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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的功能

文字與語言是我們表達意思、溝通情感的工具，人類憑藉文字與語言交流訊

息，累積經驗，因而促進文明的發展，這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地方。《說文

解字‧敘》中說：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

而道生，知天下之賾而不可亂也。

文字的使用，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不斷傳承、創造及發展。

二、文字作為符號

語言有「能指」和「所指」兩個面向：能指是「音響形象」，即符形；所

指是它所表示的概念、思想。文字亦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雙面體，那

麼「能指」是什麼呢？「所指」又是什麼呢？文字符號的能指和所指，是由「文

字是記錄語言符號的符號」這一本質特徵所決定的。文字是形（字形）、音（字

音）、義（字義）三者的統一體。作為符號，「能指」是字形，亦即文字符號的

符形；「所指」是字音和字義，亦即文字符號的符釋。從此可以看出，語言符號

與文字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語言作為聽覺符號，能指是

音響形象；文字作為視覺符號，能指是字形，亦即文字符號的符形。語言符號的

所指是它所表示的思想；文字符號以視覺的方法記錄語言符號，包括語言符號的

能指和所指，所以音與義都成了文字符號的所指，其中字音記錄的是語言符號的

能指，字義則是語言符號原來的所指。當然，文字記錄語言並非總是一一對應，

形、音、義之間往往呈現錯綜複雜的關係。

三、漢字符號

漢字是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文字之一，以符號系統而論，漢字具有獨特性，其

特徵如下：

漢字符號最明顯的特徵是方塊形，與英文相比，英文是拼音文字，而漢字

則是方塊狀的「拼形」文字。漢字符號系統的初始符號是筆畫，由筆畫組合成文

或偏旁，由文或偏旁再按一定的規則組合成字。（《說文解字》段註：「析言

之，獨體曰文，合體曰字，統言之，則文字可互稱。」宋朝鄭樵《通志‧六書

略》載道：「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獨體文是合體字構成的基礎，又稱為「字

源」。）

漢字符號最本質的特徵是屬於表意的文字體系。作為表意文字，漢字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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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直接的聯繫，每一個字的能指只表示一個音節，無法明確記錄聲音，但能表

示一個意思。漢字有形聲字，形聲字「表音」部分稱為「聲符」，其實「聲符」

本身原來也是個表意符號。如「晴」之「青」、「昭」之「召」等，在離開其意

符「日」之情形下，仍然是個表意字。

漢字符號的第三個特徵是非任意與任意的統一，每一個字形都有其來源，為

何這麼寫，並非任意的。例如：「旦」字上半是日，下半是地面或水面，從地面

或水面升起太陽，表示早晨之時，但以日從地面或水面升起並非唯一表示早晨時

光的方式。如把日換成月或其他文字，就無法表達早晨了。

漢字的另一個特徵是具有極強的穩定性，此與漢字的表意性質相關。漢字字

形不與語音產生直接的聯繫，儘管語音變了，字形卻可以不變。那些漢字形體經

歷了甲骨文到篆書、隸書、楷書等諸多變化，但仍然是同一個字，就一個字，異

地之人讀音不同，但仍是同一個字。

漢字形體繁雜造成學習的諸多困難，可說是漢字另一個特徵。此一特徵，就

表意的特點來看漢字是難讀，必須一一記憶。二是難寫，有相當數量的漢字在十

畫以上，繁簡各異的形體，要求正確而又勻稱的寫在方格中，並不是一件容易之

事。三是難記，漢字數量龐大，梁啟超：「中國文字奧博，字多至數萬，通儒不

能遍識。」（引自陳宗明《漢字符號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4。）

四、從符號看漢字起源

漢字起源的傳說，最能從符號學上說明問題的，要推《說文解字‧敘》中的

一段話：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

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題

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漢字起源的傳說涉及三件大事：一是伏羲（即庖犧氏）「作《易》八卦」；

二是神農「結繩為治」；三是倉頡「初造書契」。這裡除了「書」屬於圖像符號

外，八卦、結繩和契刻都屬於象徵符號。

（一）八卦與漢字起源

八卦是中國古代的占卜術，占卜術是符號系統，這些系統中最完善而且在結

構上最有邏輯和抽象的一個系統是《易經》。《易經》的八卦以陽爻和陰爻為初

始符號，以乾卦  
  、坤卦  

  、震卦  、巽卦  、坎卦 、離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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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卦 、兌卦 為基本卦。但八卦符號畢竟同漢字符號不相干，甚至不能算

是漢字前的準文字符號，「蓋取諸央」的說法沒有根據。八卦符號也是一種象徵

性極強的符號系統，每一個卦爻符號都有深刻的涵義，但它不是文字，充其量只

能算是類似於文字性質的符號系統。

（二）結繩與漢字起源

結繩記事也見之於《易經‧繫辭傳》。《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為書契」，鄭玄《周易注》說：「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

