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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說

漢字起源於圖畫和刻契，是距今六千年前

的漢族先氏，為了記錄語言、擴大交際範園，

而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自發創造出來的。它

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起初造字數量不多，字

形書寫不固定，難以應付交際的需求，後來經

過倉頡一類知識分子（主要是巫、史、卡）的規整

和創作，終於發展成為一種目視的、表意的，

而又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體象。

漢字自產生以來，就在不斷改進，一方面

是文字制度（文字組織原則）的演變，即性質的變
化，主要是由獨體到合體，由象形到象徵，由

表形、表意、表音到音意兼用，總的趨向是不

斷在提高意音化（形聲化）的水平﹔另一方面是文

字符號的演變，也即外形的變化，包括結構筆

劃和書寫體態兩個方面。漢字的結構筆劃變化

主要是隸變（符號化）和簡化，經由繁複的圓形變

為簡單的筆劃。漢字的書寫體態（字體）變化主要

是線條化和勻稱化，經歷了圓化和方化，最後

發展成直線的方化字體。 1



2 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

每個漢字是一個記錄漢語的符號，在發展

過程中，不斷發生性質和外形的變化。例如蠶

字，甲骨文作 j ，屬象形字﹔小家作麓，變為此蝕
替聲的形聲字﹔隸變以後，寫成蠶﹔宋元簡化

為番，變為會意字。它先由圖形化的象形字變

為符號化、線條化的形聲字，又由繁體的形聲

字變為簡化的會意字，此中既涉及文字符號的

演變，更有文字制度的變化，兩者是互為聯繫、

互為影響的。

1 參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9)'
頁 315-316 。



7. 結論

漢字起源於圖畫和刻契，是一種目視的、

表意的，而又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體象。

漢字不斷在演變發展，主要體現在繁化與

簡化，音化與意化，同化（混化）與分化，象形與

象徵等方面。

展望將來，漢字還會朝若以下幾個趨向繼

續演變發展。

一是記號化。

漢字的體態自從經過小家線條化、隸楷筆

劃化後，個別部件的造字理據遭到了破壞，逐

漸轉化為記號。

一些原是象形表義的漢字，因為形變而失

去象形性或表意特徵’再看不出所象的形、所

表的義，如：日、月。

一些漢字，因為省變（省併或簡化）而使到字

的形義聯繫逐漸消失，變成記號，如：香，此

泰 A人甘，後來“泰’，省變成“禾” , “甘’，演

變成“日，’ ，無從解說字理。

一些漢字，因為訛變（同化或分化）而割裂了

後起字形與原字形的淵源關餘，使字的構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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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理據，變成記號，如“北、比、危、弔’，
這組字，原字形都有一個共同的構字部件

“人，， ，隸變後分化為不同部件，不可解說。

“燕、鳥、魚、馬，，這組字，底部的

同化的結呆，再也看不出這四點各自來源於燕

子的尾巴，鳥的爪子和尾巴，魚的尾巴，乃至
馬的四腿。

也有一些漢字，因為借字表音，而使到字

形直接與語音互相聯繫，成了代表某一語音的

記號，去曰：其（棋、期、基）。

一些漢字的形符（意符），或因為詞義的引伸

轉化，而失去形義聯繫，變成記號，去曰：驕，

原意是“馬壯健貌，’ ，所以形旁 ｝）、“馬，’ ，現

在的常用義是“自高自大” ，跟“馬’，已經沒

有直接關餘，即是失去表義作用，變成記號。

一些漢字的聲符（音符），或因為語詞的讀音

發生了變化，而失去形音聯繫，變成記號，去曰：

河，聲符作“可” ，不能照讀半邊，已經失去

表音作用，變成記號。

還有一些漢字所使用的意符、音符，都失

去了表義、表音作用，也變成記號，如：罪，

原意是“捕魚的竹網” ，現在的常用義變為

？犯法的行為” ，所用的意符“同”、音符

“非” ，再不起表義、表音作用。

更有一些漢字所使用的意符、音符，其中

一個失去了表義或表音作用，而變成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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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途，意符“之（乏），，還有表義作用（提

