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崔溥《漂海錄》俗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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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漂海錄》(1488年)是由朝鮮人崔溥撰寫的一部長篇中國見聞錄。他在中國停留了四個半月，
回到朝鮮後奉命將所歷之事寫下呈給國王，是為《漂海錄》。由於在崔溥之前，朝鮮人“親見大
江以南者近古所無”，崔氏所見所聞都是難得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深受朝廷重視。崔溥精通中國
經籍典章，常把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事情與古籍參證比勘，文章簡練生動，充分展示了崔溥淵
博的漢學功底，全書共有5萬4千余字。但此書流布不廣，只限朝廷傳閱，在崔溥死後70年(公元15
73年，朝鮮宣祖六年，明萬歷元年)由其外孫柳希春(時任校書提調)以校正本鋟梓刊行，才得以傳
世，朝鮮《海東文獻總錄》以及《文獻備考》都把它作為重要古籍加以收錄。《漂海錄》里面出
現了大量俗字，從漢字域外傳播史視角探究俗字在韓國的傳播軌跡是一項繁重複雜的工作。朝鮮
俗字的獨特性不僅記錄了漢字在朝鮮的使用方式，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文化特有的歷程。
本文以《漂海錄》六種版本記錄的俗字為研究對象，從正字和俗字構型差異入手，歸納出《漂海
錄》所收俗字的類型，考察其來源，並對《漂海錄》俗字成因之特徵進行探討。

2. 《漂海錄》六種版本俗字分析
2.1 版本
《漂海錄》現存六種版本。在韓國廣為人知的版本是英祖元年(1725)崔溥六世外孫羅斗春出版
的第五版，即「補刊本」。現在這一版本的完整本保存在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但「羅斗春
本」《漂海錄》三卷中的第二、第三卷保存在首爾大學奎章閣，稱「奎章閣本」，缺卷藏于高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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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華山文庫，稱「官板本」 。還有日本文庫收藏的三種重要版本。其中日本橫濱金沢文庫本在
柳希春木版本刊行4年後問世，令人矚目。此外還有陽明文庫本、東洋文庫本和京都建仁寺及內閣
2
文庫所藏兩種德川時代寫本。 為方便起見，本文以收藏處為版本命名，把這些版本分別命名為
「東洋文庫本」、「陽明文庫本」、「金沢文庫本」、「奎章閣本」、「藏書閣本」及「華山文
3
庫本」。 崔溥《漂海錄》六種版本的館藏現狀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壬辰倭亂(萬歷朝鮮戰爭，
1592-1598年)之前刊行的三種版本在韓國沒有完帙，而日本三個文庫本都保存得很完整。這三種
版本和許多朝鮮典籍情況一樣，在壬辰倭亂時被倭軍掠往日本，當時留在朝鮮的刻板都毀於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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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版本被認為是最早的版本，這一點準確無誤。但是無法知道準確的刊行年代，高麗大學華山文庫也僅存一卷，
被歸類為貴重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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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尹致富，《韓國海洋文學研究》，建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2年，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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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葛振家曾經提到過《漂海錄》的學術和史料價值可與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9世紀中葉)和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年)的《東方見聞錄》相媲美。《漂海錄》為中
國三大見聞記之一，可供取資的語言材料以及對中國認識的深度都是前兩書所不能及的。

2.2 《漂海錄》六種版本俗字分析
本文從漢字的字形、功能、歷史方面探討《漂海錄》六種版本的俗字。字形方面的差異包括
整字、構件和筆劃方面的差異。而在功能方面，這些字體必須是同一個字，因而要排除音義部分
相同的異體字。在歷史方面，考察俗字與正字從何時開始可以互相替換、通用，尋找其演變軌跡。
為了驗證歷史方面，本文主要選取戰國秦漢時期簡帛上的隸書，這些字字體簡單，省略筆劃、構
件的現象屢見不鮮，與整體有較大的差異，因而有著較高的應用價值。裘錫圭先生指出：「應該
5
充分注意古文字作為一種俗體的特點」。 裘錫圭先生所講的“俗體”就是指俗字。秦漢以後，漢
字的字體發生了劇變，大致上秦漢之際演變出和隸楷相適應的隸草，是一種俗體，也就是後人所
6
說的章草。成熟的章草不僅簡捷，而且規則較為嚴格。 因此睡虎地秦簡一度被允許用來書寫奏章
及其他公文，而且在居延漢簡中有經傳的草字簡里出現俗體。因此秦漢魏之時隸書演變為楷書，
事實上，楷書由隸草演變而來。因此本論文在分析《漂海錄》六種版本的俗字時，不但從隸草書
體的歷史演變中尋找其軌跡，而且以漢字構形學理論為依據歸納其類型。

