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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陰陽五行思想對漢代字辭書編輯體例之影響

A Discussion on How the Perceptions of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Influenced Dictionary Coll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收件日期 109 年 5 月 1 日；接受日期 109 年 8 月 16 日）

摘    要
本文以漢代三本重要的字辭書《爾雅》、《說文解字》、《釋名》編輯體例如何受到陰陽

五行思想的影響為討論中心。透過析論字辭書中的篇目類聚排序、類中詞條擇選等編輯

「形式」，一方面觀察書中的內容釋義與形式體例之義、法如何融攝統一；另一方面，藉

由考察形式篇章的規則，分析兩漢小學家如何在架構字辭書的纂輯體例中，體現對陰陽五

行思想的理解。

此文首先略述陰陽、五行概念的源起與興盛；其次，探究《爾雅》篇目分類、類中字

敘，透顯先人倫後自然的理則，與始終相生不息的思想；再者，從《說文》成書的歷史背

景談起，再論及「始一終亥」、干支字群組的部首秩序，以及類分排比的字敘規矩；最末

探究《釋名》編排篇目、選釋字詞以「法天宗經」、「以人為本」之內涵底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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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perceptions of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influenced the three most significant dictionaries in the Han dynasty: Erya, Shuowen 

Jiezi, and Shiming.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studied how the content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dictionaries were made 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llation system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diting “format” of the dictionaries, such as categorization and sequencing of entries, and 

selection of lexico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studied the rules of collation and analyzed 

how Xiaoxue practitioners, or linguists in the Han dynasty, reflec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first studied how the categorization and lexicons under different entries in Erya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erceptions of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Next,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huowen Jiezi, this paper explored “Shi Yi Zhong Hai” (literally, 

starting from one and ending at the word Hai), a unique system of organization based on 540 

radicals. Finally, this paper studied the organization of entries in Shiming and its selection of 

lexicon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philosophical teachings in the Han dynasty, 

reverence to the gods, and the principle that humans lie at the center of everything.

Key words:  Erya, Shuowen Jiezi, Shiming, dictionary collation, Yin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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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漢一代，陰陽五行思想以「萬斛狂瀾之勢，橫領思想界之全部」。 
1

成為時人思想的

預設與前提，政治、學術、天文、律歷、醫學各領域都深受傳習熏染，小學類字辭書自不

能外。眾所共知，字典辭書提供的知識應力求客觀審慎。然而，綜覽《說文》、《釋名》等

書卻可發現其中多有字義條例說解背離著書精神，瀰漫雜揉陰陽五行思想。

兩漢小學家在時代思潮的包圍下，對字義說解進行「闡釋」，無論有意或無意識，字

辭書的內容釋義都滲透鎔鑄了陰陽五行之說。那麼，在這種狀態下，兩漢字辭書的「編纂

形式體例」，是否蘊含陰陽數術色彩，表現了義、法的統一？

回顧《說文》、《爾雅》與《釋名》陰陽五行思想議題的研究，尤以《說文》相關的

研究成果豐碩，但側重於關注《易》學理路的闡發，探討部首、數字以及干支與三才思

想的關係，或就〈說文敘〉探源結繩、畫卦等是否為文字的起源等論題。張正烺〈六書

古義〉 
2

一文，從古學制、甲骨與流沙墜簡等方面，論證漢代的六書三家說，並非熟知的

造字用字「六書」定義，而是指六十干支，是古時學童習字的入門材料，亦即《周官》

保氏教國子的六書九數，張氏此文漸開現代以《易》學理路研究《說文》之風。黃永武

《許慎之經學．許氏易學第一》 
3

針對許書中引用《周易》的條目辨鏡源流，多方論證

《說文》稱引《易》的來源根本，及與漢魏以來《周易》諸注相同、相合、相應之處。

李達良〈《說文》部首次序及其始一終亥思想來源的探究〉 
4

專就《說文》部首而論，文

中認為《說文》部首「始一終亥」是《易》學語詞，屢見於《易緯》與《太平經》。針對

《說文．敘》的易理論述者，有許國璋〈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 
5

、

宋均芬〈從《說文敘》看許慎的語言文字觀〉 
6

。許文擇錄《說文．敘》中伏羲畫卦、神

農結繩、倉頡造書契等，共十五個重點作簡要解說。宋文從文字的起源發展觀、語言

文字的社會實踐、系統分析文字內部規律等三方面的論述，提出《說文．敘》中以結

繩、畫卦、書契為文字的起源發展，源於《易》的觀點。賴貴三〈許慎《說文解字》引

《易》補釋與《易》理蠡探〉 
7

 補釋《說文》引用《易》缺漏或未明之處，並從《說文》

的部首、篇數、卷數、釋義作《易》理考察算式。

1　   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第 5 冊，頁 353。
2　    張正烺：〈六書古義〉，《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 年，頁 1-22。
3　   黃永武：《許慎之經學》（臺北 : 學生書局，1970 年）。

4　   李達良：〈《說文》部首次序及其始一終亥思想來源的探究〉，收入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古文字學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3 年），頁 537-547。
5　   許國璋：〈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收入《許國璋論語言》（北京：外語教學與

研究出版社，1991 年），頁 65-75。
6　   宋均芬：〈從《說文敘》看許慎的語言文字觀〉，《漢字文化》，1997 年第 2 期，頁 20-24。
7　   賴貴三：〈許慎《說文解字》引《易》補釋與《易》理蠡探〉，《春風煦學集——黃慶萱教授七秩華

誕受業論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頁 8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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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釋名》二書在篇章分類、編排體例、釋義方法上俱有承襲發展的關係，因

