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文解字繋伝』巻二十五（二）
─『古今韻会挙要』による復元の試み─
住谷芳幸
岐阜女子大学文化創造学部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受理）

“Shuo wen jie zi xi zhuan” Vol. 25（2）
─ The attempt of restoration by “Gu jin yun hui ju yao” ─
Departmen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Faculty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Gifu Womenʼs University, 80 Taromaru, Gifu, Japan
（〒501⊖2592）

SUMIYA Yoshiyuki
（Received October 25, 2018）
考もある 2, 3）。それぞれに『韻会』からの引

はじめに（前号とほぼ同文）

用を示すが，その引用箇所は必ずしも明示さ

永元十二年（100）の「敘」を付す『説文

れてはいない。そのため，内容の吟味以前に

解字 』（以下『説文』とする）は，許慎が著

引用の確認に時間がとられる結果となる。論

した漢字の字書であり，現存する漢字の字書

文の公開が，知識の共有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

としては中国最古のものである。もっとも，

あるならば，各種データへのアクセスを容易

原本『説文』は現存せず，唐鈔本の残簡が現

にすることも重要な作業と考えるが，いかが

存する最古の『説文』である。
『説文』全体

であろうか。

として現在まで伝わるものとしては，宋代に

ところで，筆者は『繋伝』の索引を作成し

徐鍇と徐鉉とがそれぞれに校訂した，小徐本

た 4）が，その過程で『繋伝』と『韻会』との

と大徐本と通称される『説文』がある。この

対応関係を確認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ため，それ

うち，小徐本すなわち『説文解字繋伝』
（以

についての簡単なデータを作成した。その

下『繋伝』とする）の巻二十五は早くから失

データに，新たなデータを付加することによ

われており，現存の『繋伝』ではその部分を

り，
『繋伝』巻二十五と『韻会』との対応関

大徐本によって補っている。ただし，元代に

係を明らかにできそうに思われた。もっとも，

熊忠により撰述された『古今韻会挙要』
（以

『繋伝』巻二十五の復元については，「祁本

下『韻会』とする）は，黄公紹により撰述さ

のあとに附いている『校勘記』で大体のとこ

れた『古今韻会』を「挙要」したものである

ろが済んでいる」5）との見方もある。ただし，

が，
『繋伝』が引用されており，
『韻会』を参

「その考えに筆者は必ずしも同意できな

照することにより，
『繋伝』巻二十五もある

い。
」6）との意見もある。そこで，以下に示す

程度は復元できるようである 1）。また，
『韻

ような『繋伝』巻二十五と『韻会』との対応

会』を利用した『繋伝』巻二十五に関する論

関係を示すデータを作成した。小論の筆者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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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に公開してきた。ただ
し，今回のような印刷した資料として公開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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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卓］《［韋爰］也從素卓｜聲昌約切》
◎綽《〔說文〕緩也｜本作［素卓］》。見下。
綽《［素卓］或｜省》

ることにも幾何かの意義もあろうと考え，あ

◎綽《‥〔說文〕緩也｜本作［素卓］从素

えてこのような形で公表するとした。また，

卓聲〔史〕相如傳…》，453，28，2，u，3，

紙幅の関係上，前号では九丁表三行目までの

綽・尺約切

糸部のみとを掲載したが，今回はそれ以後を

［素爰］《［素卓］也從素爰｜聲胡玩切》

掲載する。そのため，データ化の基本方針等

○緩《集韻或作［素爰］》。見下。
緩《緩或｜省》‖

は前号を参照されたい。
なお，
『繋伝』としては，中華書局刊『説
文解字繋伝』 所収の祁寯藻本影印を用いた。
7）

○緩《‥｜舒也〔增韻〕遲也集韻或作［素
爰］
》
，261，13，25，o，2，緩・合管切
文六

中華書局刊『繋伝』252 頁から 260 頁までが，

重二‖

巻二十五である。また，
『韻会』としては，

09 ウ

中文出版社刊『古今韻會擧要』 所収の光緒

絲《蠶所吐也從二糸凡絲｜之屬皆從絲息茲切》

九年十月淮南書局重刊本影印を用いた。

‖

8）

また，注の番号については，前号からの連

◎絲《
〔說文〕絲蠶所吐也从二｜糸糸音覓
一 曰 一 蠶 爲 ‖ 忽 十 忽 爲 絲 ｜ …》
，57，2，

番とした。

29，o，2，思・新茲切
『説文解字繋伝』巻二十五

轡《馬轡也從絲從軎與連同｜意詩曰六轡如絲
兵媚切》

09 オ

瞥坦《皆古｜文彝》‖

◎轡《〔說文〕馬轡也从絲从 軎〔增韻〕馬
韁〔禮記〕曲禮注｜疏云…‖…詩云六轡在

◎彝《集韻古作〔瞥〕
〔坦〕
》
。見上。

｜手…》，315，17，26，o，6，祕・兵媚切

緻《密也從糸致｜聲直利切》‖
◎緻《‥〔說文〕密也从糸致聲｜或作〔致〕
〔禮記〕…》，310，17，15，o，5，緻・直

鱈《織絹從糸貫杼也從｜絲省丱聲古還切臣‖
鉉等曰丱｜古磺字》‖
○なし。

利切
文二百四十八

文三‖

重三十一‖

｛浦糸｝《白緻繒也從糸浦取其澤也｜凡素之屬

率《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凡率之屬
皆從率所律切》‖

皆從素桑故切》‖
◎素《‥〔說文〕白緻繒也本作〔
｛浦糸｝
〕

◎率《‥〔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

｜从糸浦取其澤也隷作素質也〔列子〕…》
，

其‖竿柄也今文作率一曰領也從也自也〔廣

328，18，20，o，7，素・蘇故切

韻〕…》，430，26，14，o，2，率・朔律切

霄《素屬從素収｜聲居玉切》

文一‖
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

○なし。
［素勺］
《白［素勺］縞也從素｜勺聲以灼切》
○なし。
［素率］
《素屬從素率｜聲所律切》‖
○なし。

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
皆從虫‖（10 オ）許偉｜切》‖
◎虫《‥〔說文〕注見下虺字象臥形物之微
細｜或羽或毛或臝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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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
，233，12，3，u，1，虫・詡鬼切
◎虺《〔說文〕本作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

