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師古名字小議

許經豪

城市大學社區至學院

顏篩古是唐初有名的學者，他所控釋的《漢賽今深受學者稱纜。有關顏師古的生芋，

現存資料中，以後替鶴的等編撰的哥舊唐書》及北宋刺耳、獻鶴樓等攝摸的繡唐書〉所記

的最早，也最為詳緝。繃唐書﹒儒舉縛(上) .顏師古勵基本上參考繡唐書﹒觀實1Ií吉德D

R首寫戚，有攬顧民一史事廳，二傳所認大致相同。不喝，之童聲編者對較傅主的名和字有

不冉的看法， <舊唐書﹒顏歸古傅》云:

顏擂，字師可台，象少1 萬年人。 i

繡唐書﹒權學傳(上)﹒顏餌古偷去:

顏師舍，字擂，其先乘車牙臨游人。 z

一書所記，各與宇啥好對輯，究竟哪一個說法較可信呢?本人參考禮部份唐宋典籍以至

近代研究顏師古的文章，但乎除歐鶴樓就顯氏名和字提出過疑問外(說見下文) ，並沒有

人提及過權餾問題。

根據唐人典籍，唐人稱引顏師古時，唐人對顏氏的稱呼大挺有主權:顏轉吉、顏監

創辦。輯顏氏為激師古J '有興顏氏何時或硝後的李延誨，他在《南史﹒齊鉛末的

〈論〉中說:

業(蕭)何及壤之於漢供為動德，而言皇之本傳不有此祿，齊典所番，使

乖實錄，近秘書直是顏師可言搏考經籍，主義解《漢書》巳.ìE.其葬，今隨仿制

?-t云。 1

其狀如封讀《封氏閱見音記》學八「繹山H東下7主:

1 [五代]發!駒等撰:(著舊唐書:> (北京，中華喬馬: 1975 年，第 1 版) ，豆豆 259壘。

2 悶:歐陽修等撰:繡長青齡{北京， r持著寧為: 1975 年，第 1 版) ，真 5641 0 

3 [磨]李延壽撰:(南史手(北京，中華書為: 1975 年，第 II按) ，豆豆 l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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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閱有《繹J.J置專)，皆新房i之碑也。其文吾吾: [樂愛j 此石 J '學舍不曉樂

石之意。且盟主吾吾: [鴻以姆:實串串;G作此埠。{下略]J 4 

又立民劉攝〈大唐新語》眷五云，

本文本和仕蕭說， [中略1時鐘撞車詩緣故事，長於文官場。 恃無途，冀復

周之。太索曰: r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 j乃以文本為中毒侍郎，專

與絕密。 5

又如胡碟《譚簣錄》卷六云:

房東觀三年，象變謝先，深入朝，混為然皮鼠， I'Ä金給額，毛放以裳為

特籐著肢，中客令顏侮合奏宮[下略] 6 

以上各人皆稱顏民主i?t r顏師古J 0 至如前為貞、張守館住《史蹈、社佔著鱷典主及宋人王

濤據唐人聽鏡等所編增捕前成自守《唐會要》多次提及顏氏拿均稱之為「顏師古J 0 7 

至三於唐人有稱顏民主事 f麟監j者多大揖是顏氏曾官至都舊書監之故，但此類餅子不多。

張守節注〈史吉[1)，險時顏氏「顯帥古」外，偶然也稽之海「顏盟在J '如《史記﹒項羽本組H輩

無兒攪J張守節正義云:

盤垂直至~ : í無克在之糧。 J8

他如封淺在《封氏悶兒吉日主卷五「露簿J1黨引述顏氏的注釋時云:

(1:.林賦》云「息從棋手肘，盈盈釋云: r謂跛車從悉而行也J '據顏此

解，及讀「從j為「放縱J 不敢行從之義，歸來詳也。 9

又如趙磷《國話聽》毒害在云:

又案《漢書﹒為祖鈍》云: r使蘇食其陵實往說，將咯以利J '盤豆豆注

曰: r咯者本謂合咯卒，發徒敢反。[下略JJ 10 

此夕卡 3 顏師古及其叔顏游秦均曾注領事瞥，為齡4二人 9 有人稱游賽為「大說，輯

輛吉為川、顏J 0 荷馬貞《史記﹒孝武本主這》索曝云:

4 [處)對演揍，李成母校點:怯于氏衛見音器 n審磅，連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i 版) ，質生1 ' 

5 [唐]劉肅撰，許德橋等單吉校伏廢新語:> (北京:中率發鳥， 1984 年，第 1 版) ，頁 89 '顏飾古之忽又見

於同還喜卷 9 ，]ã 135 。

6 [賤]萌藤摸:檔案船(續修四庫全齊聲雷籌委員會獵:嫌修閱痺全草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多答 1260 嚮h 資 20 。

7 司馬良、張守節注《史松及總船、繡會事。二，書稱f顏飾品的例子書生多，不須引 e

8 [漢]司馬還撰:(史記:) (北京:中華書鳥， 1962 年，第 1 版) ，真 307 0

9 [廢]封演撰，李成甲校點:(封If.筒兒喜[.) , Ji 21 0 

的〔唐]克車青海揍， <函語錄:> (上海逼上海古繪出版社， 1979 年 2 第 i 版) ，真 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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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濃霧)，故輯綜吉為川、顏j也。 1I

如此稱呼顏游秦及顏師古者，fI;J.乎撥兒於荷馬貞《史記黨驛卜賽中稱f小顏j 者甚多，但

唐人fÇJ極少用稱謂輯顏師吉。 12

綜觀現存所見的唐人典籍，的上連三種稱持中，以種f顏師古J{古大多數多也有稱「顏

監J或川、顏J 的， {!-!盤不贊攝;至於稱顫師古作 f顏權j 的，似乎找不到例子 e

對於顏師古的名與字，宋人辛苦能聽不一致。從《舊唐書》之說者如司馬光《資治攝擺﹒

踏車己(八))云:

起氏長子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婷兄長雄無忌竭見輔於長春害。

師可!t;ß籬，以字行。志寧，宣敏之丸子;歸古，之雄之孫也。 14

陳振揉用荷馬氏的說法 3 在〈藍齋書鑄解農D器問「漢書一百卷J練下?正:

唐祕客車京兆顏侮古注。本傳稱字錯，去基當;ß話，而以字行也。的

從《新唐書》之說者如南宋朝計有功，(唐詩紀事〉聲五 f顏師古j練下云:

(顏}綜合，字諧。自之掉以來，居銷中。性轎哨，自負其才，意望甚

高，終於松書監、誰議大夫。 16

陳恩在古書小史〉卷九「顛師古J條下云:

顏綜合，字譜，京兆萬年人，官~棋書麗、手A文館學去。 17

自屠及宋，對於顏師古的名和亭的說法如此不悶，即使博學金日攝摟繃屠寄予的數陽

修，對此問題也感到困擾，他在總古胎的 f唐顫動權神道碑J接下云:

按荒唐書》云混大雅字彥私，弟i費博字大蓋章， ['f略}直在唐發諸贊名字可疑

才多，封德舞台名份 ， 1考古Z酸苦名義子，高去康長青名儉，顏姊古吾吾名

藩，為皆吾吾以平予行。倫、梅、儉、繕，在海世無所簿，不知何避而行

11 此說兇《史記﹒孝武才泣，的[天子始巡都縣 E 授等於泰山矣j 君在為貞注緒，資 46言。

12 <.史育設司馬貞安裝，據哥!作 r/J、顏臼j百餘線，不須引。

的有翰廢人引述顏師富的資料，主要根據縛潑琮等編:(唐:五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 (北京 中讓書局，

1982 年 3 第 1 版)及方積六等編撰:(廢近代至五十工種發言己小說人名索引) (北京.中華喬馬， 1992 事第 1

版)所等!諸脅。

14 [采用為光是事編撰，車月三會發注， r標點單是治道路j、和校點:{資治過給(北京:中攀草書為> 1963) 卷…

八蝕，豆豆 5756.

