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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不是談漢字的起源，或漢字字形演變等問題；1而是討論秦漢書同文以後的歷史發展，

進而在東亞地區呈現漢字文化圈的歷史意義。這個問題的思考，或許可以激發更多有心人士共

同策勵未來走向，對傳統中華文化多負一份關懷。 
所謂東亞地區，指中國本土，以及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但越南在十世紀前半葉以

前是屬於中國的一州，所以論國家建制，要等到十世紀前半葉獨立(939)後，尤其是李朝時代

(1009~1225)以後。 
東亞地區至遲在三、四世紀的時候，漢字已經成為共通交流的媒介；七、八世紀之際，則

呈現一個共同的文化圈。這樣的文化圈，是以中國文化當中的漢字、儒學、律令（或曰法制）、

科技、佛教等五要素，作為該地區共通的要素，也就是呈現文化的共相，一般稱為「中國文化

圈」，或稱為「東亞文化圈」，有別於同時代的文化圈，如印度文化圈、阿位伯文化圈、地中

海文化圈等。因為文化圈的五項共通要素，皆由漢字來表現，同時透過當地的教育事業（包含

佛寺教學），使漢字、漢文落實，生根發展，所以又可稱為「漢字文化圈」。2漢字等五要素，

並非同時傳入東亞諸地區，而是先後傳入，但最早傳入的要素，仍當數漢字，大約在戰國晚期

到西漢之際，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後一世紀之際。到七、八世紀之際，諸要素在東亞地

區始完全出現。從七、八世紀以後，直至十九世紀中葉，西人大舉東來，西方文化強力衝擊東

亞諸國，終於使東亞文化圈在短暫時間內紛紛解體。到今日，五項共通要素當中，尚可見到較

為普遍殘存者，厥為漢字。就此一歷史發展而言，實值得深入研究漢字的存在價值問題，何況

它確實在東亞地區流通達二千年左右。 
但是越南、韓國已經廢除行用漢字，日本社會行用的漢字，約有二千字。大陸在 1956 年以

政策性推動漢字的簡體化，直至今日仍在進行中，使漢字的發展受到史上未有的挑戰。其實漢

字的簡體化，可說自有漢字以來就不斷在發展中，3只是這種發展並非出自全國一律的政策性規

定，而是約定成俗演變而來。 
台灣使用漢字，公的場合亳無問題，但用來表音台語則有問題。例如「阮」、「皮皮挫」

等用語。這種用漢字表音法，在東亞地區最具體的例子就是日本。日本古代就是先用漢字表音，

或直接用漢字發音。例如《隋書．東夷．倭國傳》曰：「（隋文帝）開皇二十年(600)，倭王姓

阿每，字多利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煬帝）大業三年(607)，其王多利思比孤

遣使朝貢。」所謂「阿每」，和訓為「アメ」（ame）或「アマ」(ama)，是天的意思。「多利

思比孤」和訓為「タリシヒコ」(tarisihiko)，是男子的美稱。姓和字合起來，宜解為天子。日本

                                                 
1 這方面，可參看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初版，1997 初版三刷）、

白川靜：《漢字の世界》（東京：平凡社，1976）等。 
2 從漢字傳播於東亞世界而論漢字文化圈的形成，可參看西嶋定生：〈東世界日本〉（收入西嶋定生：《東

世界史論集》第三卷《東世界冊封體制》，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113~119。 
3 參看詹鄞鑫：《漢字說略》（臺北：洪葉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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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老令》的《儀制令》「天子」條，曰：「祭祀所稱」，《義解》釋曰：「至風俗所稱別，

