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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之「某」、「某甲」、「某乙」析論
楊明璋 *
一、前 言
「某」
、
「某甲」
、
「某乙」等詞彙在典籍文獻中屢見不鮮，如，在經傳上已有以「某」
1

2

或「甲」
、
「乙」指代人名 ，類此用法，大抵即所謂的隱名代詞 。我們一般所見亦若此，
但如以此檢視敦煌文獻，特別是通名為「變文」的講唱作品時，恐未能得其全真。先就
其字形來說，除了有「某」、「某甲」、「某乙」，常又有「ㄙ」、「ㄙ甲」、「ㄙ乙」、「 」
等，甚至後者之字形更為常見，其義究為何，尤其是「 」，莫衷一是，有將之視為一
3

4

5

字，或解為「某」 ，或言其義待考 ；有將之析為二字，言即「某乙」 。其次，其用法
6

7

的解讀似也存在著若干的歧異，或列為人稱代詞 ，或視為隱名代詞 ，或以虛指代詞視
8

之 。筆者不揣自陋，試圖為敦煌變文「某」、「某甲」、「某乙」等詞彙的用法做初步的

*
1

2

3
4
5

6

7

8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清．顧炎武：《日知錄》（台北：世界書局，1991.5 八版）卷二十四「稱某」條指出，經傳稱某有三義：
一是「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二是「傳失其名」，三是「通言之」；同書卷二十三「假名甲乙」條又
說：「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蜀漢費褘作〈甲乙論〉，設為二人之辭，晉人文字，
每多祖此，虛設甲乙，……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為彼此之辭。」二條列舉了各類文獻中的例句，可參
看。
呂叔湘：《呂叔湘全集》第三卷《漢語語法論文續集．近代漢語指代詞》，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12
一版一刷，頁 37-42。
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 一版二刷，頁 207。
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1 一版一刷）頁 153 有言：「 ，音義待考。」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四次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新二版一刷，頁 4
「某乙 ㄙ乙」條。
日人香坂順一、吳福祥即是，分見（日）香坂順一著，江藍生、白維國譯：《白話語彙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1997.3 一版一刷，頁 3；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7 一版一刷，
頁 9-12。
呂叔湘即是一例，見《呂叔湘全集》第三卷《漢語語法論文續集．近代漢語指代詞》（瀋陽：遼寧教育
出版社，2002.12 一版一刷），頁 37-42。蔣禮鴻說：「是一種『寓名』。」亦可列於此，見蔣禮鴻《敦
煌變文字義通釋》「某乙 ㄙ乙」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新二版一刷（第四次增訂本），
頁 4。
楊伯峻、何樂士即是，見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1.二版
三刷，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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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釐清 。同時，
「某甲」與「某乙」二詞，在一般典籍文獻總是前者出現的頻率高於後者
10

，而包括變文在內的敦煌文獻，卻相反，是何因由形成此一狀況，亦頗值得我們做進

一步的討論。

二、敦煌變文中「ㄙ」、「ㄙ乙」、「 」的意涵
在敦煌文獻中常出現的「ㄙ」字，一般來說，均解讀為「某」
。而一直以來，常被
引用做為「ㄙ」即為「某」字例證的《春秋穀梁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
11

寧所作的注「鄧，ㄙ地」 ，筆者覆查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的《春秋穀梁傳注疏》時，並
未見此一字形，該注作「鄧，某地」
，唐代陸德明《釋文》則曰：
「某地，不知其國故云
12

某，後放此。」 阮元〈校勘記〉中倒是有言：
「閩監毛本同《釋文》出『ㄙ地』
，云：
『本
13

又作某。』
」 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也有一條資料頗值得注意，云：
今人書某為ㄙ，皆以為俗從簡便，其實古「某」字也。《穀梁》桓二年：「蔡
侯鄭伯會於鄧。」范寧注曰：「鄧，ㄙ地。」陸德明《釋文》曰：「不知其
國，故云ㄙ地，本又作某。」

14

同樣是宋人的王應麟，其《困學紀聞》亦云：「某或作ㄙ，出《穀梁》注：『鄧，
15

ㄙ地』
。」 顯然，前人所見的《穀梁傳》范寧注的文字與今不大相同，當另有所本。而
「ㄙ」究為「某」的俗字抑或如陸游所言為古字？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
「ㄙ」
16

