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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在「東亞」文化共同圈之下的 

漢詩與佛教文化 
 

 

一 

何謂「東亞」文化共同圈？ 

歷史學者高明士說：「東亞世界在地理上是指以中國本

土為中心，包括今日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區；這個地區，

是以中國文化為主要成分，與其他歷史世界顯然不同，稱為

中國文化圈並不為過。」1
 高先生這段話可為歷史上曾經有

過的東亞文明做註腳。 

從六朝到唐宋，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開始向四方周邊的藩

屬國擴散，特別到了九世紀的歷史上，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含

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與越南等地）幾乎是個同文字、同文化

的生命共同體，使用相同的漢字典籍、有相近的皇帝制度與

儒學或佛學思想，這就是所謂東亞文化共同圈。 

根據歷史學者甘懷真的看法：「東亞作為『一個』歷史

世界，自有其『一元』的性質。……古代東亞的確存在著以

                                                       
1 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前言

─問題所在〉，（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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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子為中心的一元的政治系統。」2
 高明士也說：「韓

國至遲在七、八世紀之際，也完成其為東亞教育圈之一環，

與日本幾乎同時。因此，七、八世紀之際，東亞世界非只完

成前所未有之政治一元化秩序，在教育方面也完成了共同的

文化圈。」3
 這個政治系統古人稱之為「天下」，這是中國

古代的政治體系。直到十九、二十世紀之間，中國才轉換為

根據「萬國公法」所規範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型

態4；前近代的日本也是「天下」型，後來轉換為帝國。 

所以，看待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不能

以今天國家概念的中國境內為範疇。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

韓越的影響》認為：「中國文化的價值，單從中國史方面看，

似乎還有不足，如果從環繞中國的鄰國史來看，可能顯得更

突出。所謂中國文化，涵蓋的範圍，並不限於中國境內，實

指以中國為中心、日韓越各國受其光芒輻射而形成的一大文

化圈。中國文化圈，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東方正教文化圈、

回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號為世界五大文化圈。」5
 本書

                                                       
2 甘懷真：〈東亞史研究的立場與方法〉，收入氏著《東亞古代政治史講義》，

頁 2。又甘懷真認為：「東亞」指歷史上的中國及其周邊的農業地帶，以

今天的國境而言，主要指中國、日本、韓國與越南；見甘懷真編：《東亞

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頁 4。 
3 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頁

359。 
4 孫關宏等：《政治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73-114。 
5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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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各篇文章內容，正是這個東亞文化圈之下的中國文

化。 

透過這個東亞文化圈的視野，我們可以發現，原來日、

韓、越各國千百年來都通用漢字，只是語言與讀音與中國不

同而已。日、韓、越諸國，在歷史上確實因中國而有文字與

文化。日本受隋唐文化影響而有大化革新，出現了第一本漢

詩總集《懷風藻》；韓國因唐朝之力平定百濟和高句麗，而

後有新羅統一王朝的出現；越南因五代十國的混亂，而後有

自主政權的產生。以漢文學和佛教來說，中國周邊的藩屬國

如日、韓、越，無一不是受中國的影響。他們書寫的文字是

漢字，閱讀的是儒家經典與由中國傳入的佛教經論章疏等，

他們都在歷代留下了許多漢文撰寫的各種史書，如日本的

《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本朝通鑑》等，韓國的《三國

史記》、《高麗史》、《東國通鑑》、《李朝實錄》等，越南的《大

越史記全書》、《越史通鑑綱目》、《安南志略》、《大南實錄》

等；同樣也留下許多文士與僧人的漢文字著作，如本書所選

取的研究對象：韓國崔致遠的《桂苑筆耕集》、《孤雲先生文

集》，日本「敕撰三集」之《凌雲集》、《文華秀麗集》和《經

國集》、空海和尚的《文鏡祕府論》、《性霊集》，越南的《大

南禪苑傳燈錄》、黎貴惇的《芸臺類語》、《見聞小錄》等。 

以國家發展的體制來看，中國分封天下的宗法制度、史

官文化、「史記」或「通鑑」體史書等紀史的制度，在日、

韓、越等國的歷史中都有啟蒙性的影響。日本在大化革新以

後，狂熱輸入唐代文化，文武天皇時，模仿唐制，於京師設

大學，置明經博士，平安時代進入如唐制的科舉時代，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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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教育與傳播方式類同於中國。以韓國來說，也是如