2.2.1 整字異化俗字

7

(1) 迯
〈藏書閣本〉寫作「迯」 。按：「逃」，《說文》：「
，亡也。從辵，兆聲。」由《說文》
可知「逃」是形聲字，但不難看出《四聲篇海》(194頁左)收錄的「逃、迯」兩字寫道：「徒勞切。
遁也，避也。」，《宋元以來俗字譜》「逃」都寫作「迯」。此後傳統字書《正字通》、《字彙》
都以為「迯」是「逃」之俗字。「迯」，從辵從外，即將聲符「兆」換成「外」，寫成了生動形
8
象、意思明確的會意字 。「迯」， 在《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 出現過27次，《韓國俗字譜》、
朝鮮中期吳億齡的《晩翠集》：「無處可能迯(
)。」等收錄此種字形。根據上述記載、數據，
「迯」是唐宋時代開始流行的形聲結構改為會意結構俗字。
(2) 旧
《漂海錄》寫作「旧」。按：「舊」，《說文》：「

、

舊，舊留也。從雈臼聲。」這

一字形在戰國楚簡上可見，如「
」(郭店忠3)、「
」(上博性16.14)。直到漢代構型沒有太
大的變化。但自唐代開始字形有所變化，將正字的下部構件「臼」寫作「旧」之形。如:〈唐杜襄
公碑〉作「 」，《敦煌歌辭總編》寫作「
」、「
」，此後《敦煌俗字》、《宋元以來俗
字譜》「舊」都寫作「旧」。《龍龕》也收錄此字，並說：「 、 ，其九反。」，《匯音寶
鑒》：「旧，舊之畧字。」。與正字相比，「旧」字的表意構件「雈」被省略，再將表音構件
「臼」改寫為「旧」。「旧」之形在《高麗字典》只出現1次，到了朝鮮後期在《杞園集》(1833
年)：「依旧(
)是氣質之偏耳。」等文獻里常見。由此可知，以字形而言，正字「舊」與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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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海錄》很早由清田君錦(1721-1785年)用日文全部譯出，1769年改名為《唐土行程記》出版。此外有美國出
版的英譯本，即1965年由約翰•邁斯凱爾英譯並注釋刊行的《錦漂海錄譯注》。英譯本只有原文的五分之四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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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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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湧泉，《漢代簡牘草字篇》，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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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字異化俗字著眼於正字與整字上存在的差異。根據正字和俗字整字異化的原因，整字異化俗字又有以下兩種情
況。簡化整字而形成的俗字是指俗字和正字雖然在字形上屬於繁簡兩個形體，但記錄的音義完全相同。還有改變正
字造字方式而形成的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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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高麗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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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是繁簡兩個形體，「旧」屬於由正字簡化而成的俗字。

2.2.2 構件異化俗字
(1) 兾(

9

)

六種版本中4個版本都寫作「兾」。按：「冀」，《說文》：「
聲。」。金文字形是「

」、「

，北方州也，從北異

」，從北。到了漢代構件「北」已經被人誤寫為「八」之形，

「 」(漢印) 、《甘谷漢簡》里出現「
」之形，〈漢景北海碑〉、〈漢曹全碑〉都收錄
「兾」。「兾」隸書開始構字用符號替代構件，而且《隸辨》引《九經字樣》說「冀隸省作
兾。」，從而形成正俗兩體的區別。「兾」在《高麗字典》中共出現過129次，朝鮮初期《陽村
集》：「兾( )將神變到雞林。」。「兾」是以符號「八(
)」替代「北」的構件簡化而成的
俗字。
(2) 囙
六種版本中只有〈藏書閣本〉寫作「囙」。按：《說文》：「因，就也。從囗大。」。
「因」，自漢代開始字形有所變化，《居延漢簡》收錄「