是「私」的古字 ，而至南北朝梁顧野王的《玉篇．ㄙ部》始列有「ㄙ」即「某」字的

9

大抵以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12，初版一刷）所選錄為據，另參黃征、
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 一版一刷），並以敦煌文獻原寫卷做進一步核對。
10
筆者以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檢索《大正新修大藏經》，「某甲」一詞共出現 764 段，而「某乙」
則僅 1 段；而國家圖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檢索系統中，「某甲」一詞共出現 1630 段，
「某乙」則有 324 段。
11
如，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某乙ㄙ乙」的解釋即引之為證，參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新二版一刷），頁 4。
12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頁
30。
13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頁
35。
14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國書店，1995，據世界書局 1936 年版影印《陸放翁全集》，卷六，
頁 41。
15
宋．王應麟撰，翁元圻注：《困學紀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卷七《穀梁》，
頁 656。
1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2，影印經韻樓藏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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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相關敘述，其云：「ㄙ，又亡后切，ㄙ甲也。」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ㄙ」通「某」
出現的時間應該是在俗字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明代焦竑所撰的《俗書刊誤》卷二即相當
18

明確的說：
「某，俗作ㄙ，非ㄙ古私字。」 其根據當即包括魏晉南北朝在內流行的諸多
俗字。
同時，我們也可在敦煌文獻中同一作品的不同寫卷中找到例證，如，抄有多種寫
本的〈太子成道經〉
，有云：
「但某乙有一交言語，說與夫人，你從不從？」其中的「某
乙」
，斯 548、斯 2682、伯 2299、北 8436（潛 80）均作「某乙」，而伯 2999 卻作「 」，
19

此一字形，蔣禮鴻曾做過解釋，其云：「『 』是『ㄙ乙』的合文。」 這樣的解說極為
清楚，但，
《敦煌變文集》的校錄者在〈韓擒虎話本〉的校記卻說：
「卷中『某』字俱寫
20

作『萘』
。茲為排版之便，以後俱用『某』字。」 也許在他們的認知上，
「某」
、
「ㄙ」、
、「ㄙ乙」、
「某乙」等詞彙均沒多大的差異，但，既然抄寫者在抄寫時如是抄錄，
「 」
我們校輯者就應當儘可能忠實地保留它原本的樣貌，這樣不但可避免節外生枝，反讓文
字彼此的對應關係更形複雜，同時，這些詞彙的用法是否存有相異性，也才有進一步探
討的可能性。不過，由於漢字一直以來均以直式書寫，要將「ㄙ乙」與合文的「 」做
明確的區別，實有其困難，且二者所代表的意涵並無不同，以抄寫有多本的〈前漢劉家
太子傳〉為例，其中就有一段話：
「太子答曰：
『ㄙ乙本無父母，亦無宗枝，旦（但）緣
家貧，遊行莨（浪）蕩！』
。」
「ㄙ乙」一詞有像伯 3645 作「ㄙ乙」的，也有像伯 4692、
斯 5547 作「 」
；另一段說：
「童子答曰：
『ㄙ乙此鼓切不可打，若打者必有不祥之事。』
。」
伯 3645 作「ㄙ乙」
，伯 4051 則作「 」
，我們由此可知，
「ㄙ乙」即「 」
，實無須強加以
區隔，只要不與「某」相混淆即可。

三、敦煌變文中「某」、「某甲」、「某乙」的用法
在確認「ㄙ」即「某」字，
「 」
、
「ㄙ乙」即「某乙」後，我們現將「ㄙ」
、
「某」、

九篇上，頁四十三。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字，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台北：新興書局，1968，影印
《國學基本叢書》，卷 29，頁 406。
18
明．焦竑：《俗書刊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五姥韻」。
19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四次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新二版一刷，頁 4。
20
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 一版二刷，頁 20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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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ㄙ乙」
、
「某乙」
、
「某甲」等詞彙在敦煌變文中出現的頻率做一統計，其結果如下：

表一 敦煌變文中「某」、「某甲」、「某乙」出現頻率表
詞

語

次

數
21

ㄙ

6

某

5

某甲

1

ㄙ乙

29

某乙

12

總

計

53

由表一我們可以知道，在敦煌變文中「某」等詞彙中，出現頻率相對較高的是「某
乙」
（ㄙ乙）
，
「某」
（ㄙ）居次，
「某甲」則僅出現一次，而「某」字又喜作「ㄙ」
，這當
與敦煌文獻具備通俗的性格喜用俗體字，而俗體漢字又有尋求簡化的趨向有密切的關
係。以下我們就對「某」
、
「某甲」
、
「某乙」三詞彙的用法進行討論。

