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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形聲為構成漢字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形聲字的形符，可以表示事物的類

別。例如从「玉」為形符的形聲字，多與玉有關，說文每於各部首下說明:「凡

某之屬皆从某」。然就玉之屬中的從屬字，詞義關係上可歸納出與玉相關特質的

不同類別。或為「玉名」，如: 璙、瓘、璥等；或為「玉之美惡」， 如璑、璿、

球等；或言「治玉」，如琢、琱、理等。其中以「雨」為形符的字族，多以天氣

現象為主軸，亦囊括了相近性質事物的不同類別，故今以《說文．雨部》字族為

詞義分析，並透過雨部字族詞義特徵歸納詞義場系統。 

 

貳、 《說文解字》「雨」部字族詞義分析 

《說文解字》中「凡雨之屬皆从雨」之字族為: 「雨、靁、霣、霆、霅、電、

震、䨮、霄、䨷、雹、霝、零、 、 、霢、霂、 、 、 、霃、 、 、霖、

 、 、䨞、 、霑、 、䨣、 、屚、霽、霋、霩、露、霜、霚、霾、霿、霓、

 、雩、需、䨒、霎、霞、霏、䨴、靄」 共計 51 字。 
 

1 雨 

《說文解字．雨部》：「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

凡雨之屬皆从雨。古文 。」1 

 

清．段玉裁注「水從雲下也。引申之凡自上而下者偁雨。一像天。冂象雲。

水霝其 閒也。氺者，水字也。王矩切。五部。凡雨之屬皆從雨。」
2 

    甲骨文作劉守清於《古文字選輯》中認為前六形上一橫劃象雲，雲下之小點

象雨點下滴之形，型態各異。七至九形上增一橫劃，似表層雲，或解做天。第九

形近似今之雨字。金文後一形與甲文第九形相近。說文作

，隸、楷繼金文後一形變化不大。「雨」之字，許氏書「冂

象雲」，按冂象自雲出非象雲，葉氏亦以為誤。3雨之字義為 空氣中之水蒸氣遇冷

凝結而降落之小水滴。 

2 靁 

                                                      
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a9-b1） 

2
 《說文解字段注本》，頁 577 

3 
 劉守清：《古文字選輯．第五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07），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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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4 

  

      清．段玉裁注「凡積三則爲衆。衆則盛。盛則必回轉。二月陽盛。靁發   

      聲。故以畾象其回轉之形。非三田也。」5 

    甲骨文作  （明藏 395），金文作  （中父乙罍），說文古文作 、

，說文作 即今楷書「雷」之字，其字形中間象閃電，圓圈表示雷聲，

整體字形象雷聲與閃電大作之狀。然今義僅為雲層放電時發出的巨響，如《禮記·

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6 

3 霣 

      《說文》:「雨也。齊人謂靁爲霣。从雨，員聲。一曰雲轉起也。」7 

  

      清．段玉裁注「齊人謂靁爲霣。各本齊上有雨也二字。按自靁篆至震篆  

      皆言雷電，自霝篆至霩篆皆言雨。叚令霣之正義爲雨，則當次於彼閒， 

      今刪。韻會本亦無此二字。齊人謂靁曰霣，方俗語言如此。靁，古讀如 

      回，回與員語之轉。」8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文古文作 ，說文作 ，按段注霣

乃齊之俗語，古音回與員之轉，故與靁同，其義亦為雷電。其文字从雷雨旁有閃

電的符號，到說文將其旁邊之閃電符號拿掉。 

4 霆 

      《說文》:「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从雨，廷聲。」9 

  

      清．段玉裁注「聲下有也字者，誤衍。鈴與挺皆以疊韻爲訓。靁所以生 

      物。而其用在餘聲鈴鈴然者。禮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10 

    說文作 ，《說文解字詁林》:「孫叔敖碑霆堅禹稷不能踰也，此以霆為庭

之假借，若朱龜碑威神庭電，則庭又為霆之假借矣。下電字云陰陽激燿也，古文

                                                      
4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1-b2） 

5
 《說文解字段注本》，頁 577 

6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173 

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3) 

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7 

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2-b3) 

1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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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穀梁隱九年傳電霆也。是古義霆電不別霆與電一聲之轉故，可通借許書乃分析

