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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本文旨在運用現象學（特別是胡塞爾）的概念和方法，對許慎以來的六
書學說作重新的解讀。本文首章先就題目作解釋及說明方法運用之原委。第
二章則重點處理四組對後續討論至關重要的現象學概念：包括意向行為、整
體—部分邏輯、範疇直觀，和行為的質料與質性等。第三章則從現象學觀點
對六書個別地作詳細分析。第四、即最後一章則試圖勾勒整個解釋的意義，
及從跨學科的角度提出一些期許。

關鍵詞：六書、意向行為、範疇直觀、整體—部分邏輯、胡塞爾、現
象學

-----------------------------------------2014 年 11 月 6 日收稿，2015 年 4 月 6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5 月 13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的英文版本曾於 2010 年 9 月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 Schriftbildlichkeit DFGProjekt 舉辦的國際會議上以“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為題宣讀，後於德國發表。參見 Shai Gordin, ed., Visualizing Knowledge
in Signs: Encoding Meanings in Logographic and Logophonetic Writing Systems, Berliner
Beiträge zum Vorderen Orient (BBVO), vol. 23 (Berlin: PeWe-Verlag, 2014), pp. 157-202.
本文的中文版本初稿最早曾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漢語哲學工作坊—從文字與圖像
的觀點來論述」中以主題演講宣讀，後分別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家講壇」及國
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邀請作專題演講。

49

50

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2 期

“Mangelnde Lautumformung setzt dem Wiedererkennen
der bezeichneten Begriffe an den Lauten Hindernisse
entgegen, eine Schwierigkeit, die im Chinesischen noch
fühlbarer seyn würde, wenn nicht dort sehr häufig, in
Ableitung und Zusammensetzung, die Analogie der
Schrift an die Stelle der Laut-Analogie träte.”
1
Humboldt – Kawi-Schrift
“Die Aufgabe einer durchgeführten Wissenschaft von den
Bedeutungen wäre es nun, den wesensgesetzlichen Bau
der Bedeutungen und die in ihm gründenden Gesetze der
Bedeutungsverknüpfung und Bedeutungsmodifikation zu
2
erforschen …”
Husserl –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一、前言：從洪堡特到胡塞爾
六書是關於漢字構成機制的重要學說，其於中國文化中佔有核心地位。
但六書學說向來爭議甚多，其中包括六書的次第問題、六書的個別理解（特
別是轉注）
、六書的歷史發展、六書間的相對關係、眾多漢字於六書中的歸屬，
乃至六書的名數是否可容許增減等等。
查「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
。其中，六書被引述為古代的六種教育
事務（六藝）中的一種：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
六書；六曰九數」
。但此中，六書之下包括哪些條目卻欠交代。真正把六書的
名數清楚臚列的，最早是東漢的班固（32-92）。班固《漢書》〈藝文志〉引
劉向父子所列的六書依次是：
象形(1)、象事(2)、象意(3)、象聲(4)、轉注(5)、假借(6) （班固）
班固雖然列舉六書的條目，但對六書的具體內容卻仍未有交代。這方面的理
論工作，要到了東漢較後的許慎（58-147）才有長足的發展。許慎在《說文

-----------------------------------------1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e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Kawi-Schrift), in
Andreas Flitner and Klaus Giel, eds., Werke in Fünf Bänden, vol. 3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p. 447.
2 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簡稱 LU), Husserliana (簡稱 HUA) 18-19
(Den Haag: Nijhoff, 1975-1984). 見其中的第四研究, A314/B1: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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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的序言中列出的六書名目和次序如下：
指事(1)、象形(2)、形聲(3)、會意(4)、轉注(5)、假借(6) （許慎）
在列舉的同時，許慎還就六書的每一項目作了言簡意賅的解釋，並各舉二例
以作說明：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3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除了班、許這兩種對後世最有影響的說法外，東漢期間還流傳了出自鄭眾
（?-83），並為鄭玄（127-200）所徵引的六書名目和次第：
象形(1)、會意(2)、轉注(3)、處事(4)、假借(5)、諧聲(6)

4

由於鄭說的名目和次序都較特別，今日學者鮮有採用之。今日許多談六書的
學者所採用的六書名目與次第是：象形(1)、指事(2)、會意(3)、形聲(4)、轉
注(5)、假借(6)；這一種說法，基本上是從班、許二說折衷而得的，明確一點
說，是取班固的次序，而用許慎的名目。
要於各種關於六書的說法之間作出判斷與選擇，不能只憑隨意，而必須
有理論基礎。因此，小學傳統各家談六書時，無論依從哪一說法，都會嘗試
提出一些理論作為選擇的依據，其中較有名的，有主張由文（獨體）生字（合
體）
，字又生字的「子母相生」說；有借中醫理論主張分主從先後的「君臣佐
使」說；有主張先造字、後用字的「四體二用」說；有按虛實相匹配而提出
的「三耦說」等，不一而足。這些理論雖各有重點，和不乏新意，但從現代
的理論觀點下看，未免各執一詞。這些學說並存的情況帶來一項啟示，就是
六書的解釋是極具爭議性的，和有一定開放性的，因此，只要我們今日就六

-----------------------------------------3 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香港：中華書局，1963）。引文中以粗體列出的
字詞是作者將於下文指出為帶有動詞性格的。
4 見東漢．鄭玄，
《周禮》
，卷 14〈地官．司徒．保氏注〉
，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
印書館，1955），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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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理論基礎能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講法，或能揭示一些新的理論面貌，則甚
至六書的名數與次第隨時可以一議再議。
在過去的一些嘗試裏，筆者曾借用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普通語言學對漢語及漢字的意義理論作了一些分疏。其中，
筆者引用了洪堡特「文字類比」（Analogie der Schrift）這概念，以說明漢字
如何在以形補音的條件下表現其活力。在洪堡特和後來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等語言學家眼中，「類比」原則是人類語言能力達
致高效率運作的鑰匙，洪堡特以「文字類比」作為漢字意義孳乳力量的表率，
使與印歐語言的「語音類比」分庭抗禮。從理論的角度看，是於點出了漢語
與其他語言的「共性」的同時，也說明了漢語（包括漢字）的「特性」。
洪堡特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語和漢字的許多觀察，可謂發人深省。
順著這一思路，筆者甚至藉洪氏「文字類比」概念及其涵蓋的「衍生」
（Ableitung）和「複合」（Zusammensetzung）這兩個主要「手段」，對六書學
說作了初步的重估。然而，六書的問題，涉及的理論細節甚多，而且向來富
於爭議，文字類比概念雖然重要，但要藉此對有關問題全面回應，誠非容易。
在種種誘因下，筆者漸注意到，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現
象學蘊藏的許多理論資源，除可補充洪堡特的語言理論外，還足以對漢語漢
字的意義構成問題，特別是六書學說的許多技術細節提供進一步的解釋。

5

本文用以分析六書學說的現象學理論或概念資源，主要集中於胡塞爾早
期的《邏輯研究》，但不以此為限，茲把其中較重要者列舉如下：
a. 行為（Akte）及意向行為（intentionale Akte）
b. 感性直觀與範疇直觀（sinnliche und kategoriale Anschauung）
c. 意向性作為「指向某事物」（Intentionalität als Gerichtetsein-auf）
d. 整體與部分的分析（Ganzen-Teilen-Analyse）
e. 心之能指與心之所指的相聯性（Noesis-Noema Korrelation）

-----------------------------------------5 直到今天，學界仍未見關於胡塞爾和洪堡特理論關係的討論，但不妨指出，胡塞爾曾
在《邏輯研究》第四研究最後的一個註解中提及 Heymann Steinthal 引介下的洪堡特
語言學，並於明確地表達了對洪堡特的尊敬之餘，指出己說（應就指第四研究）與洪
堡特的語言理論「一定程度上接近」
（einigermaßen annähern）
。見 Husserl, LU-第四研
究, A321/B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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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事物與事態的區別（Sache und Sachverhalt）
g. 質料和質性的區別（Materie und Qualität）/=（Aktmaterie und Aktqualität）
h. 主動綜合與被動綜合（Aktive und passive Synthese）
i. 意義組合（Bedeutungszusammensetzung）
j. 肉身性（Leiblichkeit）與生活世界（Lebenswelt）
k. 界域和界域意向性（Horizont/Horizontintentionalität）
l. 模繪（Abbildung）與偏映（Abschattung）

這些概念和區分將會於下文不同場合按需要援用，為了理論的準備，本文將
對其中四組較重要的論題和一些相關的概念率先討論，並特別指出其與六書
學說潛在的關連。這四組問題分別是甲、意向性；乙、整體—部分理論；丙、
範疇直觀；丁、質料與質性。

二、現象學的重要概念資源
（一）意向性理論對六書學說可以作出那一些釐清？
「意向性」和「意向」等概念源出於西方中世紀的經院傳統，但在現象學
運動中，蛻變為一個極重要的操作概念。胡塞爾重視意向性，一至於說：
「意
向性……好比一個普遍的介質，堪將吾人所有的經歷（Erlebnisse）……都包
6

7

涵在內。」 胡塞爾給意向性的界定是「指向於某物」
（Gerichtet-sein auf…） 或
8

「意識到某物」
（Bewusstsein-von etwas）
。 意向性作為指向或意識而言，都關
涉一些相應的意識內容。因此，作為一涵蓋吾人一切經歷的領域而言，意向
性是即主即客的。在「主」的一面看，固可追溯至人作為意向者的主觀意指，
而現象學談論的「客」
，卻並不一定指一些客觀的事物，因為只要吾人主觀地
有所意指，則無論所意向者存在或不存在，它首先可「相聯地」（korrelativ）

-----------------------------------------6 見 Edmund Husserl, Ideen I, §85 (Den Haag: Nijhoff, 1950), pp. 207-208. 此外，海德
格亦曾把胡氏的意向性視為現象學研究的「基本場域」（Grundfeld）。參見 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esamtausgabe, vol. 20, 以下簡稱
PGZ (Frankfurt/Main: Klostermann, 1979), pp. 106, 148.
7 Edmund Husserl,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HUA 9, ed. Walter Biemel (Den Haag:
Nijhoff, 1968), p. 258.
8 Edmund Husserl, LU, Annotationen und Beiblätter aus dem Handexemplar, HUA 19/2, p.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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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化為一些「所指」的「意義」
，這些意義起碼可供吾人自我撿拾，進而彼
此溝通。如果一些所指的意義結果可在經驗裏得以徵實，那固然讓「所指」
得到進一步的「滿足」（Erfüllung），和於知識上獲得更大的效力，但這對於
意義的客觀構成而言並非必要條件。所以，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對意義的產
生與處理，除了適用於自然現象外，還特別對種種意識經驗和文化建制提供
了一很寬容的處理平臺。這種即主即客的關係後來胡塞爾視之為「心之能指
與心之所指的相聯性」（Noesis-Noema Korrelation）。
總言之，現象學傳統先求擺脫傳統哲學對外物或對心靈的一些過當的形
上斷定，並要求把未經審視的斷語成說「置諸括號」
（Einklammerung）之中，
另外又以當世流行的心理主義（Psychologismus）為戒，避免把人類的心智活
動及其成果化約到一些感官性的，和在意義問題跟前束手無策的心理性質上
去。意向性概念的引入，是要在不獨斷的條件下，回到即主即客的意識經驗
的場域作直觀的描述，讓人類活動所生的意義世界「如其所如」地展示。作
為一操作概念，意向性概念並非單獨運作，而與許多其他概念關聯起來，形
成一概念群，或可說一語詞場，足以為許多經典的哲學問題提供一新的處理
平臺，包括知識問題、主客問題、意識問題、意義問題、情感問題，甚至上
帝問題等等。撇開種種可能的效用不談，單單作為一套意義理論而言，現象
學實可充當一塊他山之石，有助釐清六書學說及其背後的漢字構義問題。
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意向性」概念群中，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行為」
「六書」一詞中的「書」字，指的正好就是「書寫」這一活
（Akt）這個概念。
動或行為，這點從「書」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都象以手持筆在描劃可見。然而，
我們不應把六書的「書」只當作一種於腕指間進行的肢體行為看待，而應明
白，六書作為一種行為，是發自書寫者的心智的。事實上，胡塞爾現象學談
論的 Akte 不泛指吾人日常在進行的各種各式的行為，而專指吾人心智在面對著
某一對象時在意識中產生的注意和觀解的那一些行為，也即所謂「意向行為」
9

， 或更明確一點，是一些「賦義行為」
（bedeutungverleihende
（intentionale Akte）

-----------------------------------------9 見 LU-第一研究, A42/B1-42; 見 LU-第五研究, A376/B1-400. 但胡塞爾用這一概念
遠不及 bedeutungsverleihende Akte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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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kte）
。 由於六書不只是一些腕指間的體力工作，而是吾人心中有所理解，
筆下有所指向的心智活動，所以用意向性或意向行為去表述，是最適當不過。
基本上，
「意向行為」從結構上看可大分為「簡單」與「複雜」二者，從性質
上又可分為「感性行為」和「範疇行為」
（kategoriale Akte）。此外，胡
塞 爾 與 Akt 相 關 的 用 語 包 括 Aktintention 、 Aktmaterie/Aktqualität 、
11

Aktverknüpfung、gemischte Akte 等，都能為六書學說提供理論基礎。

有甚麼理據讓我們非要以現象學的「行為」概念去說明六書呢？回答這
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問：在語言的領域中，是甚麼使語言的聲音得以和其他
一般的聲音區別？賀抱石（Holenstein）在回答這問題時，即指出關鍵不在
於某些音響上的感性特質，而在於語音乃吾人藉以表達心中意向的「意向
12

行為」的結果。 基於同樣理由，我們可以問，是甚麼讓漢字得以和先民的
塗鴉相區別呢？我相信關鍵同樣在於文字較圖畫多出了更明確的表達意向。
六書所以稱為「六」，是指可區別出六種不同的「賦義行為」。
再從六書的名目分別地看，許慎列舉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
假借六個名目中，除形聲外，其他五書的名目中的指、象、會、注、借都明
確地是動詞。
「形聲」一名目由兩個名詞組成，是因為要同時列出形部和聲譬
的緣故，但背後其實還是要藉著「表」形「象」聲以達成賦義工作。所以，
六書本質上都有動詞的性格，而且，這些行為動詞都與「賦義行為」有關。
更有進者，許慎為每一「書」都留下言簡意賅的說明，撇開其解析富於爭議
不談，其用心卻明顯地是要提綱挈領地刻劃六書各自的特點。我們只要把六
書都了解為行為後，則自然較能與胡塞爾現象學中種種與之相關的概念資源
關聯起來，進而對六書作出較系統性的解釋。