的[來]練擬孫揍，徐IJ、蠻、顧焚攀勳校.鑑齋毒害錄解題:> (上海:上海古鑄 ili飯杖> 19在2 年) ，頁 97 0

16 [宋]許有功:(唐詩紀事圳發港:中華醫喬馬， 1972 年) ，至~ 61 。

17 [來]隙，堅~:(養小5位H5星際怒等撰:{海苑哥哥哥賽(外十二種))(上海.上海古繪出版社， 1991竿 o )發 9' 豆豆

2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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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f略j又歸古典令狐德葉間劍，不應德叢書名紛紛合書字，則綜合

亦當為名也。{中略]今《新唐書》錐吾吾房安鈴字喬，顏穌是r字緒，以〈高

官食學兆記〉為名，別喬、轉身足為字乎? 18 

據歐陽縷的說法，他除對唐人名字間聽聽對難以判定外，也認為 f以字符j之說無據。雖

然他沒有提出確實醬攤，但f龜縮會繃唐書》時，畢竟沒有接受獨麗動的說法，孺以 f師

古j為顫氏之名。的

顏掰古名與字的問題，近人研究或介紹鑽民生平及學衛者似乎讓未有談及攏。近人

攜香林撰《顏師古年譜抖。及草草林楓介紹史學家的觀俯在時) 21 均提《贅聽書》之說。倉修

良介紹顏民生平及成就時期兼採《舊唐書》及《資治通鑑〉之說。泣聲、欽善介紹作為文獻學

家的顏氏時則兼存爾《磨著書》之誼。 23 可昆對於顏師古名和字多至今的看法仍不一致。不

過，有一點相向楚，他們都沒有說明根據繡膺齡或《舊唐書》說法的原閣。

古常安等考證古人名字關僚時多認為「擴歸古J是名， r播J;是芋，他說:

(顏師古)月華人。字撼。《鴿合文尚書﹒說命下) : r字不綜合，以克永

世，聽說攸鬧。 J 漢詐慎《說文解字﹒敘) : r太史攜著大~十五囂，與

古文或翼。......今敘華文，合以古緒，博采通人﹒ J處於小犬。 J 故以

f轉H蓋「古J 0 24 

f也嘗試從取名來源角度說明顏記名和亭的關棒，並說明了龍的根棒。不論古氏之說解是

否正確，但其說臨上漣諸人進步。雖然如此，他也只說明了 f古J與 f攜J 的關係，問沒有

證明為何 f師古J是者， r續J是牢。

對提前馬光「師古名蝠，以字符」之說，歡暢修己提出具議，他認為顏氏各λf以字

行」之說沒有根據實因為飽們的名字f在海世無所諱」。據近人陳盟〈史諱舉伊!J)所引南北親

及薦庸諱倒，其中並無君主名「攜J ' 25 權與歡暢縷的說法正舍。此外，根據幾種介紹顏

的J?.[來;歐陽修換、李逸安點按:{:歐陽修全集》毒害 l喲， (北京:中草書發為學部的生存h 頁 225甚至 2245 。

19 歇楊修在您別名急就要害，序》云: r急就言學者 3 獲世有之，其草草草鞋也於小學之流，背顏續為史游序之詳矣。

[f酌，則稱顏氏為顏繕，但不知歐楊修在此稱莫名抑或稱文字幕。到別歐陽修撰、李逸安點絞:纜

揚(參全券發，卷;五十八 ， Jiii 843 0 

20 線發林:鑽師合年帶(長沙、.衡務印餐館， 1941 年)頁 4 。

21 孫林樣: <顏師王智) ，載張家璿建寧主編:(中劉古代文獻學家研究> (桂林:廣西衛能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真 124~夜 13生 。

22 倉修 Iii:<!史家史籍史學} (灣為:山東教育出版社費 2000 年，第 1 版) ，Ji I14~夜 131 。此文兒於1智修

良: (顏前台卜教練清泉等編: (:中鷗史學家評傳.) (鄭州:中1+1古籍出版社多的衍生存)。

23 15展欽答: <r.:þ圈文獻學史:> (北京:中馨香鳥， 199是生f) , I{ 3粥。

2是甘于常宏毒手:{宙人名字解賣主:> (北京:詩文出版社多 2003 年) ，豆豆 288.

