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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王三慶：追根究柢、孜孜矻矻的研究之路與專書寫作

採訪／葉湘雯、連采宜　　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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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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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11

人物專訪

people

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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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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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還原真相！最後，更要縝密深思問題，了解文字語言之外的背後意義。從

上述提及的話語，可知這是王三慶一直以來所履行的真諦，也能感受到王三慶持續研

究與出版專書的熱忱與信念。在學術研究上，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卓越貢獻，讓我們感

受到一位文學大師的研究風範與態度。而潘老師為他題寫的勉勵聯語：「艱難立業差

能久，憂患為文始覺真。」也讓他永難忘懷。

 

 專書常是學者集歷年研究成果大成之作，深入探

討、系統性的呈現研究議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王三慶，曾經榮獲國家級金鼎獎、中興文

藝獎的獎項殊榮，可見王三慶在出版領域、文藝界的

卓越表現。在2014年、2018年獲得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敦煌吐

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

練若新學備用》研究》兩本專書。在敦煌學與佛典研

究領域，展現了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自2015年退

休後，至今仍然孜孜矻矻，繼續執行《閩南戲劇《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

究》的專書寫作，在漫長的學術路途上，踽步前行。

學術歷程與研究領域

　　本次有幸邀請王三慶分享研究及專書寫作過程。他回想起學術研究若是還有些許

的成果，完全植基於求學時期師長們的指導，以及當年紮下的基礎訓練。早期中文系

的學術環境主要是以小學（如聲韻、文字、訓詁等）、經學訓練作為必修課；文學方

面則側重詩文、詞曲的研究。然而之所以開始研究敦煌學，除了自身的興趣外，還是

有著一段機緣與曲折過程。

　　碩班時，初始決定研究的議題是在許世瑛教授指導之下撰寫杜甫詩的聲律：用韻

研究。却在臺師大圖書館中偶然閱讀到潘石禪教授根據晚清敦煌17號洞窟出土的文

書，探究中國韻書問題的大作《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因而引領他從事敦煌學研

究的動機。畢業後，聽說潘教授自新亞研究所退休，受聘於華岡，於是帶著一股衝動

回到文化大學繼續攻讀博士班，希冀跟他鑽研聲韻及敦煌文獻。但是潘教授當時正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趙彥濱教授抬學問槓的時候，為著《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一書的性質而爭論不休，並希望將該書整理成清本，予以出版。於是就指定王三慶帶

著學弟妹們組成讀書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初稿，接著他又獨力花費一年

的時光完成校勘，付排出版，而潘教授才甘心地開始講授敦煌學，且簽呈學校從英國

圖書館買來一套該館典藏的敦煌顯微膠卷。這也是他博論有違初衷，撰寫《紅樓夢版

本》的主要原因。

 隨後，便以《紅樓夢》作為研究核心，向周邊相關的文學擴散，跨足到中國古

典小說及域外漢文學等方面的領域。至於當初立下研究敦煌文獻的願望，直到撰寫升

等論文：《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才付之實現。據他說，這本書的完成，不但涉及

了敦煌本《類林》一書的整理，也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典藏的王朋壽《重刊增廣類林雜

說》實為唐代于立政《類林》的增廣改編本。當時國內語言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

龔煌城院士正從事黑水城西夏文本《類林》的翻譯，他從吳其昱先生手中接到此書

後，以原底本既然找到，便沒繼續翻譯必要而停止，令人十分惋惜。此外，王三慶更

跨足南管音樂與戲曲，以及閩南語和文學方面，研究領域十分寬廣。

與世界連結的敦煌學研究

　　敦煌石窟（俗稱莫高窟、千佛洞），在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且保存從十六國至宋元的傳統四部典籍和珍貴宗教文獻，以及塑像、壁

畫、建築等豐富史料與文物，可說是極其罕見的藝術聖地。隨著石窟大量佛教典籍與

文物的發現，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研究，便也開啟了敦煌文獻與藝術的研究這門

學科。王三慶的敦煌學研究，先從分類之書入手。這是在紙張發明之後，知識爆炸及

著述的繁衍，不得不採取以簡馭繁的學習策略及掌握知識的方式。所以在他升等論文

完成後，即受命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教授，為其主編的《講座敦煌∼敦

煌漢文文獻》一書撰寫〈敦煌類書〉一節，並且廣泛收集分類的應用文獻，於是從類

書又跨入了書儀及齋願文等分類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發現與意義讓我們看到鮮少

被官方史料所記錄或印證在民間社會中保留淵遠流長的文化真相，諸如一般庶民文化

與社會日常活動的樣貌。

 由此可知，王三慶在敦煌學的研究與著述中，不僅展現其重要的貢獻與提出該

等文物的珍貴價值，也讓我們看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蛛絲馬

跡。

從紙本到雲端：科技輔助研究

 在王三慶著書的過程，研究工具的使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電腦、網路尚

未普及以前，都要親手抄寫、紀錄文本，或是飛到當地尋找及閱讀文獻資料，其中耗

費許多時間、勞力與金錢，所費成本不訾。如今，只需要動一下手指，便可以方便又

快速地觀覽與搜集到世界各地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

 在蘋果個人電腦Apple II時，王三慶就開始留意使用電腦建立資料庫，協助學

術研究，可謂走在科技與研究並行的尖端。然後以科學的方式、統計學的方法，撰寫

電腦程式，進行資料庫的歸納與分析，運用大數據得出的說服力，輔助學術研究。

 王三慶在專訪中談及他如何利用科技，從事學術研究。既然身為文學人，文學

的核心本質也必然與人息息相關。因此他分析《王梵志詩》或建立《全宋詞》後，有

如語言學研究時所建立的語料庫，然後統計用字頻率，發覺使用最多的就是這個

「人」字，《全唐詩》也沒例外，證明『文學作品一定要以「人」為中心，這是文學

的核心。』然後所有的用字遣詞一切以「人」為中心，向四周一層一層的擴散，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個原子鍵般緊密相連的字群，又向四周擴散的文學核心結構。可是又

