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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pt Formation Exemplified through the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Archaic Script Forms 

To show how the Chinese script has, as 

Humboldt suggests, “embraced philosophical 

work within itself,” in what follows we will focus 

on some exemplary characters that exhibit 

different degrees of abstraction in meaning:  

萬、它、言、災、仁、義、思、念、法、
律、善、考、莫、睘(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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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 Yucai (段玉裁 1735－1815): “[Wan] was the name of an insect, but was borrowed 
(or loaned) as the name for the number ‘ten thousand,’ because ‘ten thousand’ has 
no proper graph of its own. Since this loan remained for long unreturned, the 
scholarly world eventually lost track of its origin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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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en (許慎, 58-147 CE) Shuowen (說文) : “它 is a snake […]. In antiquity, people 
used to live on grassland and worried about snakes. Therefore they greeted one 
another by asking the question ‘no snakes (亡它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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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peech, and Meaning Visualized as 

“Expressions” from the Tongue  

 tongue) 

language, speech) 

Speech sound) 

mean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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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s of “Calamities“—災害的源頭   

 

Sent from Heaven        (示 +才        )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7%81%BD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7%81%BD


7 

「永」 

• 「永」字「永遠」的意思，可遠溯至《十三經》、
青銅銘文、乃至卜辭之中  

• 「永」原指  「泳」 

• 「永」 + 「羊」  「羕」  [江之永矣/江之羕矣] 

• 「永」  /  「派 」(省水) 

• 「永」  /  「道」 (彳人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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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與「敬」 

古時「茍」、「敬」同一字， 「茍」甚至可說是「敬」的初

文。  

「茍」字甲骨及金文均從卩(人)從羊省，金文也有加從口者。

「卩」象一蹲踞恭謹的人 

由於古代「羊」有美、善之意，故又可指蹲踞者所持的善良的

態度。從口可能是指蹲踞者謹慎恭敬的言辭。 

《說文》：「茍、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

從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基本上很能道出此中的各種意思。

許說中的「敕」是警誡的意思，亦與上面的解釋相合。由是觀

之，「茍」應該是「敬」、「警」等字的初文。 

此外，「茍」很容易與「苟」相混淆，宜加注意。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EA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7q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EA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7q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EA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A6%CF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1%D5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EA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7q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4%B5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EA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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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無「善」字，只收「譱」：「譱，吉也。從誩從
羊，此與義美同意。」(Xu Shen: “譱 means goodness (in the 
sense of luckiness). It is made up of 誩 and羊, it shares its 
meaning with ‘appropriateness’ (義) and ‘beauty’ (美).”  
雖然小篆以後的「善」字只剩下一個「言」，但傳世金文
的「善」字絕大多數從二言（即「誩」），和《康熙字典》
所附的「古文」中甚至有從三言的。 
凡此種種，我們可推斷古代談「善」都不指獨善，而指人
際關係中的「善」。林義光《文源‧卷十》即說：「二言
者，相善之意」。 (Lin Yiguang: “Two yan (言) pertains to 
mutual kindness.”) 
we can justifiably argue that, since antiquity, 善 as “goodness” has 
been understood not as a person’s quality per se, but is always 
interpersonal in conception.  

善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5%BD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A8%A5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5%BD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5%BD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5%BD


仁  

   

 ren is gentleness rooted in one’s heart 

義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 

《說文》 「義，己之威儀也。從我羊。」  

《郭店楚簡‧五行》：「(剛)，義之方；(柔)，(仁)之方」   

 “Strength is the way of yi; softness is the way of ren (   ).” 
10 

「仁」、「義」 

* 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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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 kind of saw-edged weapon, as has been proven 
by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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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 Zhong (熊忠, 13. Jh.) 《古今韻會舉要‧卷二 》:「自囟至心，如絲相貫不絕也。」  

“From the fontanel to the heart, thoughts are inter-penetrating continuously like threads of 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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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en (許慎, 58-147 uZ) :「念，常思也」 „nian means constantly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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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the “inverted Mouth” (亼) 

Drinking (飲) und  Eating (食) 

Sighing (今 = 吟) 

Giving order (talking downward) (命 / 令) 

…in the character nian: “thoughts” 
– One talking to oneself (Mouth to Heart) 

Platon: “[…] a dialogue which the soul has with itself about the objects under its 
consideration. […]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soul when it thinks is simply engaging 
in dialectic with itself in which it asks itself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m itself.” 

