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2860 

狀態 NC087FJU00045008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中國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5016054  

研究

生(中) 
李秀娟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文選李善注訓詁釋語「通」與「同」辨析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李添富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7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昭明文選 假借 李善 注 通 訓詁 異體 義近字 連語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近人於字辭典、語文教材與古籍譯釋，每用「甲通乙」或「甲同乙」之

形式指出文字間之通假現象，作為解釋字義之憑藉，然而大部分未能將

此二訓詁術語作明確之分別，以致使用情形頗為參差，此一紛歧現象不

僅出現在臺灣，亦是大陸目前頗受關注之訓詁問題。從歷史來觀察，

「通」與「同」字為唐以後普遍使用之訓詁術語，有以辨明假借字、有

指異體字或同源字等種種情況，所指並非單一而固定，運用範疇亦十分

寬泛，且「通」與「同」字之使用範疇似無明顯之區別也。有鑑於此，

本文乃嘗試辨析訓詁範疇中「通」「同」字釋語之含義與其區分之原

則。然歷代典籍浩瀚，故僅揀擇李善之《文選注》作為研究材料，題



曰：文選李善注訓詁釋語「通」與「同」辨析，專事探討李善使用

「通」與「同」此二術語之涵義與其區別，藉以管窺此一訓詁問題之可

能內蘊，本文之努力，或僅提供一入手研究，俾欲進深者取資焉。 本論

文採「窮盡式」研究法，首先蒐集李善注中凡使用「通」與「同」字術

語之用例，凡四百二十四例，歸併其相同之字組，總得三百七十二條，

然後依《文選》卷次、篇次之先後逐條考釋，根據考釋所得結果，自音

讀與意義兩方面歸納其中各種關係，再透過「統計法」將其次數與所佔

比例量化之後，觀察其中所呈現之規律，並經由綜合分析，纂輯李善使

用「通」與「同」之定例，並以此檢討當代學者對於相關論題之研究，

最後從本論文之實踐經驗與研究結果所提供之部分歷史事實，略論

「通」「同」字術語研究之方向。 論題之鋪展，自糾謬補正、義詁釋

音、條例分釐以至綜評纂要，概分為四章，除第一章緒論外，各章要義

摘之如下： 第二章為三百七十二條「通」「同」字例之疏證，每條字例

案語之下，首先參考前人之校勘成果，對《文選》原文或注文作糾謬補

正；其次「參之古音」，分析被釋字與釋字之聲韻關係，古聲根據黃季

剛先生之十九紐，古韻則根據陳新雄老師之三十二部，為便於更清楚說

明古音之通轉，凡古韻韻母不同者，皆標明音值，用以輔助說明通轉之

理由，韻部音值之擬定，仍依陳老師所擬定之三十二部音讀。再「考之

文義」，從文字運用時意義角度，將被釋字與釋字之關係作四類區分：

一為假借關係；二為義近關係；三為異體關係；四為連語關係。 論文第

三章為「通」與「同」聲義關係之辨析，首先分析「音讀關係」，將前

章對李善《文選注》所有「通」、「同」字例所作之考釋，依所使用訓

詁釋語之主要表述語言分為三大項：「通」字項、「同」字項、「通與

同並用」項，復就古音同異，分為聲韻畢同，聲同韻近，聲同韻遠，聲

近韻同，聲近韻近，聲近韻遠，聲遠韻同，聲遠韻近八種情況討論其聲

韻關係，經由分析釐清一個事實：即無論李善所使用之訓詁釋語為

「通」或「同」或「通同並用」，其音讀關係皆以古音「聲韻畢同」類

占絕大比例，且比例均為七成多。是知，被釋字與釋字間古音之同近顯

然並非李善區別注「通」或注「同」之標準。 其次分析「意義關係」，

運用方法與前一節大致相同，經由歸納、透過分析而得出幾項規律： 

一、「通」字項雖依表述語言分為「某與某通」、「某與某古字通」、

「某與某音義通」三類，然其基本性質大致相同，或可視為一體。綜言

之，「通」字項共計一百三十二例，其中說明被釋字與釋字之間為假借

關係者，總計九十二例，約佔七成，由此可知，李善注「通」者多假借

關係也。 二、「同」字項之訓詁表述語言較為繁複，為便於觀察其各自

特徵，故細分為九類，綜言之，「同」字項下共二百七十九例，其中說

明被釋字與釋字之間為假借關係者共一百零六例，義近關係者共八十五

