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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日文化交流史簡述 

位於中國東方，陸路可以連通的韓國，傳說商末紂王時，

箕子披髮佯狂，已經到達該地；可是一水之隔的日本，卻要

到了秦始皇派遣徐福帶領五百童男童女出海，追求那莫虛有

的神仙靈藥，才有了交流的契機。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交

流模式不外是自己國家出現了暴政與動亂，才迫使內部的百

姓為著脫離苦海，背負著家當尋求一個安全理想的未來，而

語言文化自然也隨著人類的移動足跡而駐紮當地。對當地而

言，這種遷徙即是文化交流與相互輸入的開始，也是舊有文

化的變質與新文化產生的動力。另一種輸出方式則是帶有強

烈的文化優越感，以誇耀或壓迫的模式輸出，希望不費一兵

一卒，能讓對方主動臣服；或者威嚇對方，因聲威而自動來

獻。《後漢書》記載武帝滅了朝鮮之後，倭國使驛來通者三十

許國，即是一例。不過這種被動式的輸出或輸入，絕對不能

持之於久長，它常隨著雙方政治的變動而有所消長。 

然而另外一種獨特的輸入模式，則非被動式的外來或受

迫性的屈服，它是主動積極進取的追求與一種自覺反省的內

部需要，隋唐以後日本派遣大量的使節團和明治期間送出大

量的歐美留學生即是極為明顯的例子。這些學者到了當地，

常常是有計劃、有意志的為其本國攜回十分重要，有益經國

濟世的重要文物和無形的智慧財產，畢竟形而上的文化所能

體現的唯有這些形而下的器物罷了。當然也有雙方因利當

頭，以商業行為交易下各取所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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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事記》（712 A.D.1）或《日本書紀》（720）上的記

載，中國古文獻之傳入日本，是由王仁從百濟帶來《論語》

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展開序幕2。隋唐以後，因海運的開通，

中日兩國來往益加的密切，以迄唐昭宗景福年間（894），從

日本先後派出了二次的遣隋使和十九次的遣唐使，每次伴隨

而來的多達數百人，其中有留學生、和尚、百工和其它人士。

這些人縱然沒有哥倫布般的橫渡大西洋，卻也需要同樣擠在

狹小的船艙中冒著生命的危險，漂流於海上，為中日文化交

流作出極為出色的貢獻。如武后長安年間（701~703），「遣

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文。」隨行者山上憶良

即是著名的《萬葉集》作者之一；或第八次遣唐使隨來的吉

備真備皆為史上著名人物，而玄昉、 澄、空海、常曉、圓

行、圓仁、惠遠、圓真、宗睿等僧人所攜回的文物更多達五

千多卷，其中除了經、史、子、集傳統的四部載籍外，更有

為數不少的佛教經典。今天我們在日本公私立圖書館或寺廟

中看到有關奈良、平安朝時期的古本佛典寫經和一些中國載

籍，大都是這個時期的遺留舊物，或者是當時的過錄抄本及

這批人的再製文物。 

                                                        
1  以下凡括符內數字，皆指西元後年號，不再加註 A.D.，以省篇幅。 
2 三慶案：此說日本學界未成定論，據市川本太郎《日本漢文學史概說》（東

京：東洋學術研究會，昭和 44[1969]年 4 月，第 13 頁）以為此《論語》

版本為何晏《集解》；島田重禮、久保天隨則以為是鄭玄《注》。至於《千

字文》，岡田正之《日本漢文學史》（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 8[1996]年

10 月，第 7-8 頁）指出千字文議論者多，谷川士清、木村正辭、岡田正

之等或以為鍾繇作，新井白石、島田重禮等則以為如《凡將篇》、《急就

章》之類的小學書而被誤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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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部分是中國僧人或商人媒介過去的，如有名的