此，《唐會要》記載唐太宗增築國學學舍，「已而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6《舊唐

書．高麗傳》云：「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

書》、《三國志》等。」可見韓國自三國時代開始就採用中華

的文治，因此，唐玄宗亦曾詔云：「新羅君子之國，頗知書

記，有類中華。」7
 越南更不用說了，越南在五代以前本是

中國郡縣，其歷史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石晉時代，越人吳全

開始獨立，繼以丁、黎、李三朝，都是中國藩屬國，越南歷

史稱之為「北屬時期」，其文書也全是漢文化系統。可見以

漢字文化圈的觀察來說，日、韓、越三國的古代漢集有大量

的漢文化史料、文學與思想，都應納入中國文化系統下觀

察。然而，基於歷史的變異、語言文字的變革，日、韓、越

對他們祖先的漢集多數已經無法閱讀了。因此，這些漢集經

常是束諸高閣，即便有研究者，也經常受制於民族意識，無

法站在大東亞文化圈的視野下客觀面對。 

本書無非是想還原歷史上漢詩與佛教文化傳播的真相

而已。 

二 

東亞地區既然已經成一個「歷史世界」，那麼構成此一

                                                       
6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頁 633。 
7 劉昫：《舊唐書．新羅列傳》卷一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頁 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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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世界的要素是什麼？高明士認為是「中國文化」，也就

是由漢字書寫所帶入中國周邊國家的「儒學、科學、典制、

技術、宗教等五項」；其所說的宗教，在唐宋期間特指「佛

教」。8
 西嶋定生則認為是「漢字、儒教、律令、佛教等四

項」。9
 本書處理的就是個別文人所體現出來漢字文學、思想

與宗教（佛教），特別是漢詩與佛教文化的傳播。 

以漢詩的傳播來說：日本自百濟王壬齎書傳入漢字開

始，到近江奈良朝，日本漢詩已流行《文選》體古詩，「敕

撰三集」編纂的平安時代更是進入律體詩仿效時期，唐人王

勃、駱賓王、李白、白居易等專家詩文集都先後傳入日本。10
 

韓國則在高句麗僧定法師的〈孤石詠〉，確立為朝鮮詩歌之

祖。11
 到韓國的三國時代，更是不斷向中國奏請文章，以資

觀摩，並大量派遣遣唐使留學中國，或在中國登科入仕。有

唐一代，韓國的入唐使節不計其數，更有不少在唐貢舉登科

的文士，崔致遠便是一例。越南方面，《漢書》卷一下漢高

祖十一年（196 B.C.）的詔書已記載趙佗至百越甚有文理，

越南史家黎嵩也認為趙佗「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而化訓國

俗」（《越鑒通考總論》）。越人移居安南，漢詩與漢文化的傳

                                                       
8 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第二

章〈構成東亞世界的諸要素〉，頁 9-11。 
9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總說─〉，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

（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頁 5。 
10 嚴紹瑒《漢集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頁 9。 
11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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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也隨之入安南。 

