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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游》古今字訓釋研究 

 

韋良玉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要：朝鮮時代沈有鎮編著的漢字字書《第五游》中共指認古今字 187組。從來源來看，

這些訓釋主要受到《說文解字》《正字通》和《康熙字典》的影響。從功能看，這些訓釋是

字書說解的有機組成部分，主要有幫助理解字義、說明文字構形理據、幫助說解構件理解構

意、構建互見體例、豐富內容等作用。沈有鎮的古今字觀念與中國古代學者的認識一脈相承，

都是指同一個詞在不同時間有不同書寫形式的“同詞異字”現象。通過對《第五游》古今字

研究我們進一步肯定了該書的價值。 

关键詞：《第五游》；古今字；訓釋；字書 

 

 

一 引言 

 

《第五游》是十八世紀末朝鮮人沈有鎮創作的一部漢字字典。沈有鎮字有之，

號愛盧子，朝鮮時代慶尚道青松人，生於朝鮮景宗 4年（1723年），依據《第五

游·跋》推斷，卒於 1786到 1792年之間。沈有鎮長期鑽研文字之學，特別對《說

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字書有較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這些字典皆有不盡完善之

處：“《說文》《字彙》等書失之太簡，《字通》《字典》等書涉於太繁，或闕略

而難悟，或迂泥而不通。”因此，他希望“搜輯諸家要語，參互己意，匯成一通

之書”，也就是說，在廣泛搜集參考已有字書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見解，撰寫一

部在收字、釋義等方面更為合理的字典。這是《第五游》創作的主要目的。《第

五游》之名源於《論語》，沈來永《第五游·跋》云：“第五游，游於藝之義，

書于六藝居其第五也。”該書是一部未完稿，由沈有鎮之子沈來永整理，為手寫

本，共一冊，103張，目前所見共兩個版本，分別藏於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和

國立中央圖書館，二者內容沒有差異。本文以影印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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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料。1 

《第五游》共收字 1535個，其中重文 13 個。全書將這些字頭分為九類，分

別是“檢字類”“億音類”“人音類”“乙音類”“㴱音類”“入音類”“工

音類”“於音類”“乃音類”。其中“檢字類”收錄的是部首字，其他八類則依

據字音編排，以韻母（主要是韻尾）為分類標準，同一類中的字按照《三韻通考》

的字序進行排列，并以首字作為該類的標題。 

《第五游》說解漢字的體例參考了《說文》等傳統字書。每一條先出楷書字

頭，之後是對應的小篆字形（由於是未完稿，從工音類“亮”字之後缺小篆字形），

然後是具體的說解。說解一般包括說解本義和引申義，溝通字際關係，說解構形

理據和構形模式，說解讀音及其來源等。例如： 

【镸 】古長字。短之對也。古解甚多，而皆迂泥不通。以篆視之，則蓋

毛髮綿延之形。久遠、常永之義皆可類推。髪長則有光，故章音。（檢字類） 

关于《第五游》的研究起步較晚，韓国延世大学李圭甲教授于 2008 年向学

術界介紹此书，關於《第五游》的研究才正式開始。相关研究专著如河永三《<

第五游>整理與研究》（《域外漢字傳播書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向

中國學者呈現了該書的导读研究和原文的整理及影印版。介紹和專題研究论文如

李圭甲《<第五游>初探》（《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49 輯，2008 年），《<第五游〉

字形分析誤謬考》（《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56 輯，2009 年），河永三《文化觀念

之對漢字解釋所影響的機制——<第五游>字釋所見沈有鎮的政治意識》（《中國學》

第 40 輯，2011 年）《朝鮮時代字書<第五游>所反映的釋字特徵》（《中國文字研

究》第 16輯，2012年）。學位論文如袁曉飛《<第五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 2013