小節其繩。」李鼎祚《周易集錦》引《九家易》也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

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

相治也。」從引文可以看出，結繩是一種記事的符號，用於約誓之事，有個人記

憶和人際交往的雙重功能，由於不能適應日益繁多的世事，於是聖人創造了「書

契」。

（三）契刻與漢字起源

《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原來契刻的性質同結繩差不多，也有

記事和交際的雙重功能，是漢字產生之前的一種準文字的象徵符號。

倉頡造字是文字起源的各種說法中影響最大、古籍中記載也最為具體的一

種。

關於倉頡造字，戰國時期就廣為流傳。《呂氏春秋‧君守》：「奚仲作

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

矣。」《韓非子‧五蠹》：「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秦代

作統一文字的課本《倉頡篇》，第一句話就是「倉頡作書」。到了東漢，許慎吸

收先秦傳說並稍加整理，把倉頡造字正式寫入早期文字學史。他在《說文解字‧

敘》中說：

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

鳥獸題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許慎在此首先把文字的創製與結繩相聯繫，認為文字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

「庶業其繁」的需要，而取代結繩的記事和傳達更多訊息的符號；其次，文字的

產生，最初是從鳥獸足跡可以互相區別中得到啟示，所以，許慎又說：「倉頡之

始作書，蓋依類象形」；最後，許慎指出了倉頡的身分是黃帝的史官。由於人們

把創造文字看得很神聖，因而在漢人的著作中，倉頡個人和他的造字經歷被賦予

了神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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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周禮‧春官下》說史官的職責之一是「掌達書名於四

方」，是從事文字工作。由於工作關係集中使用文字，能夠對群眾自發產生的字

元加以整理規範，在文字從原始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有著獨特的

作用。因此，倉頡應處於文字起源階段的晚期，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掌握

了文字的規律從而整理成了文字的專家，對文字體系的形成有其獨特的貢獻。

五、漢字的構型� ──� 六書

關於文字構造的法則，過去歷史最久、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是所謂的「六

書」說。「六書」是古人認為的六種造字法則。

「六書」一語最早見於《周禮》。《周禮‧地官‧保氏》說：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周禮》雖然舉出了「六書」的名目，但並沒有具體說明六書的內容。六書

到了漢末才有具體的說法，是漢代人對漢代字形規則的一種看法，是漢代的古文

經學家在鑽研用先秦六國文字寫的古文經過程中，對古文字構成規律的概括和歸

納。

班固《漢書‧藝文志》、鄭眾《周官解詁》（鄭康成《周禮注》引）及許慎

《說文解字》，都認為是六種造字的法則。

鄭眾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班固云：「古

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許慎云：

周禮八歲八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見，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今以許慎說法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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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形

1.定義

《說文解字‧敘》：「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意思是

依隨物體彎曲的線條，畫成那種形體的樣子。其特點：

（1）是獨體字，即不可再分割。

（2）由象形符號構成，字形近於圖畫。

2.示例（圖畫→文字）

（二）指事

1.定義

《說文解字‧敘》：「指事者，視而可視，察而見意，上下是也。」就是以符

（1）                          （2）                         （3）

（4）                          （5）                         （6）

（7）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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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表示事物的意思。因為沒有具體之形可象，只能用抽象符號表示事情的通象來

指明其事。使人看見它可以識得它的事象；觀察它可以發現它的意思。其特點：

（1）是獨體字。

（2）有抽象的指示性符號，用以指示字義。

2.示例

（1）上（ ），甲骨文弧形為基準線，代表某一物體，其上方的短橫為

指示性符號，表示字義是位置在高處。後來改短橫為豎。

（2）下（ ），甲骨文構造與「上」相似而方向相反，本義是位置在低

處。

（3）本（ ），金文木下用點或橫指出樹根之所在，本義指樹根。

（4）末（ ），金文木上用一橫畫指出樹梢之所在，本義指樹梢。

（5）朱（ ），甲骨文木中用橫指出樹的主幹之所在，本義指樹幹。後

加木旁作「株」，表其本義。

（6）亦（ ），甲骨文，在正面人形（大）的兩腋下加兩個點，以指明

人的臂腋之處，本義為「腋」。「腋」是从肉夜聲的後起形聲字，

其聲符「夜」是从夕亦聲的形聲字。

（7）寸（ ），小篆，又下用一橫指出中醫所謂寸脈或寸口之所在。林

義光《文源》:「又，象手形，一識手後一寸之處。」本義為寸脈、

寸口。因其距手的距離，後借以表示長度單位，十分為一寸。

（8）玄（ ），甲骨文在一條人臂上加弧形指示符號，以指人胳臂自腕

至肘的一段部位，本義是手臂從肘到腕的部分。是「肱」字的初

文。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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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孔（ ），金文「子」上加一符號，指示小兒頭蓋骨上有孔隙，也