不依文字，假如皇御孫命，及須明樂美御德之類也。」「皇御孫命」訓讀為「スメミマノミコ

ト」(sumemima-no-mikoto)，而「須明樂美御德」與「主明樂美御德」只有一字之差，其訓讀皆

同為：「スメラミコト」(sumera-mikoto)。也是「天子」的發音，而以漢字表音。這種情形，

在《日本書紀》等古籍的例子甚多。所以從漢字歷史演變來思考台語表音方法，以及對整體漢

字未來發展方向是有意義的。拙稿擬對此問題，作一建言。茲先檢討東亞漢字文化圈如何形成。 
 

一、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 

漢字大約在戰國晚期到西漢之際，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後一世紀之際，傳入中國鄰

邊的東亞地區。至遲在三、四世紀的時候，漢字已經成為這個地區的共通交流媒介；七、八世

紀之際，在東亞地區形成漢字文化圈。從漢字的傳入，到以漢字作為溝通媒介，乃至在當地生

根發展，最重要的傳播力量，就是藉由當地的教育事業來推展。政策上是由官學來推動，雖然

其效果未必高於私學，尤其佛寺教學，但前提仍在於官學的帶頭作用，所以拙稿此處尤重視官

學的教育作用。茲分別說明於下。 

1、朝鮮半島 

漢字作爲文字及教育工具於何時流傳朝鮮半島，無法知其詳。蓋先秦、前漢之際，朝鮮地

區尚未形成國家，自無所謂政治體制；惟戰國晚期燕國的「明刀」貨幣曾在朝鮮西北部的行用，

秦戈在平壤出土，可知至遲在此期漢字已經在該地流通，但當地人是否認識「明刀」貨幣上的

「明」字，以及秦戈上的文字，仍是疑問。 
根據文獻的記載，朝鮮半島早期有所謂「箕氏朝鮮」到「衛氏朝鮮」的成立，說明漢族到

朝鮮的拓殖過程。「衛氏朝鮮」(194B.C~108B.C.)，都王險城（今平壤市），將近一世紀的漢族

政權，有相當程度的漢字文化發展，自可理解。漢武帝平朝鮮，設四郡，是所謂漢領四郡時代。

直至四世紀初，樂浪郡最後被高句麗吞併為止，才結束漢領朝鮮時代。漢武帝時代曾下令「天

下郡國皆立學校官」（《漢書》卷八十九〈循吏．文翁傳〉），朝鮮為郡縣之地，理論上自應

遵令設學立教，尤其是樂浪郡地區。郡學設置的年代，是實施漢字教育的下限，其上限應可追

溯到郡學設置以前，漢族，尤其是豪族層，遷移到朝鮮半島定居後，在漢人社會之間所實施的

教育形態（如家學、族塾或其他私學）。這個上限的年代，很難斷定，但在紀元前二、三世紀

以前則可推定。三、四世紀時期，是三國（高句麗、百濟、新羅）鼎立時期，漢字的使用，在

此時已經達到圓熟，尤其與當時中國政府交涉事務，自需使用漢字書寫。 
《三國史記》卷二十〈高句麗本紀〉嬰陽王十一年(600)正月條云： 

國初始用文字時，有人記事一百卷，名曰留記。 
同書卷二十四〈百濟本紀〉近肖古王三十年(375)條引《古記》曰：「百濟開國已來，未有以文

字記事。」又曰： 
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 

《梁書》卷五十四〈東夷．新羅傳〉曰； 
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以上所謂「文字」，均應解為漢字。有文字或無文字的說法，似當解為官方有無規定漢字為通

用文字一事而言。諸國雖採用漢字為通用文字，並不排除其有民族文字的存在，如新羅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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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為信」者是。但在官方或者教育場所，依然以漢字作為公用文字。高句麗在三國之中，接受

中國文化最深，故採用漢字最早。所謂「國初」，根據《三國史記．高句麗本紀》是指公元前

37年建國。這個說法，有待進一步考證。百濟開國是在三世紀前半葉，新羅建國是在四世紀中

葉。所以朝鮮三國接受漢文化，以高句麗最早，百濟次之，新羅最晚。《三國史記》記載高句

麗、百濟之事例，是指開始使用漢字著述，高句麗在國初即有人從事著述，即相當於前漢元帝

建昭二年，時代性嫌早；百濟為公元375年，相當於東晉孝武帝寧康三年。 
從今存的金石文看來，如：百濟的「七支刀」（屬於四世紀後半葉）、武寧王墓誌石（525），

高句麗的「好太王碑」（立於414年）、「中原龍田裏高句麗碑」（屬於五世紀後半葉），新羅

的「蔚州川前里書石」（推定爲525年）、「永川菁堤碑」（推定爲536年）以及真興王「巡狩

碑」(568年)、真興王前期的「丹陽新羅赤城碑」、「壬申誓記石」（731 年）、雁鴨池木簡（8
世紀後半）等，皆可證明四、五世紀以後，官方使用漢字已經達到熟練階段。這種能力的達成，

自然有賴於教育。朝鮮後來雖有諺文吏讀的出現，並無礙於上層士人的漢文教養。茲由教育的

推展，分別說明三國時期漢字文化，尤其儒學，發展情形。 
 

(1).高句麗 

在文獻上，朝鮮半島明顯有學校的設置，開始於高句麗小獸林王二年(372)，設立「太學」。

（《三國史記．高句麗本紀》）百濟學校不明，筆者推測至遲在近肖古王時代(346~375)宜有學

校。新羅設學較晚，當始於統一半島以後的神文王二年(682)。有了學校的建置，在官方的推動

下，漢字文化才能更具體的展開。 
就高句麗而言，前引《三國史記．高句麗本紀》記載嬰陽王十一年(600)正月詔曰： 

太學博士李文真約古史，為新集五卷。國初始用文字時，有人記事一百卷，名曰留記，

至是刪修。（《三國史記》卷二十） 
六、七世紀之交，李文真出任太學博士，是太學學官存在的鐵證。只是當時李文真新的任務是

刪減史書。所謂文字，如前所述，是指漢字；史書《留記》的編纂，據學者的研究，當在小獸

林王時代（371-383）。4李氏的工作，就是將一百卷的《留記》刪修成五卷的《新集》。此條

記載，除證明學官的存在外，也證明了高句麗在四世紀後半葉，貴族階層已能熟練地運用漢字，

所以可進行編纂史書。 
至於經史典籍的流傳。《南齊書》卷五十八〈東夷．高句麗傳〉曰：「高麗知讀五經。」

《周書》卷四十九〈異域．高麗傳〉亦曰：「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北

史》卷九十四〈高句麗傳〉同）《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高麗傳〉云： 
俗愛書籍。……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

字統、字林，又有文選，尤愛重之。 
《五經》為儒教的基本經典，《三史》加上《三國志》，又有所謂《四史》之說。但六朝時代，《三

史》通常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東觀漢記》被范曄《後漢書》取代，要等到唐朝

以後。5《晉陽秋》為東晉孫盛所撰，原名《晉春秋》，其後避諱，改為此名。據《隋書．經籍

                                                 
4 參看井上秀雄：〈四世紀後半における高句麗王の性格〉（《朝鮮學報》90 期，1979），頁 3。池明觀：《韓國文化

史》（東京：高麗書林，1979），頁 47。 
5 參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別史類「東觀漢記」條。拙著《中國中古教育與學禮》（收入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48 號，國立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初版，2005），第一篇第三章第三節〈唐代「三

史」的演變〉（原載《大陸雜誌》54 卷 1 期，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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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著錄，有三十二卷，是記述晉初到東晉哀帝的史書。孫盛撰成此書後，桓溫不悅，盛乃將

此書藏于遼東慕容儁處，或許由於此故，得流傳至高句麗；東晉孝武帝也是從遼東再獲得此書。

（《晉書》卷八十二〈孫盛傳〉）由此看來，《晉春秋》一書流傳至高句麗，恐在四世紀末葉以後。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高句麗在小獸林王時期建置太學，且有學官的編制，也有經史教材的

