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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同換讀”是漢魏古籍音註材料中較為特殊的現象，而且歷來學
者備受困擾。本文首先根據前人的論述追索“義同換讀”理論的建構，
並且從社會語言應用的角度解釋這一特殊的詞彙現象。其次再以《說
文》“讀若”音註材料的分析為例，指出對於漢魏音系的構擬研究，若
是忽略對於“義同換讀”等特殊現象的辨析，則必將導致結論的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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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漢魏經師的古籍註釋是中國古籍註釋學史上輝煌的一頁，對後世的古籍詮解

影响深遠 1；尤其在字音註釋的重視程度，甚至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說啟發了王念孫、

段玉裁等乾嘉漢學家們“因聲以求義”的探索。然而，由於學術傳統等因素的變

遷，後人閲讀漢魏古註時難免有許多隔閡，對其中的音註材料更是往往費解。比

如黃侃《聲韻學筆記》 2 中專記一則漢魏“古音奇胲”者，博經通識似黃侃猶如

此，可見其音註“奇胲”之一斑了。對於這些“古音奇胲”者，清儒王念孫、段

玉裁、錢大昕等人，以及現代學者如沈兼士、吳承仕、楊樹達等也都曾做過整理，

解開了不少疑團。實則其中包含了古籍註釋的多種現象，如版本校勘、註釋體例、

辨析方音、文字譌誤等，但卻都以“註音”的形式出現。這是漢魏經師註釋的體

例問題。然而今人往往忽視這些漢魏學術傳統，尤其據此研究漢魏語音系統時更

是难免出錯。這一現象甚至到了隋唐也仍有遺留，比如《史記 • 秦本紀》“造父

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司馬貞《索隱》云：“溫音盜。”這雖是註

“音”，但實則是文字校勘，其仍註曰“音盗”者，則涉及漢魏經師“家法”的學

術傳統。這在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已有所論述。（參看邱克威《東漢經師音註音

系分析》 3）上述《史記》的例子若非嚴謹辨析其音註的材料性質，動輒以之構擬古

音，則必然出現結論的偏頗。本文正是出於這一目的，以漢魏音註的“義同換讀”

現象為例，說明漢魏“註音”材料之複雜性，同時以《說文》“讀若”材料的音系

分析為例，探討今人因忽視材料辨析之重要性而造成古音構擬失誤的緣由。

一、“義同換讀”現象之提出及其闡釋

 “義同換讀”是指甲乙二字之間形體與讀音雖然毫無聯繫，然而由於意義相通，

彼此可以替換或者相互訓釋，甚至可以“換讀”。這一現象出現在古籍中並不少，而

漢魏經師則往往以註音方式如“甲音乙”、“甲讀若乙”來指出這一特殊現象，後世

不理解，就產生了對上古字音的疑惑。實則這並非完全屬於古籍閱讀上的特有現象，

而是真實存在於社會語言應用的，比如呂叔湘《語文常談》就曾討論過，並認爲其

1 汪耀南：《註釋學綱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頁 11-19。
2 黃侃：《黃侃國學講義錄 • 聲韻學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207-211。
3 邱克威：《東漢經師音註音系分析》，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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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同於日語借用漢字的訓讀法 4；再如沈兼士也舉過“龜”讀為“皸”的例子，實

則是因皸裂之狀如龜背，所以其字或作“龜裂”，而“龜”就此獲得了“皸”音 5；又

如裘錫圭《文字學概要》所舉“粘”讀如“黏”，也是“義同換讀”的例子 6。其實日

常生活中見到商品價標“一元五角”，口裏則讀作“一塊五毛”，也屬於“義同換讀”。

 “義同換讀”這一稱法，是由沈兼士於 1940 年代的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分別

為《吳著〈經籍舊音辨證〉發墨》（1940）、《漢字義讀法之一例——〈說文〉重

文之新定義》（1941）、《漢魏註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1947）。沈兼士如此解釋

其形成原因，他說：

漢人註音，不僅言同音通用，且以明異音同用，非如後世反切之但識
讀音而已。通用者，義異而音通，即假借之一種，人習知之；同用者，辭異
而義同，音雖各別，亦可換讀……初期註音，多含有不固定性，隨文義之
便而設。所註之音，往往示義；釋義之訓，亦往往示音。後世纂輯字書者別
裁去取，然後音義之界始嚴。7