示跟行走或道路有關），仍是意符﹔音符“余”

不能標注現在的讀音 tu ，成了記號，再不起表

音作用。“途’，成了由意符和記號組成的半記

號字。

現行的簡化字，一些採用符號代替法的，

也變成記號，如：蒜、屋、攻、菜。

因此，漢字發展到現階段，在表形字、表

意字、表音字之外，多了一種記號字，包括：

半意符半記號字。由意符和記號構成，如：

布， “巾，’是意符，上面一橫一撇的交又是記

號。

半音符半記號字。由音符和記號構成，如：

益， “此，’是音符， “一’，是記號。

獨體記號字。象形字不再象形，如：心，

看不出象心臟的形狀﹔指事字無事可拍，如：

亦，看不出指看一個正面而立的人的兩邊肢

窩，兩字都成了記號。

合體記號字。如：虹，由“虫、工’，兩個

構件組成，“虫”，不能提示正確的意義範疇，

“工’， ，不能讀出正確字音，完全失去表義、

表音作用。

展望將來，只要漢字字形繼續演變，漢語

語音、語義繼續發展，就會不斷增多記號字。

然而這種字毫無構意可言，嚴重破壞了字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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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字義的聯繫，使原來的理性文字變成非

理性文字，再無音義可循，掌握起來，困難很

多。如果讓它毫無節制地增多，肯定有礙漢字

的健康發展，所以應該知所控制。

二是形聲化。

形聲是漢字造字發展的極點，也是各種造

字方法中最科學化的、最高明的。

形聲字的形符提示了所記語詞的意義類

屬，並區分聲符相同的同音字和近音字﹔聲符

提示了所記語詞的大致讀音，並區分形符相

同、讀音相近的字，這種形符和聲符相結合的

方式，彌補了過往單純依靠字形來表達字義的

缺陷，催生了大批原本是其他造字法造成的漢

字紛紛形聲化。例如：

鵲。

象形字變為形聲字的，如：

自→鼻、呂→骨、壺→紙、西→棲、為→

指事字變為形聲字的，如：

亦→脹、又→岔、刃→創。

會意字變為形聲字的，如：

屁→居、淼→渺、車→腫、整→野、精→

粗。

形聲字變為新的形聲字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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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衣縫裂開）→綻、證（病症）→症、靠（刑其）

→銬、略（強取）→掠

表意字變為新的表意字，有的後來也變成
形聲字，去曰：

臼（象形）→詞（會意）→掏（形聲）

當然，形聲字也有變為會意字的，可是為

數極少，雖曾一度活躍在書面語中，最終還是

被淘汰了。如：

鮮（此魚鼻省聲，鮮少）→趁／砂、蘇（此艸穌

聲，再生）→甦

形聲造字法也成為創造新字的最主要方

法，近世紀以來才出現的漢字幾乎都是形聲

字。例如：

日常用字：炸、搞、砸、呀。

科技用字：氧、銳、碘、盼。

醫藥用字：癌、胺、哇、嚀。

行業特造字：娃、胖、錄、艙。

人名地名用字：培、崙、壢、色。

少數民族用字：棒、會、饒、絡。

計量單位用字：噸、。尋、呎、吋。

方言字：突、嚎、咧、衍。

譯音字：味、四廈、啤、系。

象聲字：哎、喲、啦、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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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簡化字中，最受歡迎的一批是新形聲