佛教大師鑑真和尚在天寶十二年（753）東渡成功，隨行所攜

帶的除了佛典外，也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真蹟或醫籍本草

等，而仁壽年間（851）逝世的藤原岳守，也因職務上的關係，

在抄檢唐人的貨物中，居然得到了《元白詩筆》。 

這類輸入與輸出的彙聚結果，在日本仁和、寬平年間

（885~897），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曾

經有過約略的反應，內容凡分「易」、「書」、「詩」、「禮」、「樂」、

「春秋」、「孝經」、「論語」、「異說」、「小學」、「正史」、「古史」、

「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

罰」、「雜傳」、「土地」、「譜系」、「簿錄」、「儒」、「道」、「法」、

「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

「曆數」、「五行」、「醫方」、「楚辭」、「別集」、「總集」等四十

大類，共計 1579 部，16790 卷，偶或穿插少數日本自作的典

籍，但是不影響整體大觀，何況這還是冷然院焚火之餘，而

且也不包括自中國輸入之佛教經典。再者，如果把各寺院及

民間收藏的東西也計算在內，恐怕不止倍數，只是無從統計

而已。3
 這些隋唐時代引進的文物對於日本奈良、平安時代，

上至於國家的典章制度，下至於社會風俗和文化的發展產生

了重大的影響。此在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文學研究》、木宮泰

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及專家學者的篇章中都有詳細的論

述，我們不再贅言。只是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國文物有一部分

                                                        
3 日本學界近年深入各寺院調查所藏文物，頗有斬獲，其成果已陸續印行

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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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這時期傳入的東西，而被視作國家重要文化財，珍藏於

公私立博物館或圖書館中，也有的成為高野山寺、東大寺等

各寺廟的鎮山寶物。 

到了宋代，遣唐使雖然終止，但是隋唐以來開通的海運

及設立的幾處市舶司，使民間的貿易交通仍然維持往來的狀

態。尤其雕版技術的進步對於文物的傳播，不再受到手工抄

錄時一筆一畫、一紙一書的限制，這等大批量產的結果，擴

大了書市的規模，促使書籍的成本價格下降，文物的取得也

更為容易，智慧財產的交流變成輕便攜帶與容易傳播的形

式，在在促使無形的文化或有形的文物邁向了市場經濟，內

銷與外銷也就兼而有之。所以在一些文人或法師的日記中，

常常可以看到宋版書籍的傳入，甚至進入了宮中。如宋太宗

雍熙元年（984），東大寺的法濟大師周然等飄然渡海，除了

回饋中國早已失傳的《鄭玄注本》和任希古撰的《孝經新義》

第十五各一卷外，同時也帶回一部開封太平興國寺雕印的開

寶《大藏經》，這是我們今天所見 早傳入宋版書的記錄。此

後不久的長元二年（1029）四月，藤原賴通在大中臣輔親官

邸也見到了獻給天皇的《玉篇》和《白氏文集》。再者當時的

中國商人往往也以宋版新雕本作為禮品贈送日本士人，時人

並以摺本為貴。這段期間輸入與輸出的結果，在平安時代末

期成書的《通獻入道書目》與正平年間（1353）大道一從編

纂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儒書目錄》二書，都有詳細的著錄，

可說是研究宋元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重要記錄。這些傳

入的典籍有的至今猶完好的保存在圖書館中，而商務印書館

印行海內外善本《四部叢刊》時，有些還是遠從日本拍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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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甚至鐮倉時期（1192~1336）傳入的慶元版《太平御覽》、

《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古籍都是中國久已佚失的珍貴

版本，而在日本都還保存十分完好，誠然不易。 

其後，日本歷史進入了南北朝與戰國時代的室町階段

（1192~1336），招聘來自江浙閩越一帶的雕版印刷業者及工

人，開始翻刻中國的古書，著名的五山版即是此一純熟技術

下的產物，雖然仍有不少日本的使者來求新書，尤其中國儒

家新變下的「宋學」或「道學」，對於皇室帝位的維持有其迫

切的需要，促使朱子學在日本有了極為重要的發展。另外有

關律令、醫書與佛教信仰等也有其實際的需要，因而源源不

斷地輸入日本。 

明朝萬曆中期以後，日本脫離鎖國時代，政經文化交流

也出現比較重大的突破與發展，而古籍的傳入除了透過兩方

來往的使節團外，民間人士的交流十分頻繁，更有舶載大量

的販運。當時中國船舶停靠的貿易港，每年多達兩百餘艘，

少也幾十艘以上。這些番號船舶除了運來民生貨物之外，也

攜帶了不少的中國古籍和文物，束裝成箱，每箱套數部種雖

有不同，然而以文化十二年（1815）南京船永茂號貨物報單

登錄，共載書 15 箱、32 種、260 部、622 套，若以此為計，

約可算出一年間輸入日本的書籍數量。而當時刻書中心的南

京、杭州和福建建陽等地，透過南京、寧波、泉州等優良港

灣，每每成為文化輸出日本長崎的對話窗口。這些記錄的第

一手資料都分見於《賚來書目》、《大意書》、《書籍之帳》、《落

札帳》等文獻中，經過關西大學大庭脩的整理研究後，刊行

在《舶載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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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江戶時期長崎港輸入的文化商品少說也有 7893

