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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一、 《北市大語文學報》為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暨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專業學術刊

物。本刊宗旨在於提升研究水準、開拓視域；在範疇上，也包括華文文學、臺灣

文學、域外漢學與語文教學、以及跨領域學科相關論文等。我們誠摯邀請前輩時

賢，惠賜鴻文。 

二、 為使本刊能成為嚴謹的學術期刊，在專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上與現今學術論文

刊物接軌，本期敦聘校外語文各領域學有專精的校外編審委員七位，按姓氏筆劃

排列為，王學玲教授（暨南大學中語系）、李嘉瑜教授（國北教大語創系）、林

啟屏特聘教授（政大中文系）、范宜如教授（師大國文系）、許朝陽教授（輔大

中文系）、黃美娥教授（臺大臺文所）、廖棟樑特聘教授（政大中文系）及校内

編輯委員三位，深致由衷的謝忱。未來，我們更期待本刊能在編審會實質運作和

功能發揮中，使形式和内容都更上層樓，能進入THCI學術行列，以及A&HCI、

SCOPUS 等國際學術資料庫。 

三、 本期通過審查刊載的論文共有三篇：一為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巫俊勳的〈論

《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之編輯特色與流衍〉，明代蕭良有編《翰林筆

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以上下欄版式，將《洪武正韻》節略成〈韻律〉，《經

史海篇直音》改依部首門類置於下欄，達到篇韻並陳之效果。亦收錄〈異施字義〉、

〈分毫字義〉、〈諸經難字〉、〈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

〈定聲方位〉、〈分聲清濁〉、〈辨聲要訣〉、〈調聲掌法〉、〈背部字文〉、〈奇字便覽〉

等字學相關內容，融字書、韻書、字學於一體，堪稱便利，在當時蔚為風潮，在

字書學史應有其地位。復次為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金周生〈文學作品對平仄的迷

思〉，文學講究「平」「仄」，是漢語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金周生在本文提出「平

上去入」四聲與「平」「仄」之別，在六朝有其產生的特殊語言背景；當時聲調分

四種，平聲是「平調」，上去入三聲是「非平調」，平調可以延長其讀音，非平調

則否，平仄形成文學格律長短音的節奏美。其後「方音」或「通語」四聲與六朝

不同，平聲未必全平，仄聲或有平調，則早先所分的「平」「仄」，失去其客觀語



II  

言的支撐；由於《切韻》系韻書做為讀書人科考定音工具，舊有平仄格律深入人

心，故一千五百年來的文學作品，仍然受制於這種「平仄文化」中，直至近百年

才有大幅衰退現象。從而在文本中提出以為隋唐以來，平仄之分實已不符口語，

因此各類文學好用「平仄律」，實是一種「迷思」的結論。最後是中興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黃慧鳳〈論廖玉蕙散文中的慈母教養思維〉，對廖玉蕙以女性、人妻、母

親與老師等多重身分與視野書寫其教育觀念，提出嚴母與慈母的教養辯證。黃慧

鳳教授著眼於廖玉蕙大多來自現實生活體悟的散文文本，探討其實踐「愛的教育」

的參考面向，以見世人親子教育與人格的養成過程。 

四、 本期學報得以順利出刊，感謝所有投稿者的支持、審查委員的撥冗審稿，以及編

審委員會全體委員、編輯部同仁和聯華打字行的鼎力協助，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

謝意。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部  1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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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之編輯特色與流衍 1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九期；1-38頁•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8年12月 

 

論《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 

之編輯特色與流衍 
 

巫 俊 勳 
 

【 摘 要 】 

明代蕭良有編《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以上下欄版式，將《洪武正

韻》節略成〈韻律〉，《經史海篇直音》改依部首門類置於下欄，達到篇韻並陳之效

果。亦收錄〈異施字義〉、〈分毫字義〉、〈諸經難字〉、〈字有六書〉、〈字有八

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定聲方位〉、〈分聲清濁〉、〈辨聲要訣〉、

〈調聲掌法〉、〈背部字文〉、〈奇字便覽〉等字學相關內容，融字書、韻書、字學

於一體，堪稱便利，在當時蔚為風潮，在字書學史應有其地位。 

 

關鍵詞：蕭良有、海篇心鏡、四聲篇海、海篇、海篇類字書 

 

 

                                                 
107.09.03 收稿，107.12.26 通過刊登。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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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代以降，韻書與字書往往並行。宋初陳彭年等奉敕重修《廣韻》，亦增修《玉

篇》；丁度等編《集韻》，司馬光亦總成《類篇》；金朝韓孝彥、韓道昭《改併五音

類聚四聲篇》（以下簡稱《四聲篇海》），亦改併《五音集韻》。相近之韻書與字書

同時並行，乃為當時常態。 

《四聲篇海》雖是金人所編，在明代卻頗流行，至今仍有多部修訂本1留存，亦多

有以之為底本重修之字書。李登《重刊詳校篇海》2則大幅刪訂收字與說解，屠隆《篇

海類編》與張忻《訂正篇海》再據此而修訂。 

《四聲篇海》亦稱《海篇》3，明代亦多有以《海篇》為核心詞命名者。如不著撰

人之《新校經史海篇直音》（以下簡稱《海篇直音》）、將《四聲篇海》之切語皆改

為直音，亦頗為流行。萬曆十年（1582），蕭良有《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

（以下簡稱《筆削心鏡》），在《海篇直音》之基礎上，改為上下雙欄版式，加入《洪

武正韻》（以下簡稱《正韻》）之簡縮本，並增收附錄，一時蔚為風潮。故本文擬深

究之4。 

《筆削心鏡》之編者蕭良有，據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云： 

蕭良有，字以占，號漢冲，漢陽人。弱冠舉湖廣鄉試。庚辰（萬曆八年，1580）

會試一名，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丁憂，甲申（萬曆十二年，1584）復除

原職。丁亥，陞脩撰。戊子主浙江，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壬辰

陞洗馬，充日講官，主考鄉試順天。乙未（萬曆廿三年，1595年）陞國子監祭

酒。本年准回籍。己亥（萬曆廿七年，1599）致仕，卒。5 

 

 

                                                 
1 明代重刊《四聲篇海》，今仍可見者，有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成化丁亥（1467）、正德乙亥（1515）、

萬曆己丑（1589）等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乙亥（1575）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有己丑重刊

本。 
2 ［明］李登《重刊詳校篇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2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全書部首 445 部，較《四聲篇海》新增一臭部。收字約 38,000 字，較《四聲篇海》少約 17,000 字。 
3 ［明］釋真空《篇韻貫珠集》（出版地不詳，［明］弘治戊午（1498）原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

書室藏），有〈改併《玉篇》今成《海篇》部頭數目〉、〈改併《玉篇》成《海篇》部首隱顯例〉，所

謂《海篇》就是《四聲篇海》。 
4 目前所見，上下欄版式，合字書、韻書為一者，以此書為最早，故本文視為原創者。 
5 參見［明］過庭訓《明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53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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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記載，《筆削心鏡》正完成於丁憂期間。 

本書全名《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據卷首〈字義廥攟心鏡叙〉云： 

字學不明，模圖翎噭，余慨同文之世，有字不通，方到此耶。歷絫金匱秘藏，

直玉堂清暇，採粹錦于往哲，匯心鏡於明時。統之《正韻》，以一其榘；窺之

六經，以難其義。析之分毫，有三呼而五失者；辨之點畫，有一字而四解者。

參互考訂，別異會同，斤斤然理軌纖紀，餖飣 噱，則余之分門列部，庶幾近

裁割門之製美錦者也。 

所謂「翰林」指蕭良有正任職翰林院之時，「筆削字義」即以六經考正字義，「韻

律」即《正韻》之節本，稱「鰲頭」本書可輔助士子求取功名，所謂「海篇心鏡」是

以《海篇直音》為底本，以古今為修訂之依據。 

《筆削心鏡》今可見傳本有四： 

(一) 萬曆壬午（十年，1582）序，書林澗泉葉如琳刊本。半葉10行，版心上方有「文

房心鏡」。序题「字義廥攟心鏡叙」（有界8行16字），序末署「萬曆拾年歲次玄

默之治敦牂林鍾穀旦（壬午年六月吉日），玉署視草院6漢冲子蕭良有譔 。」卷

一首行「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卷之一」，次三行「翰林院編脩漢冲蕭

良有著／上饒瀘東余應奎訂／書林澗泉葉如琳梓」7。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存1-9，

13-20卷）。 

(二)萬曆壬午（十年，1582）序，書林吳氏三友堂刊本，半葉11行，注文小字雙行。

序题「字義廥攟心鏡叙」（有界9行16字），序末署「萬曆拾年歲次玄默之治敦牂

林鍾穀旦（壬午年六月吉日），玉署視草院漢冲子蕭良有譔 。」卷一首行「翰

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卷之一」，次三行「翰林院編脩漢冲蕭良有著／上

饒瀘東余應奎訂／吳氏三友堂梓」8。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存1-12、14、15、19、

20卷）。 

(三) 萬曆甲申（十二年，1584）序，王廷極，唐廷仁校梓本，半葉11行，注文小字雙

行，與吳氏三友堂本同。序题「字義廥攟心鏡叙」，序末署「萬曆甲申仲春月漢

陽漢冲蕭良有譔」， 卷一首行「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卷之一」，次三

                                                 
6 所謂「玉署視草院」，據［明］黃佐《翰林記‧公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

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載：「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玉署」

即「玉堂」，與「視草院」皆翰林院之別稱。 
7 參見日本 大岩本 幸次〈明代海篇類字書知見錄〉，《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宮城縣：東北大

學，2004 年），卷 9，頁 113。 
8 同前註，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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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翰林院編脩漢冲蕭良有著／上饒瀘東余應奎訂／東汝紹東王廷極、繡谷龍泉

唐廷仁校梓」。（如書影1，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

源」收入。） 

(四) 萬曆甲午（廿二年，1594）序，王廷極，唐廷仁校梓本，版式與吳氏三友堂本同。

序末署「萬曆甲午仲冬月漢陽漢冲蕭良有譔」，次三行「翰林院編脩漢冲蕭良有

著／上饒瀘東余應奎訂／東汝紹東王廷極、繡谷龍泉唐廷仁校梓」。（如書影2，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收入。） 

與甲申本相較，版式刊訂者皆同，內容卻不盡相同。以卷一上層〈異施字義〉來

說，甲申本說解方式是：「期，上平，音箕，會也／又音箕，周年也。」甲午本則是：

「期，音期，會也。／又音箕，周年也。」甲申本平聲區分上下。又如「車」字，甲

申本作：「上平，音居，│馬也。／下平，音唓，輿輪總名。」甲午本作「音居／輿

也。」似乎不拆分為二音二義。 
此外，《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著錄有萬曆十一年書林吳氏三友堂刊本，藏於

北京大學圖書館、陝西省大荔縣朝邑文化館、青海省圖書館9。從北大圖書館所提供書

影來看，版式內容與甲午本同，甲午本應是承三友堂本而來。 
國內可見版本為甲申本與甲午本，本文即以甲申本為主要討論依據，有疑義再參

酌甲午本。 

 

二、《筆削心鏡》之版式與附錄內容 

(一)《筆削心鏡》之版式 

1. 版分上下欄，字書、韻書並陳 

書籍之版式分上下欄，明代著作已多有，如國家圖書館藏嘉靖14年（1535）刊朱

熹《文公小學》，已分上下兩欄。下欄半葉7行，行15字；上欄無界格，以小字標注音

釋，每行3字（書影3）。 

本書亦分上下兩層，上層依次為〈異施字義〉、〈分毫字義〉、〈諸經難字〉、

《韻律》，下層則是〈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

〈定聲方位〉、〈分聲清濁〉、〈辨聲要訣〉、〈調聲掌法〉、〈背部字文〉、〈奇

                                                 
9 參見陽海清等《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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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便覽〉及《海篇》字書。上層〈韻律〉即《正韻》之釋義節略直音本，下層是依《海

篇直音》修訂而成之字書，全書合韻書與字書為一。 

2. 下欄字書部分，版式整齊，字頭對齊 

字書之刊刻，字頭大字，音釋小字雙行，每行依字次而行為通例。而元、明刊刻

字書、韻書，已有字頭對齊，排列整齊之版式。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元至正丙午（1366）南山書院所刊之《廣韻》與《玉篇》即已

如此編排。其《廣韻》，半葉12行，每行大字字頭9，每一字頭下音釋小字雙行，每行

字數依需求調整。（如書影4）；《玉篇》則是半葉12行，每行字頭大字5，每字頭下

雙行小字音釋，每行字數依需求調整（如書影5）。 

明代承此方式而編者有《海篇直音》。不僅將《四聲篇海》之反切皆改為直音，

字頭亦採排列整齊之版式。今可見主要有每行字頭五字本與六字本兩種版式：五字本

如嘉靖23年（1544）勉勤堂刊《新校經史海篇直音》，分10卷，半葉11行，每行大字

字頭5字，每大字下音釋，小字雙行，每行4字，依需求調整（書影6）。六字本則如國

家圖書館館藏之明初刊本，分5卷，半葉11行，每行大字字頭6字，每大字下音釋採小

字雙行，行4字，依需求調整。 

本書下欄之字書，與《海篇直音》五字本相近，亦是半葉11行，每行大字字頭5字，

每大字下音釋採小字雙行，行3字，依需求調整。因須留上欄之空間，故小字緊縮一字。 

3. 陰陽文並見，以陰文標記部首與字次 

元、明刻書，往往以陰文標記關鍵部分以起提示作用。如金‧刑準《增修累音引

證群籍玉篇》（以下簡稱《群籍玉篇》），以陰文標記每部中之筆劃數。明代刻之《四

聲篇海》、《海篇直音》皆承此陰陽文並見之方式，而《四聲篇海》首卷之〈新集背

篇列部之字〉，則是以陰文標記聲類次第。前述元代至正丙午刻之《廣韻》，以陰文

標記韻次及「亦作」之術語；《玉篇》以陰文標記「又音」、「亦作」、「又作」、

「書作」等術語。六書類字書，如明初趙撝謙《六書本義》，則以陰文標記構形分析

之六書屬性。韻書如嘉靖十五年（1536）刊《古今韻會舉要》，其凡例更將舉凡出處、

音讀、重文等注釋，均以陰文標記。 

本書則以陰文標記部首次第與筆劃數，惟標記並不完全，體例並不統一。 

(二)《筆削心鏡》之附錄 

字書卷首加收附錄，《玉篇》即已有之。如前述《玉篇》刊本，卷首附〈玉篇廣

韻指南〉，計收錄〈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切字要法〉、〈辨字五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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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十四聲法〉、〈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濁傍通撮要圖〉、〈三十六字母切韻法〉、

〈切韻內字釋音〉、〈辨四聲輕清重濁總例〉、〈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五音

聲論〉、〈雙聲疊韻法〉、〈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羅文反樣〉、〈奇字指迷〉、

〈字當避俗〉、〈字當從正〉、〈字之所從〉、〈字之所非〉、〈上平證疑〉、〈下

平證疑〉、〈上聲證疑〉、〈去聲證疑〉、〈入聲證疑〉、〈分毫字辨〉。 

金‧韓道昭《四聲篇海》，元刊本首卷附有〈重編併部依三十六母再顯之圖〉，

將遭合併之原有部首135部（《玉篇》121部、《龍龕》14部），依部首聲類編排，逐

一說明該部首重新併入之部；其後則是松水昌黎門人洨川竇慶進補添之〈新集背篇列

部之字補添印行〉，字次依注中部首之聲類排列，聲類次第以陰文標示；最後則是〈己

丑重編雜部〉10，字次大致依筆劃數排列，重體之字則置於後，先重二體，再重三體、

重四體者，同類之字則依筆劃數多寡。 

明成化七年（1471）重刊《四聲篇海》，首卷附〈重編併部依三十六母再顯之圖〉、

〈新集背篇列部之字補添印行〉外，〈己丑重編雜部〉改為〈辛卯重編增改雜部〉11，

依四聲編次，並以陰文標示。其後再附「韻有舊篇元無今且暫列于此便於揀討之易耳」

之字，計16字。最後附〈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兩篇，與〈《玉篇》《廣韻》指

南〉相近。 

《海篇直音》卷首附〈背篇列部之字引〉，內容即《四聲篇海》之〈新集背篇列

部之字〉與〈雜部〉之內容。 

本書卷一下層〈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定

聲方位〉、〈分聲清濁〉、〈辨聲要訣〉、〈調聲掌法〉、〈背部字文〉、〈奇字便

覽〉等。各卷上層〈異施字義〉、〈分毫字樣〉、〈諸經難字〉、〈韻律〉，都算附

錄性質。其中〈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定聲

方位〉、〈分聲清濁〉、〈辨聲要訣〉、〈調聲掌法〉等項，僅是抄錄，至於〈背部

字文〉、〈奇字便覽〉、〈異施字義〉、〈諸經難字〉、〈韻律〉則可見編者用心之

處。 

1.〈背部字文〉：《四聲篇海》大幅刪併部首，將《玉篇》542部及據《龍龕》增

補之37部合併為444部，不僅在正文中將重新歸部之字加「 」標記，更將被合併之

135個部首依聲類編排，編成〈重編併部依三十六母再顯之圖〉，透過此圖，可瞭解併

                                                 
10 此處雜部篇首題「己丑重編雜部」，篇末則題「己丑新集雜部卷終」。此處「己丑」，依本書卷二卷首

題「至元重刊五音篇卷第二」，應是元世祖至元廿六年（1289）年重刊時所新集。 
11 成化本《四聲篇海》，其〈辛卯重編增改雜部〉卷末題「崇慶己丑新集雜部至今成化辛卯刪補重編卷終」，

崇慶乃金衞王之年號，僅壬申（1212）一年而已，所謂「崇慶己丑」，不知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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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後之流向，具有檢索之功能。卷首又附有竇慶進補添之〈新集背篇列部之字補添印

行〉，每字僅列出反切與歸部，如：「亭，大丁切，高部。」「命，眉病切，口部。」

每字部首位置多不明確，故本篇所謂「背篇列部之字」，疑是指「背離原篇歸部原則

之字」，即從字構本身無法輕易判分部首之字，竇慶進逐一摘出列於卷首，與前圖皆

是說明歸部之作，或可視為《字彙‧檢字》之濫觴。《四聲篇海》首卷亦採《龍龕手

鑑》之法，附有〈雜部〉，將無法歸部之字匯聚一處。元刊本大致依筆畫數排列，其

後再附重二體、重三體、重四體之字；明刊本則在此基準上再依平、上、去、入四聲

排列。《海篇直音》將《雜部》併入〈背篇列部之字〉，除改切語為直音外，未做其

他更動。 

本書卷一下之〈背部字文〉，主要為《海篇直音》之〈背篇列部之字引〉刪去重

體之部分（另擴編為〈奇字便覽〉），改依部首之門類編排。原雜部之字，本書大多

加以歸部，並注明歸部。如「事」字，《四聲篇海》歸入卷首雜部：「事，仕厠切，

奉也，聀事也。」《海篇直音》併入〈背篇列部之字〉：「事，音示，奉也，聀也。」

本書歸入〈背部字文〉：「事，音似，一部。」應可視為字書之「難檢字表」之濫觴。 

2.〈奇字便覽〉：《四聲篇海》雜部重體字之部分，《海篇直音》併入〈背篇列部

之字引〉，本書則獨立成篇，擴充為〈奇字便覽〉，收各類同體字形：〈重疊類〉62

字、〈並肩類〉214字12、〈三同類〉119字13、〈四色類〉45字、〈兩挾類〉102字、〈腰

截類〉27字，合計569字。每字下加直音及注明歸部。如「皕」字，《四聲篇海》歸入

雜部：「皕，音逼，二百。」《海篇直音》併入〈背篇列部之字〉：「皕，音逼。」

本書歸入〈奇字便覽〉：「皕，音逼，一部。」亦可視為字書之「難檢字表」之濫觴。 

3.〈異施字義〉：卷一上層〈異施字義〉，計收〈純平〉16字，〈純仄〉114字，

〈平仄〉209字，合計收錄339個歧音異義之字。如「於」字下云：「上平音于，即也。

又音烏，歎美辞。」 

4.〈分毫字義〉：卷二至卷四上層為〈分毫字義〉，即收錄形近字組。楷書字形相

近容易混淆，早在唐代顏元孫《干祿字書》即已注意到此一問題，書中已附有「童僮、

沖种、彤肜」等易混之例14；《玉篇》卷首附有〈上平證疑〉、〈下平證疑〉、〈上聲

                                                 
12 原書注記 119 字，實為 214 字。 
13 原書注記 129 字，實為 119 字。 
14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序云：