例，異體關係者共五十九例，連語關係者共二十九例，由此可知，李善

注「同」字時雖仍以假借關係比例最高，然與義近關係僅相差約百分之

七，不似「通」字項中假借關係與義近關係之差距高達百分之四十七；

更明顯之現象為：「同」字項中異體關係與連語關係之比例均較「通」

字項高出近四倍。 三、「通與同並用」項僅得「某與某同，古字通」一

類，本類總計十三例，多屬於假借關係，且假借比例為義近之二倍，又

本項無異體關係，凡此皆與「通」字項相似，故本項或可歸入「通」字



項也。 論文第四章為結論，透過第三章分析全部「通同字」用例意義關

係之種種特徵，總結歸納為八項要例： 一、通與同之間未截然區隔 無

論注「通」或注「同」，被釋字與釋字間各種關係之比例雖不盡相同，

然皆涵蓋假借、義近、異體與連語關係，是知李善使用「通」或「同」

字作為訓詁釋語，並無壁壘分明之區隔。 二、凡異體關係多注以同字 

「同」字項中有四類包括異體關係，「某古某字，音義並同」類共二

例，全為異體關係。「某與某並同」類共四例，異體關係佔有三例，約

佔百分之七十五。「某與某音義同」類異體關係計十二例，約佔百分之

三十二。「某與某同」類異體關係計四十一例，約佔百分之十九。「某

與某古字同」類異體關係計一例，約佔百分之十一。綜言之，李善多以

「同」字注釋異體關係。 三、凡言音義同者音義尤近 就文字運用角度

而言，被釋字與釋字之關係，意義最密切者為異體關係，其次為連語關

係，再其次為義近關係，假借關係則最疏遠。茲將用例最多之三類：

「某與某同」類、「某與某古字通」類、與「某與某音義同」類中之異

體、連語與義近關係比例相合，發現「某與某音義同」類之意義密切程

度較「某與某同」、「某與某古字通」兩類高。就音讀而言，亦如此。 

四、通字項釋例多假借關係 以「通」字作為核心釋語之用例，共一百三

十二例，其中說明被釋字與釋字之間為假借關係者近七成。又「通與同

並用」項與「通」字項性質雷同，若兩項合併，則更可斷言凡李善以

「通」字作注釋語大多為假借關係也。 五、凡連語關係多以同注之 

「通同字」用例中屬於連語關係者共三十二例，其中包括「某與某古字

通」類三例，「某與某同」類二十例，「某與某古字同」類一例，「某

與某音義同」類七例，「某與某義同」類一例，「某與某同古字通」類

一例。此六類中有四類，共二十九例，皆以「同」字作為主要表述語

言，由此可知，凡連語關係李善多以「同」字注之。 六、重言形況字無

特定注例 「通同字」用例中屬於重言者共十五例，其中包括「某與某古

字通」類五例，「某與某同古字通」類二例，「某與某同」類六例，

「某與某音義同」類二例。此四類釋語中用「通」字或用「同」字各佔

一半，由此可知，對於重言形況字，李善似無使用某一種特定注例之傾

向。 七、同字項注例表述較繁複 「通」字項所使用之訓詁釋語變化較

小，依照表述語言之同似僅歸納為三類。「同」字項訓詁釋語則較為繁

複，共歸納為九類，頗能將被釋字與釋字間之音義關係作比較清楚之說

明，例如於「同」字上附加一「並」字，或為李善用以解釋異體字之特

殊用語。此外，凡僅有一例而表述語較繁複者，本文併入「其他」一

類，此類釋語對音義關係之說明尤其詳細。綜言之，「同」字項大抵表

述語言較為清晰，正可呈現李善注釋進步且科學之一面。 八、古今字或

注通或注同 本文所謂之古今字兼採段玉裁、王筠與當代學者之說，包括

因不同時代之用字以及有造字先後相承關係之字。李善注中除以「某，

古某字」說明古今字外，亦有使用「通」或「同」字作說明者，其中無

論注「通」或注「同」均包括古今字實際演變之各種情形，由此可知，

李善雖已嘗試注釋古字與今字，卻未曾用「通」或「同」此二訓詁形式

作為區分。 由以上八項要例可知，李善使用「通」或「同」作為說解

《文選》詞義之訓詁釋語，二者之間雖無法作嚴謹而精細之區隔，但仍

可掌握一些大致趨勢，扼要而言，即李善注「通」字趨向於辨明假借



字；而異體關係與連語關係則多用「同」字表示，義近關係亦以用

「同」字表示者較多。 結論部分第二節主要根據本文實際分析得出之結

果檢討當代學者對「通」、「同」字術語相關之研究，前輩學者或專一

體，或綜全體，皆欲釐清此二術語使用時之紛歧情況，雖部分見解因取

證之材料不夠完備，或有未盡周延之處，然所論對於「通同」字釋語之

研究皆有相當之貢獻。 本篇論文研究結果所提供之部分歷史事實，猶不

足以釐定「通」與「同」字訓詁術語全面之定例，將來如能進一步累積

更完整之文獻資料，作完整而精確之推求，或可逐漸釐清此二個術語之

紛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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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４０１ 第二節 從本文之實踐檢討今人關於通同字之