字，例如“攔妒，，要比繁體字“擁護”易認易

寫， “志、帥，，要比繁體字“態、郵’，易認易

讀，所以許多人要求把漢字象統地繼續形聲化
下去。

展望將來，形聲字仍有強大生命力，簡化

漢字時，應該優先考慮採用形聲字的方法，以

接近語言實際、形體簡單的形符、聲符，替換

舊有形體複雜而又失去表音、表義功能的形

符、聲符，做到既調整結構，又簡化形體，使

每個漢字真正易讀、易明、易寫，而且適應人
們發音和認識的發展變化，這才是漢字發展的

正確趨向。

三是簡化。

漢字字體演變的總趨向是簡化，因為這符

合明確與高效兩個原則。從甲骨文、金文、大

家、小家、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到現在

的簡化字，始終一脈相承，不斷在簡化。

從字體演變來看，漢字由圓形化到線條

化、到筆劃化，就是一種簡化﹔從字體內部結

構來看，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造出

的字，不繼在訛變和合併’又是一種簡化。這

使到漢字的筆劃由多到少，宰體結構由複雜到

簡單，由分到合，書寫稱便。

簡化既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有廣泛的群

眾基礎，展望將來，只要人們一日還要手寫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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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有簡化。可是時移世易，全民教育素質

提高了，掃盲工作完成了，漢字的簡化已經不

再是一項急務，大可以集思廣益，群策群力，

慎重研究，而後推行。優先簡化的，應該是通

用字中那些筆劃繁複、結構繁複或容易讀錯、

寫錯而又常用的字（包括高頻字和次高頻字）。一

些原來簡化得不符合漢字科學體象要求的，也

要及時調整。同時，當今資訊科技發達，中文

信息處理技術日有突破，日常文書已由手寫進

步到鍵盤輸入，將來文書處理速度的快慢，不

在乎漢字筆劃的多少，而在乎輸入法的精確和

簡易。以倉頡輸入法為例，筆劃愈多，輸入碼

愈少，筆劃少的，輸入碼反而更多，如“鑿，，

字，繁體 24 筆，簡化成 齒 ' 12 筆，前者
只取 3 碼，後者卻要 4 碼。因此，漢字的簡化，

還要顧及計算機電腦信息處理的方便，多些考

慮漢字部件的數量和部件組合的~統性和區別

性。此外，還要因應識字教學的需要，各有字

理可以解說。

以下是一些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的意見，

應該擇善而從：

（一）王力、葉鎮士、葉聖陶、呂叔湘、王竹

溪、陳翰伯、張志公、周有光、倪海曙、錢偉

長、馬大首夫等人的意見

1.不能片面強調筆劃的減少，要盡量做到減

少罕用部件，簡化後不增加新的部件﹔



258 漢字的潰盤和發展趨向

2.盡量避免產生新的形近字﹔

3.要照顧到簡化字與原字形上的聯繫，以減

輕識字人認讀和記憶簡化字的負擔﹔

4.盡可能使一些不能獨立成字、無法稱說的

偏旁筆劃結構獨立成字，從而使包含這一偏旁

或筆劃結構的漢字便於分解和稱說﹔

5. 同音代替的字，其選用字與被代替的字，

要求同音，不搞異音代替﹔代替後，要求表義

明確，不產生歧義。

（二）胡喬木的意見

1.應該減少漢字的結構單位（部件）﹔

2.要減少漢字的結構方式﹔

3.要減少漢字的筆形﹔

4.要盡量使得漢字可以分解和容易分解﹔

5.要減少難認難寫的字，尤其是那些最容易

讀錯、寫錯的字﹔

6. 簡化漢字時應該優先考慮採用形聲字的

方法﹔

7.要盡量減少多音字和歧義字﹔

8.要盡量減少記號字﹔

9.要規定新字的造字法，以防止人們亂造新

字，

10.要盡量使得簡化字便於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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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要盡可能使漢字成為一種拼形的漢字﹔

12.關於人名地名用字，應該規定一個用字

的範園。

（三）蘇垮成的意見

重新審視簡化字，妥善解決漢字簡化中存

在的問題：

1. 專用簡化字裹一個簡體對應一個繁體的

不做調整﹔一個簡體對應兩個或三個繁體而轉

換時可能發生混淆的，如“友、發、髮” ，要

做調整﹔

2.借用簡化字在轉換時可能發生混淆的，如

“后、後，’ ，要做調整﹔

3.取消類推簡化，如果條件不成熟，可以考

慮以規範漢字表為類推簡化的範圍﹔

4.取消連鎖式的簡化字。

（四）鄭昭明、陳學志的意見

1.簡化不能產生太多的相似字體﹔

2.簡化不能產生太多的破音變調字群﹔

3.簡化不能引起字義的混淆，不能破壞“字

形一字義”容易學習的漢字優勢﹔（撮述大意）

4.簡化不能違反漢字組字的規則，部首、偏

旁的音讀知識以及部首、偏旁的形、義知識﹔

5.部件簡化應有一致性與單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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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寧的意見