「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注云：「謂彤肜、宄究、禕褘之類是也。」凡內文如「彤肜：上赤色徒冬反，

下祭名，音融。」上下字義不同者都屬此類。據曾榮汾《干祿字書研究》第五章第二節統計，屬此類者

計 97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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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疑〉、〈去聲證疑〉、〈入聲證疑〉與〈分毫字辨〉，列有205組字形相近之字15。

郭忠恕《佩觿》中、下兩卷以四聲分10段：〈平聲自相對〉、〈平聲上聲相對〉、〈平

聲去聲相對〉、〈平聲入聲相對〉、〈上聲自相對〉、〈上聲去聲相對〉、〈上聲入

聲相對〉、〈去聲自相對〉、〈去聲入聲相對〉、〈入聲自相對〉，辨析760組。本書

計收〈總要〉79組158字、〈天文〉27組54字、〈地理〉92組184字、〈人物〉91組182

字、〈身體〉198組396字、〈聲色〉8組16字、〈飲食〉21組42字、〈文史〉4組8字、

〈干支〉7組14字16、〈花木〉142組284字17、〈數目〉8組16字、〈人事〉181組362字、

〈珍寶〉37組74字、〈宮室〉34組68字、〈器用〉47組94字18、〈鳥獸〉126組252字、

〈衣服〉58組116字、〈通用〉34組68字、〈  〉39組78字、〈弋戈〉7組14字、〈日

目〉67組134字、〈冫 〉41組82字、〈木禾〉129組258字、〈艹竹〉203組406字、〈亻

彳〉70組140字、〈尸戶〉13組26字、〈厂广〉22組44字、〈扌牜〉77組154字、〈冖

宀〉9組18字、〈攴支〉14組28字、〈九丸〉3組6字等，合計1888組，3776字。 

其中從〈天文〉到〈通用〉是部首相同，另一組成部件字形相近之形近字組，大

多是形聲字組，形符相同，聲符形近，因此兩字字音多不同；從〈  〉到〈九丸〉，

則是部首形近，另一組成部件相同之形近字組，大多亦是形聲字組，聲符多相同而形

符形近，因此字音亦多相近。〈總要〉則是不屬於上述兩類者。從音釋內容來看，〈分

毫字義〉之音釋與下層字書內容多相近，應是本書編者據字書內容逐一對比錄出，與

《玉篇》之〈分毫字辨〉，乃後之刊者補入不同19。因此收錄字組高達1888組，比《佩

觿》多出1128組，可算最全面之形近字組。 

5.〈諸經難字〉：卷五至卷九上層為〈《書經》難字〉、〈《易經》難字〉、〈《詩

經》難字〉、〈《禮記》難字〉、〈《春秋》難字〉、〈《小學》難字〉。即明代胡

廣編之《五經大全》（《書經》、《易經》、《詩經》、《禮記》、《春秋》）與朱

熹所著《小學》中之難字注解。所謂「難字」，多僅釋音讀或歧音異義之注解。每經

皆列出篇章名，再大致依文中字次排列。故讀經時，本編置於側，遇難字無須查找便

迎刃而解，故本編之作用，直可視為五經之注釋。 

                                                 
15 《玉篇》卷首附有〈上平證疑〉、〈下平證疑〉、〈上聲證疑〉、〈去聲證疑〉、〈入聲證疑〉，內容

如「鍾：酒器；鐘：樂器。」，也是辨析易混之字，四聲共收錄 81 組；〈分毫字辨〉則收錄 124 組，

合計為 205 組。 
16 原書注記 16 字，應是 14 字之誤。 
17 原書注記 260 字，應是 284 字之誤。 
18 原書注記 96 字，應是 94 字之誤。 
19 〈分毫字辨〉第一組：「遝還，上徒荅切，合也。下胡關切，反也。」《玉篇‧辵部》：「遝，徒合切，

迨遝行會也。」「還，胡關、徐宣二切，退也，復也。」兩者音義關連不大。 



論《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之編輯特色與流衍 9 

6.〈韻律〉：卷十至卷二十上層〈韻律〉，另依《正韻》之編次，精簡釋義，每

字加直音，簡化為〈韻律〉，可視為《正韻》之直音簡縮版。韻書之編輯，同音之字，

於韻字前加「○」標記，僅於韻字下加注切語，其後之同音字則不再注音。本書〈韻

律〉每一韻字前仍加「○」標記，同音之字皆注出直音。韻字與同音中之常見者互注，

其餘則以前兩字為注，如：「同，音童」，「童，音同」，兩字互為直音。其餘則是

「僮、曈、朣、橦、罿、穜、潼、犝、 、氃、艟，音童」，「侗、瞳、銅、峒、桐、

絧、 、筒、筩、衕、鮦、酮、挏、詷、 、彤、 、 、鼕、浵，音同」，除瞳字

外20，似有同聲符之字，若與聲符同音，則以聲符標注之傾向。 

若《正韻》異讀而下層字書已無別者，〈韻律〉往往改依下層字書音讀直音。如

東韻蓬字下云：「音彭，蒿也。又姓。」《正韻》彭字在庚韻－蒲庚切。下層艸部 21

字下云：「音彭，蒿草也。」又如東韻：「○龍，音聾，麟虫之長。」「○隆，音龍，

盛、豐、尊、高、大也。」合《正韻》兩韻字為一音。下層阜部隆字下云：「音龍，

盛也。」可見其直音多與下篇字書同，未必全依《正韻》。若為多音字，字書僅注單

音，則以同音字為注。如平聲東韻蝀字，字書虫部蝀字音董，則〈韻律〉作「蝀－音

東」，仍從《正韻》之音讀。 

所謂「篇韻」，即字書與韻書相副而行。如：《廣韻》／《玉篇》、《集韻》／

《類篇》、《四聲篇海》／《五音集韻》。相近之韻書與字書同時並行，乃為當時常

態。明初《洪武正韻》（以下簡稱《正韻》）編成，以為字音規範。《四聲篇海》則

為當時頗為流行之通俗字書，據其改編之《海篇直音》亦頗流行。本書字書部分據《海

篇直音》版式刊刻，另依《正韻》之編次，精簡釋義，每字加直音22，簡化為〈韻律〉，

以上下欄並呈字書與韻書，從其後大量仿製來看，在當時應是深受肯定。 

 

三、《筆削心鏡》之編輯特色 

本書下層卷二至卷二十字書部分，不論各部之收字、字次、說解方式（直音加釋

義），皆與《海篇直音》相近；其版式，半葉11行，每行字頭5字，亦與勉勤堂本相近，

可推測，本書即以五字本之《海篇直音》為底本而進行修訂。然《海篇直音》除說解

外，其立部歸字幾與《四聲篇海》無異，故以下即就部次、部首增刪、歸部屬字之探

討，仍多以《四聲篇海》為參照對象。 

                                                 
20 下層目部瞳字音童，符合以同音聲符注音之傾向。 
21 艸部有「 」無「逢」，「 」即「蓬」字。 
22 〈韻律〉依《正韻》編次，每韻字仍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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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次改聲類序為義類序 

字書部首編次之發展，《說文》據形系聯，《玉篇》改為大致據義編次。至宋代，

則有兩大發展方向。一是依部首之聲韻編排，如《龍龕》依部首之聲調，依平、上、

去、入編排；《四聲篇海》部首則改依部首之聲類，依牙音（見溪群疑）、舌頭音（端

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澄孃）、重脣音（幫滂並明）、輕脣音（非敷奉微）、齒頭

音（精清從心邪）、正齒音（照穿神審禪）、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半

徵半商音（來日）之次第排列。《海篇直音》承之。 

另一則是依部首之義類編次，宋代戴侗《六書故》，據部首義類編次，分為「數位、

天文、地理、人、動物、植物、工事、雜疑」8類；明初趙撝謙《六書本義》據之，刪其

「雜疑」一類，將「工事」細分為「飲食、服飾、宮室、器用」4類，計分為「數位、天

文、地理、人物、蟲獸、植物、飲食、服飾、宮室、器用」等10類；魏校《六書精蘊》

則將「人物」分為「人倫、人體」，「動物」分為「蟲魚、鳥獸」，計分為「象數、天

文、地理、人倫、人體、宮室、飲食、衣服、器用、艸木、鳥獸、蟲魚」等12類。 

《海篇直音》雖承《四聲篇海》之部次，卻刪其聲類之標注，重析分為5卷或10卷，

每卷部首重新計次，反倒失去以聲類檢字之便利性。本書雖以《海篇直音》為底本，

部次改從義類編次，與《六書精蘊》相較，合併「鳥獸、蟲魚」為一類，新增「時令、

聲色、干支、卦名、文史、珍寶、人事、通用」等8門、計分「天文、地理、人物、聲

色、器用、身體、花木、宮室、飲食、鳥獸、干支、卦名、文史、珍寶、人事、衣服、

數目、通用」等19門。此後《海篇》類字書多承之。 

本書干支門收「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戌、亥」等22部，將子部歸入人物門，酉部歸飲食門，與

《說文》全置於卷末不同。 

(二)部首採《海篇直音》而有所增減 

《海篇直音》承《四聲篇海》之444部，本書則是在《四聲篇海》444部之基礎上，

刪去「 、 、步」等3部，增加干支門之「丙、庚、寅、壬、巳、午、未、戌」等8

部，人事門「才」部，及通用門之「南、之、乎、者、矣、焉、哉」等7部，合計457

部。以下分述之。 

1. 刪部之討論 

(1) 部：《海篇直音》「壬」字作「 」，兩者字形相近，故將「壬」併入 部。

本書增立壬部，將原 部之字，一併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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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海篇直音》 部收「 、 、 」等3字。其 下云：「音疑，木支曲

頭止不能上。」 即《說文》之 字。《說文‧ 部》之 字：「木之曲頭止不

能上也。」收「 、 」等2字。《玉篇》承之，其 部 下云：「五溉切、古

兮切。木枝幹止不能上。亦作礙。」亦收「 、 」2字，惟屬字字形已與「禾」

同化。《四聲篇海》承之，仍立 部，收「 、 、 」等3字，《海篇直音》承

之。因其字形與「未」相近，故《筆削心鏡》未字下云：「音味，辰名，歲年曰

協洽。又音疑，木枝曲頭正不能上。」將 字與未字合併而併入未部，「 、 」

2字亦併入。另「 、 」2字亦作「 、 」，則歸入禾部。 

(3) 步部：《海篇直音》步部收「步、歲、 、歳」等4字，《筆削心鏡》刪去步部，

「歲」入歲部，步字並未歸入止部，似乎遺漏此字。 

2. 增部之討論 

   本書部次改以義類分門，增加干支門之「丙、庚、寅、壬、巳、午、未、戌」

等8部，人事門「才」部，及通用門之「南、之、乎、者、矣、焉、哉」等7部。 

(1) 恢復所有干支字為部首：《說文》將10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及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皆列

為部首，依序置於卷十四末，其中「甲、丙、丁、庚、壬、癸、寅、卯、未、戌、

亥」等部未有屬字，部中僅部首一字。依《說文》說解，如：丙（从一入冂）、

辰（从乙匕，厂聲）、未（象木重枝葉）、戌（从戊一）等皆可進行歸部，將上

述各字獨立為部首，乃因其為干支之故。《玉篇》亦承之，不論有無屬字，干支

字仍作為部首。值得留意的是，《玉篇》甲部收入「 －下甲切」、丁部收入「

－他丁切」，已有聲符歸部之情形。《群籍玉篇》亦保留干支部首，惟部次略有

調整，將甲部改移至申部前，以「甲、申」二字形近而併列。《四聲篇海》則刪

去「丙、庚、寅、壬、巳、午、未、戌」等8部，本書恢復此八部，分述如下： 

 丙部：《說文》丙部無屬字，《玉篇》、《類篇》承之。《群籍玉篇》丙部據《廣

集韻》增收入「邴、 」2字，邴字亦在邑部，「 」字在攴部，《群籍玉篇》

重出以聲符歸部。《四聲篇海》則刪去丙部，「丙」字改入一部，「邴」字歸入

邑部，「 」字入攴部。本書丙部收「丙、昺、炳、 、陃、窉、邴、 、 、

怲、 、 、 、 、 、 、柄、苪、 、 、 、 、鈵、 、蛃、 、病、

、抦、 」等30字，其中除「 －音燒、 －音 、 －音泄、 －音漏」等

字非從丙得聲外，其餘各字部首皆為聲符。 

 庚部：《說文》庚部無屬字，《玉篇》承之，《類篇》增收「康」字。《群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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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庚部增收「鶊、 、賡」等3字，改以聲符歸部，《四聲篇海》「庚」字改

入广部，「鶊」入鳥部，「 」入隹部、「賡」入貝部。本書庚部增收入「賡、

鶊、 、 、 」等5字。 

 壬部：《說文》壬部無屬字，《玉篇》、《類篇》承之。《四聲篇海》依字形與
23相近，將其併入 部。《說文》 部 字下云：「善也。从人士。士，事也。

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鉉曰：「人在土上， 然而立也。」依《說文》釋形

「從人士」，字形應作「 」，《玉篇》、《四聲篇海》從之。依徐鉉注語「人

在土上」，字形應作「 」，《廣韻》、《集韻》從之。郭忠恕《佩觿》：「 、

：上如林翻，北方干也，字中畫長；下他頂翻，人 然而立也，从人下土。」

以「士、土」為「壬、 」之別。《四聲篇海》 部：「 ，他井切，善也。證

也。召也。成也。驗也。審也。虛也。  ，而林切，爾雅曰：太歲在 曰玄

黓。」 、 同形異字， 加 標記，表示由壬部合併而來。 部收入「 徵、

朢、 、 、 、 」等從 之字。本書 下云：「音人，十干名。太歲在│曰

玄黓，月在│曰終。」 下云：「音挺，善也，證也。與 字不同。」 部收入

「 、紝、妊、任、衽」等從壬之字，亦收入「朢、 、 、廷、現、徵、 、

、重」等從 之字。 

 寅部：《說文》寅部除重文外，無屬字，《玉篇》、《類篇》承之。《群籍玉篇》

增收入「戭、 」兩字，本書收入「寅、演、夤、戭、瞚、 、 、縯、螾」等

9字。 

 巳部：《說文》巳部收「巳、 」2字，《玉篇》巳部收「巳、 、 」3字，《類

篇》承之。《群籍玉篇》巳部增收入「 、 、巶、 、 、 、 、 、 、 」

等字，本書巳部僅收入「巳、巽、祀」3字。「 、 、巶、 、 、 、 、 、

」等字本書皆併入己部，因本書「己、巳」2字字形無別，皆作「巳」。「 」

則未收。 

 午部：《說文》午部收「午、啎」2字，《玉篇》、《類篇》、《群籍玉篇》從

之。本書收入「午、旿、 、仵、 、忤、汻、 、吘、 、 、 、 、許、

迕、 、啎」等17字。 

 未部：《說文》無屬字，《玉篇》、《類篇》、《群籍玉篇》皆承之。《說文》

未部未字下云：「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因「未」

為12地支之一，雖無屬字，《說文》仍立為部首。《四聲篇海》依字形將其併入

                                                 
23 字今標準國字作 ，今為行文方便，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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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部。本書收入「未、味、 、 、 、 、祙、 、 、 、 、 」等12字。

其未字下云：「音味，辰名。歲在未曰協治。又音疑，木枝曲頭正不能上。」合

「未、 」為一字。原《四聲篇海》 部之「 、 」2字亦一併收入。「味、 、

、 、祙、 」等字則是從未得聲之字，本書改以聲符歸部。 下云：「音制，

禁制也。斷也。」《說文解字．刀部》 下云：「裁也，從刀從未；未，物成有

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玉篇》、《廣韻》等作「制」。《四聲篇海‧刀

部》引《餘文》：「 ，征例切，禁制也。又斷也。」本書除刀部亦收入外，亦

收入未部。 

 戌部：《說文》戌部無屬字，《玉篇》承之，《類篇》則增收 字，《群籍玉篇》

從之。本書戌部收入「戌、 、 、 、 、珬、 、 」等8字。 

   上列新增各部收入之字，《海篇直音》已歸入適當之部，《筆削心鏡》新增

部首，這些歸入之字，大多並未從原部刪除，因此，都成為兩部重出之字。 

(2) 方位之「南」部：《四聲篇海》已有「東、西、北」等3部，本書通用門收入東、

西、南、北部，故增立南部，收「南、暔、湳、罱、喃、腩、楠、揇、諵、 、

、 、 」等13字。 

(3) 語助詞之部：《四聲篇海》已有語助詞也部，本書將範圍擴大至「之、乎、者、

焉、矣、哉」： 

 之部：之部收「之、 、 、芝、 、 、 、 」等8字。 

 乎部：本書乎部收「乎、 、泘、垀、 、 、 、軤、呼、 、虖」等11字。 

 者部：本書者部收「者、暑、暏、煑、 、 、 、渚、 、陼、堵、都、媎、

、斱、赭、 、署、 、 、睹、啫、踷、屠、箸、楮、偖、闍、 、琽、賭、

、豬、 、猪、 、觰、 、鯺、蝫、 、覩、諸、褚、 、 、瘏、禇、緒、

奢、翥、 、 、鍺、著」等56字。 

 矣部：本書矣部收「矣、 、涘、埃、俟、 、唉、誒、騃、 、挨、 、 、

竢、逘、 、 、 、 、欸」等20字。 

 焉部：本書焉部收「焉、鄢、 、傿、嫣、 24、嘕、篶、 、漹、 25、 、 、

」等14字。 

 哉部：本書哉部收「哉、 、 、 、渽、賳」等6字。 

   上列新增各部收入之字，《海篇直音》多已歸入適當之部，本書新增部首，

                                                 
24 ［明］朱之蕃《釐正心鏡》（明刊本，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 」作「 」。 
25 同上註，「 」作「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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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歸入之字，大多並未從原部刪除，因此，多成為兩部重出之字。 

(4) 變形部首分立兩部：《說文》分部，將「 － 、 － 、 － 、 － 」等篆文

字形不同之正重文，分立兩部。第一部楷書字書《玉篇》，除保留「人－儿、

－首」之分部外，篆文從「 － 」之字，楷書字形已無分別，乃併為大部；「 」

之楷體字形與白字同化，亦刪去。至於隸變之後所產生之部首變形，仍合而為一。

後之字書多仿此。如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下注云：「凡在左者，皆依石經

作扌。」人部下注云：「此一部多作亻，亻與人同。」肉部下注云：「《說文》

肉字在左、右及下皆作肉，與肉同；今依石經變肉作月，偏傍從月者，皆放此。」

犬部下注云：「今依石經，凡在左者皆作犭。」刀部下注云：「今依石經作刀，

凡字在右者皆省從刂。」心部下注云：「今依石經作心，其在左者，經典相承隷

省作忄，又作 。」水部下注云：「凡在左者，皆作氵，與水同。」楷書部首已

變形者，仍與原形合為一部。本書立才部，則似將楷書變形部首分立兩部。《說

文‧才部》才下云：「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以其

獨體而立為屬字，部中並無屬字。《玉篇》、《類篇》從之。《四聲篇海》以「才」

字形與手作為左偏旁時「扌」之字形相近，將才字歸入手部，並加「 」號標記，

以示調整部首。本書恢復才部，並將手部左偏旁作「扌」之字，一律移入，計收

1340字。原手部僅剩117字。手、扌分立兩部，形成楷書變形部首分立之例。 

(三)《筆削心鏡》之歸部特色 

1. 以聲符歸部 

自《說文》建立形聲字以形符歸部之原則，全書僅鳧字以聲符歸部26，以及少數亦

聲字以亦聲為部首。《玉篇》大致仍依循此原則27。《龍龕》大量調整部首，則多有調

整。如卷一新增之 部，收入「 、 、曫、 、攣、蠻、臠、孌」等從 得聲之字；

羸部收入「 、 、 、鸁、 、 、蠃、嬴、贏、 」等從 得聲之字。又如高部增

收入「敲、豪、稾、 、 、翯」等從高得聲之字，其部增收入「朞、基、綦、碁、棊、

、 」等從其得聲之字。《四聲篇海》承之亦然。如前所述，從本書新增部首，即

多以聲符歸部。若再比較本書與《海篇直音》各部之收字，某些部首本書有大量增收

之情形，其所收之字，亦多是聲符歸部，如： 

                                                 
26 鳧字大徐本「從鳥几聲」，歸入几部。段玉裁改為「從几鳥，几亦聲」，以亦聲歸部。 
27 《玉篇》新增了「父、云、喿、冘、處、兆、磬、索、書、亠、弋、單、丈」等 13 部，各部收字仍是