研究????????４０５ 一、唐作藩????????????????????????４０５ 二、陸福

慶、張立茂????????????????????４０６ 三、方勤、李長

仁?????????????????????４０７ 四、劉又辛、李茂康????????????????????４

０８ 五、楊端志????????????????????????４０９ 六、陳新

雄????????????????????????４１０ 七、周何?????????????????????????４１

１ 參考書目??????????????????????????４１７  

參考 丁度 《集韻》 學海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丁福保 《文選類詁》 文史哲出



文獻 版社 一九九０年 丁福保編 《說文解字詁林》 鼎文書局 一九九四年 弓

英德 《六書辨正》 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五年 方俊吉 《爾雅義疏釋例》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０年 王充 《論衡》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王廣

慶 《複音互用發微》 中華叢書委員會 一九六三年 《複音詞聲義闡微》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三年 王寧 《訓詁學原理》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王初慶 《中國文字結構析論》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王

禮卿 ＜選注釋例＞ 幼獅學誌七卷二期 王冰注 《素問》 中華書局（四部

備要本） 王先謙 《韓非子集釋》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王先慎 《韓

非子集釋》 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王筠 《說文解字句讀》 商務印

書館 一九六八年 《說文解字釋例》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王念孫 

《讀書雜誌》 洪氏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廣雅疏證》 中華書局（四部備

要本） 王弼注 《老子》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王肅注 《孔子家語》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王力 《同源字典》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尹知章注 《管子》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孔仲溫 ＜論字義的分類及

本義的特質＞ 中山人文學報第一期 一九九二年 ＜論引申義的特質＞ 林

尹教授逝世十週年學術論文集 一九九四年 ＜論假借義的意義及其特質

＞ 中山人文學報第二期 一九九四年 孔鮒 《小爾雅》 藝文印書館 一九

八八年 孔穎達等正義（王弼、韓康伯注） 《周易正義》 藝文印書館

（十三經注疏本） 孔穎達等正義（孔安國傳） 《尚書正義》 藝文印書

館（十三經注疏本） 孔穎達等正義（毛公傳、鄭玄箋） 《毛詩正義》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孔穎達等正義（鄭玄注） 《禮記正義》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孔穎達等正義（杜預注） 《春秋左傳正

義》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玄應 《一切經音義》 上海古籍出版

社 一九八六年 左松超等 《訓詁論叢》第二輯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江舉謙 《說文解字綜合研究》 東海大學出版 一九七０年 朱駿聲 《說文

