解字》：「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

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 ，或介或鱗，以虫

為象。凡虫之屬皆从虫。」

它《說文解字》：「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

艸凥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

巴《說文解字》：「蟲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凡巴之

屬皆从巴。」

黽《說文解字》：「鼃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

凡黽之屬皆从黽。」

龜《說文解字》：「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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