(一)敦煌變文中「某」的用法
1.虛指代詞
這是一般我們最為熟知的「某」的用法，變文中可見五例：

(1)未容旬日懽娛，已道ㄙ人身死。（伯 2305〈妙法蓮華經講經文（一）〉）
此虛指某個人。

(2)有人言某村、某聚落，有一處士名醫。（斯 3872〈維摩詰經講經文（三） 〉）
均虛指某一村、某一聚落。
（斯 2073〈廬山遠公話〉）
(3)遠公啟曰：「ㄙ年ㄙ月賣身與相公為奴。」
均虛指年及月。

2.第一人稱代詞
此用法即前文所提及討論最多的，變文中蓋有二明確之例：

21

斯 2440〈太子成道吟詞〉的「聖主摩耶往後薗」、「無憂花樹葉敷榮」等詩句之上，均有「△」，以小
字偏右書寫，當即如《敦煌變文校注》所言「為提示語，表示此下另為一首，須某一其他吟唱者吟唱」，
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 一版一刷，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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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手即著玉鞭指其耶輸腹有胤(孕）：「ㄙ佛未出家時，所生八王子，見一大
聖出家，亦隨修梵行。」（伯 2999、斯 548〈太子成道經〉）
此很明顯的為一身代詞，作領格，且同一作品有言：
「先明我佛如來。」亦可作為
旁證。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2)將軍祗對：「某姓任名蠻奴，官職鎮國大將軍。」
此亦為一身代詞，作主格。

3.隱名代詞

22

自古漢語即有以稱己名表示謙虛之情形，而為避免出現拖沓重複的現象，遂以「某」
代替，屬一身隱名代詞，變文中有三例：

(1)沙門ㄙ言。（伯 4980〈秋吟（二）〉）
此隱代講經法師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2)楊堅啟言皇后：「某緣力微，如何即是？」
此隱代楊堅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3)(楊堅啟言皇后：)「某與左右金吾有分。」
此隱代楊堅己名。
在變文中除可見用以自謙的「某」
，亦出現對稱的「某」
：

(4)蘇武把酒迴謝韓曾曰：「僕是大漢之將，久沒陷在於沙場，不因ㄙ來，寧無
歸［？］，銘肌陋（鏤）骨，起（豈）望辜恩。」（伯 3595〈蘇武李陵執別詞〉）
23

此例隱代韓曾之名 ，屬二身隱名代詞，和一般的情形不大相同，因此，若驟下斷
語謂隱名代詞均為自謙，恐不確。

(二)敦煌變文中「某甲」的用法

22

此名詞固呂叔湘為區隔「某」字不同於一般三身代詞而提出的，但卻也說明了「某」字的特殊性，故今
仍沿用之。參《呂叔湘全集》第三卷《漢語語法論文續集．近代漢語指代詞》，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12 一版一刷，頁 37-42。
23
史書上並無韓曾（增）的傳記，其生平散見於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漢．班固《漢書》卷七〈昭帝紀〉、卷八〈宣帝紀〉、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等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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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於變文中僅一見：
（斯 6551〈佛說阿彌陀經講經文（二）〉
）
◎弟子某甲等合道場人，無始已來，造諸惡業。
此隱代講經法師己名，作一身隱名代詞。

(三)敦煌變文中「某乙」的用法
1.第一人稱代詞
變文當中，
「某乙」究要視為第一人稱代詞，抑或是隱名代詞，時常有其難處，特
別是作為第一人稱代詞與一身隱名代詞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對此，我們以較為嚴謹的
24

方式來加以區分，凡有較確切的條件足資證明者，才以第一人稱代詞視之 ，這樣的例
子有二：

(1)記（既）若知聞，某乙便是善惠。（斯 3050〈不知名變文（二）〉）
以其語氣來看，應為一身代詞，作主格，且同一作品有言：
「便是善惠口稱我是上
界菩薩。」可為旁證。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2)（老人答曰：）「…… 等眷屬別無報答。」
同一作品有言：
「我等水族眷屬。」故將此理解為一身代詞，作主格，應無太大的
問題。

2.隱名代詞
作為隱名代詞的「某乙」
，是變文中最常出現的情形，尤其是一身隱名代詞，凡三
十七例：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1)衾虎聞語：「但 雖自年幼，也覽亡父兵書。」
同一作品有言：
「但衾虎雖在幼年，也曾博攬（覽）亡父兵書。」故此當隱代韓衾
虎己名。

(2)沙門 言。（伯 3808〈長興四年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此隱代講經法師己名。

