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字書未識字考

韓小荊

j扭北大學文學說

《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是目前收錄漢字最多的大躍宇審會《漢語大字典〉收字五

萬四千多，(中華字海)q文字八萬五千多，收載之富，令人驚轍。但如其能字書一樣，二

書中的熱存在這才約5樣不雖如人意之處，如工書都岐有大變「義米詳J字費有字形字音而

無釋義，收了等主士沒i仗，依然給讀者盤成閱續障礙。近控年來，有很多專家學者致力針

對斗書中提難俗亭的整理研究工作，發表了多種蹲著和大聲:論文。成果雖鹽，但工作建

未錯東 9 還有一些f義未詳j字尚持考釋。本文章等釋了二播中十二個「義來詳j宇學以期對

二書釋義之完備略盡綿薄。文中〈中確字梅鴻稱作鱗，織集藏懿音義崎i丞i韓》簡稱。1

洪音頭發， <.龍鑫手鏡〉簡稱《龍船多〈玫拼五音類舉目聲篇海》簡稱C龍點。朋!佛鱷均頭

用伏正新樓大藏盤》本多聽稱〈大正船。

(1) [傑l

shuò 音頻 9 義未詳。見《簫海) 0 1 

按:(篇海﹒人吾防守伏龍會} : r蟬，背難之f: 0 J 2 瓷〈龍寵﹒入部.) : r爍，信，書的

皮。 J3 倍聽音是學中有與此字相關的論雄， (玄應音輸〉眷八《法鏡顯學上卷音義: í樂法:

豆豆孝反，愛欲聞樂。聽文云鍵入作傑 3 此非也。 j委今仁大正如本總鏡御醫里舊體文件f樂

法J '野、文如下. I自歸於1去者云何?謂為恭敵法?求法欲法，樂法之無 3 法陸法依，法

禮法權。如法缸，隨法銜，為法典，為法力，為求法財，為法靜泊，為罷法事。我亦當

i 兇冷豆豆護等編:{中華字海>> (北京:中毒草書商、中關友說出版公司. 1994 年) ，織遺，頁 1762 友。

2 克(金)轉發彥、韓道詩話撰: {，改併至王青類重泉路邊篇海} ，發￡續修閻長黨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放手士， 1995 

年) ，需 229 '資 518 下。

3 見〔建立〕釋行均撰:(龍梅手銬鈔(北京:中華菩照影印 3 的85 年卜交 38 0

4 見嗎〕釋玄應撰 : <一切綴音齡要載罐壽言表成初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經 i的7 年陸續出版) , 

問 740 多頁 3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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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扯開分{愈是法?開士居家者妻自歸於法海知是也 o J 5 1樂法j之?樂J '玄應既見本于