以佛教文化的傳播來說：發生於印度的佛教，流傳到中

國已經中國化。以中國為中心的佛教文化，形成北傳佛教的

漢化面貌，在東漢到隋唐期間，漢譯《大藏經》逐步成立，

並向東亞世界流播。天台、華嚴、禪宗、淨土與密教，隨著

漢字的流通與儒家天下秩序的確立，廣披到東亞世界各地。

中國化的佛教傳入朝鮮半島，「據《三國史記》的記載，是

以三國時代的高句麗為 早，時為西元三七二年。其次為百

濟，時在三八四年。新羅 晚，是五二八年。日本方面，據

《日本書記》所載，五五二年由百濟傳入」；「至於越南，二

世紀已成為佛僧經由南海到中國的必經之地」，「中國化佛教傳

入則晚於八、九世紀之際，唐設安南督戶府於越南以後」。12 

古人說：「橘逾淮為枳」，漢文化的傳播雖然已流布於東

亞日、韓、越之間，然而經過各國民族文化的吸收與吐納，

在詩文和佛教文化上都各自起了變化，產生出新的風貌。本

書所收各章，是筆者近六年來出入日、韓、越三地採集文獻，

觀察比較的結果。 

全書各章分別依國家與時代分類。「日韓篇」收錄〈空

海和尚《文鏡祕府論》及其詩篇對日本漢詩的影響〉、〈山嶽

與修行──弘法大師山居詩研究〉、〈髑髏文學──空海和尚

的九相詩〉、〈唐代漁父詞與日本《經國集》十三首〈漁歌〉

之比較〉、〈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新羅詩人崔致遠的家國

                                                       
12 參考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

第三章〈中國文化的傳播與受容〉，頁 53-54。朱雲影：〈中國佛教對日韓

越的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 期，1976 年 4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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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等六篇；「越南篇」收錄〈安南丁、黎、李三朝詩僧

與唐宋詩僧「文學自覺」之比較〉、〈唐朝僧侶往來安南的傳

法活動之研究〉、〈越南儒學名臣黎貴惇的詩學觀〉等三篇文

章，初步呈現筆者藉東亞視野所看到的漢詩與佛教文化現

象。 

三 

個人對域外漢文學與漢文化的研究產生興趣，是從「唐

詩與茶文化」開始的，之後卻因域外「漢字」引起反思、因

東亞共同的佛教文化特徵引起好奇，逐漸走向這個領域的探

索。 

鑽研唐詩日久，伴隨唐文化的深度與廣度所帶來的國際

視野，使我注意到東亞文化共同圈的相似性，當日人岡倉天

心在戰後以一部《茶の本》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擁有源自八世

紀的悠久的茶文化，是中國所沒有的之時，我不禁懷疑，中

國古老的茶文化到哪裏去了？當發現韓國學者無法判讀首

爾故宮的楹聯時，我不禁省思，為什麼漢字文化在他們的國

家會消失？當越南佛學院開設漢文四書研讀、進行漢文佛經

越文翻譯等努力時，我不禁好奇，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一連串的疑問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是什麼因素造成東亞世界

彼此間如此的相似與扞格？要如何才能重新開展文化共同

體的一體感？於是有了本書各章的探索。 

第一章「空海和尚《文鏡祕府論》及其詩篇對日本漢詩

的影響──以格律規範為討論核心」，其初稿為〈九世紀中

國詩格對日本詩歌的影響──以空海和尚《文鏡祕府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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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詩篇為核心的觀察〉一文，曾在 2010 年 10 月 4-8 日於日

本．長崎大學「日中文化交流跨領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宣讀。後於 2013 年改寫收入本書，以作為個人對日本漢