流傳，雖然沒有發現關於學生的記事，依然可相信從 372 年以後太學是存在的，而且付諸實施。 
 

(2).百濟 

百濟方面，從三世紀後半葉到五世紀中葉，文獻上所出現的百濟博士可分為兩類，一是五

經博士，一是專業博士。這些博士的任務，除本身專門知識所承擔的特殊工作外，還負有教學

任務。博士人才的來源，起初可能藉用歸化的漢人或直接向中國內地聘請，到後來已能任命本

國人擔任，幷有能力派往倭國充作顧問及傳授專門知識。百濟人能出任這些學術教職，證明學

校制度已存在。另外，從七支刀銘文可知四世紀後半葉百濟貴族層已能相當熟練的使用漢字。 
前引《三國史記》卷二十四〈百濟本紀〉近肖古王三十年(375)條說： 
古記云：「百濟開國已來，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然高興未

嘗顯於他書，不知其何許人也。 
《古記》一書，今已不傳，此書記載百濟自開國以來，尚無用「文字」編撰史書。《三國史記》

的編撰者金富軾無法查知高興為何許人，愚意以為高興當是來自樂浪郡舊地。蓋樂浪郡時代初

期，土著化的漢人豪族中高姓不少，6高興或許是樂浪郡被高句麗吞併後逃亡至南方的漢人之

一。高興被近肖古王任命為博士，並從事編纂史書，這個任務有如前述高句麗嬰陽王十一年(600)
太學博士李文真的工作一樣；只是百濟的時代在前，但不能直接證明百濟影響高句麗。就學官

撰述史書一事而言，中國自漢以來已有其制，7論其淵源，仍在中國。 
至於博士一職，可能是五經博士的略稱，也可能是太學博士的略稱。由於無法斷定百濟學

校的名稱，從五世紀中葉之例看來，似以五經博士之略稱為是。375 年所見博士高興之例，也

可能是百濟創置博士制度之始。過了三十年後，即 405 年，便有博士王仁被聘赴倭國之事，此

事見於《日本書紀》、《古事記》。王仁之赴倭，是由前一年赴倭之百濟使臣阿直歧推薦的。

西元 404、405 年，是百濟的阿莘王十三、十四年。阿莘王（或曰阿芳王）在《日本書紀．應神

紀》稱為阿花王，8 均同指一人，則《日本書紀．應神紀》所見博士王仁赴倭事，當在百濟阿

莘王時代。9王仁的職銜，只稱博士，與上述高興一樣，當指五經博士。至於使臣阿直岐可能是

                                                 
6 參看三上次男：《古代東北アジア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80），頁 62。 
7 例如後漢安帝永初四年(110)二月，五經博士曾參與東觀校定五經、諸子、傳記、百家藝術。（《後漢書》卷五〈安

帝本紀〉、卷 60 上〈馬融傳〉）西晉武帝泰始年間，華嶠為中書著作，並領國子博士，後來撰述《後漢書》。（《晉

書》卷 44〈華嶠傳〉） 
8 此事見於《日本書紀》應神十五、十六年(284、285)，但《日本書紀》從〈神功紀〉、〈應神紀〉到〈雄略紀〉二

百七十五年之間(201~476)，有關朝鮮三國的記事，尤其是百濟方面，其紀年應再加二甲子，即一百二十年，這

是由於《日本書紀》的編者在使用百濟史書（今可查知者計有《百濟記》、《百濟本記》、《百濟新撰》等）時，

任意造作的緣故。（參看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上），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7)，頁 608，補注八

之一，東京：岩波書店，1976。三品彰英：〈百濟記、百濟新撰、百濟本記について〉，《朝鮮學報》24，頁 10~12，
1962。李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漢城：博英社，1976），頁 518、570。洪思俊〈百濟人의文化活動一考〉，

頁 92，《（公州師範大學）百濟文化》，第 12 輯 1979）如此，應神十五、十六年加上一百二十年後，就是西曆 404、
405 年。 

9 日本《古事記》將王仁（即和邇吉師）赴日本事，繫於照古王時代，照古王當是百濟的近肖古王(346~374)（參

看震檀學會：《韓國史．古代篇》（李丙燾、金載元共著，漢城：乙酉文化社，1959 初版，1980 十六版），頁 609。
前引李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頁 577），早於《日本書紀》所載的阿莘王(392~405)。但以《日本書紀》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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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人，據《日本書紀》所載「能讀經典」，因此被天皇聘爲太子師，其經典知識或得自家庭

教育，或得自學校教育。 
從以上高興與王仁兩例看來，《三國史記》與《日本書紀》無記載其職銜爲何種博士，此

博士當係五經博士之略。惟此兩例，因缺乏旁證，暫列爲存疑。但從六世紀以後，百濟的學官

已經明白地稱爲五經博士，或者各種專經博士，或者各種專業博士。這些博士的出現，包括兩

方面，一是派往倭國，幷在倭國建立輪番制度；一是從中國聘請。所以此時的百濟已經積極從

事儒教主義的教育工作，其於漢字文化的推廣，自是不遺餘力。 
 

(3).新羅 

新羅建國較晚，設學亦遲，當始於神文王二年(682)。新羅的國學教材，是以「周易、尚書、

毛詩、禮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三國史記》卷〈雜志．職官上〉「國學」

條）此時新羅已經統一全半島，但仍實施以儒學為主的教育，殆無可置疑。惟在未設學以前之

教育為何，亦值得注意。 
如前引真興王(540~576)時代之石刻所示，六世紀中葉的新羅統治階層漢文造詣及以儒教主

義治國，均已達成熟。例如真興王二十九年(568)在利原〈磨雲嶺巡狩碑〉記曰： 
是以帝王建號，莫不修已以安百姓。然朕歷數當躬，仰紹太祖之基，纂承王位，競身自

慎，恐違幹道，又蒙天恩，開示運記，冥感神祇，感符合笇。因斯四方托境，廣獲民土，

鄰國誓信，和使交通。府自惟忖撫育，新古黎庶，猶謂道化不周，恩施未有。於是歲次

戊子（按，二十九年）秋八月，巡狩管境，訪采民心，以欲勞齎。如有忠信精誠、才超

察厲、勇敵強戰、為國盡節有功之徒，可加賞爵物，以章勳效。（同年八月咸興〈黃草

嶺巡狩碑〉略同，但缺文較多） 
此碑文，除顯示漢文造詣精深外，並說明真興王嚴以律已，關心民瘼，秉承祖蔭、天命，以統

治廣土眾民。其統治理念，充分說明是儒教的王道思想。10 再參考法興王之建年號曰「建元」，

真興王續用開國、太昌、鴻齊等富有儒家思想之年號；法興王頒示「律令」，真興王修國史等事

迹看來，六世紀前半葉的新羅國君，的確有意建設以儒教為治國原理的國家，但由於傳統的咒

術與骨品制貴族社會發達，使王權不易實施中央集權體制。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教育方面乃以