此經常被對照合觀。關於兩書陰陽五行議題的研究成果，則集中於〈釋天〉、〈釋地〉等篇

章。盧國屏《爾雅語言文化學》 
8

，第六章論天文知識及祭祀文化、第七章考察《爾雅》的

地理觀察與世界地理觀，論及人、地關係的若干問題。黃立楷〈從《爾雅》到《釋名》的

社會演進與文化發展〉 
9

，以《爾雅》、《釋名》兩書為討論中心，考察其間的詞彙與社會演

化之關係。列出兩書中自然天地範疇的詞條，並提到五色、五方對應五行思想的訓釋，指

出《爾雅》中的二十八星宿天文知識，是中國天文科學高度發展的佐證。

總上所述，學界對三書關於陰陽五行思想影響漢代字辭書的議題，研究焦點集中於

「內容」層面，對於編纂體例「形式」，如篇類序列、類中詞條排序等規則如何受到陰陽

五行思想的影響，過去論述的焦點集中在《說文》一書，《爾雅》、《釋名》的相關討論付

之闕如。本文試圖細究三書篇章的類聚群分，找出形式篇章的規則。

本文預備討論陰陽五行思想如何影響《爾雅》、《說文解字》、《釋名》三部字辭書中的

編纂形式。 
10

首先，略述陰陽、五行概念的源起與興盛；其次，探究《爾雅》篇目編排之

「先人倫後自然」理則，以及類中字敘之「始終相生不息」之意；再者，從《說文》成書

的歷史背景談起，再論及「始一終亥」的部首秩序，以及類分排比的字敘規矩；最後，探

究《釋名》分類篇目及選釋字詞的「法天宗經」、「以人為本」理則，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內

涵關聯。透過這樣的研析，一方面能瞭解陰陽五行思想在漢代字辭書的流佈，呈顯兩漢小

學家的思維模式與當際學術風氣的互動；另一方面，藉由編輯形式的規則，觀察他們如何

在架構字辭書的纂輯體例中，體現陰陽五行思想。

貳、陰陽、五行思想的源起與盛行

陰陽、五行原是各自獨立的兩概念。「陰陽」最初指日光的向、背；是對自然現象

的體察，後來引伸為運作宇宙的兩股質性相異的自然能量。春秋以後，陰陽相關的記載

多了起來，不僅用以解釋自然現象，也用以推斷人事禍福，逐步成為人們順應的天道規

則。「五行」原指水、火、木、金、土五種具有質性與味道的元素，後來才有配屬系統

的形成與出現。緣此，可知在陰陽、五行元素的萌芽階段，意義十分原始素樸。關於陰

陽、五行合流的時間，梁啟超推斷約在戰國時期，而以鄒衍為陰陽與五行合流的第一位

8　  盧國屏：《爾雅語言文化學》（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

9　   黃立楷：〈從《爾雅》到《釋名》的社會演進與文化發展〉（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2
年）。

10　 不納入《方言》的理由有二：一、《方言》與另二書性質殊異。《方言》是先標立題目，再羅列各

地方言殊語，為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詞彙研究的專著，其性質與解釋詞義的《爾雅》及以聲音名

物的《釋名》不同。其次，《爾雅》與《釋名》具有共性與相承關係。形式上它們都是辭書，且兩

書同有〈釋天〉、〈釋地〉、〈釋丘〉、〈釋山〉等門類，並含有濃厚的陰陽五行色彩。王力也說：「以

《爾雅》和《方言》、《急就》相提並論是不合適的，《方言》是方言和普通話的比較研究，跟《爾

雅》性質不同。」王力：《中國語言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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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11

兩者結合後，發展出陰陽消長、五行生勝、天人共構，甚至引致災眚休咎的

天人相應藍圖，面貌變得繁複而神秘。 
12

這些思想概念在《管子》〈四時〉、〈五行〉以下，

《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以迄《春秋繁露》中諸多陰陽、

五行篇章中發揚，顯示陰陽五行已從概念發展為學說，並且進入成熟興盛期。

兩漢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發達興盛，它深入各個領域，成為時代的知識結構，並滲透

到人們的深層心理，成為人們認識世界、解釋事物的思維方式。 
13

 顧頡剛《漢代學術史

略》也說：「漢代人的思想骨幹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

有不用這套方式的。」 
14

可說兩漢的政治、學術、天文、律歷、醫學各方面均深受陰陽五

行思想影響。而兩漢學術主幹是經學，無論古今文經學派，皆以陰陽五行、讖緯數術

附會解說儒家經義。 
15

《說文．敘》云：「蓋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

後，後人所以識古。」 
16

漢代經學的建構是通過訓釋先秦儒家經典的方式實現，經師們透

過訓詁說解文字來建立自己時代的解釋系統，因此漢代字辭書在編纂體例上的經營，字

義的解釋、觀點的論述等方面，都無可避免的受到龐大的陰陽天人體系浸潤，體現這股

學術風潮。

參、《爾雅》編纂體例與陰陽五行思想

歷來對《爾雅》成書時代及作者說法眾說紛紜，盧國屏取《爾雅》及《毛傳》進行詞

條比對，認為《爾雅》早於《毛傳》可能性較大。 
17

由此，《爾雅》具備先秦語言詞彙的總

結性質，其中搜羅的詞條，大致反映先秦到漢初的語言詞彙及社會文化風貌，應無疑義。

傳世本《爾雅》 
18

按類編排，共十九篇。前三篇為一大類，基本內容為解釋語詞，反映

人們在思維及意識上的高度發展；後十六篇為一大類，訓釋各種名物之稱與特殊語詞，代

表人們對物類精密的觀察。若依內容和性質分類，則可分為人事、自然二大類：

11　 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頁 343。
12　 陸玉林、唐有伯《中國陰陽家》：「五行……有了運轉的動力……陰陽則有借以發生和推動的所

在。……兩者的結合，……構成了可以系統地解說宇宙社會與人生的理想圖式。」認為兩者結合

後，構成了串聯一切天人事物的制式配屬系統，創造天人相應的藍圖。陸玉林、唐有伯合著 :《中

國陰陽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年），頁 13。
13　 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中國經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77。
14　 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臺北：天山出版社，1985 年），頁 1。
15　 如齊詩、《洪範．五行》、荀爽傳古文易、劉向說穀梁、服虔論左氏、蔡邕《禮記．月令》章句及

月令問答，均披上濃厚之陰陽五行色彩

1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臧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頁 771。以下徵引《說文解字注》文句，悉據此書，不另詳註，並簡稱為《說文》。 
17　 盧國屏：《爾雅與毛傳之比較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13-30。論者歸納

歷來對《爾雅》成書及作者的說法共十三種，並取《爾雅》及《毛傳》詞條全面比對，得出《爾

雅》撰著年代早於《毛傳》的結論。

18　 本文徵引《爾雅注疏》文句，悉據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

經注疏整理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第 43 冊，不另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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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爾雅》篇目分類表