(Theaitetos, 189e-19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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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去+ 廌  灋 (法) 

《說文》：「廌，獸也，似山牛，一角，
古者決訟，令觸不直。」  

《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從
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  

Xu Shen’s Definition for 灋: “Fa (灋) 
means punishment, which is as 
horizontal as water, hence the 
component ‘water’; [the legendary 
animal] zhi 廌 uses its horn to butt the 
crooked [person] to remove him, hence 
the component ‘remove’ (去).”  

A Relief of the Zhi over the entrance to the Cangjie 
Temple, Baishu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China 

陝西白水縣倉頡廟中的「廌」獸 

A Statue of the Zhi before the Thirteen Imperial 
Tombs of the Ming Dynasty , Beijing 

獬豸 (廌)：北京明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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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en (許慎, 58-147 uZ) :「律，均布也」 “Lu means uniform promulgation.” 

It might be worthwhile to note in passing that it was during the Qin dynasty that it 
was both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an established law code was promulgated throughout 
China, and that the breadth of roads across the Chinese imperium was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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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Natural Law  
– 《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
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
去。」 

– 「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
決訟，令觸不直。」  

– The legendary animal Zhi as 
mysterious source of justice! 

 Positive Law 
– 《說文》：「律，均布也，從彳，
聿聲。」 段注：「律者，所以範天

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  
– Uniform propagation of the law 

books across the 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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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中夾淚眼」的「懷」 

「懷」字甲骨文未見知，而金文一般都寫作

「褱」，加從心的「懷」是後來的帛簡文字才出

現的（參見「睡虎地簡」及「居延簡」等）。由

於「褱」本來已帶有「衣中夾淚眼」這一種跡近

幽怨的意向，後來加注「心」部的「懷」，便更

進一部意會了吾人胸中所懷抱的種種思想或意念

的意思。《說文》即曰：「懷，念思也。從心，

褱聲。」後來，「褱」字漸被國人棄用，而「懷」

字全面取代了「褱」字，其除可指物質意義的

「攜帶」（如「懷玉」、懷璧」）外，更可指各

種抽象意義的「懷抱」。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3h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EBv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3h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EBv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A4%DF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3h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EBv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C3h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E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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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Cognates derived from 睘 

睘  =  original meaning: wearing a round-shaped amulet, first made of bronze, then jade 

「睘」、「環」與「瞏」、「袁」、
「圓」、「擐」等字的複雜關係    



「睘」、「環」與「瞏」、「袁」、
「圓」、「擐」等字的複雜關係 

《說文》中根本未收「睘」字，而只收「瞏」字，並解釋如下：「目驚
視也。从目，袁聲。」這是因為許慎從未見金文中的「睘」字。 

「睘」曾用以指王器中的「環」﹐如「番生簋」中便有「玉睘」之文例。
其後，「環」字產生（如「毛公鼎」），「環-huan」因其圓形意涵乃被
用作轉注原體字，並衍生出「還」、「圜」、「寰」、「儇」、「翾」、
「澴」、「懁」、「鬟」、「繯」、「轘」……等轉注字。 

古代「瞏」、「睘」二字形、音皆類近，故常通用。郭沫若甚至認為二
字實同，姑備一說。而當用作部件時，瞏、睘混用更是常見，如「環」
字的金文曾寫作「王袁」 

「瞏」字許慎常用作音標，但今已杳無蹤影。「袁」卻保留至今。「袁」
今只用作專名（姓氏），但觀其甲骨字形，象以手持衣物之狀，裘錫圭
解作「穿衣服」，是「擐-guan」之初文，因「擐」正指把手穿進衣袖」
之意。「袁」字後來加上圓圈［◎符］實指衣袖的圓形的「圓」，並用
作載義之聲符，故「袁」得其聲。 

由於上古「瞏」、「睘」相混，故後世許多相關的字分別有取「袁」聲
及取「環」聲者。 

Sapir: “‘unfortunately, or luckily, no language is tyrannically consistent. All grammars 

leak.’”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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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en: “幾 means small; it means danger. It is made up of  (two threads of silk) and 戍 
(garrison), which means to keep watch with troops. What is as small as two threads of silk 
but needs to be guarded, is something dangerous.”  