年碩士學位論文）對《第五游》中的訓釋和字際關係等進行研究。《第五游》是

“韓國現存最早的有系統的漢字字源研究專著之一”2，比《說文解字義徵》早

百餘年。但總體來看，目前《第五游》研究成果不多，還有許多值得發掘之處。 

《第五游》在說解漢字時，自覺運用一系列訓詁術語來溝通字際關係，如“本

字、本作、古某字、古作、今作、或作、通作、俗作”等。本文以其中與古今字

有關的訓詁術語為檢索標準，對其古今字訓釋加以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今字

是漢字字際關係問題中的重要概念，除了典型的“古今字”術語以外，還有“古

                                                             
1
 見（韓）河永三：《<第五游>整理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
 （韓）河永三：《<第五游>整理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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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字”“古文某”“古作”“今作”等多種古今用字對舉（包括暗含對舉）的表

達方式。只要指的確實是古今字現象，就算是古今字術語。1一般認為，“歷時

文獻中記錄同詞同義而先後使用了不同形體的一組字，先使用的叫古字，後使用

的叫今字，合稱古今字”2。古今字是在漢字使用過程中產生的，爲了說明這種

用字現象，古代訓詁學家運用訓詁術語溝通指認古今字，形成了大量古今字訓釋

材料。結合這些材料對《第五游》古今字訓釋進行研究，有利於我們瞭解沈有鎮

為代表的韓國學者對中國傳統訓詁理論方法的接受和對漢字字際關係系統、漢字

發展規律等理論問題的認識，並可將中韓加以比較，探究其特點和傳承關係等。

此外，目前學者對於古今字概念的理解仍有分歧，對古代韓國學者古今字觀念的

研究有助於我們擴展古今字研究範圍，瞭解學史原貌。 

 

二 《第五游》古今字訓釋測查 

 

2.1《第五游》中使用的古今字訓釋術語 

《第五游》共訓釋古今字 186組，去重後有 141組。使用的術語及出現次數

如下：古某字 122 次、古作 56 次、今作 4 次、古字 3 次、古之某字 2 次、今某

字 1次。3由此可見，《第五游》主要使用“古某字”和“古作”來溝通指認古今

字，術語使用較為統一規範。其中“古某字”多出現在第一部分“檢字類”和說

解構件時。如： 

【𠂤】古堆字。（檢字類） 

【今】古之對。從亼，古集字；從𠃍，古及字。（㴱音類） 

也就是說，在說解部首和構件時，作者經常會指出它們對應的今字。而“古作”

則多用於溝通字頭對應的古字，例如： 

【凝】冰結也。古作冰，今作凝。疑音，俱是不清不濁。冰古作仌，見冰注。

（工音類） 

                                                             
1
 參見李運富：早期有關“古今字”的表述用語及材料辨析，勵耘學刊(語言卷)第 2 輯，北京：學苑出

版社，2007。 
2
 李運富：早期有關“古今字”的表述用語及材料辨析，勵耘學刊(語言卷)第 2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7。 
3
 其中有兩組古今字分別同時使用了“古作”“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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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五游》指認的古今字組來源 

中國歷代訓詁學家所指認的古今字是逐漸累積的，後人經常會在隨文訓釋或

字書中吸收前代的成果，重複指認前人已經指認過的古今字組。韓國字書中的古

今字訓釋是否與中國一脈相承呢？我們將《第五游》的古今字組與中國歷代學者

指認的古今字組1相比較，發現至少 84.5%的《第五游》古今字組曾被中國學者明

確指認過，重合率很高。其他字組也大都被前代學者指認為異體字、正俗字等，

具有異形同用的關係。說明沈有鎮在訓釋古今字時，廣泛參考并繼承了中國已有

的研究成果，而非主觀臆斷。這與沈來永《第五游·跋》中所述相符：“先府君

嘗有意於斯，上自許氏《說文》，下至《字通》《字典》十數家，編帙莫不旁羅博

證，沉潛玩赜者十餘年于茲矣。” 

