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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卜辭有徒字作「

」、「

」、「

學者率從葉說無異辭。但殷卜辭另有「
骨文字構形研究》以為「

」等形，自葉玉森釋作（徒）後，甲骨
」又作「

」，李旼姈君在博士論文《甲

」所從「土」和「止」上下換位作「

」，此即「徒」

字之異體，此字和疾病有關見於卜辭者如下：
1.貞︰于羌甲

，克

疾。

2.壬子卜，古貞：妣己克
兩卜辭即

﹝疾﹞。

合641正
合859

（御）于羌甲或妣己，希望疾病能痊癒。由於揚雄《方言》記載「

除」可指稱痊癒，透過本文研究，知卜辭中的「徒」字有一種用法，在表示疾病痊
癒時應該可以讀作除。
ᙯᔣෟĈ徒、除、肙、蠲、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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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貞︰于羌甲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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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合641正（丙243正）（圖一）
1

﹝疾﹞ 。

（2）壬子卜，古貞：妣己克

Ъ859（ᜈ5-28-11ăх˭23ă12）（ဦ˟）
͟ώ۞ѰϣϐӀдĮই३ޢݵበᛖ͛ቇįഅĶ ˭ޢ41-1  ݈4-17-3 ࠹ТķĄ2
ѩфĮʹį243 ᛖ͛Ķ
дĮį12ᛖ͛Ķ

ķᔴؠүĶ֖ķĄ 3 ѝഇጯ۰кᛖࠎĶـķфĂՂό
ķĞـğĄ4 ᚑ˘බĮই३ݵᜈበࡁտį̪Ķ

ķᛖүĶ

ķᛖүĶـķĄ5 ᅀྕ˵ᄲĈ
甲骨文的往字一般寫作
有的寫作

，止王聲，為形聲字，隸定當作

，……也

，止土，表示土上走過去，因而有前往之義，為會意

字，隸定當作

……《合集》六四一正「

」即「於羌甲

克往疾」。6
҃ૺॳЍдĲΟ͛ф̚۞ԛវపតĳࢵАĶ

ķܧĶـķфĄ 7 ኜछ҂ᛖԯ

ѩфᛖүĶـķĂΞਕߏЯࠎĮϥ͛በįѩфٸдĶ




ࠎ˘фĂ9 ҃ѩфӈĶ

Ğـğķф˭Ą8

ķĞवğфĂՂᯃ᭲Ӗд౾̀ኢ͛̚ᄲĈ

，《摹釋》皆釋作「往」，而《類纂》均失收。《綜類》則在「
字下設「
「

田」項（頁76）。此字與「往」作「

」

」（《類纂》837）、

」作「 」、「 」、「 」（《類纂》836）形似，而並不為一字。

「止，土聲」，與「往」、「

」二字不同多出「點」，表示該字所從為

「土」。「往」字「止，王聲」，「
2595），「止

」，「

」字則本作「 」、「 」（《類纂》

」等諸形為其簡寫。筆者懷疑

、

為一

字，是 所從「土」和「止」上下換位作 ，又與「往」等字形容易混

1
2
3
4
5
6
7
8
9

合641 正「 」字後接「疾」字，可知合859 的「 」字之後「人」旁雖已漫渙，但仍可由詞例推
知此字為「疾」字。
池田末利，《殷虛書契後編釋文稿》
，頁163。
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中輯（一）
，頁319。
李旦丘，《鐵雲藏龜零拾》考釋，頁20。
嚴一萍，《殷虛書契續編研究》
，卷5，頁64下。
趙誠，《甲骨文字學綱要》
，頁85。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
，頁17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
，頁270。
和 為一字可由合838正（乙6966）中辭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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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便加點以示區別，此與字加點與「正」作「