《周易‧繫辭上》：「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 (“As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it is that with which the sages exhaust the deepest and 
study the signs of the minutes.”  

《周易‧繫辭下》：「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 」(“The Master said: ‘Does not he who knows the minutest signs 
possess divine wisdom? The exemplary person, in his intercourse with the 
high, uses no flattery, and, in his intercourse with the low, no coarse 
freedom: does not this show that he knows the minutest signs? Minutest 
signs are the slight beginnings of movement, and the earliest indications of 
good (or bad) fortune. The exemplary person sees the minutest signs, and 
acts accordingly without waiting for a single day.” ) 

《說文》：「幾，微也，殆也。從𢆶從戍。戍，兵守也； 𢆶而兵守者
危也。」  

《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
世號稱「十六字心傳」  

《荀子‧解蔽篇》中已有很清楚的論述：「故《道經》曰：“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Xunzi: 
“Therefore, the Learned Book said, the danger of the human mind, the 
minuteness of the rational mind, and the signs of such danger and 
minuteness, all these can only be known by the enlightened superior man.” ) 

有關「危」與「微」的討論，後來幾乎吸引了宋明所有儒者的探究  

26 

  

   

   

幾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A6M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search.php?q=%B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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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y” in Chinese according to Humboldt 

Analogy of Script  

– “A deficiency of sound change impedes recognition, from the 

sounds, of the concepts designated, a difficulty that would be still 

more palpable in Chinese, if sound-analogy were not very often 

replaced there, in deriving and compounding, by analogy from the 

written character (Analogie der Schrift). (69/447) 

– 「語音變化的缺乏會對吾人循音聲去辨認概念造成妨礙。

如果不是因為漢語中『語音的類比』(Analogie des Lautes) 

往往被『文字的類比』(Analogie der Schrift) 代替了的話，

上述困難對漢語將更明顯。而後者主要是透過『孳乳』

（Ableitung , derivation）和『複合』 (Zusammensetzung, 

compounding) 而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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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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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統 “Philosophy”一詞的基本意涵 

Philosophy一詞來自希臘文 filosofa 
– Philein filen– love 
– Sophia sofa– wisdom 
– 合起來是 love of wisdom 的意思 

現代德國學界亦曾把哲學稱為 
– Weltweisheit (worldly wisdom) 

日本學界以「哲學」翻譯 Philosophy，
我們可否指出其理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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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和 philosophy 概念的緣起 

古漢語中並無「哲學」一詞 

今之所謂哲學，中國傳統有許多種稱謂：如「經學」、
「子部」之學 (子書)、 「玄學」 、 「理學」「心學」等 

現代漢語哲學一詞，最早出自希臘文 filosofa，本解
“愛智”。國人最初曾音譯為「菲祿瑣非亞」、「飛羅坐
飛」等。 

19世紀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學引介者西周 (Nishi 
Amane, 1829-1897) 借用古漢語譯作  “希哲”、 “希賢” 
等詞，後來訂定為 “哲學”。1896年前後，康有為、梁啟
超和黃遵憲等人遂將日本“哲學”一譯名進一步介紹到中
國。 

– Excursus: 實藤惠秀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www.urban.ne.jp/home/mo35ti45/NISI.JPG&imgrefurl=http://www.urban.ne.jp/home/mo35ti45/moti02.htm&h=197&w=150&prev=/images?q=%E8%A5%BF%E5%91%A8&start=40&svnum=10&hl=zh-TW&lr=lang_zh-TW&ie=UTF-8&oe=UTF-8&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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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籍中的「哲」字 
古漢語「哲」字本有一定意思： 

