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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流傳日本的 

一部中國識字書：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 

吳蕙芳* 

提 要 本文透過《增訂日用便覽雜字》一書的介紹說明，作為江戶時期中國

識字書流傳日本的一個實例補充，且可觀察出此種分類字詞雜字書一如不分類字

詞雜字書般，係以刊載各式具體名物字詞為主要內容，實不同於《三字經》類的

傳統識字教材。此外，尚可由此呈現中國雜字書發展至清代，已趨向以識字認詞

為主的教科書性質，而非明代多屬兼具教科書與工具書兩種功能的書籍，而雜字

書此一發展趨勢，至民國以後更為顯著。 
關鍵詞 江戶時期 雜字書 中日圖書交流 

江戶時期中日兩國透過書籍商品的貿易途徑達成文化交流之現象，早為學

界關心並注意；廿世紀六○年代的日本學者大庭脩首開其風，將此時期中日間

的書籍貿易予以全面探究，不論是書籍貿易的流通與過程、載書唐船的修建與

航行、輸入漢籍的內容與影響，乃至研究此一課題相關之各類資料的收藏與分

析等均予詳細解說；八○年代末九○年代初的大陸學者嚴紹璗、王勇等人接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大庭脩，《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年 3 月）；此書已有中譯本參見〔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人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

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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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其後，尤重漢籍在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的角色扮演，二十年來累積相當成果，

如中國典籍流播日本、日本漢籍流傳中國、中日佚書、中日文化比較、重要漢

籍對日本之影響等主題均有一定質量的作品呈現，可謂成果豐碩。 

近年來，筆者因探討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問題，而關注當

時普遍流通四民大眾的一種識字教材——雜字書，在努力挖掘此種資料的同

時，發現明清時期中國的雜字書亦曾經由唐船貿易流入江戶時期的日本，且版

本不一。這些傳入日本的中國雜字書目前可見實際文本者（含刊本與抄本）有《魁

本對相四言雜字》、《居家必備日用雜字》、《新刊廣輯居家緊要日用雜

字》、《新刻群書釋義六言聯珠雜字》、《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

全》、《甫曾太史彙纂鰲頭琢玉雜字》、《新增萬寶元龍雜字》七種，

惟據當時書籍貿易資料《落札帳》的記錄可知：日本江戶時期的安政 5 年（1858，

清咸豐 8 年）尚有一種名為《增訂日用便覽雜字》的識字書傳入日本，且一次即

輸入十部。然此書筆者在日本未見實際文本，反在中國找到兩個本子，分別

為同治丙寅年（5 年，1866）及同治丁卯年（6 年，1867）的木刻本，大小相同（長寬

22.5×12cm.），均墨海堂梓行；由於實際見到文本的刻印時間較傳入日本的版本

來得晚，可知《增訂日用便覽雜字》一書應早於咸豐年間即刊行於世，流通當

時的民間社會。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共一冊 51 頁，上下雙層刊印，屬分類字詞釋義（30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 月，2 次印刷）；王勇主編，《中日漢籍交流史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大正 9 年〔1920〕東京米山堂用明洪武 4 年〔1371〕金陵王氏勤有

書堂刊本景刊）。 
 《居家必備日用雜字》（吳門四知堂梓，江戶寫本）。 
 《新刊廣輯居家緊要日用雜字》（書林余松軒梓行，明刊本）。 
 〔明〕謝榮登撰，《新刻群書釋義六言聯珠雜字》（萬曆中建陽書林熊安本刊行）。 
 《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澄邑書林郭柳之重梓，江戶寫本）。 
 〔明〕曾楚卿編，《甫曾太史彙纂鰲頭琢玉雜字》（明刊本）。 
 〔清〕徐三省編，戴啟達補，《新增萬寶元龍雜字》（清刊本）。 
 大庭脩，《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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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加上生活知識（21 頁）的工具書型雜字書，附有音注而無圖例；由書中生活