傳統所謂的花郎教育為主。 
花郎（前身曰源花，後來有國仙、仙郎之稱）是郎徒們的領袖，他們都是十五、六歲的青

少年男子，實施集團性質的共同生活。11其最盛行的時代，是從真興王到文武王時代(540~681)，
約有一世紀時間，12 正好是國學未創立以前的時期。花郎所聚集的郎徒，通常在數百乃至千數，

平時實施集團的文武教育以及遠遊四方的生活；戰時自成一戰鬥團體，以幢的編制（相當於軍

                                                                                                                                                                      
神紀〉有關百濟的記載應逆算一百二十年的事實，當指阿莘王。《古事記》繫於照古王時代，恐誤。（參看前引

李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頁 577。） 
10 埈參看前引金哲 ：《韓國古代社會研究》，頁 200。 
11 《魏志．韓傳》「辰韓」條，曰：「（辰韓）呼皆為徒，有似秦人。」則「徒」字在此指具有共同意識的一群人，

或可釋為從者、黨興，此在中國古典均有其用例。易言之，凡是相呼為徒者，皆同屬於一個組織體（參看前引

李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頁 280），故曰花郎集團。 
12 池內宏：〈新羅の花郎について〉，頁 512，收入池內宏：《滿鮮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60 初版，1979

二版），上世第二冊；原載《東洋學報》24-1，1936。三品彰英：《新羅花郎の研究》(1943)，頁 56~57，收入《三

品彰英論文集》（東京：平凡社，1974）第六卷。韓基彥著．井上義巳譯：《韓國教育史》（東京：廣池學園出版

部，1965），頁 16。 



 6

團）獨立參加戰門。13 
花郎集團的教育目標，金大問的《花郎世記》說明最清楚，其曰： 

賢佐忠臣，從此而秀；良將勇卒，由是而生。（《三國史記》卷四〈新羅本紀〉「真興

王三十七年」條） 

簡單地說，就是培植文武全才，以為國家所用。金大問是聖德王時代(702~737)人，所以其記述，

有一定的信憑性。 
花郎集團的教育方法，除以集團生活而「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樂」外，並實施遊山玩

水的陶冶教育。平時要求奉行「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處無爲之事，行不言之教」、

「諸惡莫作、諸善奉行」等，具有儒、道、釋三教之德目。（《三國史記》卷四〈新羅本紀〉

「真興王三十七年」條所載崔致遠〈鸞郎碑序〉）14  
總之，漢字至遲在中國戰國時代晚期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其後經歷漢領朝鮮時期，到高句

麗、百濟、新羅建國鼎立，政治方面，與當時的中國王朝具有封貢關係；教育方面，則設置中

國式官學，實施儒教主義教育。這樣的發展，是以七世紀後半葉為下限。十五世紀中葉以後，

朝鮮地區雖有諺文的制定，並無影響漢字在教育上的權威性，尤其是推動儒學教育，直至近代

爲止不變，即使後來李朝社會盛行書院教育也不例外。 

2、日本 

漢字至遲在西漢末，已經輸入日本列島。此事從九州到畿內一帶的彌生式遺跡中，發現前

漢武帝的「五銖錢」，王莽時代的「貨泉」、「貨布」等貨幣可得證明。15後漢光武帝曾頒賜

「漢委奴國王」金印給倭國境內的奴國王。此印當是倭之奴國持以與當時之漢朝政府交涉的憑

據。至曹魏齊王芳時，倭受封為「親魏倭王」，《三國志．魏書》卷三十〈東夷．倭〉曰： 

正始元年(240)，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金､

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 
倭王（當即女王卑彌呼）既然遣使上表謝恩，自須以漢文書寫表上文。所以三、四世紀的日本，

其與當時中國諸王朝往來，能使用熟練的漢文，殆無疑問。後來日本雖也發明表音文字以及萬

葉假名，與朝鮮一樣，仍無礙於上層知識份子的漢文教養。 
學界一般以為百濟博士王仁攜帶《論語》、《千字文》來到日本，是儒學傳入日本的開始，

時間約在五世紀初的時候。《日本書紀》將此事繫於應神十五年(284)、十六年(285)，這是偽作

史實。因為《日本書紀》的編者，從〈神功紀〉、〈應神紀〉到〈雄略紀〉的二百七十五年間

(201~476)，有關朝鮮三國的記事，尤其百濟方面，任意偽作，其紀年尚應加二甲子，即一百二

                                                 
13 參看井上秀雄：《新羅史基礎研究》（東京：東出版社，1974），頁 172。 
14 另外，從《三國遺事》所見「國仙」等記事，再參看崔致遠：〈鸞郎碑序〉所說：「國有玄妙之道，曰風流。設

教之源，備詳仙史。」可知花郎集團的教育，也參雜了神仙思想。但李丙燾不以為花郎道含有佛教思想（見李

丙燾：《韓國儒學史草稿》，漢城大學校國史研究室，1959)，第一編，頁 41~48），此說待考。又，《三國遺事》

卷 3「彌勒仙花」等條，述及真興王時代的花郎制度時，又說：「悛惡更善，上敬下順，五常（按即仁、義、禮、

智、信）、六藝（按即禮、樂、射、禦、書、數），三師（按即戒、定、慧）、六正（按即布正、持戒、忍辱、精

進、禪定、知慧），廣行於代。」就教育內容而言，《三國遺事》所載，顯然側重於儒、佛思想。 
15 關於日本出土王莽時代的「貨泉」、「貨布」等貨幣，有學者質疑而提出可能是在日本的仿製品。（參看西嶋定生：