爲了進一步探究《第五游》古今字與前代相關研究的關係，我們將《第五游》

古今字訓釋與中國歷代古今字訓釋加以廣泛比較，發現《說文解字》《康熙字典》

和《正字通》對《第五游》有比較顯著的影響。 

《說文解字》是最早訓釋古今字的字書，後世字書廣泛受其影響，《第五游》

也不例外，其中有的古今字組是《說文》明確指出的，如： 

【云】語辭。古雲字。從二，古上字。（第五游·人音類） 

【雲】山川气也……云，古文省雨。（說文解字） 

【二】高也。此古文丄。（說文解字） 

【昚】古慎字。（第五游·人音類） 

【慎】謹也。从心真聲。昚，古文。（說文解字） 

一些《第五游》指認的古字就是說文字頭，如： 

【厀】古膝字。（第五游·乙音類） 

【厀】脛頭卪也。从卪桼聲。（徐鉉注：今俗作膝，非是。）（說文解字） 

【叟】古作叜。（第五游·于音類） 

【叜】老也。从又从灾。闕。（段注：今字作叟。）（說文解字） 

一些古今字說解的內容有明顯的傳承關係，如： 

【尞】古燎字。本作㶫，庭燎也。……又作尞，從昚，古慎字。祭天所以慎

                                                             
1
 參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古今字資料庫建設及相關專題研究”（項目號：１３＆ＺＤ１２９）

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歷代訓注古今字彙編及資料庫建設”（項目號：１３ＡＹＹ００６）所建立的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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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第五游·檢字類） 

【尞】尞柴祭天也。从火从眘。眘，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說文解字） 

【世】代也。古作卅。從三十而曳長之。（第五游·乃音類） 

【世】三十年爲一丗。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說文解字） 

《康熙字典》也對《第五游》有重要影響。經過統計，《第五游》187 組古

今字組中，曾被《康熙字典》通過在正字字頭后用大字直接列出“古文”形體的

方式明確指認的有 73組，占 39.04%。例如： 

【㬎】本作𣊡，古顯字。日中視絲則光炫。後人之加頁者，以為頭餙則尤炫

也。（第五游·檢字類） 

【顯】古文【㬎】。（康熙字典） 

【㡀】衣敗也。從巾，從𠔁。象衣敗裂之形。𠔁，古別字，分離之意也。（第

五游·檢字類） 

【別】古文【𠔁】。（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在說解中通過敘述或引用前代字書方式，明確用古今字相關術

語指認的有 36組，例如： 

【𡿧】古灾字。川水中閼則為災。（第五游·檢字類） 

【𡿧】……《玉篇》：今通作灾災。（康熙字典） 

【享】古亨字。……饍故加火作烹，以亨通之義多用，故加一作享上之享，

亨、烹、享自是一字。（第五游·工音類） 

【亨】……按古惟亨字，兼三義，後加一畫作享獻之享，加四點作烹飪之烹，

今皆通用。（康熙字典） 

還有一些《康熙字典》有明確指出是古今字的關係，但通過其他術語確認了

同用關係，如“與某同、本作、俗某字、或作”等，共 43組，例如： 

【𠂤】古堆字。𨸏是高丘，則𠂤是𨸏之半，眾多之義也。（第五游·檢字類） 

【𠂤】《廣韻》《集韻》并堆本字。（康熙字典） 

【雚】古鸛字。鸛是短尾，而頭有角。（第五游·檢字類） 

【雚】……《集韻》古丸切，音官。水鳥也。或作鸛。（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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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類加在一起共占《第五游》指認所有古今字組的 81.28%，見圖 1。 

 

《康熙字典》中指認的古今字來源多樣，包括眾多歷代字書韻書，因此不能

絕對認定所有相同字組都源於對《康熙字典》的參考。但如此高的相關性充分說

明，《康熙字典》對《第五游》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古今字訓釋方面。《康熙字典》