詩探索的前導。 

本章以空海和尚《文鏡祕府論》及空海自身的詩篇為

主，觀察中國唐詩這種格律化的詩歌體製和唐代大量被抄錄

進入《文鏡祕府論》的詩格是如何被日本格律詩所運用。一

般認為日本平安時代的漢詩人，以菅原道真的創作數量

多，共有五百二十二首作品，且多符合律化規則，是日本平

安時代的漢詩大家。然而，空海曾於延曆二十三年（804）

與菅原道真的祖父菅原善公一同出使入唐，因此道真算是比

空海相較晚出的詩人，推測日本的格律詩還是應該回歸到空

海，以《文鏡祕府論》東傳日本作為思考的起點。 

第二章「山嶽與修行──弘法大師山居詩研究」，以空

海詩為例，觀察佛教「山居詩」類型在日本的演變與發展。

在中國，山居詩主要是僧人與道士隱居求道之下所展現的特

殊詩類，到謝靈運完成〈山居賦〉之後，由東漢以來僧俗所

開創的儒、道、釋三種「山居」傳統，發展成為以三教合會

的方式呈現。空海的山居詩在思想內涵上雖觸及三教合會，

但實際上以大日如來法身佛的法門一門深入，表現出來的則

是以「山」為淨土，遠離俗世穢土的修行方式。入山即入佛

法身，這種密教的聖山觀念，與中國六朝到唐的僧俗的山居

詩迥異。本章除分析佛教傳播到日本後這種突出的現象之

外，還討論到中日山居詩在漢詩的詩歌體製與詩歌意象上的

異同。全文曾以單篇論文方式，在 2013 年 6 月發表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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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學研究》第 25 期。 

第三章「髑髏文學──空海和尚的九相詩」，延續空海

漢詩與佛教文化論題的探索，從髑髏文學的角度觀察空海和

尚的〈九想觀〉詩，一來看其受唐詩影響的痕跡，二來比對

其思想與《莊子》、佛教思想的關係，從而釐清這組詩在中

日漢詩的文學傳統與佛教思想的內涵。 

禮失而求諸野，我們可說中國失傳的〈九想詩〉，在東

瀛開花結果，蔚為文學的大觀。日本的「髑髏文學」以空海

和尚〈九想詩〉為開端，發展出豐富的多元內涵。根據本章

的分析，空海這組詩的思想源頭實兼容佛教《增壹阿含經》

與《雜阿含經》的「無常」、「苦」、「空」觀，部派佛教《大

智度論》與天台宗《摩訶止觀》、《法華玄義》的「不淨觀」，

密法和《瑜伽師地論》的「無我空性」，其中也不乏空海獨

到的創發。至於文學方面，比對空海〈九想詩〉的主題與盛

唐「白骨」詩，發現唐詩在這方面所開出的主題其實非常淺

薄，比不上空海〈九想詩〉延續著佛教的白骨觀法，兼含顯

教與密教的禪觀，可以說是中華禪法到日本開花，以密教陀

羅尼結成「髑髏文學」美麗的花朵。本章曾在 2012 年 12 月

發表於韓國《中國語言與文化》第 2 期。 

第四章「唐代漁父詞與日本《經國集》十三首〈漁歌〉

之比較」，觀察的重心以唐代漁父詞為焦點，對照日本「敕

傳三集」的詩歌表現。本章發現日本「敕傳三集」中只有《經

國集》保有十三首〈漁歌〉，直接承自中國張志和〈漁歌子〉，

是日本借漢詩模仿唐風的表現。 

然而，在詞調體製上，日本《經國集》十三首〈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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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新的發展方式；在漁父形象方面，日本這十三首〈漁歌〉