（二）胡塞爾「整體—部分」理論及其於語言學之應用
-----------------------------------------10 LU-第一研究, A38/B1-38.
11 參見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1.2(1990.5): 139.
12 參見 Elmar Holenstein (賀抱石), “Jakobson and Husserl: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alogy
of Structuralism,” trans. by Erling Eng, The Human Context 7(1975): 61-83. Reprint in: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eds., 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 4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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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部分理論的歷史淵源
《邏輯研究》成書後，下卷的六個研究中以「論整體與部分」為題的第三
研究很長時期沒受到重視，但後來學者指出，這個看來純粹關於邏輯的篇章
對理解胡書的結構，甚至對全面了解胡塞爾現象學都極重要。此中最重要的，
是胡塞爾以整體和部分為綱領，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區分，如 simplecomplex、founded-founding、independent-non-independent、moments-pieces、
separable-inseparable 等。這些區分除有助於對現象學重點理論的理解外，還
對哲學以外的其他學問，特別是語言學產生了極大影響。

13

胡塞爾關於整體部分關係的學說主要來自布倫坦諾（Brentano）和施通
，但如追溯到底，西方有關整體部分的討論其實在古典希臘哲
普夫（Stumpf）
。柏拉圖晚期的
學裡早已有詳細記載（ὅλον versus μέρος, μέρη, μέριον, μόρια）
對話錄如 Parmenides、Theaetetus、Sophist、Philebus 和 Timaeus 中即有不少
相關的論述，其中柏拉圖主要在思考各種由部分構成的整體，到底其內容只
等於各部分內容的總和，抑不止於此，而涉及額外的結構（συμπλοκή）的
14

問題。 柏拉圖早注意到，語言現象中的「組詞成句」正是部分組成整體的
例子；柏氏指出，一個句子（λόγος）作為一整體比其構成部分（即語詞）加
起來總仍多出了「完構性」（well-formedness），或嚴格一點說，多出了句法
15

上和語意上的完構性，不然，便根本談不上成句。 在亞里斯多德哲學中，
整體部分學說和他最重視的「潛能∕現實」（energeia/dynamis）概念有千絲
萬縷的關係。亞氏曾以「部分」概念說明心靈的組成要素，或說明悲劇的情
節，或屬（genera）之下的種別（species）。但最重要的，是亞里斯多德提出
（πα̑ ν, pan, total）的區別。亞氏認
了「整體」
（ὅλον, holon, whole）與「全部」
為，
「全部」只是部分的隨機拼湊與堆積，而「整體」踰於全部之處，即在於

-----------------------------------------13 這一點，多年前 Holenstein 已有很清楚的說明。除上引 “Jakobson and Husserl: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alogy of Structuralism”一文外，見氏著，Roman Jakobson’s
Approach to Language: 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alism, trans. by Catherine Schelbert and
Tarcisius Schelbe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 參見 Plato, Soph. 262c; Theaet. 202b. 參見 Verity Harte, Plato on Parts and Wholes
(Oxford: Clarendon, 2002).
15 Harte, ibid.,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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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各部分由一內在的、一致的目的貫串於其間，即有一內在的形相
（eidos）。

16

此外，亞里斯多德更以整體部分學說用於生物（living things）與其各種
器官的關係之上，其中作為整體的生物被設想為具有生存活動（energeia）和
生存目的（entelecheia），而其組成的部分作為生物體的部分而言，乃被設想
（organa, organs）
。
為朝著整體活動而提供各種相應能力（dynameis）的「器官」
因此，個別部分與整體之間，和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都由一緊密的目的性
17

維繫。 總的而言，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有關整體部分反思的深度，特別是
整體可「大」於部分的總和這一點對後世思想的影響，是絕不容低估的。
2. 胡塞爾《邏輯研究》中的整體—部分理論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第三研究中提出的部分與整體的理論，是現象學
18

的一項極重要的方法學資源， 足以對一系列議題提供有效說明：如理想語
法、語詞與意義理論、主體結構、行為的質性與質料（quality/material）、簡
單與複雜行為、範疇行為和範疇形式、對象與其空間側面（Abschattungen,
19

、意識的時間側面（temporal profiles）等。 在這眾多應用中，作為
profiles）
結構語言學泰斗的雅各布遜（Roman Jakobson）最重視的當然是集中在第四
研究中和語言有關的一些議題。在 1960 年代一篇名為〈語言中的部分與整
體〉的短文中，雅氏肯定了胡塞爾對他的影響後，進一步談及部分整體理論
對語言學可能作出的貢獻。他指出了當世語言學把語言現象以一分割的態度

-----------------------------------------16 參見 Aristotle, Met. 1045a6-10。亞里斯多德 holon 與 pan 的區別，其實就是後來康德
System 與 Aggregat 之間的區別，參見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Leipzig:
P. Reclam, 1924), A832-3/B860-1.
17 參見 Aristotle, De Partibus Animalium (On the Parts of Animals); 有關討論參 F. E.
Peters,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NYU Press, 1967),
pp. 84-87.
18 詳見 LU-第三研究各章。
19 參見 Robert Sokolowski, “The Logic of Parts and Wholes in Husserl’s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8.4(1968.6): 537-553, 特別 541-545. 此
外，參見 John J. Drummond, “Wholes, Parts, an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in
Varena Mayer et al., eds., Edmund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Berlin: Akademia
Verlag, 2008), pp. 1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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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缺點，力稱語言現象猶如一「由整體和部分組成的多層的體系」
（multi-storey hierarchy of wholes and parts）
，上可寬鬆至言談（discourse）
，下
20

可緊縮至區別性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s）。 今天我們從現象學觀點談論漢
字意義建構問題，可說是在雅各布遜的基礎上對胡塞爾學說的進一步應用。
儘管整體部分的討論由來久遠，於胡氏以後也有新發展，但胡塞爾（及
布倫坦諾）的整體部分學說卻提出了一些極有價值的概念區分，標誌了整體
部分理論的新里程。胡塞爾重申了「部分」（Teile）可大分為 Momente
（moments）和 Stücke（pieces）兩種。這兩種部分中，Stücke 可譯為「塊件」，
塊件是一些相對於整體 G 而言為「獨立」的部分，如人體的頭、頸、肩、胸、
21

22

腹、股、手、足等於邏輯上（甚至於物理上）都是獨立的。 至於 Momente，

在胡塞爾的學說中，指的是一些相對於整體 G 而言為「非獨立」的和「抽象」
的部分。其之所以稱為抽象和非獨立，是因為其彼此滲透，以至於不能物理
上具體地分割出來或自整體中清楚地離析出來。胡塞爾用以說明的例子是一
個物件作為整體而言可以有其廣延，其廣延的一些表面又可以有一定的顏
色，而該顏色又可以有一定的亮度，此中，
「廣延」
、
「表面」
、
「顏色」
、
「亮度」
都可視為該物件不同層級的抽象部分，因為它們都不能清楚地從該物件分割
出來。胡塞爾和亞里斯多德雖然同樣重視整體部分理論，但如說亞氏的 whole/
total 兩種整體的區分是出於「由上而下」
（top-down）的考慮的話，則胡塞爾
的「構性∕塊件」這兩種部分的區別可說是出於「由下而上」
（bottom-up）

-----------------------------------------20 參見 Roman Jakobson, “Parts and Wholes in Language,” in Daniel Lerner, ed., Parts and
Wholes: The Hayden Colloquium on Scientific Method and Concep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pp. 157-162. 文中，雅各布遜除表明他所受胡塞爾的影響外，也高度讚
揚了 Ernest Nagel 對這問題的貢獻。
21 除了這一區分，胡塞爾還清楚指出，作為某些部分的整體自身可以是獨立的或非獨立
的，而作為其塊件的部分可以擁有一些構件，而同樣地作為構件的部分又可以擁有一
些塊件。
22 德文 Moment 一名詞分為 der Moment 和 das Moment 二者，前者陽性，是日用語，解
瞬刻；後者中性，是哲學用語，指一些有影響和決定性的因素，黑格爾《小邏輯》中
的「邏輯三態」用的即是此字。在胡塞爾學說中，Moment 譯作「因素」（倪梁康譯）
基本上正確，但較易與 Faktor 相混，本文從理論去考慮，認為 Moment 隨著理論的不
同需要，可分別譯作「面相」、「形構」，甚至「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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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這大概和他重視「建構性」（Konstitution）有關吧！
3. 從整體—部分理論看語言：「遣詞造句」、
「用字構詞」與「組件成字」
構件、塊件這兩種部分的區別，胡塞爾要強調的其實是構件，而塊件只
23

是用來襯托出構件的特點而已—即其非獨立性和抽象性。 此外，承接著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傳統，胡塞爾也特別重視整體的內容大於部分內容的
總和這一特點，並提出「意義的溢項」這概念以作解釋（後詳）
。整體和構件
這種特殊關係，胡塞爾在第四邏輯研究和後來的《形式的和超越論的邏輯》
書中都予以充分利用。特別在論及語言時，胡塞爾和其影響下的雅各布遜便
24

把一個語句中的各個語詞都視為一些非獨立的構件。 這即是說，語句是由
語詞組成的一有結構性的整體，其中，語句整體的意義多於語詞意義的總
25

和， 而語詞的具體意義也不能自語句的整體抽離出來獨立理解。換言之，
組詞成句的活動並不是機械的堆砌，而是意義的組織和創造。基於相同的理
由，漢語的語句與語詞之間，也應存在著類似的整體與構件的關係。再進一
步看，我們可以說，在漢語的書寫世界裡，一個語詞與其組成的漢字之間，
乃至一個漢字與其組成的部件之間也存在著整體與構件的關係。所不同者，
是「遣詞造句」和「用字構詞」直到今天仍是吾人語文創作所需的朝夕工夫，
但「組件成字」的創造活動，則經過漢字早期的蓬勃發展階段後，其步伐早
已放緩至於幾近終止。
不過，部件組成漢字這活動從文化舞臺淡出，是否意味其與今日的我們
已了無關係呢？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所謂「組件成字」
，指的其實就是六書，
六書並非只像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是自古迄今都和吾人息息相關的！這話
從何說起？
查六書的構作表面上雖早已放緩，甚至「終止」
，但一代一代的國人無論

-----------------------------------------23 Robert Sokolowski 在 論 列 胡 塞 爾 的 part-whole logic 時 ， 曾 提 出 可 乾 脆 談 論 一
moment-whole logic。見 Sokolowski, “The Logic of Parts and Wholes …,” p. 545.
24 見 LU-第四研究全文；見 Edmund Husserl,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Beilage 1,
§1, pp. 260, 295. 把語句中具備不同詞性的語詞視為非獨立的部分（構件）
，後來也成
為雅各布遜的主要論點。順帶也可指出，西方語法把不同的詞類稱為 parts of speech，
其中的 parts，當然也應解作抽象的部分。
25 但這一論點早為亞里斯多德提出，見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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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讀和寫，都要涉及組件成字這行為的重演。其中，
「寫」屬於比較主動的重
演，而「讀」則屬於比較被動的重演。但無論主動或被動，最終都能讓使用
者領略到組件成字的綜合作用。事實上，胡塞爾在 1914 年以後就《邏輯研
究》撰寫的一批附錄中，便曾重點地補充了原書未及討論的一點：即把廣義
的語言記號平臺上的「主動講話」與「被動理解」關聯起來予以分析比較，
26

並得出後者較前者為優先的結論。 在上述文本中，胡塞爾雖多次較籠統地
把「講」（sprechend-sagend）與「讀（理解）」（lesend-verstehend）對比以談
27

論其主動或被動， 但我們不妨更準確地把主動與被動這種關係分別投射到
28

「講」與「聽」這一項對立和「寫」與「讀」這另一項對立上去。 簡單地說，
就溝通的目的去考慮，吾人往往認為主動的「講」與「寫」較為優先，但如
果從記號的意義如何得以建立和如何能被掌握這方面去考慮，被動的「聽」
與「讀」反而有優先性。特別是讀的重要性的正視，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漢字
作為一視覺主導的符號系統的運作。更有進者，我認為大可在這關鍵上，引
（aktive
入胡塞爾現象學裡的「被動綜合」
（passive Synthese）和「主動綜合」
Synthese），特別是前者雖然處於「被動」，但其活動會對活動者而言沉積成
29

為一些「歷史」
， 足以為主動的綜合所用。這樣的話，漢字閱讀與書寫之間

-----------------------------------------26 就這一點，胡塞爾的見解基本上與索緒爾相若。查索緒爾把語言現象被動而容受的一
面歸於 la langue，而把主動而執行的一面歸於 la parole，就整體理論構思而言，其較
重視前者可見。參見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pp. 12-14.
27 Edmund Husserl, LU Ergänzungsband. Zweiter Teil. HUA 20/2, Text Nr. 3 (Dordrecht:
Springer, 2005), pp. 90-91. “§2. Aktiv-sagendes und passiv-verstehendes Zeichenbewusstsein.
Die Priorität des Letzteren.” 這一章標題的中譯是：「主動說話的和被動理解的記號意
識，及後者的優先性」。
28 就「讀」與「寫」對立問題的現象學分析，筆者受以下兩位學者的啟發。參考 Rudolf
Bernet,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Revisited,” in R.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eds., 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 4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24. 另參見 Elmar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Nijhoff, 1972), p. 223.
29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HUA 1 (Den Haag: Nijhoff, 1973), pp.
112-113.