簡化必須在優化的基礎上進行，而優化的

標準是：

1.有利於形成和保持嚴密的文字象統﹔

2.盡量保持和維護漢字的表意示源功能﹔

3.最大限度地減少筆劃﹔

4.字符之間有足夠的區別度﹔

5.盡可能顧及字符的社會流通程度。

（六）艾偉的意見

1.避免形狀極其相似之簡體字﹔

2.多用橫直線及相稱之筆畫1 ，少用斜線及曲

線之筆劃﹔

3.兩偏旁之筆劃數比率不宜相差過遠﹔

4.在可能範圍內設法顧到六書條例或造字

時之原意﹔

5.形聲字中藉偏旁而得聲者應避免例外﹔

6.少造形義毫無關聯之簡體字。

四是規範化、標準化。

漢字規範化、標準化是指根據文字發展的

規律，為面向公眾的社會用字確定各方面的規

範和標準。目的是讓書寫和閱讀雙方，使用形

式一樣、內容一樣的符號，從而節省精力，求

得最大限度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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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漢字規範化、標準化的主要內容和要

求是：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即字數有定

量，書寫有定形，認讀有定音，排檢有定序。

（一）定量

定量是確定現代漢語常用、通用漢字的數

量。

1988 年 1 月，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聯合

發佈了〈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收字 3500 個。

同年 3 月，由國家語委、新聞出版署聯合發佈

了《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收字 7000 個。這使

到全民學習的、使用的現代漢語通用文字有一

定數量。

（二）定形

定形是規定漢字使用的統一字形。

1955 年 12 月，由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員
會聯合公佈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列出異

體字 810 組，合計 1865 字，淘汰了 1055 個字

（後來恢復 28 字，實際淘汰 1027 字）。

1964 年 5 月，由文字改革委員會編印了〈簡

化字總表》，收字 2235 個（ 1986 年 10 月重新發
表修訂本）。

1965 年公佈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

收印刷通用漢字 6196 個，並為每個收入漢字規

定了它的筆劃數、筆！頓和字形結構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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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7 月，發佈了〈部分計量單位名稱

統一用字表》。

1987 年 3 月，發佈了《關於地名用字的若

干規定〉。

1988 年 3 月，由國家語委、新聞出版署聯

合發佈了《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收字 7000 個，

規定了每個通用字的字形結構、筆劃數和筆川頁。

2001 年 12 月，由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發佈

了〈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

2002 年，由國家語委立項研制《規範漢字

表｝ ' 2003 年列入教育部工作重點。

（三）定音

定音是規定每個現行漢字規範化的標準讀

立
日

1957 年、 1959 年和 1962 年，普通話審音

委員會先後發表了三次“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初稿，’ ' 1963 年輯成〈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

總表初稿〉。

1985 年，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播部

聯合發佈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四）定序

定序是確定現行漢字的排列順序，規定標

準的檢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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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字序可以不止一個，常用的是按照起

筆的“橫、豎、撇、點、折，’。

檢字法主要是音序法，就是按照漢語拼音

方案的 26 個字母的順序排列（國家語委漢字處

編製有〈現代漢語通用字漢語拼字母順序表〉）。

其他還有部首法、筆劃法、筆形法、號碼法。

展望將來，漢字規範化、標準化的工作還

要進一步落實，集中海內外語文學者積極參與

“四定，’ ，共同精密研究和整理，讓全球漢字

的使用早日得到統一。

定量方面，因應現代人的需求而增減通用

文字的字數，可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的基

礎上，參考台灣自 1973 年到 1982 年先後製定
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