」（33694），加以

區別相同。或相反地，此字本作，又與「往」等字形混淆，便換位
作

。（7）至（10）諸卜辭中的 ，均作動詞，與「田」有關。「

作人名，為武丁時期重要人物之一，卜辭多貞問命令「

」以眾參與

伐「 方」之戰與否（26、27、6297等）。從卜辭的內容來看，「
又負責有關農業活動，卜辭作：「貞：勿令
貞：勿乎

省田」（10546）。作「

京」（10919）、「□卯貞：王令

」
」

壅田」（9475），也作「

田」之例，如：「貞：勿令
田于京」（33220）、「 令

田于
田」（

33218）、「 春令 田」
「 秋令 田」
（《屯》1087）。可見（7）至（10）
諸卜辭中的「田」，很可能指農事，與田獵無關。10
˪ᙜညवф۞Ķ˿ķᄃĶͤķΞ˯˭ٽҜ۞ּ̄ĂтౠфүĶ ķ
ĞЪ21023ğ
˫ΞүĶ
фүĶ

ķĞЪ 29214ğĂфүĶ
ķĞЪ 18532ğ˫ΞүĶ

࠹ܕĂЯѩᙱҺ͔ᄱྋĂΐ˯Ķ
ķᄱᄮࠎĶ
還有一條

ķĞЪ 21879ğ˫ΞүĶ
ķĞЪ 454ğĄϤٺवфүĶ

ķĞЪ 21876ğĂ
ķᄃĶ

ķԛ

11

ķфజྋј˞ĶชķٕĶεķĄ тՔૈĶ

ķĈ
的用例：貞：于羌甲御，克

疾。（641 正）此辭「 」也

當讀為「失」，失猶去，卜辭「失疾」當跟古書常見的「去疾」、「棄
疾」、「去病」同義。12
ૺܕϜܛĈ
有一條卜辭中「禦」的受事賓語是「克

疾」，這個詞語的意思還不太

懂，但應是凶義。13
ѩᄲΞႷĂଂ˪ᙜ̚۞Ķķ̈́ᄃ়ঽѣᙯ۞Ķҹķфֽ࠻Ķवķᑕܑϯ়
ᕽĂтĈ
貞： 王 于羌 克肙（蠲） 。
丁巳卜，爭貞：王其ㄓ曰：祖丁克。
王其ㄓ曰：祖丁允克肙（蠲）。

合643丙正
合1869正（乙8464）
丙457+乙7666+乙補6283

（史語所綴合紀錄）+合1869正（乙8464）+乙7915（林宏明君綴）
李旼姈，《甲骨文字構形研究》第二章〈甲骨文字基本特徵與考釋〉
，頁15。
趙平安，〈戰國文字的「 」與甲骨文「 」為一字說〉
。
12 沈培，〈卜辭「雉眾」補釋〉
，頁250。
13 張玉金，〈論殷代的禦祭〉
，頁5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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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妣庚亡其克。
貞：于高〔妣〕己
貞： 于高妣己

。

壬辰卜， 貞：
貞：

。
合2356乙+合16327正（林宏明君綴）

克。

弗其克。

合4349甲正+乙補4660+合4349乙正+合7548

正部分+乙4881+乙4498+合18321+乙4712+乙補4305（林宏明君綴）
疾身

妣己，不肙（蠲）。

合6475反（丙27）

乙未卜， 貞：妣庚肙（蠲）王疾。
乙未卜，古貞：妣庚肙（蠲）王疾。

合13701正（乙3066）

其克肙（蠲）王疾。
□庚 克肙（蠲）王疾

合13709正〔殷合237（乙3605+乙4059）〕

壬子卜，貞：亞克興有疾。
弗其克。

合13754（南師2-121）

帚鼠子于妣己，允ㄓ肙（蠲）。
˯ᓝ˪ᙜ̰टкࠎ

Ă

合14118（戩7、16，續1、39、4）

д˪ᙜ̚ࠎੵ়ঽᄃխ̝Ă 14 ၆෪གྷ૱ߏ

ĞЪ13754ğ
Ӻ̎ăӺ̎ăӺطඈয়АĄ̏ۢĶķфүĶ㙕ķĂ15ĶֲҹᎸѣ়ķ
̝ĶҹČČ়ķ̚۞ෟຉᄃ়ঽрᖼѣᙯĂ 16 ߇ϤĶӺطĞ㙕ğͳ়ķĞЪ
13701 ϒğăĶҹĞ㙕ğͳ়ĄķĞЪ 13709 ϒğᄃЪ 641 ϒĶӺ̎ҹ