關子尹∕六書學說的現象學詮釋

61

的優先性問題會有更清楚的披露。
Holenstein 在討論有關問題時有以下的一段話，幾乎也可以用來說明閱
讀和書寫的關係：
「被動的歷程也是藉著意向性這一主體性的基本結構而顯出
其主體性格的。其雖然被動，但已然『意識到某物』
；不過，這種意向性卻又
不是從自我的中心點活出去的，即不表現為一審視、掌握、評價和意欲的自
我取向，也不表現為一種導致於直覺給予或實際應用的緊張和趨勢。這意向
性徹頭徹尾地是一種『被動的』或『潛在的』意向性。但它卻隨時可以被自
我的活動把握起來，一變而為一『主動的』、『明確的』或『標題的』意向
性。」

30

綜上所述，吾人今天雖鮮有「造字」的需要，但基於閱讀或認字的需要，
六書仍然不間斷地與吾人今天的教育相結合。因為，透過對隱藏於六書中的
意義創造活動的「重演」
，我們除可收博古通今之效外，更可加深對文字的深
層認識與掌握，讓我們於閱讀與書寫時顯出更深的文化素質。

（三）「範疇直觀」（Kategoriale Anschauung）
1. 範疇直觀的理論淵源
範疇直觀是胡塞爾現象學中極為重要的概念。從純哲學的角度看，胡氏
的範疇直觀打破了現代哲學把感性與知性分離地構想的局面，指出了吾人的
感知活動不會只停滯於純粹的感性層面，胡氏認為真正「充分」（adäquat）
的直覺和感知必已有各種各樣帶統攝性的也即範疇性的「掌握」
。因為，人的
感知不是由一些零零碎碎的感官與料再加上範疇形式而組成的，現實生活
中，人的感知內容都是一些饒富意義的「整體」
，而所謂形式和質料，不外是
這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抽象的面相。
事實上，西方近世哲學發展過程中，康德已很努力地設想感性與知性合
31

作的可能。他的名言「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的，沒有概念的直覺是瞎的」，

乃至他的「圖式程序論」
（schematism）背後的哲學立場與胡塞爾的距離實遠
較一般學者設想的要接近得多。二人最大的不同，是康德把直覺活動或直覺

-----------------------------------------30 參見 Elmar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ibid., pp. 214-215.
31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by Norman Kemp Smi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Toronto: MacMillan, 1965), A51/B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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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設想得太狹窄和太死板，以至於未能充分地說明感性直覺和知性如何
能合作無間，以構成吾人日常的知覺經驗。到了胡塞爾，他採納的進路直接
得多。胡塞爾指出不應把感知「過份狹窄地」只視為「感官知覺」
，乃把「感
32

知」的概念「擴闊」， 以便於感官知覺之外包容一些「超感性的感知」，或
更嚴格言的「範疇感知」（kategoriale Wahrnehmung），包括對事態的感知，
、
對指謂判斷中的「是」的感知，和對其他範疇形式的感知，如「一」
（“a”, unity）
、
「或」
（“or”, disjunction）
，
「若……則」
（“if…then”,
「與」
（“and”, conjunction）
33

condition）等。 換言之，範疇直觀並不囿於感性直觀，而帶出了一「擴展
34

。 借用 Tugendhat 的說法，
了的感知概念」
（Erweiterte Wahrnehmungsbegriff）
胡塞爾的洞見是明白吾人感知世界並不只用「肉眼」
，還要用「心眼」
（mental
eye）。

35

胡塞爾認為範疇直觀雖然「不囿」於感性直覺，但卻必須建立於感性直
覺之上（因此必須與哲學史中所謂的「神聖」的「智的直觀」區別）
。胡塞爾
的範疇直觀理論，主旨是說：吾人從事感知活動，不會只孤立地感取對象的
感性與料，而是連帶著種種「範疇形式」一起去感取的。換言之，人類經驗
必然地是帶有範疇結構的，吾人所能經驗到的意義世界也必然地是一些「被
36

。 在胡氏的現象學
範疇形式化了的意義」
（kategorial geformte Bedeutungen）
理論中，範疇直觀或範疇行為主要有兩種：即「範疇綜合」（categorial
37

synthesis）和「觀念抽離」（ideative abstraction）。 此二者都在人類語言的

-----------------------------------------32
33
34
35

LU-第六研究, §45, A614-616/B2: 142-144.
LU-第六研究, §43, A609-611/B2: 137-139.
LU-第六研究, §45, A614-616/B2: 142-144.
Ernst Tugendhat, “Description as the Method of Philosophy: A Reply to Mr. Pettit,” in
Wolfe Mays and Stuart C. Brown, eds.,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Phenomenology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58.
36 LU-第六研究, A615/B2: 143.
37 關於兩種主要類型的範疇直觀的討論，參見：1. Bernhard Waldenfels, “Husserls
Verwicklung in die Erfahrung,” in Husserl, Arbeit an den Phänomene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d. Bernhard Waldenfels (München: Fink, 2003), p. 267; 2.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pp. 139-141; 3. Daniel O.
Dahlstrom, Heidegger’s Concept of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同樣地，Dermot Moran 在解釋「理念化」問題時，指出了《邏輯研究》第二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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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相應的結構中被顯示出來，而本文正要指出，它們也在漢字六書的結構
中得到反映。
對胡塞爾來說，綜合這一種範疇行為肯定是由整體部分邏輯所支配的。
其中，整體的內容大於其各部分內容之和的這一洞見，顯然和範疇直觀的議
題互為表裏。因為，從感性直觀這個原初的基礎出發，只要吾人意有所動，
只要有所比較，有所判斷，各種各式的範疇綜合是隨時可被觸發的。而視乎
吾人意動方式的不同，由此綜合所得的經驗內容，必然地多出了各種各式的
38

。 這一種情境，如用於語言和意義理論上，
「範疇盈餘」
（categorial surplus）
會產生胡塞爾所謂的「意義溢項」（Überschuß in der Bedeutung, surplus in
39

meaning）。 至於觀念化（Ideation）這另一種範疇直觀，情況恰好相反，與
其要取得一項「盈餘」
，觀念化行為所要達成的，是把感知中不相關的細節剔
除，以便把注意力集中於對象的本質上去；即是說，吾人觀察了幾個同類型
的特殊對象後，自然會去其糟糠，從而直接地掌握該類事物於直覺上的「不
。Waldenfels 簡單地總結說：
「在
變易的本質結構」
（invariante Wesensstruktur）
40

經驗本身中，範疇形式與本質結構是相隨地被經驗到的（miterfahren）。」 所
以，「觀念抽離」行為其實是胡塞爾一再談及的「本質直觀」（Wesensschau
41

或 eidetische Anschauung, essential seeing） 的鑰匙。

42

------------------------------------------

38
39
40
41

42

六研究之關係。他強調胡塞爾力圖避免經驗主義的心理解釋，力稱「類」
（species）
的掌握可以建基於個體的感性之上，作為其「建基的」
（待緣的，founded act）但卻屬
較高層次的行為。而過分繁瑣的具象內容的抽離與剔除，即是達致「觀念化」的手段。
見 Dermot Moran, Edmund Husserl: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 116-117; 126-127.
胡塞爾只言「意義溢項」
，
「範疇盈餘」概念是從 Rudolf Bernet 的討論中所得的想法。
參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pp. 140-141.
LU-第六研究, §40, A660/B2: 131.
Bernhard Waldenfels, “Husserls Verwicklung in die Erfahrung,” p. 267.
見 Edmund Husserl,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Investigations in a Genealogy of Logic,
§87, trans. by James S. Churchill and Karl Amerik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39.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pp. 139-141. 又參
見 Dermot Moran, Edmund Husserl: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pp. 116-117; 126-127.
又參見 Bernhard Waldenfels, “Husserls Verwicklung in die Erfahrung,”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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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所謂範疇形式的問題，胡塞爾的理解和康德學說在一個重要關鍵上
顯出了重大的分別—康德的範疇形式主要表現於判斷的謂述的或「表語」
（predicative）的層面，但胡塞爾的範疇形式則既可表現於謂述的或「表語」
的層面，也可表現於語詞的修飾的或「定語」（attributive）的層面。用語言
學的講法，範疇形式於表語層面的功用影響的主要是語句，但範疇形式於定
語層面的運用涉及的卻是語詞，也因而更直接地涉及對象或事態的直覺，和
43

更深入地碰觸人類的經驗。 胡塞爾最精采之處是在區別「表語」和「定語」
這兩個層面的同時，沒有忘記指出這兩個層次是彼此支援的；這即是說，語
詞的定語層的修飾往往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起源」於（entsprungen）一判斷
或表語層的謂述，因此，前者其實「反指」
（Zurück-weisen, backward reference）
44

後者。不過有關問題本文無法詳談。
2. 範疇直觀何以特別對漢字構成問題有其重要性
存世漢字的數量雖然成千累萬，但都由為數很少的部件構成，這些部件
都以帶「感性」意味的象形為主。由於範疇直觀必須於感性直覺的基礎上作
進一步的建構，故其對以象形部件為基礎的漢字系統有先天的合適性。
與印歐的字母文字相比，漢字一方面對感官世界高度倚賴，但同時表現
了超越感官的極強烈訴求，並最終形成可藉以靈動地溝通的記號系統。又漢
字的部件世界雖以感官視覺為主，但其將要構造和表達的寓意抽象的字卻不
知凡幾。就這一訴求而言，範疇直觀作為建基於感性之上的「擴展的直觀」
這一特質，為漢字的意義構成問題提供了一極理想的理論框架。換言之，範
疇直觀理論的引入，為漢字系統的「觀念性」（ideality）作出了保證。
範疇直觀概念在兩方面都能為解釋漢字的構義機制提供有利條件。首
先，漢字乃至漢字部件作為書寫的建構材料來說，基本上是「前表語的」
（pre-predicative）。胡塞爾範疇直觀概念同時考慮到「定語」和「表語」層次

-----------------------------------------43 範疇形式的「表語」運用最好的例子是語句中的 “being” 和 “if…then…” 結構；而範
疇形式的「定語」運用最好的例子是胡塞爾所舉的「白紙」
。有關討論參見 László
Tengelyi, Erfahrung und Ausdruck: Phänomenologie im Umbruch bei Husserl und seinen
Nachfolgern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pp. 17-18.
44 見 Husserl, LU-第五研究, A438/B1: 468. 又參見 Jay Lampert, Synthesis and Backward
Reference in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Dordrecht: Kluwer, 1995),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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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顯出了高度的靈活性，因為前者（定語）為我們進入漢字的深層作
部件分析開闢了靈活和寬敞的理論空間，而後者（表語）也有助於吾人進一
步分析字與詞，乃至詞與句之間的關係。
雅各布遜曾有效地應用了胡塞爾現象學，但正如賀抱石所說，雅各布遜
對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一、第三和第四研究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聽覺的
感知領域」之上，然而，賀氏認為胡塞爾現象學的主要焦點其實是關乎「視
45

覺的感知領域」（visual perceptual sphere）。 因此，胡塞爾現象學對漢字的
應用不單只理論上可行，而且詮釋上值得鼓勵。同是瑞士學者的白內特
（Bernet）也作出類似的觀察：「海德格和胡塞爾不約而同地認為，各種各式
46

的範疇直觀，與其說從語言導生，不如說為語言提供了一終極的基礎。」 我
完全同意白內特的講法，不過要進一步補充：範疇直觀不單能適用於語言，
更適用於文字。
範疇直觀最能體現簡單意義到複雜意義發展中的「部分—整體邏輯」，
這對於處理漢字「組件成字」中涉及的部分—整體關係具有特別的適切性。
範疇直觀固可建基於感知之上，但也可以建基於「想像」之上。因此，
除可廣泛地應用於有感知基礎的部件之上外，亦可用以處理漢字中為數不少
與神話有關的漢字及語詞的建構之上，如鳳、廌、夔、𦟀、兕、离等。
範疇直觀並非只是一個「一步完成」的程序，而實可以不斷升級至更高
的層階。胡塞爾除於《邏輯研究》中有詳細的討論外，在《觀念—II》中即
曾就範疇綜合有如下深刻和扼要的說明：
「我們知道，一些已被建構的對象（無
論是出自任何隨意的範圍或任何隨意的種別）從來都可以成為一些範疇綜
合的基礎；即能以建構成素的身分參與一些較高層級底對象的『範疇式
的』建構工作。」

47

-----------------------------------------45 參見 Elmar Holenstein, “Jakobson and Husserl,” p. 38.
46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p. 140.
47 Edmund Husserl, Ideen II, trans. by R. Rojcewicz and A. Schuwer (Dordrecht: Kluwer,
2002), HUA 4, §9, p. 18. 原文為 “Wir wissen, dass wie immer konstituierte Gegenstände
(Gegenstände ganz beliebiger Region, ganz beliebiger Gattungen und Arten) Substrate für
gewisse kategoriale Synthesen sein können, als konstitutive Elemente in ‘kategoriale’
Bildungen von Gegenständen höherer Stufe eintreten können.” 文句的重點強調出自胡塞
爾本人。那麼胡塞爾心目中的所謂「較高級」指的是甚麼呢？他隨即有很清楚的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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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直觀固可大分為觀念抽離與範疇綜合兩種基本模式。此二者分別對
六書之不同構義模式都能作出有效的解釋。更有進者，觀念抽離與範疇綜合
二者亦存在著很微妙的關係。就六書最終有「孳乳寖多」的要求而言，二者
中，能層層升級的範疇綜合誠然顯得較為重要，但從另一角度去看，觀念抽
離可說更為基本，因為一切範疇綜合行為所需的組成部件，必須先被簡化、
精鍊和觀念化，才能有效地參與高層的綜合建構行為。故範疇直觀這兩種基
本模式可謂相輔相成！

（四）漢字書寫行為的「質料」與「質性」
1. 漢字的「質料」和漢字的構成部件
在漢字的書寫行為中，形和音二者都可傳達意義，故「以形表意」和「以
音表意」二者都可視為吾人心智所能運用的「賦義行為」
。用現象學的講法，
二者是用上了兩種迥殊的「質料」（Materien, Aktmaterien）。從「質料」的尺
度講，六書作為六種賦義行為所能運用者，最終都不離形與音兩種質料。在
胡塞爾的質料和質性理論中，傳統所謂「形音義」的「義」本來也可算作某
一種質料，因為字一旦形成，則這個字及其意義可以成為具有更複雜意義的
字的組件。但我們不能忽略，意義本身即為一切賦義行為的心理目的，而非
其感性手段。故就感性手段而言，嚴格地說，就只能有形、音二者，前者有
賴視覺，後者有賴聽覺。
音雖然絕對是一重要的含義負載者，而且聲韻學在國學中自成一套源遠
流長的大學問，但在「六書」或漢字的書寫行為中，音永遠只能間接地被「寫」
出來，換言之，音只能「借」助於字形或「假」字形之途才可得以間接表達，
要麼借自形聲字中的聲譬，要麼借自假借字的原字。漢字的聲韻與西方文字
的聲韻最大的不同，是西方的字形（字母）與其讀音之間有一簡單的機械程
序可予轉換，而漢字和漢音之間卻欠缺同樣簡單便捷的轉換。故此，在談論
漢字部件的構義機制時，吾人只能從建基於視覺的字形入手，而漢字意義的
構成雖可有「形構」和「音構」二途，但只有「形構」才是直接的構義，
「音
構」則永遠只能是間接，因為「音」在漢字系統中永遠是要寄人籬下的。

-----------------------------------------「集合、分離，和包括各種事態，例如任意的 A 與任意的 B 之間的關係，又或任何指
稱 A 是 a 的性質關係……」(Ideen II, HUA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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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雅各布遜的說法，雖然音素（phonemes）和書素（graphemes）都可
以表義，但情況在印歐語和在漢語有顯著不同。在印歐語中，音素一方面固
然是語詞（Wörter）的記號，但由於語詞本身也是一些記號，故音素可視為
。但與此同時，音素必須寄存於語
一些「記號的記號」
（Zeichen der Zeichen）
詞之上，故印歐語的音素其實是「在記號上充當記號」
（Zeichen an Zeichen）。
這情況在漢語漢字的表意系統上是完全不可能的。雅各布遜在捍衛漢字的書
素作為「記號的記號」的地位時，卻清楚指出此中的重大分別：
「至於字符領
域中的所謂語寫文字（logographische Schrift），例如中國人的文字，其中一
個語詞或一個語素（Morphem）要由一個書素（Graphem）去描述，但這不
減其作為記號的價值。一個語寫文字的書素不像音素一般直屬於語詞，因此
絕不能被界定為『在記號上充當記號』
，但儘管如此，書素同樣地是在關係著
語詞的。兩個中文書素的差別立刻標誌了兩個語詞的差別。因此，一個語寫
48

