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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J 與「合乎J ;藍蓋棺呵，用

法瓏差不多， r符」、「乎J 繭體字在

商管 fu4 CD '不小心豆豆豆Ij這兩個

的人常常寫了點芋，或作「合符J '或

作「乎全J '成了語擒。其實「符J

「乎J 吉普不舟，兩個詞的講錢也本

筒，需要加以分析。

先說讀音。 f符」在中古音屬通攝

合口平接嘆韻奉母，高「乎」字真可是還

攝合防守主擊機韻盟母。退兩{題字韻母不

闕，聲母也不筒，一聽醫音奉母，

前根音罷母。現在灣通話「符」音俑，

「乎」督 hö (Ï) ，雖然韻母輯筒，恆的

熱、擬議響聲母的區別。吉普舌棍脅的合

口亭，專11富多讀5艾略膳音〔口 ，例

如 r虔」原鸝曉母，當讀舌根管[斗，

粵音讓 fu2 ; r苦」古單是母字陳讓

[主] ，今粵語讀 fu2 ，間?干flJ 則

是古體母原督[當] @ .今粵語擴 fu4 。

這個現象可1.:.1看到諾骨演變的結果，不

能發音部位相近的讓普麗，如話是母、纜

、匣母合自混成 f '某接舌接音在一

定的蝶件也和發音器位相差很諱的轉音

非惜、數母、舉母混。從這一點可以說

要多方言也有不能保留古音的一盤。 1葭如

家當普通話，選可以區別「符J

「乎J 懦體字的發苦，可惜本地說行粵

語，所以「符J r乎j 這個別字只會在

香港進種方設區出現。

其故談談這兩鶴說的結構。「合乎J

比較簡蟬，嚴格來說， r合乎」並撐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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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胎動詞「會j 和毒者詞後綴「乎J 構成。

「乎J 是文管文常見的鑫詣，常用於表

示語氣，所謂「之乎者也J '大家都很

熱悉。捏在棋譜襄文可以用作動持後

蝦，照法再「抉J ·妝在華書語後，成為

詩妞，如「興乎尋常J 、「在爭實用J 、

「出乎意軒J 、「幌乎經驗J 、「合乎

情理J 等等。 r千flJ 現:!id是綴，當然不

應該寫成「乎命」

主於「符合j ，即與古代的制

康有鶴。在代有「符j 有「齣J '也會

成整整音訊「詩;節J '指的是棋廷用以傳

達命令，調兵議騁的意訝。「符籬J 通

常以特朮或全木為之， (題禮﹒地官﹒

掌都) : r守諾觀者用玉節，守懿矗巨著

用角節。九邦國立使籬'LlJ翻用虎節，

國用人節，釋輯用龍節，管金斑。

•• .門關用符節，貨婚期蟬節，講路屠

盤前，實有期以反節。 J @可昆不間的

身分，不同的地理華夏域，用不闊的材料

線成的符錯。使用的方法，是在符節上

變寫文字，然後會j蔚為二，各存其一，

用持相會無訛以為喜愛倍。從字的結構

看， r符J 、「節」都能竹，悶兒古時

的符館最究大多是用想做的。不過特才之

路腐囑，現在已不容易晃jtJ貨物，位金

囑製成的共符，倒在考古蹺擺中詩有發

現。部署名的陽陸虎符和新都虎符先前

日被確認為聲響翰，一九七八年在顛哥臨

安誨捧出士的社鹿詩也是藥物。

貨物上的銘文，記載了使揖虎釋的實際

情況，以新審虎符第倒，銘文如下:

甲兵去符，右裝革，左在嶄囂，凡

興兵被(按)唔，用品五

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激行之，增

蟻事雖無會符，行廠(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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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說藹讓軍隊的共詩，右半在聞