（住谷芳幸）

○なし。
蛹《繭蟲｜也從‖虫甬聲｜余隴切》

擘指象其｜臥形或作虺〔說文〕虺以注鳴

◎蛹《
〔說文〕繭蟲也从虫甬聲蠶化爲蛹蛹

〔詩〕維虺維蛇〔爾雅〕‖…》
，233，12，3，

‖化爲蛾〔韓愈詩〕眇若抽獨蛹〇毛氏‖韻
｜增》，218，11，7，o，4，甬・尹竦切

u，2，虫・詡鬼切

螝《蛹也從虫鬼聲｜讀若潰胡罪切》

10 オ

○なし。

［虫緝］
《虫也從虫緝｜聲芳目切》
◎蝮《‥〔說文〕虫也從虫｜复聲爾雅謂之
蝝〔前〕五行志…》,409,25 , 6 ,u, 3 , 蝮・芳

蛕《腹中長蟲也從｜虫有聲戶恢切》
○なし。
蟯《腹｜中‖短蟲也從虫｜堯聲如招切》

六切

○なし。

螣《神蛇也從虫｜渥聲徒登切》
◎螣《
〔說文〕｜神蛇‖也〔荀子〕…〇毛
氏韻增》
，187，9，10，o，8，騰・徒登切

雖《似［虫折］蜴而大從｜虫唯聲息遺切》
◎雖《
〔說文〕蟲名似蜥蜴｜而大有文从虫
唯‖聲一曰不定也〔廣韻〕…》，62，2，39，

蚦《大蛇可食從虫｜冄聲人占切》‖
◎蚦《〔說文〕大蛇可食从虫冄聲出晉安大

u，2，綏・宣隹切

者二｜三圍長十丈行往不舉頭牙有長五六寸

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從虫兀聲‖
（10

‖者》
，213，10，21，o，2，尖・如占切

ウ）臣鉉等曰兀非｜聲未詳許偉切》
◎虺《
〔說文〕本作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

螼《螾也從虫堇｜聲弃忍切》

擘指象其｜臥形或作虺〔說文〕虺以注鳴

○なし。

〔詩〕維虺維蛇〔爾雅〕‖…》，233，12，3，

螾《側行者從虫｜寅聲余忍切》
◎［虫夤］
《
〔說文〕側行者从虫夤聲〔周禮〕

u，2，虫・詡鬼切

考工記…或作蚓…》
，253，13，10，u，3，引・

10 ウ

以忍切

蜥《蜥易也從虫｜析聲先擊切》
○蜥《蜥蜴注｜見蜴字‖〇毛氏｜韻增》
，

蚓《螾或｜從引》
◎［虫夤］
《或作蚓》
。見上。

474，29，7，o，5，錫・先的切
参照・繫傳・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

螉《蟲在｜牛馬‖皮者從虫翁｜聲烏紅切》

說…移尺反》，192，18，15，u，7

○なし。

参照・◎蜴《
〔說文〕易［虫折］易蝘蜓守

䗥《螉䗥也從虫｜從聲子紅切》

｜宮也象形或作蜴〔爾‖雅〕…》，470，28，

○なし。
蠁《知聲蟲也從虫｜鄕聲許兩切》

35，u，4，睪・夷益切

◎蠁《〔說文〕知聲蟲也从虫響省聲陸佃云
〔爾雅〕｜圓貉蟲蠁郭云蛹蟲〔廣雅〕…》
，
284，15，18，o，1，響・許兩切
［虫向］‖《司馬相如｜蠁從向》
○なし。
蛁《蟲也從虫召｜聲都僚切》
○なし。

脯《蟲也從虫［祟又］｜聲祖外切》

蝘《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從虫匽聲‖於殄
｜切》
○蝘《蟲名蜩螗也一曰蝘蜓守宮也詳見靑｜
韻蜓字注集韻或作｛匽畆｝〇毛氏韻增》
，
257，13，18，u，3，偃・於幰切
参照・○蜓《蜻蜓蟲名…》，183，9，2，u，
3，庭・唐丁切
参照・○蜓《蝘蜓一曰守宮｜詳見靑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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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し。

266，14，8，o，1，殄・徒典切

蛣《蛣［虫出］蝎也從虫｜吉聲去吉切》

｛匽畆｝
《蝘或｜從畆》

◎蛣《蟲名〔說文〕蛣［虫出］蝎也从虫吉

○蝘《集韻或作｛匽畆｝
》
。見上。

聲〔後〕竇武傳…》，424，26，1，o，7，詰・

蜓《蝘蜓也從虫廷聲｜一曰螾蜓徒典切》
○蜓《蜻蜓蟲名…》
，183，9，2，u，3，庭・

契吉切
［虫出］《蛣［虫出］｜也從‖虫出聲｜區勿切》

唐丁切
○蜓《蝘蜓一曰守宮｜詳見靑韻注》
，266，

○なし。
蟫《白魚也從虫｜覃聲余箴切》

14，8，o，1，殄・徒典切
蚖
《榮蚖蛇醫以｜注鳴者從虫‖元聲愚｜袁切》

◎蟫《〔說文〕動貌〔後〕廣成頌蝡｜蝡蟫

◎蚖《〔說文〕榮蚖｜蛇醫以注‖鳴者从虫

蟫物動貌又木韻‖覃韻｜今增》，204，10，4，

元聲〔揚子〕…》
，113，5，14，o，8，元・

o，3，尋・徐心切

愚袁切

◎蟫《〔說文〕白魚也从虫覃聲〔增韻〕…》，

蠸《蟲也一曰大螫也讀若蜀｜都布名從虫雚聲

205，10，6，o，5，淫・夷針切
蛵《丁蛵負勞也從｜虫巠聲戶經切》

巨員切》

○なし。

○なし。
螟《蟲食穀葉者｜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從虫從

蜭《毛蠹｜也從‖（11 オ）虫臽聲｜乎感切》
○なし。

冥｜冥亦聲莫經切》
◎螟《〔說文〕蟲食穀葉者吏冥冥犯法卽生

11 オ

螟〔爾雅〕…》
，184，9，4，u，2，冥・忙經切

蟜《蟲也從虫喬｜聲居夭切》

蟘《蟲食苗葉者吏乞貸則生蟘從虫｜從貸貸亦

◎蟜《〔說文〕蟲名从｜虫喬聲〔文選〕‖…》，

聲詩曰去其螟蟘臣鉉‖等曰今俗作｛弋虫｝｜

269，14，14，u，8，矯・舉夭切
蛓《毛蟲也從虫｜𢦏聲千志切》

非是徒得切》
◎［虫貣］
《
〔說文〕蟲食苗葉者本作〔蟘〕
从虫从貸｜貸亦聲引詩去其螟 蟘 省作〔
［虫

○なし。
｛圭虫｝《蠆也從｜虫圭聲‖烏蝸｜切》

貣 ］〕吏乞‖貸則生 蟘 或作〔螣〕今文詩去

◎蛙《‥〔說文〕蝦蠆屬本作｛圭虫｝今文

其螟螣〔詩詁〕…〔記〕月令…又作〔
｛弋虫｝
〕

作蛙｜長腳喜鳴陸佃曰其聲哇淫又淫也傳曰

｜說文徐鉉等曰俗作｛戈虫｝非》
，480，29，

紫色‖蛙聲或作鼃漢…》，92，4，12，o，1，

19，u，1，特・敵德切

蛙・烏蝸切

蟣《蝨子也一曰齊謂蛭曰｜蟣從虫幾聲居稀

◎蛙《〔說文〕本作〔鼃〕蝦蠆也或作蛙｜

切》

亦書作䵷詳見佳韻內注》，156，7，28，o，2，

◎蟣《‥〔說文〕蝨子一曰齊｜謂蛭曰蟣从
虫幾聲〔集韻〕…》
，232，12，1，o，3，蟣・

窊・烏瓜切
蚔《
｛圭虫｝也從虫氏｜聲巨支切》
○なし。

舉豈切

｛苗虫｝《毒蟲也象｜形丑芥切》

蛭《蟣也從｜虫至聲‖之日｜切》
◎蛭《〔說文〕蟣也一｜曰水蛭从虫‖至聲

◎蠆《‥〔說文〕蠆毒蟲｜也象形長尾爲蠆

〔博物志〕…》
，426，26，5，o，4，質・職

短尾爲蠍蓋象‖其奮螯曳尾之形〔考經緯

日切
蝚《蛭蝚至掌也從｜虫柔聲耳由切》

云〕…》，3

44，20，5，u，8，蠆・丑邁切

｛苗畆｝《蠆或｜從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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蠖《尺蠖屈申蟲也從｜虫蒦聲烏郭切》