記號可以像音素一般被界定為記號的記號。」 從雅各布遜這個看來極隱晦
的區別中，我們取得的最大教益是：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漢字部件（書素）
於意義構成上可跨過音素而直接表義的這個關鍵。簡而言之，漢語中存在著
「字」與「詞」的分別，而印歐語則無此嚴格區別。因此，我們不應執著於西
方語言學就語言相對於文字的優先性（primacy），而把漢字在意義構成上的
地位低估甚或貶抑，同時也不應把漢字中根本無法機械地與直接地表達的「聲
譬」過當地高估。事實上，漢字的書素在吾人一己主動地進行的書寫活動中
即扮演著重要角色，至於閱讀，由於涉及作者和讀者主體間（intersubjective）
彼此不在場的（in absentia）和被動的溝通的問題，其中漢字書素獨特的和不
可替代的構義功能和溝通方式便更需要正視了。
自 2007 年初開始，作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開始了一項
名為「漢語古文字部件的認知分析」的研究計劃，計劃的成果，就是 2014
年夏天初步推出的「漢語功能字庫」
。計劃宗旨，是希望透過古文字部件的系

-----------------------------------------48 Roman Jakobson, “Zur Struktur des Phonems,” Selected Writings I: Phonological Studies
(Gravenhage: Mouton, 1962), p. 296. 把音素視為 Zeichen an Zeichen 的想法，是雅各
布 遜 向 瑞 士 語 言 學 家 布 勒 借 取 的 。 見 Karl Bühler, “Psychologie der Phonem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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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分析對漢字的意義世界的建構予以窺探。要說明這個計劃，便要從「隸變」
這個現象說起：隸變是漢字從古至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極重要的階段，這一
發展實即「隸書」形成的過程。《說文》：「隸，附箸也」，也即附屬，聽從於
49

人解。所以《一切經音義》便直接解釋曰：
「隸，賤屬也，僕也」
。 換言之，
「隸」應指秦漢之際一些負責文書抄寫的下級員佐、厮役，甚或囚犯，其功能
或如西方傳統的 scribes。秦併兼天下，乃有將政令四方傳達之需要，在未有
印刷術之先，文字的大量謄寫，便成為一種壓力，而隸書其實是這些厮役抄
寫文書時為求效率而發展出來的書體。這一點，《水經注》〈穀水〉有很傳神
的記述：
「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文字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
50

謂之隸書。」 隸書的發展讓書寫建立了規範，使漢字寫起來簡單和快捷了。
但隸變卻有其代價，就是把古文字中具有明確認知意義的部件（或構件）混
淆了。這一混淆，同時涉及「隸分」和「隸合」這兩方面，隸分是把認知上
本來同一個部件因應不同的組合需要，按照新的書體規範寫成（隸定為）不
同的寫法；隸合則是把本來於認知上毫不相干的一些部件，按書寫上的需要
寫成同一個樣子。換言之，本來認知上涇渭分明的各種部件給不規則地交叉
錯配，一方面一可分化為多，另一方面多又可合流為一，於是字的原初構義
往往被混淆得從此難明。
一談到漢字的構成問題，自許慎以來，
「部首」是主要的考慮，但從教育
的角度看，建基於部首的傳統漢字教育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兩大限制：第一是
由於經過了隸變的影響，許多部首的真義已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容易令人產
生誤解；第二是一個字的部首只交代了該字的部分意義，至於該字意義的全
面「構成」
，則斷非該字所「居」的部首所能單獨說明，而要同時考慮部首之
外該字的其他組成元素，因此，從部件去看漢字意義建構，遠較只看部首為
全面。
「漢語古文字部件的認知分析」研究計劃進行的目的，就是要借助現代
資訊技術的便利，跨過隸變的阻隔，有系統地回到構成漢字的部件世界去，
讓漢字的意義世界得以構成的真跡儘量明晰地展列於人前。從認知的角度

-----------------------------------------49 唐．慧琳，
《一切經音義》
，卷 6，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4 冊，T54n2128-p0343c05。
50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注，
《水經注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
社，1996），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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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構成漢字的基本部件幾乎都是以身體性、經驗性和生活性為主的。若對
51

這些部件作出定性分析，可分出以下六個組別：

①人體及其部分：如手、止、人、女、耳、目、口、舌……
②生理現象或肢體活動：如大、立、攵、夊、步、身、彳、亍、亼……
③自然現象：如日、月、山、石、水、火、土、雨、气、申、阜……
④動物植物：如牛、羊、犬、馬、象、隹、魚、竹、木、米、來、艸……
⑤生活文化：如斤、戈、戶、門、宀、皿、耒、幺、衣、豆、酉、田、刀、
凡、車、貝、玉、言、示……
⑥指事記號：如ヽ、一、八、彡、變體（反轉、倒寫、省略）

52

借用許慎《說文解字》
〈序〉的說法，就是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用現象學的講法，前者涉及「身體」或「身體性」（Leiblichkeit），後者則涉
及「生活世界」（Lebenswelt, life-world）。而「生活世界」這概念的提出，實
即強調世界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如果把整體與部分關係和其中種種區分應用到構成六書的漢字部件上，
我們可作如下的初步觀察：
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雖然大致上涵蓋了漢字部件，但各組
部件加起來形成的這一張清單，卻沒有嚴格的系統性可言。因為，這各組部
件的邏輯獨立性都很強，甚至各組別的增刪於理論上亦無傷大雅。換言之，
漢字的部件，合而觀之，只形成一「全部」，而非一「整體」。基於同樣的考
慮，上述每一組別下的眾多部件，其彼此間也有很強的獨立性，如「人體及
其部分」下的人、目（眼）、耳、口、自（鼻）、手、止等部件，嚴格地說，
都是「邏輯上獨立」的「塊件」
。事實上，這些身體部分邏輯上各自獨立，正
53

是胡塞爾本人在第三邏輯研究中說明「塊件」（Stücke）時所用的例子。 用
橫列式可作如下表述：

-----------------------------------------51 節自筆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http://
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在該字庫中，除了上列六組部件，還列出
了第七組部件：「多義或未定」（polysemy or indeterminate）
，今從略。
52 如「𠂢」乃「永」之反；「王」乃「戉」或「戌」之倒；「烏」乃「鳥」之省。
53 LU-第三研究, A226/B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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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頁，目，自，耳，口，舌，心，肉，骨，手，止……〕

54

如果人體的部分都可視為邏輯上獨立，則「自然現象」組別下的日、月、山、
石，
「動物植物」組別下的牛、羊、竹、木，或「生活文化」組別下的斤、戈、
貝、玉都可一概視為獨立的「塊件」，便更無疑問了。
我們上面說漢字「人體及其部分」這組別下的部件都只是塊件。但是，
認知上的同一種對象，當處於不同的活動中或姿勢下可表現為不同形態的部
件，可按其姿態或動作再區分為眾多邏輯上非獨立的、帶「面相」或「側面」
。例如「人」可因不同姿勢而
（Abschattung, aspects）意義的和抽象的「構件」
區別為「大」
（張手揚臂）
、卩（跪坐相趨）
、勹（曲身示敬）
、尸（曲膝尸坐），
甚至「夨」（搖頭晃腦）等。
同樣地，人體的一些個別部件也可以按姿態的不同而區分為多個「側
面」
。以「口」為例，這個部件無人不識，但知道有「亼」這個部件的卻極少。
在古文字中，
「口」是從正面感取所得的口，故其形狀方正，從口產生的其他
字也就會繼承了這方正的意涵，如自「口」所出者便是「子曰」的「曰」
。至
於「亼」，我們可稱之為「倒口」，即一方向朝下的或偏側的口；因為其偏置
的緣故，「亼」便被應用在另一些漢字的構成上，如產生了涉及俯首動作的
「飲」
、
「食」
，或帶感情色彩的「今（吟）」
，或反映權力的「令／命」
，甚至帶
有「反省性」意味的「念」等字。這些帶有「偏映」關係的部件還有許多，
如昂首正望的「目」與俯首瞥視的「臣」
，又如鋒刃橫置的「戉」與刃口朝下
的「王」
，簡直數不勝數。最可惜的，是基於「隸變」的阻隔，這些於古文字
中廣泛存在的「偏映」現象，在今日的觀察下，早已蕩然無存！凡此種種，
可用橫列式表述如下：
「人」：｛大，卩，勹，尸，夨，夭，交，屰……｝（分別指人的不同姿態，
如張臂站立、跪坐相趨、曲身示敬、曲膝尸坐、側首晃腦、揚臂奔
走、兩腿相交、逆向行來）

-----------------------------------------54 我們以方括號 “〔〕” 表示邏輯上的獨立性；當然，邏輯上的獨立並不等於存在上的
獨立。另一方面，我們以大括號 “｛｝” 表示邏輯上的非獨立性或系統結構性；大括
號中的逗號 “，” 用作不同「面相」的分隔符，大括號中的括號 “( )” 則用以表逹有
關整體下的層級關係。如所指的整體乃一漢字，則於表達該字意義結構的大括號前面
冠以 “def:”。

關子尹∕六書學說的現象學詮釋

71

「目」：｛目，臣｝（分別指平視的眼睛及因俯首臣服而豎立的眼睛）
「口」：｛口，亼｝（分別指正面的口和「倒口」）
「子」：｛子，巳， ｝（分別解作孩童、幼兒、生產中的胎兒）
「手」：｛又，爪，丑｝（分別解作取物的手、覆轉的手、帶鋒利指甲的手）
「止」：｛止， ，夊， ……｝（分別解作方向朝上或下的左或右腳）
當然，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字個別而言都可視為一個意義整體
（semantic whole）
，而任何部件，無論其於分類上屬於哪一組別，無論是獨立
的部件或是非獨立的側面，只要這些部件被結構性地用於某一個字的構造
中，作為該字的組成部分時，則其作為一有整體意義的該字的「構件」之地
位便得以成立。這就是上面的所謂「組件成字」
。這樣去理解漢字的結構，必
有利於吾人從認知角度對漢字的意義世界有更深入的掌握。
整體與部分的分析，特別是胡塞爾由此而提出的「獨立—不獨立」和「待
緣—不待緣」等區分，除了可應用到漢字所指涉的對象外，還可以用來分析
字本身的部件結構。例如，漢字中的所謂「獨體字」
，大都可視為一些從部件
分析觀點不再予以分解的字，也即是說於邏輯角度為簡單、獨立和不待緣的
字。在作者建構的資料庫中，這一類獨體字都以一簡單的「角符」
（└）表達。
例如：└牛，└燕，└山，└日，└人等。
除了為數並不太多的獨體字外，漢字既存的字符，幾乎絕大多數都是俗
稱的所謂「合體字」
，合體字是可以分析為由兩個乃至由多個相同或不同層級
的部件組成的字，其於邏輯上看都是「複雜」的，不獨立的和待緣的。相對
於一個作為整體的合體字而言，其組成的部件都可視為其「構件」
，而一構件
又往往可再由更低層的構件組成，又或可由相關的構件予以界定，如此類推。
如是者，任何漢字都可以從認知的層面由各種各式的整體與部分關係得以清
楚地界定。這麼一來，有了這一邏輯上的依據，每一漢字的構義機制，便都
可以按照一定的格式予以說明。
在作者近年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中，為了有效地表達各漢字的意
義結構，初步訂定了「部件樹」
（componential tree）和「部件式」
（componential
formula）這兩種表達格式。前者是二維的圖示，用起來會佔用電腦螢幕較大
的面積，但由於一目了然，故有利於教學；後者是一維的橫列表式，通常只
佔幾個位元，由於可與行文相配合，故較便於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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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件樹」和「部件式」二者於邏輯上完全相等，其關係有如一個三段論
的「范恩圖」
（Venn diagram）及其相應的「波蘭記號法」
（Polish notation）
55

一樣。以下藉幾個漢字的部件樹 和部件式作示範：
舞
無
大
人
◎
舛
止

,

念
今
亼
口
一
心

,

幾
𢆶
幺
戍
戈
人

舞 def: {無(大(人)◎)舛(止)}
念 def: {今(亼(口)一)心}
幾 def: { (幺)戍(戈人)}
2. 同一「質料」的不同「質性」—同一部件的多元運用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談論意向行為的意向內容時，很重視質料與質
性的分別，而二者其實可視為「行為」的兩個抽象部分，即行為質料及行為
質性。這二分意味著同一個質料，在不同方式的構義行為中，可以有不同的
處理方法與容受方式，而所謂一行為的質性，實指該行為中足以決定這行為
是怎樣的行為的那一些決定性面相。胡塞爾用的例子是：同一陳述的「質料」
56

（Materie）可被了解為「判斷」
、
「祈願」或「猜想」等不同「質性」
（Qualität）
。

換言之，同一些質料，當被用於不同的行為時，可被轉化而衍生出不同的用
57

度。 質料與質性這一現象學區分，用於六書部件的分析中，便充分顯出其
理論效用。首先，一個漢字部件作為質料可以用作構形的部分，但也可用作
聲譬，這已經是同一種質料的兩種不同的質性。如果我們把構義行為更為

-----------------------------------------55 在「漢語多功能字庫」中，部件樹由└、 及 三種符號構成。第一個符號表示隨後
的漢字於結構上不再予以分解，而後兩個符號都指隨後的漢字是一合體字，所不同
者，是前者表示下一層的組成結構被隱藏，而後者表示下一層的組成結構已被揭示。
56 參見 LU-第五研究, §20, A386-391/B1: 411-416. 胡塞爾為了表達質料與質性二者與
行為的密切關係，除了 Materie des Aktes, Qualität des Aktes 外，更常用 Aktmaterie 和
Aktqualität 二詞。
57 LU-第五研究, §40, A456/B1: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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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地理解，則可以分辨出更多的質性。以同樣一個部件「戈」為例，其作
為賦義行為的質料，在組成不同的字的時候，可以經過不同性質的行為，而
產生不同的質性。
戈：指一兵器，只顯出一客觀對象的和物理的意義（objective/physical）
戍：象人持戈，有守衛之意，顯出一工具（instrumental）意義
或：或（國）字从戈从□从一，指人以斧戉捍衛國土，帶出社會政治意義
（social/political）
惑：从或从心，此中「或」不作原意解，只用作音符，而或字中的戈也只參
與構成音符（phonetic）
： （災）字从才从戈，才是聲譬，戈指兵災，用以說明災禍之原由
（causal/explanatory）
戒：指以雙手（廾）持戈，有戒懼、警戒、警惕義。《說文》：「戒，警也。
从廾持戈，以戒不虞。」（psychological）
蔑：金文「蔑」上半顯示一人「豎眉瞪眼」，「戈」喻敵視或敵意，以隱喻
方式引出感情與社會意涵（metaphorical/social/emotional）
幾：幾字从 从戍，其中 从二幺，喻細微之極，而帶戈的戍用作本義，解
戍守以兵，幾字喻微中有危的「危微之幾」，以隱喻方式引出高度抽象
的哲學反思（metaphorical/abstract/philosophical）

在以上的例子中，可見本出於對象化行為（objectifying acts）的「戈」，
結果可為其他構義行為提供基本質料，並因而顯出迥殊的「質性」
。因此，胡
58

塞爾曾把對象化行為視作「質料的最終負載者」
（primary bearer of ‘matter’）
，

並且說：
「對象化行為的一項獨特的功能就是要為其他行為提供對象，以便開
59

發其嶄新的用度。」 在我們以下有關六書的討論中，質料與質性的區別，
將有助於吾人釐定一些簡單和對象化的行為（如象形）
，與其他較複雜的而且
於對象化之外另有意向的構義行為的關係。