以形歸部。 



論《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之編輯特色與流衍 15 

部

首 
直音

字數 
心鏡

字數

增補

字數 
聲  符  歸  部  字  例 

京 6 20 14 景、凉、倞、剠、惊、輬、勍、椋、鍄、麖、鯨、諒、掠、綡

弟 5 13 8 梯、悌、祶、鬀、剃、娣、涕、睇 

麻 23 27 4 糜、靡、 、縻 

甲 28 57 29 
炠、岬、䆘、㕅、柙、笚、鴨、呷、胛、鉀、匣、狎、押、䛅、

㘡、䘥、閘 

丁 11 51 40 
汀、圢、矴、䆑、邒、仃、奵、 、頂、盯、 、 、䟓、叮、

、朾、町、庁、耵、 、飣、酊、釘、玎、宁、靪、 、打、

訂、艼、虰、糽、寧、 、 、耓、 、 、亭、  

戊 5 29 24 、 、 、 、 、茂、 、  

丑 6 24 18 
狃、㺲、鈕、妞、忸、䏔、吜、䶊、䂇、 、沑、杻、 、扭、

䚼、紐、 、䖡 

申 17 34 17 
訷、抻、 、 、 、珅、 、迧、伸、神、 、坤、 、 、

呻、紳、  

亥 6 33 27 
、刻、駭、 、輆、孩、 、 、該、烗、陔、垓、畡、硋、

骸、頦、核、荄、閡、賅、 、痎、咳、絯、峐、胲 

兆 3 22 19 
頫、垗、姚、 、聎、眺、咷、朓、跳、恌、筄、桃、䄻、 、

挑、覜、逃、銚、珧 

文 20 39 2028 
旻、玟、忞、呅、汶、 、雯、炆、 、砇、妏、旼、吝、芠、

閔、 、馼、抆、 、紋 

句 16 62 4729 

昫、 、 、岣、泃、䧁、坸、㽛、邭、佝、姁、怐、 、眗、

跔、呴、朐、劬、枸、 、 、 、苟、玽、鴝、䬲、䣱、翑、

駒、 、 、豞、狗、訽、䞤、 、竘、㣘、 、痀、 、袧、

、 、絇、欨、   

半 4 21 17 
牉、靽、冸、判、胖、絆、泮、拌、頖、畔、伴、詊、 、 、

衅、 、  

也 22 54 3330 
池、地、他、她、灺、 、髢、忚、吔、 、肔、竾、杝、䄬、

、酏、扡、訑、 、阤、䊶、馳、扡31、 、 、匜、迆、彵、

祂、貤、衪、弛、䪧 

辰 5 30 35 
宸、振、祳、莀、蜄、蜃、桭、 、 、 、唇、脤、脣、 、

晨、陙、浱、 、娠、裖、 、麎、帪、侲、   

                                                 
28 文部《海篇直音》收 20 字，《海篇心鏡》收 39 字，因刪去原有「 」字，故新增為 20 字。 
29 本書句部刪去《海篇直音》之「 」字，故新增為 47 字。另本書之「 ，音且，裂也。」（後之刊本

逕作 ）即《海篇心鏡》之「 ，音豆，裂也」，「豆」字誤刻成「且」字。 
30 本書 也部刪去《海篇直音》「 」字，故增補 33 字。 
31 本書也部：「扡，音陀，无角牛也。」「扡」應是「牠」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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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本書更加開放聲符歸部。 

2. 形近歸部 

《說文》據篆文建立部首與屬字形義關係密切之歸字原則，但字形由篆而楷時，

隸變往往使部首與屬字看不出關連，同部首之字可能字形各異，不同構形之字，可能

合而為一。因此楷書字書大量歸併部首時，形近歸部便是重要之彈性原則。《四聲篇

海》卷首〈重編併部依三十六母再顯之圖〉，與〈新集背篇列部之字補添印行〉所列

之字，如：「 、 」入弓部、「具」入八部，部首與屬字皆無任何音義關聯，僅是部

分字形相近而已。本書更充分運用此例，如： 

部

首 
直音

字數 
筆削

心鏡 
增補

字數
聲  符  歸  部  字  例 

玨 9 14 5 、 、 、瑟、  

書 18 21 3 、 、  

丿 41 51 10 千、丟、 、 、 、 、 、 、 、  

亞 37 49 1632 、 、 、 、 、 、 、 、 、 、 、 、 、 、 、

 

各部增加之字皆為形近歸部。亦多有原《四聲篇海》雜部之字。 

3. 重出互見 

《說文》已有極少數字例兩部兼收之情形，如吁字，口部、亏部皆收入；吹字，

口部、欠部皆收。《說文》部分以亦聲歸部之字，《玉篇》往往改依另一部件歸部，

也會造成一字兩收。如《說文‧句部》收入「拘、笱、鉤」等3字，《玉篇‧句部》收

入「句、 、鉤、拘、 、笱、 、 、 」等9字，其間「鉤」又入金部、「笱」又

入竹部、「 」又入豆部，是一字兩收。即原來以聲符歸部之字，《玉篇》往往再據

其形符歸部形成一字重出兩處。《四聲篇海》句部收入「句、鉤、拘、 、笱、 、 、

、 、 、 、 、 、 、 、 」等16字，《玉篇》「 」字改歸入口部，據《餘

文》增補入「 、 、 」3字，據《龍龕》增補「 、 」2字，併部移入「 」33字，

據《搜真玉鏡》補入「 、 」2字，其間「鉤」仍又入金部、「笱」又入竹部、「 」

又入豆部，仍是一字兩收。《海篇直音》承之。本書句部則增至62字，如前所述，新

                                                 
32 本部刪去《海篇直音》「 、 、亞(古文弗)、 」4 字，故增補 16 字。 
33 《四聲篇海‧句部》 下云：「古文茍字。」《說文‧茍部》：「 ，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

口，口猶慎 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 ，古文羊不省。」其古文《玉篇》作 ，仍歸茍字下。

《四聲篇海》刪茍部，苟以形近歸入艸部，其古文則改形作 ，改入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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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之字，皆為從句得聲之字，皆見於另一部首，如下：「昫－日、 －風、 －火、岣

－山、泃－水、䧁－阜、坸－土、㽛－田、邭－邑、佝－人、姁－女、怐－心、 －

耳、眗－目、跔－足、呴－口、朐－肉、劬－力、枸－木、 －禾、 －門、 －片、

苟－艸、玽－玉、鴝－鳥、䬲－食、䣱－酉、翑－羽、駒－馬、 －牛、狗－犬、豞

－豕、 －羊、豞－豕、狗－犬、訽－ 、䞤－走、 －示、竘－立、㣘－彳、 －攴、

痀－痀、 －歹、袧－衣、 －巾、 －見、絇－糸、欨－欠、 －尢」，而字次亦大

致依各字重出在本書之卷次，可見此是編者有意之安排。 

前述本書較《直音》增立之部首，或新增依聲符歸部之字，該字原以形符歸部，

《筆削心鏡》並未刪去原有之歸部，因此，此類以聲符歸部之字，便形成形符、聲符

皆部首，重出互見。比較歸入兩部之說解，未必全同，如： 

屬字 寅    部 形 符 之 部 

演 
演，音奄，計也，長也，延也，又水

可也。 
演，音掩，計也，長也，延也，流也；

又水門也。（水部） 

夤 夤，音寅，敬惕也；又│緣，建也。
夤，音寅，進也，大也，敬惕也。（夕

部） 

戭 戭，音尹，長鎗。 戭，音尹，長鎗也。（戈部） 

瞚 瞚，音順，目動也；又絢縣二音。 瞚，音順，目動也。（目部） 

 ，音演，大笑也。 ，音演，大笑也。（口部） 

 ，音寅，夾脊肉也。 ，音寅，脊肉也。（肉部） 

縯 縯，音尹，長也。 縯，音寅，長也。（糸部） 

螾 螾，音引，寒蟬也。 螾，音引，螳│也。（虫部） 

重出之8字，僅「戭、 」2字說解完全相同，其餘皆有些微差異。 

《四聲篇海》之收字，除《玉篇》外，亦據《餘文》、《奚韻》、《類篇》、《龍

龕》、《川篇》、《對韻音訓》、《搜真玉鏡》等書補入大量文字。若各書歸部與《玉

篇》不同，或說解不同，便有可能重覆收入或析為兩字。如長部，《玉篇》收16字，

未收任何從髟之字，《四聲篇海》增收至150字，據《搜真玉鏡》補入者43字，其中從

髟者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26字，唯以上各字所從之「長」仍作「長」，

與「髟」之「镸」不同，故《搜真玉鏡》補入，《四聲篇海》從之。然「長」作為左

偏旁，本應作「镸」，故《海篇直音》「 、 、 、 」已改從「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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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見於髟部，形成重出字。這種重覆收錄，似非刻意為之。 

然本書增立之部首，或新增依聲符歸部之字，該字原以形符歸部，《筆削心鏡》

並未刪去原有之歸部，此類重出互見之情形，應是刻意為之。說解之不同，或即來源

不同之故。就歸部原則來說，重出可能是誤收；就使用者來說，重出卻有利檢索。教

育部《異體字字典》之檢索系統，將組成部件皆部首而有可能誤判者，兩部皆收，將

附見之部加「＊」號標記，正是重出互見之運用。 

(四)《筆削心鏡》字次之安排 

1. 字數眾多之部，四畫以上依筆劃數編次 

字書以筆劃數編排，今可見最早為金‧刑準《群籍玉篇》，將部中字數眾最多之

部，如「玉、土、邑、人、女、頁、目、耳、見、口、齒、髟、手、足、骨、肉、心、

、欠、食、彳、走、辵、宀、門、歹、疒、穴、木、艸、竹、麥、禾、米、网、瓦、

弓、刀、金、攴、車、舟、水、雨、風、日、厂、石、阜、馬、牛、羊、犬、鳥、隹、

魚、虫、貝、羽、毛、角、革、糸、巾、衣、木、酉」等部，四畫以上依筆劃數編次。

《四聲篇海》承之，《海篇直音》亦承之。 

本書亦採字數眾多之部，四畫以上依筆劃數編次，惟字數有稍往下降，如「天－

45、月－85、冫－156、田－215、子－96、鬼－220、白－123、皿－186、戈－145、

殳－113、身－164、片－96、豕－158、豸－152、虎－131、鹿－146、鼠－99、止－

131、廾－113、囗－193、立－154、大－204、長－150、又－116」等部，《海篇直音》

未依筆劃分，本書則改筆劃數。似乎以百字為區分與否之分界。惟書中仍有「面－107、

勹－108、入－112、鼓－118、韋－131」等部未依筆劃區分。 

2. 新增字往往附於部末 

本書應是在《海篇直音》之基礎上，增刪收字、釋義，調整部首、部次。前述各

部新增之字，大致接續於原有收字之後。既可見原《海篇直音》之收字，亦可突顯本

書之收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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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筆削心鏡》之流衍 

(一)同類型字書相繼而出 

本書出版之後，同類型字書蜂出，今日尚存者仍有數十部34。或據本書修訂仍稱「海

篇心鏡」者，如：萬曆廿四年（1596）劉孔當重訂《翰林重攷字義韻律大板海篇心鏡》

（以下簡稱《重攷心鏡》，如書影7）、萬曆卅一年（1603）朱之蕃序刻《玉堂釐正字

義韻律海篇心鏡》（以下簡稱《釐正心鏡》，如書影8）、萬曆卅二年（1604）萬曆四

十一年（1613）朱之蕃校《翰林詳校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以下簡稱《詳校心鏡》，

如書影9）。 

或改稱「海篇○鏡」者，如：約萬曆卅四年前後之陳五昌重訂《翰林重攷字義韻

律大板海篇明鏡》35（以下簡稱《海篇明鏡》，如書影10）、葉向高撰《新鍥閣老台山

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星鏡》36（以下簡稱《海篇星鏡》，如書影11)。 

或改稱「海篇○○」或「○○海篇」，如：萬曆廿六年（1598）余象斗纂《三台

館仰止子考古詳訂遵韻海篇正宗》（以下簡稱《海篇正宗》，如書影12）、萬曆三十

年（1602）余彰德刊《重校古本五音類聚四聲切韻直音海篇大全》（以下簡稱《海篇

大全》，如書影13）、曾六德輯攷《鼎刻臺閣攷正遵古韻律海篇大成》（以下簡稱《臺

閣海篇》，如書影14）、萬曆卅七年（1609）吳亮修輯《鋟五車字義六合備攷四明海

編》（以下簡稱《四明海編》，如書影15）、不著年月之武緯子補訂《鼎鐫洪武元韻

勘正補訂經書切字海篇玉鑑》37（以下簡稱《海篇玉鑑》，如書影16）、陳仁錫纂訂《新

鐫陳太史纂訂海篇彙編全書》（以下簡稱《海篇彙編》，如書影17）、陳仁錫閱《陳

明卿太史考古詳訂遵韻海篇朝宗》（以下簡稱《海篇朝宗》，如書影18）、陳仁錫閱

                                                 
34 參見日本船津富彥〈明代の俗字書--明版海篇類管見〉，《中国語学》144 號，（東京：大安出版社，

1964 年 9 月），頁 1-9；遠藤由里子〈海篇諸本考〉，《梅光女學院大學論集》22 卷（山口縣：梅光學

院大學，1989 年 3 月），頁 31-58；大岩本幸次〈明代「海篇類」字書群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東

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4 號（宮城縣：東北大學，1999 年），頁 19-33；〈明代海篇類字書知見錄〉，

《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9 號（宮城縣：東北大學，2004 年），頁 101-136。 
35 ［明］陳五昌重訂：《海篇明鏡》，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書不著年月，然署「翰林庶吉士陳五昌」，陳

五昌萬曆卅二年（1604）進士，稱「翰林庶吉士」，表剛進翰林院仍為庶吉士身分之時，據《明史‧神

宗本紀》載，萬曆卅四年十二月己酉始命考散翰林院庶吉士，故此書似應在此前後年間完成。本書今存

17 卷，目錄亦僅收至 17 卷，後 3 卷亡佚。 
36 ［明］葉向高：《海篇星鏡》（日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書不著年月）。按本書題「閣老台山葉先生」

所撰，葉向高於萬曆卅四年（1606 年）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本書成書應在此之後。 
37 ［明］武緯子補訂《海篇玉鑑》，題萬曆新春，依卷首有「翰林院編修緱山王衡勘正」字樣，王衡萬曆

廿九年（1601）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逝於萬曆卅七年（1609），此書應於此期間完成。日本內閣文庫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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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洪武元韻勘正切字海篇群玉》38（以下簡稱《海篇群玉》，如書影19）、凌霄

鳳訂《鼎鍥木天考正鼈頭海篇棲鵠》39（以下簡稱《海篇棲鵠》，如書影20）。 

或改其他相近名稱者，如：萬曆廿三年（1595）李廷機修輯《鐫玉堂釐正龍頭字

林備攷韻海全書》（以下簡稱《韻海全書》，如書影21）、朱孔陽訂正《新刻瑞樟軒

訂正字韻合璧》（以下簡稱《字韻合壁》，如書影22），以及湯顯祖校訂《精鐫海若

湯先生訂正五侯鯖字海》（以下簡稱《五侯字海》，如書影23）等，各書在編輯上各

有特色（整理如附表一），略述如下： 

1. 各書間往往可見翻刻修訂之軌跡，但原編者已不復著出 

各書間體例相類，翻刻修訂之軌跡清晰可見，但僅列當下編印者，且新編者多出

自翰林院，甚或同榜進士。各書亦往往有「版權所有，翻刻必究」字樣，究是書肆託

名，亦或已獲授權，並不可知。上列各書，如劉孔當《重攷心鏡》，日本國會圖書館

藏本扉頁上層有王惺初識語，云： 

翰林庶吉士喜聞劉先生因坊間海篇蝟出，竟無一可便覽者，且字畫差譌，引語

繁亂，而重見缺略者不可勝計。入院時廼與名公互相筆削，正其差譌，刪其繁

亂，去其重見，補其缺略，分部入各門類，以便後學者究，兼以分毫字義、五

經難字、韻律音釋列於上層，且本堂原有《海篇心鏡》，今復懇劉太史改訂大

字諧書鋟，以廣其傳焉。 

所謂「本堂原有海篇心鏡」，似乎翰林院原有底本，亦或指蕭良有所編則未可知。再

如朱之蕃序刻《釐正海篇心鏡》與《詳校海篇心鏡》，皆為本書之翻刻修訂本。此外，

陳五昌《海篇明鏡》，卷首有陳五昌書〈海篇心鏡小引〉，亦是改寫〈字義廥攟心鏡

叙〉而成。其文末云：「參互考訂，別異會同，類分門列，品式具在，殆猶明鏡一懸

而研媸畢照者歟！因命之曰《海篇明鏡》而付之殺青。」敘題為「海篇心鏡小引」，

敘文則題為「海篇明鏡」，正說明據《海篇心鏡》修訂成《海篇明鏡》。 

 

                                                 
38 ［明］陳仁錫閱《海篇群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年）收入第 8~11 冊。本書扉頁卷首扉頁有「黃石齋先生彙編、群玉海篇、藜光閣梓行」牌記。全

書分三集，第一集為《海篇群玉》20 卷；第二集為《藏經直音篇》3 卷，第三集為《篆林肆考》15 卷。

卷首有鄭大郁崇禎十四年（1641 年）序，此時陳仁錫已逝，應是據其書而修訂，故本文編者仍著陳仁

錫。 
39 ［明］凌霄鳳訂《鼎鍥木天考正鼈頭海篇棲鵠》，本書不著年月。日本內閣文庫藏。卷前有「溫陵太如

楊溥」序，〈首卷〉卷首卷首有「鼎鐫木天考正海篇棲鵠字學先辯，武夷後學九苞凌霄鳳輯」字樣。「木

天」即指翰林院。卷一卷首有「鼎鍥木天考正鼇頭海棲鵠一卷，武夷君瑞甫凌霄鳳訂，書林君明甫楊日

湖梓」字樣。不著年月。前述之人皆無明確紀錄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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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各書之纂修者，往往署翰林院編修、庶吉士，此皆為金榜題名後之近幾年職

銜，似以金榜高中者所訂，更具吸引力。所謂「本堂原有海篇心鏡」，或許正是官商

合作之結果。 

2. 同一纂修者因出版者不同而有所調整 

同一纂修者修訂之字書，因出版者不同內容而略有調整，如：博古堂《釐正心鏡》、

聚奎樓《詳校心鏡》，均為朱之蕃序校；藜光閣《海篇群玉》、奇字齋《海篇朝宗》、

忠賢堂《海篇彙編》，三者同題陳仁錫訂閱，李廷機修輯《韻海全書》，亦參校《海

篇正宗》。 

3. 各書之附錄各有著重 

各書之附錄，如附表所見，各有著重，亦或版權之故，以突顯其間差異。如《重

攷心鏡》、《四明海篇》、《海篇棲鵠》、《韻海全書》、《五侯字海》等更增立首

卷，收錄相關字學內容。收錄各有不同，形成各書之特色。如《海篇星鏡》與《海篇

棲鵠》強調寫字，故收入〈把筆字勢〉、〈把筆四要〉、〈永字八法〉、〈寫字八病〉、

〈把筆訣法〉等〈初學入門筆法〉的內容。 

4. 部首之調整 

各書部首大致相承，多仍收457部，《海篇群玉》收456部，將至部附在止部後，

應是漏列之故。亦有少數予以調者者。 

《海篇棲鵠》刪去通用類語助詞「之、乎、者、矣、焉、哉」，改於卷十五「也

部」後列：「之，字見二部；乎，字見丿部；者，字見老部；矣，字見失部；焉，字

見正部；哉，字見口部」6字，云：「已上六字况背部字文，又重著之，後人訛以此字

每分為一部，引誅40失古人立書之義，今依古本正之。」改「之、乎、者、也、焉、哉」

6部為6字附「也部」末。此是刻意刪部之結果。本書部首除刪除「之、乎、者、也、

焉、哉」外，干支門之壬部分出 部，未部分出禾部，《筆削心鏡》以形近合併之部，

本書仍將其獨立而附見。衣服門增立冖部，通用門仍收入，整部重出。《海篇棲鵠》

並不贊同形近之合部。 

《海篇彙編》卷四人物門增列舁部第十六，收字與人事門第三十六舁部相同，部

首重出。聲色門增列皆部第十二，收「皆、偕、階、堦、湝、揩、喈、 、 、楷、 、

稭、 、 、諧、鍇、 、 、 」等字，多以聲歸部且重出之例。此似是編者刻意所

增。 

《四明海篇》在《筆削心鏡》基礎上大幅調整部首，其凡例云： 

                                                 
40 本書「誅」字疑為「諸」字之誤，因無其他版本參校，今仍從原書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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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曰「四明」，何也？蓋字之形體，有上有下，有左有右，上從上之類，下從