」、「

等字形。到魏晉南北朝〈北齊姜繤造像記〉等都開始流行俗作「

」〈漢尹宙碑〉有「

」

」之形。自北魏開始再變為

「囙」(〈北魏孝文吊比干墓文〉)字形，唐代《干祿字書》有 「
」之形。「
」、「囙」均
10
是因構件混用產生的構件訛變俗字。 「囙」， 在《高麗字典》中出現過 897 次，頻率相當高，
11
《韓國俗字譜》及《苔泉集》(1662 年)：「地必囙( )人方得勝。」 等收錄俗體「囙」字。
「
」、「囙」，則可以說由「因」的形旁「大」字形簡省而變爲「囙」。由於人們對筆勢和字
形結構的不同理解和安排，同一結構的字也會產生這種不同的書寫形式。同理，張漢喆的漢文小
說《漂海錄》(1771 年)中可見這類俗字，如「
(3)

」、「

」。

〈華山文庫本〉寫作「 」。按：「澥」，《說文》：「
，郣澥，海之別也。從水解聲」。
現今中國字典以及文獻都沒有收錄此字。但以「解」為「觧」是可以解釋的。「解」，《說文》：
「判也。」，篆體寫作從刀判牛角的「 」之形。《隸辨》引〈魏孔羨碑〉、〈楊震碑〉寫作
「
」、「
」。《干祿字書》以「
」、「
」為正字，「 」為俗字。這些例字都將
從刀牛的原形寫成書寫簡易的構件，且「羊」字與正字的構件「牛」義近。但是作為古文字的形
12

旁，不分彼此互相通用。 以「 」為「觧」的用例最早見于《居延漢簡》，它收錄「
」字形。
以後《宋元以來俗字譜》寫作「觧」，《字彙》「解，俗作觧。」。同理，「澥」之「羊」與
「牛」的義項都與動物相關，二者當構件時往往互相替換。「澥」，在《高麗字典》中，也在朝
鮮《南冥先生集》(1604年)：「遊人觧( )佩慚無分。」里出現，但次數不多。由此可知，「 」
與「澥」，所用表意構件不同，屬於換用構件而產生的俗字。

9

構件異化俗字著眼於正字與俗字在構件上存在的差異。根據正字和俗字構件異化的原因，構件異化俗字又有以下
四種情況：構建簡化俗字、構建換用俗字、構件訛變俗字、構件易位俗字。
10
俗字將A構件誤寫作B構件，或將A和B構件誤寫作C構件，構件之間在音義上沒有聯繫，只是由於形體形似或相近
導致混用。
11
韓國古典綜合DB網站上的出處與韓國古典翻譯院(http：//db.itkc.or.kr/DCH/index.jsp)異體字信息檢索網站
上的出處來源及原文不一致，應當加以確認。
12
現行漢字中，不同獸旁組成的異體字多已不見，其中一種形旁代替，比如牡、牝、牢、牧、犅等字均用牛旁，逐
字用豕旁，這是後來逐漸規範的，古代漢字並不完全如此。舉「牡」字來看，古文字里從牛的「 」、從羊的
「

」、從豕的「

」、從鹿的「

」，從馬的「

」之形都曾出現、混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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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軰
四種版本寫作「軰」。按：「輩」，《說文》：「 ，若軍發車，百兩為輩。從車，非
聲。」，《五經文字》：「輩，補妹反從非，作軰訛。」，《正字通》：「軰，俗輩字，舊注同
輩，誤。」。根據這些記載，我們可以說「輩」字從車非聲，但俗字誤寫作「非」字。「非」字
金文「

」、「

」，楚簡「

」(郭店老甲8.16)、「

」(上博魯3.19)，與「北」「

」、

「 」等金文字形及「 」(郭店太13)、「 」(上博容27)等楚簡字形相近。唐代以後文人認為
音近構件替換類的俗字，這類俗字前提是兩個構件的讀音相同或相近。「北」、「非」二字上古
音和中古音聲母相同，常互換。因此，《廣韻》、《集韻》、《龍龕手鏡》都提及從北的「軰」
字是「輩」的俗字。「軰」，在《高麗字典》里共出現2,381次， 頻率相當高。在朝鮮中期《南
冥先生集》(1604年)：「罪人三四軰囚系。」等許多韓國文獻里可見。「軰」是「軰」的形近訛
變俗字，也是音近構件替換類俗字。
(5) 逺
五種版本都寫作「逺」。按：「遠」，《說文》：「遠，遼也。從辵袁聲。古文遠或從彳。」
「逺」，自戰國秦漢簡帛隸書起開始簡化，如「

