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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年閒��國�東亞�報哀知識與佚籍

――舊鈔本《%苑》�引《高麗記》硏究――

越 嶺 *

一哀舊鈔本《%苑》�學
�義

域外�藏中國中古�漢籍舊鈔本阿其�獻價值與歷�價值阿絲毫不亞於百年�被發現

�敦煌鈔本阿C一點阿在中國大陸尤其是�五年來阿�步得到學界��可與重視愛筆者�

�士論�是《日藏六�隋�漢籍舊鈔本綜合硏究》(2009 年��答辯)阿 2017 年夏阿改題爲

《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在北京中華書局正式出版1)
愛處理�舊鈔本對象阿以筆者

2007-2008 年在京都大學留學�閒�收集爲�阿如《�周易駅論家義記》哀《僞古�尙書》哀

《� 集v》哀《琱玉集》哀《%苑》等等愛其中阿對於本�涉#�《%苑》基本�獻�況阿上

舉�士論�第九違《�鈔本〈%苑〉殘卷考正》已做�初步處理�愛

筆者�年�印一個硏究方向阿就是在域外漢籍舊鈔本硏究�基礎上阿探求中古時代�

東亞�學哀思想與歷�愛如著作《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2)阿书中勾勒出

�代東亞�諸種事件 (��國與怨羅聯軍阿討&高句麗哀百濟阿以#��國與日本�海戰等等)；

印如�(《皇�・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周邊世界》3)阿基於漢籍哀思想�等多角度 (隋煬

�墓誌4)) 勾勒出中古時代�東亞愛以#目�正在)譯�已故扶桑東洋�大家內田吟風�著

作《北亞細亞�硏究：匈奴+／鮮卑・柔然・突厥+》5)愛

*越嶺阿南京大學�學院

1 ) 越嶺阿《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17 年版愛

2 ) 越嶺阿《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阿北京：商務印書館阿 2014 年版愛

3 ) 越嶺�(阿《皇�・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周邊世界》阿上海：中西書局阿 2014 年版愛

4 ) 隋煬�哀蕭皇后墓出土于 2013 年阿筆者曾經於 2014 年到揚州考古現場考察愛

5 ) 目�已經發表了中譯稿第一違愛內田吟風著哀越嶺譯哀余太山校阿《古代/牧民族0入農1國

家�原因――以匈奴�爲例�考察》阿�載《西域硏究》阿 2016 年第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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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東亞��推5阿亦與其他學科類似阿不外乎怨方法與怨�料兩條7徑愛關於�者

阿如：怨加坡王貞&敎9�《多極亞洲中��代中國：外:與戰爭�歷�》6)阿在傳瓜�

“册封體系”外阿提出了隋�東亞��“多極外:”與“軟實力”愛如：斯加夫 (Jonathan

Karam Skaff) �《隋��國和它�突厥蒙古系邻居：�;哀權力與關係 580-800》7) 提出�

“作爲世界��中國−內亞邊境”(The China Inner Asia Frontier World History) 理論等等愛印

如：%德威 (David A. Graff) �The Eurasian Way of War : Military practice in Seventh-

century China8)阿從歐亞大陸視野考察了�代�戰
與戰略愛

關於在隋�東亞��怨�料阿其中佔據比�大比重�是怨出墓誌愛C種學
興趣由來

已久阿如 1930 年代阿羅振玉刊印�《�代海東藩閥志存》一書阿涉#洛陽出土�百濟王子

《扶餘隆墓誌》(扶餘隆�父親阿卽百濟義慈王�墓阿至今尙未發現)愛印如違太炎跋《黑齒常之

墓誌》9)愛以#高句麗泉男生�墓誌阿民國年閒在洛陽出土阿李根源《曲石精廬藏�墓誌》

收之阿謂“�志第一也”10)愛

可見在淸�民國年閒阿學者們就將隋�墓誌�範疇擴大到東亞�愛

�年來阿如胡戟哀榮怨江(《大�西市�物館藏墓誌》11)阿毛陽光哀餘扶危(《洛陽液

散�代墓志匯(》12) 等等阿不Z枚舉愛作爲怨�料�墓誌阿在傳記�補閏以#相關�實�

修正上[它�特殊價值阿比如 2016 年怨出《西安怨獲墓誌集萃》�收《李円成墓誌》13)阿

對於解讀“玄武門之變”�後�長安政局[重]幫助愛印如阿洛陽哀西安怨出百濟哀高句

麗人墓誌14)
阿則對於理解高句麗哀百濟�均[極大裨益愛特別是 2007 年公佈�被盜液落洛

陽�物市場�《~寔5墓志》阿一年後한국방송공사 (韓國中央放` KBS) 就製作了“影a義

慈王�衝擊――~寔5墓志銘”15)阿此外阿c[ 2010 年哀 2011 年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鎭陸

6 ) Wang Zhenping,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印可參：梁爽記錄阿《王貞&先生談多極亞洲中���國》

阿�載《古典�學知識》阿 2016 年第 6�阿頁 3-12愛

7 ) Jonathan Karam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書p：李丹婕《�代中國�族群與政治――三部著作�p介與反思》阿�載《西

域��》第 8輯阿北京：科學出版社阿 2014 年版愛

8 ) David A. Graff, The Eurasian Way of War : Military practice in Seventh-century China and

Byzantium, Routledge, 2016.

9 ) 越嶺阿《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第四違《朔之龍》阿頁 92哀頁 108愛

10) 李希泌(阿《曲石精廬藏�墓誌》阿濟南：齊魯書社阿 1986 年版阿頁 105愛

11) 胡戟哀榮怨江(《大�西市�物館藏墓誌》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社阿 2012 年版愛

12) 毛陽光哀餘扶危(《洛陽液散�代墓志匯(》阿北京：國家圖書館出版社阿 2013 年版愛

13) 西安市�物稽查v(阿《西安怨獲墓誌集萃》阿北京：�物出版社阿 2016 年版阿頁 34-35愛

14) 拜根興阿《�代高麗百濟移民硏究：以西安洛陽出土墓誌爲中心》阿北京：中國社會科學出版

社阿 2012 年版愛同氏阿《石刻墓誌與�代東亞:液硏究》阿北京：科學出版社阿 2016 年版愛

15) 한국방송공사 (韓國中央放` KBS) 專題“歷�w蹤”阿 2008 年 12x 18 日放`愛

貞觀年閒��國�東亞�報哀知識與佚籍

415 〔34〕



續出土哀公佈�百濟移民~氏家族墓愛時代略�阿c可以舉出�年出土�隋開皇十一年

《裴z業墓誌》阿志�是北齊年閒“聘高麗{�”16)愛

相對于隋�墓誌阿域外�藏漢籍舊鈔本也[特殊�價值阿特別是基於某一種哀某一類

�獻阿可以深入�人�無法探究�領域愛

如舊鈔本《%苑》一卷阿原藏於日本福岡縣筑紫郡男}西高~信稚阿現藏於同縣太宰

府町哀太宰府天滿宮愛初步被�爲是&安時代�此份舊鈔本殘卷阿不Ì於昭和六年十二x

(公元 1931) 被日本政府定爲“國寶”17)阿而且可謂是海內孤本愛C份舊鈔本《%苑》殘卷對

於深入理解與硏究�代� (特別是東亞古�)哀中古v釋學哀鈔本�獻學等等[相當重]�價

值愛

首先對C份《%苑》舊鈔本產生敏銳學
�識�是：羅振玉扶桑歸國�鬻宅得款而�

部托狩野直喜哀內�湖南捐贈京都大學從事影印�舊鈔本事業：《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

舊鈔本》18)愛

據筆者�士論�第九違《�鈔本〈%苑〉殘卷考正》19) �查阿從 1922 年 (大正十一年)

開始阿一直到 1942 年 (昭和十七年) 爲止阿在京都大學以“線裝哀帙入”�形式阿共陸續出

版了 10 集《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愛其中第 1集共收[三種阿目�如下：

《毛詩�風殘卷・毛詩秦風正義殘卷》阿 1922 年影印 (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

本：第 1集第 1種)

《%苑》阿殘 1 卷阿存卷 30 (張楚金ó；雍公叡�)阿 1922影印 (京都�國大學�學部

16) 王其禕哀周曉薇阿《怨見北齊聘高麗{�〈裴z業墓誌〉》阿�載其著《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銘

與隋代歷��;》阿北京：科學出版社阿 2014 年版阿頁 275-280愛裴z業�料阿承蒙仇鹿鳴

兄提示愛

17) 山田孝雄阿《國寶典籍目錄》阿�載氏著《典籍說稿》阿東京：西東書�阿 1934 年版阿頁 369

愛越嶺阿《扶桑留珎：日藏六�隋�漢籍舊鈔本佚存初考》(附錄兩種)阿�載《國際漢學硏究

�訊》第二�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11 年版阿頁 110愛該�印收入拙作《六�隋�漢籍舊鈔

本硏究》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17 年版阿頁 79-105愛印阿據永田知之兄提示：1950 年日本

據《�;財保護法》“國寶”凡改爲“重]�;財”愛之後日本政府��以�貴重�“重]�

;財”再定爲“國寶”愛 1954 年《%苑》也再被指定爲“國寶”愛

18) 其具體經�可參狩野直喜《京都大學�學部景印�鈔本第一集跋》阿跋�載《京都�國大學�

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阿京都�國大學�學部阿 1922 年影印本；此�印載狩野直喜著阿狩

野直禎哀吉川幸�郞校字阿《君山�》卷三阿 1959 年自印阿京都大學�學部書庫藏本愛同時

可參：越嶺阿《草創��日藏漢籍舊鈔本硏究――以狩野直喜哀羅振玉等五人爲例》阿�載澳

門大學(《南國人�學刊》阿 2011 年第 1�阿頁 77-81愛該�印收入拙作《六�隋�漢籍舊

鈔本硏究》阿頁 106-122愛

19) 越嶺阿《�鈔本〈%苑〉殘卷考正》阿�載《國際漢學硏究�訊》第五�阿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社阿 2012 年 7 x版阿頁 153-186 愛該�印收入拙作《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頁