24

「某」字的用法亦有類似的情形，其法亦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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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某乙有一交言語，說與夫人，你從不從？（伯 2999、斯 548、斯 2682、伯 2299、
北 8436〈太子成道經〉）
同一作品有言：
「夫人能行三從，我納為妻。」據此，或可視為一身代詞，但解釋
為隱代悉達太子己名，當更為妥當。

(4)但某乙有一交言語，今說與夫人，你從與不從？（〈悉達太子修道因緣〉）龍谷
大學藏本
此隱代悉達太子己名。
（斯 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
）
(5)世尊心中：
「某乙在世不生決定之心，無其信受。」
此隱代悉達太子己名。
（斯 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
）
(6)口稱：
「為（唯）我為尊，某乙向上更無人。」
此隱代悉達太子己名。

(7)為（唯）我為尊，某乙頭上更無人。（斯 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
此隱代悉達太子己名。

(8)但某乙禪河滴（嫡）派，象猛晚修，學無道化之能，謬處讚揚之位。（伯 2187
〈破魔變文〉）
此隱代講經法師己名。

(9)給孤長者問耆陀太子，言道：「某乙不知。」（斯 3050〈不知名變文（二）〉）
此隱代耆陀太子己名。

(10)婢女言道：「某乙蓮花並總不買（賣），名（明）日然燈佛到蓮花成（城）
中供養世尊。」（斯 3050〈不知名變文（二）〉）
此隱代婢女己名。

(11)婢女卻道：
「不用與價，某乙今劫女人之身。」（斯 3050〈不知名變文（二）〉）
此隱代婢女己名。
（斯 3050〈不知名變文（二）
〉
）
(12)（接前例）：「……某乙得個自在女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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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隱代婢女己名。

(13)迴鶻既敗，當即生降，

歸。 所來為寇，非

實慮尚書徵兵

來伐。（伯 3451〈張淮深變文〉）
此隱代迴鶻己名。

(14)太子答曰：
「ㄙ乙本無父母，亦無宗枝，旦（但）緣家貧，遊行莨（浪）蕩！」
（伯 3645〈前漢劉家太子傳〉）
此隱代太子己名。

(15)童子答曰：
「ㄙ乙此鼓切不可打，若打者必有不祥之事。」（伯 3645〈前漢劉
家太子傳〉）
此隱代童子（太子）己名。

(16)是 當直。（斯 2073〈廬山遠公話〉）
此隱代樹神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17)老人答曰：「 等不是別人，是八大海龍王。」
此隱代老人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18)（接前例）：「…… 等弟兄八人別無報答。」
此隱代老人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
(19)（接前例）：「……即是 等願足。且辭和尚去也。」
此隱代老人己名。

(20)使君聞語，遂命和尚昇廳而坐，發言相問：「是 悴（猝）患生腦疼。」（斯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隨州使君（楊堅）己名。

(21)使君得教，頂謁再三，啟言和尚：「雖自官家明有宣頭，不得隱藏師僧，且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在 衙府迴避，乞（豈）不好事。」
此隱代隨州使君（楊堅）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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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衾虎聞語，心生不分：
「啟言將軍，但 面辭隋文皇帝之日，剋收金璘（陵），
一事未成。」（斯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23)衾虎答曰：「 弟一要陳家地理山河。」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24)蠻奴聞言：「此緣小事，後 奏上陳王。」（斯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任蠻奴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25)衾虎答曰：「 弟二要兵馬庫藏。」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斯 2144〈韓擒虎
(26)衾虎答曰：
「 弟三要陳叔保(寶) 手(首)進上隋文皇帝。」
話本〉）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斯 2144〈韓擒虎
(27)諸將啟言將軍：「但 即知用命，不會兵書，將軍若何？」
話本〉）
此隱代將軍己名。

(28)衾虎亦（一）見，處分左右，冊起蠻奴：
「具（拒）狄（敵）者殺，來頭（投）
便是一家，容 上隋文皇帝，請作叔父恩養，即是衾虎願足。」（斯 2144〈韓擒虎
話本〉）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斯 2144
(29)陳王聞語，啟言將軍：
「容 修書與周羅侯降來，乞（豈）不好事。」
〈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陳王己名。
（斯
(30)啟而言曰：
「 緣是敗君（軍）之將，死活二徒（途）
，伏乞將軍一降。」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周羅侯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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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天使亦（一）見，仿（方）便來救，啟言蕃王：「王子此度且放。但 願請
弓箭，射鵰供養單于。」（斯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天使（韓衾虎）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32)神人答曰：「 緣是五道將軍。」
此隱代神人己名。