」(郭店老5.43)、「

」(馬王堆經58)等。漢

代開始多種文獻流行寫作「逺」之形。《居延漢簡》「遠」作「 」、「 」，〈漢曹全碑〉作
「 」。《隸辨》作「
」(武榮碑)、「 」(韓 碑)、「 」(史晨後碑)。因此，《重訂直
音篇》：「遠，……逺並同上。」等字典認為「逺」是「遠」的俗字。漢隸「口」形或作「厶」，
因而「遠」字也可以寫作「 」，以後再訛變為「逺」。「逺」在《高麗字典》里出現過31,406
次，頻率相當高。朝鮮時代文集《晩翠集》(1662年)也收錄了「 逺( )」。據此可以說「逺」是
以形近構件換用、隸變而成的俗字。
(6) 淂
這三種版本寫作「淂」。按：同「得」。《說文·彳部》：「 ，行有所得也。從彳 聲。
，古文省彳。」《居延漢簡》「得」字寫作「
」、「 」，《武威漢簡》也可見「
」，
這些都將構件「彳」誤寫為「氵」。《隸辨》引〈華山廟碑〉等都寫作「淂」,《敦煌歌辭總編》
寫作「 」，《增廣字學舉隅》等文獻認爲「淂」是「得」的俗字。「淂」在《高麗字典》共出
現 130 次，《韓國俗字譜》、朝鮮後期《企齋集》(1573 年)等多寫作「淂」。「得」、「淂」原
13
來是不同的兩個字。二字在字義、字音上都無關。 但左旁「彳」之字形略近，易訛成「氵」，將
「亻」和「彳」構件誤寫作「氵」的情況比較常見。如「往」作「

」(古陶文)，「徒」作「

」

(里耶秦簡 8.143)、「 」(包山 228)，「徐」作「 」(上博容 25)等。這些都是漢代開始流行的
屬於構件混用類俗字。
(7) 禀
四種版本都寫作「禀」。按：「稟」，《說文》：「賜谷也。從㐭從禾。」《說文》篆文作
從㐭從禾的「 」之形，隸變為「禀」。《居延漢簡》里已經出現「 」、「 」、「 」，
〈漢校官碑〉作「禀」、《隸辨》引〈校官碑〉作「 」。此外，《正字通·禾部》收「禀」字，
又在〈示部〉收「禀」字說：「俗稟字。」，可以說「禀」是「稟」的俗字。「禀」在《高麗字
典》中出現過 484 次，朝鮮後期《眉岩集》(1897 年)寫作「禀( )」。從義項而言，構件「禾」
與「示」無關，「禾」，《說文》：「嘉穀也。」，「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
以示人也。」。「禾」和「示」字音不同，但字形相近，將構件「禾」(「
(金文)、「

」(楚簡))誤寫作「示」(「 」(甲骨文)、「 」(金文)、「

」(甲骨文)、「

」

」(楚簡))。「禾」

誤寫作「示」的情況常見，如「秦」作「 」，「秩」《正字通》作「
」等。「禾」之形以筆
勢的小異，或作「示」之形而常混同。由此可知，「禀」是形近構件混用而訛變類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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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左旁「彳」《說文》：「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凡彳之屬皆從彳。醜亦切。」，「氵」《說文》：
「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凡水之屬皆從水。式軌切」。而且「彳」的反切是醜亦切，
「氵」是式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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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扵
除〈華山文庫本〉以外，都寫作「扵」。按：「扵」的構件「於」左邊的「方」替換為「扌」，
還可以說構件「方」被誤寫作「扌」。自戰國時期開始有所變化，如 「於」作「 」(郭老甲
25.5)、「 」(睡日甲 69 背.11)、「 」(馬二 1)、「 」(馬二 1)、「 」(陰甲 202)等。
〈北魏孝文吊比干文〉、〈唐圭峰碑〉「於」均作「扵」。據《干祿字書》：「扵、於。並上通
下正。」《字彙》、《正字通》等記載，我們可以判斷「扵」是「於」的俗字。「於」左旁「方」
誤寫作「扌」。在《高麗字典》里出現 1,634 次，頻率相當高。「方」，上古音為「幫陽」、中
古音為「府良切」，「扌」上古音為「書幽」、中古音為「書九切」，這兩個構件之間在音義上
沒有關系。二字只是由於形體相似而導致混用，是戰國時代隸書開始用的屬於構件混用類俗字。