302-344愛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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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印舊鈔本：第 1集第 2種)

《王勃集》阿殘 2卷阿原存卷 29至 30阿 1922影印 (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

第 1集第 3種)

1922 年京都大學影印本《%苑》正�多爲楷書阿閒[連筆現象愛每面正��七行阿每行字

數� 15至 17之閒不等阿每頁施[淺色墨界愛��爲雙行小�阿每行字數� 22哀 23 不等

愛共四十二頁阿八十三面愛正�影印第一頁�示愛依�寫入：

%苑卷第□ 張楚金ó 雍公叡�

蕃夷部

匈奴 烏桓 鮮卑 夫餘

三韓 高麗 怨羅 百濟

肅愼 倭國 南蠻 西南夷

兩越 西羌 西城20) 後敘

蕃夷

在此殘卷�“蕃夷部”中阿共記錄了匈奴等 15 個中原王�周邊�少數民族部落哀政權或國

家阿�後附以“後敘”阿爲論営方��見阿我稱之爲 16“目”愛每一民族政權或國家�記載

方式大體是：首行頂格寫其名稱“匈奴”二字阿�一行開始頂格用同樣字體書寫正�阿雙

行小�亦不�格；從第二個少數民族“烏桓”之名稱開始阿則緊接�一個少數民族“匈奴”

正�末雙行小�書寫阿但空行不等阿如“烏桓”目�“匈奴”目末雙行小�� 7哀 8 個正

�字體個左右之長度阿“鮮卑”目�“烏桓”目末雙行小�� 3哀 4 個正�字體個左右之長

度愛然亦[如“匈奴”二字頂格者阿如“三韓”二字等等愛

��個世紀以來阿對於《%苑》�硏究竝不閏分愛而且阿卽已取得�硏究成果大部份

爲東瀛學人�作阿如：竹內理三校訂哀解說�《%苑》21)阿湯淺幸孫校釋《%苑校釋》22)愛�

者竹內理三�本專業是日本�而非東洋�阿對於漢��句讀出現了很多基本性與常識性�

錯�阿如四六�句�讀破等等愛後者湯淺幸孫專攻中國思想�阿對於傳瓜典籍中�校勘法

則�用得�爲熟練阿竝且能夠將《%苑》��字與傳瓜典籍如《後漢書》哀兩《�書》等細

緻比�阿故而此書中第一部份“校釋”頗見功力愛

20) 案：應爲“域”字阿傳寫之�也愛

21) 竹內理三校訂哀解說阿《%苑》阿東京：吉川弘�館阿 1977 年版愛

22) 湯淺幸孫校釋阿《%苑校釋》阿東京：國書刊行會阿 1983 年版愛

貞觀年閒��國�東亞�報哀知識與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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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第一�出版舊鈔本《%苑》阿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僞滿洲國�大連愛《%

苑》經�校勘哀�字排印後阿收入當時由著名�學家金毓黻(纂�《遼海叢書》23)阿《%苑》

爲其中�第八函 (集)阿同函尙[ (金) 王寂ó哀朱希祖考證�《鴨江行部志�本》哀《遼東

行部志》等等阿都爲東北�地�料�珍本與殘本愛此後 1968 年阿臺灣廣�書局曾經據京大

本加以影印出版阿然而發行不廣阿故兩岸學界亦鮮[利用者愛 2015 年底阿吉林��出版社

出版了《〈%苑・藩夷部〉校釋》24)愛此外阿臧克和�(《日藏�代漢字鈔本字形表》亦附

錄了《%苑》�影印件25)
愛

以上是專書愛國際學界關於硏究《%苑》以#《高麗記》�單+論�阿如：佐�5

《類書〈%苑〉の�末助字――�せて遼海叢書の校書を窺う》哀吉田光男�《〈%苑〉v

�引〈高麗記〉について―― 特に筆者と作成年�》哀大谷光男《女王卑彌呼の金印をめ

ぐって：〈%苑〉倭國傳から推測した》26) 等等愛

此外阿早�利用《高麗記》5行硏究�古代�鮮��學者阿除了日本滿鮮���代旗

手――池內宏�系列著作外阿c[如：內�湖南《�獲の二三�料 (六)――三墓誌に出

でたる高麗官職》27)阿宮崎市定《三韓時代の位階制について》28)阿末松保和《怨羅の軍號

¡幢£について》29)哀《�鮮三國・高麗の軍事組織》30)阿¦東俊《〈%苑〉百濟傳�引の〈括

地志〉の�料�性格について》31)哀李弘稙《淵蓋蘇�에대한若干의存疑》32)哀金哲俊《高句

麗・怨羅의官階組織의成立��》33)阿以#盧泰敦�系列著作如《高句麗�硏究》34) 等等愛

關於《高麗記》�考訂阿尤其以 1977 年吉田光男論��爲精審愛

中方�論�阿多爲東北地區�學者阿以姜維公等氏爲代表阿對《高麗記》做�一些初

23) 金毓黻輯阿《遼海叢書》十集阿遼海書社�印阿 1934-1936 年版阿南京大學圖書館古籍部藏本愛

24) 張中澍哀張円宇校釋阿《〈%苑・藩夷部〉校釋》阿長春：吉林��出版社阿 2015 年愛

25) 臧克和�(阿《日藏�代漢字鈔本字形表》阿上海：華東師範大學出版社阿 2016 年版愛

26) 佐�5阿《類書〈%苑〉の�末助字 ――�せて遼海叢書の校書を窺う》阿�載《富山大學

�理學部�學科紀]》第 4號阿 1977 年 2x刊；吉田光男阿《〈%苑〉v�引〈高麗記〉につ

いて―― 特に筆者と作成年�》阿�載�鮮學會(阿《�鮮學報》第 85輯阿 1977 年 10x刊

阿頁 1-30；大谷光男阿《女王卑彌呼の金印をめぐって：〈%苑〉倭國傳から推測した》阿�

載《二松學舍大學東洋學硏究�集刊》第 28 集阿 1998 年 3x刊阿頁 91-105愛

27) �載氏著《讀�叢錄》阿《內�湖南�集》第七卷阿東京：筑 書�阿 1970 年版愛

28) �載氏著《アジア�論考・中》阿東京：�日怨聞社阿 1976 年版愛

29) �載氏著《怨羅�の諸問題》阿東京：東洋�庫阿 1954 年愛

30) �載氏著《靑丘�草・第一》阿自家版阿 1965 年版愛

31) �載《東洋學報》第 92 卷第 2號阿 2010 年 9x刊愛

32) �載氏著《韓國古代�의硏究》阿首爾：怨丘�;社阿 1971 年版愛

33) �載斗溪李丙燾�士華甲紀念事業委員會(《斗溪李丙燾�士華甲紀念論叢》阿首爾：一潮閣

阿 1956 年版愛

34) 盧泰敦著哀張成哲譯阿《高句麗�硏究》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阿 2007 年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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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獻硏究35)
阿但大多不能與旣[�國際成果眞正對話愛�十年來阿�爲重]�論�阿

當爲筆者以�士論�專違爲基礎阿在 2011 年臺北大學“第二屆東亞漢��獻整理硏究國際

硏討會”上宣讀�《�鈔本〈%苑〉殘卷考正》阿幷於一年之後正式發表愛筆者此�是中方

比��部闡営《%苑》�一+論�愛本�關於�獻�考訂阿原則上基於筆者�《�鈔本

〈%苑〉殘卷考正》愛讀者審焉愛

總之阿數十年來阿硏究《高麗記》或者說利用《高麗記》5行隋�東亞�硏究�論�

亦時[發表阿但總體上沒[突破上舉學界先賢�硏究成果愛

本��用�《%苑》底本阿�字校錄{用東洋學著名學者湯淺幸孫�《%苑校釋》阿版

圖{用《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阿因爲後者是按照《%苑》�原尺寸分爲 83面

影印阿能比�眞實�c原了該舊鈔本�原貌愛

二哀《%苑》��引《高麗記》

筆者《�鈔本〈%苑〉殘卷考正》曾言#阿舊鈔本《%苑》殘卷��獻學信息阿�重

]�一條是來自此舊鈔本本身愛C份《%苑》舊鈔本殘卷第一頁第一豎行題云：“%苑卷第

□ 張楚金ó 雍公叡�”共十三字 (¥括闕字)阿�缺一字據內�湖南在大正十一年

(1922) 考證阿當爲“卅”36)愛

印阿《%苑・自敘》�云：

餘以大�顯慶五年三x十二日癸丑阿晝寢于幷州太原縣之廉&里焉愛
37)

案阿大�顯慶五年卽公元 660 年愛據此可知《%苑》��初形態 (不含雍公叡�) 當成

書於�高宗時代愛

35) 姜維公哀姜維東阿《〈高麗記〉成書時閒#作者考》阿�載《古籍整理硏究學刊》阿 1998 年第 2

�；姜維公阿《〈高麗記〉校勘記》阿�載《長春師院學報》阿 1998 年第 4�；同氏阿《〈高麗

記〉��料價值》阿�載《古籍整理硏究學刊》阿 1999 年第 2�；同氏阿《〈高麗記〉�發現哀

輯佚與考證》阿�載《東北�地》阿 2007 年第 5�；高福順哀高�輝阿《陳大德與〈奉{高麗

記〉》阿�載《長春師院學報》阿 1998 年第 3�；高福順阿《鯵論〈高麗記〉佚�在地理學上�

貢獻》阿�載《�;師範學院學報》阿 1999 年第 6�；同氏阿《鯵論〈高麗記〉佚�在地名學

上�貢獻》阿�載《東疆學刊》阿 2000 年第 1�等等愛高福順等著阿《〈高麗記〉硏究》阿長

春：吉林��出版社阿 2003 年版愛

36) 內�湖南阿《%苑卷第卅跋》阿�載《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阿京都�國大

學�學部阿 1922 年影印本愛案阿此後[日本學人印稱此跋�爲內�湖南“解說”愛同氏亦著

[《舊鈔本%苑に就きて》阿載《內�湖南�集》第七卷《硏§小錄》阿東京：筑 書�阿

1970 年版阿頁 119-125愛

37) 《%苑校釋》阿頁 348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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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苑》�作者張楚金阿五代後晉劉昫等ó《舊�書》卷一百八十七《忠義傳・