種，而以非商品名義輸入的載籍還不計其數，足見輸入量之

大。也因如此，元祿元年（1688）的田中清兵衛還開設了一

家專門販售中國書籍的「唐本屋」，把它店中的商品編成一本

《唐本目錄》，共收錄了中國古籍 1099 種，可見書店規模已非

小可。當我們在為北京中華書局編輯《古本小說叢刊》時，

自日本拍攝不少的東西，其中有一部分是這時傳輸進來的；

而王秋桂為臺灣學生書局編輯《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時，

特地委託我代為蒐集的幾部書，也是這個時期的商品；甚至

陳慶浩編集的豔情作品《思無邪彙寶》，其中大半都是日本各

圖書館珍藏的海內外孤本，並且以這個階段輸入的佔大多數。 

今天我們只要走訪日本的正倉院、石山寺、真福寺、東

福寺等地，其保存的中國古抄本都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唐宋舊

抄本，而足利官學與金澤文庫更收藏了不少的宋板雕本，內

閣文庫與宮內廳書陵部收藏的大量漢籍來源更是德川氏建置

的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恰好呈現日本有意輸入中國文物幾個

階段的特色與藏品，這些東西都是舊日輸入的存餘。 

可是這麼大量而珍貴的文物，在修《四庫全書》之時，

除了從日本回收了一批如《皇侃義疏》等文獻外，還有不少

的載籍未被利用。直到晚清之際，中外交流往來非比尋常，

雙方也互派大使駐紮，從第一任公使（1877.1~1881.12）何

如璋（1828~1891）及其參贊黃遵憲等人的開透視野，建立

了人際網絡；復經黎世昌（ 1837~1899）的接手第二任

（1882.1~1884.11），以及董康等的訪書襄助，除了收購明治

年間被掃地出門的漢籍外，更刊行了《黎氏古逸叢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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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是中國亡佚的古籍或異本。民國以後，更有商務印書館《四

部叢刊》的編印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刊行，其中更不乏

日本珍藏的中國古佚本漢籍，而坊間書肆或學者的研究也零

星收羅了不少珍貴的典籍或異本，足見這千餘年來交流的結

果，告訴了我們「禮失而求之於野」的古訓，並指示著我們

研究時的一盞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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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誠如上述所論，經過百多年來學者辛苦的收羅和翻閱，

此中秘寶並未全然公之於世，對於外國學者而言，仍然一知

半解；對於日本國內學者縱使知道存有這些載籍，也未必能

夠順利的入手閱讀，也因如此，其中需要探索尋訪及加以利

用者仍然不少。由於筆者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閱讀了姜亮

夫之《敦煌瀛涯韻輯》及潘師石禪（重規）之《敦煌瀛涯韻

輯新編》，粗略了解此方知識，而有志於是類文獻之探索。其

後，潘先生回到國內執教，幸能叨陪末座，聊附驥尾。於是

特請友人自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購回敦煌文獻等相

關文物，擬以此作為研究課題。惟先生斯時趣味於《紅樓夢》，

而筆者又因年齡癡長，受命帶領學弟妹從事讀書會一職，整

理《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紅樓夢》一書，於是成就了《乾隆百

二十回抄本紅樓夢》整理校本及博士論文《紅樓夢版本研究》

一書，而與初衷相違。其後，先生開始講授「敦煌學」，每年

暑假伊始，立即束裝赴歐，歸來後則面授心得發現，喜形於

色，溢於言表。 

於是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便從事有關此方文獻之研究，

並從類書一項進行探討，進而涉及整理敦煌文獻所有分類之

書，如書儀文獻及齋會文獻等。斯時筆者又因有感於西歐從

煤鋼資源的掠取，歷經兩次的世界大戰，使得英、法、德數

國由盛而衰。美國因為遠離戰火而保泰持盈，成為一等強國；

戰後的日本又以經濟力量達到二戰時期所想而不能達到的輝

煌成就，在在促使法德兩國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整合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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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貿易關稅的壁壘，以與美日進行經濟抗衡，終於有了歐