ł়Ńķ

ͧ၆ΞۢĶवķфд྆Ķķф۞ຍཌྷ࠹༊ĄΞۢ˪ᙜ۞ຍཌྷӈ

˷ۮϥ

ٕӺ̎Ăԓ୕়ঽਕஸᕽ̝ຍĄ
ߊۢ

ă

ӈवфĂ֭ѣ়ঽਕஸᕽ̝ຍĂ֤ᆃޝΞਕߏ˘࣎ࣄ

фĂฯĮ͞֏įˬסѣт˭̝୧ּĈ
差、間、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或謂之知，知通語
也。或謂之慧，或謂之憭，或謂之瘳，或謂之蠲，或謂之除。17
ѩфߏĶवķĂүĶੵķĂф˯Οࢰ࠰ࠎؠϓ౦ొĂ߇Ξ఼ϡĄĮᔹ̄ܧĆˣ
ᄲįĈĶੵ۰๋ҕ҇ĄķͳАຕะྋ͔Įᇃฮąᛖ˘įĈĶੵĂᕽ˵ķĄ২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
，頁 30。
吳匡、蔡哲茂，〈釋肙（ ）
〉
，頁15-36。
16 蔡哲茂，〈殷卜辭「肩凡有疾」解〉
，頁389-431。
17 揚雄，《方言》
，頁44-45。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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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ᘛОѣĶ়࠭ੵĂϖЃĂ༱ုှķĄ18 ়࠭ੵӈ়࠭ஸᕽĄ
˪ᙜ̚ѣĶ

ķфĂᖞᛖࠎĶवķĂд˪ᙜ̚ன۞ּ̄ѣĈ

。

乙4884

爭貞：

。

乙8138

ㄓ任嗇 。
ㄓ任嗇 （暨）唐若。
辛丑卜：王

合3521正（丙525）

白（伯）弗

□亥卜：王 ㄓ

。

隹 。

合3413（山東237）

甲戌卜： 貞：雀 （？）子商
令戎

基方，克。

卯。

其

。

合6850（前6-42-7）

彗 （暨）郭。一月。

貞︰ □彗□郭。
其

合7657（乙4362）

庚子卜，貞：乎侯
于

合7056（後下8-13＋前5-31-6）

。

癸未

合6573（乙5582）

合6653正（丙317、丙139）

（暨）

己未卜：

合3405

出自方。 合8656正（乙948＋乙986，殷合124正）

。

拾14-18

京北。

合33694（佚374）

ᛝ؟ᐟАϠ͔Ъ6573ĞĮ˙į5582ğĂĶ

ķфүĶ

ķĂߏΟĶवķфĂᛖࠎĶ

ੵķĂ̠Ĉ
按

即「

」。《說文》：「

，步行也。」《廣韻》，

古徒字。徒通

涂 。 《 列 子 、 天 瑞 》 ︰ 「 食 于 道 徒 者 」， 道 徒 即 道 涂 。 故 知
同。
如

某方即

某方也。

與

，集韻訓止，卜辭多用為袚除之「除」。

「 若 茲 鬼 」， （《 存 》 二 八 ） 謂 有 鬼 袚 除 之 ， 曰 ︰ 「

首」即除

道。（說見上）又為「誅」。《考工記、玉人》︰「以除慝。」鄭注訓
除為誅。卜辭言

某方若

方、虎方（《佚存》九四五）。「

」字並

讀為誅。于省吾謂借為屠（《駢枝三編》），義亦通，不如釋「除」較
當。說詳《卜辭義証》。19
ᛝАϠѩ୧˪ᙜ̚۞ĶवķфᛖࠎĶੵķᔵϺΞ఼Ăҭ̪ѣޞซ˘ՎኢᙋĄͽ

18
19

伏海翔，〈序──陜西出土古代印章概述〉
，《陜西出土古代璽印》
，頁7。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上冊，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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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ᓝ۞ኜĶवķфĂੵĶܭवķ̈́ĶवִΔķࠎˠгЩγĂ۞ϡڱᔘѣޞซ
˘Վ۞ኢᙋĄĶܭवķ۞ĶवķфĂϺΞĶ˿ķٸдĶͤķ̝˭ĂүĶ
23559ğĄ˫˪ᙜΩѣĶر
ϥ͛Ķ