張¨源》下附[其族子《張楚金傳》愛本傳云：“著《%苑》三十卷哀《紳誡》三卷阿幷傳於

時愛”38)

毋庸置疑阿《%苑》正�給人�大之印象卽是四六騈體愛�代��違眾體ª備阿騈哀散

作者皆不乏其人愛可見《%苑》也是在南�隋初��學�發展«絡上之一¬愛如果說正�

對於�代�學� (尤其是騈��) �硏究�義大一些阿�麽《%苑》�v釋�字則是考察

中古思想�哀學
�哀東亞��絕佳�料愛C份舊鈔本殘卷�正�阿§乎每一句下都列[

�詳盡�雙行小v阿是《%苑》舊鈔本正�之外阿能引發人們�大關��東西愛

《%苑》��釋者“雍公叡”阿此人在�籍中無考阿從目錄學看阿“雍公叡”�出現阿是

《宋志》以後方始著錄阿而《崇�總目》等書阿皆未著錄阿由於是在宋代首�著錄阿不排除

是�後�五代或北宋人�可能性愛雍公叡�生&阿民國以來�學人 (¥括內�湖南等日本學

者) 多無從考訂愛筆者《�鈔本〈%苑〉殘卷考正》對雍公叡做�一些初步硏究阿此不贅営

愛唯《�鈔本〈%苑〉殘卷考正》一�中阿筆者詳細爬栄�《%苑》殘卷�引書之四部出

典阿列出一表阿現轉引如下：

經部：《毛詩》2哀《周禮職方》1哀《爾¯》1

�部：《漢書》20哀《�記》1哀《�記天官書》1哀范曄《後漢書》5哀《後漢書》77

哀司馬彪《續漢書》1哀王琰《宋春秋》1哀《續漢書》2哀《漢名臣奏》1哀魚

豢《魏略》2哀《魏略》10哀魏收《後魏書》1哀《漢書地理志》8哀《高麗記》

12哀《十六國春秋�燕錄》2哀《十六國春秋》1哀《魏志》6哀《齊書東夷傳》1

哀魏收《後魏書東夷傳》1哀蕭子顯《齊書東夷傳》1哀《梁元�職貢圖》1哀

《括地志》11哀《齊書》1哀《隋東藩風俗記》1哀《東夷傳》1哀范曄《後漢書

東夷傳》1 哀《後魏書》1 哀《宋書》2 哀《肅愼國記》1 哀《肅愼記》3 哀陸翽

《鄴中記》1哀《山海經》1哀《廣志》1

子部：應劭《風俗�》1哀《風俗�》1

集部：《楚詞》139)

上表中阿書名後�阿拉伯數字指筆者瓜計�《%苑》�引書��數愛鯵而言之阿舊鈔

本《%苑》殘卷�阿其中�部出典�三十餘種阿徵引典籍爲經部出典�十倍以上愛毫無疑

問“�部”是《%苑》�引�出典��多一部阿卽{經哀子哀集三部之和阿也不能#�部

38) 劉昫等ó阿《舊�書》卷一百八十七上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5 年版阿頁 4870愛

39) 越嶺阿《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頁 320-32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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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一愛

據《�鈔本〈%苑〉殘卷考正》栄理阿在三十餘種地�部典籍中阿出現�數占絕對量

�五位�分別是：

第一哀《後漢書》阿共 77 � (不¥括以“范曄《後漢書》”爲名出現� 5 �阿#“范曄

《後漢書東夷傳》”爲名出現� 1�)

第二哀《漢書》阿共 20� (不¥括以“《漢書地理志》”爲名出現� 8�)

第三哀《高麗記》阿共 12�

第四哀《括地志》阿共 11�

第五哀《魏略》10� (不¥括以“魚豢《魏略》”爲名出現� 2�)40)

C些典籍非常[傾向性阿比如作爲排名第三�《高麗記》和第四�《括地志》阿集中出

現在《%苑》�“高麗”哀“怨羅”哀“百濟”C三條��釋中愛

下面首先舉出筆者句讀�《高麗記》12 條佚�阿錄�雖然參考湯淺幸孫《%苑校釋》阿

然湯淺句讀Ì施句號(愛)而已愛筆者以下錄�句讀阿改用�行規範古籍標點阿部分�字據

《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重錄：

1哀《高麗記》曰：其國円官[九等愛其一曰吐捽阿比一品阿舊名大對盧阿總知國

事阿三年一代阿若稱職者不拘年限愛:替之日阿或不相3a阿皆勒兵相攻阿Z者爲之

愛其王但閉宮自守阿不能制禦愛�曰太大兄阿比二品阿一名莫何何羅荏愛�鬱折阿比

從二品阿華言�´愛�大夫{者阿比正三品阿亦名謁奢愛�皂衣頭大兄阿比從三品阿

一名中裹皂衣頭大兄愛東夷相傳阿�謂皂衣先人者也愛以�五官掌機密哀謀政事哀徵

發兵丁41)
哀 9官}愛�大{者阿比正四品阿一名大奢愛�大兄加阿比正五品阿一名

纈荏愛�拔位{者阿比從五品阿一名儒奢愛�上位{者阿比正六品阿一名契¸奢{者

阿一名乙耆愛�小兄阿比正七品阿一名失荏愛�諸兄阿比從七品阿一名翳屬阿一名伊

紹阿一名河紹c愛���阿比正八品愛�不�阿比從八品愛�先人阿比正九品阿一名

失元阿一名庶人愛印[拔古鄙加阿掌賓客阿比鴻臚卿阿以大夫{爲之愛印[國子�士

哀大學士哀舍人哀�事哀典客阿皆以小兄以上爲之愛印其諸大城置傉U阿比都督愛諸

城置處閭區阿比剌�阿亦謂之¨{愛¨{治�名之曰備愛諸小城置可邏¸阿比長�愛

40) 越嶺阿《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頁 327愛

41) 據永田知之兄提示：原無“丁”字阿《�典》哀《太&寰宇記》哀《宣和奉{高麗圖經》作“馬”

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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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城置婁¼阿比縣令愛其武官阿曰大模¸阿比衞將軍阿一名莫何邏繡荏阿一名大幢42)

�阿以皂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愛�未若阿比中郞將阿一名郡頭阿以大兄以上爲之愛其領

千人阿以下各[等½愛
43)

2哀《高麗記》云：城在怨城北七十里山上也愛
44)

3哀《高麗記》曰：&郭城阿今名円安城阿在國西愛本漢&郭縣也愛

4哀《高麗記》曰：不耐城阿今名國內城阿在國東北六百七十里愛本漢不而縣

也愛
46)

5哀《高驪記》云：故城南門[碑阿年久淪沒阿出土數尺阿卽耿夔碑之者也愛
47)

6哀《高驪記》曰：馬多山阿在國北愛高驪之中阿此山�大愛卅里閒阿唯�¿馬阿

雲霧歊蒸阿À日不霽愛其中多生人參哀白48)附子哀防風哀細辛愛山中[南北路阿路東

[石壁阿其高數仞阿下[石室阿可容千人愛室中[二穴阿莫測深49)淺愛夷人長老相傳

云：高驪先祖朱蒙從夫餘至此阿初未[馬阿行至此山阿忽見羣馬出穴中阿形小而50)駿

阿因號馬多山也愛子[51)

7哀《高驪記》云：焉骨山阿在國西北愛夷言屋山阿在&壤西北七百里愛東西二嶺

阿壁立千仞愛自足至巔阿皆是蒼石愛ÁÂ巉巖阿狀類荊門三峽愛其上別無52)草木阿唯

生靑松阿擢幹雲表愛高驪於南北硤口阿築斷爲城阿此卽夷藩樞]之�也愛
53)

42)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憧”字愛

43) 《%苑校釋》阿頁 73-74愛

44) 《%苑校釋》阿頁 79愛

45) 《%苑校釋》阿頁 79愛

46) 《%苑校釋》阿頁 80愛

47) 《%苑校釋》阿頁 81愛

48)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自”字愛“白附子”爲藥名阿詳《本草綱目》等阿形�而�阿據以

改之愛

49)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栥”字愛

50)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向”字阿湯淺幸孫以《廣韻》哀《集韻》Å�阿徑改爲“彊”阿我對

此保留�見愛

51) 《%苑校釋》阿頁 83愛案“子[”二字下阿原舊鈔本闕字愛

52) 原舊鈔本作“無別”阿以�度之阿當作“別無”愛

53) 《%苑校釋》阿頁 84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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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哀《高驪記》云：銀山阿在安市東北百餘里阿[數百家阿Ç之以供國用也愛
54)

9哀《高驪記》云：馬訾水阿高驪一名淹水阿今名鴨淥水愛其國相傳云：水源55)出

東北靺鞨國阿白水色似鴨頭阿故俗名鴨淥愛水去遼東五百里阿經國內城南阿印西與一

水合阿卽鹽難也愛二水合液阿西南至安&城入海愛高驪之中阿此水�大阿波瀾淸澈阿

�經津濟皆貯大Ê愛其國恃此以爲天塹愛今案：其水闊三百步阿在&壤城西北四百五

十里也愛
56)

10哀《高驪記》云：其水闊百餘步阿&液淸深57)
阿印多灣潭映Ë阿兩岸生長柳阿蒙

密可藏兵馬愛兩Ì彌58)
阿總名遼澤阿多生細草雈蒲愛毛羣羽族阿�夕相霧阿須臾卷斂

阿狀若樓雉阿卽《漢書》�謂蜃氣是也愛
59)

11哀《高驪記》曰：今高麗國ª[�鮮哀穢哀貊哀沃沮之地也愛
60)

12哀《高驪記》云：其人亦Î錦阿紫地纈�者爲上阿�[五色錦阿�[雲布錦阿印

Î白疊布哀靑布而尤佳阿印Î鄣阿曰華言接籬阿其毛卽靺鞨豬髮也愛
61)