〈大宰府鴻臚館出土「大泉五十」〉，收入西嶋定生：《東世界史論集》第四卷《東世

界日本》，頁 271，東京：岩波書店，2002；1988 初版）但中國銅錢的發現與銅鏡不同，到現在尚未發有模製

銅錢，所以在日本仿製說，有待科學的鑑定。（參看萇嵐：《中日文化交流的考古學研究》，頁 107，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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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如此一來，百濟博士王仁赴日本之事，宜定為 404、405 年，也就是五世紀初之際。至於

日本創設學校，恐怕要到七世紀後半，八世紀之際，達到完備。 
八世紀以後，日本頒行所謂大寶、養老律令。其《學令》所載之內容，不外是有關大學寮

（地點在平城京）的一些教學規定。此即大學寮設有明經與算學兩科，明經生四百名，算學生

三十人，這種不成比率的學生編制，說明令制上仍是以明經科爲主（《令義解》卷一《職員令》

「大學寮」條注），但實際上亦可兼學文學、律學、書法，此後乃有文章科、明法科的獨立。

大學寮明經生教材的規定，在八世紀初期，包括儒家經典的《周易》、《尚書》、《周禮》、

《儀禮》、《禮記》、《毛詩》、《春秋左氏傳》等七經，《孝經》、《論語》以及《公私禮》、

《吉凶禮》是必須修讀的。這些規定，大致與同時代的唐朝中國類似，尤其《孝經》、《論語》

必讀與《五經》的選讀辦法。 
起初在讀漢字時，仍然與中國一樣，要讀漢音。只是在施行時，東亞諸國較中國多一層困

難，此即如何音讀問題。日本過去與中國南朝交流較為密切，所以要學習吳音；隋唐建立以後，

首都在長安，則以「漢音」為正，此處的漢音，就是長安音。 
就八世紀前半葉大寶、養老《學令》所規定的讀文辦法，曰：「凡學生先讀經文，通熟，

然後講義。」（《令義解》卷三、《令集解》卷十五）所謂經文，指漢籍經典，學習漢籍的方

法，是由「讀」到「講」的過程，也就是規定由讀漢字到講漢文。這樣的讀、講辦法，完全以

漢字作爲認知的媒介，實是東亞諸國共有的傳統。其淵源當來自唐制。唐文宗太和五年(813)國
子祭酒裴通奏疏中引《學令》曰： 

諸生先讀經文，通熟，然後授文講義。（《唐會要》卷六十六「國子監」條） 

此處的《學令》，當指玄宗《開元二十五年(737)令》所載之內容，與前述大寶、養老《學令》

幾乎全同，說明大寶、養老《學令》這一條規定，直接取自唐朝的《學令》；而唐朝的這一條《學

令》，也由大寶、養老《學令》的採用，可知其時代當屬於《永徽令》。從中日雙方對於讀、講

經文規定相同，足以證明用漢字作為認知媒介的漢字教育，日本與中國並無二致，相信朝鮮半

島諸國亦如此。 
作為《大寶令》（701 年頒行）注釋書的《古記》，對於前引《學令》此處所規定的「學

生先讀經文」一事，注解曰：「謂讀經音也。」（《令集解》卷十五）讀經音的工作，又曰「白

讀」（同《前引書》「先讀經文」條注引《釋云》）。可見讀音（白讀）爲實施漢字教育的第

一步，這是對外國如日本而言，首先遇到的難題。 
日本爲解決這個問題，乃有音博士的設置。音博士始置於何時，史無明載，愚意以爲可能

見於《淨御原令》，員額二名。《日本書紀》卷三十持統五年(691)九月、持統六年(692)十二月

條所見的音博士大唐續守言、薩弘恪二人，可能就是初任的音博士，且是唐人，令人注目，這

是將讀音解為讀漢音的旁證。至大寶、養老令制定時，乃規定大學寮之音博士爲二名。（《令

義解》卷一《職員令》） 
在實施漢音教育過程中，恐未臻理想，延曆十一年（792）閏十一月二十日敕曰： 
明經之徒，不習正音，發聲誦讀，既致訛謬，宜熟習漢音。（《日本紀略》前篇卷十三） 

此即重申要熟練漢音，並將漢音視為「正音」。為進一步培養本國音博士之人材，至九世紀後

半葉，在大學寮遂有「音生」的設置，以在此之前，顯然多委由歸化人擔任。音生的設置，似

乎說明在大學寮內已有單獨存在「音科」的可能。16到十世紀前半葉頒行《延喜式》時，仍可

                                                 
16 參看拙著：《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較研究》（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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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音生與音博士之制。（卷二十《大學寮式》） 
其實規定讀漢字時，要讀漢音，豈止是學校，佛教界也是如此。延曆十二年(793)四月二十