路線處:{'史灣學伊!J)(上海﹒上海書店 3 第 i 版) ，頁 10 0



2005 年 12月第 76 期 23 

師古或顏真卿t控系的質科辛苦來， 26 顏師古t立沒有權家誨的必要，可見苟，馬光的說法難以

跟人，難怪揀振孫用不大肯定的語氣說「想當名攜會而以宇行世J 0 

至授說顏氏名「師古J '卻再提下封三項資料找封住誼。

第一，綜觀顏氏注〈漢書》全書，顏氏丸出誼之處皆無一例外地輯f軒古日J '沒有稱

「攜臼J 。如參較濃末以來至顏氏以懿史家或注史者作案話者，如草草恆於鑼鼓D之〈論〉雪

白稱嚕，世間，未嘗稱「葡伯豫日J ;袁宏於《後漢如抒發議論，自稱f冀東同?未嘗稱

「袁彥f白日 J ;裴輯之詮〈三蟬，齡，或稱f距較之點，或稱f距松之則，或稱f臣輯之以

為卜未嘗稱f臣當期案j或 f亞世期日J ;護輯注《史記)，皆稱 f轍業J '並沒有稱「龍騙

案J 0 再者，顏師古注〈漢書〉引萬代諸家詮釋者，強應勛、李斐、張揖. ~ . . ~ .簿，師古皆稱

引其名。可見自漢晉以來，史家學者注史，或就史事發議論，甚謊亨i連萬λ說法，皆告

稱其名或稱被引用者之名，不稱其字，當為1質棚。以此接之於顏氏注漢書，顏氏當亦自

稱其名，故此知 f師古j當是顏氏之名而非字。

第二，顏師古對古人名和字的作用有很清楚的極分些顏氏在總書﹒僅鑽僅符為[臣鼎

來j一句作法，談到底衡的名和字符曾說:

字以表瘤，宜人之所自稱乎 27

清楚說明人之息稱不應稱其字。 28 另外，他的說法在〈琵轉正俗》的 f名宇J一線中有更詳

細的說明，他說;

或閱詞: r.).令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 J答曰: r名以正艘，字)Ì~

表德。 i中略}此告碧藍字以相崇， ;容則其自稱也。且是觀令人逼人高去，言

辭載於黨籍，專E-J幸存乎紙素。本身自述，必哥哥稱-1;;他人褒美，則相

呼字。 I中略1考諸典裳，稱名為是。 J 29 

若「餌古j 是字， r講J是名參顱師古不當自相矛盾，在注《漢書》的時使剪不用用以自

稱的名，謝輒稱「師吉思J 0 由此可見多 f師古J應是顏氏之名。

26 億些資料包括癮發林:犧師占年齡、對青海: (滾那藍藍氏研究一一樣論文化發:當族f土質過程中的主重要作

m> ' 戰機晉南北朝精旦的，的90 年 1 期，J{ I~1忠、李廣錄:仲古土族的家教與家學:那邪顏氏倘

若是研究》崗是受l.l i顏氏世系表h 博士論文，發港中文大學研究農史學郁，未刊編書 1993 年、顏豆豆瓣志

編黨委員會編:{顏真如F粉(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 1 版)第一草鞋，頁 17 、廢料鴿烽產黨

氏發展史:> (商投:嚮史館台灣文獻館， 2003 年，第 1 版1 '豆豆 426~在仗?。

27 [漢]班路攘，顏飾合注:{漢會:> (北京:中華毒害舟， 1962 年，第 i 版) , J{ 3331 0 

28 翱宙之說學當承主毛主及數之推之說。顏之權主Hl領氏家話11. 風蜘云: r~i':î者，名以.IE穗，三字以表德，名終則

轉之，字乃可以為舔氏。 j兒(jt齊)顏之推揍，三nlJ暑華主義解:織氏綜11集解:> (1980 年版，上海:上海古

繪出版社，第 1 版) ，真鉤。

29 劉曉東:值謬正給平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9年)真 2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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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唐人顏真瓣醬撰寫有關先祖及同叢中觀要人士的碑銘縛，銘文中部多次攘到