ķĞЪ

ķĞЪ2652ϒğΞਕӈҋܭव̝Ą

ķ࠹Т۞˫ѣĶ

ķăĶ

ķфĂ݈ᓝՂᯃ᭲Ӗͽࠎ˘фĂ˪

ᙜт˭Ĉ
癸未卜，賓貞：
令

田，不來歸。十二月。
合10146（甲3479）＋合10147(甲3459)20

田 不 。

貞： 令

田。十一月。

丙寅卜 令

歸

□

合10148（零91）

〔

〕不。
合18707（拾13-17）＋合1095（京1332）21

ૺ߆↊АϠᄮࠎĶ

ϣķ۞Ķ

ķфଂͤă˿ᓏĂᑕࠎĶޘķĂຍࠎጩਣ݈

ˮณ˿г۞̍үĄĈ
「

田」的「

」字，上部

於土字的……。

和

、

即足趾，下部土，字旁有些小點是屬

類似……，大約是為了容易區別，所以寫字

的人特別突出了這些小點。
字字書不見，按字形分析當是止、土聲，依照字音去求義，蓋讀為
度，試說于下。
《周禮‧春官‧典瑞》：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玄《注》：「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
制其域所封也」。這段注文講度地比較清楚，故先引作說明。
《周禮‧地官‧大司徒》：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注》：「土其地猶度其地。」大司徒官職高，是度地之主持者。
《周禮‧夏官‧司馬》：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鄭玄《注》：「土地猶度地也。」土方氏是技術人員，參加度地的具體
工作。22
蔡哲茂，〈甲骨新綴二十七則〉，頁24。
21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
，頁372。
22 張政烺，〈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
〉
，頁604-6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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ѩᄲ྄ᐁеАϠϺᙒТĂ֭ᓝĶ ΄Ͳ˿ؼϣķ〔Ъ 33214ĞЪ 33215 Т͛ğħĂᄲ
ځ።˪ᙜ۞Ķ˿ϣķӈᄼ˪ᙜ۞Ķ

ϣķĂͽࠎΞОᙋૺᄲĄ23

ܕౘช͛Ӗд۞Ⴧ̀ኢ͛̚ࢦາኢ˞ѩયᗟĂᄮࠎĶ

ϣķӈ͛ᚥ

̚۞ĶੵϣķĈ
《國語‧齊語》：「令夫農，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
耜、耞、芟，及寒，擊除田，以待時耕。」這一段話在《管子‧小匡》
也有，文字大同小異。而《管子‧山國軌》：「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
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裡
面都有提到「除田」，從文義來看，「除田」當是除草一類的農務，是
在冬季進行的。商曆十一、十二月約為農曆一、二月，大約是在冬末春
初，因此放在卜辭來看，是合理的。24
ԧд٬үĮϥყЪะįௐ141۞҂ᛖᙒјૺᄲĂഅᄲĈ
按卜辭所見商人的農田大體上分為上田與溼田，上田即後代所謂的「原
田」（可能包括阪田在內），溼田即隰田。度田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度這兩
種田，《詩‧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鄭箋：「度其隰與原田
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在卜辭裏奉命去度田的是 與犬延，根據鄭箋
度田可能與稅法有關。《禮記‧月令》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
郊，皆脩封疆，審瑞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榖所殖，
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因此度田的工作可能包括辨別土地所宜，五榖
所殖等事誼。25
ҭனдГֽ࠻࣎યᗟĂΞਕҤ˞ইˠྺְ۞̍үĂ˯ᓝĮྐĆ̳ᆒį̈́Įᖃ
Ć͡΄įٙᄲѣᙯޘϣ۞̍үĂΞਕߏͅߍҘҌߋࡌॡ۞ྺચĄᔵĶवķ
ٕĶ˿ķүĶޘķᓏᙶ˵Ξ఼ĂҭߏࠎĶੵϣķĂΞਕՀࠎ෭̷Ăಶߏಏ৷
۞тౘช͛Ӗٙᄲ۞Ϊߏੵਨ˘ᙷ۞ྺְĄ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
，頁182。
陳逸文，《商代農業卜辭研究》
，頁80-81。
25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
，頁389。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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ඕᄬ
˪ᙜ̚ᄃ়ঽஸᕽѣᙯ۞фт˭ĈĶ
27