人事 一般詞語 釋詁 119、釋言 2、釋訓 3

人倫稱謂 釋親 4

日常器用 釋宮 5、釋器 6、釋樂 7

自然 天文地理 釋天 8、釋地 9、釋丘 10、釋山 11、釋水 12

動、植物 釋草 13、釋木 14、釋蟲 15、釋魚 16、釋鳥 17、釋獸 18、釋畜

1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下先勾勒《爾雅》全書篇目編次輪廓，探究其中呈顯的思想；其次，論析篇類中詞

條順序所推衍的陰陽五行之說。 
19

一、篇目分類：先人倫後自然

《爾雅》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主要通釋一般詞語。第四〈釋親〉篇是

有關親屬制度的載記；繼之為〈釋宮〉，解釋人造宮室和服器；之後及於人君政教所施的

禮、樂器，歸為〈釋器〉、〈釋樂〉。人事、器物之後繼釋天地萬物。〈釋天〉分類細緻，共

有十二類。〈釋地〉總領〈釋丘〉、〈釋山〉、〈釋水〉，涉及山川、水利、經濟、人文地理等

方面，記載中國豐富的地景形貌概況；草木蟲魚鳥獸牲畜都生於山水之間，末七篇解釋

〈釋草〉至〈釋畜〉。

綜觀上述「先人倫後自然」的篇目編排順序，一方面蘊含儒家人本及倫理禮制觀念，

另一方面雜揉時人宇宙觀和陰陽五行思想，顯然是編者獨運匠心的安排。儒家重倫理觀

念，以人事為先，〈釋親〉篇分為宗族（父族）、母黨、妻黨、婚姻四個類目，其中親屬稱

謂多沿用至今，對宗族、婚姻制度之研究有重要價值。〈釋宮〉、〈釋器〉兩篇，反映古時

的建築文化與工藝水準。《禮記．月令》敘述天子四時住行所用服器之別，先居室，次及

車駕，衣、服、食、器等。宮室在天地之中，人居於宮室之中，因宮室為物之大要者，

故先〈釋宮〉再〈釋器〉。〈釋器〉中的器用名稱之度，涉及「經天地、理人倫」的禮制大

事，為儒家治國之本。凡祭祀、婚喪、賓客之會，都不離禮器，《禮記．禮器》說：「備服

器，仁之至也。」 
20

〈釋樂〉亦涉及人倫之事，因為「樂」主和同，可以調和氣性、合德化

育。《尚書．堯典》也提到，樂官教人奏樂，期神人以和。 
21

以上諸篇詞條，不僅反映儒家

19　 類別後數字表篇次。表格分類參考盧國屏：《爾雅語言文化學》（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頁

5。
2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臺北：臺灣

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第 24 冊，頁 889。
2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第 3 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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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禮制思想，也大致展現了古人的衣食住行狀貌。

「天人關係」是戰國以來重要的思想元素。〈釋天〉以下到末篇〈釋畜〉循「天地之

序」，釋天、地，繼之釋山川草木蟲獸。《禮記．樂記》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

天。」 
22

講述萬物流動變化不息，同合異化，仿此而興起「樂」。樂能陶化萬物、使人際關係

敦厚和睦，近於仁。以天高地下而附會天尊地卑之理、君尊臣卑之位，或是萬物各得其

所，都是人副天數、天人合德的張本。

〈釋天〉分成：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

武、旌旗等別為十二類之多。涉及的內容廣泛，而名目越多代表歷經精細的歸納，顯示編

者對此中詞條內容的特別關注。以下集中衍繹與陰陽五行思想密切者。

〈釋天〉首條為釋「四時」，提到「天」之別名：「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 
23

李巡注：「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

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

天。」 
24

此段訓釋，表面是依春夏秋冬四季的物候特徵，與狀貌顏色來說明四時天之別名，

實際隱含人類活動須順應四時自然之氣。「祥」指福善徵兆，包括四氣和、景風出、甘雨

降等自然現象。此章釋四時祥和之氣象，如：「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

寧，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 
25

說明春夏秋冬的別名，以及太平之時，春發、夏長、秋

收、冬安，四季和暢的景象。又云「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26

甘雨按時而降，

萬物得以滋潤而更加美好。四氣、四時和則自然豐收，反之則饑饉起災荒生。「災」一章

釋穀、蔬、果不熟和連歲不熟之名，反映古人以順應天時，勸獎莊稼農政為務。要之古人

以陰陽二氣造化宇宙自然變化運行，陰陽和諧，則風調雨順；陰陽相侵，則疫厲橫生；而

天欲降以禍福，會呈現「祥、災」吉凶徵兆。

紀年紀月的名稱，有「歲陽、歲名、月陽、月名」四類。古人以干支紀年，十干曰歲

陽，如「太歲在甲曰閼逢」；十二支曰歲陰，如「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名」記年歲之

別稱，如「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月陽」是古十干紀月之月份別名，

如「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月名」歸類農曆每個月特定的別名，如「四月為余」，即

農曆四月別稱為「余」。

祭名、講武、旌旗歸入〈釋天〉。天子受命於天，祭天為大，故祭祀為古人國政之要

事；講武記四時田獵之名與治兵振旅之事；旌旗篇釋各種旗幟的形制，上繪有日月星辰之

象。《禮記．月令》指出凡祭祀、出征、畋獵都要順應時令五行，如秋天萬物成熟，是畋

2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274。
23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182。
24　 古風主編：《經學輯佚文獻彙編．爾雅類》（北京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第 20 冊，頁

100。
25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頁 184-185。
26　 同上註，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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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的季節，而秋屬金，色白，故天子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再如孟