○なし。

◎蠖《
〔說文〕尺｜蠖屈伸‖蟲也从虫蒦聲

蝤《蝤｜｛齊虫｝‖也從虫酋｜聲字秋切》
◎蝤《
〔說文〕｜蝤｛齊虫｝‖也〔詩〕領

陸佃云蚇蠖一名蝍［虫就］一名步屈似蠶食

如蝤蠐詳見齊｜韻蠐字注〇毛氏韻增》
, 194，

葉｜老亦吐絲作室繭化爲蝶〔漢志〕…》，

9，23，o，3，酋・慈秋切

455，28，5，u，6，雘・居郭切

｛齊虫｝
《｛齊虫｝
｛曹畆｝也從虫｜齊聲徂兮切》
◎蠐《
〔說文〕
｛齊虫｝
｛曹畆｝本作｛齊虫｝

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董仲｜舒說蝗子也
從虫彖聲與專切》

从虫齊｜聲今書作蠐〔詩〕領如蝤蠐》
，90，

◎蝝《〔說文〕復陶也从｜虫彖聲〔劉歆說〕

4，7，o，4，齊・前西切

‖蚍蜉之有翼者〔董仲舒說〕蝗子〔春秋〕
…》
，130，6，11，u，6，沿・全專切

強《蚚也從虫弘聲徐鍇曰｜弘與強聲不相近秦

螻《螻蛄也從虫婁｜聲一曰｛殸虫｝天螻‖（11

刻‖石文從口疑從｜籒文省巨良切》
○强《‥勉｜强牽强又自是也又‖木强不柔

ウ）洛矦｜切》

和 貌〔 荀 子 〕 … 〇 毛 氏 韻 增 》
，388，23，

◎螻《〔說文〕螻蛄也一名仙姑一名｜石鼠〔爾

18，u，6，强・其亮切

雅〕螜天螻又曰蝚蛄‖螻爾雅翼…》，
201，9，

｛彊畆｝
《籒文強從｜畆從彊》

37，u，2，婁・郞侯切
11 ウ

○なし。

蛄《螻蛄也從虫｜古聲古乎切》

蚚《強也從虫斤｜聲巨衣切》

◎蛄《
〔說文〕螻蛄也从虫古聲臭蟲一名 螜

○なし。

一名天螻〔禮〕…》，79，3，24，o，3，孤・

蜀《葵｜中‖蠶也從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

攻乎切

身蜎蜎詩曰蜎蜎者蜀巿玉切》
◎蜀《‥〔說文〕注見蠋字又郡名秦置卽益

蠪《丁螘也從虫｜龍聲盧紅切》
○なし。

州｜地又〔爾雅〕…》
，418，25，24，u，1，
蜀・殊玉切

蛾《羅也從虫｜我聲臣鉉‖等按爾雅蛾羅蠶蛾

◎蠋《〔說文〕蜀葵中蠶从虫上目象蜀頭形

也畆部巳｜有｛我畆｝或作䖸此重出五何切》

中象其身蜎蜎引｜詩蜎蜎者蜀淮南子云蠶與

◎蛾《〔說文〕羅也本作｛我畆｝今｜作蛾〔爾

蜀相類而愛憎異也今文‖作蠋〔詩〕蜎蜎者

雅〕蛾羅蠶蛾‖也蠶化飛蟲陸佃云蛾似黃蝶

蠋一名蚅〔爾雅〕…》
，418，25，24，u，2，

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螓首蛾眉

蜀・殊玉切

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亦書
作䖸〔揚雄傳〕｜…》，150，7，16，o，7，

蠲《馬蠲也從虫目益｜聲乁象形明堂月‖令曰

莪・牛何切

腐艸爲｜蠲古玄切》
◎蠲《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益聲｛罒

螘《蚍蜉也從虫｜豈聲魚綺切》

勹｝象形明堂月令腐草爲蠲｜一曰明也潔也

◎螘《‥〔說文〕蚍蜉也从虫｜豈聲〔爾雅〕

又除也又齊韻》
，127，6，6，o，6，涓・圭

蚍蜉大螘小或作〔蟻〕史記‖五帝紀…》，

玄切

220，11，11，u，3，螘・語綺切

○蠲《蟲名又｜潔也明‖也洗也〔書〕…〇

蚳《螘｜子‖也從虫氐聲周禮有｜蚳醢讀若祈

毛氏韻增》
，91，4，9，u，5，圭・涓畦切

直尼切》
◎蚳《〔說文〕螘子也从虫氐聲又〔周｜禮〕

螕《齧牛蟲也從虫｜｛囟比｝聲邉兮切》

…集韻或‖作〔｛氐畆｝〕古｜作〔縡〕
》
，49，

○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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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蝤蠐也從虫｜曷聲胡葛切》

2，14，o，3，墀・陳尼切

○なし。

｛氐畆｝
《籒文蚳｜從畆》
◎蚳《集韻或‖作｛氐畆｝古｜作縡》
。見上。

縡《古文蚳｜從辰土》

蜆《縊女也從虫｜見聲胡典切》
○なし。

◎蚳《集韻或‖作｛氐畆｝古｜作縡》
。見上。

蜰《盧｜蜰‖也從虫肥｜聲符非切》
○ 蜰《〔爾雅〕蜚 蠦蜰 郭云今之臭蟲〔五行

蠜《饉蠜｜也從‖虫樊聲｜附袁切》
◎蠜《〔說文〕名｜蠜也从‖虫樊聲廣｜韻

傳云〕…○平水韻增》，232，12，1，u，6，

阜螽》
，116，5，20，o，8，煩・符袁切

匪・府尾切

｛帥虫｝
《悉｛帥虫｝也從虫帥聲臣鉉等｜曰今

［虫卻］《渠［虫卻］一曰天社從｜虫卻聲其虐
切》

俗作蟀非是所律切》
◎蟀《
〔說文〕本｜作｛帥虫｝悉‖｛帥虫｝

○なし。

也从虫帥聲徐曰今俗作蟀〔詩〕…》
，430，

苹《苹蠃蒲盧細｛要月｝土蠭｜也天地之性細

26，14，o，4，率・朔律切

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虫霝］有子苹｜蠃負之
從虫彌聲古火切》

蝒《馬蜩也從虫｜面聲武延切》‖

○なし。

○なし。
｛當虫｝
《｛當虫｝蠰不過也從｜虫當聲都郞切》

蜾《苹或｜從果》
○蜾《螺蠃細腰蜂一名蒲盧俗｜呼蠮螉〔莊

○なし。

子〕細腰者化謂‖蒲盧也〔詩〕螟蛉有子螺

蠰《
｛當虫｝蠰也從虫｜襄聲汝羊切》

蠃｜負之詳見靑韻螟蛉字注》，277，15，3，

○なし。
蜋《堂蜋也從虫｜良聲一名蚚‖父魯｜當切》

o，4，果・古火切

◎蜋《
〔說文〕堂蜋｜从虫良聲‖〔爾雅〕

蠃《蜾蠃也從虫症｜聲從虫一曰虒‖蝓郞｜果

一名蟷蠰一名不［虫過］一名蚚父一名天馬

切》

其 子 蜱 蛸 又 ｜ 曰 莫［ 豸 舟 ］
〔 莊 子 〕 …》
，

◎蠃《
〔說文〕蜾蠃也从虫臭聲詳見本｜韻

167，8，15，u，5，郞・盧當切

蜾字注一曰虒蝓又歌韻》，278，15，5，u，5，
飫・魯果切

蛸《
｛卑畆｝蛸堂蜋子從｜虫肖聲相邀切》
◎蛸《
〔說文〕
｛卑畆｝蛸堂蜋子从虫肖聲〔爾

［虫霝］《螟［虫霝］桑蟲也從｜虫霝聲郞丁切》

雅〕｜…》
，136，6，23，o，8，宵・思邀切

◎［虫霝］《〔說文〕螟［虫霝］桑蟲也通作

［虫幷］
《
［虫矞］
蟥以翼鳴者從｜虫幷聲薄經切》

蛉〔詩〕…》，185，9，6，o，2 , 靈・郞丁切
蛺《蛺蜨也從虫｜夾聲兼叶切》

○なし。

○なし。

［虫矞］
《
［虫矞］｜蟥‖也從虫矞｜聲余律切》

蜨《蛺蜨也｜從虫疌‖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蝶

○なし。

非是徒叶切》

蟥《
［虫矞］蟥也從虫｜黃聲乎灮切》

◎蝶‖《
〔說文〕本作〔蜨〕蛺蜨也從虫疌

○なし。

聲徐鉉等｜曰今俗作蝶〔增韻〕…》，488，

｛施虫｝
《蛄｛施虫｝
強芈也從｜虫施聲式支切》
○なし。

30，13，u，2，牒・達恊切

蛅《蛅｜斯‖（12 オ）墨也從虫占｜聲職廉切》

蚩《蟲也從虫之｜聲赤之切》
◎蚩《‥〔說｜文〕蟲也从蟲省之聲‖一曰

○なし。

蚩蚩敦厚貌〔詩〕…》，48，2，11，o，4，蚩・

12 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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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舟］‖《蜩或｜從舟》

