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 XI

摘　要

《禪籍詞語研究》是一本結合語言理論與應用的禪語專著，針對禪

宗「行業語」做了有系統的論述。

本書共分 4編，下攝 11章，約 25萬 4千餘字。

第壹編談修行詞系統的變化，在詞場理論的架構下，討論《祖堂

集》的「引度」詞、「勘驗」詞、「相應」詞各成員的語言現象及其歷

時的發展。

以詞的組成方式來看，3個修行場的單音詞多為該場核心成員，雙

音詞多是本場成員搭配他場成員而成，這種組合方式擴展了構詞選項，

提高構詞靈活度。

就來源而言，3個修行場成員多為舊質詞，保障溝通的流暢；新質

詞較少，緩慢推動該場的新陳代謝。溯源的結果讓我們看清禪語的性

質，彰顯禪語的繼承性，強調禪語與譯典、世典之間常被忽略的共性。

論及後續發展，修行詞多固守於佛教文獻，離開佛典，就失去市

場，漸趨消逝。有少數修行詞進入世典，傳播至今。有趣的是，這些少

量修行詞的修行義消失了，改以他義通行於世。

第貳編談禪籍音譯詞的發展。延續第壹編的思路，進一步探索禪宗

對外來詞的態度，禪籍接納並頻繁使用音譯詞，展現禪語的包容性，舊

質音譯詞沿襲譯典，從這個角度看，禪籍的角色是提供大量載體，延續

譯典音譯詞的生命。除了續用之外，禪籍音譯詞亦有特色，例如新生專

用於禪籍的專有名詞，新質音譯詞擴充漢語詞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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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籍詞語研究XII

本編以 3個音譯詞系統為例，發現場內成員的競爭互有勝負，沒有

絕對優劣。以「涅槃」詞為例，該場的音譯比意譯具競爭力，有較高的

發展潛力。

「闍維」詞卻相反，該場的音譯詞與本土詞在古代形成分工，各執

一方；時移迄今，音譯的勢力已趨衰微、消失。

音譯的「魔」是成功世俗化的例子，佛典的「魔」可充當語素，形

成豐富的「魔」類詞，這股活力持續至今，還能產生新詞、新義。

第參編觀察禪籍成語的歷時演變，這些成語屬「有字面意義，且反

映禪宗思想或文化意義」的禪義成語。

首先從微觀角度檢視「單刀直入」、「不落階級」、「八面玲瓏」

的變化。

「單刀直入」的禪義是當下領悟，後續發展褪去禪義，維持概念意

義「直接進入」，表示獨自前進或直接了當之意。

反觀「不落階級」的發展則備受限制，其禪義指越過次第，直達佛

的境界或佛法精妙處。但因「不落階級」違反日常經驗，終究無法擴展

流通面。

「八面玲瓏」的禪義指領悟時的洞明透徹，由於「玲瓏」為多義連

綿詞，促使該成語有多層意義。依據「兩次分類」概念，從「義位」與

「義域」透視「八面玲瓏」及其變體的差異；再從「流通時段」與「普

及面」凸顯「八面玲瓏」比其他變體具有優勢。

在微觀分析、學界成果、問卷調查的支持下，從宏觀視角對禪義成

語的形成與發展做出「預測」，筆者認為支配成語形成的因素有「語義

透明度」、「熟悉度」、「語境」，但左右後續發展的因素只有「語義

透明度」，透明度較高的成語再度衍生新義的可能性也較高。

第肆編是語言的應用，將研究成果引入「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的

編纂。該典明確指出的宗教類詞條有 288條，此外，尚有 217則禪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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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XIII

詞未被標示。288則宗教詞條多屬雙音節專業術語，且引書不夠全面。

基於該典的性質與編修原則，本編以《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為範

圍，提出補苴建議，包括 31組宗教類詞條、16組義項，調整 123則書

證，釋義有疑之處，行文中一併論之。

關鍵詞：禪宗詞語、修行詞、行業語、成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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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禪宗詞語研究》是一本結合基礎分析與應用語言的禪宗詞語專

著。本書分成四編，前三編為基礎的語言分析，勾勒「修行詞」、「音

譯詞」、「禪籍成語」的共時現象與歷時演變，是「局域層行業語」的

系列探索，第四編屬應用語言學領域，旨在充實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宗教類中有關禪宗語言的詞條、義項與書證。