下之類，左從左之類，右從右之類，一展閱間，四類昭然明白，無一混雜，故

特以四明而名篇，較曩刻不辯上下，不別左右者，大勝千百倍，善讀者識之。 

強調部首位置之重要，並據部首位置分上下左右四類，同一類之字，若字數眾多，再

依筆劃數編排。上列各書中，惟有此書有凡例，詳述編輯之目的，與他部逕行翻刻者

大不同。惟同部首之字，是否還需要依部首位置再進行歸類？編者稱「一展閱間，四

類昭然」，以檢索便利著稱。然同部首之字，依筆劃數多寡排列之後，檢索已相當便

利，似無必要再依部首位置再進行歸類，因此本書之創舉，少有後繼者。 

《字韻合璧》增列補遺門，收203部，所增部首大多以聲歸部，如胥部，收「胥、

壻、湑、婿、 、稰、糈、蝑、諝、醑」等字，這些字也多在形符之部收入。《五侯

鯖字海》部首增至708部，亦多此類。形符、聲符皆立部，透過兩者皆可查詢，部目繁

冗而立意良善。 

5. 部首門類多相承 

《筆削心鏡》分19門類，將人事類置於後，則有調整空間，如《海篇星鏡》，將

門次調整為：「天文門、時令門、地理門、人物門、聲色門、人事門、飲食門、身體

門、衣服門、宮室門、器用門、花木門、鳥獸門、干支門、卦名門、文史門、珍寶門、

通用門。」更符合「天、地、人、事、物」的義類編排。 

6. 書名往往異名並陳 

此類字書，書名往往異名並陳。元刻《四聲篇海》即有如此情形，除卷八卷首殘

缺外，計有五種不同卷名： 

項次 卷   次 卷 前 題 名 

１ 一、六、十二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 

２ 二 至元重刊五音篇 

３ 三、七、九、十、十一、十三、十五 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 

４ 四 至元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 

５ 五、十四 己丑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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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篇類字書亦如此，如劉孔當《重攷心鏡》，各卷首題名如下： 

項次 卷   次 卷 前 題 名 

１ 目錄、首、一、三 翰林重攷字義韻律大板海篇心鏡 

２ 二、六～十五 翰林重攷字義京本大板海篇心鏡 

３ 四、十六、十八、十九 翰林筆削41字義韻律大板海篇心鏡 

４ 五 翰林筆削字義韻律京本大板海篇心鏡 

５ 七 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 

６ 二十 翰林重攷字義韻律京本大板海篇心鏡 

《海篇明鏡》亦有如下差異： 

項次 卷   次 卷 前 題 名 

 
目錄、一、三、六～九、十一、

十四～十七 
翰林重攷字義韻律大板海篇 

１ 二 翰林重攷字義京本大板海篇 

２ 四、五、十二、十三 翰林重攷字義韻律大板海篇明鏡 

３ 十 翰林重攷字義大板海篇 

如前述，《海篇明鏡》據《海篇心鏡》而修訂，依卷名來看，更可確定其底本應

為《重攷心鏡》。 

此種情形《海篇星鏡》亦然，〈目錄〉卷首首行稱「新鍥閣老台山葉先生訂釋龍

頭海篇星鏡目錄一卷」，卷末稱「龍頭海篇真鏡目錄終」，改「星鏡」為「真鏡」。

各卷題名亦有不同： 

項次 卷   次 卷 前 題 名 

１ 目、十三、十四 新鍥閣老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海篇星鏡 

２ 一、三、五、十、十八 新鍥閣老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星鏡 

３ 八 新鍥閣老台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星鏡 

４ 二、四、六、九 新鍥內閣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星鏡 

                                                 
41 本書卷四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削」字作「刻」。原書此處有污痕，疑為後人補寫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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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卷   次 卷 前 題 名 

５ 七、十六、十九 新鍥內閣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海篇星鏡 

６ 十一、十七 新鍥翰林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海篇星鏡 

７ 十二 新鍥翰林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真鏡 

８ 十五 新鋟閣老台山葉先生訂釋龍頭海篇星鏡 

卷前題名有稱「閣老」、「內閣」、「翰林」之異，依稱謂可推論其刊刻時代，

「翰林」為一般尊稱，稱「閣老」則為宰輔，此書不著年月。按本書題閣老葉向高所

撰，葉向高於萬曆卅四年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本書成書應在此之後。 

此外如《海篇群玉》，各卷首行之題名，除卷三缺、卷十七殘外，竟有十種稱法，

幾乎卷卷不同，似乎其刊刻時，對卷首題名是否一致，並不在意。 

(二)部首意義門類編排之採用 

本書將《四聲篇海》依部首聲類編排之方式改為依部首意義門類的編排方式，亦

使部分直接承襲《四聲篇海》或《海篇直音》的相關類字書，也採取同樣的改編方式。 

1. 余彰德《重校古本五音類聚四聲切韻直音海篇大全》 

本書卷首有王稚登《四聲音切篇韻全書叙》，目錄則稱《重校古本五音類聚四聲

音切韻海大全》，本書字書部分似改以《海篇直音》底本，故部首仍為444部。  

2. 《篇海類編》 

《四聲篇海》在明代之發展，除《海篇直音》一系外，亦有《詳校篇海》精簡一

系。題宋濂撰，屠隆訂正之《篇海類編》，即是將部次仍依《四聲篇海》之《詳校篇

海》，改依本書之門類編排，依「天文、地理、時令、人物、身體、花木、鳥獸、鱗

介、宮室、食貨、文史、珍寶、器用、數目、聲色、衣服、人事、干支、蓍卜、通用」

等為次，兩者除次第略有不同，便是將鱗介類自鳥獸中分出。陳繼儒〈篇海類編序〉

云：「眎《說文》、《心鏡》、《通考》諸集，茲全備而尤雋永。」《海篇心鏡》亦

其參照之作。 

(三)附錄字學內容受肯定 

胡文煥《字學備考》，陳邦泰校正，序刻於萬曆廿一年（1593），全書4卷，卷一

〈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字有五音〉、〈字有四聲〉、〈定聲方位〉、〈分

聲清濁〉、〈辨聲要訣〉、〈奇字便覽〉、〈異施字義〉、〈奇字指迷〉、〈互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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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異體同文〉、〈一字二用〉、〈一字三用〉、〈一字四用〉、〈一字五用〉、

〈一字六用〉、〈一字七用〉、〈一字八用〉。卷二至卷四為〈分毫字義〉，合計收

入字形相近字組3735組。 

與本書相較，僅卷一新增〈一字二用〉、〈一字三用〉、〈一字四用〉、〈一字

五用〉、〈一字六用〉、〈一字七用〉、〈一字八用〉等項；〈字有四聲〉韻目參考

不同，本書採錄《正韻》之韻目，《字學備考》則採《古今韻會舉要》之韻目。其餘

幾無差別。胡文煥〈字學備考序〉云：「遂考諸書，其有六書八體五音四聲，聲之方

位清濁，與夫辨聲要訣，至若奇字之重疊者、並肩者、三同者、四色者、兩挾者、腰

截者，又至若奇字指迷互用實異、異體同文、一字二用至於八用，以及分毫字義，槩

皆採而入之，不使之有掛漏，而大來又從而校之，不使之有紕繆。」故《字學備考》

幾可視為本書附錄之單行精校本。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書在《海篇直音》之基礎上，結合《正韻》，以上下欄呈現，達到

篇韻合璧之成果；再明確根據部首之義類分類，以補《四聲篇海》以聲類為編排依據

之不足，可避免不知聲類無從入手之窘境。在立部方面，本書將22個干支字皆恢復為

部首，設立干支門以統屬，承繼《說文》立部之特色；又將「之、乎、者、矣、焉、

哉」等語助詞獨立為部首，強調語助詞之重要。在歸部方面，本書新增之部，大量採

取聲符歸部，亦將《四聲篇海》雜部之字以形近原則重新歸部，在字書編輯發展史上

有其作用。  

本書各項附錄，亦發揮字書之輔助功能，如〈背部之文〉之檢索功能，後三十年

即出現字彙之〈檢字〉；〈分毫字義〉從部首相同之形近、與部首形近之同偏旁形近，

全面收錄形近字組，以及〈異施字義〉之歧音異義整理等字學著作，時至今日，仍受

重視。 

本文僅就網路已能得見之海篇類字書討論，已略可呈現當時翻刻之盛況。惟仍有

未見者42，有待日後繼續努力。如此盛行之字書，《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

出，則有如曇花一現，至清代幾銷聲匿跡，或有其不足之處；然就字書編輯史而 ，

本書之用心，仍值得肯定。 

                                                 
42 如：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唐文獻《新鐫玉堂補訂海篇正鵠》、［明］黃道周《新刻黄石齋先生彙輯

辯疑正韻海篇犀照》，北京大学圖書館藏［明］孫瞻纂輯《新刻月峯孫先生增補音切玉鑑海篇》、［明］

《張侗初先生校正洪武正韻增補音切通用海篇心鏡》、《新刻海篇玉衡》等，均未能網上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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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ited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e of “Hanlin bixiao yunlu aotou 

haipian xinjing” 
 

Wu, Jun-Xun* 
 

Abstract 
“Hanlin bixiao yunlu aotou haipian xinjing”, edited by Xiao,Liang-you in Ming dynasty, 

presented as a dictionary and rhyme book at the same time by dividing the book into two 

rows: the upper row reduced “Hongwuzhengyun” into “Yunlu”, and it rearranged 

“Haipianzhiyin” by radicals in the lower row. It had also included “Yishiziyi”, “Fenhaoziyi” , 

“Zhujingnanzi”, “Ziyouliushu”, “Ziyoubati”, “Ziyouwuyin”, “Ziyousisheng”, 

“Dingshengfangwei”, “Fenshengqingzhuo”, “Bianshengyaojue”, “tiaoshengzhangfa”, 

“Beibuziwen” and “Jizibianlan”, whose contents were all about philology. It mixed 

dictionary, rhyme book and philology in one book, which was convenient and made it very  

popular at the time. In the history of dictionary, this book should have some certain status. 

 

Keywords: Xiao, Liang-you, Haipianxinjing, Sishengpianhai, Haipain, Dictionary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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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8年12月 

 

文學作品對平仄的迷思 
 

金 周 生 
 

【 摘 要 】 

文學講究「平」「仄」，是漢語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本文認為「平上去入」四

聲與「平」「仄」之別，在六朝有其產生的特殊語 背景；當時聲調分四種，平聲是

「平調」，上去入三聲是「非平調」，平調可以延長其讀音，非平調則否，平仄形成

文學格律長短音的節奏美。其後「方音」或「通語」四聲與六朝不同，平聲未必全平，

仄聲或有平調，則早先所分的「平」「仄」，失去其客觀語 的支撐；由於《切韻》

系韻書做為讀書人科考定音工具，舊有平仄格律深入人心，故一千五百年來的文學作

品，仍然受制於這種「平仄文化」中，直至近百年才有大幅衰退現象。本文以為隋唐

以來，平仄之分實已不符口語，因此各類文學好用「平仄律」，實是一種「迷思」。 

 

關鍵詞： 四聲、平仄、《切韻》、格律文學 

 

                                                 
107.11.15 收稿，107.12.19 通過刊登。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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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學創作者只要一講究「平」「仄」，就難免陷入不夠理性的「迷思」。 

漢語是聲調語 ，聲調在漢字字音上具有辨義作用；「音高」與「長短」是聲調

的特質，但在不同時空中，並不具有固定性。「平」「仄」最早是從「四聲」中分出

來的，從名稱上看，平聲字是「平」的，上去入聲字是「不平」的，取名為「仄」（也

作「側」，古同音）；字分平仄二類，只在文學作品中出現，最初有他的理性意義。 

根據王力先生的看法： 

依我們的設想，平聲是長的，不升不降的；上去入三聲都是短的，或升或降的。

這樣，自然地分為平仄兩類了。「平」字指的是不升不降，「仄」字指的是「不

平」（如山路之險仄），也就是或升或降。（「上」字應該指的是升，「去」

字應該指的是降，「入」字應該指的是特別短促。古人以「平」「上」「去」

「入」只是代表字，沒有意義，現在想起來恐不盡然。）如果我們的設想不錯，

平仄遞用也就是長短遞用，平調與升降調或促調遞用。1 

文學講求「平」「仄」，是以音節用時長短來區分的：平聲音長，仄聲音短。那

麼，平仄音節的均衡搭配，對每句字數相當的文體（如五 、七 詩），做出長短音

步有定的文句，吟讀起來既符合生理的要求（呼吸時長能均衡），又符合心理的預期

（音步長短固定交互出現），和諧感自然就產生了。 

早期漢語聲調的分別，從「五聲」的「宮商角徵羽」，改名為「平上去入」，與

「平」「仄」定名之初，都是客觀理性的語音分析。「平上去入」既取音又取義，「平

仄」亦復如是。但當「平上去入」或「平仄」失去其部分或全部的原本內涵，（如「平」

聲字變成「不平」、「仄」聲字反讀成「平」音）那麼它們的「理性」意義就自然消

失；此時，文學若還斤斤計較「平仄」的位置與交互出現，就成為一種缺乏客觀美感

的習慣性「制約」，如同現代若依然要求恪遵古代禮俗行事，就會予人不顧現狀的口

實，與陷入不夠理性的「迷思」。 

本文認為從唐宋以來的雅俗文學，在「平」「仄」上產生了非理性的制約，此種

文化可以重新做一檢視。 

 

 

                                                 
1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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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辭」與「對聯」的平仄問題 

「對聯」與四字一句「上平下仄」「仄起平收」的「題辭」，是現代仍然常見的

「應用文」類型。耳熟的對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學海無涯勤是岸，青

雲有路志為梯」和「大中至正」「財源廣懋」「天賜良緣」等題辭，都是合乎古代平

仄規律的。 

以現代國語語音分析，古「平」聲的調值分55與35二種，古「上」聲的調值也分

214與51二種，古「去」聲的調值則為51，古「入聲」短促的特徵已經消失，派讀到55、

35、214、51等四個聲調中（見表一）。很明顯，現代的「平聲」，含有古代的「平」

與「不平」，「仄聲」也是如此。那麼以古之平仄套入今之四聲，古代的「長音字」

與「短音字」就會產生混淆。語 是約定俗成，今人說話不可能用古音，因此以古代

平仄規定，讓今人遵守，語音長短律的美感必然無法體現，理性上自然也難以迫使大

家遵守。 

 

【表一】古四聲與今國語四聲長短對應關係 

 一聲（陰平） 二聲（陽平） 三聲（上） 四聲（去） 

平→平（長） 55調（長） 35調（短）   

上→仄（短）   214調（短） 51調（短） 

去→仄（短）  35調（短）2  51調（短） 

入→仄（短） 55調（長） 35調（短） 214調（短） 51調（短） 

或以為現今國語聲調變化與古不侔，吳閩粵客贛方 保存入聲，或可表現出古代

平長仄短的特徵，其實不然。下面也引《漢語方 字彙》資料，粗舉重要方 的代表

地調值（見表二）。 

 

【表二】吳閩粵客贛重要方 點調類、調值3 

 平 上 去 入 

吳‧蘇州 44，24 52，31 412，31 4，23 

吳‧溫州 44，31 45，34 42，22 323，212 

                                                 
2 《廣韻》去聲「鼻」字，今讀「陽平」聲。請參看拙作：〈《中原音韻》「鼻」字陽平音的來源與音讀〉，

《聲韻論叢》第八輯（臺北：中華民國聲韻學會，1999 年），頁 321-330。 
3 調類以古四聲為準，調值含「濁上讀去」，故與《漢語方音字彙》略異，凡古「平」今「不平」或古「仄」

今「平」者，在調值下增下線以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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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上 去 入 

閩‧廈門 55，24 51，33 11，33 32，5 

閩‧建甌 54 21，44 22，44 24，42 

粵‧廣州 53，55，21 35，23，22 33，22 5，3，2 

客‧梅縣 44，11 31，52 52 1，5 

贛‧南昌 42，24 213，21 45，21 5，21 

從這表二中可以看出古平不讀平，古仄未必不平的事實。而今人「對聯」或「題

辭」的創作，為求合於古代平仄，規規然不敢逾越的態度，是否存有過於法古的「迷

思」？因為用現代音讀這些合於古法的作品，既不是用「古音」讀出，古代抑揚、長

短的節奏美感，也是不能從聽覺上感受出來的。 

 

三、今人講究平仄的原因 

現代人創作要講究平仄，大約不外兩個原因，一是無自覺的「隨」，一是有自覺

的「仿」。為不流於書本對平仄格律的說明，今僅舉二事為例。 

金庸第一部小說，二十回的《書劍恩仇錄》，回目名稱本極簡雜，其後修訂版大

幅改換回目名稱，使其略合「平」「仄」，他說： 

對詩詞也是一竅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書，才翻閱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

一書而初識平平仄仄。……本書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書初版中的回目，平仄

完全不叶，現在也不過略有改善而已。4 

金庸既不諱 其學習經歷，我們就來看看「改善」後回目的平仄。 

第一回 古道騰駒驚白髮 危巒快劍識青翎 合平仄律 

第二回 金風野店書生笛 鐵膽荒莊俠士心 合平仄律 

第三回 避禍英雄悲失路 尋仇好漢誤交兵 合平仄律 

第四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 還書貽劍種深情 合平仄律 

第五回 烏鞘嶺口拚鬼俠 赤套渡頭扼官軍 上句連六仄失律 

第六回 有情有義憐難侶 無法無天振饑民 用拗救法 

                                                 
4 金庸：《書劍恩仇錄》（臺北：遠流出版社，2001 年），頁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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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 琴音朗朗聞雁落 劍氣沉沉作龍吟 用拗救法 

第八回 千軍嶽峙圍千頃 萬馬潮洶動萬乘 「乘」恐誤讀而失律 

第九回 虎穴輕身開鐵銬 獅峰重氣擲金針 合平仄律 

第十回 煙騰火熾走豪俠 粉膩脂香羈至尊 合平仄律 

第十一回 高塔入雲盟九鼎 快招如電顯雙鷹 合平仄律 

第十二回 盈盈彩燭三生約 霍霍青霜萬里行 合平仄律 

第十三回 吐氣揚眉雷掌疾 驚才絕艷雪蓮馨 合平仄律 

第十四回 蜜意柔情錦帶舞 長槍大戟鐵弓鳴 合平仄律 

第十五回 奇謀破敵將軍苦 兒戲降魔玉女嗔 合平仄律 

第十六回 我見猶憐二老意 誰能遣此雙姝情 下三連失律 

第十七回 為民除害方稱俠 抗暴蒙污不愧貞 合平仄律 

第十八回 驅驢有術居奇貨 除惡無方從佳人 下句連五平失律 

第十九回 心傷殿隅星初落 魂斷城頭日已昏 「隅」字失律 

第二十回 忍見紅顏墮火窟 空餘碧血葬香魂 合平仄律 

由於刻意的要合於「平」「仄」格律，回目上也充分顯出用心營造的企圖，但為何要

如此安排？在聽覺上能產生何種效果？是否因此造成了聽覺美感？金庸都沒交代，相

信這僅是附庸風雅的「習性」吧！ 

1987年，毛子水先生（時年九十五）書「與人為善，以友輔仁」八字贈後學，告

曰：不論經史子書，凡醒世傳道者，字句難以諧音，如「積善成德，神明自得」、「得

眾動天，美意延年」，乃《荀子》中最佳之句，惜其平仄不切，乃拼湊《論》《孟》

句成聯以贈。可見一生力主白話文的國學大師，在寫題辭時也不免要「隨俗而行」。 

 