與此同時期的陸志韋對《說文》“讀若”音註的分析中也多番提到“音隨訓轉”

的現象，我們認為這就是沈兼士說的“義同換讀”；直至 1960 年代李榮從詞彙學

的角度將之總結為“同義字互相替代”。8 實則往上追溯，“義同換讀”的現象更早

在唐代顏師古就已發現，只是要遲至清代錢大昕才進行第一次的規律性總結，最

終則是在沈兼士手裏完善其理論歸納。

 顏師古《匡謬正俗》中說：

“怨偶曰仇”義與“讎”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
字，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為
“讎”、讀“嘗”為“曾”、讀“邀”為“要”，殊為爽失。若然者，“初”字
訓“始”、“宏”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為“始”、讀
“宏”為“大”、讀“淑”為“善”邪？ 9

顏氏指出“仇”讀“讎”、“嘗”讀“曾”、“邀”讀“要”的例子，都是今人所謂

4 呂叔湘：《語文常談》，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 26。
5 沈兼士：《漢魏註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收錄《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17。
6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73。
7 沈兼士：《漢魏註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頁 311。
8 李榮：《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中國語文》第 2 期，1965，頁 126-130。
9 劉曉東：《匡謬正俗評議》，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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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同換讀”造成的。而世代以來“一言訛替，以爲己罪”10 的顏氏後人，對此文

字“謬俗”現象，自然是要匡之正之的。由於這樣一種態度，使顏氏無法突破其

“正字”、“正音”的立場局限而探索其中所隱藏的語言學含義。直至乾嘉“實事

求是”的學風熏陶之下，錢大昕才起而立論。

 江藩《漢學師承記 • 錢大昕》云：“論《詩》毛傳多轉音曰 :‘古人音随義轉，

故字或數音。’”11 錢大昕《音韻問答》則曰：“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

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 12 其“轉音”

又細分為兩種：“以聲轉者”、“以義轉者”。後者即江藩引文中所謂“音随義轉”，錢

氏自己舉例云：“《詩 • 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為固，即從固音。……《詩 • 瞻

卬》叶鞏、後。按讀如垢也。” 13 按《詩經 • 大雅 • 瞻卬》末章：“觱沸檻泉，維其深

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其中的“後、鞏”為韻，“後，胡口切”，上聲，古韻侯部，“鞏，

居悚切”，上聲，古韻東部。東侯乃陰陽通轉，王力《詩經韻讀》以爲東侯合韻。

至於“固”字，《廣韻》“古暮切”，去聲，古韻魚部。14 上古音魚、侯二部本來就

很近，《詩經》通押也很多，然而錢氏卻堅持要求其同韻，所以說“讀如垢”。

 其實，不難看出錢氏“音随義轉”仍未擺脫傳統訓詁家“一聲之轉”的窠

臼，所以他說“音之轉無方”。這也是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對錢氏“聲隨義轉”

進行批判的主要原因。15 然而對於錢氏發現古籍註釋中這一規律的正面貢獻，我

們仍是應予以承認的，即如陸宗達、王寧所稱：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 • 卷四》中論及“《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
時，舉了二十个例子說明《說文》的“讀若”有些並不專明本音。還表示音
變後的字音。這些材料對訓詁學的因聲求義，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提示作用。16

因此可以這麼說，顏師古是第一個發現“義同換讀”現象的人，錢大昕則對此進

行初步理論歸納，一直到 1940 年代沈兼士才有了合理的總結，也正式提出“義

同換讀”的名稱。然而可惜的是這一現象不論歷史上還是現代都鮮少得到重視。

或許正如沈兼士所說，這一現象主要見於漢魏人註經材料中，後世或以爲是某些

10 [北齊 ]顏之推：《顏氏家訓 • 音辭篇》，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97。
11 [清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1。
12 [清 ]錢大昕：《音韻問答》，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 9。
13 [清 ]錢大昕：《音韻問答》，頁 12。
14 王力：《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84。
15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 176。
16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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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師的故作特殊音讀而未予理會。