關於C部殘存�《高麗記》�製作年代阿�早做出推論�是池內宏阿他在《滿鮮�硏

究》�爲是寫成於“�初――高句麗滅Ï”C個時段中62)
愛歸Ð�來阿池內宏�爲《高麗

記》�成書時閒應該就是公元 618 (�高祖武德元年) 至公元 668 年 (�高宗總違元年阿李勣攻

陷&壤城) �C 50 年閒愛吉田光男則5一步細究阿�爲《高麗記》是貞觀十五年 (641) 陳

大德�ó63)
愛筆者�爲阿池內宏�推論�於寬泛阿而吉田光男�斷限則�於絕對;愛就考

證方法上來看阿吉田光男初步分析了上舉佚�之“1”中�高句麗官職與隋�官職之關

54) 《%苑校釋》阿頁 86愛

55)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漁”字愛

56) 《%苑校釋》阿頁 87愛

57) 原舊鈔本《%苑》殘卷作“栥”字愛

58) 此後當脫一字阿湯淺幸孫補爲“Â”阿我以爲補“&”字佳愛

59) 《%苑校釋》阿頁 88愛

60) 《%苑校釋》阿頁 89愛

61) 《%苑校釋》阿頁 90愛

62) 池內宏阿《高句麗の五族#び五部》阿�載氏著《滿鮮�硏究・上世第一册》阿東京：吉川弘�

館阿 1979 年版阿頁 333-335愛需]特別說Ò�是阿池內宏�爲《%苑》�“五部皆貴人之族

也”一段未標示書名��獻阿就是《高麗記》阿因此池內宏瓜計出 13 條佚�愛吉田光男也讚

同池內宏� 13 條佚�說阿但筆者反對將C條�獻�於武斷地歸爲《高麗記》佚�愛

63) 吉田光男阿《〈%苑〉v�引〈高麗記〉について――特に筆者と作成年�》阿頁 23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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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64)
阿頗具[啟示性愛

C 12 條佚�中阿如第 12 條“人”字Ô�太宗諱愛第 3哀 4哀 9哀 11 條�“今名”都

可以作爲內證阿說Ò《高句麗》此份佚籍存在�大致時閒愛

筆者在上舉吉田光男論�分析�基礎上阿重怨將《高麗記》佚�“1”中記載� 26 個

官職與隋�官職哀官品5行對比阿列出下表：

64) 吉田光男阿《〈%苑〉v�引〈高麗記〉について――特に筆者と作成年�》阿頁 12-17愛

65) 今西龍�爲“傉”是本字阿“褥”是假借字愛說見其著《�鮮古�の硏究·高句麗五族五部考》

阿東京：國書刊行會阿 1970 年版阿頁 438愛

66) 護¯夫阿《突厥第一�國における šad號の硏究》阿�載其著《古代トルコ民族�硏究》阿東

京：山川出版社阿 1967 年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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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高麗記》 官品 隋�官職 備 考

1 吐捽阿舊名大對盧 比一品

“總知國事阿三年一代”愛印據
《怨�書·高麗傳》阿泉蓋蘇�之
父爲大對盧愛但是《泉男生墓
誌》記載其祖爲“莫離荏”阿

而非“大對盧”愛

2 太大兄阿一名莫何何羅荏 比二品
《怨�書・高麗傳》云：
“Õ�兵部尙書阿中書
令職愛”

《怨�書·高麗傳》記爲“莫離荏”阿
與“莫何何羅荏”應爲同一詞彙愛

3 鬱折 比從二品 �´

4 大夫{者阿亦名謁奢 比正三品

5
皂衣頭大兄阿一名中裹皂
衣頭大兄

比從三品

《高麗記》云：“以�五官掌機
密阿謀政事阿徵發兵馬阿 9

官}愛”可知以上五職爲高句
麗高½官員愛

6 大{者阿一名大奢 比正四品

7 大兄加阿一名纈荏 比正五品

8 拔位{者阿一名儒奢 比從五品

9
上位{者阿一名契¸奢{
者阿一名乙耆

比正六品

10 小兄阿一名失荏 比正七品

11
諸兄阿一名翳屬阿一名伊
紹阿一名河紹c

比從七品

12 �� 比正八品

13 不� 比從八品

14
先人阿一名失元阿一名庶
人

比正九品
以上 14 個官職皆vÒ“比某
品”愛

15 拔古鄙加 比正三品 鴻臚卿
“掌賓客”阿“以大夫{爲之”愛《太
&寰宇記》作“狀古鄒加”愛

16
國子�士阿大學士阿舍人
阿�事阿典客

比正七品以上 此 5職“皆以小兄以上爲之”

17 傉U 都督
“諸大城置”此職愛《隋書》作
“褥U”愛

65)或與突厥軍v司令
šad語源上[共�之處愛

66)



C裡�記載阿與傳世�獻如《怨�書・高麗傳》�收“官凡十二½”等互[出入愛總

之阿以上《高麗記》佚�可以分成三個序列愛第一序列從“吐捽”到“先人”十四個高句

麗官職阿對應了隋���九等官制愛《�典・職官》“隋官品令”�云：“此開皇中制也愛

至煬�阿除上下階阿唯留正從九品愛其餘官品阿亦多升影愛”67) 第二序列從“拔古鄙加”

到“婁¼”阿則可以Ò確對應爲隋��某官愛第三序列爲“大模¸”和“未若”阿是戰時之

武官愛

針對第二個序列阿因爲可以Ò確對應隋�時代�官職阿故可以將《高麗記》�成書年

代5一步縮小愛其中阿上限是都督一職阿《�典》云：“(武德) 七年 (624)阿改大總管府爲大

都督府愛”68) 下限是中郞將一職阿《舊�書》卷四《高宗本紀上》云：“(永徽三年) 九x丁巳

阿改太子中允爲內允阿中書舍人爲內�舍人阿諸Ö府中郞將改爲旅賁郞將阿以Ô太子名愛”

C裡�太子阿指永徽三年 (652) 册立爲太子��高宗�庶長子――陳王李忠愛故而“忠”哀

“中”等字均需]Ô諱愛但是阿永徽七年 (656) 正x李忠就被廢黜阿改封梁王愛《怨�書・

百官志》�“五府中郞將”條小�[云：

永徽三年阿Ô太子諱阿改中郞將曰旅賁郞阿郞將曰翊軍郞愛太子廢阿復舊愛
69)

考兩《�書》記載阿李忠被廢是在永徽七年 (656) 正x辛未 (6 日)愛�麽阿中郞將隨著

“太子廢阿復舊”阿也就是說阿永徽七年正x辛未之後阿中郞將得到了復原愛

67) 杜佑ó哀王�錦等點校阿《�典》卷第三十九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8 年版阿頁 1073愛

68) 杜佑ó哀王�錦等點校阿《�典》卷第三十二阿《職官十四・州郡上》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8 年版阿頁 894愛

69) 歐陽修哀宋áó阿《怨�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5 年版阿頁

1282愛

貞觀年閒��國�東亞�報哀知識與佚籍

405 〔44〕

序號 《高麗記》 官品 隋�官職 備 考

18 處閭區阿亦謂之¨{ 剌�
“諸城置”此職愛《�典》阿《太
&寰宇記》作“處閭�荏”愛

19 可邏¸ 長� “諸小城置”此職。

20 婁¼ 縣令
“城置”此職愛 17〜20阿此 4職
皆爲高句麗之地方官職愛

21
大模¸阿一名莫何邏繡荏

阿一名大幢�
比從三品以上 衞將軍 “以皂衣頭大兄以上爲之。”

22 未若阿一名郡頭 比正五品以上 中郞將

“以大兄以上爲之愛其領千人阿

以下各[等½愛”湯淺幸孫釋讀
爲“末若”阿印《�典》阿《太&寰
宇記》作“末客”愛 21〜22 爲武
官愛



如此阿則《高麗記》�載對應中土之官職阿時段當在公元 624-652# 656-668 (�高宗

總違元年阿李勣攻陷&壤城) 之閒阿因此《高麗記》�成書時閒阿也應該在此上下限範圍之內

愛此爲本�考察《高麗記》成書範圍之第一步 (C一步將時閒定爲 28+12=40 年之閒阿比池內

宏� 50 年說縮短了十年)愛

吉田光男在上世紀 70 年代�定是陳大德阿竝將《高麗記》定爲貞觀十五年 (641) 成書

愛在此之後阿學界多准信無疑愛如礪波護哀武田幸男《隋��國と古代�鮮》70)哀盧泰敦

《古代�鮮三國瓜一戰爭�》71)……筆者竝非反對學界�行�“《高麗記》作者=陳大德”說

阿但�爲C一說法[需]修正之處愛

在上考 28 年之閒阿《高麗記》�成書時閒應該相對靠�愛考�代×高句麗{者阿怨舊

《�書・高麗傳》#《�治�鑒》等�籍可考之批�阿�舉如下 (以下按照姓名+出{時閒排

列)：

A哀佚名・武德五年 (622)

B哀沈叔安・武德七年 (624)

C哀朱子奢・武德九年 (626)

D哀陳大德・貞觀十五年 (641)

E哀佚名・貞觀十六年 (642)

F哀鄧素・貞觀十七年 (643)

G哀佚名・貞觀十七年 (643)

H哀相里玄獎・貞觀十七年至十八年 (643〜644)

I哀蔣儼・貞觀十八年至總違元年 (644〜668)

從A到 I�C九位 (批) {者�出{時閒中可以看出兩大傾向：

第一哀在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哀�高祖�位之後阿至貞觀十五年� 15 年閒阿�籍