通訓定聲》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朱星 《朱星古漢語論文選集》 洪葉

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六年 邢昺疏（何晏注） 《論語注疏》 藝文印書館

（十三經注疏本） 邢昺疏（唐玄宗注） 《孝經注疏》 藝文印書館（十

三經注疏本） 邢昺疏（郭璞注） 《爾雅注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

疏本） 李鍌 《昭明文選通?文字考》 嘉泥文化基金會 一九六四年 李添

富 ＜詩經例外現象押韻之分析＞ 輔仁學誌第十三期 一九八四年 ＜假借

與破音字＞ 輔仁學誌第十四期 一九八七年 李善注 《文選》 藝文印書館 

一九七九年 《文選李善注》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李孝定 《甲骨文

字集釋》 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一九七０年 《漢字史話》 聯經出版公司 一

九七七年 李達良 ＜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校記＞ 聯合書院學報 一九七一年 

李昉等 《太平御覽》 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二年 李時珍 《本草綱目》 商

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李賢注 《後漢書》 藝文印書館 李國英 《說文類

釋》 南嶽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李延壽 《南史》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北史》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阮元等編 《經籍纂詁》 明倫書局 一

九七四年 林尹 《訓詁學概要》 正中書局 一九八０年 《中國聲韻學通

論》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六年 林尹校正 《新校正切宋本廣韻》 黎

明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六年 房喬等 《晉書》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邱燮友 ＜選學考＞ 師大國研所集刊第三期 一九五九年 周祖謨 《方言校

箋》 鼎文書局 一九七二年 周啟成等 《新譯昭明文選》 三民書局 一九



九七年 周玟慧 ＜荀子重言連語及相關問題初探＞ 第二屆國際暨第四屆

全國訓詁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一九九八年 周何 ＜通同訓詁用語之別＞ 第

二屆國際暨第四屆全國訓詁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一九九八年 洪興祖 《楚

辭補註》 藝文印書館 一九七七年 胡文瑛 《昭明文選箋證》 江蘇廣陵古

籍出版社一九九０年 胡楚生 《訓詁學大綱》 華正書局 一九九七年 胡承

珙 《小爾雅義證》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黎

明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七八年 韋昭注 《國語》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唐

蘭 《中國文字學》 臺灣開明書店 一九九三年 高亨 《古字通?會典》 山

東齊魯書社 一九八九年 高誘注 《淮南子》 世界書局 《呂氏春秋》 商

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戰國策》 藝文印書館 高本漢 《先秦文獻假

借字例》 中華叢書委員會 一九七四年 高明 《古文字類編》 ＜古體漢字

義近形旁通用例＞ 中國語文研究第四期一九八二年 高步瀛 《文選李注

義疏》 中華叢書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 馬天祥等 《古漢語通假字論文選》 

陜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班固 《白虎通義》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本） 桓寬 《鹽鐵論》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廣文書局 郝義行 《爾雅義疏》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晏嬰 《晏子春

秋》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徐彥疏（何休注） 《春秋公羊傳注

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徐灝 《說文段注箋》 廣文書局 徐鍇 

《說文繫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 徐鉉校補 《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 華

世出版社 孫雍長 《訓詁原理》 北京語文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孫詒讓 

《墨子閒詁》 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孫奭疏（趙歧注） 《孟子注

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孫武 《孫子》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本） 庾信 《庾子山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章樵注 《古文苑》 商

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許慈多 ＜文選李善注引禮記考＞ 台北師專學報一

期一九七二年 許嘉璐編 《傳統語言學辭典》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０

年 郭慶藩 《莊子集釋》 華正書局 一九八０年 郭景星 《文選李善注引

說文考異》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 郭忠恕 《佩觿》 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本） 郭璞注 《山海經》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穆天子

傳》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梁玉繩 《史記志疑》 新文豐出版社 一九

八四年 符定一 《連綿字典》 中華書局 一九六四年 張湛注 《列子》 中

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張華 《博物志》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張自