八日敕曰： 
自今以後，年分度者，非習漢音，勿令得度。（《日本紀略》前篇卷十三） 

習讀漢音一事，《延喜式》也有明文規定： 
凡試年分度者，遣音博士一人就僧綱所試漢音。（卷二十《大學寮式》） 

其于規定釋奠禮儀時，注曰：「古人云此式，多用漢音。」（同《前引書》） 
漢字教育在日本令制上雖規定以讀漢音爲主，但實際上恐多採用訓讀。養老《學令》「先

讀經文」條注引《穴云》：「醫生、大學生等之讀者，讀訓也。」《穴云》的說法，顯然與前

引《古記》的說法不同，《穴》說讀和訓，《古記》說讀漢音，依令制而言，當以讀漢音爲是，

但也反映當時是有訓讀存在。無論如何，先讀漢字是僧俗界共同的學習過程，然後習讀漢文。

透過教育事業，僧俗界將漢文典籍的學術逐次發揚，終於出現東亞文化圈。 
總之，漢字教育首由字形、字音去認字，進而研讀漢文，達到精熟然後才講義。這些教材

在官學是有詳細規定的，教材性質隨各學科之別而異，但皆屬於漢籍。17基於此故，日本從遣

隋使以後更努力搜集漢籍。到九世紀末，據藤原佐世所編集之《日本國見在書目錄》，可知共

收錄約一千八百餘部，計一萬八千餘卷。這個數目，若與《隋書》、《舊唐書》經籍志相較，

約爲隋唐宮廷所藏之半，令人驚奇。若以經、史、子、集四部的分類方法，比較《日本國見在

書目錄》與隋唐《志》所著錄之部數、卷數時，可發現隋唐《志》以史部爲重點，而《日本國

見在書目錄》則以子部、經部爲重點。此事說明古代日本重視儒經及諸子。這種情形，直至近

世的日本仍無改變。又在經部中，小學家的比重在《日本國見在書目錄》遠高於隋唐《志》，

前者占其總部數的百分之八、總卷數的百分之三，後者占其總部數的百分之三、總卷數的百分

之一。按，小學家是著錄有關語彙、訓詁、音韻、詩文、字書等，日人在未講讀漢文之前，須

先通漢音、字書，也就是筆者所稱的漢字教育，其對小學類的需求，自然高於漢人。此外，在

子部方面，天文、曆數、五行、醫方等類，在《日本國見在書目錄》也遠超于隋唐《志》，正

也說明日本古代教育除儒學以外，典藥寮之醫學教育、陰陽寮之陰陽學等教育均爲日本所特重

的學科。從日本所藏之漢籍情況的分析，除可用來證明日本極爲重視漢字教育外，其實也可用

來說明日本教育的重點。18以上，對日本的漢字、漢籍等流傳及教育，所以敘述較詳，是因為

今存文獻中，以日本為詳的緣故。 

3、越南 

在中國的戰國時代後半期，亦即西元前三、四世紀之際，漢字當已隨著漢人遷徙至越南而

流傳著。其後的越南統治，從趙朝到秦漢以後的郡縣時代，漢字是越地的公用文字。儒家經典

也隨著漢武帝獨尊儒術而流傳於越地，尤其是漢人社會。迨至西漢末、東漢初，錫光、任延分

別在交阯、九真兩郡創設郡學，儒教主義教育乃生根于越南。一般說來，越南文化的發展與中

原相比，仍有差距。其進一步開發，恐要等到三國的吳、東晉、南朝時代，19尤其士燮出長交

州的這段時間，對越南文化的發展，貢獻最大。 
                                                 
17 參看前引拙著：《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較研究》，頁 97，附表四。 
18 以上有關《日本國見在書目錄》與隋唐〈經籍志〉的比較分析，參看池田溫：〈古代日本攝取中國典籍問題〉（收

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1981），第四節《日本國見在書目錄》，頁

358~364。 
19 勞榦：〈二千年來的中越關係〉（收入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編《中越文化論集》1，臺北：195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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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燮卒于吳黃武五年(226)，年九十，綜計治理交阯達四十餘年。他最大的功績，便是在中

原學士大夫輔佐下，以詩、書、禮、樂之儒家思想教化越民，提高越南的文化，使其與中原無

殊。若論政治的安定與社會的繁榮，甚至可說是當時中國各州郡之冠。若謂越南儒教主義教育

的實施始於錫光、任延，其生根發展則在士燮時代。越南史家吳士連評曰： 
我國通詩書，習禮樂，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全書》卷三〈士

紀〉） 

爲這就是說，越人把士燮視 傳入中國文化的始祖。據近代學者的研究，今日越南所保存最古的

漢字音，便是在此時傳入的。20此後的官學教育發展，仍多不明。 
一般說來，交州一地屬於邊陲，其文教推行情形，常視良吏上任而定。如杜慧度於南朝劉

宋時期出長交州，其任內「禁斷淫祠，崇修學校。」（《宋書．杜慧度傳》）很明顯的，這是

杜氏在該地推動儒教主義教育的例子。直至十世紀前半葉越南獨立以前的一千餘年間，越南的

漢文教育是斷斷續續的發展，殆可確信。 
越南獨立以後的教育發展，如李朝國子監制所示，依然以儒學教育爲主。《大越史記全書．

本紀全書》卷三〈李仁宗紀〉太寧四年(1075)二月條云：「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

黎文盛中選，進侍帝學。」此處不但說明越南在獨立之後，仍有中國式的官學，而且也實施中

國式的科舉，其學術以明經為主，亦無庸置疑。翌年(1076)，詔「選文職官員識字者入國子監」

（同前引〈李仁宗紀〉），以充生徒，或可解爲加強入學措施，而此處所謂「識字」，顯然亦

指漢字而言，其官學教育仍以實施儒學教育爲主。 
直至後黎朝顯宗景興十二年(1751)，校定百官職掌，有關國子監諸行政人員（知監事、祭

酒、司業等）之職掌，曰： 
奉侍文廟，肄習多士，應照前年旨傳，逐月依課習文，以成人才，資實用。（《歷朝憲

章類志》卷十五〈官職志〉「庶司職掌之殊」上） 

據此可知以學校作爲儒學教育之場所，即使在越南獨立後也無改變，其制度反而較北屬時代更

加完備。至於十三、四世紀之際，雖有「字喃」文字（以複合的漢字表達越語）的完成，21但

其流傳不廣，仍沒能取代漢字在公的地位。 

 

二、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特色 

根據藤堂明保的研究，漢字在古代日本有三種用法：一、取與日語相當之漢字意譯日語；

二、直取漢字義而用日語音讀；三、藉漢音表日語。第一種用法，就是所謂的訓讀，如「人」

讀為 hito、「鳥」讀為 tori；第二種用法，直取漢字義而用日語音讀，如「辛巳」讀為 sinsi，「僧」

讀為 zou；第三種用法，藉漢音表日語，如用「比止」漢字表日語「hito」、「止利」漢字表日

語 tori，此為字音假名，成爲日本假名的母胎。這些用法，可見於八世紀的典籍《古事記》(712)、
《日本書紀》(720)、《萬葉集》(755)等。其後因為民間以草書書寫和歌、書翰、日記等，而逐