言之。」故古文中電、霆通用。11「霆、電」實同一詞，後來岐為二義，其聲曰

霆，其光曰電，故霆的本義為突然暴起之雷聲。 

5 霅 

      《說文》:「霅霅，震電皃。一曰眾言也。从雨，譶省聲。」12 

  

      清．段玉裁注「靁各本作震。今依韻會本。霅霅，聲光襍沓之皃。按馬 

      融廣成頌霅爾雹落。霅音素洽反。今俗語云霎時閒。霎卽霅之俗字。依 

      韻會本六字在此。譶，疾言也。霅以爲聲。或訓霅爲衆言。則是从言从 

      雨會意矣。吳都賦曰：『靸霅驚捷。』」13 

    說文作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十二》：「霅霅二字。其一為隸書複

舉字，校者又重之也，震電皃者。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霅，震電也。一曰，眾

言也。于甲反，則此是字林文。」14霅霅為雷電交作之狀，霎為霅之俗字，故今

言霎時，形容時間之短暫。 

6 電 

      《說文》:「電，陰陽激燿也。从雨，从申。」15 

  

      清．段玉裁注「孔沖遠引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靁。陰激陽爲電。電是靁 

      光。按易震爲靁。離爲電。月令靁乃發聲。始電。詩十月之交。春秋隱 

      九年言震電。詩采芑、常武、雲漢言靁霆。震靁一也。電霆一也。穀梁 

      傳曰:『電、霆也。』古義霆電不別。許意則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 

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燿言之謂之電。分析較古而㥦 

心。靁電者，一而二者也。」16 

    金文作  （番生簋蓋），說文古文作 ，說文作 。電與雷為同源，

雷从回，電从申，然《說文》將同一天氣現象的不同型態做區別，是以陰陽薄動

為雷，陰陽激燿爲電。 

    又電之甲文一說與「靁」同字，一說為今「申」字，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

                                                      
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一冊》（台北，中華書局，2014），頁 796 
12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3) 
13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7 
14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十二》（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頁 331 
1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3） 
1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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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釋》：「 象電燿屈折。許君曰:『申，電也。與訓『申，神也』異。」17申

字彎曲之狀象電之外形，而神不可通，古人視電為上天傳達之訊息，故電引申為

神之義。 

    唐孔穎達引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靁。陰激陽爲電。電是靁光。按易經震爲

靁。離爲電。古義霆電不別。許意則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

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燿言之謂之電。」故甲骨文雷電二者實為一體，皆指空

氣中正極負極電流碰撞所產生劇烈的天氣現象。金文中逐漸區分雷電之異同，古

義霆電雖不別，然至許慎《說文》則區分整體天氣現象為雷，雷響之餘聲為霆，

光亮為電，物體搖動之情況為震。 

7 震 

      《說文》:「劈歴振物者。从雨，辰聲。《春秋傳》曰：『震夷伯之 

      廟。』」18 

  

      清．段玉裁注「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靁爲霆。』倉頡篇曰： 

      『霆，霹靂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詩十月之交。春秋隱九  

      年、僖十五年皆言震。振與震曡韻。春秋正義引作震物爲長。以能震物 

      而謂之震也。引申之，凡動謂之震。」19 

    甲骨文作 ，說文或體作 ，說文作 ，《說文解字詁林》:「爾

雅釋天疾雷為霆，倉頡篇霆，霹靂也。蓋古謂之霆許謂之震。震借祇已見示部。

易，振恆釋文振。」20震為疾雷，但能發劈歷以振物，後又引伸至為震動之震。 

8 䨮 

      《說文》:「凝雨，說物者。今省作雪。」21 

  

      清．段玉裁注「冰各本作凝。今正。凝者，冰之俗也。釋名曰：『雪，綏 

      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故許謂之冰雨。說今之悅字。物 

      無不喜雪者。說與雪曡韻。」22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文作 ，會意字，甲骨文上从雨，

下从羽，惠天下大雪之意。篆文將雪片變成彗，成了手可掃之雨。隸變後，如今

                                                      
17

  
18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4) 
19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7-578 
2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一冊》（台北，中華書局，2014），頁 796 
2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4-b5) 
2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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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雪。23字義為水氣於空中遇冷而凝結成之六角形白色晶體，自天落下者。

其謂為冰雨，結冰之雨。 

9 霄 

      《說文》:「雨䨘爲霄。从雨，肖聲。齊語也。」24 

  

