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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漢字
獨特性和優越性

▓彭聖師

全世界在飆「華文熱」

中國和平崛起，現在全世界都在

飆「華文熱」，學習漢語的人數愈來愈

多。中國大陸政府為了向世界推廣漢

語，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設立

了很多「孔子學院」。

中共的全球中文攻勢，由其「國

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統籌

管理，簡稱「漢辦」；積極培訓海內外

師資，推廣中文。「孔子學院總部」設

在北京，境外的孔子學院都是其分支機

構。

地球上說中文的人最多  

中文目前是地球上最多人說的語

言，比英語人口多五億，在網路則是第

二大語言。英文在大陸學府是必修外

語。現在反過來，北京要使中文成為所

有地球人的必修外語。

當今最熱的中文市場是泰國與南

韓，2007年以前所有中小學都有中文

課。其次是歐洲，尤其德國與法國，接

下來是美國及其他地方。

華文漢字欣欣向榮

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

立，作為推廣漢語教育與傳播中華文化

的重要平臺。嗣後建設孔子學院的步伐

越來越快，在國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

大。截至2012年1月止，全球已有105個

國家和地區建立了358所孔子學院和500

個孔子學堂。華文漢字欣欣向榮，可喜

可賀。

簡體字以訛傳訛

可惜的，「孔子學院」所推廣的簡

體漢字，錯誤百出，喪失漢字精華，以

訛傳訛，誤人子弟。筆者忝為中華文化

與炎黃子孫的一員，能不痛心疾首？因

此，特將我們漢字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再次簡述如下。

一則以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大

老；再則期以引起共鳴，糾正錯誤，推

行「漢字正體化」；三則不但要保存國

粹，而且要把國粹發揚光大。

漢字的科學性和優越性

感謝我們的祖先，創造出如此優

越性、科學性和置於任何空間，都能適

合寫作閱讀的文字。而且在發音學上，

絕不次於其它外國語言，這是我們炎黃

子孫的驕傲。如果您學的外國語種類越

多，您就愈會發現筆者所言不誣；而且

在E世代一切求速的今天，正體漢字的電

腦輸入速度，甚至比其他文字更快、更

方便。玆分述如下。

方正性

第一是漢字的方正性。一個漢字就

異的行徑，主要是他對「體制」之定義

有誤解。事實上，他也誤解了「人權」

之定義。克氏一直堅信犯罪者無罪，而

掌握法制機構者則是有罪，於是他之控

訴美國政府及北約就不足為奇了。事實

上，他並不是在為「人權」而奮鬥，祇

不過夢想作國際犯罪者之靠山罷了。他

成立了「反戰及反歧視運動」，此一團

體被公認為是一個左傾組織，其主要行

動即在反戰、「支持恐怖行動」及從事

反猶行動。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對於二戰

後逃脫之納粹份子如此有同情心。更荒

謬的是，他曾在1992年出版新書《此時

點火：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罪行》，他在

書中特別重點提示，美國之所以發動兩

次對伊戰爭是在屠殺伊拉克平民。

克拉克之引人不滿，在於他的政治

思維與暴力份子、恐怖份子或是殺人獨

裁者一直連在一起，於是就有識者視其

為史達林之同路人（Stalinist dupe），也

被人認為是獨裁者之幫凶，這是因為克

氏在冷戰時期稱頌共產主義，也對一些

開發中國家之獨裁者表示同情之故。令

人不解的是，他多半時間用在為這些已

犯下國際法上之大罪者爭取自由，卻並

未對無數在獨裁者槍桿下喪生者之人權

爭取任何權益。就此以觀，克氏之自命

為人權鬥士，也祇是一個假象而已。

他極力支持的「黑豹黨」及其創黨

人西爾（Bobby Seal），這一具有毛派

左傾性質之反政府組織，被FBI前局長

胡佛稱為「美國本土最具暴力之恐怖份

子」。由此可知，他所欽佩及支持的對

象實係美國國內及國際重罪犯人。而今

天他來到台灣，為的是要聲援阿扁，祇

是在其支持者之名單上加上阿扁，使得

阿扁從此加入米勒塞維奇、海珊等國際

重犯之行列，真不知獨派人士邀請克拉

克來此，是在幫阿扁，還是在害阿扁？

（作者為本會理事）

英國分會鄭少強會長來訪

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右3）偕同

助理馬虹（右2）、葉宇軒（右1），10
月19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左5）偕

同常務理事沈大川（左4）、理事張明

玉（左2）、秘書長陳鴻瑜（左3）、

副秘書長劉本炎（左1）接待。鄭少強

此行除參加10月21日國父銅像揭幕典禮

外，亦將拜會國內體育及教育主管，推

廣其「陽光體育─中英校園足球合作」

理念（編按：請參閱42頁），將英國足

球理念與國內教育體系結合，培養國人

喜愛足球運動之風氣。（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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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類聚。」如金、銀、銅、鐵等字，