知識項目頗為有限，及封面上印有「新增品級、服制」等字可知，此書原無生

活知識內容，應為分類字詞加上部分字詞釋義，偏教科書或字典、辭典類工具

書性質與功能的雜字書，而所以增載清代從正一品、從一品至正九品、從九

品之各官階品級（10 頁）與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種喪服禮制（11 頁）

的兩種生活知識內容之原因，據書中言乃「大清律例，縉紳錄不能家有其書，

摘錄服制、官階二項，以便檢閱，不倫不類之譏，知不免焉」。 

事實上，此雜字書不僅生活知識內容有限，字詞釋義部分亦少，如字詞量

高居首位的「燕居什物」類有 134 個字詞，僅載字詞釋義於上層如下： 

，條，上聲。鐘，或作盅。杯，或作盃。柺，一作榮楇。 

字詞釋義載上層內容較豐者為「花卉」類，共有 87 個字詞，其字詞釋義內容為： 

玉蘭一名迎春。木筆即辛夷。石竹即洛陽花。杜鵑一名山石榴。萱花一

名宜男；萱同蘐，亦作藼。夜合即合歡。罌粟一名米囊。麗春即虞美人。

山丹狀如紅繡毯。梔子一名蔔。一幹一花者蘭，一幹數花者蕙。玉簪

即白鶴花。菊古作鞠。鼓子花其花如缸鼓式，一名掛金燈。 

又此版雜字書字詞釋義位置不一，與其它同性質與功能的雜字書往往將釋

                                                        
 筆者將明清以來的雜字書，依其內容分為全刊字詞的教科書型雜字書與兼載字詞釋義與生活

知識的工具書型雜字書兩種，而教科書型雜字書依識字認詞過程配合其字詞內容的分類與

否，又分為集中識字用雜字書（亦可稱為識字入門用雜字書，字詞不分類）與鞏固識字用雜

字書（字詞有分類）兩種，而工具書型雜字書亦依其內容分為兩種，一載字詞釋義可供檢索，

似字典或辭典性質與功能的工具書，一刊生活知識可供檢索，似家庭生活百科全書或生活手

冊性質與功能的工具書。相關說明參見：吳蕙芳，〈清代民間生活知識的掌握──從《萬寶

元龍雜字》到《萬寶全書》〉，《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 期（2003 年 5 月），頁 190－191；
吳蕙芳，〈識字入門──明清以來的雜字書〉，《興大歷史學報》，16 期（2005 年 6 月），

頁 5。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頁 10 下。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燕居什物」，頁 14 上－15 下。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花卉」，頁 26 下－27 上。 



‧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2007 年 6 月‧ 

‧112‧ 

義直接置於各字詞旁，以方便使用者參考便用的情形頗不相同。《增訂便覽

日用雜字》的字詞釋義大多置於當類字詞的上層，偶有將之置於個別字詞旁，

甚有若干類字詞是將釋義內容混合置於上層、後端或字詞旁。如字詞量居次的

「雜務」類有 126 個字詞，除載字詞釋義於上層，即： 

儹，贊，上聲，聚也。帑，湯，上聲。趁，音秤，逐也，俗作趂。賺，

音站。抽豐，俗訛為秋風。醵，音遽，又音渠，會錢飲酒也。憨，音酣。

嗻，音遮，囉嗻，多言也，俗作囉；字典無字。顢預，音暪酣。忐

忑，音毯忒，心虛也。綹，音柳。窵，音弔。夠，音構。咱，音查。陡，

音斗。閨，音鳩。癟，音別。 

亦有部分釋義附於個別字詞旁，如： 

億兆，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毫釐，十絲曰毫，十毫曰釐。絲忽，一蠶

所吐為一忽，十忽為一絲。錙銖，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八銖為錙，二

十四銖為兩，絫與累字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若干，若，未

定之詞，于字從，從十數始于一，成于十，故言若干，或指天干，從甲

至癸，亦自一至十也。里數，古以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 

另以「蔬菜」類為例，其共 85 個字詞，係於該類字詞後端總載釋義內容： 

葷，臭菜也，通謂蕓、薹、樁、韭、阿魏之屬，西方以大蒜、小蒜、興

渠、慈蒜、茖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蕓薹、胡荽、薤為五葷。茖，

音格，山葱也。《爾雅．冀》，大蒜為葫，小蒜為蒜，蕓薹即蔓菁，或

云即蘿蔔。山藥古名薯蕷，唐代宗名預，改名薯藥，宋英宗諱曙，改名

山藥。 

亦有部分字詞釋義置於上層： 

                                                        
 同類型之雜字書可以《萬寶元龍雜字》為例，而有關此雜字書的介紹可見吳蕙芳，〈《萬寶

元龍雜字》的內容與性質〉，《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4 期（2002 年 9 月）。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雜務」，頁 28 上－29 下。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蔬菜」，頁 1 上－2 下。 