於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成書，最早見於韓國文獻是在 1729年（清雍正七年，

朝鮮英宗五年），距成書僅 13 年。1《第五游》的古今字訓釋能夠進一步證明當

時《康熙字典》在韓國文字學界的影響。 

此外，《正字通》對《第五游》也有一定的影響。《正字通》與《康熙字典》

本身有傳承關係，同時被兩部字典指認的字組很多。此外《第五游》指認但未見

于《康熙字典》的 37 組古今字組中，《正字通》以各種術語溝通了字際關繫的有

25組，占 67.58%，其中有不少訓釋內容高度一致，如： 

【袁】長衣貌。從衣省，從屮，會長意。口宜作〇。〇，古圜字，圜音。（第

五游·人音類） 

【袁】……包氏言，從屮，會長意。諧〇聲。〇，古圜，王權切。（正字通） 

【官】宦也。宀象屋宇之形；下從𠂤，古堆字，猶眾也。……或曰宀下從二

圓，二圜，古環字。（第五游·人音類） 

【官】……《六書故》曰說文吏事君也。從宀從𠂤，𠂤猶眾也。……官，

聲。 ，古環字。（正字通） 

當然並非所有《第五游》古今字組都是前人指認過的，例如𠓛與集，咼與剮，

                                                             
1
 參見陳榴：《康熙字典》對韓國近代字典纂的影響，載《中國字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10。 

字頭指認 

39% 

說解指認 

19% 

同用關係指

認 

23% 

其他 

19%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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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只指出過它們有同用的字際關係，承擔過相同的記詞職能，《第五游》則從

歷時角度指認為古今字。總之，沈有鎮在創作《第五游》的過程中，多方參考了

前代研究，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字書。同時他並非機械照搬，而是在個人研究的基

礎上進行了創造性的綜合加工。因此《第五游》的古今字訓釋既有傳承性和可靠

性，又有自身特性。 

2.3《第五游》古今字訓釋的功能 

上一節談到，《第五游》中指認的古今字很多與中國前代指認重合，但值得

注意的是，《第五游》並非簡單地全盤照搬中國字書，也不是隨意摘取其中的一

部分。這些古今字訓釋大都有明確的目的，是為說解漢字服務的。所有的古今字

訓釋首先都具有溝通古今不同的字形的作用，此外在《第五游》中，這些訓釋是

說解漢字的有機組成部份，大都具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種。 

2.3.1 幫助理解字義 

有時一些被說解字比較生僻，字義難明，是由於該形體已經不是當時記錄某

詞的通用字形。在說解中溝通今字，能夠幫助讀者迅速瞭解該字形對應的常用形

體，從而理解字義。具有該功能的古今字訓釋約為 59 條，占所有古今字訓釋的

31.55%。 

有時作者直接通過指出被訓釋字對應的今字的方式釋義，不再附加其他進一

步的字義說解，讀者便能明確字義，簡明易懂。例如： 

【 】古笑字。（檢字類） 

【玨】篆則從人作珡，古琴字。禁人之邪心，故從人，禁音。雙玉，蓋琴之

具也。各有其美，故各音。（億音類） 

在訓釋“ ”時，只是指出了其今字，沒有其他任何進一步的說解。在訓

釋“玨”時，只指出該字對應的今字是“琴”，之後直接說解構意。可見作者認

為人們對於“ ”“玨”可能很陌生，但“笑”“琴”的含義則無需贅言，因此

古今字訓釋實際上充當了解釋字義的功能。 

有時關於一個字的字義有多種說法，用古今字訓釋的是其中之一。例如： 

【屰】有枝兵也。象形。……或曰古逆字。又曰古戟字。（檢字類） 

【用】可施行也，從卜，從中。……或曰古鐘字，象形。（工音類） 

有時除了溝通今字，使讀者迅速瞭解其含義之外，作者還會對字義進行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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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解釋，兩部分相互補充。這類被說解字均不是常用字，訓釋先出熟悉的今文