盟經濟體的誕生。除了歐元的統一之外，更有歐洲政治議會，

可說完全植基於拉丁文化觀點下的整合。那東亞又如何能夠

與美歐諸經濟體相抗衡？能否立足於漢字文化圈的觀點下，

互相了解各國與漢文化的受容情況，整合東亞各國的貨幣及

貿易關稅，則是筆者當時思考之問題。也因如此，一面整理

《敦煌類書》文獻及進行相關研究外，並從事於域外漢文小說

的整理；並完成《越南漢文小說》第一輯，且由行政院新聞

局頒贈「金鼎獎」的榮譽。 

然而，越南漢文小說只是這一整理工作的初步，對於日

本漢文小說的相關文獻則全然一無所知。時筆者為著擺脫系

主任的職位，於是透過學校的交換轉赴日本執教一年，一則

蒐集日本漢文小說的相關文獻，另一方面也瞭解如火如荼發

展的日本敦煌學，並蒐集關於敦煌文獻及研究篇章。此後，

又利用休假時間，專程再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

問三個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七個月，及東北大學東

北亞研究所一個月。數年來除了完成《日本漢文小說》第一

輯外，本書蒐集的文章盡是這些年來利用此方材料撰寫的研

究成果，由於埋頭於多方研究工作，無暇彙集成書，直到臨

將退休之際，不得不進行收網，檢視多年隻身在外的辛勞，

也向拙荊作一成績交代，隻身在外並非盡是遊山萬水，也無

眠花宿柳；更向補助經費的諸多單位證明，至少還有一丁點

的成績可以交差。 

其實，本書乃赴日執教，以迄今日，未曾收錄在專書中

與日本關涉的重要篇章。緒論除了說明著作的緣起及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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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外，結論則為全書的攏絡收結，並透過敦煌吐魯番文獻

與日本典藏這一主題的貫串，分成如下四章的論述： 

第二章起先從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品作為討論重

點，第一節鳥瞰天理圖書館敦煌藏品的全貌，探討其學術價

值與英、法、大陸及俄等各國館藏寫本之比較；另一點討論

國畫大師張大千於敦煌莫高窟作畫時獲取的數件文物，在裝

裱後賣到日本的過程及其學術價值。第二節則分析出自張大

千之手販售，而回歸敦煌研究院的〈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

可能是件贗品，這也是當年日本學者遲疑不買的原因。儘管

此一說法大陸學者多持異議，然而當年國際敦煌學會議上舌

辯群儒，並希望敦煌研究院能夠將張君義的頭骨與手指腕，

連同此一藏卷送給有關單位檢驗 DNA 的呼籲，至今遲遲未

能實現，不免感到些許的遺憾。第三節則是以敦煌非十七號

洞窟出土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本為研究重點，這是探

討道光二十七年（1827）前，敦煌塔出土的文物《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註本的相關研究，除了說明本卷內容的特殊性外，

也與同時代的諸多敦煌寫本相互呼應。再者，敦煌文物除了

十七號洞窟出土的藏品外，也有張大千或俄羅斯學者在莫高

窟其他洞窟挖掘的文物；更有十七號洞窟未開啟前的七十三

年，早有精彩的《心經》註本已為敦煌學拉開了序幕。該卷

又有許乃普等人的題跋，歷經太平軍亂及道光、咸豐、同治

三朝，每年春節元日必拿出誦唸，並記載上朝所見的皇帝身

體狀況，同時也見證了中朝大臣遭受列強各國環伺下的束手

無策，在近代史也有其重要性。至於題跋者盡是嘉慶、道光、

咸豐、同治以來著名的書法名家，勿論原卷書跡或者後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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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都有書法真品之藝術價值，售出者則為近代史上名人盛

宣懷之後代及臺灣板橋林家老三熊光（字朗庵，1897~1971）

之手，整體流傳過程可說是這部寫卷生命史的呈現。 

第三章則從日本二玄社影印中山博物院典藏的清故宮文

物談起，追溯其自唐以來歷經宋元明流傳上石的源流脈絡，

其後原本又再入藏清宮，並缺失了一部分，幸有明代上石的

拓本可以補實內容。次節則是敦煌文獻《朋友書儀》十多個

寫卷的整理研究，探討敦煌英、法、俄諸多寫本的綴合與校

勘，乍看之下似與日本無關，然而勿論 先提起本卷的日本

學者，或本章上下節之內容，都相關涉。第三節是以《中村

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月令》卷之整理校勘及唐本「月儀

書」之比較作為研究重點，除將亂次的殘片給予序整，並提

出內容在輯佚與校勘上的價值外，更將以上三節月儀的文本

作一比較，探討四言賦體與四六駢文體式不同的月儀形式，

而且該類應用文書有可能歷經各個時代積累彙抄的結果。至

於第四節則探討月儀書對日本的影響，從平安朝（794~1192）

的《明衡往來》、《季綱往來》、《東山往來》、《續東山往來》、

《西郊往來》、《菅丞相往來》、《釋氏往來》4，歷經鎌倉時代

（1192~1333）則有、《貴嶺問答》、《十二月往來》、《山密往來》、

《新十二月往來》、《消息詞》……以迄吉野（1334~1476）、

室町（1477~1573）、安土桃山（1574~1602），下至江戶期間

（1603~1867）及還政於明治以後，此類作品仍然多所製作，

通計而言，凡有三千餘種，其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然而日

                                                        
4 此書又名《明衡消息》、《雲州往來》、《雲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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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除了仿作而有新變外，五山時期更有假託東坡孫子的偽作