充之切

◎蜩《集韻別作［虫舟］》。見上。

螌《螌蝥毒蟲也從｜虫般聲布還切》

蟬《以旁鳴者從虫｜單聲市連切》

○なし。
蝥《螌蝥也從虫敄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蟊｜非是

◎蟬《〔說文〕｜以旁‖鳴者从虫單聲〔方言〕

蟊卽蠿蟊蜘蛛之別名也莫交切》

…》
，133，6，17，o，8，鋋・時連切

◎蝥《〔說文〕螌蝥也从虫｜敄聲〇平水韻

蜺《寒蜩也從虫｜兒聲丑雞切》
◎蜺《
〔說文〕寒蜩从虫兒聲｜一曰似蟬而

增》，145，7，5，o，6，茅・謨交切

小靑赤》，90，4，7，u，4，倪・硏奚切

蟠《鼠婦也｜從虫番‖聲附｜袁切》
○蟠《大也又曲也伏也｜一曰龍未升天謂‖
之蟠揚子…》，121，5，29，u，3，盤・蒲

螇《螇鹿蛁｜蟟也從‖虫奚聲｜胡雞切》
○なし。
蚗《［虫尹］蚗蛁蟟也從｜虫叏聲於悅切》

官切
［虫尹］
《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從虫伊省聲於

○蚗《蛥蚗蟲名蟪蛄也｜一曰龍屬韻畧又‖
蟬｜屬》，450，27，25，u，5，玦・古穴切

脂切》

［虫丏］《［虫尹］蚗蟬屬讀若周天子｜赧從虫

○なし。

丏聲武延切》‖

蜙《蜙蝑以股鳴者從｜虫松聲息恭切》
◎蜙《‥〔說文〕蜙蝑以｜股鳴者从虫松聲
詳見東韻螽‖字注集韻…〇今增》
，39，1，

○なし。
蛚《蜻蛚也從虫｜列聲良薛切》
◎蛚《蟲名〔說文〕蜻｜蛚也〔廣韻〕…》，

25，u，3，蜙・思恭切
12 ウ

447，27，20，u，8，列・力薛切

蚣《蜙或省臣鉉等曰俗作｜古紅切以爲蜈蚣蟲

蜻《蜻蛚也從虫｜靑聲子盈切》
◎蜻《〔說文〕蜻蛚也〔廣韻〕蟋蟀類〔爾雅〕

名》
○蚣《蟲名蚣蝑又見本韻蜙｜字注〇平水韻

…》
，174，8，30，o，7，精・咨盈切
蛉《蜻蛉也從虫令｜聲一名桑根郞‖丁｜切》

增》，37，1，22，u，5，鍾・諸容切

○蛉《蜻蛉詳見本韻蜓｜字注一曰桑根》
，

蝑《蚣蝑也從虫｜胥聲相居切》
○蝑《蚣蝑蟲名〔爾雅〕蜤螽｜也詳見東韻

186，9，7，o，2，靈・郞丁切

螽字注》
，70，3，6，o，5，胥・新於切

○蜓《蜻蜓蟲名…》，183，9，2，u，3，庭・
唐丁切

蟅《蟲也｜從虫‖庶聲之｜夜切》
◎ 蟅《〔說文〕蟲｜也一曰‖蝗類一曰鼠婦

蠓《蠛蠓也從虫｜蒙聲莫孔切》
◎蠓《‥〔說文〕蠛蠓也从虫｜蒙聲〔列子〕

或 書 作 䗪〔 周 禮 〕 … 〇 今 增 》
，385，23，

…》
，216，11，3，u，4，蠓・母揔切

11，o，4，柘・之夜切

絏《｛巨畆｝絏也一曰蜉蝣朝生莫｜死者從虫

蝗《螽也從虫皇｜聲乎灮切》
◎蝗《
〔說〕｜〔文〕‖螽也食苗爲災陸佃

卸聲离灼切》

云蝗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
，
172，
8，

◎絏《〔說文〕｛巨畆｝｜絏一曰‖蜉蝣朝生

25，o，3，黃・胡光切

暮死者从虫卸聲集｜韻…》，454，28，4，o，

蜩《蟬也從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徒聊切》

8，略・力灼切

◎蜩《
〔說文〕蟬也〔詩〕五月鳴蜩〔方言〕

蜹‖
《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從虫芮聲而銳切》

…集韻別作［虫舟］
》
，138，6，27，o，2，迢・

◎蜹《
〔說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从｜虫

田聊切

芮聲一名醯雞〔荀子〕…》，337，19，1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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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し。

7，汭・儒稅切
［虫肅］
《
［虫肅］蛸長股者從｜虫肅聲穌彫切》

蛻《蛇蟬所解皮也從｜虫稅省聲輸芮切》

◎［虫肅］
《
〔說文〕
［虫肅］蛸蟲名長股者

◎蛻《
〔說文〕蛇蟬所解皮也｜从虫稅省聲

崔豹古今注一名長｜蚑集韻…〇平水韻增》
，

又泰韻》，337，19，15，o，4，稅・輸芮切

135，6，22，u，8，蕭・先彫切

○蛻《蟬蛇解｜又祭韻》，340，19，22，o，

［虫省］
《蟲也從虫｜省聲息正‖（13 オ）切》
○なし。

5，娧・吐外切

甼《螫也從虫若｜省聲呼各切》

13 オ

◎蠚《
〔說文〕甼螫也从虫｜若省聲今文作

蛶《商何也從虫｜寽聲力輟切》

蠚〔前〕‖刑法志…》，459，28，14，u，5，
［月隺］・黑合切

○なし。
蜡《蠅［月且］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從虫昔聲

螫《蟲行毒｜也從虫‖赦聲施｜隻切》
◎螫《
〔說文〕蟲毒也从虫赦聲詩｜自求辛

鉏駕切》
○蜡《
〔周〕｜〔禮〕‖蜡氏掌除骴注骨肉

螫集韻或作蠚》
，468，28，32，u，6，釋・

腐臭蠅｜蟲所蜡又禡韻〇張氏補遺》
，322，

施隻切
蝁《镻也從虫亞｜聲烏各切》

18，7，u，4，覰・七慮切
○［示昔］
《索也…通作蜡〔禮記〕禮運注

镻也｜从虫亞聲‖〔廣韻〕…》，
◎蝁《〔說文〕

疏祭百神曰蜡…〇禮韻｜舊出蜡字蜡蟲名今

459，28，14，o，5，惡・遏鄂切
蛘《搔蛘也從虫｜羊聲余兩切》

正》，382，23，6，u，3，乍・助駕切

○なし。

蝡《動｜也‖從虫耎聲｜而沇切》
◎蝡‖《
〔說文〕動也从虫耎聲〔廣韻〕…》
，

繝《敗創也｜從虫人‖食食亦聲｜椉力切》
◎蝕《
〔說文〕敗創也本作繝｜从虫人食食

265，14，6，o，8，耎・乳兗切

亦聲今‖文省作蝕〔釋名〕…》
，476，29，

蚑《行也從虫支｜聲巨支切》
◎蚑《〔說｜文〕‖蟲行貌又長蚑蠨｜蛸別

11，u，4，食・實職切

名又寘韻》
，55，2，25，u，5，
［示氏］
・翹移切

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

○蚑《蟲行貌又支韻…》
，312，17，20，u，

率魚飛置笱水中卽蛟去從虫交聲古‖肴｜切》
◎蛟《
〔說文〕龍屬無角曰蛟从虫交聲池魚

4，企・去智切

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

蠉《蟲行也從虫｜瞏聲香沇切》
○蠉《‥｜蟲行也…》
，265，14，5，u，8，

水中卽蛟去郭璞云似蛇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

蠉・馨兗切

者｜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呑人通作交

○蠉《‥｜蟲行也…》
，267，14，10，o，4，

〔漢〕高紀交龍》，143，7，1，o，8，交・
居肴切

蠉・馨沴切
｛屮虫｝
《蟲曳｜行也‖從虫屮聲讀｜若騁丑善

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從虫｜离聲或云無
角曰螭丑知切》

切》

◎螭《
〔說文〕若龍無角而黃北方謂之土螻

○なし。

或｜作彲〔史〕齊世家…》，47，2，10，u，

螸《螽醜螸垂腴也從｜虫欲聲余足切》
○なし。

7，摛・抽知切

［虫扇］
《蠅醜［虫扇］搖翼也｜從虫扇聲式戰
‖切》

虯《龍子有角者｜從虫丩聲渠‖（13 ウ）幽
｜切》

― 70 ―

『説文解字繋伝』巻二十五（二）
―『古今韻会挙要』による復元の試み―

◎虯《‥｜〔說文〕龍子無角‖者从虫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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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項切