 實則從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視角來看，這無疑是歴史詞彙學上的實然現象，如

李榮就将之總結為一種“演變規律的例外”17。而近人楊軍則更將考察范圍擴大至

隋唐。略舉數例，如《經典釋文 • 儀禮》“墼”字註：“古狄反。劉薄曆反。”兩個

反切相隔甚遠，一為 k- 聲母、一為 b- 聲母。其實劉昌宗反切“薄曆反”，當是

“甓”的音讀。按《說文 • 土部》“墼，令適也。”又《瓦部》“甓，令適也。”二

字訓同，而以甓較常用，所以劉昌宗才以“甓”音註“墼”字。另如《史記 • 呂

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司馬貞《索

隱》云：“王劭賣音作育。案育賣義同，今依義。”按育乃鬻字之音，鬻、賣義同，

因此王劭徑以“鬻”音讀“賣”字。又如《史記 • 秦本紀》：“二年，彗星見。”張

守節《正義》云：“彗，似歲反；又先到反。”按“先到反”即“掃”字音讀，彗有

掃帚、掃除二義，所以張守節以“掃”之音讀“彗”字。18

 無論如何，緃使顏氏本系“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的六朝名門之後，難免要求嚴

苛，但是我們上文提過這本是社會語言應用現象在古籍文本中的一種體現，並非純屬

人為杜撰，更何况這些遍及漢魏經師古註中的大量語言材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

尤其在漢魏語音系統的研究上更需謹慎對待，因此有必要給予合理的重視與總結。

二、《說文》讀若之“義同換讀”現象及其音系分析

 關於漢魏音註中的“義同換讀”現象，《說文》“讀若”材料在 1940 年代同

時受到沈兼士與陸志韋的注意。沈兼士說：

《說文》“重文”於音義相讎、形體變易外，復有“同音假借”及“義同換
用”二例，一為音同而義異，一為義同而音異，皆非字之別構，而為用字之法
式。緣許君取材，字書而外，多採自經傳解詁，其中古今異文、師傳別說，悉加
甄錄，取其奇異或可異者，別為重文，此同音假借、義通換用二例之所由來也。19

陸志韋在其《〈說文解字〉讀若音訂》中，多番提出“音隨訓轉”以解釋註音

上的一些例外現象。20 雖然陸氏時而難免心存疑慮，但結合沈兼士歸納的“義同

17 李榮：《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頁 126。
18 楊軍：《“義同換讀”的產生與消亡》，《漢語史學報》2002 年第 2 輯，頁 49-53。
19 沈兼士：《吳著〈經籍舊音辨證〉發墨》，收錄《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 311。
20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選 • 陸志韋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3，頁 14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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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讀”條例，我們認為其分析是合理的。我們稍舉其釋例進行說明。如《革部》

“靸讀若沓”，段註本無“讀若”，顯見對其音註有所懷疑；陸志韋則說：

漢音“靸”本齒音字，許君不應讀若“沓”。按“靸”即“鞜”字。許
書無“鞜”，即以“靸”爲之，而借“鞜”音。讀若“沓”，或“鞜”之爛
文，其音為 t´ʌp > t´ʌp。是亦音隨訓轉之例。21