準字體表》（內收常用字 4808 字，次常用字 6341

字，罕用字 4399 字），釐定一個更合理的字數。

對於地名、人名用字，也應該規定不能亂

造或濫用生僻字。

定形方面，盡快完成《規範漢字表》’對繁
體字、簡化字的印刷字形都應該確立規範。《現

代漢語通用字表》中，字形存在不少混亂，偏

離標準化，應予修訂。如 美、張、羹，，三字，

同一部件“大”的橫筆，長短不一致﹔“魅、趣、

魅”三字， “魅、魅’，右上部件的末筆變形，搶

改為長點， “魅”右上部件的末筆搶不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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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件“叫，’ ，出現在左邊（如收），豎先寫，出

現在右邊（如叫），豎卻後寫，筆順不統一。

應該繼續研究簡化漢字，一些學者意見較

多的原簡化字，仍須通時調整。例如簡化字的

部件和結構單位應盡可能成為一個字（如“樂’，

簡化作“示” ，成了新的部件，可是這個部件

只適用於“示、折、、泳、穌、穌’，等字，“藥”
另簡化作“菇，，），形狀太相近的字應盡可能各

具特徵（如“當’，與“盔，’ , “ l五’，與“房’，），

盡量使得簡化字便於檢索等。

應該繼續整理異體字，目前有待規範的異

體字還有不少，如：她／熾﹔括／搗﹔心／吱／當﹔

根／補﹔輩／鞍﹔傲／傲﹔拌／埠﹔均／香﹔奔／揖﹔

吠／胎／軾等。已公佈的規範字中，一些學者意

見較多的，仍須通時修訂，逐步完善。

應該繼續整理異形詞。

定音方面，應該繼續進行普通話異讀詞的

再度審音工作，調查收集民眾意見比較大的異

讀詞，並做好輕聲、兒化的規範工作。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中，一些學者意

見較多的地方，應該適時改善，如尉，統讀 ce · 
但茅廁一詞，得讀 sl ﹔勝，統讀 sheng ，但作

為一個化學名詞（一種有磯化合物？也叫味），得

讀平聲 sheng 0 

定序方面，應繼續整理漢字的部件名稱、

書寫筆順手曰筆形排列次序。如“ d ’，這個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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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有立刀旁、倒刀旁、立刀兒、倒刀兒等
叫法，未得統一。至於部首排檢法部首數量、

單字歸部原則，也應給予規範統一。

為了更好地配合漢字的規範化、標準化，

對國家正式出版的字書、辭書如《現代漢語詞

典〉、《新華字典》等，也應進行普遍審查，

使與國家公佈的標準統一。如“挨、搓，’這組

異體字，《現代漢語詞典》以“挨’，作正體，

以“搓，，作異體，但《新華字典〉卻反轉過來。

又如“鑿” ，舊版《現代漢語詞典〉文讀、白

讀二音兼收，新版卻規定統讀 zao ，淘汰文讀

zu6 ，並不合理。他如《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

仍多疏漏、失誤處，也應予修訂。如“坡、賊”

為通假字， “取、娶”為古今字，而被誤列為

異體字。

為了做好漢字的規範化、標準化，還應該

多聽專家學者的意見。如向光忠認為：

現行的漢字之規範’標準的擬定，宜多參酌，
汲取古時的“同書文字’，經驗，結合現今的漢

字應用實際，適應新興的電腦信息處理。而其

體的抉擇，在可能情況下，則顧及以下諸點：

(1）構造法則，（2）演進規律，（3）認知心理，（4)

傳統觀念，（5）科技要求，（6）實際效應。

此外，還須關注到古籍的出版問題。國家

規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用繁體字，似

乎仍未足侈，應該進一步規定，凡供專業人士

研讀的古籍，以及研究整理古籍的著作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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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專著等，一律用繁體字排印，並可以使用