《婦人寐寤艷簡集》。 難得的是藤原皇后抄寫的杜正藏著作

而佚傳的書儀作品──《杜家立成》，居然保留在正倉院中，

且與敦煌書儀作品遙相呼應。 

第四章則以佛教法會為主，第一節談《敦煌變文集》〈下

女夫詞〉的整理兼論其與「咒願文壹本」、「障車文」、「驅儺

文」、「上梁文」之關涉問題，這是接續拙著《敦煌佛教齋願

文本研究》、《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5
 二

本專書之後的續探，如何從中國的驅儺民俗演變為上梁及下

嫁女兒、咒願新人、障車攔街等習俗的流變過程，以及這一

風俗在韓、越、日的受容狀態。第三、四兩節則以密教啟請

神明降臨無遮供養法會等儀式的討論為主，尤其《咒食施一

切面然餓鬼飲食水法》在唐代時曾隨日本僧人東行而被收錄

在《大正藏》中，如今中土已經佚失，而英藏、北京的敦煌

卷子卻完整的保留，並補實日本傳本之缺文。 

第五章首節則是利用法藏及俄藏敦煌寫本《類林》的考

訂基礎，對國家圖書館鐵琴銅劍樓藏本王朋壽《重刊增廣分

門類林雜說》傳本的追索考訂，判斷于立政之《類林》在唐

代中葉以後被改編為十五卷的《雕玉集》，同時再流傳到日本

後僅存二卷，然後黎世昌又從日本回傳國內，並收錄在《黎

氏古逸叢書》中。至於敦煌藏卷《類林》則已是十卷四十篇

                                                        
5 《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2，獲得國科

會人文學研究中心 2008 年 3 月份出版補助；《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

中國民俗的融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8，獲得國科會人文學

研究中心 2008 年 9 月份出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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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抄本，完整本五十篇則被翻譯為西夏文，龔煌城院士原

已翻譯大半，在筆者呈贈拙作後經其確認無誤。至於中原傳

本在遼時經王朋壽增廣重刊而改名，歷經元明清三朝後，只

以抄本形式流傳，一在陸心源手中，今已販售入藏靜嘉堂文

庫；另一本為鐵琴銅劍樓藏書，後來劉承幹嘉業堂則取以刊

行。次節〈《文場秀句》一書的發現、整理與研究〉乃對佚

本《文場秀句》之歸類及作者相關問題之考訂。根據敦煌寫

本《雜抄》（一名《珠玉抄》、《益智文》、《隨身寶》）問世之

後，以其內容談到孟獻子作《文場秀句》，而日本羽田亨博士

舊藏杏雨書屋「敦煌秘笈」第七二之 b ノ二號「道教齊儀ノ

二」內文中題目似作「文復（？）秀句」。因此，筆者根據藤

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以迄眾多之日本古籍註本與筆者

早期無法定名的類書，重新為它們考訂書名及內容，使中日

兩國之間的資料關涉與敦煌文獻保留的真相得以大白，更見

一東一西文本資料的互通與互補性。第三節〈從聖武天皇《雜

集》的整理研究兼論其與敦煌文獻之關涉〉是據日本國東大

寺正倉院典藏的珍貴文物所進行的探討，點評歷來整理的錯

誤外，並討論其所錄寫的詩文大抵中土已經亡佚或不全，幸

因國內外各圖書館典藏敦煌文獻的刊行問世，從中看到與這

批詩文的迴響唱和，或者互有優劣爭勝的地方，除具輯佚、

校勘功能外，也可看到由彥琮法師原作之〈願往生禮讚偈〉，

經過善導大師到法照，對於六朝淨土思想的選擇與變易，透

過不同的文本資料，自有不同的詮釋與發揮。更從十六觀詩、

淨土往生讚、九想觀等的承繼與創發，在在都可以看到一東

一西之間文獻史料的遙相呼應和迴響。縱使部分文字沒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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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對應或引發共振，往往也有其共時性的特徵存在，並嗅

出當日時空中所共同擁有的各式法會道場，處處飄揚著仕女

衣香及茗煙繚繞的氛圍。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