-----------------------------------------58 參見胡塞爾 LU-第五研究 §41 之副題，又參見 Robert Sokolowski,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 (The Hague: Nijhoff, 1970), pp. 48-49.
59 LU-第五研究, A459/B1: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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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現象學理論對六書學說的重新理解
有了上述的理論基礎和技術設計，可對六書學說作如下的現象學分析：

（一）象形
胡塞爾在「第三研究」提出的許多概念區分都可以用來說明象形在整個
六書理論中的地位。我們可先從「複合—簡單」、「非獨立—獨立」、「抽象—
具體」這三項對立觀察。胡塞爾引述 Stumpf 的講法，認為簡單的和具體的內
60

容，一般都是獨立的。 在這一觀點下，象形字作為簡單和感性的意向行為
的果實來說，顯然地是漢字中最簡單的記號。從邏輯上看，象形字幾乎都是
一些沒有部分的整體，用一般的講法，都是「獨體字」
，即顧名思義是一些獨
立的字。此外，象形字的意義顯然是具體的和自明的，如└牛、└象、└燕、
└龜等。
許慎對「象形」的解釋是：
「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也就是隨著事物的
形體，按其模樣描出。然而，古人創制象形字，是否真的要「依樣葫蘆」或
「鉅細無遺」地去象物呢？這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象形字畢竟是一
些書寫記號，而有別於如塗鴉或族徽等圖畫。要解釋這一點，可借用胡塞爾
61

現象學術語中的「模繪」（Abbildung） 理論說明。
從現象學的觀點看，象形或模繪通常都不在乎畫出哪一個特殊對象，因
為吾人透過文字模繪所要表達的，只是一有普遍意義的本質對象。基於同樣
道理，象形畫出的象形字，通常都只集中於某些特徵，而把不必要的細節予
以省略或抽離（abstraction/exclusion），即藉著草草幾筆即讓人得以理解。這
一點從甲骨文和金文的發展可以印證。查最早期的青銅器中，
「牛」可以是全
獸的側面，或是牛頭的正面，包括角、目、耳、鼻等。但後起的「牛」字便
只在十字符號上重點畫一雙讓人一目了然的牛角。又如甲骨文及金文的「車」
字。最早期的「車」曾畫出全個座駕，包括輪、輿、軸、轄、軛、轅、衡等
細節，但後期金文的「車」則愈趨簡單，最後只畫一個車輪加上軸和轄，也

-----------------------------------------60 LU-第三研究, II/1 A223-225/B1: 226-229.
61 LU-第一研究, II/1 A74/B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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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即只表達車所以致用的最關鍵本質。
62

63

在這二例中，最終發展出的「牛」、「車」二字，根本不知指的是哪一
頭牛或哪一輛車，而只指「牛一般」、「車一般」。而正因為如此，這兩個象
形字才可回頭用到任何具有牛那種鮮明特質的動物或符合車之功用的物事
之上。由此可見，即使在象形這麼原始、簡單和感性的漢字裏，觀念化
（ideation）的作用已無法抹煞﹗同樣的觀念化情形，不同程度地出現於所有
象形字中。以下即按其他動物、自然現象和人為器物等類別廣泛舉例。舉例
時，除列出象形字外，更列出每一字所涉及的圖象「本質」：
其他動物
羊- Goat

（外彎角, horn tilting at an outward angle）

象- Elephant

（長鼻, long nose）

兔- Rabbit

（大耳, big ear）

馬- Horse

（鬃蹄, manes and hoofs）

虎／豹-Tiger/leopard （大口斑紋, big mouths but with different stripes）
鹿- Deer

（叉角, branched horn or antler）

-----------------------------------------62 商代青銅器中的「牛」字左至右按年代排列：
「牛方鼎」CHANT-1102；
「牛簋」CHANT2973；
「牛鼎」CHANT-1104；
「小盂鼎」CHANT-2839；
「弔簋」CHANT-4132；
「弔
簋」CHANT-4132；
「弔簋」CHANT-4133；
「師 簋」CHANT-4313；
「鄂君啟舟節」
CHANT-12113。其中第一器的牛字便是側視的含牛的頭、角、身、足、尾的全牛，
而第二及第三器中的牛字，便是頭、角、耳、目、鼻俱全。
63 甲骨及青銅器中的「車」字左至右按年代排列：
《甲骨文合集》CHANT-3145；
「車
戈」CHANT-10866；
「車盤」CHANT-10009；
「買車尊」CHANT-5590；
「小臣宅簋」
CHANT-4201；
「散白車父鼎」CHANT-2699；
「鄂君啟車節」CHANT-12110；
「左
車工蔡鼎」CHANT-2093；「十三年壺」CHANT-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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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現象
月- Moon

（牙, crescent）

山- Hill/mountain

（峰巒, ranges）

火- Fire

（焰, flame）

申（電）- Lightning （光, flash）
雨- Rain

（點, rain drops）

木- Tree

（根株梢, root-trunk-top)
65

器物
网- Net

（繩眼, threads and holes of net）

田- Field

（阡陌, footpaths running criss-cross）

宀- House

（簷牆, eaves (of roof) and walls）

衣- Clothing

（領襟, collar and lapel）

門- Door

（扉樞, panels and hinges）

矢- Arrow

（鏑羽, arrowhead and fletching）

-----------------------------------------64 其他動物：甲骨及青銅器中象形字舉例，自左至右按年代排列：
「羊」
：
《甲骨文合集》
CHANT-1561；
「象」
：
《甲骨文合集》CHANT-1653；
「兔」
：
「亞兔鴞尊」CHANT-5565；
「馬」
：西周晚期「多友鼎」CHANT-2835；
「虎」
：
《甲骨文合集》CHANT-1668；
「鹿」：
《甲骨文合集》CHANT-1715。上述例子中，象、兔、馬、虎、豹、鹿等例子的徵引，
見孫雍長著，《轉注論（增補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頁 248。
65 自然現象：甲骨及青銅器中的象形字舉例，自左至右按年代排列：
「月」
：
「師酉簋（西
周中期）」CHANT-4288；
「山」
：
《甲骨文合集》CHANT-1218；
「火」
：
《甲骨文合集》
CHANT-1219A；「申」：西周早期「子申父己鼎」CHANT-1873；「雨」：商代「子雨
觚」CHANT-6913；「木」：《甲骨文合集》CHANT-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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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字既以「畫成其物」為務，其認知根源固主要來自經驗的感取，但
我們別因此以為象形字只限於經驗。胡塞爾談論直覺意向性時，即下分為「感
知」與「想像」（Phantasievorstellung）二者，並清楚指出除了於感知之外，
想像有另類的但同樣強大的構義功能，因想像亦有其對象，儘管不涉及直覺
67

上的滿足。 象形字中除了牛、羊等帶感知內容的部件外，也有明顯帶想像
的和訴諸神話傳說的例子，如「龍」
、
「廌」
、
「鳳」
、
「鷫」等虛擬的「神獸」。
此中，「廌」便參與構成上古的「灋」（法）字。
更有進者，意義獨立的象形字對於漢字意義世界的構成，實遠較一般人
的設想重要得多。主要因為象形字除自身帶有的簡單意義外，還可以用作部
件，成為其他複合漢字的構件。用現象學的講法，是本來簡單、具體而又獨
立的象形字可以與其他字或部件配伍，成為一複合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從
而締建出複雜的，甚至極抽象的意義。而意義愈是抽象的字，因要倚賴意義
具體的字或構件，便愈不獨立。由此可見象形字的不可或缺。而在意義組合
的工作上，感知性和想像性的象形字，同樣能發揮作用。

（二）指事
許慎對「指事」的界定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
。這個界定明顯地過於
鬆懈，因為其他如象形字甚至會意字也未嘗不能符合這要求。要說明許慎的
真正所指，我們或可借用胡塞爾的一些概念區分。在《邏輯研究》第一研究
談及「表達與意義」（Ausdruck und Bedeutung）時，胡塞爾便指出「記號」
（Zeichen）或「指示記號」
（Anzeichen）與「表達」並不等同，因為表達必有

-----------------------------------------66 器物：甲骨及青銅器中象形字舉例，自左至右按年代排列：
「网」
：
《甲骨文合集》
CHANT-2829; 「田」：西周晚期「大克鼎」CHANT-2836；「宀」：《小屯第二本．殷
虛文字乙編．圖版》8812；「衣」
：西周晚期「多友鼎」CHANT-2835；「門」：《甲骨
文合集》CHANT-2167；「矢」：《甲骨文合集》CHANT-2544。
67 參 見 LU- 第 五研 究 , II/2 A382/B1: 406; LU- 第六研究, §45, II/2 A614-617/B2: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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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其意義，但一記號就自身而言，則不一定攜帶意義， 因為「指示記號」的
目的只是作出「指示」
（Anzeige）而已。把這些關係應用到六書中的「指事」，
我們可以說，指事字的目的也正是要作出「指示」﹐其做法就是以某些如點、
線、圈等「標記」（Merkzeichen）為手段，把要指示的事態顯示出來。而有
69

關的「標記」，一旦抽離了有關的事態，其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從另一方面看，在討論「模繪」（Abbildung）這種意向活動時，胡塞爾
70

又使用了 intuitiv 與 signitiv 這一對概念作進一步的區分。 循這一對比，可
71

知吾人除了直觀行為或直觀意向外，還可有符號行為或符號意向。 如果六
書中的象形可理解為一種直觀行為的話，則指事便可了解為一種符號行
為。就以許慎所舉的上、下二字為例，這兩個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都只由水
平但長短不一的兩畫組成；其中「上」字上短下長，而「下」字則上長下短，
但無論長短，都不指實物，而都只用作記號，故「指事」之為符號行為可
見。

72

但最有趣的是，胡塞爾在作了這 signitiv 和 intuitiv 的區分後，進一步指
出符號行為不一定是純粹的，而可以是混合的（gemischt）。所謂混合就是要
與直觀的行為質料相混。此中，直觀性的部分只提供作為構義所必須的意義
底層，那真正屬於符號性的部分，則被了解為直觀底層之上的一項「必須的
補充」
（notwendige Ergänzung）
，而這項補充，即構成了在直觀底層的布置下
73

的一「單純的指向」
（blosse Hindeutung）
。 胡塞爾這一套分析，對六書中的

-----------------------------------------68 LU-第一研究, A23-25/B1: 23-25.
69 當然，胡塞爾也留下餘地說，某些標記除了有指示功能外也可兼備意義功能。換言之，
從現象學的眼光看，標記其實也可大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用作「指示」的標記，另一
種是「指示」加上有所「指涉」的標記。以指事字為例，前者如「刃」和「寸」中的
「ヽ」，後者如「丹」中的「ヽ」指丹砂，或如「血」中的「丿」指皿中的滴血。這一
點和下面論 intuitiv 與 signitiv 的混合問題有關但不等同。
70 LU-第六研究, §14, §15.
71 LU-第六研究, II/2 A531/B2: 59.
72 不過我們應該指出，由於漢字基本上由圖像構成，所以即使最純粹的指事字也不是純
粹的 signitiv，而是帶有圖像的 intuitiv 成分的，但其與印歐文字基於語音之為 signitiv
不盡相同。然而，這與下文就混合行為所指者卻屬不同層面的問題。至於上、下二字
同時涉及觀察視角，甚至間接關係到一觀察者的問題。
73 參見 LU-第六研究, II/2 A562/B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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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所提供的理論透析，實在是恰到好處。
具體地說，六書指事字中，的確有較為純粹的指事字，但為數肯定不多，
除了許慎舉列的上、下二字外，其他如一、二、三、八、厶

74

等字是經典的

例子。相對之下，混合的指事字為數便多得多。最能達到「察而見意」這要
求的有以下一些例子：
手 + ヽ = 寸

（指出手腕上寸關尺的所在）

刀 + ヽ = 刃

（指出刀口的所在）

皿 + ヽ = 血

（滴血於皿之中）

大 + ヽヽ = 亦

（指出腋窩的所在）

壴 + 彡 = 彭

（指出鼓聲四揚）

木 + 一／◎ = 本／末／朱（指樹木的根柢、末梢，或軀幹〔株〕的所在）
又 + ◎ = 厷（肱） （指出手臂轉彎之處）
口 + 一 = 甘

（指出口中感到味道的所在）

口 + 一 = 曰

（指謂出自口中的說話）

亼 + 一 = 今（吟） （指謂向下張開的口（亼）發出的呻吟聲）
鳥 －ヽ = 烏

（指謂鳥目因鳥身過黑而不易辨別）
75

指事和象形一樣，都是所有其他漢字的構成基礎。象形和指事的關係，
用現象學或一般的哲學概念去區別，就是「物」
（Sache）與「事」
（Sachverhalt）
這一存有上的區分。
「物」與「事」
，以現代漢語表達，即「事物」與「事態」，

-----------------------------------------74 在金文中，
「厶（私）」常作一小圓圈或一小三角形，意指人之以自我為中心（自私），
一若韓非「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一語所指（《韓非子》
〈五蠹〉）。對「厶」字這一種解釋主要就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同事沈培教授，謹
誌。
75 指事字的字自左至右為：「寸」：「馬王堆．雜療方．36」；「刃」：《甲骨文合集》
CHANT-2480；「亦」：《甲骨文合集》CHANT-0215；「彭」：「彭女甗」CHANT- 56；
「本」
：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109」
；
「厷」
：
《甲骨文合集》CHANT-0908；
「甘」
：戰
國早期「甘丹上庫戈」CHANT-11039；
「曰」
：商代「毓且丁卣」CHANT-5396；
「今」：
「大盂鼎」CHANT-2837；「烏」：「沈子它簋蓋」CHANT-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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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這區分其實是人類認知的常識，在中國傳統亦古已有之， 絕不是現象學才
有的洞見。現象學傳統的特殊見地，是點出了「事」與「物」相比下，可說
77

是一「更高層次的對象」
（Gegenstände höherer Ordnung）； 另一方面，現象
學也指出了，吾人除可對「物」構成觀念外，對「事」同樣可構成觀念
78

（ideation）。 象形、指事二者合起來從視覺或廣義的感知層面來看，已基本
上窮盡了經驗內容的基本形態，這是二者關係特別緊密之處。再者，象形、
指事二者中，前者為具象之本，後者乃抽象之源。二者彼此依存，合起來為
六書中的其他書種提供了視覺上發展的基礎。而且，正由於二者都有觀念化
79

的可能，物—事（Sache-Sachverhalt） 的層級關係恰可為漢字的「意向性」
世界或簡單說的意義世界開闢了發展的坦途。

（三）假借
假借作為一種賦義行為，正如許慎的界定，是基於「本無其字，依聲托
事」的需要。藉著許說和眾多假借的例子，我們可歸納出以下理論要點：
六書都是一些帶書素（grapheme）性質的記號（Zeichen, sign），而六書
的每一書所統率的每一字都有其聲，今假借這一種記號之所以強調其「依聲」
而起，其實是標誌了假借是象形、指事這等「依形」而起的漢字以外的另類
「書素」。由於其為「依聲」的緣故，故其雖有「書」之體，但其實只是一個
借用其他書寫記號而表達的聲符（phonic sign）。故此，即使假借字也如其他
，但此中真正在負載意義的，
五書一樣是一些含義負載者（Bedeutungsträger）
並非是假借字本身，而只是所借的某字的字音，這回頭說明了，假借是六書