四、清代狀元文巧用平仄 

明清科考四書文，逐漸形成制式化的「八股」或「六股」文，二股間形式與文義

上需相對，但每「比」自身的詞語平仄，並未做任何規範。啟功〈說八股〉及當代一

些對八股文的論述，雖然注意到作者有用「平仄律」的現象，但因非屬絕對必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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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往點到為止，略舉數句為例而已。我發現晚清黃思永的制義文用詞5，竟刻意讓全

篇「比」段平仄相對間隔而出，這種平仄音步相間的修辭技法，十分特別，這或許正

是能從眾英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吧！現在將其各股錄出6，以觀其巧思。 

難罄者，言中之旨。況自朝至暮，豈無疑義之相參？而何以倩盼起予，商也通

禮；切磋喻境，賜也悟詩。同堂多穎異之人，回若自甘於不敏。 

難窺者，默會之言。既自信不疑，何若深情之共揭！而何以善勞言志，進質無

聞；用舍相期，旁參不事。晤對非冥情之候，回幾自等於顓蒙。（起二股） 

陋巷無人，而亦步亦趨，乃大暢其尊聞之志。則空山俯仰，始露其真。 

簞瓢自樂，而在前在後，竟曲體乎善誘之心。則爾室優游，可覘其概。（中

二股） 

且夫問答之頃，其足以闡發精微者亦淺矣。所謂發者，發人所共見，並發人所

不見也。私則閉藏未見之地焉，於人所不見者而亦發之。將發於靜存，而時物

契行生之妙；發於動察，而鳶魚參飛躍之機。有觸胥通，而無微不至。何其不

違於前者，永朝永夕，藏之惟恐不深；而發於後者，無體無方，亦充之而惟恐

不盡乎！始惟見其藏也，而惜其智之甚短；繼而知善用其短者，正善用其長者

也。吾非回之與，而誰與哉！ 

且夫晤語之間，其足以發明義理者亦僅矣。所謂發者，發言所已及，並發言所

未及者也。省則斂抑弗及之時焉，於言所未及者而亦言發之。將發於克復，而

視聽有必嚴；發於禮文，而博約有必盡。萬緣俱靜，而庶理皆融。何其以不違

蓄發之機，若無若虛，斂之似形不足；而以發成不違之妙，至精至大，亦推之

而自見有餘乎！始惟見其斂也，而疑其識之甚淺，今而知回居其淺，更無復有

深者矣。世安得盡如回，而與言哉！（後二股）。7 

「平」「仄」相對的規律出現，能靈活運用到這種境地，讓人嘆為觀止！但回過頭來

想：散文形式的文體，每句字數長短不一，「平」「仄」與音節無法必然「間出」，

句子前中後又時見虛字，此種平仄的間雜，能帶來誦讀的美感嗎？這可做為雅文學對

平仄句有迷思的極佳範例。 

 

                                                 
5 題目為「子曰：吾與回 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得中光緒六年（1880）

狀元。 
6 凡平仄相對的字，用下標線顯示。 
7 凡字下標線者，為音步平仄出現對立者。 



文學作品對平仄的迷思 45 

五、元曲中的平仄 

元曲與唐詩相比，可以算是與大眾貼近的通俗文學。元雜劇在舞台演出，有賓白、

科諢、襯墊字，其曲文必然也得通俗易曉。元代周德清《正語作詞起例‧作詞十法》，

就對元曲「四聲」及「平仄」有諸多個人論述。如： 

前輩已有某調末句是平煞，某調末句是上煞，某調末句是去煞，照依後項用之。

夫平仄者，平者平聲，仄者上去聲也。後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

必要上去，去上者必要去上，仄仄者，上去、去上皆可，上上、去去若得廻避，

尤妙。8 

又對元曲曲牌末句的格律做出明確規範，如： 

去上（去平屬第二著，切不可上平）：〈慶宣和〉 

仄平平：〈鴈兒落〉〈漢東山〉 

平去平（平去上屬第二著）：〈山坡羊〉〈四塊玉〉 

仄仄平平：〈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歡〉〈喬木查〉〈普天樂〉 

平平去上：〈醉太平〉……。9 

按照這樣看，元人對元曲是講究「平仄」與「平上去」聲的。後代曲譜也是如此

歸納，注出平仄聲調譜，可見元曲對聲調的要求，有時還嚴於詩詞。《中原音韻》平

聲又分「陰」「陽」兩類，相當於今「陰平」與「陽平」，陰、陽平的音高如何？虞

集說： 

以聲之清濁，定字為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隨聲高下，措字

為詞，各有攸當，則清濁得宜，而無凌犯之患矣。10 

而周德清更強調元曲要嚴分陰、陽平，他說： 

用陰字法：〈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黃」為句歌之，則歌

「黃」字為「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為句，協矣。蓋「荒」字屬陰，

「黃」字屬陽也。 

用陽字法：〈寄生草〉末句七字内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為

句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為「渾」字，非也。蓋「黃」

                                                 
8 「末句」條下。 
9 同前註。 
10 〔元〕虞集︰〈中原音韻序〉。見周德清著︰《中原音韻》，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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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屬陽，「昏」字屬陰也。11 

看這些文字敘述，「平仄」「陰陽」在元曲中是佔有重要地位的，稍一不慎，就

有「倒字」「不中律」的可能；但這又不是一定之論，以下就點出元曲講求四聲與陰、

陽的「迷思」。 

首先，元曲是先有「曲牌」的，也就是先有音樂，然後按譜填詞，音樂的高低變

化有定，而字詞音高或隨之移易。今觀曲牌格律，基本依照「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的

長短音步而行，如前引「末句」條及其他列舉句式：「仄仄仄平平」「平平上去平」

「仄平平去平」「上平平去平」「仄仄平平去」「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去」

等，大多與「律詩」無二12。試問：音階與文字平仄豈能如此巧合的配對？這分明是文

人遣詞造句時的「習慣性」行為所致13。 

其次「平」分陰陽問題。周德清在《中原音韻》韻譜有「平聲陰」「平聲陽」二

類，在〈作詞十法〉中強調，曲牌宜「陰平」處要用「陰平」字，宜「陽平」處要用

「陽平」字，否則字音歌時不能「協」，這麼重要的發現與再三強調，為何周德清在

其他「末句」及「定格」處，屢屢舉出平仄格律，卻僅說「平」，而不分辨當作「陰

平」抑或「陽平」？而後代曲譜平聲也從無分陰陽者。這說明元曲作家或論曲者，心

中只有韻書分類的「平」，而無口語音高有別的「陰平」「陽平」，這豈非又一種「迷

思」！ 

再者，「平分陰陽」應當祇是語 中的實際情況，卻與元曲作家的作品表現脫節。

以前引「〈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為例，《全元散曲》〈點絳唇〉共收錄13首，

首句韻腳用「陰平」的僅7首，用「陽平」的有6首；臧晉叔《元曲選》有97劇用〈點

絳唇〉，首句韻腳用「陰平」的僅40次，用「陽平」的則有56次。以「〈寄生草〉末

句7字内第5字必用陽字」為例，《全元散曲》〈寄生草〉共收錄22首，末句第5字用「陽

平」的僅12首，用「陰平」的有10首；臧晉叔《元曲選》有57劇用〈寄生草〉，首句

韻腳用「陽平」的也不過38次。14這顯示文人將格律侷限於傳統「平聲」範疇，而無法

體認實際語 已分為二種音高，與上去聲具有同等別義作用，本應視為不同聲調，而

予以不同之平仄地位。 

 

                                                 
11 周德清著︰〈作詞十法〉「陰陽」條，《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頁 118。 
12 鄭因百先生《北曲新譜》也呈現這種平仄律。 
13 宋詞也是按曲牌填詞，詞律平仄也有相同現象，本文不擬多作敘述。 
14 拙作：〈論曲詞之陰陽〉，《輔仁國文學報》第 2 集（1986 年 6 月)，頁 2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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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聲原始及與平仄的關係 

先秦兩漢無「四聲」之名，但有四聲之實，所以當時韻文多異調分押。 

曹魏李登《聲類》「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是第一本依「聲調」分類的韻書15。

魏收《魏書‧江式傳》：「忱弟靜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

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是知呂靜將分卷的聲調名為「宮」「商」「龣」「徵」「羽」。

從後代韻書四聲分五卷推測，「宮」「商」是平聲卷，「龣」是入聲卷，「徵」是上聲

卷，「羽」是去聲卷16。又《南史‧陸厥傳》： 

（永明）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脁、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

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

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

「永明體」。 

《梁書‧沈約傳》： 

（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

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

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這兩段史文，可視為「四聲」開始受到文人的重視，及四聲指「平上去入」的最早記

載。 

以「平上去入」名四聲，究竟有何意義？中唐《元和韻譜》中說：「平聲者哀而安，

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明代釋真空《篇韻貫珠集‧類聚雜法

歌訣第八》也說：「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

收藏。」都對四聲的分別作了一些說解。從現代方 學的研究推測，古代方 應該也有

調值或調類的差異，因此《元和韻譜》時代雖早，也不太可能說出中古四聲的共同調性，

至於明代真空的歌訣，更祇是一種想當然耳的推測，應該是毫無實據的。 

六朝時代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之名，應該是有「音」「義」兼顧的作用，尤其「平」

「上」「入」應該就是對該種聲調貼切的形容。換個角度看，平聲是平的長音，其他是

相對短的「仄」聲，四聲是可以切割為長短音二類的，王力先生就是持這種看法17。 

                                                 
15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臺北：廣文書局，1968 年），卷 2，頁 13。 
16 《廣韻》「徵」字有上聲「陟里切」一讀，注云：「五音」；「羽」字有去聲遇韻一讀，注云：「五聲，

宮商角徵羽。」 
17 參見本文前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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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陸法 編寫《切韻》，曾見過呂靜《韻集》與南北朝多種韻書，也採取顏之

推、蕭該等隋代重要朝臣的意見，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而成。其分四聲為五卷，應

該是沿用舊有韻書的體制，而《切韻‧序》所 「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是直接對當時方 聲調所做的論述。「去聲為入」是調類的分歧，對四聲分押的韻文

會產生影響，與平仄尚無太大關係；「平聲似去」，則是調值高低的混同。倘若隋唐

時代的「正語」18，平聲仍是平調，那麼梁益的平聲就不是平調，也就是說「平聲」失

去了「長音」的性質，如此平仄分長短也失去了分類的基礎。 

唐李涪《刊誤‧切韻》曾說： 

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

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己有。……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

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恨怨之恨則在去聲，佷戾

之佷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

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

恐字，若字俱去聲，今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

乎？……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禀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

之，必大哂而異焉。 

李涪是中晚唐人，慨嘆當時一詩一賦音韻皆以《切韻》為準，與「東都」之音有差距，

因而誣陸法 《切韻》為吳音。唐代洛陽讀音既與標準韻書有實際差異，那麼講究「平

仄」的「今體詩」（即「近體詩」「律詩」），豈非是脫離口語而存在的形式性文學，

平仄與長短音即使未必全部淆亂，至少也得矯情的依循規定，形式上得符合規矩，才

不至於違反禮部規定或時俗習慣。唐代非古體詩「濁上」仍與上聲押韻，基本上不與

去聲押韻，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七、利用平仄迷思可解語言文化之迷 

上文已經概括說明各類文體對平仄的迷思，也就是將六朝時期，一時語音中的平

仄特色，在詩賦吟頌時可別長短音的現象，訂定為「律」為「體」（如「永明體」），

後世凡依照韻書講究四聲或平仄的文體，都陷入這不完全繼續存在的法則中，詩、詞、

曲、小說回目、八股文、對聯、題辭等無一能免，形成一種特殊的漢語現象。 

                                                 
18 「正音」一詞參考自［唐］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清］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

哲出版社，1978 年），卷 870，頁 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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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仄的制約雖然勢力龐大而有些荒謬，但對某些語文辨音，也能提供出可貴的訊

息。下面就舉出幾個實例加以說明。 

(一) 許叔重，重字讀平聲。東漢許慎字叔重，古名與字常有關連，今「慎重」成詞，

故多將許叔重的重讀去聲。王十朋〈酬唱凡四首〉之四： 

……孤嶼兩峰多臭味，一莖九節異香茸。羨師得句侵澄觀，顧我談經媿叔重。

明日還家帶滄海，園林小小可能容……。19 

「叔重」即指許慎，按照律詩格律與押韻，「重」只能讀平聲。又按漢代七字諺語用

韻法，如「枯容碎軀有都膚」「問事不休賈長頭」，第四字與第七字押韻，20韻字聲調

亦同，故漢諺「五經無雙許叔重」，可見「重」字東漢是讀平聲的。 

(二) 司馬相如，相字讀平聲。《全唐詩》中「相如」二字用於律句甚多，且可判定平

仄讀音者有三十餘處，「相」字一律處平聲位置，無一例外。今舉二例：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甫〈酬高使君相贈〉） 

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商隱〈寄令狐郎中〉）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則司馬相如、藺相如之「相」字，皆當讀平聲。 

(三) 司馬長卿，長字讀仄聲。司馬相如字長卿，《全唐詩》中「長卿」二字用於律句

者如：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杜甫〈贈陳二補闕〉） 

子虛何處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溫庭筠〈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長」字都處於仄聲的位置，當讀上聲。唐有詩人劉長卿，今人音注《唐詩三百首》，

劉長卿之「長」或作平聲讀，恐不正確。 

(四) 「劉禪」「審禪」的禪不同讀。陳壽《三國志‧蜀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

為子。 

                                                 
19 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8，頁 118。 
20 趙翼：《陔餘叢考》「漢諺用韻法」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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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封與劉禪本劉備二子，一名「封」，一名「禪」，取義深遠完足，「禪」當讀去聲。

周曇詠三國劉禪〈後主〉七絕詩云： 

萬峯如劍載前來，危閣橫空信險哉。對此玄休長歎息，方知劉禪是庸才。21 

「禪」字依格律處仄聲位置，故當讀去聲。字母家以「禪」為代表字，「禪」有二音，

同屬一母，讀平或去本無妨礙，但古字母家用時究竟讀平或仄？似當作一探索。今考

元‧劉鑑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內有「辨清濁」歌訣，以七律體寫成。詩云： 

端見純清與此知，精隨照影及幫非。次清十字審心曉，穿透滂敷清徹溪。 

全濁羣邪澄並匣，從禪定奉與牀齊。半清半濁微孃喻，疑日明來共八泥。 

「從禪定奉與牀齊」一句，按照近體詩格律，「禪」字必須讀平聲，可見古人是把「禪」

母讀成平聲的。 

(五) 「璉」因改讀古代聲調而失去某些文化意涵。「璉」字教育部《國語辭典》讀陽

平調，應是受「連」音同化的近世俗讀；亦收上聲為又讀。「璉」字通常出現在

「瑚璉」一詞，古代陸德明《論語音義》、《廣韻》、朱熹《論語集注》「瑚璉」

的「璉」，切語都為「力展」，讀上聲。宋‧韓維「燕諸生於内集堂作詩以勉之」

詩云22： 

……雲飛乏孔翠，廟薦闕瑚璉。非期寵禄光，或慮志業淺。…… 

「璉」與「冕蹇饍顯踐闡淺勉善」等韻書上聲字押韻，可見「璉」字古人必讀上聲。 

《紅樓夢》一書人名多用「諧音」以寓意，內有「賈璉」一名，「璉」今多讀作

平聲，實不合古人習慣讀法。若進一步解讀謂其諧音「廉」，說是「假廉」，亦不合

其平生行止。若顧及書中「賈璉」穢行，配合諧音，則作為「臉」字諧音似較正確23。 

(六) 「莫聽」的「聽」可平仄二讀。《廣韻》「聽」字有平去二讀，都有「聆也」義。

今口語中平聲讀法最常見，但《國語辭典》中「聽便」「聽憑」「聽命」「聽斷」

「聽天命」「聽天由命」「聽其自然」「聽政」「聽事」「聽人穿鼻」「聽任」

「聽訟」「聽獄」等詞都讀去聲。「不聽」「弗聽」「莫聽」單讀成詞，辭典不

收，出於句中，則平去二讀皆可，意義也有所不同。今以《全唐詩》為例，錄出

                                                 
21 〔清〕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729，頁 8357。 
22 韓維：《南陽集‧卷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集部別

集 246 冊。 
23 以上五例，筆者〈韻文格律辨音舉隅〉（2008）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說解，發表於第 26 屆聲韻學學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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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聽」一詞出現的11次詩文： 

1. ……鈿裝模六律，柱列配三才。莫聽西秦奏，箏箏有剩哀。（卷59，李嶠〈箏〉） 

2. 瑤瑟多哀怨，朱弦且莫聽。扁舟三楚客，叢竹二妃靈。……（卷204，魏璀〈湘靈鼓

瑟〉） 

3. ……元戎閫外略，才子握中籌。莫聽關山曲，還生塞上愁。……（卷248，郎士元〈送

鄭正則徐州行營〉） 

4. )長堤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棹，桃溪淺處不勝舟。（卷253，

王之渙〈宴詞〉） 

5. ……火燧知從新節變，灰心還與故人同。莫聽黃鳥愁啼處，自有花開久客中。（卷

306，朱灣〈平陵寓居再逢寒食〉） 

6. 蟲聲冬思苦於秋，不解愁人聞亦愁。我是老翁聽不畏，少年莫聽白君頭。（卷449，

白居易〈冬夜聞蟲〉） 

7. ……貢名頻向書闈失，飛檄曾傳朔漠空。西省尚嗟君宦遠，水雞啼處莫聽鴻。（卷

516，厲玄〈送黃曄明府岳州湘陰赴任〉） 

8.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卷565，

韓琮〈暮春滻水送別〉） 

9. 巧舌如簧總莫聽，是非多自愛憎生。三人告母雖投杼，百犬聞風只吠聲。（卷766，

劉兼〈誡是非〉） 

10. 同心同縣不相見，獨采蘼蕪詠團扇。莫聽東鄰搗霜練，遠憶征人淚如霰。（卷794，

皎然〈恨意聯句〉） 

11. ……冰銷遠澗憐清韻，雪遠寒峰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招閑客夜貪棋。……

（卷804，魚玄機〈春情寄子安〉） 

在上列這些詩中，按照格律判斷，除2、5、7、9四首「聽」當讀平聲外，其他7首

都要讀仄聲，可見「莫聽」一詞的「聽」，可以平仄二讀。 

漢語有「四聲別義」的現象，「聽」字也列其中。宋‧賈昌朝《群經音辨‧辨字

音清濁》下云： 

聽，聆也，他丁切；聆謂之聽，他定切。 

今《國語辭典》「聽」字平聲音字義為「用耳朵收受聲音」「採信、取信」「等候、

等待」「順從、服從」「耳聞的事情」等，去聲音字義為「治理、處理」「裁決、裁

斷」「任由、任憑」，基本意義仍有區隔，認讀或解讀時應該注意。 

蘇軾著名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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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 

就用了可以兩讀的「莫聽」一詞。依照〈定風波〉詞律，首句是「＋｜－－｜｜－」，

則「聽」是讀成去聲的。「莫聽」的聽讀平聲，則是一種較消極的對應，若讀去聲，

則蘇軾的積極面對情緒躍然而出，以「吟嘯」解氣，以「徐行」謹慎面對，似乎才是

正解。 

 

八、結語 

  本文認為漢語講求「平仄」，起源於南朝文人吟詠詩賦時，發現長短節奏間

出所形成的聲律美。24「平」聲原是平調，聲音可以延長；「仄」聲是相對短調，聲音

不可延長。但語音會隨時空不同而異，「通語」也會隨政治經濟中心而改變。當平聲

不一定是平調，仄聲也可能讀平調時，原來「平仄律」的理性美感意義就消失了。而

後代習以為常，繼續依樣畫葫蘆，隋唐以來官定《韻書》，更鞏固了這種舊習，所以

許多文體不約而同的產生「平音節」與「仄音節」交互出現的現象。 

當「科考」廢止，「官韻」不行，新文學運動大興，舊體文學遭到揚棄後，百年

之間，「平仄」之分隨國音的訂定而走向歷史，非國文專業已因入派三聲、平分陰陽，

而不知「平仄」為何物，這本在情理之中。我認為當今研究過去各種文學體式都無法

繞開「平仄」的問題，但對其區別的理性意義或歷史過程缺乏瞭解，有知其「然」而

忽略其「所以然」的情形，故撰此文，請學者不吝指教。 

 

 

                                                 
24 南朝盛行五 詩與四六文，一口氣讀一短句，字音必會較口語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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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th to Level tone and Oblique tone of 
literature works 

 

Chin, Chou-sheng* 
 

Abstract 
Valuing Level Tone (平píng) and Oblique Tone (仄zè) seriously i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between the Tone Patterns (平

píng/上shăng/去qù/入rù) and Level & Oblique Tones has a special language background in 

Six Dynasties (六朝 liùcháo). 