〔 楚 辭 〕 駟 玉 虯以乘翳〔前〕相如賦…》
， ［虫萬］《蚌屬似［虫兼］微大出海中今民食｜
之從虫萬聲讀若賴力制切》‖

198，9，32，u，4，虯・渠幽切
13 ウ

◎蠣《〔說文〕蚌屬本作〔［虫萬］〕似［虫兼］

蜦《蛇屬黑色潛于神淵能興風雨｜從虫侖聲讀

微大｜今民食之一曰［骨隹］百歲化爲‖［虫

若戾艸力屯切》

萬］或作蠣〔廣韻〕…》，335，19，11，u，

◎ 蜦《〔說文〕蛇類黑色潛於神泉能｜興雲
雨者从虫侖聲或作 蜧 ‖〔淮南子云〕…》
，

8，例・力制切
蝓《虒蝓也從虫｜兪聲羊朱切》
◎蝓《〔說文〕虒蝓也从虫兪聲◇方言…》，

101，4，29，u，3，倫・龍春切
蜧《蜦或｜從戾》

78，3，21，o，5，兪・容朱切

○蜧《神蛇〔廣韻〕大蝦｜蟆〔集韻〕本作
〔蜦〕》，334，19，10，o，6，麗・郞計切
［虫兼］
《海｜蟲‖也長寸而白可食從虫｜兼聲

蜎《蜎也從虫肙｜聲狂沇切》
◎蜎《‥〔說文〕井中蟲从虫肙聲〔爾雅〕
蜎蠉｜郭璞云井中小蛣［虫厥］赤蟲一名孑
孒又〔周禮〕考工記‖…》，264，14，4，u，

讀若嗛力鹽切》
○なし。

1，蜎・葵兗切
○蜎《蜎蠉井中蟲也又〔周禮〕考工｜記…》，

蜃《雉入海化爲蜃從｜虫辰聲時忍切》
◎蜃《
〔說文〕大蛤雉入海化从虫辰聲〔記〕

130，6，11，o，2，淵・幺玄切

月令…》
，253，13，10，o，1，腎・是忍切

○蜎《‥蜎蠉井中小蟲又〔爾雅〕蜎蠉井｜

｛合虫｝
《蜃屬｜有三‖皆生於海千歲化爲｛合

中小蛣［虫厥］赤蟲一名孑孒孒此郭氏說也

虫｝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合虫｝

…》
，265，14，5，u，5，蜎・於泫切
蟺《夗蟺也從虫｜亶聲常演切》

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從虫合聲古沓切》
◎蛤《
〔說文〕蜃屬本作｛合虫｝今文作蛤

○蟺《
｛ 夗 虫｝蟺虻蚓也〔荀子〕蛇｜蟺之

燕所化从虫合｜聲秦謂之牡厲〔禮記〕月令

火〇毛氏韻增》
，267，14，10，o，3，善・

雀入水化爲蛤‖又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

上演切
［虫幽］《［虫幽］蟉也從虫｜幽聲於虯切》

…》，484，30，6，o，6，閤・葛合切
螷‖《陛也脩爲螷圜爲［虫萬］從虫庳聲臣鉉
｜等曰今俗作［魚丙］或作蠯非是蒲猛切》

○なし。
蟉《［虫幽］蟉也從虫｜翏聲力幽切》

◎蠯《‥〔說文〕陛也从畆庳聲｜脩爲蠯圜

○蟉《幽蟉龍貌｜又有韻》，198，9，32，u，

爲［虫萬］
〔集韻〕…》
，288，15，26，o，7，

7，虯・渠幽切

蠯・蒲猛切

○蟉《‥蚴蟉｜龍貌又尤韻》，291，16，5，

蝸《蝸蠃也從虫｜咼聲古華切》‖

o，4，蟉・渠黝切

◎蝸‖《〔說文〕蝸蠃爾雅翼…》
，92，4，

○蟉《蚴蟉龍貌｜又尤韻》，293，16，9，u，

11，u，4，媧・公蛙切

7，柳・力九切

◎蝸《
〔說文〕蠃也从｜虫咼聲又〔莊｜子〕

○蟉《蜩蟉龍首貌〔前〕相如｜賦…〇今增》，

…》，156，7，27，o，2，瓜・姑華切

375，22，19，o，1，燎・力照切
蟄《藏也從虫執｜聲直立切》‖

蚌《蜃屬從虫丰｜聲步項切》
◎蚌《
〔說文〕蜃屬从虫丰｜聲〔廣韻〕蛤

◎蟄《‥〔說文〕藏也从蟲省執｜聲〔增韻〕

也或作‖〔蜯〕…》
，219，11，9，o，5，棒・

…》
，483，30，3，u，3，蟄・直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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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478，29，16，u，8，域・影逼切