冬之月，天子令將帥講武，習御射。可見，動之以四時，即是順乎天地之道。

二、類中字敘：始終相生不息

〈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統領全書，可視為《爾雅》的綱領。〈釋詁〉篇為本

書之首，「專釋六藝成言」呼應兩漢訓詁學解經目的。〈釋言〉、〈釋訓〉則是訓同義詞意

義，反映一般義及個別義，在同類中展現多樣性，正是語言表達高度發展的證明。這種篇

目編排與詞條的訓釋方式，和《說文》「文」與「字」的描理類近。

觀察這三篇單詞分類的詞條序列，具人文思考意義。 
27

例如〈釋詁〉之文，以「始」

義為首條，以「死」義為末條。首條：「初、哉、首、基……始也。」末條：「崩、薨、無

祿、卒……死也。」清代邵晉涵《爾雅正義》在「始條」下說：「君子慎始」； 
28

「死條」下

說：「示民有終」。 
29

萬物起於「始」、終於「死」，精意創造的終始相生編排，顯然寓有循環

發展、生生不息之意。

再如〈釋言〉篇的首末條，首條：「殷、齊，中也。」末條：「彌、終也。」殷、齊都

有正中的意思；彌則有盡頭、終結的意思。郝懿行《爾雅義疏》說：「上篇首言始，末言

終；此篇首言中，末亦言終，以中統終始之義，而包上下之詞也。」 
30

郝氏的解釋頗合「中

庸」、「始終」的傳統。

〈釋訓〉首條：「明明、斤斤，察也。」末條：「鬼之為言歸也。」邵晉涵《爾雅正

義》：「始於明，終於幽。」 
31

道出編者的機巧安排。若將〈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首

尾並列觀察，可得到這樣的序列：始—中—明—死—終—歸。此萬物終而復始、循環不已

之意，與許慎《說文》部首始於「一」、終於「亥」的編輯體例，意義一致，有異曲同工

之妙。

肆、《說文解字》編纂形式與陰陽五行思想

今文學家因為政治、經濟利益而極力附會讖緯與陰陽五行，部分的古文學家也為了在

政治上尋求立於學官，能進入士閥集團，因此兼談讖緯，如許慎師賈逵，因談論讖緯神學

獲得漢章帝的重視，得以拜官授徒。許慎是訓詁派的古文經學家，雖然客觀上他有意識的

27　 胡錦賢：〈論《爾雅》篇目編次的名義〉，《孔孟月刊》，第 35 卷第 6 期，1997 年 2 月，頁 2。作者

指出：「《釋詁》之文，以『始』義為首條，以『死』義為末條。《釋言》以『中』義為首條，以

『終』義為末條。此即本於『始一終亥』」『終始相生』的陰陽五行之說。《說文》部首的編排，即

始於『一』，終於『亥』，其義一也。」

28　 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6。
29　 同上註，頁 845。
30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頁 353。
31　 朱祖延：《爾雅詁林》，頁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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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發本義，但是，由於外在學術氛圍，使得《說文》析形釋義混融陰陽天人學說。另外，

《說文》成書於經學昌盛的時代，處在這樣獨特的時代定點，許慎必須反思漢字對經藝、

王道、前人、後人的意義。他本「小學明而經義明」的觀念，認為透過闡釋古人造字之

旨，才能明經典真義；唯有精確的詮釋經典，才能進一步通經貫道，《說文》一書就是許

慎對於如何把握五經之道與聖人之旨的答案。

《說文》共說解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此一萬餘字以形、

類歸納在五百四十部首字之下。《說文．敘》概括部首編排的基本原則：「其建首也，立一

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

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 
32

列「一」部為首部，把「亥」部放在末部，變化至於

窮極而復歸於「一」。全書部首的排列主要「據形系聯」相次，部中字序則「以類相從」。 
33

「形」指漢字形體，依據形體逐一繫聯字頭，將字形類似的字以相連次，歸類在同一部

首。「類」指義類，每部中字依義類相同則相聚的原則編次。《說文》據形系聯、以類相從

的編排，說明漢字系統具有形、音、義的內部規律與聯繫。

細究《說文》纂輯體例，「三才之道」經緯全書義法。《說文》釋「人」說：「天地

之性最貴者也。」 
34

以人能會通合德天地，與天地並列，所以是天地之性最貴者。《易傳》

精當闡釋此理， 
35

指出天、地各有體、德；天之體為陰陽之氣，地之體為柔剛之質。天之

德為乾，是健動不息的創生品格；地之德為坤，是厚德載物的接納之性。那麼，「人」

的體、德為何？人是天地之子，其「體」為天地陰陽妙合交感的產物，如何與天、地並

列？人以「仁義道德」有別於禽獸草木，以此分承天地之德，會通天地之能，與天地並

列為三。《說文》釋「大」也說：「天大，地大，人亦大焉。」 
36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的智

德能代替天地，因為人自有其限制，所以必須「會通」天地之德，凡經緯人事，必揆驗

之於天道之理，個體價值的實現，不能超越天道的制約，必天人合德，蘊藏天、地、人

相應之理與和諧統一的價值。許慎以此為《說文》核心思想與編纂原則，書中以三才之

道為骨幹，開展部首次序的安排、部中之字相連次的道理，以及六書次第、文字取譬的

方式。

32　 《說文解字注》卷十五《說文．敘》，頁 789。
33　 《說文解字注》，頁 1。一篇二「一部」末尾「文五 重一」下，段玉裁注：「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

近為次；凡每部中字，以義之相引為次。」

34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69。
35　 《周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約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見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第 2 冊，頁 352。以下徵引《周易正義》

文句，悉據此書，不另詳註。相關請見陳贇：〈《易傳》對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認識〉，《周易研究》，

2015 年第 1 期（總 129 期），頁 41-51。陳雅雯〈《說文解字》數術思想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

系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22-123。
3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496。



22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一、部首秩序：循環往復

關於《說文》部敘的研究成果眾多，集中討論部首間形、義的縱橫聯繫。 
37

本文預備

探究許慎立「一」為首部發端全書，以「亥」為末部收攏全書的用意及緣由。另外，《說

文》將二十二個干支群組安排在分部之末，從「甲」始，至「亥」而終，形成部首群中的

特殊集合，也為部敘塗飾數術色彩。

（一）始一終亥  
38

王筠指出「始一終亥」部首序蘊含《易》理。 
39

始「一」終「亥」的部首編排方式，

浸潤融攝陰陽五行學說，體現《說文》內含的哲思義核。「立一為耑」是以「一」為首

部，作為全書開端。考察數字起源，許多民族都是以「一」、「＝」為指事刻記，表達純

粹記數符號。但是，《說文》「一」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40

指「一」為宇宙根本，萬物皆從一始，無疑背離文字的原初本義，已屬哲學層次。 
41

依照許慎對「一」的釋義，「先天地而生」能「化成萬物」的形上存在，究實唯有

「道」或「太極」了。太極化成萬物之說，根源自《易傳》、《易緯》。〈繫辭上．第十一

章〉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穎達解釋「太極」為

天地陰陽之氣未分，混沌的狀態，是形成宇宙萬物的本源，又可稱為太初、太一。 
42

《易

緯．乾鑿度》也說：「太極者，未見其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

質之始。」鄭玄說在天地未分之前，道體的一，就是太極，而太極的氣、形、質之始，分

別為太初、太始、太素。 
43

《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44

一

37　 始自南唐徐鍇作《說文繫傳》，歷經清代王鳴盛、段玉裁、王筠等人，直至民國宋建華等人，都有

學者關心此議題。相關請見姚志豪：〈對《說文解字》部敘結構的新理解〉，《漢學研究集刊》，第

16 期，2013 年 6 月，頁 7-11。以及張振燡〈《說文解字》部中字敘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

