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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關於《詩經》的傳授，在漢代分為齊、魯、韓、毛四家，歷來學者已做

了詳細的討論。四家詩中，齊、魯、韓三家以今文傳習，並立為學官；

與起初在民間傳授，並以古文書寫的《毛詩》，不但受重視的程度不

同，在詩旨解釋、章節編次、字詞辨析、名物訓詁等方面，也都存在著

歧異。雖然因三家詩的亡佚，現今已無由窺其全貌，但從前輩學者所蒐

集的三家詩遺文和毛詩做比對，不難發現四家詩彼此間確實存在著許多

異文，絕非只是章句釋義的不同而已。毛魯、齊、韓四家詩之異文或由

於通假、或由於古今、正俗字殊、或由於文字產生先後……等問題所造

成，其間的糾葛，非三言兩語可說清楚。本文著眼於此，乃以王先謙



《詩三家義相疏》為籃本，運用語言、文字、訓詁等知識，針對〈國

風〉的部分，加以分析考索，期能為四家《詩》異文的成因與現象提出

較為客觀詳實的說法。本論文共分三章，分別為： 第一章緒 論：說明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論文綱要與凡例。 第二章 國風異

文考證：針對十五國風各詩之異文逐條考索，探尋各異文之現象與成

因。 第三章 結 論：根據前章考索的結果加以歸納分析，以呈現《詩

經》語言、文字之運用情形。 經過詳細考證四家詩在〈國風〉部分的三

百二十五條異文後，發現四家詩間之文字歧異並非全不可解，大多數異

文之形成原因，屬於「通假」之故，至於其他非因「通假」所造成之異

文，在音讀上仍存在著極為密的關係。在三百二十五條〈國風〉異文

中，「通假」佔了總數的百分之五十，「異體字」佔了百分之十，「訓

義相通」者佔了百分之二十四，「取義不同」者佔了百分之十一，「連

綿詞」佔了百分之一點八，「?字」佔了百分之一點二，「二說並存」

者則佔百分之二。除去「異體字」乃純粹是因字形而造成的歧異外，各

異文間完全沒有聲音係者僅有五條，分別為〈周南?漢廣〉之「刈」與

「采」，〈衛風?芄蘭〉之「悸」與「萃」，〈齊風?猗嗟〉之「抑」與

「卬」，〈豳風?七月〉之「薁」「蒮」，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二不到。

可見四家詩之間僅管在說解上、用字上雖有歧異，但若只就「音讀」而

言，各家的歧異則甚微。若以「聲義同源」觀點而言，四家詩在說解上

的許多歧異當是不存在的。是以本文在經過考證與分析得到的一個最後

的結論是：「聲音與文字的運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亦陳師新雄所

云：「我國文字之構造，雖著重於形符，我國文字之運用，依然著重於

音符。」尤其是對《詩經》這樣一部講求音韻的詩歌總集而言，「聲

音」更顯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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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輔仁學誌第十二期 民國七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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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一年 《文字聲韻論叢》 東大

圖書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訓詁學》（上） 學生書局 民國八十三年 《古

音研究》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民國八十八年 陳子展 《詩經直解》 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一年 陳玉樹 《毛詩異文箋》 新文豐出版公司（叢

書集成續編一一三冊） 民國七十八年 陳奐 《詩毛氏傳疏》 臺灣商務印

書館 民國七十五年 陳喬樅 《詩經四家異文考》 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

集成續編一０八冊） 民國七十八年 《齊詩遺說考》      新文豐出

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一一０冊） 民國七十八年 《韓詩遺說考》    

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一一０冊） 民國七十八年 《魯詩遺說

考》      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讀編一一０冊） 民國七十八

年 陳舜政 《論語異文集釋》 三人行出版 民國六十三年 陳應棠 〈詩聯

綿詞研究〉 逢甲學報十九期 民國七十五年 郭璞?注 《爾雅郭注》 新興

書局 民國八十四年 陸德明 《經典釋文》 鼎文書局 民國六十一年 陸璣 

《草木鳥獸蟲魚疏》 大化書局 民國六十五多 崔述 《讀風偶識》 台北河

洛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 符定一 《聯綿字典》 中華書局 民國五十三年 

馮登府 《三家詩異文疏証》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皇清經解本） 惠

棟 《九經古義》 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一０八冊） 揚雄 《方

言》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黃子絳 《用字假借釋例》 文史哲出版

社 民國六十五年 黃生 《字詁義府合按》 洪葉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

八十一年 黃季剛 《黃侃論學雜著》     中華書局 民國五十九年 

《文字聲韻訓詁筆記》 木鐸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 黃沛榮 〈古籍異文研

究析〉 漢學研究九卷二期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黃焯 《毛詩鄭箋平議》 上

海古籍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焦循 《孟子正義》 商務印

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民國五十四年 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鄭玄?

注） 商務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民國五十四年 賈公彥?疏 《儀禮注

疏》（鄭玄?注） 商務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民國五十四年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二年 葉國良 〈詩三家

說之輯佚與鑑別〉 國立編譯館館刊九卷一期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葉慶

炳 《中國文學史》 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六年 趙平安 《隸變研究》 

河北大學出版社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年） 趙汝真 《詩國風通假

字考》 私立文化學院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五十八年 趙制陽 〈今古文

詩說比較研究〉 孔孟學報五十三期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雒江生 《詩經

通詁》 三秦出版社 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年） 臧琳 《經義雜記》 鼎

文書局 民國五十六年 蔣人傑?編纂 《說文解字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年） 歐陽修 《詩本義》 臺灣商務印書館（文

淵閣四庫全書） 慧琳 《一切經音義》 大通書局 民國五十九年 魯實先 

《假借?原》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六十二年 劉又辛 《通假概說》 巴蜀書

社 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 劉向 《列女傳》 中華書局（四部備



要） 《新序》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劉師培 《劉申叔先生遺書》 華世

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 劉熙 《釋名》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蔡信發 

〈說文形聲字多聲考〉 中國學術年刊第四期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 《說文

答問》 國文天地雜誌社 民國八十二年 錢坫 《說文解字斠銓》 文海出版

社 民國五十一年 謝旡量 《詩經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九年 

賴炎元 《韓詩外傳考徵》 臺師大國文研究所叢書第一種 民國五十二年 

蕭璋 《文字訓詁論集》 語文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 嚴粲 

《詩緝》 廣文書局 民國四十九年 顧野王 《玉篇》 新興書局 民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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