14 オ

蟈《蜮又從國臣鉉等曰今俗作｜古獲切以爲蝦

蚨《靑蚨水蟲可還錢｜從虫夫聲房無切》
◎蚨《〔說文〕靑蚨水｜蟲可還錢从‖虫夫

蟇之別名》

聲〔博雅〕…》
，83，3，31，o，1，扶・馮

◎蟈《〔說文〕螻蟈本作〔蜮〕从虫或聲或

無切

作蟈徐曰今俗作蟈｜以爲蝦蟇之別名〔周
禮〕…》
, 462，28，19，u，8，馘・古獲切

［虫匊］《［虫匊］鼁詹諸以脰鳴者｜從虫匊聲

［虫屰］《似蜥易｜長一丈‖水潛呑人卽浮出日

居六切》

｜南從虫屰聲吾谷切》

○なし。

○なし。

蝦《蝦｜蟆‖也從虫叚｜聲乎加切》
◎蝦《〔說文〕蝦蟇从虫叚聲一曰蝦蟲與水

蛧《蛧蜽山川之精物也淮南王說｜蛧蜽狀如三

｜母游〔爾雅翼云〕…》
，155，7，26，u，1，

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從虫网聲國語｜

遐・何加切

曰木石之怪夔蛧蜽文兩切》
◎魍《〔說文〕本作蛧蛧蜽山｜川之精物〔淮

蟆《蝦蟆也從虫｜莫聲莫遐切》
◎蟆《
〔說文〕从虫莫聲〔本草〕…》
，157，

南子〕說‖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

7，30，u，2，麻・謨加切

髮从虫网聲或作蛧今｜作魍〔亦作〕方〔周
禮〕…》，282，15，13，o，5，網・文紡切

蠵《大龜也以胃鳴者｜從虫巂聲戶圭切》
○蠵《‥觜蠵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

◎魎《〔說文〕本作蜽蛧蜽也〔國語〕｜木

一名靈蠵前郊祀志…或作［虫夐］…》
，64，

石 之 怪 虁［ 虫 罔 ］ 蜽〔 前 〕 敘 傳 ｜ …》
，

2，44，o，1，蠵・勻規切

285，15，19，o，1，兩・里養切

○蠵《觜蠵大龜又宿名｜注見支韻蠵字》
，

蜽《蛧蜽也從虫兩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戞魎

91，4，10，o，5，攜・玄圭切

非‖（14 ウ）是良｜獎切》
◎魎《〔說文〕本作蜽》。見上。

［虫夐］‖《司馬相如｜說蠵從夐》

14 ウ

○蠵《或作［虫夐］
》
。見上。

蝯《善援禺屬從虫爰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猨

螹《螹離也從虫漸｜省聲慈染切》

非是兩元切》

○なし。

○なし。

蠏《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從‖

［虫翟］《禺屬從虫翟｜聲直角切》‖

虫解聲｜胡買切》

○なし。

◎蟹《‥〔說文〕本作〔蠏〕有二｜敖八足
旁行从虫解聲今文書作‖蟹〔周禮〕考工記

蜼《如母猴卬鼻長尾｜從虫隹聲余季切》

…說文或作［魚解］
》
，249，13，1，o，7，蟹・

◎蜼《
〔說文〕如｜母猴卬‖鼻長尾从虫隹

下買切

聲〔爾雅〕…》
，312，17，20，o，6，遺・
以醉切

［魚解］
《蟹或｜從魚》

蚼《北方有蚼犬食人｜從虫句聲古厚切》

◎蟹《說文或作［魚解］
》
。見上。

○なし。

蛫《蟹也從虫危｜聲過委切》

蛩《蛩蛩｜獸也‖一曰秦謂蟬蛻曰蛩｜從虫巩

○なし。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身矢］害人‖從

聲渠容切》
◎蛩《‥〔說文〕蛩蛩巨虛獸名也〔韓愈詩〕

虫或聲｜于逼切》

…一曰秦謂蟬蛻曰蛩集韻或作〔｛邛虫｝〕》，

◎蜮《〔說文〕短狐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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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衤芺］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薛虫｝从

38，1，24，o，6，蛩・渠容切
蟨《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蛩蛩巨虛比

虫嶭聲今作｛薛虫｝集韻…》，448，27，22，

其名謂之蟨從虫‖厥聲居｜月切》

u，1，孽・魚列切

◎ 蟨《〔說文〕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
蛩蛩巨｜虛比从虫厥聲〔廣韻〕…》
，433，
26，19，u，6，厥・居月切

15 オ
文一百五十三

重十五‖

畆《蟲之總名也從二虫凡畆之｜屬皆從虫讀若
昆古魂切》‖

蝙《蝙蝠也從虫｜扁聲布玄切》
◎蝙‖《〔說文〕蝙蝠从虫扁聲服翼也｜廣

◎畆《〔說文〕蟲之緫名也从二虫或作｜〔［虫

韻一名仙鼠〇平水韻增》
，125，6，2，u，6，

昆］〕〔［月昆］〕通作昆〔詩〕…》，110，5，

邊・卑眠切

8，u，7，昆・公渾切
蠶《任絲也從畆｜朁聲昨含切》

蝠《蝙蝠服翼也從｜虫畐聲方六切》
◎蝠
《
〔說文〕
蝙蝠蟲名服翼也｜从虫畐聲
〔古

◎蠶《‥〔說文〕任絲也从畆朁聲鄭玄曰蟲

今注〕…〇平水韻增》
，409，25，6，o，5，

生於｜火而藏於秋者〔周禮〕〔疏云〕…》，

福・方六切

208，10，12，o，7，蠶・徂含切
｛我畆｝《蠶化飛蟲從畆｜我聲五何切》

蠻《南蠻｜蛇種‖從虫䜌聲｜莫還切》
◎蠻《‥〔說文〕南蠻蛇種从虫䜌聲〔禮記〕

◎蛾《〔說文〕羅也本作｛我畆｝今｜作蛾〔爾

王制…》
，124，5，36，o，4，蠻・謨還切

雅〕…亦書作䖸…》，150，7，16，o，7，莪・
牛何切

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武巾切》
◎閩
《
〔說文〕
｜東南‖越種从虫門聲
〔周禮〕

䖸《或從｜虫》

…》，103，4，33，o，2，珉・眉貧切

粲
《齧｜人‖跳蟲從畆霧聲霧｜古爪字子皓切》

◎蛾《亦書作䖸》。見上。

虹《螮蝀也狀似蟲從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

◎蚤《本作粲》。見下。

始見戶｜工切》
◎虹《〔說文〕螮蝀狀似蟲从虫工聲郭云虹

蚤《粲或｜從虫》

爲｜雩俗名爲美人蜺爲挈貳蜺雌虹也〔釋‖

◎蚤《
〔說文〕粲齧人跳蟲从畆霧聲又古爪

名〕…籒作〔
［虫申］
〕或書作｛工虫｝…》
，

字本作粲或｜作蚤〔爾雅〕…》
，274，14，

33，1，14，u，2，洪・胡公切

23，u，1，早・子皓切
蝨《齧人蟲從畆｜卂聲所櫛切》

［虫申］
《籒文虹從｜申申電也》

◎蝨《〔說文〕齧人蟲从畆卂聲｜〔淮南子〕

◎虹《籒作〔
［虫申］
〕
》
。見上。

…》
，428，26，10，u，4，瑟・色櫛切

螮《螮蝀虹也從虫｜帶聲都計切》

○螮《螮蝀○平｜水韻增》
，330，19，2，o， ｛夂畆｝《蝗也｜從畆‖夂聲夂古文｜終字職戎
切》

2，帝・丁計切

◎螽《
〔說文〕｜蝗也‖本作〔
｛夂畆｝
〕从

蝀《螮蝀也｜從虫東‖聲多｜貢切》
◎蝀《〔說文〕螮蝀也从虫東聲注｜見東韻

畆夂聲夂音終今作螽陸佃云螽从冬冬終也｜

虹字又董韻注》
，304，17，3，o，1， 凍・

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有螽災也〔爾雅〕

多貢切

…集韻或作｜〔［虫眾］〕
〔｛眾畆｝
〕…》
，33，

蠥《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示芺］禽獸蟲｜

1，13，o，4，終・之戎切
［虫衆］《螽或從｜虫衆聲》

蝗之怪謂之蠥從虫辥聲魚列切》
◎｛薛虫｝
《
〔說文〕本作蠥衣服歌謠之怪謂

◎螽《集韻或作｜〔［虫眾］〕》。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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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說｜文〕｛鼏畆｝蠭甘飴也本‖
作｛鼏畆｝一曰蟆子从虫鼏聲或作〔蜜〕
〔爾

○なし。
蠽《小蟬蜩｜也從畆‖［雀戈］聲子｜列切》

雅翼〕…》
，425，26，3，o，8，蜜・覓畢
切

○なし。
蠿《蠿蟊作网蛛蟊也從畆｜旦聲旦古絶字側八

蜜《｛鼏畆｝或｜從宓》
◎蜜《或作〔蜜〕》。見上。

切》

螶《螶羃也從畆｜巨聲強魚切》‖

○なし。

○なし。

蟊《蠿蟊也從畆｜矛聲莫交切》‖
◎蟊《
〔說文〕
｛弔蟲｝食草根者本作｛弔蟲｝

蟁《齧人飛蟲從畆｜民聲無分切》

从蟲弔象形吏｜扺冒取民財則生徐曰唯此一

◎蟁《
〔說文〕齧人飛蟲从畆民聲或作蚊方

象蟲形不从‖矛今書者多誤鉉曰今俗作蟊詩

言…〔爾雅翼云〕…亦作〔｛氏畆｝〕以昏時

及其蟊賊注言其稅取萬｜民財貨又探蟊蜘蛛

出入也…》，110，5，7，u，5，文・無分切

之別名〔集韻〕…》
，201，9，38，u，6，謀・

｛昏畆｝《蟁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なし。

迷浮切
参照・繫傳・
｛弔蟲｝
《蟲食艸根者本從蟲象
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
蟲形不從矛書者多誤莫浮切》
，259，25，16，