按《說文》“靸，小兒履也。”陸氏云“許書無‘鞜’”，據《漢書 • 揚雄傳》引

《長楊賦》“革鞜不穿”，顏師古註“鞜，革履也”。可見陸氏的解釋是可信的，這

正是“義同換讀”的例子。

 又如《衣部》“袢，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紲袢也’。讀若

普”。段註：“《毛詩》以‘展袢顏媛’為韵，則知袢當依《釋文》‘符袁反’，延讀

如字。普音於雙聲得之。許讀如此。”陸志韋則反駁說：“各家言雙聲，雙聲不能

為讀若。”同時又主張這是“義同換讀”，他說：

按“袢，無色也”，《韻會》引作“衣無色也”。“普，日無色也”。方音
或即以“普”字之音讀“袢” p´ag > p´ag。22

陸志韋的意見對於我們理解《說文解字》中的“讀若”音註非常有帮助，尤其警

示我們對於“義同換讀”現象的處理，更須加倍審慎。反觀 1980 年代美國漢學家

柯蔚南 23 在其對《說文解字》“讀若”的音系分析上，正是忽略了對材料性質本身

的嚴謹辨析，包括對“義同換讀”現象的特殊處理，導致其結論上的一些偏頗。24

 由於材料誤讀而導致的錯誤，甚至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柯蔚南在《說文》

“讀若”的音系分析中就有這樣的問題，以下我們略舉例説明。

（一）《說文》讀若音註的 -n 韻尾問題

 《說文 • 鬯部》：“ ，列也。从鬯吏聲。讀若迅。”這裏“吏聲”讀若“迅”，

在韻尾上形成了陰聲韻與陽聲韻 -n 的對音。柯蔚南主張《說文》音註材料的音系

是没有 -n 韻尾的，其云： 

21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19。
22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03。
23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3。
24 虞萬里：《柯蔚南〈東漢音註手冊〉三禮資料補訂》，《國際漢學》2000 年第 5 輯，頁 502-546；邱克威：
《東漢經師音註音系分析》，頁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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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glosses of Xu Shen MC -n finals interchange with EH finals which were 
open or ended in *-h in Xu’s language.……These examples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e finals in question had no final -n in the dialects of Du and Xu. We must suppose 
that they differed from the Han antecedent(s) of the QY language in this respect. 25

[ 在許慎的音註材料中，中古 -n 韻尾與許慎方言中的東漢開音節或 *-h 
收尾的音節互換。……這些例子似乎表明材料中的字在許慎與杜子春的方
言中並無 -n 韻尾。我們必須假設這一特徵是不同於《切韻》所直接繼承的
那個漢代語言的。] 

而他的其中一个重要依據，就是這裏所引的“ ，讀若迅”的材料。實則對這一

條“讀若”音註，段玉裁也是不無疑慮的，他說：“吏聲即史聲，史與迅雙聲。”

我們上文看過，陸志韋對以雙聲解釋“讀若”很不以爲然。他提出這條音註仍是

屬於“音隨訓轉”，其云：

二字不以音轉，前人言雙聲、言音近者，皆誤。……段註：“ 謂酒氣酷
烈，……引申為迅疾之義。今俗用駛疾字當作此。”《廣雅 • 釋詁一》“駛，疾也”，
《說文》“迅，疾也”。許君訓“ ”為“迅雷風烈”之“烈”。讀若“迅” ts´iεn > 
siěn 者，音隨假借之義而轉，亦猶今北人讀“石”為 tan 也，所說不知有當否。26

雖然陸氏自己也不無懷疑地說“不知有當否”，但縱觀《說文》“讀若”，乃至於

整體漢魏音註中的“義同換讀”現象，我們認爲他的分析是合理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如《金部》“鐫：穿木鐫也。从金雋聲。一曰琢石也。讀若

瀸。”這裏的對音問題主要是韻尾 -n（“鐫”）與 -m（“瀸”）的相混，因此不符合

柯蔚南此前所提出的許慎音系無 -n 的規律，其云：“The final correspondence in this 

gloss is irregular.” 27 [“這裏韻尾的對應是不合常規的。”] 即此已可看出，柯氏在

其古音構擬工作中對於材料的處理稍欠嚴謹與審慎。實則陸志韋在他之前就已指

出這是“音隨訓轉”的例子，其云：

“鐫”tsiwan > tsiwæn。“瀸”tsiam > tsiæm。漢方言有 -m > -n 之例。……
“鑯”篆說解“一曰鐫也”，《繫傳》作“鐫”。“鑯瀸”同音，“鑯鐫”同義，
或音隨訓轉，故讀“鐫”若 tsiæm，亦未可知。28

25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89。
26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01。
27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194
28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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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陸氏此處所謂“漢方言有 -m > -n 之例”，即其文中總結的《說文》“讀若”

音之韻尾規律，其云：

漢方言有 -m 全變 -n 者，班固音是也。許音 -m 與 -n 不同部。“ ”-m 
讀若“錢”-n，“鐫”-n 讀若“瀸”-m，或為爛文，或為音隨訓轉而非一音
之轉，要不足為語音 -m 通 -n 之證。29