文，2006 年），頁 16-39。
38　 《說文解字．敘》云：「立一為耑」，又云：「畢終於亥」。清代蔣元慶又著〈說文始一終亥說〉，收

入《說文解字注詁林》，第 1 冊，頁 972。
39　 王筠《說文句讀》指出「始一終亥」部首序蘊含《易》天地人三才之道。「其序字也，前七篇首一

部，放《易》上經《乾》、《坤》；後七篇首人部，放《易》下經《咸》、《恆》也；《易》終於《未

濟》以見其無窮盡，《說文》終於亥，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以見其循環無端，亦所以放之也。太

史公放《春秋》而作《史記》；許君放《周易》而作《說文》，皆宗述而不作之義。」見王著：《說

文句讀》，收入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第 11 冊，

頁 11-966。
40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
41　 賴貴三：〈符號與思維——由《周易》卦爻象反思文字意義的詮釋深度〉，收入《第九屆中國文字

學全國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1998.3.21-3.22），頁 170。作者認為，「立

一為耑」表道體究竟，為根源性之總體，總體之根源，重存有與活動義，實開啟「上、下、示、

三、王」多元存有的時空知解而設；「畢終於亥」，以陰陽消長的「十二消息卦」為「時間」的流

轉，終而復始。

42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340。
43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易編》（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上冊，頁

11。
44　 老子：《老子》（北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83 年），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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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之本體，也是「道」所派生，「道」乃自根自生；此意涵類近《說文》「道立於一」。

《說文》釋「一」融合貫通了《老子》的「道」、「一」與《周易》的太極生兩儀說。把

「一」解釋成天地剖判以前渾然一體的「道」（太極），涵括混成陰陽，為萬有之始，化

生萬物；天地萬物因一而生，猶如「一」可作為文字的起始筆劃，也同於《說文》是由

「一」孳生文字而構成的字書。順帶一提，許慎說解四、五、七、九等數字時， 
45

同樣反

映陰陽數術思想為《說文》的文化語境。

「亥」是五百四十部之末，也是天干地支二十二字之末屬。代表地支周期的結束，是

字書總體的終點，但也象徵新生的孕育與誕生。許慎認為「亥」表徵十月微陽上昇與盛陰

交接，《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

女也。从乙，象褢子咳咳之形。……亥而生子，复从一起。」 
46

男女、陰陽雖為二名，其義

實相通。〈繫辭下．第五章〉也說：「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47

，聯繫「亥」象懷子之形，以

陰陽交接蘊人之初始。強調「亥而生子，复从一起」，表「亥」並非結束，乃延續新生之

起始，如同人類循環不已的繁衍狀態，與天地情狀相同。說明陰陽交接化育而產生萬物，

然後又返歸於混成玄冥的狀態即「一」，蘊藏新的生命元氣而復始，再次化成萬物；文字

也在部首的統領下，既是變化、暫告結束，又是新生再起的循環終而復始運行，使漢字依

「道」而生生不息。

「一」和「亥」的循環，綱繫《說文》全書。標示《說文》收錄的文字在部首的統數

下，如同道一「太極」的初始和「亥」歲終生生不息往復象徵，寓有循環復歸之意，並且

「萬物咸睹，莫不畢載」囊括世間的萬事萬物，使書中九三五三字構成不可分割的整體。

這樣的編排，一方面解決了體例問題，由一至亥五百四十個部首，盡收所有漢字；另一方

面；暗示書中有關「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樂、世

間人事」 
48

的漢字，無非陰陽運行的結果與表徵，隱含陰陽二氣循環無端、孳生不息的深

意。龔鵬程也認為許慎企圖用「始一終亥」的宇宙觀，安排每個字進入文字世界體系中，

各居其位，同時也用這九三五三字來說明這個世界。 
49

這樣的描述，類近陰陽家的陰陽五

行系統理論認知，以四時、十二月、十二地支等揉合了活動宇宙架構，萬物在其中變動遷

化，生生不息。

45　 「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五」像陰陽二氣在天地間交五；「七」乃陽之正，从一，象微陰從中

袤出；「九」為陽之變，象陽氣屈曲究盡之形。

4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759。
47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365。
48　 引自許慎之子許沖《上說文解字表》。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792。
49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139。論者認為：「這本書不僅『天

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樂、世間人事莫不畢載。』，而且顯示

了一套世界觀。欲通過文字，來知化窮冥，以究萬原。他那始『一』終『亥』的結構，與其說是

什麼六書或本義的探究，不如說它是用文字在說明萬化始於子終於亥。子唯一，屬復卦，名天一

生水，一陽生，萬物孳長，歲在十一月；亥為坤卦，歲在十月。猶子至亥，剛好一歲周轉，同時

也是萬化成毀始終的周期。這是漢人所發展出來的宇宙觀，……許慎即是用這套宇宙觀在釋名，

安排每個字進入它的世界體系中，各居其所位；同時也用這九三五三個字來說明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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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說，許慎將文字歸部的行為，基本功能是方便檢索文字，但追索內在深層