一、問題的導出

本書為何安排了這四個主題呢？起因於 1988年，蔣紹愚《古漢語

詞彙綱要》的〈前言〉：

我們對漢語歷史詞彙的研究做得還非常不夠。第一，對漢語各個

歷史時期的詞彙的面貌，還處在若明若暗的狀態。……第二，對

於漢語詞彙的系統的、理論的研究。則顯得更加薄弱。1

十餘年後，2005年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的第五章，談到

近代詞彙做得較多的是詞語詮釋，詞彙系統、詞彙發展規律等研究比較

缺乏。2 一轉眼已是 2017年，漢語詞彙研究無論是單篇論文、學位論

1 蔣紹愚：《古漢語詞彙綱要》前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9 月），頁

1-2。第一版見於 1989 年。

2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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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籍詞語研究2

文或專書，均如雨後春筍般積累出可觀的成果，除了訓詁意義上的解釋

難詞之外，顯著的進步是，擴展了研究廣度與深度，例如注意常用詞的

研究、運用理論觀察詞的系統。詞語解釋可以增加識詞量；檢視詞彙內

部系統性，能夠深化研究質量。兩相比較下，詞彙系統的探索雖有些進

展，仍是做得不夠。

詞彙反應紛雜的世界，詞的變動速度比語音與語法快速，這無疑會

增加詞彙研究的困難。蔣紹愚認為：

在我們還無力描寫一個時期的詞彙系統的時候，只能從局部做起，

即除了對單個詞語進行考釋外，還要把某一階段的某些相關的詞

語（包括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做綜合的或比較的研究。3 

其意是要一步步積累個案，研究時要重視綜合與比較，如同詞語拼

圖般，一塊塊拼湊，終將一覽詞彙系統全景。筆者認同此說，並試著去

實踐。

評估多年的學習背景與學界的研究概況，筆者選擇以「禪宗詞語」

為拼圖的起點。禪宗詞語是佛經語言領域的一個熱點，是研究近代漢語

（唐五代以後）的重要材料，迄今已經有數百篇相關的論文，眾多專書

與工具書可資參照，研究對象集中於禪籍的各種詞類、口語、方言詞、

俗語詞、數字、詞語模、4 詞語隱喻等等，時賢的成就輝煌，令人大開

頁 273。
3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11 月），

頁 253。亦可見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頁 301。
4 「詞語模」一詞是李宇明所造，指具有新造詞語功能的各式各樣的框架。這

種框架由「模標」和「模槽」兩部分構成。參見李宇明：〈詞語模〉，邢福

義主編，《漢語語法特點面面觀》（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1999 年），

頁 146-157。
 禪籍有許多利用「詞語模」生成的詞語，如「放 X」詞語模可造出「放不淨」、

「放船」、「放倒」、「放燈」、「放屙」、「放糞」、「放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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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展現禪宗語言多元的面向。作為一個具有濃厚中國味的宗教，通

過漫長的時間考驗，在中華文化的土地上開枝散葉，迄今屹立不搖，禪

宗語言的看頭顯然不僅如此，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寶藏，5 例如本

書所談的「修行詞」、「音譯詞」與「禪籍成語」。

「修行詞」、「音譯詞」與「禪籍成語」的共同點是：均為叢林生

活常用的「行業語」，位居詞彙系統的「局域層」。

「行業語」又稱「行話」，指同一行業的專用語。宗教詞是種社會

方言，活躍於出家人與在家修行者的團體，出家當比丘、比丘尼是一種

職業，就此層面而言，宗教詞屬「行業語」。

「局域層」是俞理明提出的概念，他主張漢語詞彙系統整體呈現出

一種環靶狀分層，內部包括基本層、常（通）用層、局域層和邊緣層四

層。基本層是長期使用，全民皆知。常用層是全民使用，相對穩定。局

域層是某些範圍內使用，如雅言詞、俚俗詞、方言詞、行業詞等。邊緣

層是臨時一用，如個人用語、已淘汰的古語詞、陌生的新造詞、外來詞。6

俞理明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詞彙系統內部會發生兩種變化：一

是環流，表現為同一層內的詞會出現或新陳代謝、或不同分塊的變化，

如局域層中的方言詞在不同地域的流變、行業詞與方言詞的轉化等；一

是對流，表現為不同層的詞會發生相互的轉化，如基本層、常用層的詞

可能變成局域層詞，局域層、邊緣層的詞也可能演變成基本層或是常用

層的詞。前一種變化發生在層內，稱為「層間運動」；後一種變化發生

5 周裕鍇對禪語研究的缺失曾做過深入的評論，文中還穿插點出許多可資研究

的方向。詳閱周裕鍇：《禪宗語言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6 俞理明：〈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的構想〉，《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八輯（成