-----------------------------------------76 參見《禮記》
〈大學〉
：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另參見劉殿爵（D. C. Lau）著 “Taoist
Metaphysics in the Chieh Lao 解老 and Plato’s Theory of Forms,” in Chow Tse-tsung, ed.,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vol. 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p. 101-121, 特別見 p. 119。
77 參見 LU-第六研究, II/A628/2: 156.
78 參見 Martin Heidegger, PGZ (GA-20), pp. 85f.
，
79 胡塞爾其實在《邏輯研究》中早已進一步區別了 “Sachverhalt” 與 “Sachlage”（事況）
而且認為前者要建基於後者之上。另參見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59, 62, 69
(Hamburg: Claassen, 1948). 由於這進一步的區別主要涉及判斷理論，在目下的討論中
可先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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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唯一可當作純粹聲符來運用的一種「書」
，因為後來形聲字雖有聲譬，但
已非純粹的聲符。
許慎「依聲托事」中「托事」這一點，其實暗示了假借要表達的是「事」
而不是「物」
；用現象學的用語去講，假借要「托」的是「事態」而不是「事
物」
，因為事物總是有形可象的，有形可象的「物」最直接的表達方法是用象
形，而象形字的限制就是只適合於指謂事物，而不適合於直接指謂事態。
從另一方面看，
「事態」雖然難以用象形表達，但卻不一定要用假借，因
為除了假借，
「指事」和將談到的「會意」也可以用來表達事態（但應注意指
事和會意二者其實都涉及視覺形象的構義）
。那麼，假借作為六書之一種，其
存在的理據到底在哪裏呢？我認為答案很簡單：查事態比事物要抽象，是十
分明顯的，但抽象的事態，其抽象的「程度」也可以有很大的分別。我有一
種想法，就是要循假借途徑去表達的「事」
，通常都是抽象程度極高的，而且
是真的想不到其他以形為主的表達方式時，才逼不得已地用假借。我們在假
借字中搜尋，不難找到一些意義極盡抽象的經典例子，以下先列舉假借字例，
並追溯該字被借前可能的原義，如：
（1）無  起舞

（7）莫  日暮

（2）虛  大丘（虗）

（8）曾  甑或蒸鍋

（3）喪  桑樹

（9）萬  蠍子

（4）今  呻吟

（10）于  竽笛

（5）能  熊羆

（11）來  麥子

（6）必  戈柄

（12）風  鳳鳥

同樣地，漢語自古以來許多「虛詞」
（empty function words, 或 syncategoremata）
，
其要表達的，都是吾人心念的輕重浮沉，或立說時的起承轉合，其之為「虛」
也，基本上也是無形可象，故為之造字起來，大都也終於要訴諸假借一途，
例如：之、乎、者、也、然、則、其、而、焉、兮、耶、歟等。
假借雖然大體上「依聲而起」
，但應知道，假借也有多種，撇開後世與六
書無關的「通假」不談，六書中的假借其實起碼可大分為純粹的諧音假借
（phonetic borrowing, rebus）和引申假借（derivative borrowing），前者的意義
與原字的意義毫無關係（如本應解作蠍子的萬借作萬千的萬）
，後者的意義則
與所借的原字的意義有微妙的引申關係（如本解作蛇的「它」借作第三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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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它）
。 但無論如何，兩種假借字都與原字的字形及其部件無任何直接的
意義關係。
從一構成的角度看，假借字的貸方可以是象形字，如萬（蠍子）
、來（麥
穗）
；可以是指事字，如七（切）
、八（分別）
；可以是會意字，如莫（本解日
暮之莫）、則（原指以刀刻鼎意義的則）；甚至可以是形聲字，如虛（=虗，
原指大丘虍聲）
、難（原指鳥類堇聲）等。如從文字發展的角度看，假借早期
以借自象形、指事為多，例如「萬」字的甲骨文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即已假作
萬千的萬；到了較後階段才有借自會意與形聲者，如「虛」字不見於甲骨金
文，而只於簡帛文字中假作虛實的虛。由於假借源出甚早，而且結構最為簡
單（純粹聲符或稍有引申痕跡的聲符）
，故在六書之中，從歷時的角度看，大
可排列於象形與指事之後，和列於後起的會意、形聲、轉注之前。
假借出於高度抽象的理論需要，固如前述。從歷史發展上看，假借很早
81

就產生了。根據一些統計數字，甲骨文中便已有大量的假借字， 後來假借
字雖迭有增新，但所增數量卻持續減少，按百分比計算，從甲骨文時期最保
82

守估計的 10.5%跌至漢、宋之世僅餘約 1% 或 2%。 這似乎說明了單憑語
音表達意義，雖然便捷，但終非國人首選，也不符合漢字深度發展所需。其
所以如此，是假借雖然方便，但在漢語強調視覺的特質和漢字的整體發展方
向等條件下，很容易造成意義的混淆，大大不利於意義的傳達—特別是在

-----------------------------------------80 見許慎《說文》它字條：「它，虫也。從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
故相問無它乎。」我們可設想先民因怕蛇，故你我二人相見必以「無它乎」相詢，久
而久之，「它」遂成為第三身的代稱。
81 由此觀之，無論從「共時」或「歷時」的角度看，許慎等各家把假借列於六書之末，
其實大可商榷。
82 參李孝定，
〈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
，
《南洋大學學報》1968.2: 84-106；又參李孝
定著，
《漢字史話》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頁 38。除李孝定最保守的估計外，
其他學者就甲骨文中的假借字百分比的估計，由於算法各異，往往高出許多，如姚孝
遂（74%）
，李玉潔（61%）
，鄒曉麗、李彤、馮麗萍（46.5%）
，鄭振峰（83%）等。
參見邢華，〈甲骨文動植物字假借現象的研究〉，《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8.4:
105-106。邢華另文「甲骨文假借字分類研究」則從具體使用的角度作出以下的判斷：
「從字頻的角度來看，甲骨時代的假借比例很高，但是從語言中核心詞彙的角度來說，
假借的比例很小，象形字、會意字仍是甲骨文中的主流。」（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
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見「中國知網」），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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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時。因此，在假借經過早期的大量發展，到了所謂「假借成風」的地步
後，接下來的發展趨勢就是對假借的使用予以約束。這和形聲和特別是轉注
的發展大有關係。

（四）會意
作為六書之一，會意這個名目本身即可圈可點。首先，不少學者傾向於
把會意了解為「意會」
，這一解法雖然不盡無理，但流於心理化，更容易把會
意之為會意的更重要的意涵掩蓋。會意的「會」其實不應解作「領會」
，而應
解作「會合」。近世通儒胡樸安（韞玉）即作如下解釋：「會意者，合二字三
83

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 這樣解釋下的會意，如用胡塞
爾 的 術 語 ， 即 乃 「 含 義 的 集 合 」（ Zusammengesetztheit der Bedeutung,
84

。 於此我們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洪堡特在論及
Bedeutungszusammensetzung）
「文字類比」時指出了其中兩種重要的類比手段—「衍生」和「複合」，其
中的複合，洪堡特原文正是 Zusammensetzung。如用「整體—部分」的分析
去看，會意字典型地是一些由部分（構件）組合而成的整體。
許慎對會意的解釋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
。這一界定不但精簡，而且
和意向性這個現象學的核心概念可謂神合。這界定的準確意思要稍加分說：
首先，
「比類」是比鄰、匹配解，
「合」既可解合適，也可解會合，
「誼」即意
85

義；而「指撝」實同「指揮」或「指麾」
， 說明白一點，指撝就是 Intention，
或甚至可直接了解為意向性。全句的意思即「把合適的意義匹配集合起來，
以顯出吾人意向之所指」。
從現象學的角度看，顯出「意之所指」本應是「六書」各書之共法，而
不只適用於會意，故許慎對會意界說的焦點其實在於兩句中的前句，即指會
意以「結合意義」的手段以達成顯出意向的目的。會意字雖然都是由一些簡

-----------------------------------------83 胡樸安，《六書通論》，見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
卷 1，頁 151。此外，可參看清．王筠，《文字蒙求》（《續修四庫全書》第 220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中關於會意的說明。
84 見 LU-第四研究諸章。
85 「指麾」一解見臺灣大學徐富昌教授「文字學」上課講義中引述龍宇純先生語。網址：
http://club.ntu.edu.tw/~davidhsu/New-Character-Lecture/ch15.html(2009.12.19)。另參見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定本）》（臺北：五四書店，1996），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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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和感性的部件組成，但其意向「所指」者卻必不只等於部件意義的「總和」
，
而必因應於有關部件獨特的匯聚方式而產生額外的意義，而這正是會意的價
值所在。這一問題，除可以「整體—部分」的結構關係為依據外，胡塞爾「意
86

義溢項」這概念更有畫龍點睛之效。 按胡塞爾所舉的例子，「白」和「紙」
這兩個簡單的直覺結合而成的「白紙」
，其意義已多於前二者之總和，即多出
87

了紙「之為」白這一潛在的判斷。 循同一道理，六書中的會意字所帶出的
「意義溢項」便更見鮮明。因為會意字的意義一般都和其部件的意義相關，但
又絕不能單由部件的字面意義窮盡，而其多出於前者的、額外的「利潤」或
「溢項」
，正是會意字的真正「指撝」
。以下的一些例子大概可以說明此中的關
鍵：
（1）何 def: {人戈}人以肩負戈，有負荷義
（2）共 def: {◎廾(左(手)又(手))}左右兩手端正持物(◎)，有供奉義
（3）从 def: {人人}二人一者在前一者在後，有跟從義
（4）折 def: {斤木}(斷木，不从手)以斧頭(斤)劈斷樹枝，有折斷義
（5）出 def: {凵止}山洞(凵)口的腳(止)朝外，有踏出義
（6）步 def: {止 (止)}古代止解作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止其實可分
左、右（從腳大拇趾的方向可得見）。兩足左前右後即構成「步」
（7）陟 def: {阜止 (止)} 左右兩足朝土丘頂部，有上升義
（8）降 def: {阜夊(止) (止)}左右兩足朝土丘底部，有下降義
（9）逐 def: {辵(彳止)豕}足於豕後，有追逐義
（10）令 def: {亼(口)卩(人)}張口向下朝一跪坐的人說話，有命令義
（11）信 def: {人言(舌一)}言自人口出，當守信用
（12）武 def: {止戈}持戈向前步行，有征伐義

會意在六書之中不及象形、指事，甚至假借那麼基本，因此本文把會意
排在三者之後。但會意的功能是絕不能低估的。我的主要考慮是：（1）會意

-----------------------------------------86 Edmund Husserl, LU-第六研究, II/2 A603/B2-131; 此外，參見 Heidegger, PGZ, p. 77ff;
Kiesiel, p. 57ff. 另可參考 Rudolf Bernet,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Intentionality and
Being,” p. 140.
87 Edmund Husserl, LU-第六研究, II/2, A602/B2-130. 胡塞爾這一論點，其實亞里斯多德
早有類似的看法。亞氏說的是 ba 這個音節並非只是 b 這輔音和 a 這元音之和。參見
Aristotle, Met. 1041b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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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開發人的想像力，因為如何「比類合誼」
，除了人自身想像力的發揮外，
幾乎是沒有限制可言的。（2）會意最能開發新的抽象概念，而且一旦開發出
88

來，便大大地豐富了中國人心靈的深層向度， 這是假借字之為抽象所不能
89

直接達到的。 （3）會意由於要求吾人「比類合誼」，故同時要求吾人對各
種概念的資源作分析性的解剖與比較。（4）這除有利於心智的發展外，也為
進一步的文字發展（即形聲和轉注）提供良好基礎。
循此一途徑思考，我們除可依傳統把會意理解為六書中的一種外，更可
設想一廣義的會意，即漢字乃至漢語從簡單的意義元素組合成為較複雜的意
義整體的程序。這廣義的會意首先可包括上文所謂「組件成字」這個造字的
總原則。在這原則下，最簡單純粹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也可了解為從筆劃
（strokes）的遞加構成，至於混合的指事字，由於其乃象形字與指事符號（附
90

加筆劃）的組合，其涉及廣義的會意便更清楚。 此外，形聲、轉注字作為
二至多個部件的組合，帶來漢字數量的迅速膨脹，其涉及廣義的會意益見顯
著。更有進者，國人在停止了造字以後，廣義的會意持續地成為了構詞（即
上文的「用字造詞」）的指導原則。而無論在那一個層次上談論會意，現象學
的範疇綜合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意義溢項概念都顯出高度的理論價值。

（五）形聲
形和音二者都可傳達意義，固是常識。用現象學的講法，
「形聲」可說是
。其所以稱為混合，是因為用上了兩種迥
一種「混合行為」
（gemischte Akte）
，即視像質料和語音質料，也即「形部」
殊的「質料」
（Materien, Aktmaterien）
91

和「聲譬」。 許慎對形聲所作的界定是「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有關形聲

-----------------------------------------88 參見筆者就「幾」字的詳細分析，見關子尹，〈寓抽象於具體—論漢語古文字中的
哲學工夫〉
，
《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頁 202-203。
89 假借字的抽象意義不能於字的構形中直接獲取，而只能於使用當中間接掌握。
90 清代小學名家王筠即曾有象形兼會意、指事兼會意等構思。見清．王筠，
《文字蒙求》。
又參見 Tze-wan Kwan, “Abstract Concept Form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Script Forms:
Some Humboldtian Perspective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1.3(2011.7): 409-452. 特
別見 pp. 433-436.
91 一些指事字如「刃」
、
「甘」
、
「寸」雖然也涉及所謂的混合賦義行為，但其「質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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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理解，有幾個要點要稍予澄清：
首先，
「形聲」並不等於許慎所指的「形聲相益」
。查許慎於《說文解字》
〈序〉中提出「形聲相益」的目的是要使「字」與「文」相區別。「文」是遠
古只徒具形體的記號，如畫像、族徽等。
「文」尚未與人類的言語對應，故只
是依樣葫蘆地把對象的形體描繪出來，故曰「依類象形」
。後來到了字形與言
語（語音）對應的階段，才有所謂「形聲相益」的「字」
。因此，形聲相益是
針對所有六書而言的「共法」
，並非等到形聲字才出現，因為「象形」
、
「指事」
、
「會意」等字都早已有其字音。
其次，形聲字向來被認為佔存世漢字達 80%，但這一說法卻不斷有學者
質疑，包括江聲、林義光、孔廣居等。如孔廣居甚至把江、河等向來的形聲
典範例子以其從水故而改歸入轉注。但就形聲問題提出了最全面翻案的是今
人孫雍長所著《轉注論》一書。他最大膽的論旨，就是「形聲並非最能產的
造字法」。其主要論點是：許多人以為凡字只要有形部和有聲譬便都是形聲
字，但這種理解並不準確，因為滿足這個關乎「結構類型」條件的，除了形
聲字外，還有其他字類，特別是轉注字。
要澄清這一點，我們便要對「形聲」字中的「形」和「聲」作進一步的
說明。首先，形聲字的「聲譬」指的不是一般意義的「聲音」
，而是假另一吾
人習用的字形，借以譬況今要指謂的事物的讀音的「音標」。至於形聲字的
「形」與象形、指事、會意中所用的形體於功能上也有不同。首先，象形的
「形」，乃至指事、會意的構成部件，都是以圖象去繪畫所要表達的物與事的
整體或其部分，如「犬」字的字形便已是所要表達的那種動物的整個形體，
而「寸」中的「手」，或「刃」中的「刀」，或如「伐」中的「人」與「戈」，
或「言」中的「舌」等部件的作用，都是要把物事的部分意涵繪畫出來。至
於形聲中的「形」部卻和象形、指事、會意中的部件很不一樣，其作用並不
在於圖象的繪畫，而在於舉出一個足以直接表達該形聲字的意向對象是什麼
的「名」
。這便是許慎所謂的「以事為名」
。此中，
「事」泛指事與物，而「名」
不指「名字」，而指「名實」，即足以表達該字所指其實是甚麼的另一有同樣
意義的字。但由於今將要表達的這回「事」
，基於種種原因（如方音分化，或