也只是單純表達遺世獨立的物外之想，其中的「漁父」只是

隱者形象的想像；反觀唐代的〈漁父詞〉，則包含著道家隱

逸、道教神仙與佛教引渡等多元思想，產生隱士、神仙、禪

師等多元形象。此章是本書 後完成的域外漢詩研究，曾在

2013 年 9 月 5-6 日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文月教授學術

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已收入臺灣大學中文系

2014 年 5 月出版的《林文月教授學術薪傳研討會論文集》

中。 

第五章「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分別從「茶禪的起源」、

「茶與禪結合的時代：唐代茶禪美學」、「日本茶道的建立及

其美學特徵」等單元，歷史性的觀察茶禪的起源及其美學，

用以對照日本茶規中的「和、敬、清、寂」理念；發現日本

茶道從「露地」、「茶室」、「茶具」到「賓主之間」的一整套

美學，在唐詩作品中也有初步的端倪；而日本茶會的模式，

「茶會＋茶宴」的方式，唐代僧俗間也有初步的形態；至於

末茶的飲用、煎茶、點茶的方式，也產生於唐代。 重要的

是，日本茶道所講求的「茶禪一味」與其對禪理的闡發，更

是源於唐代。 

然而，日本茶道美學比起唐代茶禪來得精雅深刻多了。

從茶室如禪者「靜室」與「維摩斗室」、「露地」所指涉的理

事一如、茶禮是「聖餐的深邃禮儀」，到日本茶道整體所形

成的「佗び」美，處處都閃耀著禪者的光輝。這其中有唐代

茶禪文化所不能及的地方，它直接證明中日茶文化的共同性

與殊異性。可貴的是，唐詩成為此中較重要的材料來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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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曾在 2006 年 12 月發表於《法鼓人文學報》第 3 期。 

第六章「新羅詩人崔致遠的家國意識」是本書唯一的一

篇韓國漢詩研究，也是個人打開東亞歷史世界觀的另一重要

階梯。因著本章，筆者觀察到史學家如何看到「東亞作為『一

個』歷史世界」的相關問題。 

《唐會要》載唐太宗增築國學學舍，「已而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其中尤

以新羅留學生 多。唐時外藩留學生亦得參與科舉，而新羅

人登科者，始於長慶年間（821-824）。終唐之世，新羅留學

生登科者不下百人，但聲名 著且文學成就 高者，要屬崔

致遠。 

本章藉崔致遠詩文得知，唐代新羅詩人如何建構以唐為

正朔的觀念及其相對之下的四夷概念，全文並以《全唐詩》

中土詩人送新羅使節的詩作為對照，觀察唐代詩人與新羅詩

人互換視野下的「家國意識」。本章曾在 2013 年 9 月 13-14

日於韓國首爾．高麗大學「第一屆『韓國文集與漢學研究』

臺韓雙邊學術研討會」宣讀，後在 2013 年 12 月發表於韓國

高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第 61 期。 

由於個人對韓國文化的接觸較晚，加上語言的隔閡，在

韓國漢詩方面的研究不容易開展，本章只是初探。崔致遠為

韓國文學宗祖，其《桂苑筆耕集》是目前韓國現存 早的漢

集，以之開啟韓國漢詩研究之門徑，應該是很好的開始。未

來緣波溯源、行有餘力，應可順流而下，持續觀察韓國漢詩

的發展狀況。 

第七章「安南丁、黎、李三朝詩僧與唐宋詩僧『文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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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之比較」，嘗試觀察安南詩壇的發展狀況與佛教僧人的

關係。根據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13
 與鄭永常《漢文文

學在安南的興替》14二書的研究，唐代著名文士曾貶居安南

者，計有王福畤、杜審言、沈佺期，他們或以文教施諸當地，

或有作品流傳，影響安南文風的興盛；而戍守安南的刺史或

都護，如褚遂良、宋之悌、馬總、馬植、高駢等，也皆有文

名。從《全唐詩》楊巨源〈供奉定法師歸安南〉，15
 張籍〈山

中贈日南僧〉，16
 賈島〈送安南惟鑑法師〉、〈送黃知新歸安

南〉17等贈別安南友人的詩篇，可以側見當時安南僧人工詩

者不少；如果以詩僧為觀察，同時可以對照漢詩與佛教雙重

意涵。本章曾在 2009 年 6 月 19-25 日於越南河內，一場由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

                                                       
13 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中越關係史之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研究所，1964 年），第四章第四節〈唐代安南的文風〉，頁 135-140。 
14 鄭永常：《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第四章，頁 42-56。 
15 楊巨源〈供奉定法師歸安南〉詩云：「故鄉南越外，萬里白雲峰。經論辭