從整體材料分析來看，他的總結是合理的。而且我们由此也能進一步佐證，《說

文》“讀若”音註的音系並非如柯蔚南所說是没有 -n 韻尾的。

（二）《說文》讀若音註的 ji- 聲母問題

 《說文 • 人部》“佁：癡皃。从人台聲。讀若騃。”按照中古音地位，《廣韻》

“佁”有“羊己”、“夷在”、“丑吏”三切；“騃”則有“五駭”、“牀史”二切；可以

看出“佁、騃”二字古音自可相通。因此陸志韋稱音近假借，然而又據字義提出

“義同換讀”的可能性，其云：

“佁，痴皃”，“騃，馬行㐹㐹也”，為“騃”之本義。許書說解用“騃”
字則無不訓“痴”，見“譺、懝、訇、 ”等字下。“佁、騃”假借字，音
必相近。“騃”ndɐg > nɐg > ŋɐg。“騃，矣聲”，“矣，㠯聲”。……（佁）其
古音實與“㠯”同，diəg >jiəg ，漢音不能讀若“騃”。因疑許音或從方言，
“台聲”字亦如“矣聲”之轉喉牙音 ŋ-，故讀若 ŋɐg。其音已失。否則“佁”
之讀“騃”又為音隨訓轉之例：訓“騃”故得“騃”音。所不敢必。30

陸氏提出“義同換讀”的可能性，又稱“所不敢必”，足見其嚴謹的態度。

 至於柯蔚南，則一方面不願停留於“音近”的解釋，另一方面對材料辨析又欠

審慎；更嚴重的是略有擺佈材料的嫌疑，即於《廣韻》各反切中僅取“佁”之喻母與

“騃”之崇母對音，並據此提出《說文》音系中 z- 與 ji- 兩個聲母之間的交涉，他說：

In the glosses of Xu Shen and Gao You MC ji- has contacts primarily with EH 
sibilants.……In the dialects of Xu and Gao we have not found evidence for a palatal 
series of initials, and it is therefore undesirable to reconstruct MC ji- as *ź- there. 
For this reason I propose to reconstruct it as EH *z-. In the language of Xu Shen, 

29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165。
30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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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we have already posited *z- before medial *-j-, we must suppose that MC ji- 
derived from syllables with no medial –j-.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z- in 
this dialect would then have been as follows: *zV-  → MCji- ；*zjV- → MCzj- .31

[ 在許慎和高誘的音註中，中古 ji- 基本與東漢的噝音接觸。……在許慎
和高誘的方言裏，我們並沒有找到一整系列的齶音聲母的證據，因此不可
以構擬中古 ji- 為 *ź- 。基於此，我主張將其構擬為東漢的 *z- 。在許慎的
方言裏，由於我們已構擬了一個置於介音 *-j- 之前的 *z- ，我們則必須假設
中古 ji- 的來源是一個不帶 -j- 介音的音節。這個方言中 *z- 的發展序列即是
如下的：*zV- → MCji- ；*zjV- → MCzj- 。] 

引文中所谓的“噝音”，指的是崇母、心母等舌音擦音。當然，他設想“許慎方

言”中“*zV- → MCji- ；*zjV- → MCzj-”的聲母演變序列，絕非僅靠這一條材料。

但縱觀其論述，材料也實在不多；總共是許慎“讀若”4 條、“聲訓”5 條，高誘

“音註”2 條。其云：

In the glosses of Xu Shen and Gao You MC ji- has contacts primarily with 
the EH sibilants: Xu Shen 23 佁 jiï：騃 dzï；93 膘 tsjäu：繇 jiäu；387 像 zjang：
養 jiang；578 銛 sjäm：棪 jiäm；851 酉 jiəu：就 dzjəu-；1018 庠 zjang：養 jiang；
1023 羊 jiang： 祥 zjang；1024 瘍 jiang：創 tshjang；1107 允 jiwen：信 sjen-。Gao 
You 12 就 dzjəu-：與 jiwo；65 衰 swi：維 jiwi.32

[ 許慎與高誘的音註裏中古 ji- 聲母基本上與東漢噝音接觸：許慎 23 佁 jiï：
騃 dzï； 93 膘 tsjäu：繇 jiäu； 387 像 zjang：養 jiang； 578 銛 sjäm：棪 jiäm； 851 酉
jiəu：就 dzjəu-； 1018 庠 zjang：養 jiang；1023 羊 jiang： 祥 zjang；1024 瘍 jiang：創
tshjang；1107 允 jiwen：信 sjen-。高誘 12 就 dzjəu-：與 jiwo；65 衰 swi：維 jiwi。] 