-----------------------------------------「象表內容」都同屬視像性的，故與形聲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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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差異）於語言中可能另有讀音，故於以名表事之餘，還另外以一聲譬
表示所指的物事現在應如何發音。這即許慎說的「取譬相成」
。用孫雍長的例
子說明：
「爸」這形聲字中的形部「父」
，即表達「爸」是甚麼的「名」
，而「巴」
則指向「爸」的讀音。
總括上面所述，《說文》中具備「X，從 A，B 聲」這表式的字不一定是
形聲字。嚴格意義的形聲字在符合上述表式之餘，還要滿足以下條件：B 固
然要與 X 的音聲相若（要考慮古音）
，而 A 不能只是 X 的大類，而必須是 X
的同義字。以「爸」為例，「父」固是表「爸」這回事之名，故父、爸同義，
而「巴」則為「爸」音之譬。按照這一嚴格的要求，許慎列舉的江、河二字
便已非典型的形聲字，因為「水」或「氵」只是江、河的大類，而非其同義
92

字。 按上述這種理解，在眾多符合「X，從 A，B 聲」表述的漢字中，能同
時符合上述嚴格定義的，算起來，為數便少得多了，以下是一些例子：
X
斧
船
豬
鼻
鹽
頭
眼

=
=
=
=
=
=
=
=

A B （X，從 A，B 聲）
斤父
舟
豕者
自畀
鹵監
頁豆
目艮；睛 = 目青

視
草
耕
樹
街
躬

=
=
=
=
=
=

見示
艸早
耒井
木尌
行圭
身弓

從以上的眾多例子可見，如果這些形聲字（X）和其形部（A）都是同義
詞的關係，我們可得出一極重要的結論，就是說：一個形聲字與其組成的部
件比較起來，除多出一音譬外，所得的「意義溢項」實幾近於零。這一項結
論，對於我們以後考慮漢字的「孳乳」問題，可謂痛癢攸關！
孫雍長關於形聲的這一番解釋，若孤立地看，明顯地是極富爭議的，但
循這一方向對形聲的澄清，與轉注的正確理解實大有關係。以下讓我們先著

-----------------------------------------92 有關許慎「以事為名」的解釋，參見孫雍長，《轉注論》（長沙：岳麓書社，1991），
頁 139-143。關於許慎解釋形聲時所用的「江」
、
「河」的例子，孫雍長和不少其他學
者都認為其實並非最好的例子，原因正是其已非嚴格的形聲，而已一定程度上與「轉
注」混雜了，有關問題，特別是孫氏的解釋，將於論轉注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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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談論「轉注」這一種造字法，待轉注的「真相」稍明後，再回頭對形聲與
轉注的特殊關係和與形聲有關的爭議再作補充。

（六）轉注
「六書」之中，「轉注」的意義是歷來最多爭議的。其中，戴震的「四體
二用說」把轉注和假借都說成「用字之法」
，而近年唐蘭、陳夢家、裘錫圭等
名家提出的「三書說」
，更放棄了把「轉注」歸類為一種造字法。不過，誠如
上述，筆者認為 1990 年代初孫雍長著《轉注論》一書最能對問題有所發明。
按孫氏的看法，轉注的形成，最初其實是古人為了針對假借成風、字義混淆
的弊病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排除歧義的措施。其具體施行，是於一些「轉注原
體字」的基礎上，藉著「加注義符」
，以讓原字在某一種用法下所指的意義更
清楚。轉注這一種造字機制，如用英語表達，可名之為 annotative derivation，
而所得的新的「轉注字」可稱為 annotative derivative(s)。在孫氏的解釋下，
許慎舉列的「老」、「考」二字，其實並非二例，而只能合作一例。其結構關
係是：

原體字 ＋ 類首
丂＋老

轉注字
考

此中，「丂」在古代最初大概解「柯柄」，但後來可能被假作不同用法，如解
93

作靈巧的「丂」，和解作先父的「丂」。 基於排除歧義的需要，後來有人以
「老」這一類首對「丂」字解先父這種用法予以註明，因而產生了「考」這個
轉注字。
正如上文所指，孫雍長《轉注論》一書基本上推翻了形聲乃最能產的造
字法這慣常的說法。孫雍長認為形聲和他解釋下的轉注雖然表面上結構很相
似（二者都同時有形部和聲譬）
，但從「歷時語言學」或文字發展的角度看，
形聲和轉注是兩種用意不同的「造字法」
。其中「形聲」大都只是個別的形部
與聲譬的一些偶然的結合，而「轉注」除了上述的為求排除歧義這消極的功

-----------------------------------------93 青銅器中的「齊鎛．CHANT-271」即有「皇丂」，「陳逆簠．CHANT-4629」有「皇
丂皇母」等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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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後來更被積極地應用，即在單一個轉注原體字的基礎上，透過多個「類
首」的分別注解，孳乳出一系列同條牽屬的轉注字，這解釋了漢字中許多「同
源字」
（cognates）的現象。孫雍長甚至認為，許多傳統以為是形聲字的漢字，
在上述考慮下，其實都帶轉注的性質而可撥歸轉注字之列，故轉注才是漢字
94

「孳乳寖多」的大法。 轉注這一種孳乳方式，其實正是洪堡特論「文字類比」
時所首先強調的「衍生」（Ableitung）。而這一意義的「轉注」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這種積極地和創造性地改造舊字的現象，可以「睘」
（環）字所引申出的
一系列同源字作為例子：
睘＋囗（big circle）
睘＋辵（crossroad）
睘＋宀（ceiling of house）
睘＋人（man）
睘＋羽（feather）
睘＋水（water）
睘＋心（heart）
睘＋髟（hair）
睘＋糸（silk, string）
睘＋車（cart）

→圜（rounded terrace）；圜丘，轉圜
→還（return: round trip）；往還，歸還
→寰（world under heaven’s coverage）；寰宇
→儇（a cunning and slick-and-sly person）；儇子
→翾（flying in circles）；翾飛
→澴（swirl or whorl in water）；澴波，澴流；澴瀠
→懁（a heart upset and confused）；懁促，懁急
→鬟（coiled up bun of hair）；鬟髻，雲鬟
→繯（strangle with a rounded loop）；繯首，投繯
→轘（severe punishment inflicted by tearing a person
apart with 5 horses tied around the victim’s head and
extremities）；轘刑，轘磔

上述的例子一切都從「睘」這本解作圓形飾物的原體字開始。由於發展到某
一時期，古人崇尚玉佩，乃引申了從「玉」的「環」
。但後來古人把注意力從
「睘」作為飾物轉移到其「圓」的形態上去，遂扣緊「睘」圓形的意念，逐步
創制出多個帶有「圓」這意涵的同源字，如「還」指出門繞了一圈回到原地，

-----------------------------------------94 孫雍長關於「轉注」的新理論對傳統小學最大的衝擊，是「轉注」的真正機制一旦被
澄清後，傳統本來早被認定的「形聲」的強勢乃得面對全面的挑戰。我認為，只要明
白形聲和轉注的真正關係，孫說其實是完全可與傳統的說法相印合的。這一方面的討
論，除見於孫氏的代表力作《轉注論》外，更可參見孫著〈「形聲」不是最能產的造
字法〉一文，孫雍長，《管窺蠡測集》（長沙：岳麓書社，1994），頁 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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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指蒼穹下的寰宇，
「儇」指一處世圓滑的「輕薄察慧小才也」
， 「懁」
指心緒之糾纏，「繯」指以「三尺白綾」環首絞死，而「轘」則更指「車裂」
之酷刑。這些概念，都是從睘的「圓」主動地創制出來的。
正如呂叔湘所謂「例不十，法不立」
，除了「睘」這個例子外，我們不難
於漢字中找到更多從一個原體字出發，按某一共取的基本義項而引申出成群
成簇同源字的例子，一如下列：
原體字
戔
臤
侖
勹
垚
98
音
卷
敬
夬
巠
喬
耑
皮
臧
盧

共取義項
細小、少量
緊密堅固
條理分析
充盈滿實
崇高長大
低沉節制
彎曲
凝重專注
不完整
正直、直接
高倨
滾動疾速
表面／傾斜
隱密
黑色

轉注字
96
淺錢殘賤 盞棧箋綫牋餞
97
堅緊賢 鏗鋻慳掔腎
倫論棆淪掄輪碖綸
包胞苞飽匏炮皰 匊
堯曉嶢譊翹顤驍獟燒繞澆蹺
喑暗黯湆堷闇窨愔諳瘖韾
拳鬈棬眷睠腃倦婘捲圈券觠蜷踡惓
驚警擎儆憼
決玦缺袂訣抉
經徑逕頸勁莖脛桱剄陘
驕嘺嶠燆憍僑嬌橋毊獢蹻簥
湍喘惴揣椯煓踹輲遄諯貒
披被帔破波詖／坡頗陂
藏臟贓
壚獹鸕驢矑鑪黸爐 纑壚

從字的結構上看，轉注與形聲的確非常相似，二者通常都由兩個主要部
分組成，而這兩部分通常都是一者表形，一者表聲。如果從許著的體例上看，
二者都符合「X，從 A，B 聲」表式。然而在這一共通點之上，轉注與形聲

-----------------------------------------95 見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8），頁 161 下。
96 前四例出自王聖美有名的「右文說」
，見宋．沈括，
《夢溪筆談》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8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頁 46。
97 前三例出自晉．楊泉，《物理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平津本排印），頁 8。
98 「侖」、「勹」、「垚」、「音」四組例子，意念取自胡樸安，〈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
之聲韻與言語〉，
《學林》9(1941.7): 11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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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畛域卻顯而易見。正如上述，如 X 是嚴格的形聲字的話，則 X 與 A 應是
同義字。但觀乎雖符合上述表式，卻不滿足嚴訂的形聲字條件的大量漢字中，
各字的形部（即 A）大都只表達了將要組合而成的字（即 X）所屬的大類，
而這一「類」，實即轉注定義中所謂的「類首」（class heading）。從意義構成
的角度看，轉注字的類首由於只為轉注字提供一類別上的參考，而不是要充
當其同義字，因此其含義自然較為模糊乏晰（fuzzy），但其使用同時也較為
靈活多方。更重要的，是一旦釐清了形聲和轉注這兩種貌似雷同，其實迥殊
的造字法後，後者之遠較前者「能產」便可得到進一步的說明。先就形聲字
觀察：首先，形聲的名符與聲譬的組合，一般都是單獨的現象，即只構成一
個或很偶然是兩個的形聲字，故根本談不上甚麼「能產」
；此外，正由於真正
的形聲字（X）和其形部（A）是同義關係，故形聲字 X 除多了聲音的注明
外，其字義其實不比其形部 A 多出甚麼，用現象學的講法，其意義溢項幾近
於零。再就轉注字觀察：轉注字的構字機制由於靈活多方，所以往往一個原
體字可透過與多個類首不同方式的配合，造就出「同條牽屬，共理相貫」的
一系列同源字，一如「睘」之得出寰、圜、還、澴、儇、鬟、繯、轘等字，
此其為能產之一；更有甚者，由於轉注字的意義必須透過帶聲和通常同時帶
義的「原體字」和另外獲授予的類首的有機聯想才可獲得，故轉注字相對於
其組件而言的意義溢項（semantic surplus）一般都甚為可觀，特別是帶有濃
厚創意的轉注類型。而每一同源字的構成，又都帶出新的和別出心裁的意義
溢項。具體地說，這些循轉注而得的同源字，除了共享某一共取的基本義項
99

外，其經過「加注」後各自所意向的內容可以是天南地北，此其為能產之二。

總的來說，轉注除了大大增加了漢字的數量外，最重要的，還為漢語的意義
100

世界開闢了層出不窮的天地。

孫雍長在有形部有聲譬這種一般人籠統當作形聲的結構類型下，除清楚
的辨別了嚴格的形聲和轉注以外，其實還區別了另外兩種構成法則：一是他

-----------------------------------------99 反觀嚴格音義的形聲造字機制，雖偶或有循同一原則造出超過一字者，如從「目」而
得「眼」
、
「睛」二字，但此二字都不外是「目」的同義字而已，故實談不上「能產」。
100 筆者不採納多位知名學者的「三書說」，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如輕易把形聲與轉注
間的畛域取消，則結構上類似的多種構字法背後意義溢項的懸殊差別亦將無法有效地
予以區別，有關問題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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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準形聲」，一是「轉注加形聲」，茲就此二者略說如下。所謂「準形
聲」是指在文字發展早期在本來的甲骨文或金文的字形上加注聲符，由於不
涉及另找名符的過程，而只在原始字形上「加注音符」
，所以稱作「準形聲」，
這些字為數很少，如「齒」（金文齒字注矢或止）、「星」（甲骨文及金文晶字
、
「飼」
（甲金文食
注生）
、
「宅」
（甲金文宀字注乇）
、
「旗」
（甲金文㫃字注其）
字注司）等。至於「轉注加形聲」則是轉注和形聲兩種造字法各取其中一個
元素，孫稱之為「建類一首，取譬相成」
。其特點是在沒有一明確的「原體字」
的情況下，循一個大類去設想這一類之下有那些不同的小類或與該大類相關
的殊別現象，然後透過加上不同聲譬，而構成不同的字。例如，
「木」這個類
首可用諸不同種類的樹上，如梧、桐、楊、柳、橡、楓、槐、杉；又如「水」
這一類首可用諸不同的水系上，如江、河、溪、澗、海、洋、湖、泊等。這
一類別的字為數甚多，在漢字世界中，起著重要的認知作用。這種構字方法
在嚴格的解析下，既非單純的轉注（無原體字故）
，亦非單純的形聲（無同義
的名符故）
，而是二者的「合流」
。就造字的能力來說，
「轉注加形聲」其實亦
非常能產，這正因為其吸取了轉注「類首」的意義模糊但卻靈活多方的使用
原理，另一方面，由於以這方式產生的字畢竟有類似形聲的結構，也的確涉
及聲譬的運用，所以其廣泛的存在應該是形聲長久以來被認定為漢字的孳乳
大法的主要原因。今孫雍長於區別了嚴格意義的轉注和形聲後，其對二者「合
流」的補充，總的而言，除說明了歷來誤會所由起外，也使他的論點整體而
言更有說服力。
除了孫雍長關於轉注最有力的說法外，筆者後來發現，前輩學者中不少
已就形聲與轉注的相對強弱問題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翻案，其中最突出的有鄭
珍、江聲、林義光、孔廣居，甚至章太炎等。如孔廣居甚至乾脆把江、河等
向來的形聲典範例子以其從水故而改歸入轉注。江聲的《六書說》則指出了
「取一意以概數字者為轉注」，一如「老」之意除轉注得「考」外，還可概括
「耆」
、
「耄」
、
「耋」
、
「壽」
、
「耈」等多字。更有進者，江聲對許慎「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一語也有很精闢的解釋。他認為「一首」是指《說文》530 部中
的每一部之首字，而每一部之下所統的各字其實都帶有首字之意向，皆為「同
意相受」者。因此，
《說文》全書九千字，帶轉注意味之字實佔其大多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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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果江說成立，則說轉注才是漢字孳乳之大法便雖不中亦不遠。