漸發展出平假名文字；同樣地，在佛寺的僧侣，為講讀或注解佛典之方便，以漢字之偏旁或部

分字形，簡單加注於行間空白處，於是發展出片假名文字，如伊→イ，宇→ウ，保→ホ，礼→

                                                 
20 藤堂明保：〈漢字文化圈の形成〉（收入岩波講座：《世界歷史》(6)，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116。 
21 參看前引藤堂明保：〈漢字文化圈の形成〉，頁 122。富田健次：〈ベトナムの民族俗字（字喃）の構造とその渊

源〉（《東南アジア研究》17 卷 1 期，1979），頁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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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等。22所以日本假名的出現，是實際運用漢字逐漸演變出來的結果。過去有謂留唐名儒吉備

真備(695~775)發明日本文字，這是不可能的事，但吉備真備在文字改革方面有可能做出貢獻，

只是此事有待進一步考究而已。 
綜觀傳統時代，漢字在東亞地區使用情形，可歸為以下幾種，1.作為公私基本交流用的文

字，2.基本典籍著述用的文字，3.知識份子教養的象徵，4.書法成為藝術之一。關於第１種情形，

即以漢字作為交流媒介，尤其在公的場合，如國與國的交流用的國書；民間交流在語言不通時，

可用書寫漢字作為溝通媒介，即所謂筆談，如日本名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禮行記》所示。關

於第２種情形，各國主要典籍，如日本的《日本書紀》、韓國的《三國史記》、越南的《大越

史記全書》等，皆用漢文著述。關於第３種情形，以八、九世紀的東亞而言，作為當時士人基

本的教養，即必須通曉《論語》、《孝經》以及儒家五經之某些經典，乃至若干中國古典史籍

等。23關於第４種情形，是因漢字有各種書體，隨著公私運用而出現各種書法，為朝野所喜好，

史上乃出現各種書體的名家，如王羲之、顏真卿、柳公權、懷素等。 
傳統東亞地區的士人，其學習過程是透過字書而認識漢字，乃至漢音，然後習讀童蒙教材

（如《千字文》、《蒙求》等），再由《孝經》、《論語》入手，開始接觸儒家經典以及史書

等。這種情形，其實也是中國自漢朝以來一般士人的學習過程。隨著東亞地區的政治、文化交

流，使這個地區的教育事業，由私學到官學，逐漸呈現共相。這個共相，主要表現在兩方面，

一是有形的校園設計，屬於「廟學」制；一是採用儒家的經典與史書作為基本教材，除《孝經》、

《論語》而外，就是五經（可析為七經到九經）與三史等。作為士人，就通經而言，並不是每

一位都必須通五經，而是以通二經作為基本條件24，當然通越多越好。其治史者，以三史為多，

兼及其他中國正史，帝王學則包括實錄。25 
一般說來，士人基本教養為通經，但亦常兼治史，而曰通經史。個人言行，乃至國家行事，

以經為據，間參史證，誠如唐武宗會昌五年（845 年）九月太常博士顧德章不贊成東都建宗廟

一事時，說：「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若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不據

者，不得率意而言。」26 
再者，薛放對唐穆宗有關學習經史以及《論語》、《孝經》的一段答話，可作為上述論證

的簡潔說明。穆宗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薛放對曰： 
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不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

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參，是非無準的，固不可為經典比也。 
帝曰：「六經所尚不一，志學之士，白首不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 

《論語》者六經之菁華，《孝經》者人倫之本，窮理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

《論語》首列學官，光武令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

                                                 
22 參看前引藤堂明保：〈漢字文化圈の形成〉，頁 107~114。 
23 參看拙著：《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下篇之參〈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頁 285~302。 
24 所謂通二經，並不是從五經中任意選通二經，而是有一定的規定，這是由唐制而來。《新唐書．選舉志》云：「凡

禮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禮、儀禮為中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梁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

經各一，若中經二。」（日本大寶、養老《學令》之規定，除無列《公羊》、《穀梁》二傳以外，其分經類別與通

經辦法，皆與唐同） 
25 參看拙作〈隋唐的帝王學〉（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1989-6），頁

613～649。拙著《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禮》（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第二篇第一章〈帝王學教育〉。 
26 顧德章主張「立廟東都，正經史無據，果從臆說，無乃前後相違也。」（《舊唐書》卷 26 禮儀志）即反對東都立

宗廟。武宗無採納德章之議，仍欲於東都修崇宗廟，但未及實行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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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理，四海乂寧。蓋人知孝慈，氣感和樂之所致也。 
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舊唐書》卷一五五薛戎傳附其弟薛放傳） 

無論如何，在古代的東亞世界裏，士人的教養是有其共通的一面，所以彼此交流頻繁。除

可以到中國留學，甚至做官而外，中國的士人也可以到日、韓國家任職，乃至於歸化。而日、

韓彼此之間，也可做學術文化交流。於是傳統東亞地區，以中國文化為媒介，自成一個歷史世

界，這就是所謂的「東亞世界」，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歷史世界。 
今日東亞地區的人在一起，尤其是知識分子，即使語言不通，也可透過筆談作交流。彼此

相處，即使初次見面，亦顯得格外親切。這個原因，有一部分我想是來自傳統文化具有共相的

緣故，使大家在意識形態上，比非東方人容易溝通。 

 

三、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崩解與展望 

十九世紀後半葉，西人挾著優勢力量東來後，使漢字文化圈為之解體。越南早在十九世紀

末被法國統轄之後，漢字亦同時被廢。韓國則在 1960 年代由朴正熙大統領予以廢除。而漢字在

中國地區，百多年來因為一連串對外失敗後，信心崩潰。「五四」以來，因受到反傳統影響，

以及發展科技需求，要求拼音化不絕於耳，甚至有廢漢字論者。1930 年代，此說更盛。1956
年，大陸全面實施簡體字，使漢字文化為之變形。但採用拼音文字之呼籲，仍未間斷。 

