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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漢字

漢字的歷史，從最早的成熟漢字甲骨文算起，至少有 3,300年；如果從更早
的陶文算起，至少也有 5,000～ 6,000年。五、六千年來，漢字沒有斷絕過，從陶
文、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隸書、楷書，日趨成熟美觀實用。

在十九世紀，由於滿清政體腐敗，國力衰微，漢字一度被看成落後的文字。近
數十年來，由於世界局勢的變化，漢字再度受到重視，學習漢字變成世界潮流。因
此，一本適合第二語言教學及學習者使用的漢字手冊，開始有了迫切的需要。

常用字，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漢語為母語的使用者不覺得有分析的必
要；但是，對不以漢語為母語的使用者，要認識這些字，仍然必需有正確的分析。
目前的對外漢字教學，大約可以分成三大流派，其一是自由聯想派，看著漢字，完
全主觀自由地拆解，如把「餓」字分析為「我要食」（依此邏輯，「飲」就是「欠
缺食物」？）；把「皇」字解為「大王不好當，頭髮全白了」，把「妇」字解為
「婦女力大推山倒」，這一派解法，近於許慎《說文敘》說的「人持十為斗」、
「馬頭人為長」，對只以學習生活語言、商業語言為目的的初階學習者，頗受歡
迎；但是對文化、知識等較高階內容的學習者而言，可能反而會帶來誤解與阻礙。

第二是符號部件派，這一派主要是基於有些簡化字難以用六書分析，於是大量
運用「符號部件」來分析，如「蘭」字簡化為「兰」之後，「草」頭下的「二」已
不表音，於是只好看成是一個符號。同樣地，「雞」字簡化為「鸡」、「敵」字簡
化為「敌」後，其左旁都只能看成既不表音又不表義的「符號」，難以窺見漢字文
化的深厚底蘊。其實，這些部件仍然可以歸入傳統六書的系統，如「兰」字即釋為
「蘭」字的省體。

第三是傳統六書派，這一派堅持依照《說文解字》的六書來分析漢字。雖然
《說文解字》的分析有些是錯的，篆隸楷的字形也有一些與最初的漢字相去較遠，
但是，這種分析法最能貼近傳統，可大可久。學習漢語漢字的人，到了中高級時，
與深厚的傳統中華文化的接軌最為順暢。因此，本書採用這一種分析法。

六書中最重要的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象形，可以分為獨體象形、增
體象形、省體象形、變體象形四類。獨體象形是整個字就象所要表達的「物」的形
狀，如「目」字在周代銅器文字中寫作「 」，全字象人的左眼。增體象形是在
一個「字」上增加象形部件，如「果」字在周代銅器文字中作「　」，是在「木」
字上加象果形的部件。省體象形是把一個象形字的某一部分省略，表明這個字要的
是剩餘的部分，如「必」（即「柲」的初文，象戈柄）作「　」，是把「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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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3

骨文作「　」）的「援」部省略，只剩下柄（很多甲骨文左右翻轉沒有不同），因
此是省體象形。變體象形是把一個象形字加以變化，表達另外一個象形義，如殷金
文「屰」作「　」，从「大」倒轉，表示一個倒立的大人。

指事，從產生的原因，可以分成「一般指事字」和「區別指事字」兩大類，
一般指事字，是專門為某個抽象義以指事法造的字，可分為獨體指事、增體指事、
變體指事三類。獨體指事是整個字採用抽象的符號來表示抽象的事物，如「上」字
的甲骨文作「 」，以一長橫畫為標準線，另以一短橫畫來表示是在這個標準線
的「上」方。增體指事是在一個「字」上加指事符號所造成，如「本」字的金文寫
成「　」，是在「木」字的下方加三個圓點，指明這個字要表示的是樹木的根部。
變體指事是把一個字用改變筆畫的方式造成一個新字來表示某個抽象的意義，如
「乏」字的戰國文字寫作「　」，是把「　（正）」的第一橫筆打斜，表示「不正
則乏」的意義。

區別指事字是指：一個現成的字有引申、假借等用法，因為引申或假借久了，
覺得必需跟本字有區別，於是用增體、省體、變體等方法從這個字分化出新字，如
甲骨文假借「人」為「千」，後來在「人」（甲骨文作「　」）的豎筆中間加一短
橫，分化出「　」，這就是「假借分化增體指事字」；又如「弋」字的甲骨文寫作
「　」，「弋」可以假借為「才」，後來為了區別，於是把「弋」字上部的橫畫省
略作「　」（一般都把中畫穿透作「　」）分化出「才」，這就是「假借分化省體
指事字」；又如甲骨文的「省（音 xǐng，仔細察看）」寫作「　」（東周時加一橫
筆，寫成「　」，變成上「生」下「目」），以眼睛（目）和小草（屮）會意，表
現農夫仔細看野草，要把它拔除的意思，引申有負面義的「缺點、病痛」及正面義
的「反省」等意思。後來覺得這兩個意義應該區分，於是把「缺點、病痛」義寫成 