沒[記載�代×{高句麗之記錄愛C其中原委阿我推測一則是剛剛登基��太宗忙於內政

肅淸阿二則是��國�北方和西方爲其大患愛如：貞觀四年 (630) &定東突厥頡利可汗哀

貞觀九年 (635) 滅吐谷渾哀貞觀十一年 (637) 公佈“貞觀律令”哀貞觀十二年 (638) 孔穎

¸Ù詔ó《五經正義》72)哀貞觀十四年 (640) 滅高昌國愛

70) 礪波護哀武田幸男著阿《隋��國と古代�鮮》阿東京：中央公論社阿 1997 年版阿頁 364愛

71) 盧泰敦著哀橋本繁譯阿《古代�鮮三國瓜一戰爭�》阿東京：岩波書店阿 2012 年版阿頁 51愛

↗

72) 鈴木虎雄著哀越嶺駅證阿《五經正義ó定答問駅證》阿�載《藝衡》第二輯阿北京：國家圖書

館出版社阿 2009 年版阿頁 117-122愛後印收入越嶺(阿《秦漢魏晉南北�經籍考》阿上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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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哀從貞觀十五年開始阿內哀外都大抵&定��太宗阿他對於東亞�報�興趣激增

愛出{頻Ö大幅度提高愛直至高句麗滅國�夕阿都[大量�正式出{記錄愛其中阿“E”�

出{雖然沒[記錄出{者爲何人阿但�一年泉蓋蘇�政變阿殺死高麗王円武阿�太宗×{

憑吊阿可見在貞觀十五年後阿�麗雙方�內外形勢都發生了巨變愛

C其中阿貞觀十五年陳大德�出{尤爲重]愛《怨�書・高麗傳》云：

太宗已禽突厥頡利阿円武×{者賀阿幷
・

上
・

封
・

域
・

圖
・

愛�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

戰胔阿衛高麗�立京觀愛円武懼阿乃築長城千里阿東北首扶餘阿西南屬之海愛久之阿

×太子桓權入�獻方物阿�厚賜賚阿詔{者陳大德持�答勞阿且觀亹愛大德入其國阿

厚餉官守阿悉得其纖曲愛見華人液客者阿爲¨親戚存Ï阿人人垂涕阿故�至士女夾¨

觀愛円武盛陳兵見{者愛大德c奏阿�悅愛大德印言：“聞高昌滅阿其大對廬三至館阿

[加禮焉愛”�曰：“高麗地止四郡阿我發卒數萬攻遼東阿諸城必救阿我以舟師自東萊

帆海趨&壤阿固易愛然天下甫&阿不欲勞人耳愛”73)

高句麗王聞�太宗&東突厥阿卽上《封域圖》阿時閒當在貞觀四年 (630) 後不久愛上舉《怨

�書》雖然沒[Ò確標Ò陳大德�出{時閒阿但考察《舊�書・高麗傳》記載長孫師收瘞

隋代陣Ï將士骸骨�時閒是貞觀五年 (631)阿高句麗太子來長安時閒是貞觀十四年 (640)74)

愛因此阿陳大德�出{時閒阿只會是緊隨 640 年之後阿而《册府元龜》卷六五七《奉{部》

是Ò確記載：“�陳大德爲職方郞中愛貞觀十五年阿大德{于高麗愛”

以上��料阿固然可以說Ò――陳大德囘長安後帶來了關於高句麗�重]�報阿但竝

不可以如吉田光男��爲��樣――陳大德ó寫了《高麗記》愛因爲後一種觀點在現存�

�[�獻之中阿無法找到確證愛

可備一說�是：谷川¨雄《�太宗》傳記阿甚至發揮了�學�想象阿描寫了陳大德出

{��形75)
愛

檢上舉怨舊《�書》阿其《經籍志》與《藝�志》均記[：

西書局阿 2017 年版愛

↘

73) 《怨�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阿頁 6185愛

74) 劉昫等ó阿《舊�書》卷一百九十九上《高麗傳》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5 年版阿頁 5321愛

75) 谷川¨雄阿《�の太宗》第十違《遼東のã》阿東京：人物ä來社阿 1967 年版阿頁 249-251愛

關於谷川¨雄C本書�p價阿å參筆者《天可汗�光與影：讀谷川¨雄〈�の太宗〉》阿宣讀

于“天可汗#其時代：初盛��經籍哀�學與歷�”論壇 (北京大學�硏院阿 2017 年 5x 3

日)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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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高麗記》一卷76)

是否可以將《%苑》��引《高麗記》阿等同於兩�書著錄�《奉{高麗記》阿筆者持

懷疑態度愛不��現代以來�東亞�學者阿§乎都在默�“《高麗記》作者=陳大德”說�

基礎上阿展開他們各自�硏究愛�賢之中阿與筆者一樣稍持衣議之人阿Ì[內�湖南愛

內�湖南《寶左盦�・舊鈔本%苑跋》在論#“高麗”條時[云：

高麗條引《魏略》阿舉五部衣名阿與《後漢書・東夷傳》�《怨�書》合阿而以五

色�部名則加詳焉愛內部姓高雖爲王宗阿列在東部之下阿古書記高麗舊俗者�未¨#

阿尤爲[益考徵愛今西助敎9疑其出於《高麗記》若《括地志》阿決非《魏略》舊語阿

參之《後漢書》�阿信然愛大抵夫餘哀三韓哀高麗哀百濟哀肅愼哀倭國各條�引《魏

略》�阿皆與今《魏志》相出入阿可知陳壽作書時阿多襲魚豢舊�阿而其閒[衣同之

處阿每每可�以訂譌愛印引《漢書・地理志》阿樂浪郡屬諸縣[“夭祖”阿今本作“夫

租”阿�珂哀白鳥哀箭內三�士嘗考證《漢志》阿疑其�寫阿讀此書方知三君之精審愛

“長岑原脫岑字阿今以�補駟Â”下[“封箕子縣也”五字阿今《漢志》無之愛

引《高麗記》印作《高驪記》阿怨舊《�志》[《奉{高麗記》一卷阿未知卽此書

否愛其記円官九等阿實《隋書》哀怨舊《�書》�本阿然皆觕略阿至其國語哀官名阿

《舊書》一無�舉阿《怨書》粗舉一二阿�[譌�阿未如此書R實阿可以考高麗古言愛

其記南蘇城阿云“在怨城譌作雜城今據怨舊�書高麗傳#遼東行部志訂正北七十里山

上”阿王寂《遼東行部志》引韓穎《瀋州記》阿以爲怨城卽瀋州阿按卽今奉天也愛迤北

七十里當在懿路哀范河左右阿《漢志》南蘇水亦當以懿路河若范河愛蓋鉅燕作長城阿自

Î陽¸襄&愛秦漢邊塞Ö由舊規阿故蘇水之經塞外阿�襄&不甚Á也愛箭內�士嘗考

南蘇爲今山城子阿與《高麗記》不合阿其以不耐城爲今名國內城阿本漢不而縣阿與下

引《十六國春秋》爲丸都卽不耐城阿皆可備一說愛金富軾《三國�記》引《括地志》

與此同阿其記故城南門[碑阿後漢耿夔�円阿亦屬衣聞愛印記馬多山哀焉骨山哀銀山

三事阿皆古書�無愛記馬訾水阿乃《�典》�本愛印引《南齊書・東夷傳》記銀山阿

可補今本闕�愛印記其俗拜曳一腳阿亦今本�闕阿然其法俗與《隋書・高麗傳》合愛

印引《後漢書》“[馬甚小”阿亦今本�無阿《�典》云“其馬皆小”阿或本此也愛印引

梁元�《職貢圖》阿著錄於《舊�志》地理類阿張彥Á《歷代名畫記》言乃“梁元�畫

外國]渠哀諸蕃土俗本末阿仍各圖其來貢者之狀”阿違氏《隋志考證》補錄是書阿引

76) 《舊�書》卷四十六《經籍志上》；《怨�書》卷五十八《藝�志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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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類聚》二事愛
77)

內�湖南在第二段云：“引《高麗記》印作《高驪記》阿怨舊《�志》[《奉{高麗記》一

卷阿未知卽此書否愛”可謂是一種謹愼�學者態度愛

筆者對於《高麗記》作者�看法是：它以陳大德爲代表�初�知識人ó寫�高句麗綜

合性書籍阿因此阿根據中國中古時代�書籍冠名原則阿《高麗記》竝沒[署名愛此外阿《日

本國見在書目錄》“土地家”收載一部“《高麗國記》四卷”亦不錄ó人78)
愛《%苑》��

引《高麗記》阿是否與《高麗國記》爲同一部書阿尤可再商愛不�“不錄ó者”C一條可謂

兩者之共性愛

關於署名問題阿再看《%苑》���例愛本�開首部分�列之“《%苑》殘卷�引書之

四部出典”表格阿可以考見：只[兩類書沒[署名阿一類是眾�周知�重]著作阿如《�

記》；另一類就是缺考或集體著作愛而《高麗記》阿筆者願�推測其爲集體著作愛

C些“集體”阿固然¥括上舉從A到 I�初�九批出{者阿甚至c¥括隋代�邊臣哀{

臣帶囘之�報愛因此阿筆者竝不傾向將《高麗記》�署名權歸於陳大德一人之下愛

總之阿舊鈔本《%苑》殘卷裡面其實存在三個層��書籍與作者問題：

Ⅰ《%苑》(張楚金)【�高宗哀則天武后時代】

Ⅱ《%苑》� (雍公叡)【�後�五代】

Ⅲ《%苑》��引《高麗記》(陳大德等初�知識人)【�高祖哀�太宗時代】

按照成書先後愛應該是：Ⅲ《高麗記》哀Ⅰ《%苑》哀Ⅱ《%苑�》愛《高麗記》成書�

早阿以舊鈔本殘卷形態出現�《%苑》��後成書愛

三哀貞觀年閒��國�東亞世界

隋��國�周邊世界阿鯵而言之阿C些國家哀民族�]¥括東北#�鮮�島�高句麗

哀怨羅哀百濟哀渤海；北方#西北方�突厥 (東突厥哀西突厥)哀囘鶻；西南方�吐蕃；南方

77) 《內�湖南�集》第十四卷阿東京：筑 書�阿 1976 年版阿頁 22-23；印曉峰點校《內�湖

南漢詩�集》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社阿 2009 年版阿頁 114-115 愛案阿此處引用實據

《京都�國大學�學部景印舊鈔本》愛後內�湖南收《舊鈔本%苑跋》於《寶左盦�》時阿已

補閏若干�料愛

78) 孫猛阿《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阿上海：上海古籍出版社阿 2015 年版阿頁 902-903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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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詔國愛當然阿西域諸國也¥含在其中愛一般而言阿自公元 620 年至公元 750 年�一個