11= 1譚心玄應以「樂J'字替之。

《道地短發中亦有「僚J 字第餌，原文如 f : 1死者不復亮，老者不復退步皆能行得佛

法，亦行者是三無有行亦德守聽說誨，法自意作，行訝得昧臀如管甘華夏?常怖觀見黨首

餘，若不得傑樂窮老死?放在世間沒。臀如無有力象聽賠不能自出，世問人亦爾，從若

干種鏘取安 o J 6 何洪音齡譽二，縮地如音輯: 11樂樂:上五孝皮，好恤，愛慕啦。

在作樂攏。下勒告度，不會境界修發之義也， {說文清欒攏。上又蔣氏作舒灼皮，難

色。 r 可淇對「練j 宇的解釋與玄應相間，可誤認為何樂J正作「樂j 實則 I{樂J 字當賠?樂j 的

增旁偕字。由可洪詮釋可知，繃帶丹和字音嗽，總會發「書的配，乃皆上最郭氏

(即郭建)之?舒灼反J 船來。《享串連背》今已失簿，所以郭援何以“音「傑J;% 1舒的反J '我們

目前尚無法得知。

(2) 【絡 1

的ng音帶，義未詳。兒〈繡梅:> 0 8 

按:主黨海﹒象聯引〈報真玉給 : I~容，音容。 J9 此當即待海》所出。今考f鎔j

?容j之{谷字。《耳撓音輪番七《一冉島生菩藤船音輯: 1纜絡:上七容皮 3 下半封反 3 五三

作從容也 JIO 又問書卷之一 {{I舉行道鳩語學第一卷一青親: 1總鎔:上七恭皮，下位對度，

讓步，究也，光啦，嚴也 o 作提容，或作鞭容，亦作能容也。 J 11 r容j宇茵受「縱J宇影響

發生髓旁類化，而增?怠j旁寫作「給J 0 

(3) [霖】

jué 音訣，義未詳。見領勵。 12

按: {篇悔 .j蜘尋找攪真三巨額抄: 1縛 '8月反 o J 13 此即《字海〉新品。考《說文﹒木

部: r蟻，弋t忌。從木，嚴漿。一、問:門獨也。 J徐主主音「鑒丹切J 0 14 r廳」與?聽音問形

5 兒〔日〕大iE 一線綴?有i行會主編;伙正新倫大艘船(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22 年至 1933 年會長鑽出

版) ，悶悶，頁的上擒。

6 兌伙正酌， j稽的，頁 230 F纜。

7 見(1玉的灣海J洪撰:(可洪發齡、教《中華大錢給(北京:

2061主爛。

8 兒《字游) , \3'“頁右。
9 兒《篤海}，載斂錢修區重整焚書}，問空空9' 豆豆衍生上。

10 兇(Pl洪游船，教《中華擔心，闊論，頁 810 下欄。

\1 兇締洪含義)，載仲華轎步懦的，頁 2\2J結合

倍兒《字海》賞的頁右 c

\3 見機給 2 戰線賣修四處全言學?問 229 '頁 47喜上。

i尋覓〔溪〕許慎撰:(說文解字字) (北京 中華發局， 1怖3 年) , J'i 123 上。

, 1984 年起陸續出絞h 稽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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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當~p 1聽J 之稱旁換說字。(寢J 的Z丘上部即「歡J之形變， r妒j 訛作 f牢J ' 1欠J 訛詐

f只J 0 (.龍龜，是首發: 1館、頤 5 話;懈 3 主要指丹歧。 JI5 í臟」寫作「搬山乎每寫作「離J ' 
可按 t:t:勘。

(4) [藉口麓〕

費苦， tián 背臣費義采詳 Q 見〈篇海}I 0 16 

鑑?隔J的識字。宇晃繡海}I 0 17 

投:繡i每﹒麥音1)}苦1(餘文}I : 1靶，音錯。 j又引線真玉鏡}I :嚕，能讓切。 j又引

領盼:嗎?音甜。作點。 J 1日「鉗J 為 IW甘J 的更換形旁豆豆構字。何洪音暴發卷二二。慷

寶藏主郭第八卷音義: í聶漿:上，徒兼皮，正f乍聽啦。 J 1門話J ep í點j 的異寫字 (1麥J

書楷化作「安J) 。

(5) [輯}

做聲鸝海﹒亨聲音阱 1<嫂真玉如:嗎?音菇。又音括。只字彙轎﹒麥音帶:<{錯，

哲切。j20

按:{可;其音齡卷二伏寶積約第十一卷音義: 1挂萃:上古八反吾吾蓋在?釋也?

作干馳。總嘗“義詩作蘊含應和尚以桔替之，是如 21 9{大正聯制大實積主動第十一卷對

庸、經文作「戰草J 22 ，月;其所見本于作嗎恥， 1點是兩」宇俗訛學可洪說《玄應音蓮香HJf

賠磷經!葭本作「誼草J '應以[稍J宇替之，可洪也認1ft:;經文應以作「早在J字為íE。從字第

來看， I 輯j 當是[室主j 事前[懿j宇則是 f早在J 的換形旁的字。

(6) 【 i架}

jiá 音f賞雪義未祥。兒繡勵。 23

按: q搶海.;j(部門 I{搜真三巨輪} : It架琴音製 o J 立委「潔J ~p r深斥之訛。何?共青耕

春一f-{妙法蓮華經審波聽舍〉第一春音義: II架法:上尸林皮要遠也。正作深也 Q 郭氏音

的兒《龍發}，頁 466 0

16 兇《字符}，豆豆 1672 右。

17 向上。

18 見繡鱗，載《績{際問庫去注重訟，悶 229 '真 370 字。

19 兇何洪音孵 5 載《中攀援吟，冊的，頁 229 下纜。

20 克緣<þ舒喜事緝; {漢吉普大字典(縮印本)> (湖北麗辛苦苦的紋柱、 lm Ji I 辭退出版社事 1990 美宇) , ~ 19惚中。

21 兇《可洪吾吾動，載仲革和骨費總 59 '資 i91 中憫。

22 兒〈三大工豆豆齡、梅竹、 ~61 J二欄。

的兒《字海} ，真 558 t至。

立是兇《篇海}，載《其實{學問暸?全委主，冊 229 ' ~ 45尋_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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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非也 J 今〈大正船本做法蓮草草更論霞說提舍》曰: r自此以下依三種義示現:

者決定義，者縫著農 z 三者依何事疑義。決定義者，咨聾聞方便論得罷法作決定，心，設

攤開議中多得方便組盤證故。 J 26 宇iE作 I~菜J 0 後人不識f潔J RP I深J字之麓，誤以為從

唱得瞥，故蔣氏音之日「眩，支鐘海》

(7) [問]

hü 音時 9 義未詳，見《有拉薩訟。 2ï

接:{龍鑫﹒門前玲: r問:俗，呼目皮。 J2B r觀J 即「聞j字之攏。《可洪音義學卷一可大

般若豆豆學第一i拱裔義f若問:音文， iEf宇鵲也，耳知學警棍。郭氏作呼自皮書非也。 j宮會今秋;

正船本伏殼幸?主動對應短文作「若勵全文如下: I若菩鍵摩訶醋，欲於過去未來現在

i~1f講f弗所誰?一切契鱷、應頸、立出1 、識頓、告說、因緣、本事、;本生、方慶、看

法、譬鴨、論議、諸聾雋等，若間不聞皆攏過建甚深義鐘，聲學般若波難言蟹多。 J 30 借書

f耳J 旁、 f 告 j 旁形近易揣冒<{高華夏大鐵車互雪中即者 f閱J 作「間j 字之恢pl ，可為證。

(8) [講]

dòu 背丘。義未詳。見《宇彙瓣。紋

按:(字彙補﹒吉莘學: r讀 3 稜闢場，音頁。見〈鏽韻卜 J 33 得查〈鏽誨﹒吉普5) 守 I{龍

矗: I諧，音 o J 3毛皆未詳其義。今考「講j 即句這(續)之「龍(續)J 的接勞異構字。《玄應

音義》卷六《妙法蓮毒草釋手第四海音義: I句逗;梳鬥頁。《字書) :想 3 留也。《說文) : 

9 止也。《方吉} :通，{主攏。經文有作語， 111i綻皮 ， JI慎宮皂。說非誼目。文件誨，未

兒車芳出也。 J 語星街校白: I旬逗、句讀猶吉句柱，運作績，聽之援急位。讀即議就字

。 J 今〈伏正藏抄本《殼、法蓮華經)卷四對離經文正作「句逗J '全句如下: r注丘比丘尼

霞婆裝傻婆東聽其說法，是諸化人今聞法倍受隨11蠻不道。若說告者在安街處，我時廣議

天龍鬼神幹關婆阿悔，雄等聽其說法。我擺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兇我身。若按此經芯

的見你洪妥善訟，絨《中華齡，儕嗨，否可 929 上績。

26 見《大正義。俗學 ti 16 上欄。

27 J在《字海》，豆豆 1557 主。

2日兇〈龍動，質的。

的見伊H將船，尋缸中還會船，倫 59 '頁 5峙中欄。

30 克仁大改8齡、時 5 '真的中棚。

31 兒(草寧)左手圭Ej3編《高麗太華麗綴袋體字典:> (鱗倒 !為綴大藏經研究堅持，您的作) ，頁 818 0

32 兒《有許海) }交 14HZ 右。

33 兒〔消〕吳任 E說:{字黨爭論:>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衍生字) ，頁 207 下。

34 兇〈篇海)，紋。真修簡潔全書> '憫 229 '頁 300 上。

給兒《玄應含義訟，教繡齊集成松齡 3 冊 740 多 1頁 2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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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句逗事我選為說令擇其品。 J 36 