‧江戶時期流傳日本的一部中國識字書：《增訂日用便覽雜字》‧ 

‧113‧ 

荽，音綏。蘿蔔，亦作萊服。薺即野菜。落蘇即茄子。茭白即菰米。芋

頭小者為芋彌。蓴，音人。，音洪。 

而「家用什物」類共 111 個字詞，則主要將字詞釋義置於各字詞旁： 

虎撐，走街醫家所搖銅鐵圈。喚頭，剃頭擔所持響鐵。驚閨，磨鏡者所

搖鐵片。鬧街，錫匠所持鐵器。擊饞，賣熟食者所擊小木梆。喚嬌娘，

賣閨房雜貨者所搖。報君知，算命者所擊小銅鑼。對君坐，修腳者所搖

摺凳。廚房曉，賣油者所鳴小銅鑼。引孩兒，賣要貨者所持。 

惟亦有若干字詞釋義置於上層： 

，俗字字典無。，作抅非。剃，本作薙。砧，同碪，音征。，同

鈢，作非。屜，音替。傘，本作繖。畚，音本。 

綜觀《增訂日用便覽雜字》一書的字詞釋義內容，除主要為直音音注、解

釋詞義外，尚標明各式物品的古名、俗稱、別號，或歷史淵源與演變等，份量

雖不多，然涉及範圍頗廣，亦含若干知識教育意義於其中。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最主要的內容刊載為分類字詞，共 36 類 2,232 個（二

字或三字一詞不等），其字詞類目屬性若依傳統中國知識體系區隔分為天地、人事、

名物三大項，可知此版雜字書並無天地項字詞，僅 6 類為人事項字詞，即載

各式人際關係稱謂的「人物」類、喪服禮制中親屬稱謂的「三父」類及「八母」

類、各種官銜職稱的「附錄」類、地方風土鄉言的「吳下俗語」類，以及人事

社會各相關事務的「雜務」類；至於具體名物項字詞則多達 30 類，其中，又可

分為食衣住部分共 11 類、動植物部分共 6 類及器物用具部分共 13 類三種，惟

無醫藥身體部分字詞，而以器物用具部分最多，特別是日常生活中適合各行業

與各身份者所使用的「家用什物」類及「燕居什物」類的字詞居首，另有專屬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家用什物」，頁 12 下－14 上。 
 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分類可以綜合性類書為代表，主要分為天、地、人、事、物五類，亦可概

分為天地、人事、名物三大類，相關說明參見戴克瑜、常建華主編，《類書的沿革》（重慶：

四川圖書館學會，1981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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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武將、農人、工匠、漁民、商賈等不同職業與身份者可採行的「文具」、

「武備」、「田器」、「蠶績器」、「匠作什物」、「船器」、「漁具」、「米

行什物」等類，以及涉及休閒娛樂事的「樂器」、「玩具」等類字詞。然書中

內容若以實際字詞量計算，則食衣住部分的字詞量高達 910 個（占所有字詞的

40.8%），又較動植物部分的 313 個字詞（占所有字詞的 14%）及器物用具部分的 732

個字詞（占所有字詞的 32.8%）來得多。（參見附表）而無論如何，此種以具體名物

字詞為主要內容的刊載特色，實雜字書與《三字經》之類的其它傳統童蒙識字

教材絕大不同之處，不僅呈現於載不分類字詞的集中識字用雜字書（又稱識字入

門用雜字書）中，亦可見諸載分類字詞的鞏固識字用雜字書內。 

又仔細觀察《增訂日用便覽雜字》一書內容，可知此書似較偏江浙一帶的

南方省份出版，以方便南方居住者使用，其理由有二：首先，書中字詞有其它

雜字書所無的「吳下俗語」類，係刊載錄自《蘇州府志》的字詞 14 個附釋義於

各字詞旁如下： 

我儂，自稱。獃子，謂人不慧。薄相，薄音白，謂嬉戲。縮肉，謂不任

事。脩娖，娖音捉，修理也。脗縫，音閔，鳳無鏬隙也。蘆，謂葦席。

多許，許，黑可切，謂眾多也。場許，許字同上。溫暾，溫熱適中也。

惛塗，睡聲。咤異，事非常也。唱喏，揖也。賺錢，覓利也。 

另有錄自《吳門補乘》的字詞 11 個附釋義於各字詞旁如下： 

，音列的，乖張也。墨，音迷癡，無所可否而多笑貌。佁儗，音

丹膩，胸次耿耿也。不知薡董，薡董二草難辨，即不辨菽麥之意。鏖糟，

不潔也。相嬲，嬲音烏，去聲，戲擾不已也。兜，音海，平聲，以

網兜物也。陸顧，問何人也，吳中陸顧二姓 多，故以為問。麕獐馬鹿，

舉止忙亂也，四物善駭，故以為喻。移物曰捅統。舉物曰摙，連聲。 

                                                        
 有關載不分類字詞的集中識字用雜字書（識字入門用雜字書）之內容刊載以具體名物為主的

說明及其意義，參見吳蕙芳，〈識字入門──明清以來的雜字書〉，頁 28－29。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吳下俗語」，頁 30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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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書中刊載的食物中屬各式點心之「糖點」類字詞高達 118 個，以餅、