蚊《俗蟁從｜虫從文》
◎蟁《或作蚊》。見上。
蝱‖《齧人飛蟲從畆｜兦聲武庚切》
◎蝱《〔說文〕齧人飛蟲从畆亡聲〔集韻〕

o，3

或｜省作〔虻〕〔莊子〕…》，181，8，43，o，

｛寍畆｝
《蟲也從畆寍｜聲奴丁切》
○なし。

7，盲・眉甍切

｛曹畆｝
《｛齊虫｝
｛曹畆｝也從畆｜曹聲財牢切》

蠹《木中蟲從畆｜橐聲當故切》

◎螬《
〔說文〕
｛齊虫｝
｛曹畆｝本作｛曹畆｝

◎蠹《
〔說文〕木中蟲从畆橐聲或作螙象畆

今省作螬｜注見齊韻蠐字集韻或作蝤》
，

在木｜中形集韻…》，326，18，16，u，2，妒・

148，7，12，u，8，曹・財勞切

都故切
螙《蠹或從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

｛舝畆｝
《螻蛄也從畆｜舝聲胡葛切》

◎蠹《或作螙》。見上。

○なし。

蠡《蟲齧木中也從｜畆彖聲盧啓切》

15 ウ

◎蠡《
〔說｜文〕‖蟲齧木中也从畆彖聲又

｛卑畆｝《｛卑畆｝蛸也從畆｜卑聲匹標切》

物欲絶貌〔孟子〕…》，248，12，33，u，1，

○なし。

禮・里弟切

｛卑虫｝
《｛卑畆｝或｜從虫》

蟸《古｜文》

○なし。

○なし。

蠭《飛蟲螫人者從｜畆逢聲敷容切》
◎蠭《
〔說文〕飛蟲螫人者从畆逢聲〔左傳〕
蠭蠆有毒或｜作｛夆畆｝漢中山靖王傳…》
，

｛求畆｝《多足蟲也從畆｜求聲巨鳩切》
○なし。
｛求虫｝《
｛求畆｝｜或‖從｜虫》

37，1，21，o，6，丰・敷容切

○なし。

｛夆畆｝
《古｜文‖省》

袞《蚍螂也從畆｜参聲縛牟切》

◎蠭《或作｛夆畆｝
》
。見上。
｛鼏畆｝
《蠭甘飴也一曰螟子｜從虫鼏聲彌必切》

◎蜉‖《〔說文〕本作螂》。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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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蛑《蝤｜蛑‖水｜蟲》，202，9，39，o，7，

蜉《螂或從｜虫從孚》
◎蜉‖《
〔說文〕本作〔螂〕蚍螂也从畆参

謀・迷浮切

聲漢書注螕螂蜉蝣渠略也劉｜歆以蝝爲螕螂

｛毗蟲｝《蚍｜蜉‖大螘也從蟲｜毗聲房脂切》

之有翼者食穀爲災黑眚也今文作蜉〔韓文〕

◎蚍《〔說文〕本作〔｛毗蟲｝〕》。見下。

‖詩蚍蜉撼大樹｜禮韻續降》
，202，9，40，

◎蚍《〔說文〕本作〔｛毗蟲｝〕〔｛毗蟲｝〕蜉

o，1，浮・房尤切

大螘也今文省｜作蚍韓文〔詩〕…》，46，2，

｛雋畆｝
《蟲食也從畆｜雋聲子兗切》
○なし。

7，o，2，毗・頻脂切

衙《蟁也從蟲邂｜聲武巾切》

蠢‖《蟲動也從畆｜春聲尺尹切》
◎蠢《‥〔說文〕蟲動也从畆春聲｜〔廣韻〕
出也作也〔爾雅〕不懸也集韻古作｛𢦏春｝
…》，2

蚍《
｛毗蟲｝或從｜虫比聲》

54，13，11，u，7，蠢・尺尹切

昶《古文蠢從𢦏周書｜曰我有昵于西》‖

○なし。
｛非蟲｝《臭蟲負｜蠜也從‖蟲非聲｜房未切》
◎蜚《本作｛非蟲｝》。見下。
蜚《蜚或｜從虫》
◎蜚《
〔說文〕臭蟲負蠜也本作〔
｛非蟲｝
〕

○なし。見上。

从蟲非聲省｜作蜚〔左傳〕有蜚不爲災不書

16 オ
重十三‖

〔通志〕…》，319，18，2，o，8，屝・父沸切

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從三｜虫凡蟲之屬

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

皆從蟲直弓切》‖

也臬桀死之鬼亦爲蠱‖從蟲從皿皿物｜之用也

文二十五

◎蟲《‥〔說文〕蟲从三虫象｜形有足謂之

公戶切》‖

蟲無足謂之豸…》
，35，1，17，u，5，蟲・

◎蠱《〔說〕｜〔文〕‖腹中蟲也引春秋傳

持中切

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又臬桀死之｜鬼亦爲

｛弔蟲｝
《蟲食艸根者從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
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從矛書者多誤

蠱从蟲从皿物之用也又惑也〔爾雅〕…》，
238，12，13，o，7，古・果五切
16 ウ

莫浮切》‖

文六

◎蟊《
〔說文〕
｛弔蟲｝食草根者本作｛弔蟲｝

重四‖

从蟲弔象形吏｜扺冒取民財則生徐曰唯此一

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淸明風南方曰

象蟲形不从‖矛今書者多誤鉉曰今俗作蟊詩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

及其蟊賊注言其稅取萬｜民財貨又探蟊蜘蛛

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

之別名〔集韻〕或作蝥｛茅畆｝…》
，
201，
9，

｜而化從虫凡聲凡風之屬皆從風方戎切》‖
◎風《‥〔說文〕｜八風也从蟲凡聲風動‖

38，u，6，謀・迷浮切
蝥《蟊或從敄臣鉉等按虫部巳｜有莫交切作螌

蟲生故蟲八日而化鄭氏曰風蟲之風爲吹墟之

蝥蟲此重出》

風假借｜也八風東明庶東南淸明南景西南涼

◎蝥《〔說文〕螌蝥也从虫｜敄聲〇平水韻

西閶闔西北不周‖北廣莫東北條〔呂氏春

增》，145，7，5，o，6，茅・謨交切

夏 〕 … 古 作 針 …》
，30，1，8，u，8， 風・

参照・繫傳・蝥《螌蝥也從虫敄聲臣鉉等曰

方馮切

今俗作蟊｜非是蟊卽｛旦畆｝蟊蜘蛛之別名
也莫交切》
，257，25，12，o，6
蛑《古文蟊從｜虫從牟》

針《古文｜風》
◎風《古作針》。見上。
［京風］《北風謂之［京風］從風｜涼省聲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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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6，11，u，4，［風日］・越筆切

切》
◎［風京］
《
〔說文〕｜北風‖謂之［風京］

颺《風所飛揚也從｜風昜聲與章切》
◎颺《
〔說文〕風所飛颺也｜从風昜聲又樣

从風凉省聲〔集韻〕或｜作［風良］通作凉

韻》
，166，8，14，o，1，陽・余章切

〔詩〕北風其凉》
，170，8，21，u，8，良・

○颺《風所飛颺也〔後〕…》，388，23，17，

呂張切
［風朮］
《小風也從風｜朮聲翾聿切》

u，7，漾・餘亮切
［風利］
《風雨｜暴疾‖（17 オ）也從風利聲

○なし。

讀｜若栗力質切》

飆‖《扶搖風也從風｜猋聲甫遙切》
◎飆
《
〔說｜文〕
‖扶搖風也从風猋聲
〔爾雅〕

◎［風栗］
《〔說文〕風雨暴疾也本作｜〔［風

扶搖謂之猋孫炎曰風从下上曰｜猋郭璞曰旋

句］〕〔廣韻〕［風利］［風利］或作［風栗］，

風 或 作〔 颮 〕
〔 漢 〕 西 都 賦 …》
，138，6，

427，26，8，u，8，栗・力質切
17 オ

27，u，1，猋・卑遙切

颲《烈風也從風列聲｜讀若列良兀切》‖

颮《飆或｜從包》
◎飆《或作〔颮〕
》
。見上。

◎ 颲《〔說文〕烈風也从風列聲〔廣韻〕…

参照・○颮《颮颮眾多｜貌〔增韻〕飛‖根

〇平水‖韻增》
，448，27，21，o，1，列・

擊聲〔選〕西都賦颮｜颮紛紛〇毛氏韻增》
，

力薛切
文十三

421，25，30，o，4，璞・匹角切

重二‖

它《虫也從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

［獵風］
《回風也從風｜獵聲撫招切》
◎飄
《
〔說文〕
回風从風票聲又飄颻風貌
〔前〕

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從它託何切》‖

司馬相｜如傳…》
，138，6，28，u，2，漂・

◎蛇《〔說文〕蟲也本作〔它〕从虫而長｜

紕招切

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文从虫作蛇
詳 見 麻 韻 注 韓 文 讀 東 方 ｜ 朔 雜 事 詩 …》
，