天去，香花入海逢。鷺濤清梵徹，蜃閣化城重。心到長安陌，交州後夜

鐘。」見《全唐詩》卷三三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10 冊，

頁 3722。 
16 張籍〈山中贈日南僧〉詩云：「獨向雙峰老，松門閉兩崖（一作涯）。翻

經上蕉葉，挂衲落藤花。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

問誰家。」見《全唐詩》卷三八四，第 12 冊，頁 4308。 
17 賈島〈送安南惟鑒法師〉詩云：「講經春殿裏，花遶御床飛。南海幾迴渡，

舊山臨老歸。觸風香損印，霑雨磬生衣。雲水路迢遞，往來消息稀。」

賈島〈送黃知新歸安南〉詩云：「池亭沉飲遍，非獨曲江花。地遠路穿海，

春歸冬到家。火山難下雪，瘴土不生茶。知決秋來計，相逢期尚賒。」

見《全唐詩》卷五七二，第 17 冊，頁 6639；卷五七三，第 17 冊，頁 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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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合辦的「越南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第八章「唐朝僧侶往來安南的傳法活動之研究」，以史

料、僧傳、佛經、行紀、詩文和筆記等文獻材料為主，考察

安南與唐朝之間往來的僧侶種類和傳法內容，以了解僧侶傳

播佛法的過程和交融影響的佛教思想，並分判越南禪宗的發

展樣態。全文分「安南佛教發展的梗概」、「唐朝與安南僧人

在海上絲路往來的活動」和「安南與唐朝佛教交互影響的樣

態」等三大部分。結果顯示，南海這條海路為唐朝與安南佛

教交流寫下重要的一頁歷史，促成兩地佛學內涵的交融。唐

朝僧人得安南僧人的協助能學會梵語、崑崙語，能一起譯

經、一起到印度求法；安南的佛教因唐朝大乘佛教的影響而

以禪宗為主，無言通入安南，為安南開了佛教禪派；唐朝的

佛教也因安南的小乘禪法，而有禪、律兼修或兼修密咒的走

向；安南僧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貢獻產生莫大的幫助。

本章曾在 2011 年 12 月發表於《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8 期。 

第九章「越南儒學名臣黎貴惇的詩學觀」，所考察的對

象為後黎朝末期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儒學名臣的黎貴惇（Le 

Quy Don, 1726-1784），其時代離唐代遙遠，主要因為越南漢

文獻的取得困難，研究進行中無法取得唐代安南資料，只能

以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提供給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

所的所藏抄本《芸臺類語》、《見聞小錄》之影印本為主，輔

以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所合編的《越南

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中的《桂堂詩彙選》進行之。 

本章以黎貴惇《芸臺類語》、《見聞小錄》、《北使通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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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桂堂詩彙選》四部著作中論及詩學的材料為考察依據，

證成其詩學觀念之源流，特別是其詩教的文學觀與中國儒家

思想的關係。全文發現黎貴惇強調經世致用的詩學，重視知

識分子需先有希聖希賢的道德修養，而後有大文章，他認為

政事辭翰一體，知識分子須以成大用、經大務為主，這也就

是士先識器而後文藝的詩學觀。他透過宋儒「格物致知」、

讀書窮理，領悟孔子詩教乃立言不朽，兼天地人三才之大

事，特別重視「興、觀、群、怨」的詩學實踐。他強調詩學

以平易為主，聲律音韻為次。他用詩來興發情志、觀風俗、

外交投贈，形成一種特殊的「使節詩學」。本章曾收入鍾彩

鈞主編《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12 年 12 月，頁 87-107。 

四 

有關東亞漢詩或佛教文化的相關研究，前行者已有不少

貢獻。臺灣學界中，王三慶與陳益源教授首開越南漢文學與

漢文化研究，曾有《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18《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一）（二）19
 等

書之編纂；日本漢文學研究上，臺灣大日本語文學系徐興慶

教授、20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廖肇亨教授，21

 都曾有豐富

                                                       
18 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

樂學書局，2007 年）。 
19 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一）（二），（臺北：