      清．段玉裁注「雨猶也。釋天曰：『雨䨘爲霄雪。』此霄字本義。若淮南 

      書上游於霄雿之野。高讀如紺綃之綃。此則別爲一義。乃今義行而古義 

      罕用矣。霄亦叚消。亦方俗語言如此。」25 

    說文作 ，䨘與䨷同義，雨䨘爲霄，故夾帶著米粒一般小雪的雨，即雨

雪雜下為霄。 

10 䨷 

      《說文》:「䨷，稷雪也。从雨， 聲。」26 

  

      清．段玉裁注「謂雪之如稷者。毛詩傳曰:『霰，暴雪也。』暴當是黍之 

      字誤。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霰』。詩箋 

      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團。』謂之霰。久之寒 

      勝則大雪矣。」27 

    甲骨文作  （前 4.9.8），金文作 (妾子 壺)，說文作 。段注:「謂

雪之如稷者。毛詩傳曰:『霰，暴雪也。』暴當是黍之字誤。俗謂米雪、或謂粒

雪皆是也。」故䨷之本義為如米粒一般之小雪。 

    張亞初:「卜辭 字，从雨从林(㪔)。林(㪔)與散音近字通。這是从雨从林

以林為聲的霖字。後來聲符林換成散作霰。廣韻上聲旱韻以散、㪔、 為同字。」
28或从見，䨷與霰、䨘音義同。 

11 雹 

      《說文》:「雨仌也。从雨，包聲。」29 

  

                                                      
23

 魏勵，《常用漢字源流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頁 1215 
24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5) 
25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26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5） 
27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28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168 
2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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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段玉裁注「仌舊作冰。今正。雨仌，謂自上而下之仌也。曾子曰： 

      『陰之專氣爲雹。』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 。陰氣脅之不相 

      入。則轉而爲雹。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甘泉則爲冰。此其驗也。』左 

      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30 

    甲骨文作 ，說文古文作 ，說文作 ，甲骨文象天空下雹之形，

古文繁化後，篆文改為從雨從包之會意，包也兼表聲。空中水蒸氣遇冷凝結而成

之冰粒或冰塊，常伴夏季暴雨降下。雹相較於前面「霰」米粒一般的小雪、「雪」

六角形白色冰體而言，雹之冰粒較大，而且落下之速度較快。 

12 霝 

      《說文》:「雨零也。从雨， 象 形。《詩》曰：『霝雨其濛。』」31 

  

      清．段玉裁注「 各本作零。今依廣韻正。霝與零義殊。許引東山霝 

      雨。今作零雨，譌字也。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傳曰：『零，落也。』零 

      亦當作霝。霝亦叚靈爲之。鄭風：『零露漙兮。』正義本作靈。箋云： 

      『靈，落也。』靈落卽霝落。雨曰霝 。艸木曰零落。」32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文作 ，下 字云餘雨也。段本改餘為

徐，但零字義為零星、為凋零，故當作餘。今東山詩作零雨是零為霝之通借。。 

13   

     《說文》:「雨零也。从雨，各聲。」33 

  

      清．段玉裁注「此下雨本字。今則落行而 廢矣。」34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文作 ，《說文．雨部》：「水从雲下也。

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閒也。凡雨之屬皆从雨。」此下雨本字，今多言落雨而

 本字少用。 

14 零 

      《說文》:「餘雨也。从雨，令聲。」35 

                                                      
3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3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5-b6) 
3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33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6-b7) 
34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3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6-b7) 

http://www.shuowen.org/view/7498?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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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段玉裁注「徐各本作餘。今依玉篇、廣韻及太平御覽所引纂要訂。 

      謂徐徐而下之雨。小雅。興雲祁祁。傳曰：『祁祁，徐也。』箋云：『古 

      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曓疾。』引申之義爲零星、爲凋 

      零。」36 

    說文作 ，段注：「零，徐雨也。」《說文》誤為餘雨，因其用零星之「零」

為解釋，又霝、 亦依此義之零為解釋，就零之本義應為徐徐而下之雨。 

15    

      《說文》:「 ，小雨財 也。从雨，鮮聲。讀若斯。」37 

 