顏歸吉，也可以證實「師古j是名鬧非字。顏真卿為顏師吉弟勤禮之瞥碟，他所攘的顏氏

族人碑鶴不少，其中以《晉待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 3日(黨按:

西平靖侯鎮企指顏真卿樹立東晉顏舍，以下簡萬伏宗吾粉)及總故種議大夫行薛玉友柱

闊贈梅毒少數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 31 (黨按:顏君措顏真卿艾顏惟貞，以下簡稱

f陸貞碑)) ，記載顏氏先世豆豆顏真鄉當時顏氏旅人之生平仕宮、學有文章，更為完備， 32 

二碑稱引顏氏先世或同時人多先稱其名，故稱其宇，輯結;宗碑〉云:

公輩輩舍，字~灘。鄰海路游人。{中略}魏有斐、是，處瓷起袋。{中略l

生欽，字公芳，明〈韓詩〉、《齡、《易〉、〈尚書》。生紋，字靜伯， r中

哥各1 至長協，字子#口，湘束五記章， <梁書〉有縛。生之推﹒字介， [中略l

!t忍魯， [中咚]思魯，字孔銬。給

或單稱其名 3 如做;宗碑》六.

(之雄)!t思魯、憨楚、 f -.f軍各1入情生進奏。{中略]高祖入闕， (思魯)率

男師 1智、特區學、動禮、穹穗奉迎。其

如果「攝J是名， r師古J是字，碑銘當百「攜字輛吉J 0 又二碑提到顏師古時多均只稱之為

「顏師古卜沒有闊的叫法，由此奇知「師古j就是顏氏之名。另一方醋，顏真卿在碑輯上

從沒有提對「顏講J詰f聞名字，若「稽j是顏氏之名，醫野無雙字不鍵之瘤。

另外 2 顏真卿樓命~審會著作部變州都瞥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 (豪按:顏合指顏勤

禮，顏輔古弟，顏真鄉曾捏究，以下簡稱總體碑})們!顏勤樓名及字?亦是有力的證

據，該碑云:

君當牽動禮，字敬，~郭路游人。〔中略〕丈思魯，博學善屬文， [中略]

君與兄秘書單是侮古、種喜事伶郎輯時齊名。幼

又做唐番﹒備學傳(上)顏師古傳湘記師古二弟相時之名

#平古弟村時，字容。 36

30 陣陣音是等綴，星系快建等點校;是最廣站(太原﹒山西教育版社， 2002 年，第 1 版) ，卷 339 '至~ 2043 家

2045 。

訂戶]上 3 卷主喲，真 20馮主~ 2050 0 

犯豪絞:三E車內容大教相何?前者記顏1智慧售鑽糧喜羊，後著手記黨要合零售盤時，記其他人則教室羊，其餘則大致相

幸去，由此土文只引《大宗吾串》為例。

33 向設 30 。

34 問設 31 0 

35 (清輝話等餐露，王震快速運事點校:綠豆努掉，卷 341 ， 1頁 2052 0

36 [宋〕歐陽修建專撰: {新廢舊手>> '真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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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上常接資料多再參以〈喵唐書》本傳研載「顏鯨吉，字攜J 一旬，可知顏思魯為四價兒

子命名時，均以二字為名警部 íß軍占j 、「相時J 、 f勤禮j 及「育德J ;以單，字為字， llll 

f播J 、 f睿j 、 f敬j等{育龍之宇不詳)。顏真卿為顏師在之能否系，距顏輛吉未謹，當不至

於誤記;說旦撰寫。先世之碑銘，乃極重要之事，應該不會出錯。

綜合以上各點，華者認海繡庸齡、《醫治權齡等正史所載謂「顯諦，字歸缸，並

不悔當;向馬光等以字1i'J之說亦無根據，顏氏之名與字當依繃厲害》瞬己作f顏師吉，

宇攝j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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