樂學書局，2010 年）。 
20 徐興慶教授已有多本東亞文化相關著作，如：徐興慶、陳明姿：《東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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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績。特別在臺灣教育部後五年五百億的補助之下，出現

許多跨學系的東亞文化研究團隊，以石守謙教授領軍的研究

團隊，已經完成《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22
 一書。大陸和國

際間相關研究的成果尚多，本書各章中曾一一徵引運用，在

此不加贅述。 

至於東亞佛教方面，誠如李志鴻《六至七世紀初東亞的

王權與佛教》所說的：「Arthur F. Wright、山崎宏、藍吉富、

鎌田茂雄……皆是代表學者。」23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

開展》、24
 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25

 鎌田茂雄《中國佛

教史》26
 等書，都已經為隋唐佛教如何走出東亞傳播之路開

出討論的先驅；《東亞佛教概說》一書中，里道德雄〈朝鮮

半島的佛教〉、川本幫衛〈越南的佛教〉等文中，分別對東

                                                       
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年）；徐興

慶：《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年）；徐

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年）。 
21 廖肇亨教授專長在近世東亞佛教文化史、東亞文化交流史、禪學史、古

典文學理論，重要著作如：《中邊．詩禪．夢戲：明清禪林文化論述的呈

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8 年）。 
22 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

司，2011 年）。 
23 李志鴻：《六至七世紀初東亞的王權與佛教》，（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碩

士論文，2013 年 7 月），甘懷真教授指導。 
24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開展》，（京都：法藏館，1971 年）。 
25 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26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年）。 



東亞漢詩及佛教文化之傳播 

-16- 

亞越南與朝鮮的佛教文化做了概論。27
 相關論述已見書中各

章，在此也不一一重述。 

總之，因著各方學術先驅者蓽路藍縷之功，本書各章才

得以更臻上乘。 

回想本書的撰寫過程，2006 年因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

院長黃俊傑教授的邀請，與法鼓山惠敏法師的鼓勵，我從〈中

日茶禪的美學淵源〉一文發端，開始這條域外漢詩與佛教文

化雙軌進行的研究道路。2009 年開始，很幸運的我正好趕

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鍾彩鈞教授領導該所同仁發展與越南

社會科學院的學術合作，透過蔣秋華教授的引介、廖肇亨教

授的指引，我陸續去了越南河內、順化等地，發表了本書所

收的三篇與越南相關的論述。2010 年以來，更因臺灣大學

文學院葉國良院長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學術研究計畫」，

鼓勵文學院各系跨三系以上的合作計畫，我開始了更多與日

文系徐興慶教授領導的團隊、歷史系甘懷真教授等跨系學者

合作的機會，因而也發展出學術研究的新領域。 

執行團隊計畫期間，個人更蒙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年度（第 50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赴京都大學文學部作三個月的研究。2012 年蒙國科會編號

NSC101-2410-H-002-133-MY2「唐詩對日本平安前期漢詩的

影響(I)」、「唐詩對日本平安前期漢詩的影響(II)」兩年期

（2012-2014）計畫案的支持，2012 年、2013 年又陸續到韓

國漢陽大學、高麗大學參加相關研討會。本書日韓篇數篇論

                                                       
27 藍吉富主編：《東亞佛教概說》，（臺北：華宇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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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都是在此學術單位的補助與跨系合作切磋下的心得，謹此

向以上諸位引介的先生暨惠予補助的教育部與國科會兩大

單位致謝。 

這本拙著的完成特別要感謝所有學術貴人的幫助，因為

你們在學術行政上的睿智與學術熱誠的感召，個人得以獲得

資源、汲取營養、開發見聞、拓展研究方向。學術研究是寂

寞的百年事業，但願以個人孜孜矻矻、黽勉從事的一點小成

果，能回饋學界，回報研究過程中曾鼎力相助的人；更願自

己在佛教學術上的努力，能發揮一己的生命熱力，上報四重

恩，下濟三途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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