一看就知其為金屬；又如木、林，楊、

松、柳等字，一看就知其字與木有關。

所有字詞典的部首和偏旁，都是這種功

能性的編纂，使人「一目了然」，即知

此字的關係與範疇。同時也使漢字的學

習和記憶變得非常容易。外國字也有字

首、字根（字幹）和字尾的形成，也可

依此判斷該字的屬性，但絕對沒有漢字

那樣來得迅速和清晰。

邏輯性

第六是漢字的邏輯性。漢字的發

明創造，比「殷墟甲骨」時代，還要早

一千五百多年。倉頡根據象形、指事、

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書，總匯文

字的聲音和義理，創造漢字。

寫生繪畫稱為「象形」，如日、

月、山、五、門、虎、馬、毋，戶、母

等；察看知意稱為「指事」，如上、

下 、 大 、 小 等 ； 類 似 組 合 稱 為 「 會

意」，如出、征、忘、望、向、奠、

祭、獸、幽、帝等；借聲附意稱為「形

聲 」 ， 如 ︰ 往 、 教 、 效 、 孟 、 雲 、

邁、逆、爻等；形似、音近、義同，

都屬「轉注」，例如考和老二字。同

音引申，謂之「假借」，如「來」借

用「麥」字；「自」借用「鼻」字；

「 北 」 借 用 「 背 」 字 ； 「 其 」 借 用

「萁」字；「在」借用「材」音等。由

以上創造漢字的六書準則看，足證我們

創造漢字的祖先，造字是何等地嚴謹而

有邏輯。

義理性

第七是漢字的義理性。漢字不僅是

一種圖騰或僅是一種圖文交流的工具而

已，它的構成架構，完全符合中國的五

行和天人合一的邏輯。這種概念，遠遠

超越一般圖騰的內涵。倉頡造字「天雨

粟，鬼哭號」。為什麼「天雨粟，鬼哭

號」呢？因為「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

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哭號」。

也就是說人們有了智慧，能夠識天機，

能夠辨正邪。

譬如「滅」字，左邊三點水，右

邊是個「戍」字，就是地支「申、酉、

戍、亥」的戍字，裡面有一個「火」

字。一看就知道是它把陰陽五行天干

地支，都聯繫在一起了。「滅」字的

「火」雖被「一」蓋住熄滅，仍怕它會

「死灰復燃」，所以再用「戍」字罩

住，「戍」在地支裡是代表九月，陽氣

下降，萬物必成，它本身就有火氣下

降、消煞、撲滅之意，同時在五行裡面

是水尅火，僅用一個戍來罩著火可能還

不行，所以還得有水來滅火，而一勞永

逸。「簡化」以後的「滅」字變成了

「灭」，喪失了原有的科學依據，可悲

可嘆！

如上所述，世界上有那一種文字，

能如漢字義理之深？同時漢字還可以卜

吉凶，「拆字」以知休咎，世界上任何

其他文字，都是不可能的。

豐富性

第八是漢字的豐富性。漢字一筆

一畫都蘊藏豐富的內涵，從漢字的筆畫

中，我們可以了解造字當時的社會情

況，經濟活動和文化思潮。走進漢字，

就像走入一個歷史博物館。中國人初次

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您貴姓？」因為

姓表示一個人的出身來歷。但姓為什

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生命體，內涵豐

富活潑，外形方正整齊。無論置於任何

空間：方型、梯型、塔型等等，或是如

何排列，都不會發生長短不齊的困擾。

譬如英文單字，從一個字母的「I」到19

個字母的「extraterritoriality（治外法權）