Tone Pattern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t the time; Ping was classified under Level 

Tone, and rests were under Non-level Tone. The pronunciation of Level Tone was available 

to be prolonged, but Non-level Tone were not. The combination of Level Tone and Oblique 

Tone forms the rhyme in literary metrics by different phonetic lengths. Afterwards, the four 

tones of dialect or common languag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ix dynasty. The level tone may 

not be level, and the oblique tone may have a level tone. The Tone pattern of dialect or 
Common Language (通語 tōngyŭ) were different form Six Dynasties. Neither every Level 

Tone was level, nor every Oblique Tone was oblique. This development expressed that the 

earlier standard of Level & Oblique Tones was lost of its support of an objective language. 
Because the rhyme books of Qièyùn (切韻) system were a standard guide for exams and 

scholars in centuries, the traditional rhythm of Level & Oblique Tone wer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s; Therefore, the literary works are still limited to “the culture of Level & Oblique 

Tone”. This phenomenon had been lasting for 15 centuries, and finally experienced a sharp 

decline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is essay stands that the division of Level & Oblique Tone has not been in line with 
spoken language since Sui Dynasty (隋朝Suícháo) and Tang Dynasty (唐朝Tángcháo); 

Therefore, the preference of Level & Oblique Tone in Various literature does be a myth. 

 
Keywords: Tone Patterns (四聲), Level / Oblique tone (平仄), Qie-yun(切韻), Rhythm 

literature 

                                                 
* Professor, Fu J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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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8年12月 

 

論廖玉蕙散文中的慈母教養思維 
 

黃 慧 鳳 
 

【 摘 要 】 

廖玉蕙的散文大多來自現實生活的體悟，她以女性、人妻、母親與老師等多重身

份書寫，呈現不同的教育觀念與視野，在社會一片「慈母多敗兒」的聲浪中，廖玉蕙

「不信溫柔喚不回」的親子教養觀令人玩味。古今中外對於親子教養議題都十分重視，

但教養觀念並不相同，也不斷在改變，過往的體罰教育，在台灣已逐漸被愛的教育所

取代。然而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許多媽寶型的孩子正在成長，引發「慈母多敗兒」的

抨擊。因此在嚴母與慈母的教養辯證中，何者優劣成了教養思辨探討的重要話題。本

文擬以廖玉蕙的散文為主要探討文本，觀看廖玉蕙的教育養成與親子教養，並輔以古

今散文來對照與對話，以剖析廖玉蕙所實行的「愛的教育」，是否能提供世人一個教

養的參考面向，看見親子教育與人格養成的一種道路。 

 

關鍵詞：廖玉蕙、散文、慈母、嚴母、教養 

                                                 
107.07.30 收稿，107.09.22 通過刊登。 
 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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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廖玉蕙的成長：嚴母斯巴達式教養出的孩子 

社會學家們強調人類的行為主要是教養的結果（社會決定因素）而不是先天的（生

物決定因素）1。一個家庭乃至於社會所採取的教養方式與教養文化，往往造就不同的

人格行為與人際互動。而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孩子的教育與人格養成非常重要。

但在長幼尊卑的華人社會結構裡，所謂的教養往往隱含著上對下的威權性。 

從廖玉蕙2的散文裡，我們可以發現廖玉蕙是在嚴母教育下成長。雖然廖玉蕙出生

在人數眾多的大家庭，在家排行第八，但卻不是過著放牛吃草的自在生活。廖玉蕙的

母親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選擇讓廖玉蕙越區就讀台中師院附小，但在城市的廖玉蕙

卻成了「土包子」，回到台中潭子家，鄰居又覺得她看不起鄉下人，因此廖玉蕙童年

雖然成績很好，內心卻很孤單。嚴母型的母親，在生活教育上，對廖玉蕙嚴格要求且

重紀律，廖玉蕙曾 ： 

從小到大，迷糊的我，不知挨過多少藤條。母親硬生生把軟弱、糊塗、毫無秩

序的我，用斯巴達式的教養方式，打成眼明手快、極為識相的人。3 

在打罵教育下成長的廖玉蕙，懂得察 觀色、趨吉避凶，看人臉色辦事。然而這樣的

「不打不成材」的教育方式，卻無法「矯正」廖玉蕙的行為： 

偷看小說，被揍一頓，仍不改偷偷摸摸偷看雜書的樂趣；考試粗心，手心挨竹

筍炒肉絲，也沒有因此變得較細心；和同學吵架，被老師賞了一記耳光，除了

更加懷恨，也沒有比較合群。倒是母親難得的淚水教我格外檢點，老師婉言的

笑容讓我真心奮勉，記憶中最美麗的回憶，全是溫柔的體貼。4 

體罰造成廖玉蕙身體上的痛楚，卻無法改變廖玉蕙內心的想望。〈心疼〉5一文述及廖

玉蕙的中學時期，她曾經為了到租書店租小說看，選擇省下午飯錢不吃午餐，直到傍

晚疲累地黑著眼圈回家，回家後，母親疾 厲色自不用說。中學時愛書成痴的廖玉蕙

                                                 
1 David Jary、Julia Jary 著，周業謙譯，《社會學辭典》（臺北：城邦，1998 年 9 月），頁 161。 
2 廖玉蕙（1950~），臺中潭子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畢業。曾任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

授，退休後專事於演講與寫作。曾獲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等。著有《老花眼公主

的青春花園》、《古典其實並不遠》、《大食人間煙火》、《在碧綠的夏色裡》、《像我這樣的老師》、

《走訪捕蝶人》等四十餘種著作。 
3 廖玉蕙：〈歲月的痕跡〉，《如果記憶像風》（臺北：九歌出版社，1997 年 10 月），頁 168。 
4 廖玉蕙：〈不信溫柔喚不回〉，《不信溫柔喚不回》（臺北：九歌出版社，1994 年 1 月），頁 166-167。 
5 「做媽媽的哪一個不是這樣的呢！你還記得吧！你念中學時，為了到租書店租小說看，老把午飯錢省下

來沒吃，傍晚，黑著眼圈回家，還不是常挨我罵，那時候，你還嫌我煩哪！是不是。唉！做媽媽的心哦

──」廖玉蕙：〈心疼〉，《不信溫柔喚不回》（臺北：九歌出版社，1994 年 1 月）。 



論廖玉蕙散文中的慈母教養思維 57 

也許不明白那是母親「心疼的責罵」，但為人母之後的廖玉蕙已然明白。在〈最大的

驕傲〉一文中，廖玉蕙提到母親一生剛烈嚴明、絲毫不肯苟且的個性： 

挨鞭子的滋味，兄弟姊妹從沒有人能倖免。但是，我們從疼痛裡成長，從罵聲

裡領略恨鐵不成鋼的苦心。……每次過年，一家團聚，共同回首童年艱苦的歲

月時，當時密密匝匝落在身上的痛楚都化為飽飽脹脹的愛。……深深感覺到漫

長的顛沛時光裡，母親額上的風霜、手中的硬繭凝聚了我們堅韌的軀體，而母

親的好強與剛烈都幻化為我們血液裡永不屈服的因子，我們真正以擁有這樣的

母親而感到最大的驕傲。6 

對於母親恨鐵不成鋼的嚴格教養，廖玉蕙仍是十分感念的。廖玉蕙母親的親子教養觀，

或可對照清朝〈鳴機夜課圖記〉一文。蔣士銓的母親是位勤懇的母親，與韓愈《進學

解》中所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有著同樣思維，為了讓孩

子好好認真讀書，織布時仍不忘教子，只要發現兒子讀書懈怠，雖然心疼仍舊打他： 

母教銓時，組紃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

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間。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

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床，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

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

視母面，淚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7 

蔣母陪讀的畫面被畫師畫了下來，也被蔣士銓記載了下來，成為流傳千古的文章，蔣

母的教養方式，從「吾母垂涕撲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

而母教由是益以嚴。」沒有最嚴只有更嚴的教養態度，一樣採取不打不成材的嚴格體

罰，然而，蔣母日加嚴厲的教養方式，後來換得了成大器的蔣士銓，以及蔣士銓對母

親的感念。 

過去嚴格出孝子的教養方式，在華人社會是普遍可見的現象，不管是過去或現在

都存在這樣的教養觀。因此廖玉蕙與蔣士銓對嚴母的感念看似奇怪卻不突兀。而且時

至今日，在強調「愛的教育」的大旗下，這樣的教養觀也並未被完全取代。 

 

 

                                                 
6 廖玉蕙：〈最大的驕傲〉，《閒情》（臺北：圓神出版社，1986 年 5 月），頁 39。 
7 詳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收錄於謝冰瑩等註釋：《古文觀止新編》（臺北：啟業書局，1989 年 7

月），頁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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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舊時代「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的親子教養觀 

為人父母是親子教養中不能缺席的角色，因為家庭教育對孩子有著舉足輕重的影

響性。三字經所謂：「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嚴格教養是父母及老師

應盡的職責，但是過往竹筍炒肉絲的體罰教育，在人本教育的提倡下，已逐漸被「愛

的教育」所取代。但社會新聞裡的媽寶、爸寶卻不斷出現，雖說愛孩子是許多父母的

天性，然而過度寵溺卻不宜，因此「慈母多敗兒」的聲浪再起，這樣的親子教養觀，

可以回溯到古籍經典，找到類似的教養觀念。《左傳‧隱公三年》記載衛莊公竉子州

吁一事，當時魏國大夫石碏規勸衛莊公：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8 

衛莊公並未接受石碏的諫 ，等衛莊公死後，桓公即位，受寵愛的州吁竟殺了桓公，

造成王室的慘劇。這段愛之適足以害之的例子，收錄在《古文觀止》中，明白指出「寵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用以提醒天下父母「教子以義

方」，不可太寵溺孩子，以免鑄下大錯。 

由上文可知，不管是父親或母親都不應讓孩子恃寵而驕。然而相對於父親，母親

的傳統角色在親子教育上是被賦予任務與期待的。女性的生活從結婚到生子，從人妻

成為母親，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學習成長，為人母的角色不僅在私領域的家庭中具有

意義，從公領域來看更具有社會責任與承擔。莎拉‧魯狄克（Sara Ruddick）認為女性

發展了一種不同的倫理，她界定了一種所謂「母性思維」的認知風格─全面、開放、

依賴─與之相伴的是「持續的愛」的倫理（Ruddick 1980）9，在這樣的母性思維中，

也指出現今對女性的挑剔是母性責任的失敗，由此可見在親子教養中人們對「母親」

                                                 
8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詳〈石碏諌竉州吁〉，收錄於謝冰瑩等註釋：《新

譯古文觀止》（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 7 月），頁 8。顏擇雅在談愛還是錯愛時，也以此為例，但認

為「小孩不同能寵」並不是真理。詳顏擇雅：《愛還是錯愛》（臺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5
年 4 月），頁 6-8。 

9 朱狄絲‧柯根‧伽德納（Judith Kegan Gardiner）：〈心智母親：心理分析和女權主義〉，收錄於格蕾‧

格林（Gayle Greene），考比里亞‧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

北：駱駝出版，1995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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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的重視與要求10。尤其年幼的孩子往往對母親有本能性的依賴，所以母親的教養態

度與行為，往往影響孩子一生。 

近年網路文章傳播快速，其中〈一個死刑犯和一個CEO給母親的信〉11也是一篇宣

告「嚴母出孝子，慈母多敗兒」12的文章，文中以死刑犯與CEO兩者從小的教養來形成

反差對比，回顧兩人過往與母親的互動，讓讀者清楚看見同一件事情，兩人母親截然

不同的教養方式與態度。首先孩子跌倒，死刑犯的母親會踢石頭安慰寶寶，讓孩子以

為錯在石頭，但CEO之母則認為跌倒是孩子自己魯莽，無關石頭；第二孩子看電視不

吃晚飯，死刑犯的母親怕孩子餓著，會餵孩子吃飯，CEO的母親就讓孩子餓到第二天

早飯，為自己任性的行為負責；第三件事是有關原則問題，說好一次只能買一樣東西，

死刑犯的母親會因孩子哭鬧而心軟地妥協購買，CEO之母則立場明確不改原則；第四

是有關生活瑣事的處理，死刑犯之母往往諸事為孩子打點，CEO之母則讓孩子學習自

己打理、培養自理能力；第五是有關犯錯，同樣打破鄰居窗戶，死刑犯之母會賠錢並

要孩子說聲「對不起」了事，CEO之母則帶領孩子修好窗戶，同時扣孩子零用錢為自

己過錯負責。其他如學鋼琴、選填志願、買手機、找工作、交女友等，兩位母親也都

採取了相對的教養方式，死刑犯之母至始至終細心呵護、疼愛有加，CEO之母不變的

要求孩子要為自己的未來、慾望、事業、幸福、承諾負責。最後兩人因不同的教育方

式與人格養成，一個成為死刑犯，一個成為CEO。 

我們不免質疑上述例子過於極端，但也因此更能突顯文章的鮮明寫作意圖。死刑

犯母親慈母式地溫柔呵護，採取保護方式，為孩子擋風遮雨，CEO母親嚴母式地事事

要求，讓孩子在挫敗中成長。死刑犯給母親最後的信寫到：「我終於知道，是您一直

以愛的名義一次次奪走了我成長的機會，一次次扼殺了我生存的能力，一次次剝奪了

我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的權利；原來到臨死這一刻，我根本就沒有長大過；原來用錯誤

的方式為孩子付出，收穫的是兩代人的痛苦；原來教育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原來是

您親手把我送上了斷頭台」，原來母親以愛為出發點的「細心呵護」、寵愛可能造就

無能的孩子，過度保護與溺愛，反而成為孩子成長的阻礙，錯誤的對待換來的是孩子

毀滅性的怨恨，與一輩子無法挽救的遺憾，相信這絕對不是愛孩子的母親所樂見的，

                                                 
10 當然精神分析女性主義代表人物 Dorothy Dinnerstein 和 Nancy Chodorow 也提倡雙重育兒（dual 

parenting），或是父親育兒政策（如北歐國家）。詳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

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9 月），頁 180。 
11 詳 《 華 人 觀 察 》 ， 轉 引 自 《 大 紀 元 電 子 報 》 〈 一 個 死 刑 犯 和 一 個 CEO 給 母 親 的 信 〉

http://www.epochtimes.com.tw/ 2016 年 04 月 08 日。 
12 此處借用《增廣賢文》中「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的說法，詳董寧等編譯《增廣賢文》（太原：山

西古籍，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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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愛是一種礙，是一種錯愛。 

這篇文章明確標舉出不同的教養方式，會造就孩子截然不同的人格，也成就孩子

大不同的人生，強調「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教養觀。（姑且不論父親在教養上的分工

義務）此文突顯了母親處世原則與態度的重要性，必須培養孩子為自己負責的態度與

能力。《梁旅珠教養書─教出錄取哈佛、史冊佛七大名校女兒的教養秘笈》13也道出梁

旅珠從虎媽到成為孩子朋友的教養過程，這些古今作品都證成嚴母教養的成功。 

但有原則又態度嚴謹的母親往往給人嚴母的形象，但這是否就表示「慈母就多敗

兒」呢？在廖玉蕙散文〈陪你一起找羅馬〉、〈如果記憶像風〉、〈示愛〉、〈歲月

的痕跡〉等篇章裡，我們看見她「不信溫柔喚不回」的教養觀，或可驗證嚴母、慈母

不同的教養方式，是否造成相應於上的結果。 

 

三、廖玉蕙慈母式的教育實踐 

廖玉蕙雖然感念嚴母的教育，但是廖玉蕙仍然不贊成體罰，在廖玉蕙心中「母親

難得的淚水」、「老師婉 的笑容」才是喚回孩子的關鍵，成為人母後的廖玉蕙並沒

有傳承嚴母的教養方式，而是自省的改以愛的教育來對待孩子及學生，在廖玉蕙的散

文中，她就是一位慈母型的母親，「不信溫柔喚不回」的想法支持著她。但廖玉蕙的

女兒是否就是找尋羅馬必須要家長陪同的媽寶？不能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呢？ 

從廖玉蕙的散文中，我們可以窺見女兒的成長過程，小時候有學習障礙，國中遭

受霸凌，大學聯考失利，到異邦求學念書又半途而歸，可謂一路顛簸。廖玉蕙身為人

母，是如何面對這些教養難題呢？ 

心理學有所謂「比馬龍效應」，即所謂自我應驗預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因此我們往往以語 正增強我們期望看見的行為。親子對話中，語 具有強大的實踐

力量。大體而 ，長期被指責的孩子往往有負面的自我認知，容易消沈，甚至沒有存

在價值感，或者相對的自我膨脹以求平衡，而被過度保護與寵愛的孩子容易無知，對

於挫敗多指向外在，傾向外在歸因，沒有自省能力，而被理解的孩子往往較具有同理

心。兒科專家和嬰兒分析家D‧W‧溫尼科特（D‧W‧Winnicott）強調，好母親在幫

助孩子獲得自我意識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好母親即正常的母親，孩子既滿足又約束，

愛他們，映現他們以使他們正常成長14。廖玉蕙的幼年是在母親打罵聲中成長，但對於

                                                 
13 梁旅珠：《梁旅珠教養書─教出錄取哈佛、史冊佛七大名校女兒的教養秘笈》（臺北：寶瓶文化，2011

年 8 月）。 
14 朱狄絲‧柯根‧伽德納（Judith Kegan Gardiner）：〈心智母親：心理分析和女權主義〉，收錄於格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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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權威嚴厲的約束，似乎沒有讓她得到足夠滿足的愛，她曾抗拒與怨恨，一股腦的

往書中世界尋找溫暖慰藉。然而為人母後的廖玉蕙已然能夠體悟母親的用心。 

成為母親的廖玉蕙，思索該如何教養孩子，她希望與孩子建立無話不談的親密性，

同享歡喜悲傷，成為孩子的朋友，不僅是一個可以全面開放、讓孩子依賴信任的母親，

也是一個懂得示愛、示弱的母親，希望以正面、善意、鼓勵的方式來教養下一代15，十

分重視家庭氣氛的經營，隨時歡迎孩子來取暖，不願重蹈童年時母親的覆轍。因此面

對女兒的童年，改採貼心陪伴、溫柔教養。 

(一)女兒幼年的學習障礙 

在〈陪妳一起找羅馬〉一文中，廖玉蕙回憶前塵往事，述及女兒一次次挫敗的童

年經歷：「小二時，你被診斷出罹患嚴重的弱視，一紙診斷證書，解開了你既不愛看

書也不愛看電視的謎團。於是，我們每星期定期迢迢從中壢開車北上，到台北長庚做

弱視畫圖治療，足足半年，終於將「戴上最深的眼鏡都看不到○﹒五的視力」提升到

一﹒○；接著，發現你手眼不協調，對兒童來說易如反掌的跳繩動作，你在爸爸鍥而

不捨地教導、陪伴下，足足練習了幾十天才成功。騎三輪腳踏車也老往同一個方向偏

去，有好長一段時間，你那位苦心孤詣的爸爸，咬緊牙關，在中正紀念堂裡扶著你和

兩輪腳踏車，跌倒了又爬起，練習了又練習，那樣的身影，任誰看了都會鼻酸不已。

而你終於學會騎腳踏車的那日，父親老淚縱橫，仰天笑說：『誰敢說我的女兒不行！』

撩起褲管，才發現爸爸雙腿內側挫傷得血跡斑斑。16」發現女兒嚴重弱視，手眼不協調

不會跳繩，感覺統合能力不佳，總鍥而不捨地找尋醫生救治，並不斷陪女兒一起練習

簡單又重複的動作，直到女兒學會，這樣弱質的女兒，成績永遠跨不過45名的女兒，

父母並沒有採取嚴厲的指責與打罵，選擇鼓勵女兒向44名邁進。加上女兒有氣喘病，

因此僅有的期望就是女兒無病無災、平安快樂長大，雖然不免擔心孩子未來的工作，

也寧願相信天無絕人之路。而這樣的教養竟練就女兒不怨天、不尤人的堅強，還常常

貼心地要母親不用擔心，保證自己很快會好起來。母親這個女兒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不間斷的以行動陪伴練習，並在 語上持續的鼓勵，雖然不是嚴母，