都：巴蜀書社，2005 年 12 月），頁 21-22。俞理明：〈詞彙的分層及其外圍

成分〉，《蘇州大學學報》第 1 期（2014 年），頁 120-126。

禪籍詞語研究-送印20171215.indd   3 2017/12/15   上午 10:45:20



禪籍詞語研究4

在層與層之間，稱為「層際運動」。7

由於「修行詞」、「音譯詞」與「禪籍成語」有類似屬性，故立三

編論之，這三編是在禪籍「局域層」裡的「行業語」框架下所做的設計。

第壹編談「修行詞」，每個教派有自己的修行主張，禪宗重視行

禪、心靈體驗，透過師資對答接引度化，在機鋒相接之際勘驗境界，以

心傳心，啟悟解脫。本編的三個子題「引度」、「勘驗」、「相應」是

叢林修行的重要概念，圍繞概念形成一批詞彙，組成詞彙場。微觀地

說，釐清同場成員之間的關係、各詞的來歷、發展狀況，是詞彙研究的

任務。宏觀地說，集合各場的成果，便能勾勒禪語與譯典的關聯，掌握

兩者之間的相承脈絡，較全面的認識禪宗語言的性質。

第貳編談「音譯詞」，音譯是禪語研究非主流的研究對象，但不容

否認的是，禪籍保留很多的音譯詞。筆者換一個角度看禪宗語言，檢視

禪籍音譯詞的發展歷程，包含音譯內部的抉擇（形式、音節數）、與意

譯的競爭、音譯再造等問題，藉此反思一般認為「意譯符合漢人習慣」

之說的適切性。詞彙不是均質系統，不同範疇各有特色，行業語領域中

音譯佔了一席之地，透過本編的討論，凸顯禪籍音譯的價值與優點，給

予適當的定位。

第參編談「禪籍成語」，本編做了「單刀直入」、「不落階級」、

「八面玲瓏」、「本來面目」、「本地風光」、「回光返照」、「洪爐

點雪」的個案分析，在個案的基礎上，借鏡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的

成果，從「語義透明度」、「熟悉度」、「語境」三個因素闡釋禪義成

語的生滅、興衰，為禪義成語發展做出弱預測。

前三編的寫作方針是結合「共時」（synchronic）與「歷時」

7 俞理明：〈詞彙的分層及其外圍成分〉，頁 120-126。俞理明之說在郭作飛的

書中有詳細介紹，見郭作飛：《《張協狀元》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8 年 5 月），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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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c）平面做語言探索，因應子題需求，有的共時描寫得詳細，

歷時探索稍微簡略；有的子題先談成員的競爭、地位升降，再論演變脈

絡，關注局域層的流動情形。整體而言，始終扣合共時與歷時的研究原

則，期許做到完整、細緻地釐清各詞語的橫向關係與縱向發展。

第肆編的應用性較強，是依循應用語言學（Applied Linguistics）

思路所做的安排。

學術工作固然要追求嚴謹的邏輯，縝密的推論，意在揭露未知的真

理，找出變化的規律，但是，如果學術只鑽研於高深的理論，忽略應用

的層面，我們竭力追求的知識便曲高和寡，成為象牙塔裡的學問，對改

善人類生活，增進文化涵養沒有太多的裨益。

語言學門的分科中，應用語言學著重語言在各個領域的實際應用，

辭書編纂是其中一個分支。8 長期以來，國家挹注大量經費，委請教育

部國家教育研究院編纂多部電子辭典，「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以下

簡稱「重編」）收詞量最多，後來，「重編」收錄的詞條、釋義還成為

各級考試、電視節目評分的依據。9 國教院對「重編」的介紹是：

8 應用語言學的範圍隨不同學術背景而有廣狹之分，狹義是指語言教學（第二

語言教學或外語教學），廣義是指將語言學知識應用於解決其他科學領域的

問題，例如語言規劃、機器翻譯、語言教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心

理語言學等等。筆者同意何英玉、蔡金亭的折衷之見，應用語言學包含語言

教學、詞典學、術語學、語料庫語言學等。他們提到詞典學應多從語言學理

論中吸收營養，及時吸收語言學最新成果。參見何英玉、蔡金亭：〈引論〉，

《應用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1-2、36。
9 儘管「重編」的制訂不是為了考試服務，但是考生提出試題疑義時，仍是以