烈 《正字通》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張軍編 《古漢語多用通

假字典》 東北師範大學 一九九一年 張月雲 ＜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 

故宮學術季刊二卷四期 一九八五年 張建葆 《說文假借釋義》 文津出版

社 一九九一年 陳新雄 《訓詁學》（上） 學生書局 一九九四年 《古音

學發微》 嘉新水泥基金會 一九七二年 《音略證補》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

七七年 ＜章太炎先生轉注假借說一文之體會＞ 《師大國文學報》第二

十一期 一九九二年 陳新雄等編 《語言學辭典》 三民書局 一九八九年 

陳新雄、于大成主編 《昭明文選論文集》 木鐸出板社 一九七六年 陶潛 

《陶靖節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陸宗達編 《訓詁研究》 北京師範

大學出版一九八二年 陸志韋 《古音說略》 學生書局 一九七一年 陸德明 

《經典釋文》 鼎文書局 一九七二年 馮瑞生 ＜訓詁學與辭書編纂＞ 第二

屆國際暨第三屆全國訓詁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 一九九七年 游志誠 《昭明

文選斠讀》（上下） 駱駝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昭明文選學術論考》 學



生書局 一九九六年 曾榮汾 《字樣學研究》 學生書局 一九八八年 揚雄 

《太玄經》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法言》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本） 黃庭堅 《山谷全集》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黃永武 ＜昭明文選

李善注摘例＞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五期 一九七０年 黃沛榮 《從漢賦的

流傳看漢字的孳乳》 黃季剛 《文選黃氏學》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 

《文字聲韻訓詁筆記》 木鐸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黃生 《字詁義府合按》 

洪葉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二年 黃子降 《用字假借釋例》 文史哲出版社

社 一九七六年 嵇康 《嵇中散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程俊英等 

《應用訓詁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一九八九年 楊士勛疏（范甯注） 

《春秋穀梁傳注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焦延壽 《易林》 中

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裘錫圭 《中國文字概要》 萬卷樓圖書公司 一九

九五年 楊家駱主編 《駢雅訓纂》（上下） 鼎文書局 一九七二年 楊端志 

《訓詁學》（上下） 山東文藝出板社 一九九二年 楊蓉蓉 ＜古籍注疏與

古漢語詞典編寫＞ 訓詁論叢第二輯 一九九七年 賈誼 《新書》 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本） 賈思勰 《齊民要術》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賈公

彥疏（鄭玄注） 《周禮注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賈公彥疏

（鄭玄注） 《儀禮注疏》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葛洪 《抱朴

子》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董仲舒 《春秋繁露》 商務印書館

（四部叢刊本） 葉保民等 《古代漢語》 洪葉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二年 

齊佩瑢 《訓詁學概論》 華正書局 一九八三年 趙煜 《吳越春秋》 中華

書局（四部備要本） 趙克勤 《古代漢語詞匯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一九

九四年 裴松之注 《三國志》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鄭樵 《通志》 中

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本） 歐陽詢等 《藝文類聚》 新興書局 一九七三年 蔡信發 《說文答

問》 國文天地雜誌社 一九九三年 魯實先 《假借?原》 文史哲出版社 一

九七三年 劉熙 《釋名》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劉向 《新序》 中華

書局（四部備要本） 《說苑》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列女傳》 中

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劉又辛 《通假概說》 四川巴蜀書社 一九八八年 

《文字訓詁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三年 劉又辛等 《訓詁學新論》 

四川巴蜀書社 一九八九年 駱鴻凱 《文選學》 華正書局 一九七六年 鮑

國順 ＜文選李善注引荀子考＞ 靜宜學報三期 一九八０年 應裕康 ＜淺論

通假＞ 林尹教授逝世十週年學術論文集 一九九四年 謝康等 《昭明太子

和他的文選》 學生書局 一九七一年 韓嬰 《韓詩外傳》 商務印書館（四

部叢刊本） 韓耀隆 《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七

年 韓愈 《韓昌黎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薛居正等 《舊五代史》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顏之推 《顏氏家訓》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本） 顏師古注 《漢書》 宏業書局 一九九六年 魏收 《魏書》 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本） 蕭統編 六臣注 《文選》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瀧川

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證》 道明書局 一九七七年 嚴可均 《說文校議》 

廣文書局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顧野王 

《玉篇》 國立中央圖書館 酈道元 《水經注》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不著撰人 《蔣本唐韻刊謬補闕》 廣文書局 《上古漢語詞典》 深圳海天

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語言學論叢第十六輯》 北京商務印書館 一九一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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