ү㙕Ă Ķ

28

ķүĶⷵķĂ Ķ

ĞૼğķүĶᇊķĂ26Ķ

Ğğķ

29

Ğ⮟ğķүĶमķĄ ݈͔Į͞֏įٙᓝᄃ়

ঽஸᕽѣᙯ۞фೀͼౌਕд˪ᙜ̚ԱזĄĶੵķфдĮ͞֏į̚˵ߏܑϯ়ঽஸᕽ
۞ຍޥĂϤͽ˯۞ኢᙋֽ࠻Ă֤ᆃώ͛ԯ˪ᙜᄃ়ঽ࠹ᙯ۞ĶवķфࠎĶੵķĂ
ܑϯ়ঽஸᕽᑕΞјϲĄ

蔡哲茂，〈說「 」
〉
，頁81-96。
吳匡、蔡哲茂，〈釋肙（ ）
〉
，頁15-36。
28 蔡哲茂，〈釋殷卜辭 字的一種用法〉
，頁10-13。
29 姚萱，《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
，頁199-213。
26
27

釋殷卜辭「徒」字的一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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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३ϫ
˘ă็͛ᚥ
Ğ႔ğฯĂĮ͞֏įĂᄂΔĈ઼ϔۤۍĂ1959Ą
઼̚ࡊጯੰ҂ΟࡁտٙበĂĮϥ͛በįĂΔִĈ̚ර३ԊĂ1965Ą

˟ăܕኢ
ЄঔඡĂĲԔǕǕ⁍Ҙ˿ΟОౢໄĳĂĮ⁍Ҙ˿ΟᘛОįĂ˯ঔĈ˯ঔ३ظۍ
ۤĂ2005ѐĄ
ѰϣϐӀĂĮই३ޢݵበᛖ͛ቇįĂᇃफĈᇃफ̂ጯ͛ጯొ઼ࣰ̚ጯࡁտވĂ1964Ą
ӓМăችࣰࡷĂĲᛖĞ