颯《朔風也｜從風立‖聲穌｜合切》
◎颯《
〔說｜文〕‖翔風也从風立聲〔文選〕
宋玉賦…》，486，30，9，u，4， 趿・悉合

151，7，17，o，3，佗・湯何切
蛇《它或從虫臣鉉等｜曰今俗作食遮切》‖
◎蛇《〔說文〕它毒蟲虺屬｜象形本作〔它〕

切

徐鉉‖曰今俗作蛇食遮切〔爾雅翼云〕…，

飂《高風也從風｜翏聲力求切》
◎ 飂《
〔 說 文 〕 ｜ 高 風 ‖ 也〔 集 韻 〕 …》
，

159，7，33，o，3，闍・時湛切
文一

198，9，31，u，7，畱・力求切

重一‖

○飂《
〔高風又風聲又國名〔左傳〕…〇毛

龜《舊也外骨內肉者也從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

氏韻增》
，398，24，12，u，8，澑・力救切

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類以它爲雄象足甲尾之

［風忽］
《疾風也從風從忽｜忽亦聲呼骨切》

形凡龜‖之屬皆從｜龜居追切》‖

○［風忽］
《‥疾風｜也〔集韻〕…》
，433，

◎龜《‥〔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者也象足

26，19，o，5，
［風忽］
・許勿切

甲尾之形从它龜頭與｜它頭同也天地之性廣
肩無雄龜鼈之類以它爲雄〔大戴‖禮〕…》，

［風胃］
《大風｜也從‖風胃聲｜王忽切》
◎［風胃］《‥〔說文〕大風‖也》
，432，

59，2，34，o，5，龜・居逵切
17 ウ

26，18，u，2，
［風胃］
・玉勿切

礑《古文｜龜》

［風日］
《大風也從風｜日聲于筆切》

○なし。

○［風日］‖《‥大風｜也從風日聲〔集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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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夂龜］
《龜名從龜夂聲夂｜古文終字徒冬切》

（住谷芳幸）

○なし。
鼉《水蟲似蜥易｜長大從黽單‖（18 オ）聲

○なし。
［冄龜］
《龜甲邉也從龜冄｜聲天子巨［冄龜］

徒｜何切》

尺有‖二寸諸矦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汝閻切》

◎鼉《
〔說文〕水蟲从黽單聲長大類｜魚有

‖

足陸璣云…》
，151，7，18，o，3，駝・唐
◎［冄龜］
《
〔說文〕龜甲邊从龜冄聲天子巨

［冄龜］長尺有二｜寸諸侯尺大夫八寸士六

何切
18 オ

寸集韻或作〔
［甲冄］
〕
》
，213，10，21，o，3， ［奚黽］《水蟲也薉貉之民食｜之從黽奚聲胡雞
尖・如占切
文三

切》
○なし。

重一‖

黽《鼃黽也從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臣鉉等｜曰

［句黽］《［奚黽］屬頭有兩角出遼｜東從黽句
聲其倶切》‖

象其腹也凡黽之屬皆從黽莫杏切》‖
◎黽《‥〔說文〕黽鼃黽也从它象形黽屬頭
與它同〔周｜禮〕…》
，286，15，21，u，6，

○なし。
蠅《營營靑蠅蟲之大腹｜者從黽從虫余陵切》
◎蠅《‥〔說‖文〕蠅蟲之大腹者从黽象形

黽・母耿切

駭《籒文｜黽》

陸佃云…》，190，9，16，o，1，蠅・余陵切

骭《骭｛朱黽｝蟊也從黽｜驕省聲陟离切》

○なし。

◎蜘《
〔說文〕本作〔骭〕〔？〕14）
〔
｛朱黽｝
〕

龞《甲蟲也從黽｜敝聲井列切》
◎龞《‥〔說〕｜〔文〕甲蟲也从黽敝聲‖

〔蟊〕也从黽驕省聲或｜作纜｛知黽｝今文

〔 爾 雅 翼 〕 …》
，444，27，14，o，7， 龞・

省作蜘蛛〇平水韻增》，47，2，10，u，4，知・

必列切

珍離切

纜《或從｜虫》‖

黿《大龞也從黽｜元聲愚袁切》
◎黿
《
〔說文〕
大龞也从黽元聲
〔三蒼解詁云〕
…》，113，5，14，o，6，元・愚袁切

◎蜘《或作纜》。見上。
｛朱黽｝《骭｛朱黽｝也從黽｜朱聲陟輸切》

鼃《蝦蟇｜也從‖黽圭聲｜鳥媧切》

◎蛛《本作｛朱黽｝》。見下。

◎蛙《‥〔說文〕蝦蟇屬本作｛圭虫｝…或

蛛《｛朱黽｝或｜從虫》

作鼃…》
，92，4，12，o，1，蛙・烏蝸切

◎蛛《〔說文〕蜘蛛也本作｛朱黽｝从黽朱

◎蛙《
〔說文〕本作〔鼃〕蝦蟇也或作蛙｜

聲…》，76，3，18，u，1，株・追輸切

亦 書 作 䵷 ……》
，156，7，28，o，2， 窊・

鼂《匽鼂也讀若朝揚雄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

烏瓜切

旦‖非是從黽從旦臣鉉等｜曰今俗作晁直遙

鼀《圥鼀詹諸也其鳴詹諸其皮鼀鼀其｜行圥圥
從黽從圥圥亦聲七宿切》

切》
◎鼂《‥〔說文〕匽鼂也从黽从旦揚雄說匽

○なし。

鼂 ｜ 蟲 名 徐 曰 今 俗 作 晁 又 姓 風 俗 通 …》
，

［酋黽］
《鼀｜或‖從｜酋》

140，6，31，o，6，鼂・馳遙切

○なし。

｛皀黽｝《篆文｜從皀》‖

｛爾黽｝
《
［酋黽］
｛爾黽｝詹諸也詩曰得此［酋

○なし。

黽］
｛爾黽｝言｜其行｛爾黽｝
｛爾黽｝從黽爾
聲式支切》

文十三

重五‖

卵《凡物無乳者卵生象形凡｜卵之屬皆從卵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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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韻會擧要─中國近世音韻史の一側面

◎卵《‥〔說文〕卵凡物無乳者卵生｜象形
俗作夘…》
，261，13，25，o，6，卵・魯管切

─』
（汲古書院，1997）所収）
注3

中前千里「『古今韻會擧要』に引く『說文
解字』について」（『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

毈《卵不孚也從卵｜段聲徒玩切》‖
◎毈《
〔說文〕卵不孚也从卵段聲〔廣｜韻〕
…〇毛｜氏韻增》
，361，21，14，u，7，段・
徒玩切

大學人文科學硏究所，1988））
注4

住谷芳幸「説文解字繋伝索引」
（
『文化情報
研究誌』Vol. 19 No. 1，岐阜女子大学 , 2017）

注5

18 ウ

『説文入門』
（頼惟勤監修・説文会編 , 大
修館書店，1983，p 37）

文二‖

注6

說文解字‖

花登正宏「古今韻会挙要所引説文解字考─

とくに巻二十五について─」
（
『人文硏究』第
3 巻 第 4 分 冊， 大 阪 市 立 大 學 文 學 部，1986，

注1

『説文入門』（頼惟勤監修・説文会編，大
修館書店，1983）を参照した。

注2

花登正宏「古今韻会挙要所引説文解字考─

p 336）
注7

中華書局，1987 年 10 月（2011 年 7 月重印）

注8

中文出版社，1990 年 7 月再刊

とくに巻二十五について─」（『人文硏究』第

注 9～注 13

3 巻第 4 分冊，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1986，後

注 14 ｛
［矢朱干］黽｝
。
｛知黽｝の誤り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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