字形，具有幫助明確字義的功能。例如： 

【𣶒】古淵字，止水也。（檢字類） 

【𠤎】古化字，變化也。（檢字類） 

2.3.2說明文字構形理據 

《第五游》說解漢字時不僅釋義，還分析漢字的構形理據，這是繼承《說文

解字》開創的傳統。有時被訓釋字為當時常用的字形，作者指出其古文字形，一

方面是爲了呈現豐富的材料和內容，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這些古文字形可以幫助

說解構意，進而闡明字義，或說明字形發展的規律。該功能的古今字訓釋共 28

條，占 14.97%。 

此類古今字訓釋經常出現在說解因形體演變導致很難說清理據的字時。漢字

據義構形，因此構意可以分析。但漢字在發展過程中，一些構意淡化甚至喪失，

變得無法分析。對此，作者有時不再說解今字的構形，而是溝通古字，恢復並說

解其古文形體，闡明文字的構形理據，從而體現漢字形義統一的特點。例如： 

【咅】唾也，古作㕻。從點，唾形。否音，俱是清聲。（檢字類） 

【羽】古作𦏲。鳥之長毛，象形。（于音類） 

有時作者能分析出今字的構形理據，但仍溝通古字并著重闡釋其構意，往往

能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字義。例如： 

【文】文章也。四畫，四施而無薦疊，蓋象機軸經緯之形。其中自有條理之

可觀，華彩之可玩美也。……古作彣，彡者，羽毛之餙，光華之義也。（人音類） 

【原】平原，從厂，從泉，會意。……古作𨙅。平原之野，人所登處，故從

辵；登，故從夂；平原，故從田。彖宜作音，而古訓曰義闕。（人音類） 

有時作者會在說解古今字形的構形理據時，闡發字形變化發展的原因和規律。

有的今字是在古字基礎上增加表義構件而來，例如： 

【叔】季父。又拾也。蓋菽豆也。古作尗，而今從尗，從又，拾尗之義。（億

音類） 

【主】守也。古作丶，守此之義也。人主守一國，故加王作人主之主。（于

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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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釋溝通了“尗”和“叔”，“丶”和“主”，并聯繫字義說明今字增加表義構件

“又”“王”的原因。 

有的今字是在古字基礎上簡化而來，例如： 

【冊】簡編也。古作𠕋。古者施之于臣下，而已後世祭享、加諡皆用之。一

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俗省作冊。（億音類） 

2.3.3幫助說解構件，進而理解整字構意 

漢字憑藉形音義已經結合了的基礎構件來構造整字，因此在分析構意時，需

要對各個構件的含義和功能進行說明。《第五游》經常通過溝通構件的今字來幫

助讀者理解該構件音義，從而更好地闡明整字的構意。具有該功能的古今字訓釋

較多，共 67 條，占 35.83%。 

有時作者用古今字訓釋幫助說解的是表義構件，溝通今字有利於讀者理解其

意義。例如： 

【食】飯也。本作𩚀。㿝，古香字，炊米之嗅香，故亼（古集字）香而為𩚀。

會意。……（億音類） 

【分】裂也。從𠔁（古別字）省，以刀分別也。裂則為八字形，八字蓋有易

分之義。……（人音類） 

作者將“𩚀”（食）說解為會意字，通過指出其構件“㿝”和“亼”對應的

今字“香”和“集”，來幫助人們理解兩個構件的意義，從而說明整字“集香為

食”構意。將“分”拆分為從八從刀，並指出八是𠔁（古別字）之省，從而說明

“分”字“以刀分別”的構意。 

有時作者用古今字訓釋幫助說解的是示音構件，通過溝通今字能夠說明其讀

音。例如： 

【𨙵】鄉字之外也。𨙵左右皆邑，為一鄉之義。㿝（古香字）音，與向相通。

（檢字類） 

【匽】……妟音。妟，古晏字。（人音類） 

作者以“㿝”為“鄉”的示音構件，“妟”為“匽”的示音構件。但“㿝”

“妟”字形較生僻，讀音自然也不為人所熟悉。因此作者用古今字訓釋溝通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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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晏”，則其音自然明瞭。 