含義，則發顯對「秩序」的普遍追求。將意識形態或經驗知識建構於某種秩序、框架或模

式之中，是秦漢思想的根本特徵之一。瀰漫於秦漢思想領域的陰陽五行學說，以「同類相

召，同氣相求」為原則，把天上人間形上形下的相連共振的事物，全都納入以陰陽、五行

為性質表徵與運行力量的整齊模式之中，構成了原初的秩序範式。緣此，「始一終亥」部

首論與陰陽五行說之間的淵源與關係，不驗自明。

（二）干支類聚

陰陽五行學說對《說文》編制的影響，顯例還有書末的二十二干支字部首群組。

二十二個干支部首類聚相聯，打破「據形系聯」的原則，不依部首間的形似做為排列， 
50

而

是以干支順序為考量；顯示許慎將十干與十二支字視為一體不可分，並且也因之將全書結

束，透顯「天人合一」為《說文》的部首排序內在的哲思聯繫。為便於省覽，將《說文》

解釋二十二干支的內容歸納如下：

表 2.《說文》釋干表

十天干 五方 四時 五行 人體

甲 東方 木 象人頭

乙 春 象人頸

丙 南方 火 象人肩

丁 夏 象人心

戊 中宮 象人脅

己 中宮 土 象人腹

庚 西方 秋 象人臍

辛 秋 金 象人股

壬 北方 象人脛

癸 冬 水 象人足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上表可知，十天干字與五方、四時、五音、陰陽、五行相配，也與人體部位比況，

採《大一經》之說，類比甲為頭、乙為頸、丙為肩、丁為心等。頭頸肩心脅……之序也順

依人體部位由上至下排序，切中陰陽五行系統思想「秩序規矩」特性。

50　 許慎分部基本原則是「執簡以馭繁」，因此書中字下凡有「凡某之屬皆从某」句子者，必定為部

首字。今細究二十二干支字，許慎皆予立部，但其中的甲、丙、丁、庚、壬、癸、寅、卯、未、

戌、亥等十一部，部首下沒有從屬之字，此一情況，顯見許慎對這些字的形體、意義的理解立足

於「始一終亥」、「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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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說文》釋支表

十二支 月份 聲訓 物候 析形

寅 正月 髕也 陽气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 象宀不達，髕寅於

下也

卯 二月 冒也 萬物冒地而出 象開門之形

辰 三月 震也 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从乙、匕，象芒

達，厂聲也

巳 四月 巳也 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 巳為蛇，象形

午 五月 啎也 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 此與矢同意

未 六月 味也 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 象木重枝葉也

申 七月 神也 陰气成，體自申束。吏臣餔時聽事，申

旦政也

从臼，自持也

酉 八月 就也 黍成，可為酎酒。 象古文酉之形

戌 九月 滅也 九月，陽气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

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

从戊含一

亥 十月 荄也 微陽起，接盛陰 古文亥為豕，與豕

同

子 十一月 滋也 陽气動，萬物滋 象形

丑 十二月 紐也 萬物動，用事 象手之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十二地支字則以陰陽之氣消長為訓，理源於十二消息卦，反映萬物隨著陰陽二氣消長

生息，冒現孕育、萌生、壯盛、衰亡、再生的生長週期。十二地支除了與十二月、陰陽、

十二時、十二禽相屬，也牽附人體之說，例如「子」訓「象其首與手足之形」，「丑」訓

「象手之形」等，都取象於人體。

觀察上開干支列表，許慎以「人體」為二十二干支字主要的取象材料。《說文．敘》

提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賦寫文字材料構形的方法；以「人」的立場來感知外在

事物，是漢字創構的基本精神。姜亮夫指出，漢字的取譬方法與精神，是以人的所望、

聽、聞、味、觸為出發點，感知外在客觀事物之象，用執簡馭繁的方式，或喻聲、擬心、

譬事，創造出錯綜複雜，概括天地人萬物的文字形體， 
51

體現天、人的類同相應。而許慎在

51　 姜亮夫：《古文字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56。論者認為：「漢字的精神，是從

人（更確切一點說，是人的身體的全部）出發的，一切物質的存在，是從人的眼所見、耳所聞、

手所觸、鼻所嗅、舌所嘗出發的（而尤以「見」為重要）。……畫一個物也以與人感受的大小輕重

為判，牛羊虎以頭，人所易知也，龍鳳最祥，人所崇敬也。總之，它是從人看事物；從人的官能

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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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干支時，以萬物生長、陰陽消長說天地之理，並比附人體；若將十干比之為天，十二

支則為地，則天地人之聯繫清晰可見。

此外，《說文》曰：「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

法。」 
52

書中長度單位之字，也取象於人體，或據人體某部位的長度而得、或依照人體的動

作而定。如：「寸」，寸口到手腕的距離為一寸。 
53

「尺」，十倍於寸口的長度距離，1 尺＝

10 寸。 
54

「咫」，中等身材的婦人，從中指到手腕的長度大約八寸。 
55

「尋」，取度於人伸直

左右胳膊測量廣度，1 尋＝ 8 尺。 
56

「仞」是以伸臂為準，1 仞＝ 8 尺。 
57

「丈」，以男子身高

為度，1 丈＝ 10 尺。 
58

「匹」字也取度於人體，1 匹＝ 4 丈，布帛以人的兩手臂度為八尺，

四十尺為四丈等於一匹。 
59

古人直觀的思維裡，以人體自身為度量法制是自然而便捷的方

法。《孔子家語》也提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 
60

度量衡以人體為度是

實踐落實天道，人就是天道的化身，仿若小宇宙，能與宇宙天地互擬，亦表現天人合一、

大小宇宙互滲的觀念。

二、篇次與六書：三才之道

《說文》部中屬字與六書組序，也涵容天地人三才之道。

全書的部中屬字先後安排，也循天上，地下，人居天地之中的次序。「一」是《說

文》的首部，以「一」據形系聯的部首和屬字，其義與「天」有所聯繫，因此，《說文》

與天有關的字例置於第一篇；「人」部為第八篇，恰居於《說文》十五篇之中間；「地」置

於第十三篇下，「土」部及其相關字和數字、干支字居篇末，象徵地義。類同《易》卦六

爻三才之理，六十四卦成卦的六爻中，上兩爻象天道之陰陽，下兩爻象地道之柔剛，中間

兩爻象人道之仁義。

《說文．敘》定義「文」與「字」：「文」是各種事物形象的本原，大約是依照物類的

形象描繪而成；而由獨體文孳生繁衍而逐漸增多，並與形、聲相配合造出合體字，以擴

充文字的數量，即是「字」。 
61

循此，六書因文、字定義別為三組，「指事、象形」可歸為

「文」；「形聲、會意」偏向「字」；「轉注、假借」定義與功能特殊，在前四書基礎上，談

5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406。
53　「寸，人手卻一寸動脈得寸口。」《說文解字注》，頁 122。
54　「尺，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說文解字注》，頁 406。
55　「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同上註。