被淘汰的異體字﹔作為普及文化知識用途的古

籍譯注本，則用簡化字形排印。

這因為直到目前為止，電腦排印在處理繁

簡轉換時，對於一些一對幾的簡化字仍然無能

為力，例如任法融《周易參同契釋義﹒總論》（簡

化字本）：

．．．．按唐陪德明解易字云：虞翔（字仲翔）注《參

同契》言字此日下月。今此有有日月均易之文，

其方古哲明矣。

又提宋朱熹《周易參同契考弄》附黃瑞有序說：

朱子曰．．．．．．“《參同契》文章被好，益后法之

文者為之。’，

以上諸家所談，均認均《周易參同契》由魏伯

阻祖師所作元疑。

香港蓬瀛仙館重刊繁體本作：

．．按唐陸德明解易字雲：虞翔（字仲翔）注《參

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為易之

文，其為古書明矣。

又據宋朱熹《周易參同契考弄》附黃瑞節序說：

朱子曰．．．．．．“《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后漠之

文者為之。’，

以上諸家所談，均認為《周易參同契》由魏伯

陽祖師所作無疑。

比照之下，轉換出錯的計有“云’，（云／雲）、

“弄”（弄／異）、“后”（后／後）三字。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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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可以造成閱讀混淆，使人不得正解﹔較

輕微的，也會拉慢閱靖遠率。

至於異體字，對於一般人來說，原是漢字

的贅瘤，學習的障礙，早應保留一個，淘汰其

餘。但是它對於文史專業人士來說，卻又別具

意義，實在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一個

也廢不得。例如“呆、蝶、某、蝶、梅’，這一

組異體字， “呆、寐，，都是象形字（分別只在於

單株或眾株），保留了樹上結有果實的原始自然

形象，有助於從字形追溯本義（一種結有呆實的

植物）。後來“呆’，字上的“口’，訛變為“甘’，

（此口含﹒），強化該果實是有味的物件，可以含

在人口，一變而成會意字。再而演變為會意兼

形聲的“諜” ，此木此某，某亦聲，“木”表

示這是一種植物的名號， “某’，既是表音符

號，也說明這是酸果，可作調味品，起辟除腥

味的作用，所以一些出土的考古實物，多見梅

子與魚骨同置一器。現在通行的“梅”字，此

木 A人每，每亦聲，每即母字，某、母古音同屬
明母之部，所以相通。這樣一經分析，可以看

到異體字其實極具研究價值，至少女曰“梅”這

組異體字，就提供了很多關於漢字字形、字音、

字義乃至人們思維能力進化等方面的歷時演變

脈絡。因此，一些供專業人士研讀的古籍及有

關專著，仍然應用繁體字排印。

1 參王力《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 1971），頁 180 194 ; 
王問揚《漢字現代化研究》（濟南：齊魯書本土， 2004），頁 35 36 ; 



268 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

傅永和《規範漢字》（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9），頁 25-37 ﹔胡

吾吾木〈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講話〉，見《胡喬木傳》編寫組編

《胡喬木談語言文字》（北京：人民出版本土， 1999），頁 286-297 ﹔

艾偉《漢字問題》（台北：國立編譯館， 1965），頁 154 ﹔向光忠

〈漢字規範鑒古論今〉，見李宇明、費錦昌主編《漢字規範百家談》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頁 72 ﹔王建華《21 世紀語言文字

應用規範》（抗州：新江教育出版社， 2000），頁 101 134 ﹔邵敬

敏《現代漢語通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頁 72-79 ﹔

章瓊《現代漢語通用字對應異體字整理》（成都：巴蜀書社， 2004).

頁 53-68 ﹔任法融《周易參同契釋義》（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3），頁 2 、（香港蓬瀛仙館重刊本， 2000），頁 7 ﹔黃建中〈論

現代漢字的以形示義〉’見袁曉園主編〈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本土， 1991），頁 87-94 ﹔蘇埠成〈重

新審視簡化字〉’《北京大學學報》’ 2003 年第 1 期﹔費錦昌〈現
代漢字的性質和特點〉，《語文建設》， 1990 年第 4 期﹔鄭昭明、

陳學志〈漢字的簡化對文字讀的影響〉’《華文世界》，第 62 期，

199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