      清．段玉裁注「小雨財 也。財當作才。取初始之義。今字作纔。从 

      雨。鮮聲。讀若斯。息移切。十六部。鮮聲在十四部而讀如斯者，以雙 

      聲合音也。」38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鮮，取鮮聲，取「雨」為形符，取「鮮」

為聲符，《玉篇˙雨部》解釋為小雨39 

16  霢 

《說文》:「霢，霢霂，小雨也。从雨，脈聲。」40 

 

清．段玉裁注「霢霂。句。小雨也。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釋天、

毛傳皆曰：『霢霂，小雨也。』釋名曰：『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

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按霢霂者，溟濛之轉語。水部溟下曰。小雨溟

溟也。濛下曰：『濛濛，溦雨也。』从雨。脈聲。」41 

    甲骨文作 (海 5.27)，說文作 ，「霢」之字，上雨下脈，取脈聲 

《說文》：「脈，血理分袤行體者。」本意為小雨，如「霢霢」為小雨綿密不斷，

又如「霢霂」可引申為汗如小雨一般不斷。 

17  霂 

                                                      
3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3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7) 
3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39

 《玉篇．雨部》，頁 288 
40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7) 
41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http://www.shuowen.org/view/7498?bushou=%E9%9B%A8


8 
 

      《說文》:「霢霂也。从雨，沐聲」42 

 

      清．段玉裁注「霢霂也。此雙聲字。」43 

    說文作 ，「霂」之字，上雨下沐，取沐聲。《說文》：「沐，濯髮也。」

本義為雨，可引申用法為「霢霂」為流汗貌。 

18    

      《說文》:「小雨也。从雨，酸聲。」44 

 

      清段玉裁注「小雨也。从雨。酸聲。」45 

    說文作 ， 本義為小雨。 

19    

  《說文》:「微雨也。从雨，㦰聲。又讀若芟。」46 

 

      清．段玉裁注「 溦雨也。溦各本作微。今正。水部曰：『溦，小雨 

      也。』今人謂小雨曰廉纖。卽 也。从雨。㦰聲。子廉切。七部。又讀 

      若芟。又字衍。一說謂讀若㦰矣、又讀若芟也。」47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㦰，取㦰聲。《說文》：「㦰：絕也。一曰

田器。从从持戈。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攕攕女手』。」48 

20    

       《說文》:「 ，小雨也。从雨，眾聲。《明堂月令》曰：『 雨』。」49 

 

       清．段玉裁注「月令無此文。惟季春行秋令，淫雨蚤降注云。今 

      《月令》曰衆雨，即許所據之『 雨』也，但記文淫雨。鄭注云霖雨。 

       許不當以小雨釋 。似小必是誤字。」50 

                                                      
42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7) 
43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44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7-b8) 
45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46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8) 
47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48

 《說文解字段注本．戈部》，頁 367 
4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8) 
5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05?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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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作 《月令》無 之字，但其文記淫雨。鄭注云霖雨。故 之字義

應如霖一般之久雨。 

21  霃 

      《說文》:「久陰也。从雨，沈聲。」51 

 

      清．段玉裁注「霃久 也。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沈卽霃之 

      叚借也。沈行而霃廢矣。」52 

    說文作 ，「霃」之字，上雨下沈，取沈聲。《說文》：「沈：陵上滈水也。」

53
久陰也。 

22    

      《說文》:「久雨也。从雨，兼聲。」54 

 

      清．段玉裁注「 久雨也。 之言連也」55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兼，取兼聲。。《說文》：「兼：并也。从又

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56本義為久雨。 

23    

      《說文》:「久雨也。从雨，圅聲。」57 

 

      清．段玉裁注「久雨也。」58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圅，取圅聲。《說文》：「圅：舌也。象形。

舌體  。」59本義為久雨。 

24  霖 

                                                      
5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8-b9) 
5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53

 《說文解字段注本‧水部》，頁 563 
54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9) 
55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56

 《說文解字段注本‧秝部》，頁 332 
5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9) 
5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59

 《說文解字段注本‧㔾部》，頁 319  

http://www.shuowen.org/view/7508?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08?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08?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09?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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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霖，雨三日已往。从雨，林聲。」60 

 

      清．段玉裁注「…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按許直用傳文 

      爲說也，已當作以。自三日以往，謂雨三日又不止。不定其日數也。雨 

      三日止，不得謂霖矣。韋注國語亦曰：『雨三日以上為霖，若宋人矣。』 

      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61 

    說文作 ，按段注，則雨勢兩三日不止，非僅三日之謂也，故超過三日以

上之久雨方得稱之為霖，義同淫雨。 

25    

      《說文》：「霖雨也。南陽謂霖 。从雨，㐺聲。」
62
 

 