“聲訓”是否能直接作爲構擬材料本身是可質疑的；且以其餘六條音註材料而論，

只要進過一番辨析就能看出其對音關係絕非如此直接了然。比如“佁：騃”，上文

已指出“義同換讀”的可能性。再如“膘：繇”，其中“膘”字《廣韻》有三讀：

“符少切”、“敷沼切”、“子小切”。其“子小切”一讀最可疑。王筠《說文句讀》

云“當作‘讀若旚繇’”，也以“膘”字作唇音。實則學界已指出這裏應是“于小

切”之誤。33 柯氏於《廣韻》三讀中選取“子小切”舌音聲母的理由實在欠妥當，

這已足以顯見其隨意擺佈材料的弊病；這與上述“佁：騃”的情况相同，而這裏

31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61。
32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61。
33 余廼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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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更涉及材料的校勘問題。

 又如“就：與”，其中“與”字本來就有異文，而且歷來校勘意見多認爲其字

應作“由”。實則柯氏書中自己也作註云：“Hong (1775：2.11a) and a number of LS 

commentators (see SXMZ, vol.10, 15.14a-b) believe that b is an error for 由 (jiəu < EH 

*zjəhw).” 34 [“洪亮吉（1775：2.11a）和一些《呂氏春秋》註釋家（見《中國思想

名著》，第十冊，15.14a-b）相信 b 是‘由’（jiəu < EH *zjəhw）字的訛誤。”] 

 這裏又一次證明柯氏在材料辨析工作上欠缺嚴謹。其實，我們若將視野擴展至

柯氏爲“許慎方言”所設想的整體音系格局，便會發現其“*zV- → MCji- ；*zjV- → 

MCzj-”聲母序列設計的源頭正是其導師李方桂的系統。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云：

我暫認喻母四等是上古時代的舌尖前音，因爲它常跟舌尖前塞音互
諧。……跟喻母四等很相似的有邪母，這個聲母也常跟舌尖塞音及喻母四
等互諧，一個字又往往有邪母跟喻母四等的兩讀。於是我們可得下面的兩
條規律：上古 *r- > 中古 ji-（喻四等）。 上古 *r+j- > 中古 zj-（邪母）。35

而柯氏自己在其“*zV- → MCji- ；*zjV- → MCzj-”的構擬後，也確實不無得意地

加註云：

This parallels the development suggested by Li（1971:11） for his OC **r-, i.e. 
**r- > ji- ; **rj- > zj-.36

[ 這個構擬可與李方桂（1971：11）主張的上古 **r- 聲母取得對應，即 
**r- > ji- ；**rj- > zj- 。] 

然而當他看到《說文》“姰，讀若旬”，以及“檈、圜”聲訓時，又稱：

姰（*g- >）ɣiwen-  旬 zjwen，……檈 zjwän  圜（*g- >）jwän，……
In fact, some of the gloss dialects reveal that MC z- did indeed have at least one 
further origin.37

[ 姰（*g- >）ɣiwen-  旬 zjwen，……檈 zjwän  圜（*g- >）jwän，……其
實，有些音註方言確實顯示中古 z- 聲母還有另外一個別的來源。] 

這二條材料實則構成了柯氏所謂“許慎方言”擬音系統中的自相矛盾，即若其

34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236。
35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頁 13-14。
36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61。
37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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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慎方言”確如設想中的如此完美：“*zV- → MCji- ；*zjV- → MCzj-”，那上述之

“姰：旬”、“檈：圜”明顯為“*zjV- → MCji-”的演變就無法解釋了。不難看出，

柯氏更多是在音系格局的形式上花心思，乃至於罔顧對材料性質本身的辨析工

作，這種做法實在不可取。

餘論

 章學誠《文史通義》云：

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
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雑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學章句
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
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38