1980 年前後，世界開始使用電腦，漢字軟體尚未開發，採用拼音的呼聲更高。不意幾年之

間，電腦業克服漢字輸入問題，至此所主張的拼音說，乃至於漢字無用論，均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戰。相反的，乃有漢字優越論的提出，以及主張進行漢字「第二次大變革」（第一次為秦漢

隸書的統一）。27 
對於近一、二十年來的電腦文化衝擊，就而漢字的未來性而言，筆者以為無需對漢字本身

進行第二次大變革，亦無需實施簡體字，反而可回頭去肯定舊有繁體字。蓋繁體漢字所代表的

是正統東亞文化傳承，惟有肯定繁體字，才能使東亞傳統文化延續下來。百多年來對漢字的紛

紛擾擾，實際也是對東亞傳統文化的摧殘。即使東亞各國用近代語言翻譯漢文典籍，其作用只

能協助其流傳，但仍非文化傳統本身，也就是非為原典。而今幸賴電腦的普及，等於解救了百

年來漢字所遭遇的危機。 
以臺灣目前中小學電腦教育的普及性，其他各行各業更無例外，的確已經在進行漢字文化

的大翻身。這個大翻身，是由電腦直接承擔漢字輸入的簡化工作，而不必實際針對漢字書寫本

身執行簡化。就目前各種漢字輸入法而言，在電腦鍵盤上，至多按鍵五次，即可打出繁雜漢字。

這樣的漢字顯現法，等於透過電腦漢字輸入法在技術上施行對漢字的簡化工作，而無損於漢字

原來的繁體影像。在進行漢字簡易輸入法時，眼睛、腦核所見所想的仍然為繁體。據報導，日

本有一醫學研究小組研究結果，發現日本人對圖形的識別與記憶能力優於美國人，其原因可能

得益於日本人在日常生中使用近二千個漢字。28如果這個研究可靠，則以電腦輸入繁體漢字，

更有益於人體智慧的開發。 

                                                 
27 以上資訊，係由電腦網路取得大陸「漢字電腦研究所」網站，登載張時釗：〈漢字應有或將有第二次大變革？〉，

2004.2.21。 
28 同前引大陸「漢字電腦研究所」網站所登載中新社 2004 年 11 月 13 日刊登〈漢字使日本人圖形認知能力優於美

國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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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電腦輸入繁體漢字的方法，目前樣式仍多，這是一二十年來始終沒能克服的最大難

題。使用漢字的地區，若能夠共同開發出繁體漢字的統一輸入法，就可真正解除百多年來漢字

所面臨的危機。這是電腦技術對漢字的重大革命，而無損繁體漢字的完整性；甚至用電腦可做

成各種字體及其大小變化的藝術。過去用筆寫的漢字，不論何種字形，今日透過電腦技術皆可

做到，這是百多年來提倡拼音或簡體者所無法想像的事，更是數千年漢字史上的重大變革！ 

 

結 語 

傳統東亞地區，以中國文化為媒介，自成一個歷史世界，有其特殊的政治秩序，這就是所

謂的「東亞世界」，異於同時代的其他歷史世界。中國文化當中的漢字、儒學、律令（或曰法

制）、科技、佛教等五要素，成為各地區的文化共相，所以可稱為中國文化圈，但因皆以漢字

典籍為據，所以又可稱為漢字文化圈。形成這個文化圈的動力，主要在於當地的教育事業，尤

其是儒、佛教育，而使漢字在當地生根發展。因此，傳統東亞地區的教育過程，是透過字書而

認識漢字，乃至漢音，然後習讀童蒙教材，再由《孝經》、《論語》入手，開始接觸儒家經典

以及史書等。佛門精通外典者，頗有其人；而佛門本身，即以漢譯《大藏經》為主要經典，其

認字過程，與一般士人學習情形並無二致。 
基於此故，傳統東亞士人的教養是有其共通的一面，其抱負亦有某種程度的共識，有別於

其他歷史世界的讀書人。所以彼此交流頻繁，除可以到中國留學，甚至做官而外，中國的士人

也可以到日、韓國家任職，乃至於歸化。而日、韓彼此之間，也可做學術文化交流。今日東亞

地區的人在一起，尤其是知識分子，即使語言不通，透過筆談也可交流。彼此相處，即使初次

見面，顯得格外親切。這個原因，有一部分原因，我想是來自傳統文化具有共相的緣故，使大

家在意識形態上，比非東方人容易溝通。文化交流的途徑，可以有多種，除政治性的使節往還

以外，尚可以循由學生、商人、工匠以及僧侶等。29不論何種途徑，以漢字作為媒介是不可缺

少，中國文化圈所以又稱為漢字文化圈，就是這個緣故。 
如今東亞漢字文化圈諸要素，看來殘存無幾。所幸 1980 年代以來，電腦開發中文輸入法，

使傳統文化，尤其漢字文化，在東亞地區可重新獲得生命、解讀與延續。希望有關單位，或有

心人士，早日促使漢字輸入法一致化，不妨先由常用漢字輸入著手，相信這個目標不久可以實

現。 
至於用漢字表音台語問題，我不是語言學家，無法直接回答，但從漢字歷史發展看來，漢

字與漢字文化是不可分割，廢漢字，等於廢棄歷史文化，越南、韓國已經面臨年輕一代無法閱

讀自己傳統歷史文化典籍的困優。所以原則上對於漢字本身有意義的文字不可廢，如「大學」、

「教育」等，因為它已經成為解讀自己歷史文化的基本工具。今後解決之道，仍可依上述方式，

透過電腦技術，力求改進。至於只是用來表音的漢字，不妨改以英文字母表示，如台語”Q”音

之使用，亦即採用類似日語外來語標音法，此案或可供參考。 
 

                                                 
29 參看周一良：〈談中外文化交流史〉、〈我對中外文化交流史的幾點看法〉（均收入周一良：《中日文化關係史論》，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