56　「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說文解字注》，頁 122。
57　「仞，伸臂一尋八尺。」《說文解字注》，頁 369。
58　「夫，周制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說文解字注》，頁 504。
59　「匹，四丈也。从八、匸。八揲一匹。」《說文解字注》，頁 641。
60　 《孔子家語．王言解》：「布指知寸」以手指的寬度為寸；「布手知尺」以手做為尺，張開大拇指和

食指（或中指）來量長度；「舒肘知尋」伸直左右胳膊，是「尋」的長度。見魏．王肅撰：《孔子

家語》（杭州：華寶齋古書社，2009 年），頁 28。
61　 《說文．敘》：「依類象形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寖

多也」。宋代鄭樵《通志．總序》也說：「獨體為文」、「合體為字」。見鄭著：《通志》（臺北：新興

書局，1959 年），卷 31，頁 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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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間的孳乳、變易現象。賴貴三指出，文、字二元相待、六書兩兩相耦，與「兼三才而

兩之」的《易》理相合。 
62

再者，許慎闡釋六書時各舉兩字例，「指事、象形」：上下、日月；「形聲、會意」：江

河、武信；「轉注、假借」：令長、考老。日月屬天，江河為地，武信、令長、考老則是人

事。上下方位定向後，人的立足點即「中」，也仿天、人、地順序。六書每組相對的互補

之態，與《易．說卦》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兼三才而兩之」 
63

其理一也。

天地人三才思想，貫串《說文》全書表裏內外，除了是思想內核，也是體例纂輯的原

則。「始一終亥」部首序列、二十二干支部首類聚群組、六書組序乃至於文字取象賦義都

蘊含《易》理，一方面顯現許慎編制字書的顯、潛意識，所形成的獨特結構取向，另一方

面透露了本書的深層文化原則。

伍、《釋名》編纂形式與陰陽五行思想

東漢劉熙 
64

《釋名．敘》 
65

自言寫作動機，是探求百姓日常生活用器名物的「所以之

意」；方法是聲訓，「以同聲相諧，推論稱明辨物之意」用音近義通的字做訓釋詞，說明詞

的稱名緣由及詞義特點。傳世本《釋名》二十七篇， 
66

承襲《爾雅》義類群分的編排方式。

作為一本辭書，《釋名》編排體例自然遵循「以類相從」原則。同類中詞都是作者認為屬

性相同、相關的詞，例如：〈釋天〉共釋一百一十五詞，其中雖仍可再分成若干小類，但

都是與天文曆象相關的詞；〈釋水〉則均為水名等等，義項相同則聚合成類的做法十分顯

明。劉熙並未說明篇次安排與選詞的原則，那麼，其間是否有標準及規則？這些規律與陰

陽五行思想又有何種關係？關於《釋名》編纂體例的相關討論較少，以下先將《釋名》類

目分類後列表，其次概要敘述《釋名》編排體例以及篇次的順序理則，再者探究其選詞釋

62　 賴貴三：〈許慎《說文解字》引《易》補釋與《易》理蠡探〉，《春風煦學集——黃慶萱教授七秩華

誕受業論集》，2001 年 4 月，頁 101。論者認為：「『文』與『字』二元對待，而『六書』涵攝，兩

兩相耦—『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此與『兼三才而兩之』的《易》理相洽

吻合。……六書與《周易》六爻、六位、六虛之道，若合符節，如出一轍。」

63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352。
64　 由於《後漢書》不載劉熙事跡，而其〈文苑傳〉記載「劉珍」撰《釋名》三十篇，於是引發後人

對《釋名》作者的辨疑。經過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釋名》、郝懿行《晒書堂文集卷

七．劉熙釋名考》、畢沅《洪亮吉卷施閣文集卷十．釋名疏證序》等人考辨，大抵認為是劉熙字成

國所作。相關請見陳建初博士論文：〈《釋名》考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2005 年），頁 9-18。
李振興：〈釋名研究述略〉，《中華學苑》，第 53 期，1999 年 8 月，頁 57-58。

65　 《釋名．敘》：「自古造化製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

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為之名，故興於其

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

66　 《釋名》版本眾多，經陳建初博士論文〈《釋名》考論〉辨析，以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所用的畢

沅校本為佳，故本文擬以此本為底本。見陳建初：〈《釋名》考論〉（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頁 21-24。以下徵引《釋名》文句，悉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不另詳註。



28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例，析論其與陰陽五行思想的聯繫。

表 4.《釋名》篇目分類表  
67

自然 天文曆象 釋天 167

地理水文 釋地 2、釋山 3、釋水 4、釋丘 5、釋州國 7

人事 生理人倫 釋形體 8、釋姿容 9、釋長幼 10、釋親屬 11、釋言語 12、釋疾

病 26、釋喪制 27

食衣住行 釋道 6、釋飲食 13、釋采帛 14、釋首飾 15、釋衣服 16、釋宮室

17、釋牀帳 18、釋用器 21、釋車 24、釋船 25

禮樂教化 釋書契 19、釋典藝 20、釋樂器 22、釋兵 2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凝聚《釋名》的類聚篇目以及選詞釋義的思想內核，可歸類為「法天宗經」和「以人

為本」二原則。

一、法天宗經

《釋名》的篇目次第條理井然，前七篇首言天、地，再言山、水、丘、道、州國等自

然環境，第八篇起以「人」字開頭，言與形體、人事相關的篇目。細究上述篇目序列，令

人聯想起《說文》的纂輯體例思想內核，天地人三才之道。當然，這並不是指劉熙類聚篇

目的排定，是受天地人三才思想的影響，而是認為其選擇原則與此思想恰相吻合。

《釋名》篇次的安排，順依天、地、人之序列，第一篇〈釋天〉，第二篇〈釋地〉，

第三篇以下圍繞著「人」為中心。如前所述，「天」與一、元同氣，是化生天地萬物的

母體根源，劉熙釋「天」字說：「天，顯也，在上高顯也。……天，坦也，坦然高而遠

也。……《易》謂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又謂之玄。玄，縣也，如縣物在上

也。」 
68

釋「地」則說：「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

也。《易》謂之坤。坤，順也，上順乾也。」 
69

劉熙釋「天地」之聲訓字，透顯他對「天地」

的認知與義理詮釋。天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地則無所不覆，天地不僅是萬物的本源，而