多世紀中阿基於自身�國力阿��國在對外策略上佔[閏分��動權愛

對於貞觀年閒�太宗�東亞策略來說阿隋煬�之得失[極大�借鑒作用愛

大業三年 (607) 正x初一阿東突厥啟民可汗入�覲見隋煬�愛八x阿隋煬��ì/大

v在漠北啟民可汗�牙帳發現了私:突厥�高句麗{臣阿引發了隋煬��征討之欲愛隋�

國�北方阿東突厥業已臣a阿靺鞨哀契丹也在名義上歸順了隋�國；南面阿則於大業元年

(605) 出擊林邑國阿光復了西漢以來�舊土；西面阿聯合鐵勒哀薛í陀諸部連敗西突厥愛Ì

Ìz留下東方阿於是大業七年 (611)阿隋煬�開始了他第一�Á征高句麗愛結果當然毋庸贅

営愛

將��國�東亞政策阿緊緊聯繫��國與北亞/牧民族之關係去考察阿將是今後隋�

東亞��怨方向愛

十多年後�貞觀四年 (630)阿�太宗令李靖和李世勣Ö領十萬大軍出擊東突厥阿生擒頡

利可汗阿C是��國�東北形勢愛西北邊阿先後&定了吐谷渾和高昌國阿獲得了“天可汗”

�榮稱79)
愛尤其是高昌國�&定阿對於高句麗來說極爲驚恐阿因爲高昌滅國之後阿它就成

了唯一一個與��國接壤�政權了愛

筆者�五年來阿在南京大學開設“五胡十六國#北��;�專題”課�阿對於《晉書》

做��爲詳細�閱讀愛比如：以“十八家舊晉書”爲基礎�哀題“�太宗御ó”��代官

修�書《晉書》阿《高句麗傳》�位置就不在傳瓜�《東夷傳》中 (卷 97)阿C�味著高句麗

遲早將Ð入��國板塊�雄心愛�以《晉書》就不能單單說是兩晉�實況阿而是�人心態

�一種表現愛需]留��是阿《晉書》修成之後阿是作爲皇家禮物賜豫怨羅等國�阿其中�

國際政治寓�十分Ò顯愛

討論“貞觀年閒��國�東亞�報”之�阿我們首先預設：隋�東亞��轉折點是學

者公��“安�之亂”阿筆者曾經在高麗大學《韓國�;�刊》發表�《安�之亂與海東地

域��;�同――以渤海哀怨羅等�料爲例》80)阿此處不展開論営愛大抵上可以�爲阿�

�國對於西亞和東亞�經營阿在“安�之亂”後變成了戰略�守之ð態愛Ì將上営該��

79) 朱振宏阿《大�世界與“皇�・天可汗”之硏究》阿臺北：花木蘭出版社阿 2009 年版；越嶺阿

《炎鳳朔龍記》第三違《天可汗》；朴漢濟阿《大��國#其z產：胡漢瓜合與多民族國家�形

成》(대당제국과그유산) 之《可汗圈域擴大至中原與皇�天可汗》阿首爾：韓國世昌出版社

阿 2015 年版阿頁 220-231愛 Pan Yihong,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7.

80) 越嶺阿《安�之亂與海東地域��;�同――以渤海哀怨羅等�料爲例》阿�載 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 Vol.16 (高麗大學《韓國�;�刊》第 16�)阿 2011. 2 (此�中�修訂版印

載莫礪鋒(《�千帆先生百年ö辰紀念�集》阿南京：鳳凰出版社阿 2013 年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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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表阿略加�整轉引如下：

公元八世紀中葉之後阿�鮮�島÷來了瓜一怨羅時代；東北部�契丹和渤海勢力也�

漸强盛；漠北草原上�突厥部落則再�円立了“突厥第二汗國”……因此阿也就是在�玄

宗時代阿作爲“世界�國”81)�若干特質開始慢慢變;愛正如陳寅恪《�代政治�営論稿》

�謂：“天寶安�亂後印別產生一怨世局阿與�此迥衣矣愛”82)

然而阿《%苑》��引《高麗記》涉#�時代阿無疑集中在貞觀年閒愛

�太宗舉�隋煬��“接力棒”83)阿爲了Ô免重蹈隋煬��ú轍阿�太宗在征討高句麗

81) 菊池英夫在《隋��國と東アジア世界》一書�《總說》中提#：“世界�國”C個槪念�早

用於東洋�阿是在 1949 年由松本怨八郞《原始・古代社會の基本�矛盾について》提出愛他

�爲中國�上可以冠以“世界�國”之名只[隋�和蒙古愛參�代�硏究會(阿《隋��國と

東アジア世界》阿東京：汲古書院阿 1979 年版阿頁 19愛此後阿貝冢茂樹《中國の歷�・中》

承用这一说法阿東京：岩波書店阿 1969 年版愛

82) 陳寅恪著阿《�代政治�営論稿》上+《瓜治階½之氏族#其升影》阿北京：三聯書店阿 2001

年版阿頁 202愛

83) 越嶺阿《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阿頁 70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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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阿作了閏足�準備愛比如：1哀戰艦�督Î；2哀任用重臣韋挺�`糧草；3哀十§萬

胡漢混合部v�(成 (¥括影胡突厥哀契丹等)；4哀威懾尙未臣a�西突厥和薛í陀；5哀高

句麗諸種�報之獲得……

C其中阿非常重]�阿當然是�報�收集愛陳大德�身份是“職方郞中”愛隋代尙書省

卽置職方侍郞一人阿《�代墓誌彙(》收[《大�故�議郞行岐王府西閣□□□府君之誌銘

幷序》阿云：“曾祖君肅阿隋任職方侍郞愛”84)

�代兵部設職方司愛《�六典》卷五《尙書兵部》條下“職方郞中”云：

職方郞中一人阿從五品上 (中略)愛職方郞中哀員外郞掌天下之地圖#城隍哀鎭戍

哀烽候之數阿辨其邦國哀都鄙之Á邇#四夷之歸;者愛
85)

將《�六典》�記営與《怨�書・高麗傳》�載陳大德�行徑相對讀阿可知“辨其邦國哀

都鄙之Á邇”�確是�報收集�重]一¬愛而根據《怨�書・百官志》�記錄阿職方司除

了自己出{收集�報外阿也]求鴻臚寺將藩夷�山川哀風土�況上報阿�謂“副上於職方”

也86)
愛從C一點也可以補閏筆者�觀點：《高麗記》絕非成於陳大德一人之手也愛

四哀高句麗征伐與《高麗記》�報

貞觀十九年阿�太宗第一�征伐高句麗愛《高麗記》Ì[�十§處佚�阿卻緊密地與

戰役相關阿因而加{我們覺得C部書�實際性質阿已經超越了地理書而是一部��國�

東亞�報書愛

在上舉 12則佚�之中阿第 1則高句麗�武官職與隋�官職�對應�料阿Ò顯[戰��

報性質之外阿其餘 11則中阿與貞觀十九年�太宗征伐與此後�高宗征伐[�爲顯著�戰略

地理信息�佚�阿尙[ 6則愛

比如阿上舉《高麗記》佚�第 2則云：

《高麗記》云：城在怨城北七十里山上也愛
87)

84) 此石藏河南千�志齋愛錄�參考：周紹良�(哀趙超副�(阿《�代墓誌彙(》阿上海：上海

古籍出版社阿 1992 年版阿頁 1213-1214愛

85) 李林甫等ó哀陳仲夫點校阿《�六典》阿中華書局阿 1992 年版阿頁 161-162愛

86) 《怨�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印可參黎虎《漢�外:制度�》阿蘭州：蘭州大學出版社阿

1998 年版阿頁 392愛

87) 《%苑校釋》阿頁 79愛

東 方 學 報

398〔51〕



怨城 (撫順�北關山城)阿其東側是長白山千山山«�山地阿與遼東&原接壤愛¥谷式山

城阿形狀參考集安�太子山城阿類似一張安樂椅愛是高句麗當時�重鎭 (隋煬�東征時在此

也[攻堅戰)愛遼東¨行軍大總管李勣阿先渡遼水阿破玄Í城阿直Î怨城愛隨後：

遼東¨副大總管江夏王¨宗將兵數千阿至怨城阿折衝都尉曹三良引十餘騎阿直壓

城門阿城中驚擾阿無敢出者愛
88)

�軍能夠üý在怨城聚集攻城阿��對于山城性質�怨城阿必[�報�查愛《高麗記》第 2

則佚�阿雖只[ 11字阿然與此�征伐戰役密切相關愛

實際上阿怨城是一種易守難攻山城愛而《高麗記》�C則佚�阿重點就是標示了怨城

�地理位置是在山上阿因此阿獲得此�報�李勣Ë×�軍�一部分阿繼續¥圍怨城 (牽制高

句麗兵力)阿而þ中�動�軍�力南下5攻蓋牟城哀遼東城愛其中阿¥圍蓋牟城是在該年�

四x十五日阿攻陷之是在四x二十六日愛在蓋牟城�扎一部分�軍之後阿¥圍怨城��軍

則繼續牽制了蒙在鼓裡�大量高句麗�力部v愛此後阿�大�攻堅戰之一阿遼東城¥圍戰

阿�軍之�以能夠三面¥圍遼東城阿幷於五x十七日陷之阿��沒[在易守難攻�怨城�

費時閒與兵力阿是一大重]原因愛

遼東城攻陷之後阿��國�海軍也成功在遼東�島登陸89)
愛此後高句麗�一大重鎭阿

就是安市城愛關於安市城阿上舉《高麗記》佚�第 8則云：

《高驪記》云：銀山阿在安市東北百餘里阿[數百家阿Ç之以供國用也愛
90)

單純來看C則佚�阿似乎ÌÌ是對安市城周圍一處礦產�客觀性描営愛但是考慮到安市城

�重]戰略地位阿圍繞它��面性�報描営則在�理之中愛

眾�周知阿貞觀十九年�第一�征伐高句麗阿�後就鎩羽於安市城愛安市城野外�

“圍城打�”雖然在一日之內就打敗 15萬高句麗與靺鞨�軍阿獲得大成功阿不�阿眞正�

攻城戰卻�到了守軍�拼死抵抗愛一直到該年九x阿安市城依舊沒[打下阿眼看�凍就]