因個人身世背景及學養經驗的不同，構織成個人獨特的不同文學作品及文如其人的語

言風格。以前研究需要手寫卡片、穿孔分類，找尋有用的資料，費時費力，如今隨著

個人電腦的飛躍進步，所有的書籍圖畫，幾乎可以全部載錄於一個磁碟中，不論雲端

或網路，幾乎毫無阻攔，文史研究學者真的有福了。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7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

 禮失求諸野，這是王三慶敦煌學研究困心衡慮每常遇到的事件，而且都要放眼世

界中搜尋去。畢竟中國諸多已經完全佚失的文獻，僥倖出土於敦煌，却也常在國外找

到僅存的孤本相互印證，互補殘缺。如與中國緊鄰的韓、日、越、琉球等國，從人到

文化，自古以來即有緊密的相互來往，形成漢字文化圈下的東亞文化。若以日本而

言，自7世紀時起，遣唐使陸續到了中國，攜回諸多的古卷子本，迄今仍然典藏於他們

的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古寺廟或私人手中。這些珍貴的典藏有一部份後來都成為他

寫作《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這兩部專書的重要內

容。

 以《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一書而論，主要探究日本典藏的敦煌文獻或古

寫卷子所涉及的價值及真偽，從中掘發中國歷來被認為已經佚失的典籍，却同時存留

在日本與敦煌文獻中，形成相互印證及補缺，也使文本得以補全或還原。如書中探討

十二月往復的《朋友書儀》即與臺北故宮典藏的《唐人月儀書》相對應，甚至也與書

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本土魯番出土文獻幾乎一樣。再者，當日撰寫〈敦煌類書〉無法斷

定書名的一個卷子，沒想到在日本古寫卷子所引用的注釋，居然找到中國已經遺失的

唐人著作－孟獻子的《文場秀句》一書。凡此，在在證明日本典藏的古卷子本與敦煌

石窟所發現的典籍兩相對照，往往具有互相補足與印證的地方，說明了這些文本的真

實性及其價值。

 再者，王三慶談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的寫作過程，的確令人驚訝與雀躍。此

書是南唐‧釋應之著作，陳舜俞（1026∼1076）撰作《廬山記》時還看到它放置在東

林寺中，後來在中國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在韓國却出現了「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的刊本，根據底本避諱情況，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

（1083∼1105）初刊。這本書對於韓國佛教影響十分深遠，可惜韓國也不見了，却典

藏於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中。隨著該館珍貴文物的公布，讓王三慶得以進行研究，論

其內容又含括了類書、家教、書儀、齋願文等幾個方面，恰與他歷來所研究的敦煌應

用文書相互呼應，說明這不是單一現象，而是唐代從東到西普遍共存的情況。因此，

除了將此文獻整理出版，提出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外，更涉及了佛教吸收中國儒家的喪

服制度，走向本土在地化的過程。

近期與未來研究

 已經退休的王三慶，目前仍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鑽研與耕耘。在專訪時感嘆的

說：我興趣較廣，很多想做的研究與出版一一擺在眼前，但是時間有限！首先想持續

研究敦煌文獻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種種互動與影響，諸如中日韓越間文化的交流，或

儒釋道三者的匯通，發掘它們的互動和影響。第二，本身在閩南語環境下長大，從事

閩南語教學、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對於閩南語文獻的探討有著濃厚的興趣。目前也收

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試圖探索閩南語的相關問題及中西文化的轉介傳譯。如早期

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成果：《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三）即將出版，它是將南

管工尺譜轉譯成五線譜的譯介工作，使國內外學者能夠欣賞南管與戲曲之美。

 目前正在執行科技部「《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研究」的專書寫作計

畫，則是一部大家向來未曾注意的書籍。專長民俗與戲曲研究的龍彼得教授曾在歐洲

找到三本中國遺佚的南管刊本，對於南管文獻的補充或研究貢獻極大，然而未來這本

書的研究與出版，將可補足多套南管的散曲及三齣近乎完整的戲文，其重要性及貢獻

將不亞於龍彼得的著作和貢獻。

 最後，他想寫作《文學基因圖譜》一書。王三慶認為每個文學家有他特殊的語

言風格，諸如詩人間的關係或用語，一定會有相互承續與遞變，並且受到文化傳統的

學習與制約，這也是語言學、符號學或系譜學的理論根據。透過電腦分析文學作品的

大數據，研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詞用語的系譜，這些千差萬別的文學基因往往

構成個人不同的文學風格。

研究的態度與期許

 從跟王三慶的訪談中，可見專書著作不易，都是個人孜孜矻矻、經年累月不斷

堆疊的研究成果，有如春蠶吃盡了滿樹桑葉之後，吐出一點小小的結晶。也因他執行

專書寫作的過程和經驗，特地提出一些建議與期許，認為我們現在從事研究時，應該

要把手機滑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利用他們將珍貴文獻數位化、雲端化的當下，把

握千載良機，找尋一己有興趣的資料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永無止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