2.2.3 筆劃異化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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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曺
〈華山文庫本〉版本里可見「曺」字。按：「曹」，《說文》：「獄之兩曹也。在廷東。從
，治事者；從曰。」，因而小篆也寫從雙東「 」。這個字形已在西周金文寫作從東的「 」，
以後再被簡省爲「 」(居延漢簡)、「
」(武威漢簡) 。以「曹」減少一豎的「曺」字從漢代
隸變開始。 唐代《五經文字》：‘ ，石經作曺’，《干祿字書》都收錄「曺」作爲「曹」的俗
字。「曺」在《高麗字典》里出現 1,141 次，《東國李相國集文獻》寫作「曺」。與正字相比，
「曺」是簡省部件類俗字。另外，〈華山文庫本〉都寫作「 」字。以「曹」減少一豎的「曺」
字為聲符的「 」之形，在《漢隸字源》引〈史晨祠孔廟奏銘〉里可見。
(2)
〈藏書閣本〉「取」寫作「

」。按：「取」，《說文》：「捕取也。從又從耳。」古文字

里「取」字一般都寫作從耳又之形，比如「 」(甲骨文)、「

」(金文)」等。但有時出現右旁

「又」字的異形，如「 」(甲骨文)、「 」(楚簡)、「 」(里耶秦簡8.145)、「 」(162號
簡)等。此外，〈漢李翊碑〉作「 」，《五經文字》(頁69)說：「取，作
，訛。」《敦煌俗
字譜》里常寫作「 」，《干祿字書》說：「 、取，上通下正。」。韓國朝鮮吳億齡的《晩翠
集》(1662年)：「顧不急進取(
)。」等文獻也收錄此字。據以上的記載，「取」本來從「又」，
俗寫省作「 」，即「取」字是先簡化成「 」，再訛變爲「 」的筆劃訛變類俗字。這類俗字
或將某一構件的筆劃訛變為另外一種筆劃，或將多筆劃連寫作一筆劃，改變整字的筆劃，從而導
致俗正兩體的差別。