(33)衾虎聞語，或（忽）遇（語）五道大神：
「但 請假三日，得之已府（否）？」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此隱代韓衾虎己名。
（斯 2144〈韓擒虎話本〉）
(34)（五道大神：）「 屬大王所管。」
此隱代神人己名。
（斯 2144〈韓
(35)當時祗對：「 緣二人是天曹、地府，來取大王，更無別事。」
擒虎話本〉）
此隱代神人己名。

(36)ㄙ乙伏承阿郎萬萬歲，夫人等劫石不傾移。（伯 3500〈二月仲春色光輝詩〉）
此隱代唱詞者己名。
（伯 3500〈二月仲春色光輝詩〉
）
(37)優償（賞）但知與壹疋錦，令ㄙ乙作個出入衣。
此隱代唱詞者己名。
至於作三身隱名代詞者亦有之：
（斯 3050〈不知名變文〉
（二））
(38)今日是者個童子替其某乙，心中便是發其惡心。
此隱代第三身善惠之名。

(39)唐天子太宗皇帝李ㄙ乙生魂。（斯 2630〈唐太宗入冥記〉）
此隱代第三身李世民之名，當為避皇帝諱而以ㄙ乙代之。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知道，
「某」等詞彙作一身隱名代詞是最為常見的，相較之下，
作虛指代詞、第一人稱代詞、二身隱名代詞、三身隱名代詞的例子就顯得不多見。而「某」
的用法，可說是「某」
、
「某甲」
、
「某乙」三者當中最為多樣複雜的。不過，整體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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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數量若能更多些，且不是集中在若干作品，相信考察起來，成果應更具代表性。

四、「某甲」、「某乙」的互通性與差異性
由於變文中的「某甲」僅一見，我們也就無從得知其與「某乙」的用法是否有異，
但，若檢視敦煌文獻中其他類別的寫卷時，可發現二者的用法實無太大的差別，這就我
們所說的互通性。以契約文書為例，「某甲」、「某乙」不但用法上常有互通的情形，且
出現的頻率亦無太大的懸殊，如：
奴某甲婢某甲。（斯 4374〈從良書〉）
某尊甲身梁患疾，……右

生居杯幻，處在凡流。（斯 6537〈遺書一道〉）

今則兄ㄙ乙弟ㄙ甲。（斯 6537〈分書〉）
長男ㄙ甲，次男ㄙ甲，某女。（斯 6537〈慈父遺書〉）
某年月日，ㄙ甲緣己身染患，……右ㄙ乙身居懷質，處在凡流。（伯 4001
〈遺書一道〉）
無論貴賤、長幼均可用「某甲」或「某乙」
。就連「某甲」極少出現的書儀文書，
二者的用法亦可發現沒太大的差別，如：
副使ㄙ甲、百姓等狀上

阿郎衙

右ㄙ月鎮使李ㄙ甲奉

帖上州，……書手

ㄙ乙，右奉差會稽抄錄。（斯 5606〈鎮使不在鎮內百姓保平安狀〉）
上某大官閤下

具官銜某甲，僧言沙門ㄙ乙狀封……與賤者書

書

父母几前

ㄙ甲敬封

人某甲

敬通上第執

謹狀（斯 4374〈封題樣〉）

若說「李ㄙ甲」表尊重，那〈唐太宗入冥記〉中隱代李世民的「李ㄙ甲」又做何
解釋？對賤者自稱「ㄙ甲」
，對父母亦自稱「某甲」
。因此，從這些例子當中，我們實在
很難看出「某甲」
、
「某乙」用法上有何差異。
如上所言，
「某甲」
、
「某乙」的用法固有其互通性，但二者似乎又具有某種不相混
淆之處，如，都保存二本以上寫卷的不管是〈太子成道經〉
，或者是〈前漢劉家太子傳〉，
在不同的寫卷中皆相當一致的全為「某乙」而未見有作「某甲」者；而在變文中出現「某
乙」頻率最高的〈韓擒虎話本〉
，雖只留下斯 2144 一本，但也未曾出現「某甲」者。尤
有甚者，是「弟子」一詞之後，若需隱代人名，敦煌文獻均接「某甲」，尚未見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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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者，如：
弟子某甲今日以此讀經念佛種種功德，迴施四恩三有、法界眾生。（伯 3183
〈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
弟子某甲至心奉請清淨法身毗盧遮那佛。（斯 3427〈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弟子某甲等合道場人，願持如上受戒懺悔。（斯 4081〈第六迴向發願〉）
25