這是讀古書治古學者所不可不注意的。要之，古代學術主要爲口耳相傳，經生

誦經全按師授之音，不敢有違；到了後世轉寫成文，或其因文字訛誤、或因師承

不一，遇其字有不諧者仍因師授者誦之。由此形成了一些讀音與文字不協調的

現象。這一傳統直至唐代仍有遺風，所以才會産生上引司馬貞“溫音盜”的註

釋。因此古書所謂“某音某”、“某讀若某”者，其基本性質僅是表明誦讀時應作

某音，與後世註釋家之純表字音者是不盡相同的。本文舉例分析“義同換讀”現

象，指出理解漢魏學術傳統並對其音註材料性質進行嚴謹辨析的關鍵性作用，否

則動輒以之構擬古音，難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才

能理解漢魏經師音註中一些非常特殊的現象。

 最後，我們再嘗試以“義同換讀”來解釋一條歷來困擾著衆多學者的古註。

《淮南子 • 主術》“趙武靈王貝帶鵕 而朝。”高誘註：“鵕 ，讀曰私鈚頭，二字

三音也。”這一條音註稱“二字三音”，打破了漢字單音節性規律，困惑著歷代學

者。比如孫詒讓就宣稱：“此註文難通。”並云：

《戰國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史記 • 匈奴
傳》作黃金胥紕，《索引》：“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
篤云：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箋》云：賜犀比黃金頭帶也。”《漢書 • 匈奴
傳》作犀毗，師古云：“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

38 [清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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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有輕重耳。”此註私鈚頭，即《史記》之師比，《漢書》之胥紕、犀毗。39

據此我們得出，所謂“私鈚”，《戰國策》、《史記》、《漢書》等又作師比、胥紕、犀

毗，指的是北方少數民族衣帶上的鉤，即顏師古說的“胡帶之鉤也”，其上常帶有裝

飾性的瑞獸圖案或雕塑。而所謂“師比”和“私鈚頭”除了譯音區別外，主要還是

翻譯方法不同，前者是純音譯詞、後者是音譯加意譯詞；其中“頭”即表示衣帶的一

端。這條音註之難通，甚至連柯蔚南都提出类似於“義同換讀”的解釋，其云：

This gloss indicates that Gao You read a as the three-syllable compound b. 
However, it probably does not mean that he actually pronounced a as b. ……It 
is possible that b meant literally “the head of the sipi buckle” and was the term 
ordinarily used for this item of dress in Gao You’s language, for Gao’s native 
area was near the northern border and may have possessed a number of foreign 
loanwords of this type.40

[ 這一條音註材料顯示高誘讀 a（註：指“鵕 ”）為三個音節的複音詞
b（註：指“私鈚頭”）。然而，這有可能並不表示他將 a 讀作 b。……其實
很可能 b 的意思正是其字面所指的“私鈚的帶鉤上的頭飾”，並且也正是高
誘方言中通常用來指稱這一衣飾物件的詞彙，尤其高誘的籍貫由於地近北
面邊界而可能存在一些這樣的外來譯名詞彙。]

我們基本同意柯氏上述意見。即這種“胡帶之鉤”傳入中土，譯名難免歧異：首

倡“下令易胡服”的趙武靈王衣帶鉤以鵕 裝飾，遂成專名；而根據音譯又有

“師比”與“私鈚頭”之名。這就如同今日 email 既稱“伊妹儿”，又稱“電郵”

或“電子郵件”。從高誘註音來看，正如柯氏所推論，“私鈚頭”應是當時的通行

稱謂。只是柯氏將其使用地域局限於“地近北面邊界”，卻不敢苟同。

 按“私鈚”一詞至少在《史記》時代已經記載下來，歷經近二百年，決不

會僅僅仍局限於“地近北面邊界”的地區。因此柯氏所謂“高誘方言”云云，實

在不可信從。我們推測應該是由於詞彙的歷時變異所産生的結果：即“鵕 ”與

“私鈚頭”在淮南王劉安時代本屬同時通用，又或者前者通行於楚地，因此《淮

南子》使用“鵕 ”一詞；但無論如何，到了東漢末“私鈚頭”已成為通行詞彙，

甚至於完全替代了“鵕 ”，因此高誘按當時通語註云“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

也”。經由上述分析，可見這其實也是一種“義同換讀”現象。

39 [清 ]孫詒讓：《札迻》，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63。
40 Coblin, W. South（柯蔚南）：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東漢音註手冊》），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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