      清．段玉裁注「俗本作謂霖雨曰 。全書多類此者。今不可盡正矣。其 

      字从㐺。㐺者，衆立也。故雨多取之。是可以證 雨之爲霖而非小雨 

      矣。淫雨卽 雨之叚借。」63 

    說文作 按段注，霖雨之俗語為 ，後以「淫」假借「 」，故 雨、淫

雨其本意皆霖雨同，為久雨。 

26    

      《說文》:「雨聲。从雨，眞聲。讀若資。」64 

 

      清．段玉裁注「 雨聲，从雨真聲，讀若資。真聲而讀若合資者。」65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眞，取眞聲。《說文》：「眞：僊人變形而登

天也。从 从目从乚；八，所乘載也。」66本義為雨聲。 

27  䨞  

      《說文》:「雨皃。方語也。从雨，禹聲。讀若禹。」67 

 

      清．段玉裁注「䨞雨皃。方語也。方上葢奪北字。北方謂雨曰䨞。」68 

                                                      
60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9-b10) 
61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62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9-b10) 
63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 
64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10) 
65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8-579 
66

 《說文解字段注本‧匕部》，頁 388 
6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10) 

http://www.shuowen.org/view/7512?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12?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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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作 ，「䨞」之字，上雨下禹，取禹聲。《說文》：「禹：蟲也。从厹，

象形。」69本義為雨。 

28    

      《說文》:「小雨也。从雨，僉聲。」70 

 

      清．段玉裁注「 小雨也。从雨。僉聲。」71 

    說文作 ，「 」之字，上雨下僉，取僉聲。《說文》：「僉：皆也。从亼从

吅从从。」72為「 」之異體字。 

29  霑 

      《說文》:「雨 也。从雨，沾聲。」73 

 

      清．段玉裁注「小雅。旣霑旣足。」74 

    說文作 ， ，浸濡、濡染。霑，被雨水濡濕、沾染。 

30    

      《說文》:「濡也。从雨，染聲。」75 

 

      清．段玉裁注「濡此義水部失載。於此見之。今人多用霑染、濡染。染 

      行而 廢矣。染者，以繪染爲色。非霑義。」76 

    說文作 ，濡濕。現在人多用霑染、濡染，故 廢除了。染是以繪色為

義，跟霑的意義不同。 

31    

      《說文》:「屋水流也。从雨，畱聲。」77 

                                                                                                                                                        
6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69 《說文解字段注本‧禸部》，頁 746 
70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3 (b10-a1） 
71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72 《說文解字段注本‧亼部》，頁 225 
73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1) 
74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7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1) 
7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7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1) 

http://www.shuowen.org/view/7514?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14?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16?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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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段玉裁注「水部曰：『濩， 下皃也。』釋名曰：『中央曰中 。』 

      古者 穴後室之 。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 下之處也。」78 

    說文作 ，屋簷上流下的水。土為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霤，

所祭土神也、主堂室居處。 下即屋簷下。 

32  屚 

      《說文》:「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79 

 

      清．段玉裁注「今字作漏。漏行而屚廢矣。漏者，以銅受水刻節也。」80          

    說文作 ，屚為現今的「漏」，漏為古代的一種計時器。通用「漏」所以

「屚」廢除。水由屋頂孔洞滴下。 

33  䨣 

      《說文》：「雨濡革也。从雨从革。」81 

 

      清．段玉裁注「雨濡革也。雨濡革則虛起。今俗語若朴。」82 

    說文作 ，雨水濡濕皮革，致其隆起不平整，「霸」字从月䨣聲，即從此

字而來。 

34  霽 

      《說文》:「雨止也。从雨，齊聲。」83 

 

      清．段玉裁注「釋天。雨濟謂之霽。濟，古多訓止者。如厲風濟則衆竅 

      爲虛是也。許云雨止者，以詁訓字易其本字也。凡止曰濟。雨止則有霽 

      字。洪範曰：『雨曰濟。今古文皆如是。是尙書用濟爲霽也。』」84 

    說文作 ，雨停。濟在古代多被用作停止之義。或許說雨停的人，是以

詁訓字代替它的本字，凡是停止之一便叫濟，雨濟為雨停，這才出現霽這個字。

引申義為開朗、明朗，或者是比喻怒氣消散，臉色轉為和悅等。 

                                                      
7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7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1-a2) 
8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8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2) 
8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83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2) 
84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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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霋 