稱囟腦門兒。《說文解字》訓孔為「通」，應為詞義的引申。

指事字和象形字都是獨體字，二者區別在於字內有無抽象性指示符號。凡字

內有抽象性指示符號的獨體字為指事字；字內除飾畫之外，只有象形符號的獨體

字則為象形字。

（三）會意

1.定義

《說文解字‧敘》：「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會意是

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初文配合成一個字，使人領悟出它的意思來。其特點：

（1）是合體字，由可獨立成字的偏旁組合而成。

（2）偏旁都是形符，即都可表意。

2.示例

（1）析，甲骨文从木从斤。斤為「斧」的象形。本義是「破木」，即劈

開木頭。

（2）伐，甲骨文从戈从人，表示以戈刃砍人的頭。本義是「砍殺」。

《說文解字》釋形為「从人持戈」，非。

（3）及，甲骨文从人从又，表示一隻手把前面的人抓住。本義是「追趕

上」。

（4）光，甲骨文从火在人上，表示人的頭頂上有火光照耀。本義是「光

輝」。

（5）隻，甲骨文从又持隹，表示捕鳥在手。本義是「獵得禽獸」。為後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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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獲」字初文。

（6） 秉，甲骨文从又持禾。本義是「手持禾束」。

（7）男，从田从力。力像耒形。表示用耒在田間耕作的人。本義為「男

子」。

（8） 婦，甲骨文从女持帚。帚為採集的整棵植物，表示從事採集勞動的

女性。本義為「婦女」。

（9）步，甲骨文从二止。以一前一後的兩腳表示徒步行走。本義是「步

行」。

（10）友，甲骨文从二又。以兩隻右手在一起表示友好相助。本義是

 「朋友」，即「同志友好」的人。

（四）形聲

1.定義

《說文解字‧敘》：「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事，事

物，指表達各類事物的文字。名，文字，指形聲字的形符。譬，喻、說明，指形

聲字的聲符。是以一個表達各類事物的文字作為形符，再取一個可以說明此義的

文字作為聲符，這形符與聲符相結合而成的新文字，謂之「形聲字」。其特點：

（1）是合體字。

（2）偏旁有表意的形符，有表音的聲符。

2.示例

形聲字的形符和聲符相結合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以下幾種：

左形右聲 梅、懼、軀、醒、伴、鰻、珂、唱、槍、村、情、姑、按、編、訂。

右形左聲 功、額、鵬、鄰、判、雞、郡、鳩、雅、鴨、剔、教、飄、攻、戰。

上形下聲 草、霖、筐、鬢、菁、完、窮、雲、霜、葦、嶺、笠、英、箭、箕。

下形上聲 忠、妄、鯊、驚、烈、基、巒、恭、盟、警、貨、辜、想、裘、燙。

內形外聲 悶、聞、辯、問、辦、辨。

外形內聲 固、匋、闊、圃、衷、氫、圍、囹、病、廣、園、閨、闕、裏、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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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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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轉注

1.定義

《說文解字‧敘》：「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建，

造。類，聲韻的類。首，字首，指初文。

建類一首，謂由一個初文造出聲韻同類的字。相，語詞，置於動詞之前，表

由彼加此之義。受，承受。

同意相受，謂承受初文的原義而孳乳另一個後起字。轉，謂初文的原義轉

移、或初文的本音轉移。注，注釋，亦即建造。由於初文的原義轉移、或初文的

本音轉移而孳乳另造一個後起字，謂之轉注。也就是屬於同個部首，讀音相近，

意義相通，可互相解釋的字。

（六）假借

1.定義

《說文解字‧敘》：「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假，本

作叚，叚借同義。本無其字，尚未造此文字。託，寄託。事，事物，此指各類事

物的意義。依聲託事，憑靠聲音的媒介，將此尚未造字的義，寄託在另一個聲音

相同的字形上表達出來。其特點：

（1） 假借字於上古普遍使用。這與當時的字少有關，「本無其字」，只

好假借來用，故使用較多。

（2）對後世的閱讀和理解帶來很大困難。這是因為後人不知作者用「本

義」還是「假借義」。「本無其字」時運用假借是自然的事；但在

「本有其字」的情況下，也任意亂借（實為寫別字），就會造成使

用上的混亂。

2.示例

字例 本義 假借義

令 命令  因讀音與「縣令」之「令」相同，所以假借為「縣令」。

長 年長  因讀音與「縣長」之「長」相同，所以假借為「縣長」。

亦 腋下  因讀音與表示也的「亦」相同，所以假借為「亦（也）」。

自 鼻  因讀音與「自己」之「自」相同，所以假借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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