ğ
ĳĂĮΟ͛фጯኢ͛ะįĂᄂΔĈ઼ϲበᛌᐡĂ1999Ą

ՂόĂĮᜠำᖟᐸ߂įĂ˯ঔĈ̼͛̚ڱົࣶ؎ۍĂ1939Ą
Ղᯃ᭲ĂĮϥ͛фၹԛࡁտį
ĂᄂΔĈ઼ϲ߆̂ڼጯ઼͛̚ጯր౾̀ኢ͛Ă2005ѐ6͡Ą
ՔૈĂĲ˪ᙜĶிķྃᛖĳĂĮᄬ֏ጯኢᕍįĂௐ26ᏭĂΔִĈથચО३ᐡĂ2002Ą
ށལĂĮ܅ఄڌгϥ˪ᙜ۞ܐՎࡁտįĂΔִĈቢ྅३ԊĂ2006Ą
ૺϜܛĂĲኢই۞᎔ĳĂĮ઼͛̚фįĂາ29ഇĂᄂΔĈᘹ͛О३ᐡĂ2003Ą
ૺۧᝋĂĮই͛фąʹበįĂᄂΔĈ̚δࡁտੰ።Ϋᄬ֏ࡁտٙĂ1962Ą
ૺ߆↊ĂĲᛖϥ͛Ķϣķ̈́Ķ˿ϣķĳĂĮૺ߆↊͛ΫኢะįĂΔִĈ̚ර३ԊĂ2004Ą
ૺॳЍĂĲΟ͛ф̚۞ԛវపតĳĂĮΟ͛фࡁտįĂௐ15ᏭĂΔִĈ̚ර३ԊĂ1986Ą
ౘช͛ĂĮથྺຽ˪ᙜࡁտįĂᄂΔĈ઼ϲ߆̂ڼጯ઼͛̚ጯրჇ̀ኢ͛Ă2007ѐ3͡Ą
เ͇ፘĂĮইᆦͳ˪ᙜ۞̶ᙷᄃᕝįĂᄂΔĈ͛ߺۤۍĂ1991Ą
ፘ྿ĂĮ᎕اϥ͛ᄲįĂ˯ঔĈ˯ঔΟᚱۤۍĂ1986Ą
྄ᐁеĂĲϥ͛ٙ̚֍۞થྺຽĳĂĮΟ͛фኢะįĂΔִĈ̚ර३ԊĂ1992Ą
ᅀπщĂĲጼ઼͛ф۞Ķ ķᄃϥ͛Ķ
ִĈ̚ර३ԊĂ2000Ą

ķࠎ˘фᄲĳĂĮΟ͛фࡁտįĂௐ 22 ᏭĂΔ

ᅀྕĂĮϥ͛фጯჩࢋįĂΔִĈ̚ර३ԊĂ2005Ą
ችࣰࡷĂĲই˪ᙜĶ۷˲ѣ়ķྋĳĂĮئ༱֧АϠѺ໐ኚ઼֚ᅫጯఙࡁົኢ͛ะįĂᄂ
ΔĈ઼छဦ३ᐡă̚δࡁտੰ።Ϋᄬ֏ࡁտٙă઼ϲᄂ៉̂ጯ઼͛̚ጯրĂ2006Ą
ችࣰࡷĂĲϥາყ˟˩˛ĳ
ĂĮ઼̼͛̚ࡁտٙጯಡįĂௐ46ഇĂ2006ѐ10͡Ą
ችࣰࡷĂĲᄲĶ
1993Ą

ķĳĂĮௐα઼͛̚بфጯБ઼ጯఙࡁົኢ͛ะįĂᄂΔĈ̂щۤۍĂ

ችࣰࡷĂĲᛖই˪ᙜ

ф۞˘ϡڱĳĂĮΟ͛фࡁտįĂௐ 23 ᏭĂΔִĈ̚ර३Ԋ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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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Ăࢱ10-13Ą
ችࣰࡷĂĮϥყЪะįĂᄂΔĈሄጯ३ԊĂ1999Ą
ᚑ˘බĂĮই३ݵᜈበࡁտįĂᄂΔĈᘹ͛О३ᐡĂ1978Ą
ᛝ؟ᐟĂĮই˪ˠ఼ۏ҂įĂࢶപĈࢶപ̂ጯۤۍĂ1959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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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nother Use of the Character “tú व”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sai Che-m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B) the character “tú व” is found under a variety of
shapes. Since Ye Yusen identified it in OB inscriptions, scholars in the field
generally agree with him that there is no variant of the graph. But Li Minling in her
thesis “A Study of the Structural Shapes of OB Inscriptions” suggested that the two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 “tú व”, namely the graphs “tǔ˿” and “zhı̌ ͤ”, could be
written upside down. This variant of the character “tú व”, linked to illnesses.
These two OB inscriptions express a hope for full recovering from illness.
Because Yang Xiong mentions in his Fangyan that the character “chú ੵ” can be used
to mean full recovering from illness,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in OB inscriptions
the character “tú व”, when used to express full recovering from illness, should be
read as “chú ੵ”.
Keywords: OB inscriptions, Fa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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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合641正（丙243正）

圖2

合859正（續5-28-11、存下23、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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