且是政治之基；不僅是人之所始，且是神之所根。因此，二十七篇以〈釋天〉、〈釋地〉冠

首，顯示劉熙將戰國以來的文化傳統思維，發顯在辭書編制的結構取向上。

漢代的訓詁學沿著經學的基石開展，《釋名》是聲訓集大成的專著，書中選釋關於

「經學」和「五經」名稱，亦是持之有故。〈釋典藝〉先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一類

與上古賢君之書的名稱。其次，訓釋經、緯、圖、讖等與儒家經學典藝相關者。釋「讖、

67　類別後數字表篇次。

68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頁 1-2。
69　同上注，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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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字說：「纖也，其義纖微而有效驗也。」「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 
70

讖是秦漢

時方士、巫師預示吉凶的隱語，緯則附會儒家經典的義理旨意。讖緯作為古代文化的神學

啟示，思想內核包含陰陽五行思想和神話傳話。再者，解釋易、禮、儀、詩、尚書、春秋

等五經之名。其中《論語》及《爾雅》的選錄值得注意，因為《爾雅》書中所釋為經典中

詞語，訓釋的依據是五經故訓；《論語》則是記載孔子言行的語錄。〈釋典藝〉所釋經典多

為儒家典籍，展現劉熙雖為儒者仍濡染世情，釋義說解帶有陰陽五行色彩。

二、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釋名》在分篇取目上最顯著的特點。從第八至末尾二十七篇，總

計有二十篇，圍繞「人」為中心的類目，占全書最多篇幅。第八篇起先釋人本身的形體、

姿容，次釋人的長幼、親屬，再者釋人之語言。接下來是有關人類的食、衣、住、行、日

常用器，最後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疾病以及喪制。既釋人之本體，又釋人的生活日常用度；

既釋肉體，又釋精神；釋言語行為，又釋情感思想，這一切無不圍繞人而開展，與〈釋

名．序〉所說著書目的是為推求「百姓日稱」、「民庶應用之器」的名稱符應。

通觀全書，其篇目之安排以人為中心，上及天地自然，下至庶民日用，訓釋範圍包含

「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概括天地四時、邦

國都鄙、車服桑紀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用器，雖非萬物賅備，但是所釋名物，已較早期使用

聲訓之範圍大為增廣。

周祖謨指出《釋名》內部所釋詞的排列理則，劉熙將意義相近的詞相次排列，意義

相反的詞也比次在一起。 
71

如〈釋言語〉：言、語、說、序及罵、詈、祝、詛、盟、誓等意

義相近的詞相次排列外；意義相反如麤細、疏密、甘苦、成敗、亂治、沈浮等正反相對

的詞，也相鄰比次，予以訓釋。劉熙對詞彙的理解與分析，具有系統與科學性。他還因類

制宜，不同的類目的詞序也會有所調整。如〈釋天〉以「天」為始，接著是日、月、光、

景、氣等，依照天象、陰陽、四時、五行、干支的排列，基本呈現戰國至漢代陰陽五行思

想的發展脈絡。再如〈釋親屬〉篇，大體按照親疏、內外的順序釋名，先釋父、母、祖

父、兄、弟，再釋從祖祖父母、姑、姊、舅、甥等。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以「人體」為中心的類目，劉熙的編排處理格外

「排列有序」。如〈釋形體〉依循先整體後局部之序，先釋人、體、軀、形等名，接著釋

人體各部位；人體各部位名稱則依從上而下、從頭到腳的順序，由囟、頭、面順軀體而下

至足、跟；細部的人體體膚臟器，則循由外到內的順序，先釋毛、皮、膚，再釋骨、筋、

血；先釋胸、腹，再釋心、肝等。其餘外在的事物，也依社會生活為中心的編排，繞著

70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頁 211、212。
71　 周祖謨：〈書劉熙釋名後〉，收入《問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頁 888。作者說：

「其列詞也，義之相類者比而次之，而義之相反者亦然，如道、義，飲、食，冠、纓，衣、裳，

宮、室，寺、觀，屋、宇等詞連類相屬矣。而是、非，巧、拙，貴、賤，禍、福，哀、樂，吉、

凶，甘、苦等詞亦比而次焉。足見成國於紛繁詞語中，雅能探其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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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圈取材，無論釋言語、衣服、宮室、床帳、用器、車、船，乃至疾病，無不

與人民的生活有關，以人們日常頻繁習用與接觸的事物或概念作為主要的訓釋對象。

陸、結語

綜上所述，三部字典辭書纂輯體制主要目的是為經學服務。《爾雅》先人事後名物，

與儒家強調人倫關係密切；《說文》扣合《易》理；《釋名．釋典藝》訓釋五經典籍。其中

以《說文》形制體現陰陽五行思想最顯著，與許慎「五經無雙」的經學家身份關係密切，

「始一終亥」部首序、二十二干支字群組、全書篇目分佈、六書組序與部中屬字都浸潤混

融《易》說。《爾雅》關屬自然天地的門類眾多，與〈釋天〉詞條的細緻分類，顯影戰國

以降認為天地至為重要的思想。《釋名》首二篇為〈釋天〉、〈釋地〉，其中〈釋天〉詞條釋

義，大多明顯塗飾陰陽數術色彩。第八篇以下至末尾都環繞「人」為中心，雖不言法天人

本，但也難掩其實。

通觀其中蘊含的陰陽五行思想有二：（一）系統秩序：陰陽五行家認為，宇宙是一團

混沌的元氣，元氣分化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的消長化為四季，它們此消彼長地循環運

行，使萬物萌發、生長、成熟、收藏。字典辭書中的文字、釋義依類別、部首而井然有

序，暗合四時五行構成的系統學說理則秩序， 
72

循著這樣的規則，循環終始、生生不息。

（二）天人合一：漢字取象於「人體」，辭書類中字序也以「人」為中心，篇目順序排列

依天地人三才結構，串聯自然大宇宙與人體小宇宙，隱含天人相應相感之論。

誌謝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72　 陰陽以其消、息動力推動四時變化，四季再與五行配屬歸分；四季的流轉是「時間」的表現，五

方符應時節之遞嬗即是「空間」的展開，為萬物遷化之場所。時間、空間相互涵攝，空間中的萬

物在時間的遞嬗裡變動，依五行配屬彼此聯繫而生剋制化，宇宙的生機也便以此律動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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