      《說文》:「霽謂之霋。从雨，妻聲。」85 

 

      清．段玉裁注「霽謂之霋。」86 

    甲骨文作 (續 4.20.12)，說文作 ，霋就是霽，異音異形同義之字。 

36  霩 

      《說文》:「雨止雲罷皃。从雨，郭聲。」87 

 

      清．段玉裁注「淮南天文訓。道生於虛霩。虛霩生宇宙。今俗字作廓。 

      廓行而霩廢矣。」88 

    說文作 ，雨停雲散的情景。宇宙生成自虛霩（道）始。現通俗用「廓」，

廓盛行後霩便廢除了。義同「廓」，有空闊、開朗之義，還有雨止雲散之義。 

37  露 

      《說文》:「潤澤也。从雨，路聲。」89 

 

      清．段玉裁注「澤與露疊韻。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蔡邕月令     

      曰：『露者，陰之液也。』按露之言臚也。故凡陳列表見於外曰露。亦叚 

      路爲之。如孟子神農章羸露字作路是也。」90 

    說文作 ，滋潤。靠近地面的水氣，在夜間遇冷所凝結的水珠。凡是在外

者皆稱之為露。亦假借路為之。字義前後有部分變化，多出表現、甘甜液體、顯

現、洩漏等義。 

38  霜 

      《說文》:「喪也。成物者。从雨，相聲。」91 

 

                                                      
8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2-a3) 
8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8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3) 
8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8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3) 
9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9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3-a4) 

http://www.shuowen.org/view/7521?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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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段玉裁注「以疊韻爲訓。豳風。九月肅霜。傳曰：『肅，縮也。霜降 

      而收縮萬物。秦風。白露爲霜。』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 

      成。』按雷、雨、露皆所以生物。雪亦所以生物而非殺物者。故其用在 

      霜殺物之。詩言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生我百穀。其證也。許列字首 

      靁。爲動萬物者莫疾乎此也。次之以雪。乃次之以霝 。謂冬雪而後春 

      雨也。次之以露。露春夏秋皆有之。秋深乃凝霜也。次之以霜。而歲功 

      成矣。歲功以雪始，以霜終」92 

    說文作 ，接近地面的水蒸氣，遇冷凝結成的白色結晶顆粒。按照雷、

雨、露皆可生孕萬物，霜也可以，並非殺害生物者。 

39  霚 

      《說文》:「地气發天不應。从雨，敄聲。」93 

 

      清．段玉裁注：「霚，今之霧字。」94 

    說文籀文作 ，說文作 ，霚，溫暖潮溼的空氣吹過冷的地表面之上，

空氣溫度即會下降，地面附近的水蒸氣附著在小塵粒上，凝結成小水滴而漂浮在

地表。段注：「霚，今之霧字。」今義又引申為模糊、朦朧、看不清事實的真相

等義。 

40  霾 

  《說文》:「風雨土也。从雨，貍聲。《詩》曰：『終風且霾。』」95 

 

      清．段玉裁注「依釋天補三字。邶風。終風且霾。釋天曰：『風而雨土爲 

      霾。』傳曰：『霾，雨土也。』釋名曰：『霾，晦也。』」96 

    甲骨文作 （前 6.49），說文作 ，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雨土，

夾帶煙、塵等微粒的水氣。霾晦即為天色昏暗。 

41  霿 

《說文》:「天气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从雨，瞀聲。」97 

                                                      
9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93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4) 
94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9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4-a5) 
9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9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5) 

http://www.shuowen.org/view/7525?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26?bushou=%E9%9B%A8
http://www.shuowen.org/view/7527?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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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段玉裁注「晦本訓月盡。引申爲日月不見之偁。釋天曰：『霿謂之   

晦。』許言此者，欲人知霿與霚異也。」98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瞀」為聲符。「霿，晦也」，指天氣昏

暗，日光不明之意。 

42  霓 

  《說文》:「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99 

 