還有一些用古今字訓釋幫助說解的構件同時具有表義和示音功能，這時所溝

通的今字既能幫助理解構件之意義，又能幫助說明其讀音。例如： 

【員】物數也，貝貨也。蓋貨之形也。囗，古圍字，一貨之數也。圍音，兼

義，俱以喻為母。……（人音類） 

【廷】布政之所。蓋堂下南除，人所集，而可布武，故從廴。𡈼，古挺字，

亦有賢俊之義。𡈼音，兼意。（工音類） 

這種用古今字說解構件的方法源於《說文解字》，如： 

【尞】尞柴祭天也。从火从眘。眘，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說文解字） 

【𦮃】戾也。从𠁥而𠔁。𠔁，古文別。（說文解字） 

【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𡆧。𡆧，古窻字。（說文解字） 

而且這幾組古今字《第五游》都進行過指認，再次證明《說文解字》對《第五游》

的影響。 

2.3.4 構建互見體例 

互見是字典編纂的一種重要體例，《第五游》中也有所運用。一些古今字訓

釋能夠溝通本書內的不同字條，使之互相參證，既節省篇幅，又將相關內容有機

聯繫起來。此功能的訓釋約 23 條，占 12.3%。 

有時作者在溝通古字或今字后，直接說明“見某注”或“音義見某注”等，

例如： 

【膝】脛節。古作厀。音義見厀注。（乙音類） 

【厀】古膝字。……（乙音類） 

【櫃】古作匵。音義見匵注。（億音類） 

【匵】圅也。從匚，會意。賣音。（億音類） 

不僅是說解字頭，在說解構件時，有時也會提示可以參見相應字條，例如： 

【鬥】闘本字。兩丮，古𡙕字，相對不相下，會意。見丮注。（檢字類） 

【丮】𡙕本字。手有所𡙕之形。持音，俱是齒音也。（檢字類） 

有時說解中並未明確指明，但實際上這些古今字指認能和其他條目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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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互見關係。有時字頭之間有古今字的關係，例如： 

【爪】古掌字。……（檢字類） 

【掌】手心。從手，尚音。古作爪。（工音類） 

【冰】水堅也。本作仌，音義見仌注。冰，古凝字。……（工音類） 

【凝】冰結也。古作冰，今作凝。……（工音類） 

有時一些字的構件與某字頭是古今字關係，例如： 

【𧷏】衒也。從貝，會意。𡍬，古睦字，睦音。（檢字類） 

【睦】親也。……古作𡍬。（億音類） 

【冘】行貌。從人曲脛，而從冂，古坰字。遠野之人行冘冘也。會意。（檢

字類） 

【冂】古坰字。坰，郊外。冂，象遠界。……後之加口，中間閭里之形。與

冂同。後又加土作坰，會意。（檢字類） 

以“睦”的古今字說解呼應“𧷏”的構意說解，以“冂”的說解呼應“冘”的構

意說解。 

2.3.5 豐富內容，呈現材料 

還有一些古今字訓釋主要是爲了丰富內容，呈現更多的材料。此類比例不高，

共 10 條，占 5.35%。例如： 

【乃】古作𠄎。……（乃音類） 

这类说解并无明确的功能，個別能與對字形變化的闡釋相互補充，如： 

【𡯁】犬跛，曲脛，象形。……本作尣，象形，又從枉作𡯲。今作尩，從枉

省。（檢字類） 

【覆】古作襾。加復作覆。復音。（于音類） 

《第五游》有一些古今字訓釋同時具備多種功能，我們以其主要功能為劃分

標準，統計各功能古今字訓釋的比例，見圖 2。以上各個功能，在中國古代字書

中的古今字訓釋中也多有體現。沈有鎮能有意識地加以繼承和應用，體現了其訓詁

和字典編纂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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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沈有鎮的古今字觀念 

 