女兒仍學會了不放棄的精神。 
                                                                                                                                           

格林（Gayle Greene），考比里亞‧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

北：駱駝出版，1995 年），頁 117。 
15 詳廖玉蕙：〈家庭的快樂和希望〉，《沒大沒小》（臺北：九歌出版社，1999 年 4 月）。以及李蕙蓁：

〈廖玉蕙：人要懂得示愛與示弱〉，《更生日報》，1998 年 9 月 18 日。 
16 廖玉蕙：〈陪你一起找羅馬〉，收錄於陳明柔、李欣倫、申惠豐主編，《生命敘事文選（3）出走，尋

求生命的更新》（臺中：靜宜大學，2015 年），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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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兒被霸凌的國中生涯 

愛利克‧愛利克森認為一個人的個性是在特定階段得到鞏固─即青春期的個性危

機階段（Erikson 1959）17。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一文中，描寫了女兒的國中階段。

升國中後，女兒除了學校課業不理想外，開朗、乖巧、體貼善解人意、彬彬有禮且文

弱溫和，與自己非常親近，「女兒每天放學總是一放下書包便跟前跟後的和我報告學

校見聞，相干的，不相干的。」女兒國中老師也說:「這麼可愛的孩子，不用擔心！條

條道路通羅馬啦。」 

家庭雖然沒有暴力，但是校園暴力卻發生在女兒身上，女兒回家時腳上烏青好幾

塊，廖玉蕙在南京開會，女兒怕父親擔心於是謊稱跌倒，直到事情爆發，訓導處要廖

玉蕙去學校一趟，才知道女兒在學校被同學打，且10天痛打4回！ 

女兒在青春期遭受校園霸凌，一開始並不敢告訴父親，待事情爆發，父母才傷心

沒讓孩子對父母有足夠的信任，天底下的父母其實並非不知道孩子也是個體，擁有選

擇解決問題的方式，但華人父母總希望能介入幫助，尤其在認為孩子無力解決問題的

時候，但這並不表示孩子就不需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廖玉蕙自力救濟，主動打電話

給傷害女兒的同學，她不相信13、4歲的孩子能壞到哪？這才發現R是隔代教養，也許

缺少父母的愛才會行為偏差；而T則是在家動輒被父挨打，認為犯錯就該被狠揍一頓，

T振振有辭的說：「她活該。為什麼她功課不好，我功課也不好。可是，老師每次看到

她都笑瞇瞇的，看到我卻板著臉孔，我就不服氣。18」T的霸凌行為複製了原生家庭的

日常生活，不知那裡有錯；而常常翹課又居無定所的K，廖玉蕙與她有如下的寬容對話： 

我問她：「聽說，你一直沒到學校上課，大夥兒都到校，你一個人在外面閒逛，

心裡不會慌慌的嗎？女孩兒低聲說：「有時候會。」……「我不喜歡上課。「那

你喜歡什麼呢……喜歡看小說嗎？」「喜歡。」我誠懇地和她說：「阿姨家有

很多散文、小說的，有空和我女兒一起來家裡玩，不要四處閒逛，有時候會碰

到壞人的。」女孩子乖乖地說了聲「謝謝！」我沉吟了一會兒，終究沒提打人

的事。嘆了口氣，掛了電話，眼淚流了一臉。19 

                                                 
17 愛利克‧愛利克森的個性概念，包括了生理的形成，嬰兒期的認同，社會角色和成年的自我形象。「個

性」的概念連繫著特定的生活階段，儘管個性成長是貫穿人的一生的，但它在這個特定階段得到鞏固一

即青春期的個性危機階段（Erikson 1959），詳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9 月），頁 113。 
18 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收錄於梅家玲、郝譽翔《散文讀本》（臺北：二魚文化，2002 年 8 月），

頁 192。 
19 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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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蕙以關懷問候取代責罵，還站在女孩立場，心想背後到底有什麼樣的父母忍心讓

孩子流落街頭、四處為家？這些霸凌他人的青春期孩子，在幼年與青春期的人格養成

階段，沒有良好的典範，沒有得到足夠的愛，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宣洩情緒。20 

在廖玉蕙女兒的夢境中，我們可以窺探出女兒的想法與母親的教養影響： 

我夢到我當上了警察，我們組長要我去XX國宅抓兩名通緝犯，一是K，一是T，

我到XX國宅時，果然看到她們又在打人，我立刻上前制止，乘機從背後將K的

雙手反扣，交給同事帶回局裡。再轉身冷冷地朝T說：『我這一次放你走，希

望你改過，別讓我再抓到，不要讓我失望。』她問我：『你到底是誰？』我把

證件拿給她看，她嚇了一跳，馬上向我下跪……21 

又 

我又夢到K，她完全失去了凶狠的眼神，變得脆弱不堪，我勸她：「回家去吧！。

再不回家，妳媽要得相思病了！」K問我是誰？我告訴她，我就是以前被她打

三次的人，我勸她改過向善，並幫她找回了媽媽，她高興地流下了眼淚……22 

榮格認為，絕大多數的夢是具有心理補償作用的，夢是無意識過程的自然表現，既有

目的性，又無任何掩飾23。夢境中女兒變得強大而勇敢，翻轉了現實生活中弱勢的地位，

站在勸導者的立場願意給傷害者改過的機會，在夢的世界裡頭角崢嶸的施暴者變得脆

弱不堪，女兒還幫K找回了失去的母親。 

倘若如阿德勒所認為，夢是一種「為了面對已出現的某種問題，按照優越的願望，

憑借類比的辦法所進行的準備。24」女兒面對問題的解決方式與類比行為，或可以呼應

廖玉蕙的親子教養理論，篤信「不信溫柔喚不回」的「教育觀」，教出了願意給別人

改過機會、具有同理心的孩子，能夠同理父母的心，能夠同理霸凌者缺乏的愛，這樣

的孩子是善良的，而被同理的霸凌者，刺蝟的尖刺也收斂了。倘若這一切都改以嚴刑

峻法來處置，也許能嚇阻短暫的不當行為，但是否會成為影響一生的童年的創傷，或

                                                 
20 Bourdieu 從「文化資本」的觀點指出，出身於社會下階層的兒童，由於本身家庭的文化貧乏，成為所謂

的「文化不利」學生，其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形成不連續的斷層現象，學生的學習容易遭致挫折與失敗，

而下一代仍難逃淪為社會下階層的命運，而這樣「文化再製」的現象並不是我們樂見的。詳趙曉維：互

為主體性，載於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一）（臺北：文景，2000 年），頁 871。 
21 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頁 197。 
22 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頁 197。 
23 羅伯特‧霍普克（Robert H. 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臺北：立緒文化，1997 年），頁 14-15。 
24 陳慧：《弗洛伊德與文壇》（廣東：花城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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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長後莫名複製的行為模式，也是令人擔心與生畏的。 

事情落幕半年後，女兒在星期假日埋首寫字，那5、6張兩面寫滿的紙，全是女兒

被打的經過25以及所做的惡夢，女兒將情緒宣洩在白紙黑字裡，讓依賴屈從的閉鎖世界

有了抒發的出口，看似平常，卻能在書寫的過程中勇敢正視自己的傷痛，進行自我的

敘述治療，讓自己的意識得到覺醒，在紙團中控制主宰自己的生活。 

多次被暴力施虐的女兒，因為被恐嚇威脅而不敢告訴長輩，也生氣自己的膽小，

但又怕家長擔心所以選擇隱忍不說，反而助長了對方的氣焰，造成接二連三的暴力傷

害。半年後女兒的恐懼，起因於老師重新安排教室座位，兩位曾霸凌女兒的T、R，一

個坐在左邊，一位坐在前面，喚醒了女兒意識底層的記憶，然而當母親安慰女兒要請

老師重新安排座位時，女兒卻怕被T、R知道後又要倒楣……於是廖玉蕙認真考慮讓女

兒轉學至教會學校，不料上帝也要揀選智慧高的子民，但女兒成績一向不理想，無計

可施又心力交瘁之時，女兒竟「開心地」回來說老師下禮拜要重新安排座位，母親這

才背著女兒和導師聯絡，希望避免再讓他們坐在一塊。看到這裡，我相信許多人的心

不是放下，而是不安的懸在空中，但子女人生的路總要自己走，父母擔心無益，女兒

的態度才是關鍵。 

                                                 
25 那 4 次血淋淋的校園霸凌內容如下： 
 第一次：那一天是星期五，十五班 K 跑來，叫我放學後在校門口等她。下課後，她打扮得花技招展在

門口等我，還噴了香水。她把我騙到隔壁 xx 國宅二樓，我才放下書包，一轉身，她就變了一個臉，凶

狠地問我一個我聽不懂的問題，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就打了我幾個耳光，我楞了一下，她打我？我真是

不敢相信？我和她無怨無仇，她為什麼打我？……我跟她扭打在一起，她拉我的頭髮，我扯她衣服，她

抓住我的頭髮把我丟出去，我整個跪到地下，也就是所謂的「一敗塗地」，她把我從地上拉起來恐嚇我

「你要是敢講出來，我就把你從樓上推下去」，我怕得要命，因為氣喘病發，正喘著氣，突然從圍觀的

人群中跑出來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女人對我吼：「你還喘！喘死啊！」說完，又給我一個耳光，我整個

人又跪到地上去。我因為害怕，什麼都聽她的，出了國宅，我真的忍不住哭了！我哭的原因是因為我好

膽小，而且我不甘心啊！我竟然就這樣傻傻地被她打！她還說我說話很ㄉㄧㄠˇ，ㄉㄧㄠˇ是什麼意思

啊？我從來沒有這樣屈辱過，連爸媽都從來沒有打過我啊！她憑什麼打我？我恨死她了，我生平沒恨過

什麼人，我發誓與她勢不兩立。 
 第二次：暑期輔導中午，K 突然從校外跑來（她沒有參加輔導），約我去國宅十二樓 talk talk，我很膽

小，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她去，一到十二樓，她就說：「上次你扯我衣服，害我整個曝光，你今天

是要裸奔回去？還是被我打？」她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我考慮了一下，就選擇挨打，她打人很奇特，

不只是打臉，連後腦勺一起打，我被她打得臉熱辣辣的。腫得像豬頭皮似的，我實在痛得受不了了，請

她等一下。我用手往牙齒一摸，手上都是血！。她凶狠地說：「今天饒了你，算你走狗運！」走的時候，

又恐嚇我不准講，要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第三次：這一次本來是要找班上另一位同學的麻煩的，那位同學跑了，所以就找我，她們又問我一些莫

名其妙的問題，問一句，揍我一下，這一次真的很慘，T、K 二人連打帶踢地弄得我全身是傷，膝蓋上

一大塊青腳印，久久不消，這次，嘴巴又流了好多血，啊！我真是沒用啊…… 
 第四次：這次是參觀資訊大樓時，T 把我一我堵到廁所裡，T 又是拳打腳踢……。 
 詳廖玉蕙：〈如果記憶像風〉，頁 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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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國中老師說：「你那女兒實在可愛，她一點也不記仇，上次班際拔河比賽，

她拚命為T加油，我一旁看著她喉嚨都喊啞了，臉紅嘟嘟的……我有時候上了一天課，

好辛苦，偶爾上課時，朝她的方向望過去，她總不忘給我一個甜甜的笑容，蔡太太，

你也是當老師的，應該會知道，那種窩心的感覺，當老師的快樂不就是這樣嗎？真是

讓人心疼的孩子！」 做母親的放不下，但女兒在行為上卻已然放下，如果沒有良好的

教養，實在很難有這麼好的修為來包容傷害她的人，相信廖玉蕙溫柔與愛的教養方式，

對女兒是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的。 

(三)女兒聯考失利異邦求學 

走過中學的暴力困境，在〈羅馬在哪裡〉一文中，女兒國中老師說：「條條道路

通羅馬」，但廖玉蕙眼見女兒在考試與人際上的挫敗，「不曉得能不能攻下一個屬於

她的羅馬？26」接著在〈陪你一起找羅馬〉一文中學習成績一向不理想的女兒聯考又失

利，於是想到異邦求學，然而在台灣讀中文念理化都不及格，在美國以英文念海洋學

更是困難。然而既然選擇，仍硬著頭皮往前走，這樣的孩子決心出國找尋自己的羅馬，

沒有父母陪同，願意選擇獨自在異國奮鬥，足以顯示廖玉蕙教養出的女兒，並不是「媽

寶型」的孩子。 

但在散文中母女網路兩端的對話，顯示女兒再度適應不良，每每聽到女兒把『海

洋學Drop掉了』！又把『政治學Drop掉了』！父母不揪心也難，出國兩年多後的一個

中午，例行的問候過後，女兒在電話那頭怯怯地試探：「我實在讀不下去了，我可以

回家嗎？」、「媽！你真的不介意嗎？這樣會不會沒面子？」母親回答：「面子？誰

的面子？我的？那大可不必顧慮，媽媽的面子不掛在女兒的身上。」「只要你自己想

好就好，我們只是給你一個機會試試。既然努力試過，就沒什麼遺憾的。」女兒也回

應「我不是讀書的料，我非常感謝爸媽花了這麼多錢讓我出來，回去後，我會立刻找

個工作，您不用擔心」。這樣全面的包容與無條件的愛，一路伴隨女兒成長，女兒越

挫越勇，即使學業成績上面不優異，在人際上遭到霸凌，但在人格的建立上，卻難得

的體貼與健全，親密的與母親無話不談27，是一個「開朗、勤奮、體貼且善解人意」28的

                                                 
26 廖玉蕙：〈羅馬在哪裡？〉，《如果記憶像風》，（臺北：九歌出版社，1997 年 10 月），頁 58。 
27 伊莉莎白‧阿貝爾（Elizabeth Abel ）研究了女性的友誼。由於女性的自我界限是變動的，女性朋友界

定自己和別人是「通過所知的親密、友誼成為女性自我界定的工具，通過與別人的關係澄清個性，別人

包含、反映了自我的一個基本方面」（Abel 1981，P16）。詳朱狄絲‧柯根‧伽德納（Judith Kegan 
Gardiner）：〈心智母親：心理分析和女權主義〉，收錄於格蕾‧格林（Gayle Greene），考比里亞‧

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北：駱駝出版，1995 年），頁 123。 
28 楊挽北、盧玲穎：〈溫柔看進世間事 直筆書寫為人間〉，《人本教育札記》第 175 期（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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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也從不吝惜對母親示愛，羨煞許多人。 

這樣乖巧貼心的女兒，一返台立即投入工作職場，擔任移民仲介工作，但每日郵

寄大批資料、英文仍困難重重，歷盡辛苦，父親還得常常幫忙運送，於是一人工作兩

人投入，工作兩週後，女兒選擇結束工作，決定重返校園。綜此，女兒從小到大不斷

經歷失敗挫折，但卻沒有因此走上人生歧途，正因為有愛的撫育，以及父母從不放棄

的努力，使得女兒雖然沒有大成就，卻不致於沉淪，仍不斷的找尋生命的出路，對未

來仍抱有無限希望。 

戰後自我心理學家愛利克‧愛利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生活階段的觀點，她認

為「孩子通過與他人的相互作用，學著將自己身體的快樂和挫敗與他人聯繫起來。」29

從父母親的陪伴，女兒學會信賴養育她的人類環境。每一階段有其危機與問題，成功

解決便導向下一個階段。廖玉蕙女兒的成長一路坎坷崎嶇，腳步踉蹌，但在父母耐心

攜手支持下，縱使艱難也一一熬了過來，回首那些不簡單的磨難，其實疤痕仍在，就

算燒光寫滿被霸凌與惡夢的紙團，讓它隨風吹的灰飛煙滅，但深藏在記憶中的傷痛卻

不一定能被吹走。但廖玉蕙受狄更斯的影響，她相信：「在黑暗中受苦難的人，沒有

悲觀的權利，但一定要保持純真的心，對生命抱持希望。30」因此廖玉蕙自始至終抱著

希望，在女兒成長的每個階段，一同忐忑擔心、一同努力，給女兒實質的愛與陪伴，

而這樣的教養方式，使女兒在紛擾的人際互動間，有了溫暖的避風港口，女兒個性純

真如昔，面對困境沒有投降，而是在危機中不斷調適努力、心智逐漸成熟茁壯，這一

切種種都是人生下個階段前進的基石。 

 

四、陪孩子一起找羅馬？  

廖玉蕙在〈陪你一起找羅馬〉中，描述女兒獨自在美國留學的情形，星期假日，

不知要做什麼，日一個人只好去逛逛，有時去百貨公司，有時去公園，無聊地和老人

一起曬太陽，或去日本拉麵店打牙祭，女兒說： 

這是我常坐的位置。拉麵還附送炒飯或煎餃，想家的時候，我就來這兒叫一碗

拉麵，靠著附送的蛋炒飯平息想念媽媽的心，這兒的waiters都對我很好哪。31 

                                                                                                                                           
頁 15。 

29 格蕾‧格林（Gayle Greene），考比里亞‧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臺北：駱駝出版，1995 年），頁 112-113。 
30 廖玉蕙：〈回首純真年代〉，《大食人間煙火》，（臺北：九歌出版社，2007 年 1 月），頁 118。 
31 廖玉蕙：〈陪你一起找羅馬〉，收錄於陳明柔、李欣倫、申惠豐主編，《生命敘事文選（3）出走，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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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蕙心想不善人際的女兒，在語 熟練的家鄉就曾經飽嘗交友的困難，更何況在人

生地不熟的異邦。知道女兒念書之外的漫漫時光，和佝僂的老人一起在公園裡曬太陽、

想家鄉，於是常到拉麵店一解思鄉之情。為人母的淚便靜靜順著雙頰流下，除了深深

感謝拉麵店提供的溫暖，也自省當年的孟浪大膽，如今女兒已然回到身邊，卻才是思

念的開始： 

啊！做媽媽的心情是複雜得理不清的，我是在設法將那分離兩地的九百多個日

子一一重尋回來，而且，無論如何再也不肯鬆手讓你獨自展翅高飛。今後，不

管晴天或下雨，要找屬於你的羅馬，爸媽陪你一塊兒去。32 

「找屬於你的羅馬，爸媽陪你一塊而去」的教養觀，看來慈愛卻也容易落入媽寶養成

的危機中。時間若能重來，女兒會希望父母陪同一起找羅馬嗎？ 

王文靜〈萊比錫女孩〉一文中也提到類似的問題，台灣女孩到德國留學，不僅德文

難學，經濟又有壓力，因此壓力大到不知道人生怎麼走下去，開始抽菸，困頓多年，家

裡無法理解她為何遲遲無法完成學業，直到後來才解開那生活的結，但仍開玩笑的說：

「誰要是想把孩子送到德國，要三思，除非那孩子不是你生的」33，這樣內外皆苦的異

國生活，是否能成為未來的祝福？王文靜肯定萊比錫女孩的勇敢，認為她是一位能獨立

探索人生的年輕人，她相信，「不給金錢」是現代父母送給孩子最好的生命禮物，但亦

是最難的功課34。洪蘭〈讓孩子趁早體驗經濟壓力〉一文，也認為早一點讓孩子知道生

活的真相並沒有不好，孩子比較能了解不好好學習，將來找不到好工作35。〈萊比錫女

孩〉一文也舉了一個頗具意義的例證，《Smart智富》雜誌曾報導，張教授全額負擔兒子

到美國留學的經費，沒讓孩子打工，學成歸國想幫孩子在大學謀職位，兒子竟然對老父

吼說：「幹嘛找工作？你不是留了幾間房子給我們，靠租金就可以過活。」36沒有放手

讓孩子成長，孩子只有向父母伸手的能力，啃老是目前社會一個很大的危機！ 

要父母揪著心讓孩子受苦，的確不容易，但我們相信孩子必須學會獨立，也深知

孩子有學習面對困難的必要，股神巴菲特也要孩子「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然

而孩子困頓寂寞又挫敗的經驗，是否能成為前進的基石呢？在廖玉蕙的散文中，女兒

在異邦書讀不下去，選擇返台工作，兩週後又結束工作決定重返校園，這些歷程是否

                                                                                                                                           
求生命的更新》，（臺中：靜宜大學，2015 年），頁 97。 

32 廖玉蕙：〈陪你一起找羅馬〉，《大食人間煙火》，頁 39。 
33 王文靜：〈萊比錫女孩〉《商業周刊》1481 期，（2016 年 4 月），頁 12。 
34 同前註。 
35 洪蘭：〈讓孩子趁早體驗經濟壓力〉《親子天下》77 期，（2016 年 4 月），頁 24。 
36 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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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在異邦兩年多的「失敗」鎩羽而歸、前功盡棄，到底讓女兒成長了什麼？ 