「重編」為標準。有關「重編」的編輯原則，請參見該網站「編輯說明」下的

「凡例」，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index.html（2017.10.9. 上網檢索）。

 另外，公共電視節目「一字千金」的比賽規則，明確指出：「節目中所有書

寫字體均以傳統漢字（亦即通稱之正體字）版本為主，其標準為中華民國教

育部所頒布的標準楷書，並以《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準

字體表》收錄的常用漢字為範疇。至於答案的認定，則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為最終依據。」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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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典收錄約 16 萬 7 千字詞，主要為記錄中古至現代較為常用的

詞語，音讀兼採傳統及現代字音，各義項並多附有古典文獻書

證，可提供研究者所需之語文史料。適用對象為語文教學者、對

歷史語言有興趣之研究者或一般民眾。10

又，「重編」的「凡例＞本辭典修訂編輯原則」11 第 1條提到：

本辭典編輯目標是以服務國中小學教師、學生及社會人士教授或

學習國語文為主要目標，並提供今日國語文及中文電腦界研究者

的基礎語文資料。

上述資料顯示，該典是歷時性語言辭典，兼具教學實用性，不但為

社會大眾服務，亦有助於語文教育、學術研究，重要性不可言喻。

多年來，編輯群不斷地調整、修訂「重編」的內容，目前版本是

2015年 11月臺灣學術網路第五版試用版。筆者發現此版「重編」的宗

教詞條收錄不足，義項亦有欠缺，部分的書證可再提前或補足，參酌禪

籍詞語的研究成果，適度為「重編」提供增補的參考。

二、修行詞背景論述

「修行詞」背景論述分成兩部分說明，一是研究所用的「詞場」理

論，二是「行業語」的重要文獻評述。

pts.org.tw/program/Template1B_Customize_Menu.aspx?PNum=813&CMNum=1566
（2017.10.9. 上網檢索）。

10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http://www.naer.edu.tw/files/11-1000-962.php?Lang=zh-tw
（2017.10.9. 上網檢索）。

11 ＞表示層次，「凡例＞本辭典修訂編輯原則」指「凡例」底下的「本辭典修

訂編輯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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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場理論

「場」（field）是物理學的概念，1924年德國學者伊普森（G. Ipsen， 

1899∼ 1984）將其引入語言學，提出「語義場」（德文 bedeutungsfeld）。

德國特里爾（Jost Trier，1894∼ 1970）受伊普森「語義場」（semantic 

field）的啟發，在 1931年《智能意義域中的德語詞彙︰語言場的歷

史研究》中，根據詞的聚合關係提出語言場（屬聚合場），認為概

念場（conceptual field，後人稱為語義場）內覆蓋了詞彙場（lexical 

field），詞彙場隨著時代的不同而變化，舊詞消亡，新詞出現，詞與詞

之間語義互相聯繫、分工，一個詞意義的變化會影響鄰近的詞，使鄰近

詞發生變化。因之，不應孤立研究單個詞的語義變化，必須把詞彙看成

完整的系統來研究，只有分析、比較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係，才能確定

一個詞的真正含意。1934年，德國波爾席齊（Walter Porzig，1895∼

1961）在《基本意義關係》中，根據詞的組合關係（搭配關係）提出語

義場理論（屬組合場），他的組合場與 Trier的聚合場互為補充。儘管

Jost Trier與Walter Porzig的詞場理論曾受到批評，隨著認識逐漸加深，

愈來愈多學者接受了詞場理論。12

趙豔芳談認知語言學時，提到象似性是指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語言

12 詞場理論可參考 John Lyons. Semantics Vol.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55-256。（美）John Aitchison 著，方文惠、郭谷兮譯注：《現

代語言學導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頁 92-94。（中文

版據 Linguistics 翻譯，1978 年 Darid Mckay Co. 出版）。蔣紹愚：《古漢語詞

彙綱要》，頁 19-20。徐烈炯：《語義學（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2 版），頁 112-113。符淮青：《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北