為了溝通歷時同詞異字的關係，解決時代原因造成的理解障礙，訓詁學家創

造了“古今字”術語。古今字觀念形成于東漢時期，指的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時間

有不同書寫形式的“同詞異字”現象，許多學者都有論及。但現代學者關於“古

今字”認識具有分歧：一種認為是歷時文獻中記錄同詞同義而先後使用了不同形

體的一組字，先使用的叫古字，後使用的叫今字，合稱古今字；另一種認為是為

了區別記錄功能而以原來的某個多功能字為基礎分化出新字的現象，原來的母字

叫古字，後來分化的新字叫今字，合稱古今字。我們認為“古今字指的是不同時

代記錄同一詞語而用字不同的現象。”要點有三：一是不同時代；二是同詞；三

是異形。古今字不限於具有形體分化關係的字，而且形體分化的古今關係跟漢字

使用的古今關係有時並不一致，需加以區分。1我们的認識基于對中國歷代古今

字訓釋的匯集分析，因此與古人心目中的“古今字”观念一致。通過對《第五游》

古今字訓釋的研究，我們發現，韓國學者沈有鎮在古今字問題上，與中國歷代學

者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第五游》大量參考了中國前代字書指認的古今字組；

另一方面，認為古今字是歷時用字問題，而非分化問題。在說解中，作者一直強

調古今字字義的一致性，即同詞關係。這在大量的材料中有充分體現。有的訓釋

中同時對古字和今字進行說解，且其字義一致。例如： 

                                                             
1
 參見李運富：早期有關“古今字”的表述用語及材料辨析，勵耘學刊(語言卷)第 2 輯，北京：學苑

出版社，2007。 

說解字義 

32% 

說解構形 

15% 

說解構件 

36% 

互見 

12% 

豐富內容 

5%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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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㬎】本作𣊡，古顯字。日中視絲則光炫。後人之加頁者，以為頭餙則尤炫

也。（檢字類） 

有時對字頭不加解釋，而是直接注明參見對應今字的說解，或直接用今字作

為字頭的訓釋；在說解構意時，也常用今字解釋其含義，這都體現了作者心目中

古今字是同詞的。具體例證前文已有列舉，茲不贅述。 

 

四 結語 

 

漢字早在三國時期就傳入朝鮮半島，并逐漸普及。朝鮮歷來重視漢字以及字

典字書。《說文解字》公元十二世紀傳入朝鮮，成為朝鮮年代科舉考試的教材，

受到士族的重視。而後《玉篇》《廣韻》《正字通》《康熙字典》等依次傳入，影

響廣泛。但直到十八世紀末，朝鮮人才開始模仿《說文解字》编字典。《第五游》

依據小篆形體說解漢字構形和字義來源，是已知最早的由朝鮮人所作的一部《說

文解字》式的字典，因此在朝鮮文字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我們通過對其中的古

今字訓釋進行初步研究，進一步肯定了該書的價值。 

首先，多方參考中國已有字書，指認較為準確可靠。《第五游》中的古今字

組大都符合歷史上漢字使用的實際情況，且與中國歷代字書中的古今字組有傳承

關係。體現出作者廣博的知識積累。 

其次，對訓詁方法、訓詁術語和概念的理解運用準確，充分吸收了中國已有

成果。作者對古今字的理解與中國古代學者是一致的，而且不僅是古今字，其他

的訓釋，包括字義說解、構形分析、字際關係溝通等方面也都體現出對中國傳統

訓詁方法的吸收借鑒。 

再次，有創造性地選取和利用材料，幫助說解漢字的形音義，利於韓國讀者

接受。作者在借鑒傳統字書中關於古今字的已有成果時，不是機械照搬，而是根

據自身的需要有選擇性地利用。同時注意到韓國本土的特點，說解簡明易懂。 

最後，對漢語的字際關係、字詞關係以及漢字發展的規律有一定認識。《第

五游》運用不同的術語溝通字際關係，體現出作者對於漢字在使用中所產生的複

雜現象有比較全面的理解，並且重視梳理和溝通，相關訓釋在全書中佔據較大的

比例和篇幅。在訓釋古今字時，作者有時還會論述字形發展演變的理據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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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出對漢字的發展演變有自覺的意識，把握了漢字據義構形、形義統一的根本

特點。 

當然，《第五游》也存在著不足和局限性。僅就古今字訓釋方面來說，有個

別的指認可能不可靠，還有時雖然古今字組沒錯，但相應的構形分析並非完全可

靠。《第五游》作為一部韓國人獨立創作的字書，還有許多有待深入發掘之處，

例如對其他字際關係的訓釋，字義訓釋的內容和方法，與《說文》等傳統字書的

關係等，都有待更多的學者予以關注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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