首先長期在英語世界濡染，讓她有能力返台考上外文系；其次在海外培養出勇於

討論的習慣，回到校園變得大膽發 、勇敢表達，還參加話劇公演、英語演講，並得

到許多的獎勵肯定，甚至在大二暑假得知學業成績全班第2名，得以領取獎學金8000

元。這一切完全改變了國小永遠倒數名次的形象；其三、在海外培養的獨立精神，讓

女兒知道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懂得思考要過怎樣的人生，會有計畫地在暑期參加各

項進修，陸續學會騎摩托車、開車，受訓拿到英語教學種子老師的執照、學會錄影帶

的剪接技巧，加上在高職學習到的資訊處理，讓自己變得有不錯的應世能力。而二週

的工作經驗，也讓女兒體會工作的艱難，與英語能力的重要。這一切點點滴滴的經驗，

積累成壯大的能量，讓女兒變得有能力邁向未來。 

倘若當年母親陪同一起去美國，是否就能完成學業、凱旋歸國，並謀得好工作、

好歸宿，這其實不然。在廖玉蕙〈學會放手，母子互相學習了一課〉中兒子告訴母親：

「做母親的不該用威權或乞憐的方式企圖干犯子女的生活」。是的，過度的權威或過

度的放任都是不對的，廖玉蕙的親子關係也經歷了許多磨合期，她不是萬能的母親，

孩子也曾說「媽媽什麼都不會」，但廖玉蕙不斷的在自省中調整母子關係，調整教養

方式，她「在溫柔體貼的女兒身上，體會到被人珍重、愛著的感覺是多麼美好」37，於

是決定仿效女兒，將對母親的滿腔謝意、愛意及時說出口。在廖玉蕙的散文中，我們

看到「示愛」與「示弱」的母親，造就了堅強勇敢的孩子。其實每位母親都是當了母

親，才學著當一個好母親，因此女兒的羅馬不一定要父母親身陪同，反到是心靈的支

持溝通、愛的永恆相伴才是必然且不可或缺的關鍵。那樣的愛不是給壓力的愛，而是

一路用心陪伴照撫的愛，忍心看著孩子在挫敗中再站起來，讓一路開展的歲月，都有

母愛的環抱。 

在廖玉蕙的散文中，「父母和孩子間，親子情緣的相牽相繫相惜，是最溫暖、可

貴的情意；也讓父母孩子體認到，親子共處的情緣，一眨眼就過去了。生活裡的點點

滴滴恍然若夢，未能即時參與、了解，也就遺憾終生了38。」這些看似平淡親切的日常

生活，充滿著愛與希望的文字，有歡笑有淚水，有對人生的體悟與反省，往往能成為

人們生活的借鏡。正如廖玉蕙所 ：「文學是生活的再現，人生的反映。一位優秀的

作者，往往能藉由生花妙筆及深度反省能力，讓尋常的生活小事，變得機趣盎然或讓

人讀之迴腸盪氣。在世紀末的今日，我們深信文學或者對麻痺已久的人心還能發揮些

                                                 
37 廖玉蕙：〈示愛〉，《不信溫柔喚不回》（臺北：九歌出版社，1994 年 1 月）。 
38 江育慈：《廖玉蕙及其散文研究》（新竹：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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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振衰起敝的作用。39」對許多為人母的模範讀者而 ，在無法求全的生命路程中，生

命是變動不已的，如何遭逢挫折後還能返回生活的軌道，如何在不小心暴走後，還能

回歸心靈的寧靜，那樣的文字發揮著一定的社會影響，也給了許多人指引與力量。 

綜上所述，要教養出人格健全又負責任的子女，並非一定要嚴母，嚴母與慈母並

非唯一的判定準則，還得視孩子的個性、家庭背景、生活環境、教育條件等諸多變動

因子，分別因材施教。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廖玉蕙的散文中，慈母式教養的孩子也可

以積極面對人生，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如古籍中「有寵於僖（齊僖公）」的齊桓公，

或「有寵於獻（晉獻公）」的晉文公，這些受父親寵愛的孩子，仍能成就大業成為春

秋霸主40。更何況今日所謂的成功，絕對不單指事業上的成就，在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中可以成功的面向就是多元的。綜上所述，嚴不嚴，慈不慈的教養方式，

不是決定孩子成敗的判斷標準，寵不寵亦然。但不能過於溺愛嬌寵仍是上策，適度的

放手，孩子會更有能力開展自己的人生，流下辛勤的汗水，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為

自己的人生負責。 

 

 

                                                 
39 廖玉蕙主編：《等待一隻蝴蝶飛回》（臺北：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3 月），頁 4。 
40 顏擇雅：《愛還是錯愛》（臺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5 年 4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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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renting Thinking in Liao 
Yuzhen's Prose 

 

Huang, Hui-Feng 
 

Abstract 
Most of Liao Yuxi's essays come from real life. She writes in multiple identities such as 

women, wives, mothers and teachers. She presents different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visions. 

In the voice of "a kind of mother-in-law", Liao Yuxi "Do not believe in gentleness. The 

parent-child education concept of not going back is fu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parenting, but the concept of 

parenting is not the same, and 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past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the education of love in Taiwan.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many Ma Bao-type children are growing up, 

triggering the attack of "a mother-in-law". Therefore, in the education and dialectics of 

Yanmu and the mother,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arent-child debat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se Liao Yuxi's prose as the main discussion text, watch Liao Yuxi's 

education and parenting, and supplement it with ancient and modern prose to analyze and 

dialogue, to analyze whether Liao Yuxi's "education of lov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world. Facing, see a path of parent-child education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Liao Yuxi, prose, loving mother, strict mot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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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述評 張曉生 

〈人間世〉的自處處人之道 吳肇嘉 

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劉鑒毅 

曲莫《父母規》述評 葉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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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7 篇（2014.12） 

宋代經書帝王學以義理解經特點初探──以史浩《尚書講義》為主 何銘鴻 

殷卜辭「」字及其相關問題 吳俊德 

殷卜辭中「卩」、「人」偏旁相通辨析 陳冠勳 

漢初月朔考索──以出土簡牘為線索 許名瑲 

論顏元事功思想中的「事物之學」 王詩評 

集解與輯錄體解題 陳仕華 

全臺首著鸞書釋疑──兼論《警世盤銘》佚文調查報告 黃文瀚 

 

 

第十三期  5 篇（2015.6） 

近十年（2003-2012）兩岸《易》學研究之趨向與展望 

  ──以博碩士論文為範疇 孫劍秋、何淑蘋 

華語職前教師運用多媒體於線上漢字教學初探 鄭琇仁 

歷史關懷與詩性特質的交鋒 

  ──李渝《溫州街的故事》與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比較 侯如綺 

軍旅書寫、詩人和時代──以《家國、戰爭與情懷──國軍文藝金像獎 

  歷屆新詩得獎作品選輯》為討論文本 田運良 

巾箱本與澤存堂本《廣韻》俗字比較──兼論與現今常用字關係 戴光宇 

 

 

第十四期  5 篇（2015.12） 

戲曲經典的詮釋與再現──以《桃花扇》的崑劇改編本為例 沈惠如 

在情與欲之間──《紅樓夢》人物中尤三姐、尤二姐、司棋、鴛鴦的身體書寫 林偉淑 

國小國語文閱讀摘要教學之實踐與反思 馮永敏、賴婷妤、陳美伶 

宋代書法相關論著的書寫特徵與承襲 王皖佳 

從視角凸顯論古文中名動轉換的認知策略──以醫療事件框架為例 吳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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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6 篇（2016.6） 

介紹教育部五本語文工具書 葉鍵得 

《論語》「諸」字用法探討 何永清 

凝視與差異：嚴歌苓短篇小說中的移民男身 邱珮萱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觀析探 邱永祺 

《詩經•魏風》語言音韻風格探析 戴光宇 

石成金《笑得好》之寓言研究 林怡君 

 

 

第十六期  6 篇（2017.6） 

《字鑑》編輯觀念探述 邱永祺 

論姚文燮詩學觀：以《無異堂文集》、《昌谷集註》為討論範疇 陳沛淇 

試析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悲劇美學 陳秀絨 

論中國書法「現代」與「後現代」的跨界思維與立論局限 郭晉銓 

董仲舒天人思想再論 張伯宇 

「比喻」在聲韻學教學上的運用 葉鍵得 

 

 

第十七期  4 篇（2017.12） 

隙縫中的聲響：嚴歌苓短篇小說中的移民女聲 邱珮萱 

老子思想「致虛守靜」章再議──兼述其予太亟拳修煉養上的觀復 張志威 

李商隱〈重有感〉晚清模擬析論──以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為例 張柏恩 

論語境與國小國語文教學的關聯面向 黃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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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6 篇（2018.6） 

台灣童話繪本《生肖十二新童話》之敘事策略探究 高麗敏 

無鬼有妖的矛盾 蠡闚王充《論衡》的鬼神觀 張志威 

論馮班《鈍吟書要》中「法」與「意」的辯證思維 郭晉銓 

山林與城市之間──李東陽園林詩中的仕隱情懷與景觀寄託 游勝輝 

論唐、五代視域中的孟郊形象 黃培青 

戰爭視野下流亡學生的成長史──論王鼎鈞《山裏山外》的生存體認 黃雅莉 

 

 

第十九期  3 篇（2018.12） 

論《翰林筆削字義韻律鰲頭海篇心鏡》之編輯特色與流衍 巫俊勳 

文學作品對平仄的迷思 金周生 

論廖玉蕙散文中的慈母教養思維 黃慧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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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稿約 
 
內容範圍 

本學報每年出版兩期，六月、十二月份出刊，全年收稿，採隨到隨審，歡

迎大專院校專兼任〈退休〉教師、博士生投稿。所收學術論文分為「中國語文

領域」與「華語文教學領域」兩部分，刊載以下稿件： 

一、 「中國語文領域」登載有關中國文學、中國思想、語言學、文字學、中國

語文教育等學術論文。 

二、 「華語文教學領域」刊載與華語文有關的文字學、音韻學、語言結構分析、

語言習得、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實證研究、數位學習等中英文學術論文。 

 

投稿須知 

一、稿則 

1. 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會議論文請確認未參與該會議後經審查通過所出

版之正式論文集者）。凡發現一稿兩投者，一律不予刊登。每期每人限投

一篇。 

2. 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

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報不負版權責任。 

3. 來稿經本學報接受刊登後，作者同意將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學報，作者享

有著作人格權；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集結出版外，凡任何人任

何目的之重製、轉載（包括網路）、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學報同意，始

得為之。 

4. 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發表人須簽具聲明書，如有抄襲、

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學報無關。 

5. 本學報編輯對擬刊登之文稿有權做編輯上之修正。 

6. 凡論文經採用刊登者，每一撰稿人致送本學報二本、抽印本十本，不另

致酬。 

7. 來稿請使用以電腦打字印出的稿件。請避免用特殊字體及複雜編輯方

式，並請詳細註明使用軟體名稱及版本。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中文以細明體 12 號字打在 A4 紙上，並以 Word 原始格式（上下留

2.54 公分，左右各 3.17 公分）排版（請勿做任何特殊排版，以一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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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儲存即可）。 

二、審查與退稿 

1. 本學報所有投稿文章均送審，審查完畢後，編輯小組會將審查意見寄給

作者。 

2. 本學報來稿一律送請兩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採雙匿名制，文稿中請避

免留下作者相關資訊，以利審查作業。 

3. 編輯委員會得就審查意見綜合討論議決，要求撰稿人對其稿件作適當之

修訂。本學報責任校對亦得根據「撰稿格式」作適當之校正。 

4. 來稿未獲刊登，一律密退。本學報將通知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作者

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底稿。 

三、文稿內容 

 「中國語文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限五百字以內；英文摘

要以一頁為限）、中英文關鍵詞（五個為限）。 

4. 字數：以中英文稿件為限，中文稿以 10,000 字至 30,000 字(以電腦字元

計，並含空白及註解)為原則，英文稿以 15 頁至 30 頁打字稿（隔行打字）

為原則。特約稿件則不在此限。譯稿以學術名著為限，並須附考釋及註

解。所有來稿務請按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撰稿格式」寫作，以利作業。 

5. 撰稿格式：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論文之撰寫，請依照《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所定之寫作格式，內容參見

http://literacy.utaipei.edu.tw/files/11-1053-3892.php?Lang=zh-tw。 

 

「華語文教學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各一頁），各約 500 字；中、

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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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數：中文稿，請維持在 10,000-30,000 字，英文稿則為 10,000-16,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與圖表。 

5. 撰稿格式：本學報「華語文教學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依據 APA 格式，

中文排列方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四、文稿交寄 

來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

寄：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電子檔請寄至：utch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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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撰稿格式 

引自《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撰稿格式 

 

  為便利編輯作業，謹訂下列撰稿格式： 

一、 各章節使用符號，依一、(一)、1.、(1)⋯⋯等順序表示：文中舉例的數字標

號統一用(1)、(2)、(3)⋯⋯。 

二、 所有引文均須核對無誤。各章節若有徵引外文時，請翻譯成流暢達意之中

文，於註腳中附上所引篇章之外文原名，並得視需要將所徵引之原文置於

註腳中。 

三、請用新式標號，惟書名號改用《 》，篇名號改用〈 〉。在行文中，書名

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莊子•天下篇》。若為英文，書名請用斜

體，篇名請用“ ”。日文翻譯成中文，行文時亦請一併改用中文新式標

號。 

四、獨立引文，每行低三格；若需特別引用之外文，也依中文方式處理。 

五、注釋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隨文標示。 

六、注釋之體例，請依下列格式︰ 

 (一)引用專書： 

   1.  王夢鷗︰《禮記校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2。 

   2.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增訂本（西安︰陝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1-30。 

   3.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5-10. 

   4.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62), p. 289. 

   5. 西村天囚︰〈宋學傳來者〉，《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1909

年），上編(三)，頁 22。 

   6. 荒木見悟︰〈明清思想史の諸相〉，《中國思想史の諸相》（福岡︰中國

書店，1989 年），第二篇，頁 205。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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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79 年 12 月），

頁 1-5。 

    (2)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貴州文史叢刊》1997 年第 5

期，頁 1-12。 

    (3) 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Nov. 2000): 

927-950. 

    (4) 子安宣邦︰〈朱子「神鬼論」の言說的構成——儒家的言說の比較

研究序論〉，《思想》792 號（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133。 

   2. 論文集論文︰ 

    (1)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頁 121-156。 

    (2) John C. Y. Wang,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in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ed. 

Andrew H. Pla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20. 

    (3) 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

での書誌的素描〉，收入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

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頁 474-475。 

   3. 學位論文︰ 

    (1) 吳宏一︰《清代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73 年），頁 20。 

    (2) Hwang Ming-chorng, “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 

20. 

    (3) 藤井省三︰《魯迅文學の形成と日中露三國の近代化》（東京︰東

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62。 

 (三) 引用古籍︰ 

   1. 原書只有卷數，無篇章名，註明全書之版本項，例如︰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

約西元 12 世紀），卷 2，頁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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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明〕郝敬︰《尚書辨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百部叢

書集成》影印《湖北叢書》本），卷 3，頁 2 上。 

    (3)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見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1-5。 

    (4)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大阪︰崇高堂，寬政十一年〔1733〕刊

本），頁 22 上。 

   2. 原書有篇章名者，應註明篇章名及全書之版本項，例如︰ 

    (1) 〔宋〕蘇軾︰〈祭張子野文〉，《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63，頁 1943。 

    (2) 〔梁〕劉勰︰〈神思〉，見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

華書局，1998 年），頁 248。 

    (3) 王業浩︰〈鴛鴦塚序〉，見孟稱舜撰，陳洪綬評點︰《節義鴛鴦塚

嬌紅記》，收入林侑蒔主編︰《全明傳奇》（臺北︰天一出版社影印，

出版年不詳），王序頁 3a。 

   3. 原書有後人作註者，例如︰ 

    (1) 〔魏〕王弼著，樓宇烈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臺北︰華

正書局，1983 年），上編，頁 45。 

    (2)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贈孟浩然〉，《李白集校注》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9，頁 593。 

   4. 西方古籍請依西方慣例。 

 (四) 引用報紙︰ 

   1. 余國藩著，李奭學譯︰〈先知•君父•纏足——狄百瑞著《儒家的問

題》商榷〉，《中國時報》第 39 版（人間副刊），1993 年 5 月 20-21 日。 

   2. 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 March 2001, Sec. 1, p. 4. 

   3. 藤井省三︰〈ノーベル文學賞中國系の高行健氏︰言語盜んで逃亡す

る極北の作家〉，《朝日新聞》第 3 版，2000 年 10 月 13 日。 

 (五) 再次徵引︰ 

   1. 再次徵引時可隨文註或用下列簡便方式處理，如︰ 

    註 1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79 年 1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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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 同前註。 

    註 3 同前註，頁 3。 

   2. 如果再次徵引的註不接續，可用下列方式表示︰ 

    註 9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頁 5。 

   3. 若為外文，如︰ 

    註 1 Patrick Hanan, “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 in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ed. Andrew H. 

Pla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9. 

    註 2 Hanan, pp. 90-11 0. 

    註 3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Dec. 2000): 

413-443. 

    註 4 Hanan, “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 pp. 91-92. 

    註 5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大阪︰崇高堂，寬政十一年〔733〕刊

本），頁 22 上。 

    註 6 同前註，頁 28 上。 

 (六) 注釋中有引文時，請註明所引註文之出版項。 

 (七) 注解名詞，則標註於該名詞之後；注解整句，則標註於句末標點符號之

前；惟獨立引文時放在標點後。 

七、徵引書目： 

 文末所附徵引書目依作者姓氏排序，中文在前，外文在後；中文依筆畫多

寡，日文依漢字筆畫，若無漢字則依日文字母順序排列，西文依字母順序

排列。若作者不詳，則以書名或篇名之首字代替。若一作者，其作品在兩

種以上，則據出版時間為序。如： 

   王叔岷： 〈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79 年 12 月，頁

1-5。 

   王汎森： 〈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郝延平、魏秀梅編：《近

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 

   尤侗：《西堂雜俎三集》，《尤太史西堂全集》，收入《四部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 2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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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 《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年。 

   《清平山堂話本》，收入《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西村天囚： 《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1909 年。 

   伊藤漱平： 〈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

書誌的素描〉，收入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

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 

   Sommer, Matthew.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Zeitlin, Judith. “Shared Dreams: The Story of the Three Wives’ Commentary 

on The Peony Pavil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1 

(1994): 127-179. 

八、其他體例︰ 

 (一) 年代標示︰文章中若有年代，盡量使用國字，其後以括號附註西元年代，

西元年則用阿拉伯數字。 

   1. 司馬遷（45-86 B.C.） 

   2. 馬援（4 B.C.-49 A.D.） 

   3. 道光辛丑年（84） 

   4. 黃宗羲（梨洲，60- 695） 

   5. 徐渭（明武宗正德十六年[52]—明神宗萬曆十一年[593]） 

 (二) 關鍵詞不得超過六個。 

 (三) 若文章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為清耳目，可不必作註，而於引文

下改用括號註明卷數、篇章名或章節等。 

九、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需加註網址。 

十、英文稿件請依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之最新格式處理。 

十一、有關論文註記性質之文字，請置於第一條註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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