與oto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

或是28個字母的「antidisestablishmentarial

ism」（反對政教分離主義），以及45個

字母的「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

lcanokoniosis」（火山肺矽病），在印刷

排版的計算上不知增加了多少困難，只

好用字母為單位，而不能用字辭了。

靈活性

第二是漢字的靈活性。漢字的書

寫排列，可用自右向左寫、自上向下書

的傳統寫法；或由左向右寫、自上向下

書的現代科學體或西洋文字的寫法；一

首詩，除上述排列外，又可排成「寶塔

詩」、「重句詩」、和銜頭接尾詩，也

可循環書寫成為「迴文詩」，其意義都

可以一目了然，生動活潑，妙趣橫生。

在排列組合上，可前後互調而含義

一樣，如「力氣；氣力」、「喜歡；歡

喜」；可順反皆通而意義不同，如「故

事；事故」、「關公；公關」；可彼

此換位而各有風味，如「蛋生雞；雞生

蛋；生蛋雞；生雞蛋」；可順讀倒讀而

毫無出入，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

客」；可隨處開始而均有意義，如「可

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

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可梯次開

始而情境幽然；如將「湮渺前村水接

天」念成七絕一首「湮渺前村水接天，

渺前村水接天湮；前村水接天湮渺，村

水接天湮渺前。」意境深幽，活潑有

趣。

音樂性 

第三是漢字的音樂性。漢字都是

單音節的，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音節。

在詩詞歌賦中形成了獨特的平仄音韻效

果。詩、詞、歌、賦、對聯，字數長短

有致，平仄音韻協調，望之「美不勝

收」，聽之「繞梁三日」，尤其是湖南

人讀「祭文」，感人之深，會使人「聲

淚俱下」。

漢字的四聲，是文字學上以音辨

義的重要元素。如「MA〔ma〕」：媽

ㄇㄚ麻ㄇㄚˊ馬ㄇㄚˇ罵ㄇㄚˋ，因為

其「聲」的不同，故其「義」各異：

〔媽ㄇㄚ〕是第一聲，意為mother,(N)；

〔麻ㄇㄚˊ〕是第二聲，意為surface not 

smooth,(A)；〔馬ㄇㄚˇ〕是第三聲，意

為horse, (N)；〔罵ㄇㄚˋ〕是第四聲，

意為curse,(V)。

藝術性

第四是漢字的藝術性。字形方正，

架構嚴謹，每一字都形成了完整的生命

圖形，也形成了漢字篆、隸、草、行、

楷五體的書寫藝術，發揮了「淋漓盡

致」的功效。單憑此一項，西洋任何一

種文字都無法與漢字相比。筆者在埃及

特地去參觀他們的書法，真是小巫見大

巫了。

辨知性

第五是漢字的辨知性。漢字較其

他文字容易辨知，漢字見其部首或邊

旁，可以知道該字的屬性，或「望文生

義，見形知意」。如「一、二、三」，

「水、火、山」等；或以「觸類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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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性 