「　（眚）」，沿用原字形；把「反省」義寫成「　（省）」，上部「生」的最後
一橫筆寫成斜筆，分化出新字，這就是「引申分化變體指事字」。

一般指事字是專門為造指事字而造字，區別指事字則是先有假借、引申等用
法，後來覺得要區別分化了，才把所假借、引申的那個字加以改造而成的新字。這
兩類造字法是不同的，但有時很難區分。

會意字是會合兩個以上的字，結合這兩個字義而產生的字，如「休」字甲骨
文作「　」，它是把「人」和「木（表樹木）」合在一起，表示「人靠在樹旁休
息」，甲骨文還把「木」的上部向著「人」的那一邊彎曲，表示人在樹蔭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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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漢字

會意字有時其中某一個偏旁兼有聲符的功能，如「什」字的本義為古代行政組織單
位，十個人為一「什」，互相保證。此字从人从十，「十」也有聲符的功能。

形聲字是用一個形符（表字義）、一個聲符（表字音）合在一起所造成的。
如「江」从「水」，表示它是一條河，从「工」表示「江」字在古代讀得跟「工」
一樣（至少很接近）。有些形聲字是在本字上加意符造成，如「授」字本來只寫作
「受」，可以同時表示「授予」和「接受」，後來覺得這兩個義項應該分開，於是
「授予」義加手旁作「授」，「接受」義保留原形作「受」，這一類形聲字的聲符
就是它的本字，因此它的聲符往往有兼意的功能。又，有些形聲字是在本字上加
聲符造成，如「雞」字甲骨文本來寫作「　」，象一隻公雞的樣子，後來加聲符
「奚」作「　」，右旁的公雞就寫得比較草率，這時的字形，左旁的「奚」和右旁
比較草率的雞的原始象形文「　」都有聲符的功能，可以看成「兩聲字」；再到後
來雞的原始象形偏旁類化成「隹」，就變成一形一聲的形聲字了。

由於同音多同義的關係，有些形聲字的聲符和本字的字義關係密切，因此會被
認為聲符兼意。這些字和「會意兼聲」的會意字很難區別。

轉注是兩個字之間「轉相為注（互相注解）」的關係，單字本身沒有轉注可
言。本書只解單字，因此沒有轉注的字例。假借是一個新生的字（單詞），有音有
義，但是沒有字形，於是借用一個同音或音近的字來表示這個新生的字（單詞）。
絕大部分的假借字都有本義，依本義分類，只能歸屬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
類。本書單字都依本義分類，因此也不列假借一類。

有些字的構形本義學界還沒有共識，這一類的字不必強不知以為知，本書最後
列為「構形本義不明」一類。

文字的六書會隨著時代、字體演變而不同，如「須（象鬚形）」本為增體象
形，後來加意符「髟」而變成形聲；又會因為詮釋角度不同而有異，如「甘」字，
有的學者歸在增體象形、有的歸在增體指事。糾纏最大的是象形／指事、會意兼聲
／聲符兼意。這些爭議是永遠無法統一的，本書重在探求文字的初形本義及其後世
演變，六書歸屬只是輔助之用，並不執著。

中國文字的起源，最遲在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或五千年前的大汶口陶文時代，
雖然早期陶文多半是獨字，沒有成句成篇的紀錄，但是由於這些陶文和商代甲骨文
的相似程度很高，可以看得出其間應該有傳承關係。因此以陶文時代為漢字的起源
時期，應該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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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5

從西元前十四世紀商王盤庚遷都於殷，到西元前十一世紀商紂亡國這二百七十
多年的時間中，殷人所使用的文字，大部分見於甲骨文和金文，另有少數陶、玉、
石、骨、角等材料，這個時期的文字已經趨於相當成熟，目前已知的總字頭數，據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已經有 4,378個，據劉釗《新甲骨文編》則為 3,554個（正
編 2,350加附錄 1,204），已經足夠記錄當時人類全部的思想活動了。《甲骨文合
集》把所收的甲骨內容分成四大類二十一小類：

四、其他

一、階級和國家

1. 奴隸和平民

3. 官吏

5. 戰爭

7. 貢納

2. 奴隸主貴族

4. 軍隊，刑罰，監獄

6. 方域

8. 農業

9. 漁獵，畜牧

10. 手工業

11. 商業，交通

二、社會生產

12. 天文，歷法

14. 建築

16. 生育

18. 祭祀

13. 氣象

15. 疾病

17. 鬼神崇拜

19. 吉凶夢幻

21. 文字

20. 卜法

三、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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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用漢字

由以上內容的豐富，就可以理解到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足以滿足絕大部分人文
活動的記錄需求。

大約西元前 1046年左右，武王滅商開始，到西元前 403年春秋時代結束，能
見到的西周春秋文字材料主要是銅器上的文字，一般稱為金文、鐘鼎文。其內容主
要是記錄功勳、祭祀祖先、婚嫁陪媵等，周代銘文多為成篇的長文，西周銘文的文
字結構也還接近早期的形態，但逐漸整齊化，春秋以後開始訛變。