糕、糖等物最多，如餅類有燒餅、春餅、薄餅、月餅、宮餅、光餅、餅、糖

餅、閔餅、橘餅、柿餅、盤香餅、瓦片餅、朝板餅、拖爐餅、蔥油餅、芽穀餅、

眉公餅、太史餅、油酥餅、芋頭餅、酒釀餅、金錢餅、風囂餅等，糕類有閔糕、

麷糕、麻糕、蜜糕、棗糕、查糕、松子糕、錠勝糕、靴頭糕、百子糕、萹豆糕、

菉豆糕、火炙糕、玉帶糕、雪片糕、雲片糕、軟白糕、蜜橙糕、狀元糕、椒鹽

糕、加官糕、八珍糕、砂仁糕、雞蛋糕、木梳糕等，糖類有黃糖、白糖、冰糖、

酥糖、糖纏、寸金糖、薄荷糖、梨膏糖、榧子糖、葱管糖、芝麻糖、餅子糖、

牛皮糖、謝家糖、碁子糖、香片糖等，另有酥（如麻酥、梅酥、到口酥、水桃酥、四

錦洋酥）、糰（如湯糰、糍糰、蒸糰、麻糰、十景蛋團）、片（如麻片、玉蘭片、藥梅片）之

類者，此外，尚含餡（如百果餡、夾沙餡）、餃（如肉餃、雪餃）、食（如扁食、茶食、

炸食）、粉（如藕粉、炒米粉）、醬（如木樨醬、玫瑰醬）類，其它還有：饊子、饊盤、

饅頭、湯包、燒賣、餛飩、糉子、黃臟、油堆、索麵、巧果、餺餺、饝饝、虎

爪、澆切、橘紅、橙丁、霜梅、柳霜、蜜餞、水餃子、油煠檜、熩熟藕、絞挒

棒、枇杷梗、雞蛋捲、糖脆梅等，可謂應有盡有，凡米麵食材可製成之各式

點心均涵蓋在內，且多屬加工製作的粉食與甜食點心，實偏南方人的飲食風

尚。由於目前可知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的中國書籍多來自江浙一帶，故《增

訂便覽日用雜字》亦可能來自中國南方省份的坊刻。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就筆者目前蒐集到的八十多種明清至民國時期版本

的雜字書可知，明版雜字書內容頗為多樣化，多屬載分類字詞、附釋義及生活

知識，兼具教科書與工具書兩種性質與功能之雜字書；然發展至清代的雜字書

多趨向載不分類或分類字詞的教科書型雜字書，雖亦有十幾個版本的雜字書屬

兼載字詞、釋義及生活知識內容，兼具教科書與工具書性質與功能的雜字書，

然其字詞釋義與生活知識內容已大為減少，不若以往豐富；再發展至民國以後

                                                        
 《增訂日用便覽雜字》，同治 5 年版，「糖點」，頁 3 上－4 下。 
 據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南北方均有粉食，然南方以粉麵製品為擅長，又此時甜食因糖主要產

於南方的廣東、福建、臺灣等地，故相關甜食的說明亦以這些地區為代表；參見伊永文，《明

清飲食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頁 169、171、189－192。 
 大庭脩，《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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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雜字書，更明顯的是以識字認詞為主要功能，亦即雜字書自清代以後逐

漸被定位為教科書性質，而不再如以往般兼具各式功能。透過《增訂日用便覽

雜字》一書的介紹與說明，除用以補充江戶時期流傳日本雜字書的狀況外，亦

可證明明清及民國以來雜字書上述之發展及演變趨勢。 

附表 

分類字詞    生活知識 

人事（6 類） 名物（30 類）    
 食衣住（11 類） 動植物（6 類） 器物用具（13 類）  

人物 56 蔬菜 85 禽鳥 59 家用什物 111 官階品級 
三父 3 果品 70 走獸 46 燕居什物 134 服制 
八母 8 糖點 118 蟲豸 50 米行什物（一切店用附） 80  
附錄 56 肉食 73 樹木 37 匠作什物 22  
吳下俗語 28 水族 62 花卉 87 田器 38  
雜務 126 首飾 88 草類 34 蠶績器 21  
 冠服 89  酒作具 47  
 綾絹 77  船具 55  
 珍寶 47  漁具 22  
 顏料 84  文具 91  
 房屋 117  武備 42  
   樂器 35  
   玩具 34  

 共 277  共 910  共 313  共 732  
 占 12.4%  占 40.8%  占 14%  占 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