第十三是漢字的幽默性。漢字因

有「破音」與「諧音」，形成了「多

元」、「幽默」與「雙關」的意義，使

人讀之會產生「會意的微笑」，「妙

不可言」。諸如「諧音」改一個字︰

電器的「不『靜』則退」和「涼快一

『夏』」；台北跨年晚會的「『金』彩

絕倫」；豬年的「『豬』事如意」；雙

關的「二舟並行，櫓速（魯肅）不如帆

快（樊噲）；五音齊奏，笛清（狄青）

那比簫和（蕭何）。」又如「破音」對

聯︰「長長長長長長長；行行行行行行

行。」（上聯一、三、五、六字，讀

「長久」的「長」，二、四、七字則念

「生長」的「長」；下聯一、三、五、

六字，讀「銀行」的「行」，二、四、

七字則念「步行」的「行」。清李調元

贈錢莊開業聯。）和四聲的變化：「間

間茅屋間間間；空空紗窗空空空。」

（上聯一、二、五、六字讀第一聲，第

七字讀第四聲；下聯一、二、五、六字

讀第四聲，第七字讀第一聲。）檢視現

有世界文字，沒有像漢字的多元和幽

默。

精細性

第十四是漢字的精細性。「蟲鳴、

鳥叫、鐘響、雞啼、犬吠、兒哭」等詞

語，均由一個名詞和一個動詞組成，動

詞的「鳴、叫、響、啼、吠、哭」都是

發出聲音，但各有其使用範圍，不能亂

用。又如在「雀躍不已」和「暴跳如

雷」中，「躍」與「跳」就不能互換。

漢字精準明確的特性，在量詞運用

上最為明顯，限制嚴格，如「佛一尊、

人一位、馬一匹、牛一頭、魚一尾、羊

一隻、房一間、屋一棟、紙一張、鞋一

雙」等，必須與連用名詞配合，否則就

會發生混亂，遺笑大方。

在漢字構成方面，更是精細明確，

如「戊、戌、戍」的「一點不能錯」；

「己、已、巳」和「申、由、甲」的

「長短不自由」更是一點都馬虎不得。

自由性

第十五是漢字的自由性。與上面的

「精細明確」相反，漢字也有「自由」

和「輕 鬆活潑」的一面，漢字的組成部

份「可上可左」，如峯─峰、羣─群、

畧─略；「可上可右」，如翌─翊、脅

─脇、鑒─鑑；「可左可右」，如隣─

鄰、綿─緜；及「可中可下」，如讎─

讐、輿─轝等，縱使組成部分搬來搬

去，但其義不變。

結語

漢字的優點與特點有以上如此之

多，足證創造漢字的遠古祖先，確有超

水準的文字創造智慧和遠見。漢字「簡

化」之後，漢字的獨特性和優越性都完

全「煙消雲散」了，能不痛心疾首嗎？

因此，在這世界「漢語熱」的今

天，筆者在這裡再次鄭重呼籲：「漢字

正體化」，這是我們不可旁貸的責任，

要恢復使用正體，把漢字的優點發揚光

大，推向世界。

建議中國大陸領導人，要與今是昨

非的認知和撥亂反正的勇氣 ；一紙行

政命令即可改之過來，不要遺害子孫，

禍傳萬代。（作者為本會會員，退休教

授）

麼用女字旁？姓不是跟著父親來的嗎？

「婚姻」是男女兩個人的事，為何都用

女字旁？中國古代不是重男輕女嗎？

很矛盾也不矛盾，因為古書上記載

著「上古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漢字

就為這段母系社會的歷史留下最真實的

見證，也證明中國文字的歷史悠久，源

遠流長。

修養性

第九是漢字的修養性。人如其字，

字如其人。

由書寫者字的形態和筆法，可以看

出其為人的品格、善惡、個性、作風、

甚至壽命長短、事業成敗、和健康狀

況，所謂「書如其人」。

從我們常見蔣介石的楷書和毛澤

東的草書來看，不難發現他們為人處

事的表象；一個是「蹈矩循規，大中

至正」，一個是「龍飛鳳舞，千變萬

化」。「誠直」抵不過「奇巧」，難怪

蔣介石要被毛澤東打敗。

提筆寫漢字，可以修心養性，卻病

延年；而且可增加書法的功力，日久功

深，成為高度的藝術，這又是西洋文字

自嘆弗如和望塵莫及的。

記憶性

第十是漢字的記憶性。根據加籍

華人語言學家彭冊之博士（Dr. Jay Pat 

Peng）研究指出，漢語語素在腦中的作

業，是按〔形〕>〔意〕>〔音〕的次序

進行處理，而其他多音節文字則按相反

方向進行，即按〔音〕>〔意〕>〔形〕

的次序處理。二者在腦中進行處理的程

式恰恰相反，名之爲「兩極語言」。形

意語言有其圖形之利，根據科學證明，

漢字在記憶上是絕對的容易與便於記

憶。

科學性

第十一是漢字的科學性。彭博士

同時指出，根據科學證明，漢文在文字

階層運作時，在人腦神經中，不論是釋

義、處理、記憶、回復(答)等功能，差不

多都是在右腦區（即左視區），其他國

文字則在左腦區（亦即右視區）運作。

凡是在右腦區處理或記憶的資料，必然

會處理得又快又長久。

而在左腦區處理的，則必須在左腦

內的語言軸線上進行，所有學習到的資

料，多限制在語音範圍內，所以只能作

短程記憶；而且左腦長於邏輯推理，所

以必需處理時間，因此進行得慢。在語

言學習上，自然不如在右腦區（即左視

區）的腦神經空間關係工作，來得又快

又久。

變化性

第十二是漢字的變化性。漢字一

音的四聲變化，使人「耳聽不知義，眼

看饒其趣」，雖「不堪入耳」，但「眼

見為識」。下面這篇奇文妙作便可證

明；如果以「一胎化」的同音字來「替

代」，或是華文「拉丁化」的拼音來唸

讀，就會雖「眼見」也「不知所云」

了。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

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市，

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

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

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

拭，氏試食是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

獅尸實十石獅，試釋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