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 1 月），頁 214-216。伍謙光編著：《新編語義學

概要（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頁 87-89。張

志毅、張慶云：《詞彙語義學（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6
月），頁 64-87。李葆嘉：〈詞彙語義學史論的壯麗風景〉，《江蘇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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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直接映照經驗結構，語言結構與人的經驗結構有必然的聯繫。語言

結構反映人們在對客觀世界的知覺和認知的基礎上形成的概念和概念結

構。13 蔣紹愚亦提到詞彙表達概念，各語言的詞彙系統不同，但概念場

大體上是人類共同的。以概念場參照背景來分析詞義，進而對不同語言

或不同歷史時期語言的詞彙系統進行比較，是一個可行辦法。14 概念場

是人類經驗共同的基礎，比較恆定，概念相同，概念內的概念結構可以

不同，概念結構不同，語言結構隨之不同，詞彙場也不同。再者，概念

場是層級結構，大場之內細分數小場。

準此，修行是一個大概念場，內含數個小概念場，筆者以修行活動

場中常用且重要的概念「引度」、「勘驗」、「相應」為例，將場內各

詞的性質與意義逐一分析、說明，以期全面認識該場的面貌。

（二）行業語文獻評述

前面提到本書的研究對象屬於「行業語」範疇，「行業語」的研究

成果中，張旺熹、劉中富、楊振蘭、程娟合著〈現代漢語行業語初探〉

是篇佳作。該文對行業語性質、範圍、語義特徵、形式特徵做了詳細介

紹，主張每個行業語在專業化與社會化程度有不同差別，因此，行業語

可分為三個層次：專業化層、亞社會化層、社會化層。15 

專業化詞語的特點是專業性最強，社會化程度最弱，如宗教名相

詞心所、般若、真如。亞社會化詞語特點是專業性稍弱，社會化程度較

強，相關行業可共用，而不用於日常生活，如佛教、道教的受戒、持

13 趙豔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 月），

頁 156。
14 蔣紹愚：〈打擊義動詞的詞義分析〉，《中國語文》第 5 期（2007 年），頁

392。
15 張旺熹、劉中富、楊振蘭、程娟：〈現代漢語行業語初探〉，《山東師範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87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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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度脫。社會化詞語特點是社會化程度最高，具一般詞語和行業語雙

重性質，如佛教的和尚、下地獄、天花亂墜，要注意的是，社會化層

的詞仍具一定專業性，只不過使用者習焉而不察。16 本書研究的「修行

詞」多分布於「亞社會化層」，少數在「社會化層」。三個層次行業語

會隨著社會變化而波動。

張旺熹等所謂的專業化層、亞社會化層、社會化層三層，與俞理明

的基本層、常用層、局域層和邊緣層四層，是從不同角度對詞的分類；

再者，當亞社會化詞與社會化詞之間發生波動，亞社會化詞進入社會化

層，站在行業語的立場看，這個變化相當於俞理明的層間運動（波動後

仍是行業語）；站在一般詞語的立場看，則是種層際運動（從局域層進

入常用層）。因此，儘管張旺熹等人之文談的是現代漢語行業語，有些

觀察仍可作為古漢語行業語的參考。

目前有幾位學者注意過古漢語的「行業語」，如顧之川《明代漢語

詞彙研究》第四章對個別行業語做訓釋、郭作飛《《張協狀元》詞彙研

究》第五章討論戲曲詞、馮利華《中古道書語言研究》第六章談道書的

隱語（認為隱語亦屬行業語）、周作明《中古上清經行為詞新質研究》

第七章第四節分析啟稟、誦讀、齋醮概念場等等。17 其中，郭作飛、周

作明的成果對本書有較深刻的影響。

郭作飛檢視《張協狀元》戲曲詞的層際運動（戲曲語詞與共同語詞

的轉化）與層間運動（《張協狀元》沿用以前的戲曲詞或自創新詞），

《張協狀元》戲曲詞的形成約 26.1%來自全民共同語，來自局域層舊

16 行業語特點是張旺熹等人前揭文所言（頁 63），例子為筆者所加。

17 顧之川：《明代漢語詞彙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

頁 128-159。郭作飛：《《張協狀元》詞彙研究》，頁 234-324。馮利華：

《中古道書語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 11 月），頁 172-202。周

作明：《中古上清經行為詞新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3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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