      清．段玉裁注「或字陸德明作也，一曰三字。非也。韻會白下無色字。 

是也。屈當作詘。許書云詰詘者，謂詘曲。屈非其義。許意詘曲之虹多 

靑赤。或有白色者。皆謂之霓。釋天曰：『螮蝀，虹也。』霓爲挈貳。郭 

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霓。』據此，似靑赤爲 

虹。白色爲霓。然析言有分。渾言不別。故趙注孟子曰：『霓，虹也。』 

虹見則雨。楚辭有白霓。」100 

    說文作 ，「雨」為形符，「兒」為聲符。段注曰：「雙出色鮮盛者為

雄，曰虹。闇者為雌，曰霓」，霓即副虹，乃與彩虹同時出現的彩色圓弧外圈，

較之彩虹的顏色為闇。 

43    

《說文》:「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 

阨』。」101 

 

      清．段玉裁注「成六年、襄九年、廿五年皆云墊隘。阨者，阸之隷變。 

      阸隘古通用。此謂 音同墊耳。非謂春秋傳有 隘也。而九經字㨾云 

       ，音店，寒也。傳曰：『 隘。』引說文而失其眞。遂致爲經作音而非 

      其實。以經典絕無 字也。』102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執」為聲符。寒也，天寒之意。 

44  雩 

  《說文》:「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或从羽， ，  

                                                      
9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 
9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5) 
100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79-580 

10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5-a6) 

102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80 

http://www.shuowen.org/view/7528?bushou=%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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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舞也。」103 

 

      清．段玉裁注「公羊傳曰：『大雩者何，旱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大雩 

      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  

      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精之帝。配以 

      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 

      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按鄭言五精之帝。高誘注時則訓曰：『帝， 

      上帝也。』許獨云赤帝者，以其爲夏祭而言也。以祈甘雨，故字从 

      雨。」 104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文作 ，仲夏之時舉行的古代求雨祭

典。 

45  需 

  《說文》:「 也。遇雨不進止 也。从雨，而聲。《易》曰：『雲上於 

      天，需。』」105 

 

  清．段玉裁注「䇓者，待也。以疊韻爲訓。易彖傳曰：『需，須也。』須   

  卽䇓之叚借也。左傳曰：『需，事之賊也。』又曰：『需，事之下也。』 

  皆待之義也。凡相待而成曰需。」106 

    需字在金文中 乃雨下有人形的會意字，與楚簡 同。演變至小篆

由从雨從人變為从雨从而，而乃鬍鬚之意。是以需有等待之意，段注：「需者，

待也」。 

46  䨒 

      《說文》:「水音也从雨，羽聲。」107 

 

      清．段玉裁注「江氏聲曰：『五聲羽屬水。』許字作䨒，與各書不同。今  

      按此當謂流水之音耳。」108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羽」為聲符，水聲。 

                                                      
103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6) 
104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80 
105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7-a8) 
106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80 
107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9) 
108

 《說文解字段注本‧雨部》，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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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霞 

  《說文》:「赤雲气也。从雨，叚聲。」109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叚」為聲符。日光斜照在雲層上，進而使

得雲有了其他顏色。如彩霞。 

48  霏 

  《說文》:「雨雲皃。从雨，非聲。」110 

     說文作 ，雨或雲綿密的樣子。 

49  霎 

  《說文》:「小雨也。从雨，妾聲。」111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妾」為聲符。本為小雨之意。今多引申

作短暫的時間解，如霎時。 

50  䨴 

      《說文》:「黮䨴，雲黑皃。从雨，對聲。」112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對」為聲符。形容天氣陰沉，黑雲之貌。 

51  靄 

《說文》:「雲皃。从雨，藹省聲。」113 

     說文作 ，取「雨」為形符，「謁」為聲符。雲氣、霧氣，如暮靄。 

 

參、 詞義場系統 
    《說文解字》中所錄雨部字族的五十一個字中，多為和濕氣、雨象相關，或

和伴隨雨所出現天氣現象有關的字，其順序安排上首為靁，表動萬物者莫疾乎此

                                                      
109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9) 
110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9) 
111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9) 
112

 《說文解字．大徐本》，十一冊下，頁 4 (a9-a10) 
113

 說文解字˙大徐本（雨部 V11 下 P4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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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次之以雪；乃次之以霝 ，謂冬雪而後春雨也。次之以露，露春夏秋皆有之；