來臨愛於是阿�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師囘�阿收在《�大詔令集》卷一百三十中阿[貞觀十

九年十x�《高麗班師詔》阿C+洋洋灑灑�詔�阿�核心�只[如下數語：“忽屬徼外霜

嚴阿海濱�沍”愛第一�征伐高句麗阿就此宣吿結束愛

88) 司馬光阿《�治�鑒》卷一百九十七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56 年版阿頁 6218-6219愛

89) 越嶺阿《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第三違《天可汗》阿頁 71愛

90) 《%苑校釋》阿頁 86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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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市城周圍阿�軍從六x到九x阿持續了三個x�境外作戰阿同時c]面對比�軍

數量多�高句麗�軍阿如此等等阿狹義上�戰
固然極其重]阿但是輜重糧草等補給阿某

種�義上阿可能比戰
爲關鍵愛因此阿《高麗記》�第 8則關於“銀山”�佚�阿就是在

若[若無之閒阿展示了��國��對於高句麗重鎭安市城��面戰略�報�查愛

與《高麗記》第 8則佚�密切相關�阿是第 12則佚�：

《高驪記》云：其人亦Î錦阿紫地纈�者爲上阿�[五色錦阿�[雲布錦阿印Î白

疊布哀靑布而尤佳阿印Î鄣阿曰華言接籬阿其毛卽靺鞨豬髮也愛
91)

C一則佚�阿是關於靺鞨物產�一處�報�查阿看似與戰役無關愛然而阿靺鞨部落阿自從

隋��時代阿#與高句麗聯合阿0略隋�國邊境愛隋��詔書阿謂高句麗：“乃驅Î靺鞨阿

固禁契丹愛諸藩頓顙阿爲我臣妾阿忿善人之慕義阿何詠�之�深乎！”C份警吿書載於

《隋書・高麗傳》愛 Arthur F. Wright《隋代�》也�爲阿靺鞨與高句麗越�遼河�0略隋

�領土�步�一致愛
92)

上�提#貞觀十九年�安市城外�“圍城打�”阿結果雖然是一舉擊潰 15萬高句麗�

軍與靺鞨聯軍愛但《�語林》C部書記載了大戰將開之際��形：“上至�蹕山阿高麗與靺

鞨合軍四十里阿太宗[懼色愛”93) 戰畢阿�太宗雖然放囘了高句麗三萬俘虜阿但對長�騷

擾隋��國�靺鞨兵三千人阿則�部坑殺愛從隋至�阿靺鞨對於中央王�和高句麗�蛇鼠

兩端愛促{��國��報部分阿在�查高句麗��報之時阿也會閏分留�C個反復無常�

部落之綜合�況愛

佚籍《高麗記》作爲�報書�功效阿不ÌÌ只是在貞觀年閒愛實際上阿�高宗再�繼

承父親�z志阿征伐高句麗時阿《高麗記》也�了持續�作用愛

比如阿《高麗記》佚�第 4則阿印云：

《高麗記》曰：不耐城阿今名國內城阿在國東北六百七十里愛本漢不而縣也愛
94)

�高宗�東亞戰略與�太宗不同阿�高宗準備先滅百濟阿再攻高句麗愛顯慶五年 (660)

91) 《%苑校釋》阿頁 90愛

92) Arthur F. Wright著阿布目潮渢哀中川努譯阿《隋代�》阿京都：法律�;社阿 1982 年版阿頁

243愛

93) 王讜ó哀周勛初校證阿《�語林校證》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7 年版阿頁 429愛

94) 《%苑校釋》阿頁 80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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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蘇定方爲神丘等十四¨大總管阿發兵 13萬阿攻陷百濟都城愛從 1945 年到 1993 年在百濟

故地陸續出土�“大�”銘�瓦阿或可見��國當時在東亞�影�力95)
愛總之阿事態�轉

變阿此後	發對��國[利愛乾封元年 (666)阿泉蓋蘇�去世阿其諸子發生奪權內訌愛長子

泉男生代父爲“莫離荏”阿總掌高句麗軍國大政阿C引�了其兄弟泉男円哀泉男產�不滿阿

反目成仇阿發兵攻擊泉男生阿泉男生就是�至國內城 (今吉林集安)阿×子緊�向��國求�

愛泉蓋蘇��弟弟泉淨土也Ù到攻擊阿他也想Ï命大�阿但是Ù到發動政變�兩個侄兒�

阻擊阿只能Ö領四千餘戶向南�至怨羅愛總之阿泉男生在國內城向��國投�阿成爲高宗

時代園底打敗高句麗�重]契機愛

民國年閒在河南出土�哀�代著名書法家歐陽��書�《泉男生墓誌》阿記載C�國內

城影�事跡云：

公Ö國內等六城十餘萬戶書籍轅門阿印[木底等三城希風共款愛
96)

�高宗和則天武后沒[錯�C�機會阿重怨Ë出 70 多歲高齡�李勣爲遼東¨行軍大總管ª

安撫大{愛對於李勣來說阿是第三�踏上高句麗戰場阿也是他生命中�後一�Á征愛當時

社會液傳一部叫做《高麗祕記》�讖雲類書籍阿云：“不#千年阿當[八十老將來滅之

愛”97)《高麗祕記》�命�與《高麗記》一樣阿大�在�後�五代�到了散佚愛總違元年

(668) 初阿�軍5圍&壤愛

對於&壤城�綜合�報阿今日可見�《高麗記》佚�[第 7和第 9兩則涉#：

《高驪記》云：焉骨山阿在國西北愛夷言屋山阿在&壤西北七百里愛東西二嶺阿壁

立千仞愛自足至巔阿皆是蒼石愛ÁÂ巉巖阿狀類荊門三峽愛其上別無草木阿唯生靑松

阿擢幹雲表愛高驪於南北硤口阿築斷爲城阿此卽夷藩樞]之�也愛
98)

《高驪記》云：馬訾水阿高驪一名淹水阿今名鴨淥水愛其國相傳云：水源出東北靺

95) 龜田修一阿《扶餘〈大�〉銘軒丸瓦の語るもの》阿《古代�;》弟 56 卷第 11號阿 2004 年 11

x刊愛朴淳發《��考古材料看�熊津都督府�在》阿�載凍國棟哀李天石�(阿《�代江南

社會國際學
硏討會暨中國��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第二�會議論�集》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社阿 2015 年版愛

96) 歐陽�阿《¨因法師碑・泉男生墓誌》阿長春：吉林��出版社阿 1999 年版阿頁 55愛案阿C

一版本�拓本錄�阿頗[�讀哀�釋之處愛

97) 越嶺阿《炎鳳朔龍記――大��國與東亞�中世》第四違《朔之龍》阿頁 96愛

98) 《%苑校釋》阿頁 84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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鞨國阿白水色似鴨頭阿故俗名鴨淥愛水去遼東五百里阿經國內城南阿印西與一水合阿

卽鹽難也愛二水合液阿西南至安&城入海愛高驪之中阿此水�大阿波瀾淸澈阿�經津

濟皆貯大Ê愛其國恃此以爲天塹愛今案：其水闊三百步阿在&壤城西北四百五十里

也愛
99)

一則是關於&壤附�山形��報阿一則是關於其水���報愛晚年�李勣是一位非常持重

哀不願冒險�老將愛攻陷&壤阿一直]到了該年�冬天十x愛因此阿出發�卽[圍城�步

推5作戰計劃�李勣阿不可能不關心其都城周圍��面地理�報愛而實際上阿李勣圍�&

壤城後阿幷沒[�於攻城阿而是將&壤周邊�高句麗部v一一�滅殆盡阿{&壤成爲一座

不得不影�孤城愛因此阿&壤周圍�野戰阿尤其需]獲得山川水���報愛《高麗記》正

是承擔了C一重]{命愛

�太宗和�高宗兩�阿征討高句麗��料阿尤其是高宗��後�滅高句麗��軍行軍

路線#戰爭經雲阿傳世古籍留存頗少阿因此《高麗記》C樣佚籍�記載尤爲珍貴愛

五哀中古中國�知識與�報

貞觀年閒高句麗��報獲得阿除了{臣之外阿c[一個渠¨是隋代�z臣愛比如韋挺

�父親――隋代營州刺�韋沖；從隋煬�征高句麗�老臣¦元璹等等愛

總之阿獲取東亞知識與�報�7徑不一愛�後[�形成�字阿如《高麗記》；[�直接

{用阿幷沒[作爲檔案哀�獻佚存下來愛

筆者在《�鈔本〈%苑〉殘卷考正》一�中阿初步得出“張楚金本傳云：¡幷傳於時£

阿C一關鍵字眼¡時£雖然{我們得知《%苑》在初
・

�
・

�
・

液
・

傳
・

阿但亦可以推測《%苑》傳

播�時閒範疇竝不很廣”100) ��斷愛

而《高麗記》C部佚籍阿也與《%苑》[同樣�命�愛爲什麽C份舊鈔本《%苑》以

#其��引之《高麗記》阿都ÌÌ在初�一段時閒液傳？C竝不能鯵單�從典籍本身考察阿

c]聯繫初�哀尤其是貞觀�隋�東亞�去硏究愛

筆者在《�鈔本〈%苑〉殘卷考正》一�結尾部分阿就《%苑》�阿初步考察��代

知識人對東北亞周邊少數民族�興趣阿å先看下表 101)：

99) 《%苑校釋》阿頁 87愛

100) 越嶺阿《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頁 306愛

101) 越嶺阿《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阿頁 338-339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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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阿不ÌÌ是《高麗記》阿整個《%苑・藩夷部》��引典籍都可以看出阿初�

知識人對於��國四周民族與世界�深厚興趣愛

考隋�年閒之地誌阿如《隋區宇圖志》哀《隋諸州圖經集》(《%苑》�[其佚�《隋東藩風

俗記》)哀《�貞觀十三年大´》哀《十¨四藩志》哀《開元三年十¨圖》……至今大多不存�貌

愛《隋書・經籍志》著錄“《諸蕃風俗記》二卷”愛此外阿《太&寰宇記》卷七十一“河北¨

102) 則天武后長安二年 (公元 702 年)阿×�{自稱爲“日本國”阿見劉昫等ó阿《舊�書》卷一百

九十九上《東夷傳》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5 年版愛後葉國良在臺北古玩店鈔得�《徐州刺

�杜嗣先墓誌》阿中[“日本來庭”句阿但我未得親見阿姑備一說於此愛見氏著《石學續探》

阿臺北：大安出版社阿 1999 年版阿頁 128愛而 2004 年阿陝西省西安市出土�《井眞成墓誌》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阿公元 734 年) 中�見“日本”二字應爲爲�早�實物證據愛關於《井

眞成墓誌》�硏究綜営阿å參：馬雲超阿《中日學者關於井眞成墓誌�硏究》阿�載張伯洩�

(《域外漢籍硏究集刊》第十輯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14 年版阿頁 493-513愛

103) 相關硏究可參查爾斯・巴克斯 (Charles Backus) 著哀林超民譯阿《南詔國與�代�西南邊

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阿昆Ò：雲南人民

出版社阿 1988 年版愛或可參：王吉林阿《�代南詔與李�關係之硏究》第一違《��雲南》阿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館阿 1976 年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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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蕃夷部》
目�

徵引�多之典籍 徵引其他典籍舉隅
�處中央
王�之方位

入�存否 備 v

匈奴 《漢書》
《後漢書》阿《�記》阿
《毛詩》等

北 否
“入�存否”指是否在
東北亞[獨立民族政
權阿下同愛

烏桓 《後漢書》 《漢書》等 東北 否

鮮卑 《後漢書》
司馬彪《續漢書》阿
《漢名臣奏》等

東北 否

夫餘 《後漢書》 《魏略》等 東北 否 三韓

《後漢書》 《魏略》等 東北 否
《魏略》出典Ì比《後
漢書》少 1則愛

高麗 《高麗記》
《十六國春秋 (�燕
錄)》阿《魏略》等

東北 存
�高宗總違元年 (公
元 668) 滅於�愛

怨羅 《括地志》 《隋東藩風俗記》等 東北 存
高麗滅之同年÷來怨

羅時代愛

百濟 《括地志》 《後魏書》阿《宋書》等 東北 存
�高宗龍朔三年 (公
元 663) 滅於�愛

肅愼 《肅愼記》 《肅愼國記》等 東北 否

倭國 《後漢書》 《魏志》等 東 存
《舊�書》中“倭國”與
“日本”兩傳竝存 102)

愛

南蠻 《後漢書》 《楚詞》(Ì一例) 南 否

西南夷 《後漢書》 《漢書》 西南 存 作爲“南詔國”存在 103)

兩越 《漢書》 《後漢書》 南 否

西羌 闕 闕 西 否

西域 《漢書》 《後漢書》 西 存 西域諸國



燕州”條阿引用到了《隋北蕃風俗記》愛恐怕與上舉表格阿《%苑》“怨羅”條�引�《隋東

蕃風俗記》一樣阿除了“風俗”之外阿也[�報書�性質愛

當然阿今天�“�報書”槪念阿嚴格比附�話阿在中古知識人�書籍分類�義上阿可

能屬於“軍書志”(參王儉《七志》) 或“子兵錄”(參阮孝緖《七錄》) 等等阿但是阿廣義上�

“�報書”可以囊括比�多�部類愛比如阿北魏拓跋燾欲出兵北涼阿困擾他�難題阿是彼

處水草是否豐富阿能否提供北魏鮮卑騎兵補給愛名臣崔浩力排眾議阿�爲北涼一定[豐富

�水草阿他�理由如下：

《漢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阿若無水草阿畜何以蕃？印阿漢人À不

於無水草之地築城郭阿円郡縣也愛
104)

在C裡阿對於崔浩C樣�中古知識人來說阿�代�《漢書・地理志》也可以成爲一部戰略

�報書愛

南北分裂時�阿{臣�:聘記阿某種�義上亦是一種�報書籍 105)
愛當然阿��國與高

句麗��況阿不似南北�雙方勢均力敵阿持衡�久愛至�高宗時代阿高句麗卽被滅國愛如

果與貞觀年閒��國�C種東亞�報做一對比阿在南北�之外阿可以舉出大業年閒隋�國

�西域�報――裴矩�《西域圖經》 106)
愛裴矩作爲一個學者身份�同時阿也是隋代一位出

色�外:家愛很可惜�是阿《西域圖經》與《高麗記》身份類似――作爲一部�報書阿它

�存在 (保存) 時閒竝不長阿在宋代也�到了散Ï愛至今只存[§條佚�而已愛

實際上阿《舊�書・經籍志》�“地理類”記載裴矩本人亦ó[“《高麗風俗》一卷”

一部阿�鮮�料《高麗�》卷十“宣宗八年六x丙午”記載[“《高麗風俗紀》一卷”阿未

審是否卽裴矩之作？

時代略後阿北宋中��“圖經”類書籍也具[C種�報書性質 107)
愛如：王曾《上契丹

事》哀薛映《遼中境界》哀宋綬《契丹風俗》阿甚至沈括�《熙寧{契丹圖抄》阿都可以視爲

宋人關於契丹��報書 108)
愛而關鍵位置之地理山川之記錄阿一如�人《高麗記》一樣阿可

104) 《�治�鑒》阿卷一百二十三愛

105) �睿阿《南北�:聘記�基礎硏究――以〈酉陽雜俎〉爲中心》阿�載《中國典籍與�;》阿

2016 年第 1�愛

106) 關於《西域圖經》�硏究阿參考：內田吟風《隋裴矩ó西域圖記z�纂考》阿�載《�原弘¨

先生古稀記念�學佛敎學論集》阿�原弘¨先生古稀記念會阿 1973 年版阿頁 115-128愛

107) 此點承蒙北京大學鄧小南敎9Q示愛

108) 《契丹:��料七種》阿臺北：廣�書局阿 1972 年版愛賈敬顏著阿《五代宋金元邊疆行記十三

種駅證稿》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04 年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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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尤其詳細愛

結 語

�後阿鯵]介紹本��初步結論：

一哀在筆者旣[��士論�《六�隋�漢籍舊鈔本硏究》第九違《�鈔本〈%苑〉殘

卷考正》基礎之上阿本�5一步分析得出《%苑》��本層�：張楚金�《%苑》本�哀

雍公叡�《%苑》�哀以《高麗記》爲代表�引�愛ÌÌ就本�考察對象來看阿成書�先

後時閒應當是：《高麗記》(初�)哀《%苑》(�)哀《%苑�》(�後�五代)愛故而可以�爲阿

C份殘存�舊鈔本值得深入挖掘��獻信息仍然很多愛

二哀《高麗記》是以陳大德爲代表�初�知識人ó寫�高句麗綜合性書籍愛關於《高麗

記》�作者阿雖然以陳大德爲代表阿但竝不是如池內宏哀吉田光男等學者�樣�爲阿ÌÌ

是陳大德一人完成阿而是一部“匯總性”�報書愛關於《高麗記》�成書時閒阿池內宏�

爲� 50 年範圍�寬愛吉田光男�爲�貞觀十五年�窄愛筆者經�考證阿�爲是以貞觀年閒

爲�阿í長線可以上推至武德 (甚至部分¥含隋代) 年閒愛具體來說阿《高麗記》�成書時閒

時段當在公元 624-652 年# 656-668 年C 40 年閒愛

事實上阿C部《高麗記》匯集了從隋代 (甚至早) 到初�爲止�總體性�獻愛對於�

�國來說阿體現了他們對於高句麗��爲完整�報與知識愛

三哀以貞觀十九年�太宗征伐高句麗#�高宗滅高句麗諸�實阿與《高麗記》Ì存之

佚�相對讀阿加{我們覺得C部佚籍�實際性質阿已經超越了地理書而是一部��國�

東亞�報書愛同時阿C樣�例證竝非孤立阿在中國中古�上阿從南北�到北宋阿均[:聘

記或圖經之類�書籍阿閏當了�報書愛

四哀引用了《高麗記》�舊鈔本《%苑・藩夷部》殘卷阿-今爲止阿爲什麽ÌÌ保留

在日本？除了《高麗記》本身�“卽時性”知識與�報性質之外阿也與與中古以來阿日本

知識人汲取漢�典籍時� 擇性態度[極深之聯繫愛C一 擇性態度促{他們在保留古代

漢�典籍時阿無�識會將與自身關係密切�材料作爲首]愛�代�册封體系中阿日本作爲

“蕃夷”�書寫�義不Ì在C份殘卷中[�體現阿卽在兩《�書》等�料中亦如此愛

此外阿對於東亞�中世紀來說阿日本���]鄰國卽是：百濟哀怨羅哀高句麗阿因此

阿[關於他們三國��獻阿日本也會盡量收集愛比如ÌÌ從白村江之戰�記載來看：《舊�

書・劉仁軌傳》(��國視角)哀《三國�記・�武王十一年》(怨羅視角)哀《日本書紀・天智紀

二年》(日本視角)阿三者之中詳細�度阿無疑以日方�高愛因此阿含[《高麗記》�舊鈔本

《%苑・藩夷部》殘卷也一定Ù到了日本�野�高度重視吧愛

當然阿對與舊鈔本《%苑》殘卷�蘊含�隋�東亞�之重]信息阿Á非此一��能解

貞觀年閒��國�東亞�報哀知識與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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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愛諸如“百濟條”�引《括地志》等�深入探討阿則是今後�硏究話題愛

後 記

本�初稿宣讀于北京大學人�社會科學硏究院 (2017 年 3x 14 日)阿得到北大諸位師友�指正愛成

�之際阿c得到了高麗大學朴大在哀關西大學陶德民哀京都大學永田知之與古Z隆一四位敎9�悉心

指正愛京都大學《東方學報》�p審專家也給豫了詳實�修改�見阿謹表謝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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