此外，林義

光更於《六書通義》中作如下判斷：
「凡造字以轉注兼形聲為最簡易，後出之
字多屬之。
《說文》九千，獨此類字拾居八九。學者但目為形聲，而轉注之謬
解遂不可究詰矣！」

102

至於章太炎於《國故論衡》中說：「轉注者，繁而不

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
103

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

章氏此語雖沒有正面談到形聲

與轉注之間的畛域問題，但起碼間接地說明了「轉注」是漢字孳乳的大關鍵。
經過上述分析後，我們對許慎有關轉注的界定取得了較明確的理解：所
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乃可作如下詮釋：為一個原體字找一個其可以
歸類的類首（或範圍），按其對於需要排除歧義的原字或將要創造的新
轉注字的意義的合適性，把這個類首給予之。這一理解下的轉注，我認
為可以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界域」（Horizont）概念予以容攝。因為所謂「建
類一首」或所謂「加注義符」
，其實就是把原字置之於一更大的背景去考慮。
而為了排除歧義或為了開拓新詞而去「建類一首」
，此中涉及的其實就是一種
「界域意向性」（Horizontintentionalität）。如用最抽象的講法，則轉注這現象
是由一整體（原體字）出發，把它置於一更大的類別與範圍中考慮，使成為
一新的整體（轉注字）的構件。
筆者在一些已發表的文章中，曾借洪堡特「衍生」
（Ableitung）和「複合」
（Zusammensetzung）這兩個概念去說明所謂「轉注」的問題。雖然洪堡特並
未就這兩概念的意涵詳細說明，但有一點最清楚不過，是洪氏認為這是漢字
的產生與繁衍達至高效率的機制所在。如今我們見到胡塞爾在談論「純邏輯
語法的形式理論」時，其討論的兩個焦點正是「意義組合」和「意義轉化」
104

（Bedeutungsverknüpfung und Bedeutungsmodification）
。 我在談論廣義的「會
意」時已就「組合」概念作了分析。如今讓我再就「衍生」或「轉化」問題

-----------------------------------------101
102
103
104

清．江聲，《六書說》，見《說文解字詁林》，卷 1，頁 110b。
林義光，《六書通義》，見《說文解字詁林》，卷 1，頁 142b。
章太炎，《國故論衡》（臺北：廣文書局，1967），〈轉注假借說〉，頁 52。
這一雙概念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第四研究中起碼列舉了七次。此外，他也曾以另一
表達方式談及相信是同一對概念：“Bedeutungsverknüpfung und Bedeutungsverwandlungen,”
(LU-第四研究, A314/B1: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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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兩點補充。首先，Modifikation 涉及的是「意義的改變」
。在第四研究中，
胡塞爾特別指出：
「在意義的領域中，存在著一些先驗的規律性，在這些規律
性下，意義可以在保留某一本質的核心（wesentlichen Kern）的情況下，以不
同方式轉化為眾多新的意義。」

105

此外，胡塞爾的 Modifikation 概念其實也

關乎人類無意識的或有意識的「態度轉變」（Einstellungsänderung, change of
attitudes）。在轉變當中，一些既往本屬清楚單純的事，換一個角度看，可能
產生相應的變化。除了在《邏輯研究》談論，胡氏在後來其他著作中對「轉
化」概念繼續探討。愛爾蘭學者莫倫（Dermot Moran）就這概念的重要性作
了如下總結：
「行為（acts）可轉化為其他行為。記憶是較早前的感知的轉化。
一些有意識的行為可以被組合與關聯。它們也可以被轉化（modified）或被
調整（modulized）。信仰可轉為發問，或轉為疑惑等等。建立、轉化、調整
〔適應〕都是人類經驗的結構特點，它們的運作可讓嶄新的和較複雜類型的意
106

識得以產生。」

誠然，胡塞爾在《邏輯研究》時代所表現的對「轉化」的

興趣的真正焦點，主要在於語言領域中的意義轉化問題上。如今，我們要實
行的，其實是把胡塞爾的關注從語言層面搬到文字的層面上去，或更準確一
點說，搬到漢字構成的層面上去。在這一觀點下，所謂「轉注」
，其實就是吾
人書寫這種意向行為的轉化，即對之前的書寫行為實施別有用意的行為，即
從一種態度轉化為另一種態度，從一個視域轉移到另一個視域。而這些改變，
都在一系列成群成簇的轉注字的各個類首中得到反映。因為這些可稱為「同
源字」
（cognates）的轉注字，其實都是於保留轉注原體字的核心經驗內容（即
胡塞爾所謂的 Kern）之餘，透過不同類首的標題作用轉化而成的。而每一項
轉化，由於都從原體字加上了類首的聯想內容的緣故，便都於保留了某一核
心意義之餘，還取得了特定的意義溢項。如果我們同意孫雍長，認為轉注才
是漢字孳乳寖多的原因的話，則我們便應進一步指出，從現象學的角度看，
轉注不單只發展出更多的漢字，而且還讓我們取得更深刻的意向經驗，和開

-----------------------------------------105 LU-第四研究, A311/B1: 324. 原文以疏排法突出：“Es gibt im Bedeutungsgebiete
apriorische Gesetzmässigkeiten, wonach Bedeutungen bei Erhaltung eines wesentlichen
Kerns auf mancherlei Weise in neue Bedeutungen umzuwandeln sind.”
106 參見 Dermot Moran, Edmund Husserl: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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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了更寬敞的「心之所指」的對象性（noematic objectivities）。

108

胡塞爾曾明白的表示，所謂意向性同時即是界域意向性。

用一現象學

的眼光去看，正如「界域」有助於吾人從較簡單的「知覺」碎片層層拓展，
使及於一至大無外的「世界界域」（Welthorizont）一樣；帶有界域開拓意味
的「轉注」也可以環環相扣地把漢字從本來較為狹少的範圍逐漸開闢成一「據
形繫聯」的「字庫」
，而這大大擴充後的字庫，在進一步的構詞意向的驅使下，
可以在字的基礎上，循「複合」和「衍生」繼續發展，終於可匯成漢語的整
個「語庫」（lexicon）。
經過以上循現象學相關概念對六書學說初步重整後，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應先提出：六書作為漢字的六種賦義行為，其彼此之間的界線到底有多嚴格？
一個漢字能否同時歸入六書中的多種呢？我的答案是絕對地肯定的。事實
上，小學傳統中多位名家都一再提出六書只不過是一大略的分類而已，許多
漢字固然可清晰無誤地歸入某種「書」，但更多字是同時帶有兩種乃至多種
「書」的色彩的，也即涉及多種造字原則的聯合使用。清代學者王筠和朱駿聲
等便是持此一態度的表表者。這正是我們上面多次提到的「混合行為」的又
一表現。

四、結 語
胡塞爾《邏輯研究》一書的名目，對於並非以哲學為專業的讀者來說或
許會構成一個疑問，因為一般人理解的邏輯主要是形式邏輯。胡塞爾對邏輯
的理解雖然不斷在蛻變中，但總的而言都較一般的用法為寬。對胡氏來說，
廣義的邏輯除涉及較技術性的形式邏輯外（包括謂詞邏輯和數理邏輯）
，還涉
及更基本的「純粹邏輯」（reine Logik），而後者又涉及許多元理論層次的議
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是意義的構造問題。胡塞爾甚至把純粹邏輯定性為
「關於意義的純粹的形式學說」（reine Formenlehre der Bedeutungen）。

-----------------------------------------107 參見 Husserl, Ideen II, p. 221.
108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HUA 1, p. 83.
109 LU-第四研究, II-A319/B: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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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第四研究最後兩節中，清楚指出了其所謂「純粹
邏輯」的主要職責在於探討「意義的本質結構」
（Wesensbau der Bedeutungen）
及其「形式的構成法則」（Gesetze ihrer Formenbildung），此外還涉及各種意
義元素間的「最基本的結合與衍生形式」（primitive Formen der Komplikation
。此外更指出，
「從一語法觀點看，純粹邏輯旨在揭示一些
bzw. Modifikation）
理想的意義架構……，讓每個現實中的語言得以於這架構中棲身之餘，各自
110

以獨特的經驗內容展現其姿態。」

最有趣的是，胡塞爾在強調了純粹邏輯

的意義理論與語言的理論關係的同時，還隨即列舉了幾個現實的語言作為例
子：
「德語、拉丁語、漢語等到底是怎樣地表達其各自的存在命題？或如何表
達其定然命題？或其假言命題中的前提？或如何表達多數等等。」

111

誠然，

胡塞爾在第 四邏輯研究 中所處理的 意義單元問 題基本上是 以定言 命 題
（kategorischer Satz）為主，然後再分別看看這些定言命題及其他的命題如何
構成更複雜的意義單位，又或怎樣可被倒過來分析其構成的元素等。對於漢
語的結構，特別對於書寫層次的漢字結構，胡塞爾並沒有真正的去探討。用
上文曾提出的講法，胡塞爾注意到的主要是「遣詞造句」和「排句成論」這
兩層面的問題。
如眾所周知，胡塞爾的第三、第四研究長期被哲學界忽略之餘，卻激發
了雅各布遜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雅氏掌握了整體—部分學說的理論效用
後，除用以處理句子與語詞的關係外，還用之於音節、音位，乃至區別性特
徵等結構上去，從而締建了布拉格音韻學派（Prague phonology）。今天筆者
在重讀胡塞爾《邏輯研究》
，和在回顧了各種相關理論之餘，驚覺胡塞爾現象
學同樣可以應用於漢字的結構性詮釋上—即所謂「組件成字」。胡塞爾雖
未真正涉足於漢語和漢字的研究，但其已溢於言表的期待，在本文的分析下，
似乎一步一步地得到了驗證。因為「純粹邏輯」所要探討的「意義的本質結
構」
、
「形式的構成法則」和所謂「最基本的結合與衍生形式」
，完全可應用於
六書之上。

-----------------------------------------110 LU-第四研究, II-A319/B: 338.
111 LU-第四研究, II-A320/B: 339；胡塞爾在好幾個其他場合以同樣的口吻說了幾乎同的
一番話。參見“Die Idee der reinen Logik,” Einleitung in die 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Vorlesungen 1906-07, HUA 24 (Den Haag: Nijhoff, 1984),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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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經過了上述一系列的現象學解釋，六書學說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哲學基礎。六書學說不再只是一系列零星的造字法或用字法，而顯出了認
知上的和意義建構上的一些鮮明和層層相扣的結構性，也顯出了操漢語和用
漢字的先民如何於一感性的基礎上，藉著各種層級的意向活動而開發出富饒
的意義世界，並以之成為一切經驗探索和理論建構的基礎。由於純粹邏輯作
為一套意義理論同時也涉及一心物中介領域的問題，因此胡塞爾的「純粹邏
輯」同時帶有認識論和甚至 Wissenschaft 的向度。同樣地，六書學說除了是
有關漢字構成的法則的學說外，六書芸芸字海中所蘊涵的意義內容，及字與
字之間和部件與部件之間錯綜曲折的意義關係，其實同時為吾人打開了通往
源自遠古的漢字認知世界的大門，其意義委實深遠。

112

六書看似遙不可及，

但其實是中國文化底意義世界的根據地，也可說是漢語漢字文化的存在論
（ontology）和認識論（epistemology）的源頭。
胡塞爾現象學於 1909 年前後便已傳入俄國，並輾轉透過雅各布遜等學
者，對俄國語言學乃至西方語言學構成重大衝激，這些衝激的種種迴響，又
反過來對西方哲學作出了回饋。今天，筆者指出了現象學的概念和理論與中
國傳統小學中六書學說的相關性，只在乎拋磚引玉。但我們或可期待，廣義
的中國語言學在這同樣的衝激下，或終可開闢新域，並締結出新的花果，甚
或可間接地為未來的中國哲學帶來新的動力。回過頭來，現象學經歷了百年
滄桑，到了今日雖然香火不絕，但就論題而言，已漸見新瓶舊酒。今天如能
讓六書學說和漢字的意義世界與現象學的核心理論接軌，則中國的「漢宋之
學」在新的理論衝激下得到裨益的同時，現象學（特別是其中的意義理論）
亦將因此而得一嶄新而鮮活的實驗場所，這對現象學未來的發展，亦將意義
重大。

-----------------------------------------112 除了在《邏輯研究》中重點討論外，胡塞爾甚至曾在一份為 LU 宣傳的短稿中對「純
粹邏輯」作以下說明：「純粹邏輯學是觀念規律和理論的科學系統，這些規律和理論
都純粹建基於觀念含義範疇的意義中，也就是說，建基於基本概念之中，這些概念是
所有科學的共有財富……在這個意義上，純粹邏輯學是關於觀念的『可能性條件』的
科學，是關於科學一般的科學，或者，是關於理論觀念的觀念構成物的科學。」參
LU, 1. Teil, Selbstanzeige, LU-1, HUA 18, p. 262. 中譯參見倪梁康著，《胡塞爾現象學
概念通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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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Kwan Tze-wa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at applying phenomenological, predominantly
Husserlian concepts and distinctions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six ways” of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as first explained by Xu Shen 許慎
(ca. 58-ca. 147). After a short introductory section explaining the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paper, the second preparatory
but elaborated section focuses on four selected phenomenological issues that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namely, intentional acts, part-whole logic, categorial
intuition, and act material versus act qualities. In the third and main section,
the “six way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one after the other in the ligh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 just explained. In the fourth and concluding
section, the meaning of such a new interpretative attempt is recapitulated and
projected from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Keywords: Chinese script formation, intentional acts, categorial intuition,
part-whole logic, Edmund Husserl,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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