其後是戰國時代，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並起，文字分為五系，
北方為燕系、東方為齊系、中部為晉系、西方為秦系、南方為楚系，言語異聲，文
字異形，這個時期的文字稱為戰國文字。一般把秦以外的東方六國文字稱作「古
文」、西方的秦國則稱作秦文字。西元前 221年，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廢
除了六國古文。秦文字以秦隸為主，正式場合或用秦篆。十九年後，秦滅於漢，通
行漢隸。西漢初期的漢隸有些還帶有篆意，到了東漢後期，就完成了蠶頭雁尾的隸
書。魏晉時期，隸書漸漸向著楷書演變，到了唐代，楷字就完全成熟了，一直延用
到今天。1964年 5月大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簡化字總表》，第一表
是 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 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第三表
是由第二表類推的 1,754字，共 2,238字，這就是今天通行大陸的簡體字。如果不
算第三表，一、二表加起來不過 484字。其中大部分都是宋明以來民間流行的簡體
字，少數則是新造字。這些簡化字和傳統漢字的傳承關係，絕大部分都可以解釋清
楚。隨著大陸政經力量的逐漸壯大，越來越注重文化教育，只有深入認識祖先傳下
來的漢字，才能順利銜接古代文明，吸取豐富的商周漢唐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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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常用漢字

一、獨體象形

人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如鄰切） 

ㄖㄣˊ rén

人
1 商•鐵

191•1
2 商•甲

2940
3 周中•師

酉簋

4 戰•楚•

包 2•2
5 秦•睡

23•17
6 西漢•定

縣竹簡 5
7 標楷 / 簡

本義為天地之間最尊貴的生物（這是古人對人的觀念）。象人側面站立從頭、
手到腳的形狀。

女　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尼呂切）
ㄋㄩˇ nǚ

女
1 商•鐵 164•

1
2 周中•農卣 3 戰•楚•清

壹•皇 10
4 秦•泰山刻

石

5 東漢•曹全

碑

6 標楷 / 簡

本義為婦人、女性。《毛詩．鄭風．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字象女子跪坐雙手交叉在前的樣子。引申為女兒。

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他達切）
ㄉㄚˋ d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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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象　形║ 9

大
1 商•甲 387 2 周早•大保

鼎

3 戰•楚•清

壹•程 1
4 秦•睡•秦

17
5 西漢•居延

圖 476
6 標楷 / 簡

本義為正面站立的大人，也表示面積、體積、重量等超過一般；「小」的相
反（天大地大）。在甲骨、金文的偏旁中，「大」多半是作名詞用，字象一個正面
站立的大人。同時也可以作形容詞用，表示形體大。《說文》字頭，釋形以為是古
文，其實秦系文字也有這麼寫的，並非六國特有的寫法。

子　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即里切）
　：古文子，从巛，象髮也。
　：籀文子，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
ㄗˇ zǐ

子
1 商•甲

2903
2 周早•

尊

3 戰•楚•

清壹•楚

15

4 秦•睡•

秦 62
5 西漢•定

縣竹簡 13
6 東漢•張

遷碑

7 標楷 / 簡

本義為與「父」相對的稱呼，就是父母所生的「孩子」，象頭、雙手、下身
（包在下裳之中）的樣子。籀文子見甲骨文「　」，象初生的嬰兒，上為胎毛，頭
部有「╳」表示囟間未合，身體包在襁褓之中，只露出兩條腿，與「子」實不同
字，後世廢而不用。

商代稱族長為「子」，林澐〈從子卜辭試論商代家族形態〉指出這是把指稱
孩子之詞「轉化為對男性顯貴人物的尊稱」，族長由父傳子，因此族長很自然地就
被稱為「子」。周代「子」是諸侯的一個等級，引申為對有道德學問者的尊稱，如
「孔子」、「夫子」、「子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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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用漢字

也　女陰也。象形。（羊者切）　：秦刻石也字。
ㄧㄝˇ yě

也也
1 商•合

33170 正
2 周中•虎

簋蓋（池）

3 戰•楚•

上一孔 2
4 秦•瑯邪

刻石

5 西漢•定

縣 10
6 標楷 7 簡化字

本義為小兒張口啼哭號叫；《說文》釋為女子的性器官（這個說法不知道有
什麼根據），不可信。假借為副詞，表示同樣、並列、強調、轉折（他愛吃水餃，
我也愛吃水餃）。戰國以下假借為虛詞，筆畫有省變。從這一點來說，「也」屬假
借；從本義來看，「也」屬象形字。

　頭也。象形。（書九切）
ㄕㄡˇ shǒu

/首　 同。古文 也。巛象髮，謂之鬊（shùn，頭髮），鬊即巛也。
（書九切）
ㄕㄡˇ shǒu

1 商•花東 304 2 商•乙 3401 3 周早•沈子它簋 4 周中•師酉簋 5 戰•楚•包 269

首
6 秦•馬•日甲

41 背貳
7 西漢•北貳•老

4
8 東漢•曹全碑 9 標楷 / 簡

本義為頭。引申為領導者（群龍無首）、第一（首功）、最高的（首席）。甲
骨文象頭形，頭髮或有或無，頭形或正或側。其後字形多沿襲側形。《說文》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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