– 《爾雅》：「哲，智也。」 
– 《尚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 《詩‧大雅‧蕩之什‧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 《禮記‧檀弓》：「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哲、智二字﹐由於音近，可以互訓，如《爾雅‧釋言》「哲，智也」。
而智又與知通，如《老子‧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至於
「知」，則指思慮如箭(矢)之能快捷準確地直達事理之本。 

何以「哲」有「智」的意思？！與「哲」字音同形近，而且更古舊的
「折」字，似乎透露了答案：甲骨文「折」字從斤從斷木或從手，原
解「折斷」。而後來從「折」引出的「哲」，乃可引申為「斷疑」的
意思，在理論層面即涉及概念之區別，在實踐上即涉及行為之抉擇。
此即「哲」之「斷疑」可以稱為「智」之理。 

最有趣的是現存金文「史牆盤」中的「哲」字除了從斤及從斷木外，
還從彳、從目、從心。此中，彳本義是「行」(四達之衢)的省文，目、
心乃人感知與思想的器官，則所謂「哲」，實指吾人於處境中，藉著
「斷疑」而進行在觀察和思慮的心智活動。 

總而言之，「哲」有斷疑、思慮、多謀等意思。然而作為智慧而言，
並不只涉及自然外界的事理，而更涉及人事之理；其既有理論思辨的
一面，也有實踐抉擇的一面。 

甲骨文及金文「折」
及「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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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和「史牆盤」中的「哲」字  (1) 

天子明哲   淵哲康王  

最有趣的是現存青銅器中的「大克鼎」中的「哲」字除了從

斤及從斷木外，還從目、從心。 而「史牆盤」中的「哲」

更加上了「彳」，彳是「行」(四達之衢)的省文，目、心乃

人感知與思想的器官，則所謂「哲」，實指吾人於處境中，

藉著「斷疑」而進行在觀察和思慮的心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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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和「史墻盤」中的「哲」字  (2) 

大克鼎 

– 從「折」從「目」從「心」 

– 從「折」從「惪」 

 

史墻盤 

– 從「折」從「目」從「心」從「彳」 

– 「彳」代表人的「處境」(situation) 

– 從「折」從「德」 

 

故兩個「哲」字都應隸定為 

– Primacy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Kant) 

 

 疑 ,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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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o’s diairesis                                           Aristotle’s proairesis 



老子：「大器晚成」？ 

《老子41‧王弼本》：「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
貸且善成。 

《郭店簡．老子乙》簡12：「大器曼(晚)成」。
但在細心解讀下，「大器曼成」中的「曼」並
非通假作「慢」而實應通假為「慢」，並應解
作「輕慢」、「輕忽」，「不在乎」，或「不
重視」（參陳雄根），意謂一如「大方無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諸語皆因應事理
之「大」而立其反義，故「大器曼(慢)成」實
指大器不計較有沒有成就，甚或「無所謂
（免）」成就，由是得以推論，王弼把該句改
為「大器晚成」，恰巧與老子據上下文所要表
達之意念不符！ 

參考「漢語多功能字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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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寵辱若驚」？ 

《老子13‧王弼本》：「寵辱若驚，貴大
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又《郭店簡‧老子乙》上引「𢤲辱若纓(驚)」
一語， 

– 白于藍認為應釋為「寵辱若䁝」。 

– 裘錫圭則據此進一步把「寵辱若䁝」訓為「寵辱
若榮」，並重申「寵辱」與下文「貴大患」均為
動賓結構，而且「寵辱若榮」正好與「貴大患若
身」前後呼應。其用意是要顛覆常人喜愛「榮」
而厭惡「辱」，和貴悅「身」(生)而畏懼「大患」
(死)的習性，從而誘勸世人應「像常人寵榮那樣
寵辱，和像貴身那樣貴大患」。 