秋深乃凝霜也。次之以霜，而歲功成矣；歲功以雪始，以霜終。是其安排上先言

雷電後言雨雪，並按農業社會運作安排其天氣現象次序。藉由歸納語義場可了解

這些字彙彼此間的聚合與關聯性。 

 
1. 雷電 

    靁即今雷，原為整體的雷電天氣現象，字形象雷聲與閃電大作之狀。然隨語

言的時間發展對於字義的需求增加，將打雷此一現象的不同面貌特徵語義分化，

許慎則將之統謂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燿言

之謂之電。」則區分整體天氣現象為雷，古義霆電雖無差別，然《說文》分為雷

響之餘聲為霆，光亮為電，物體搖動之情況為震。霅形容雷電交作之狀，霣字《說

文》為雨也，然按段注，齊人謂靁爲霣，又說文依據相近的語義順序排列，自靁

至震皆言雷電，故霣應為雷之義。 

2. 雪貌 

    䨮今省作雪，說文釋「凝雨」即冰雨也，遇寒結冰之雨為雪。又據雪的不同

型態細分，「霰」為稷雪，即米粒一般的小雪，「霄」說文云: 「雨䨘爲霄雪。」

䨘與䨷通，故夾帶小雪的雨，即雨雪雜下為霄。甲文字形上體積較雨及雪為大的

冰粒為雹。 

3. 雨勢大小  

    零《說文》誤為餘雨，按段氏依《玉篇》、《廣韻》及《太平御覽》考，零之

本義應為徐徐而下之雨。霝自字今與零混用，依段注零當為徐雨，霝之義與零不

同，然因其用零星、零落之「零」釋霝、 ，依此義霝為餘雨，零與靈皆為霝譌

字。 義為餘雨。段氏認為此下雨本字，然落行而本字廢。 

     、霢、霂、 、 、 、霎皆為小雨。 

    《說文》：「 ，小雨財 也」即小雨漸微。 

    霢霂為雙聲字，形容小雨，又引申為汗如小雨一般不斷。 

     《說文》誤為微雨，按段注 當作溦雨，「溦，小雨」故 為小雨之義。    

    霎原義為小雨，後叚借為霅之俗字，為雷電貌，又引申意為時間短暫。 

4. 雨時長短 

    霃為久陰，沈卽霃之叚借也，今沈行而霃廢矣。 

     、 、霖皆為久雨，然三日以上未止之雨勢方為霖，按段注，霖雨之俗語

為 ，後以「淫」假借「 」，故 雨、淫雨其本意皆霖雨同，為久雨。 說文

云「小雨」然按段注，《月令》無 之字，但其文記淫雨。鄭注云霖雨。故 之

字義應亦為久雨。 

5. 聲音  

     為雨聲，䨒為流水聲。 

6. 雨水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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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雨浸染為霑，被水浸濕為 ，今人用染而 廢矣。䨣則為雨水濡濕皮革。 

7. 雨流 

     為屋簷上流下的水。 

    屚為水由屋頂滴下，今漏行而屚少用。 

8. 雨停 

    霽與霋皆為雨停，霩為雨停雲散之景，今俗字作廓，廓行而霩廢矣。 

9. 天氣現象 

    露為在夜間遇冷所凝結的水珠。後凡是在外者皆稱之為露，引申出顯現、洩

漏等義。 

    霜為露水凝結為冰晶。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是以一年之

耕作以霜為結束。 

    霚即今之霧，為地面遇冷之水氣。 

    霾為風雨中夾帶沙土。 

    霓「為屈虹，青赤，或白之陰气也」段注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

者爲雌，曰霓。」即彩虹外層較為暗淡之副虹。 

10. 雲貌 

    靄為雲氣。 

    霞為紅雲。 

    䨴為黑雲。 

    霏為雨雲貌，即雲氣綿密的樣子。   

11. 其他  

    另有部分無所屬之字詞，如䨞為北方謂雨。霿為天色晦暗。�為天寒。雩為

祈雨儀式。需小篆後誤將底部人形作「而」，然原義為等待下雨，即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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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部字族語義場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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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從分析《說文》雨部字族 51 字後，可將語義相近者從中歸納出幾大類別特

徵。按《說文》排序自靁篆至震篆皆言雷電，自霝篆至霩篆皆言雨。其中許慎在

解釋字義時多採義界114的訓釋之法，由是觀之，可知上古農業社會，古人對天氣

原有非常詳盡的概念，並再就各概念意義做細分，將之相互聯繫和區別而形成「詞

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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