處，左半在駐守新都的守將處，瘖共超

十人，一能要持摺君的右半前來和

輯都的左半驗舍，才可以調發。徑通費

按事件韜異攝入傻，烽火台示警告急，

要再雖無王科，也蕊TtJ發兵。高段銘女，

是古代使用兵符情況的最好說明。

至於堅壁文獻中，也常常見到使用

兵符的記載，最著名的莫如〈史記﹒魏

公子殉傳〉記載的信曉華書教趙的故事。

其中最關鍵的情辭是魏安釐芷龍記鎖經

竊兵符交給信睦臂， f按傳魏令，樹朱

袁擊殺了心疑竇的鐘韓醬鄙，奪得兵

權，離退了黨軍，辦了組路部韓三三閣。

這種觀廈一值維持安IJ漢代， <史記，

文本紀} : r勢與鄧闢守報為輯更符、

竹{更詳。 J (事長解〉引鐘韌的: r齣虎

符單一筆第豆豆，竄家當發兵，還使者至

君j)台符，符合乃聽受之。特使符皆以竹

箭五枚， -1達五寸，鎮刻謀害，第一豆豆第

五。 J (J)若是這段文字可以看部歸符和竹

符不搏，竹符葉文字，著重在文字的拚

命。而齣符樹在形體上有會權立蹺，童

在器形的生#合。國為環在可見的共符銘

文大致相悶，哥兒女宇不是共符的

點，最言重要是形體上的結合離開。上屆

引用的〈史記〉悟俱子，都聽警IJr合符J ' 

如「臂鸝合符J@' r撞便發至郡會帶j

@'還兩個旬子的「合」和「符J 輯:各

自覺句子中的一個成分。 r合是動詞，

作謂語， r符J 是實漿，兩者並不結合

成為動質式的詞。間早在先賽的文獻

中，己經用符節來比喻兩件相同相合的

事物。如〈孟子〉

孟子曰. r霹.......東竇立人貌。文

聞英乏人也。總立相去，于

事發新都虎終拓2鼠，鐘〈悶悶金艾齡大系富起錄〉

資2920

有餘壞;t!t2'.招後啦，干有餘歲。

得諧、行乎中蟬，若合符飾，先學後

膏，其摸一也 OJ @ 

其後「符j 字有「相符J 、「符合」的

意思，以至合成聽音詞「符合J 都是告

「合符」這一觀，念引申而束的。單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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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J ·雙脅說就是?符合J 0 有聽

「符合」這個詞的構成，可以有下月幾

種分析:

付並到武: r符J 、「合J 都有「合J

的黨義，並列成

。

(=)主謂一式 r符j 妞，名詩作主語，

是動詞作謂

。

的偏正式: r符J 作制詞{修飾動詞

「命J '形容其相

含有如兵待站切無

悶。

三者之中，那一聽說法較合理，一時難

以定奪。但「符合J 道個體會詞觀然已

經固定下來，使用時便不應臨意顛倒，

以覺訪礙祠黨的規範。要何況，寫成

「合符J 的人，探黨可喜但是要寫「合

乎J '區為「干JlJ r誨j 粵語胃音，其

實是寫了}JIJ芋，照以在使罵 f符合j 和

「合乎j 還需髓詞時，是要加以區別，

不能混為一談的。

Q) r乎」字古恆母合口，在資錫凌的〈粵

音韻彙〉有 wu4 , fu4 兩讀。按古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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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日，如「誠、湖、狐、牽、

還告層學繁多變為零聲母的 wu ' 

讀 wu4 ，監據此規律而定。但日常應用，

fu4 一脅，有關此音的來源可參

學教演續續簿 ， r乎J 字吉屢屢母是獨贅，

，讀蹺卒妥厲ØìJ外，

為陰卒，晃〈新華字典〉、〈現

代澳攝制與} ö (圈語辭典〉則以輪

諷，鵰2fS搞文讀。台灣出版的〈當

代國語六辭典〉則保持讀鷗郁。

!:þ j台童車母癡音據玉力 第

〈釋唐音系〉莫165 。

學 〈周禮注鏡〉卷十五，發支部發館影甚是

〈十五經注疏〉獨乏真230 。

@ 兒〈文物) 1979年9期93真〈西安市郊發

現費醫圓柱虎符〉 。

@ 機:在關維〈觀堂集林〉卷十八〈發新都

兵符緻} ，中華書局版頁903 。

(J) (史記〉卷十 中華番周標點互依卷二頁

是2哇。

學 〈史記〉卷七七中華書店標點*戀七

民2381 0 

0 間@。

伽 〈耳籃子，離黨章句下) • (識子譯注〉

草草1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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