– 裘說一旦成立，則歷來把「寵辱若驚」一語解為
批評俗世之想法，頓成為對老子此語背後深刻用
意的嚴重曲解！ 

36 



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 

《孟子‧告子下》。「曰：……有人于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 則為無力人矣。」 

小篆從「小」，「乀」聲。本義是少。《說文》：「尐，少也。从小，乀聲。讀
若輟。」段玉裁註：「《方言》曰：『尐、杪、小也。』《孟子》：『力不能勝
一尐雛』，趙注：『尐爲小。』與《方言》同。孫宣公音義得之，作匹者，非。」
此中所引《孟子‧告子下》之文句，一般版本均據北宋孫奭《孟子音義》讀作
「力不能勝一匹雛」，今段玉裁追溯於東漢趙歧注之古本提出更正，如趙、段所
引孟子之言確有依據，則應是「尐」字於傳世文獻中出現的碩果僅存的例子。
「力不能勝一尐雛」即力量不能勝過一隻小雞，猶如成語「手無縛雞之力」。 

 

▶ 阮元 校勘記引 孫奭 《孟子音義》： “匹， 丁 ( 丁公著 )作疋……音節蓋與疋字
相似， 后人傳寫誤耳。”  

   ▶ 梁啟超 《知恥學會敘》： “兵惟無恥， 故老弱羸病， 茍且充額， 力不能勝
匹雛耳。”一說， 幼鴨。  

   ▶ 宋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匹’字本作‘鴄’， 鴨也。 從省作匹。  

   ▶ 《禮記》說‘匹’為鶩是也。”又《答汪尚書》： “是猶先察秋毫， 而后睹
山岳；先舉萬石， 而后勝匹雛。”一說， 一只雞。 ‘匹’為量詞。 見 楊伯峻 

《孟子譯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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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道字大都從彳、從亍、從首、從止。其中「彳、亍」《說文》
舊訓為步履的左右，但近人如羅雪堂等已按金文字形改訓為「四達
之衢」； 

至於「首、止」很明顯是人的象形。故道字的原義應作「人在道途
中」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甲本》中，道字寫成「彳人
亍」，此義益顯。 

道字後來無論具體意義的「道路」或抽象意義的「大道」，都和人
的參與有關。中國傳統哲學中，儒、道兩家都喜言「天道」，但都
分別強調「道不遠人」〔《禮記‧中庸》〕或「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老子‧七十九章》〕。 

而道字後歸入「辵」部首，但「辵」〔從彳從止，俗稱走底旁〕其
實已是「道」的省文，故其所統各字從結構上看，其實都有廣義的
「道」的影子。這和海德格看天下之事或多或少都看到「存在」的
影子，幾乎可以相表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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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古「行」字源流解 

行字的字形與字義都存在爭議。隸變後從彳從亍(即
左、右步)之說，主要依據《說文》：「行，人之步
趨也。從彳，從亍」。 

但近人從羅振玉、高本漢開始，都認為行實乃象
「四達之衢」。 

從金文的許多字形看來，新說雖有依據，但舊說亦
不盡無理，而且，就新舊二說均與「人」的活動或
生活有關而言，二說亦有相通之處。總言之，行字
可視為一合體的（舊說）或獨體的（新說）會意字，
既可解步行的行，也可引申解作行列的行。 

而甲骨中作為部件的「彳」和後世用作部首的
「彳」，則可視為「行」的省文，而其所統的各字，
皆與行走或道衢有一定關係。參見「道」。 



40 

從「造字」到「構詞」 

－「會意」的進一步發揮 

一若感性部件可結合成抽象的字一樣，國人同樣可以把最感

性的字結合成最抽象的「詞」。以這一方式而構成的語詞 

「心胸」、「心血」、「血汗」、「耳目」、「眉目」、

「心肝」、「心腸」、「肺腑」、「肝膽」、「喉舌」、

「唇舌」、「身手」、「手足」、「骨肉」； 

「山河」、「江山」、「春秋」、「歲月」、「風骨」、

「骨氣」、「龍鳳」、「犬馬」、「風雲」、「風水」、

「風霜」、「雲雨」等。 

這些詞例中每一個都帶有極抽象而又極深邃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