弟子某甲 敬禮常住三寶。（斯 5589〈散食文一本〉）
弟子某甲等，為一切眾生。（天津市文物公司藏編號 456〈齋文〉）

26

這些齋願文的例子，正與變文僅一見於斯 6551〈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之例
是一致的，且該例的語言，又與齋願文相當類似，我們或可說當時創作者也好，抄寫者
也好，對此類文體必須提及弟子的名氏時，總習慣以「某甲」為之，至於是否可擴及所
有的佛事應用文書，則有待商榷，畢竟，除「弟子」一詞是與「某甲」聯繫一起之外，
其餘的佛事文書亦可見作「某乙」之例，如：
我比丘某乙，為布薩故行籌。（斯 543〈大乘布薩維那文〉）
大德僧聽：眾請律師某乙為眾誦戒，比丘某乙梵音，戒師昇高座。（斯 543
〈大乘布薩維那文〉）
大姉僧聽：我比丘尼某甲，爾許長衣過十曰犯捨墮。今捨與諸長老。（斯
600〈犯捨墮衣於三人中捨文〉）
「律師」
、
「比丘」與「某乙」
，
「比丘尼」又與「某甲」
，可見二者的用法在佛事文
書中仍並無太大的差別。
諸此種種，均說明了敦煌文獻中「某甲」、「某乙」的用法並無太大的區別，常互
為通用，但卻又有其不相混淆的差異性，且整體來說，「某甲」、「某乙」各自出現的頻
率，又與一般典籍文獻有所差距，其間的因由，我們或可以俞光中、植田均於《近代漢
語語法研究》一書所言做為說明，其云：
《祖堂集》有數量極多的「某甲」卻無「某乙」，《敦煌變文集》只見「某
乙(ㄙ乙)」，且只見於個別篇章，足見二者用法上雖無不同，卻有作品選擇

25

該寫卷原作：「開宗皇帝御製禱」，當即「開宋皇帝御製禱」，而宋開國國君即趙匡胤，此隱代趙匡胤
己名。
26
天津市文物公司：《敦煌寫經》，天津：文物出版社，1998.10 一版一刷，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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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上的不同。……「某甲」與「某乙」使用面較窄，有文體（禪宗）與地
域限制。

27

雖然它說《敦煌變文集》只見「某乙」是不確的，但，對於包括《祖堂集》在內
的典籍文獻出現極多的「某甲」而變文中卻相反的此一情況所做的解釋，則可說是目前
為止較具說服性的意見。敦煌發現的變文、齋願文、書儀等文獻，作者或為長時間與廣
大百姓為伍的民間文士、佛道僧徒，若作者非民間文士、佛道僧徒，抄寫者也絕大多數
是來自民間的文士、佛道僧徒，這一群文士、佛道僧徒既不同於上階層的知識分子，也
與廣大的百姓有異，自然有其創作、流傳的書寫系統，而且「某甲」與「某乙」雖僅一
字之差，但在唐五代時期印刷術仍不甚發達，大部的文獻只能以抄寫的方式流傳，若能
少一筆一劃，也能加快抄寫的速度，故「某」也就成了「ㄙ」
，
「某乙」則合文為「 」，
而「甲」與「乙」相較之下，
「乙」一字形也就較受青睞。
總之，我們可以說「某甲」、「某乙」的用法是沒有太大的差異，具互通性的，而
其選擇則又有若干的習慣，具差異性的。

五、結 論
敦煌變文中「ㄙ」
、
「ㄙ甲」
、
「ㄙ乙」
、
「 」等諸字形，即為「某」
、
「某甲」
、
「某乙」，
尤其是「 」萬不可與「某」相混，這樣只會徒增困擾而已。至於「ㄙ」之所以較「某」
更為多見，蓋因敦煌文獻具通俗的性格，書寫總喜簡省筆畫，俗字也就相當的繁多。而
「某」
、
「某甲」
、
「某乙」的用法，包括了有人稱代詞、隱名代詞、虛指代詞等三種，以
隱名代詞的使用最為發達；而以「某」的用法含蓋面最為廣泛，三種情形均可「某」字
看到例證。至於「某甲」與「某乙」二詞之間，就其用法上並無明顯的差異性，只不過
不同的作者、抄寫者在選擇習慣上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用法上是具互通
性，選擇上是具差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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