(9) 【彈 1

mó 音韻 a 義末諦。見《龍藥品。 37

按:此之宇乃「興奮寫實珠J 之「摩j 的增旁俗字 o <<:可洪發動卷卡五《摩言可{酬氏律》第三十

一卷音義: I應現;二膏摩尼 3 寶名，或云末尼也。 J :lB 今《大正醫學對應純文作

可議。 I摩但是楚語譯音祠，譯日蝶、寶，殊之譯者40 。仿應音轟診器一〈快方廣磷華嚴

語學第一卷音義「愉摩j籬下曰: I摩尼，隸之憩名也 o J41 又問書卷二正是對法論〉第八發音

: I末尼，亦云離尼 ， 1比武饗諜，調珠之響名也。 J 42 個ffisí驛站j義指實珠，故梅毒

增三五旁。

(10) [;那]

mδ 音諾。義末詳。見是鑫勵。毛3

按: (宇誨》臼兒《企盼，處書不縛，未知其海何時例害。 《字黨禍.這支部) : 

嗨，農!駝爛，音那多見恤金船。」伯仲海》閑|麓的忱。《龍聽﹒純學弗如悴，日:

「蟬，背那 Q J 45 籬釋義。此字亦出自佛館，乃梵語音樂音用字，無實義。經文用餅如下:

想它，羅尼雜，每台〉卷十 :f釋也牟尼{捧讀十方吉普佛在聲婆世界但心 4時間會說是陀羅尼:多

蟬他 昆時聽婆昆時臨婆 露技陀脾t包能持露藥 挪婆頗J罐 何要起那多~最多賄案那多日他

。 .4G

(1 1) [鰱]

jiã 吾家。義未詩多見〈龍勵。 H

按: (龍鑫﹒余部) : í織多俗。音翩。戶罷注音，未作釋義。其實「糊j乎也是儕經

36 見伏iE驗，倒 9' 頁 32 上癮。

37 見《字海} ，頁 73主右。

幼兒又可洪會轍，載仲毒害齡-冊凹，頁 111空中爛。

"兇仁大正辭，間 22 '豆豆 482 中桶。

哇。見丁福{采編導答: (i~錄象大辭典.) (北京:文物出版社， 1鵝毛主fè) , j主 1284 上。

“見緒感發動，教嘩籌集成初船，官呀?紗，頁 11'

42 見o全感音義}，草或《叢書集成紡線》空間 744 事真 1060 0

G 晃史等海) , l'i 1319 主。
4尋覓《字彙補:> ' ñ 161 上。
4且兇《龍籠子， ñ 398 0 

是6 兒仁大_j}絨}> ，擠到 1 豆豆 633 下撼。

毛?覓《字機) ，頁 1325 右。

4日見繡勵全頁 3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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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語間字 3 無實義。例洪音輸卷二支大芳等大集態學第二卜聽音義: í散總:音趨，

《寶豆豆經》作{曾安裝迦罐。」物，今伏正齡對應經文件「散趨J 50 又《可供音譯發卷二伏方等大

藥品野第二十一卷音義: í阿總: '1奇題。續學船作三喜善黨寒迪亞囉。 J 51 今扶正齡對應

靈文作?三幕迦邏J 52 0 í鱷j 、「單單J雖互為異文 3 但只是阿青關係 3 指非真體字。二字，在真

皆是記音符號，無實肆意義。

(12) [和 1

孟加昔日。義未詳。兒佳音篇} 0 53 

按:<(璽訂藍音第﹒木都.) : r村，音口。 J 54 此字是 r:t口j 之俗字。《注n共音義〉卷十六

《根本說…切;有部mlt京路這事藹尼律》第+卷音義: r和門:上苦吼皮。 J 55 今伏正齡對應

經文作「拉門J 56 0 <{可洪音發發卷令六《根本說一切有詞:啾奈帶本草是律鼎立譯音義: r相

寂:上背既反。 J 57 (可洪音義》卷十五《根本設一切有龍:雷lt奈耶律序文》膏義作「拉寂:上

普吼援。 J 58 :-拍攝J 一姆在榔經中常見習插花告示佛三味寶玉論!字) : r希高扣竅，未有若君

之所聞者也。 J 59 嘟祖盛代通車帶卷十四:暉，心擁員會認多扣寂求音。戶總晶體無〉草委十:

f隨時扣教 p 對豆豆鐘鼓。 J61 皆可攏。

1本文蠶專著額1

49 見如洪音船，載〈中華船，闊綽，豆豆 624 中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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