3.《漂海錄》俗字之成因及特點
我們分析《漂海錄》俗字以後，發現這些俗字大多是秦漢唐以來簡牘、碑刻、版刻、寫本中
的異寫和異構的俗體字形。以下論述朝鮮時期六種版本《漂海錄》俗字的成因以及特點。
第一，書體的變化，書寫工具的豐富，文字系統內部的自身調整等原因都對秦漢魏晉南北朝
時期漢字的變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秦漢時期漢字的字體發生了劇變，這些書體變化就是所謂的
隸變，名義上是篆變隸，實際上是篆體先演變為古草，再演變為隸書。從漢字形體來看，從篆書
結構演變為隸書結構，要經歷一個突變，而突變形成俗體。根據王平先生的研究，在魏晉南北朝
15
石刻楷字中，接近三分之二的漢字有兩種以上的寫法。 到了唐代楷書正體定型的趨勢明顯。這一
現象不僅影響了中國當時乃至以後漢字的使用，也影響漢字文化圈內俗字的產生。在《漂海錄》
俗字中，「减(減)」(藏書閣本)、「淂(得)」、「曺(曹)」為構件的字形和秦漢簡帛中的隸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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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異化俗字著眼於正字與俗字在筆劃上存在的差異。根據俗字和正字筆劃異化的原因，筆劃異化俗字有以下四
種：筆劃簡化俗字、筆劃繁化俗字、筆劃訛變俗字、筆劃易位俗字。
15
王平，《魏晉南北朝石刻楷字變異類型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總第8輯，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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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一致。
第二，崔溥死後 70 年才首次刊行《漂海錄》寫本，其後陸續刊行幾種版本，版本之間相差有
300 多年的時間。結果在抄寫的過程中，他們對筆劃或者構件隨意增減，也是《漂海錄》俗字產生
的重要原因之一。和多種朝鮮典籍一樣，《漂海錄》在壬辰倭亂時被倭軍掠往日本，當時留在朝
鮮的刻板都毀於戰火。壬辰倭亂以後刊行傳世的幾種版本，在漢字傳抄或刻寫過程中多存在隨意
性。朝鮮文人在傳抄或刻寫過程中，需要漢字的書寫與認讀功能。就認讀而言，人們希望符號形
象易於識別；就書寫而言，人們又希望符號簡單，便於描摹。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原本難以探
查的楷體漢字的構字理據又遭到重創，導致漢字的構件被符號化。《漂海錄》俗字的構造依據已
經變得無處可尋，如「雙」寫作「
」(藏書閣本)、「廻」寫作「逥」(華山文庫本)等。
第三，《漂海錄》俗字與其他類型的俗字相比，被簡化的俗字比率較高，佔據主導地位。從
漢字繁化與簡化的最基本動機來說，兩者都是為了提高漢字的使用效率，為了能夠在交際中實現
快速、準確、便捷的目的。《漂海錄》的大部分俗字都比正字簡單，構形更加簡潔明瞭。這一趨
勢在漢字傳播的過程中也同樣占主導地位。不過字形的繁化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為了改進文字
的表意、表音功能，強化表意性與增加區別度，又不惜使構形加繁、讓筆劃增多。《漂海錄》俗
字里寫作「圡(土)」(東洋文庫本)、「眀(明)」(東洋文庫本)、「癈(廢)」(金沢文庫本)、「小
(少)」(藏書閣本)、「大(太)」(藏書閣本)等，這些字都屬於筆劃簡化類俗字。
第四，漢字屬於音意文字，伴隨著語言語音的發展，其表音表意功能雖然有所退化，但是形
聲字的聲符與意符仍具有一定的提示性。在《漂海錄》俗字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在韓國俗字中由
形聲字向會意字轉換的比較多見，如「逃」寫作「迯」、「巖」寫作「岩」(金沢文庫本)等。這
種現象說明，漢字在傳播的過程中，形聲字以聲提示讀音功能的作用並不突出，這是爲了適應朝
鮮當地的文化習慣。雖然漢字在韓國傳播、使用的過程中，造字結構方面發生了變化，但是朝鮮
人始終努力維持漢字本身擁有的造字原理。根據我們對《漂海錄》俗字的分析，可以較清楚地看
出，人們在使用漢字時，往往為了使漢字的表音表義性更加明確而改造漢字。例如「晒(曬)」(東
洋文庫本)、「坮(臺) 」(華山文庫本等)、「舘(館)」(華山文庫本)、「衿(襟)」(華山文庫本)
等。
第五，類推行也是字形變異的一個重要特點。楷書筆劃層面和構件層面的變異不是僅僅發生
16
在某一個字位上，而是有規律可尋的，即類推行。 如「禾」和「示」不分，故「稟」作「禀」，
「方」和「扌」不分，故「於」作「扵」。「淂(得)」、「减(減)」、「湏(須)」(金沢文庫本)
等也屬於這類俗字。
第六，朝鮮時期《漂海錄》俗字的差異大多數體現在構件方面。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在楷化
過程中，漢字的表意區別性大大降低，最終導致形態相近的構件之間的混同。這表明漢字在從隸
到楷的演化過程中，筆劃方面的變異較為嚴重。特別是到秦漢隋唐五代時期，楷字已經逐漸成熟
定型，漢字的形體被大幅簡化，構件形體上的差異越來越小，這必然會影響個體字形之間的區別
度，因此，對於於一些容易混淆的形近字，人們往往利用增減筆劃、改造筆劃等手段來加以區別。
如「曺」和「曹」、「圡」和「土」、「
洋文庫本)、「

」和「取」、「眀」和「明」、「㒺」和「岡」(東

」和「冒」(金沢文庫本)等 。

4. 結論
俗字是漢字在發展傳播過程中產生的主要變異之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掌握域外漢字俗字
的主要變異類型及特點，也就大致掌握了漢字在韓國傳播的規律和特點。將朝鮮人撰寫刊行的域
外文集《漂海錄》俗字與中國當地俗字作比較，可以發現俗字傳播與字體演變的、文獻方面的關
聯性，展現歷史上漢字圈的情況。因為漢字在傳播到韓半島的過程中，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俗
字必將隨之傳入，由此形成了“朝鮮時期俗字”。就15-17世紀《漂海錄》俗字的來源來看，可分
為“傳承漢語的俗字”與“朝鮮特有的俗字”。前者指漢語俗字傳入朝鮮之後在朝鮮使用之時字

16

潘中規，《敦煌俗字譜·序》，石門圖書公司，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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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未發生變異的俗字，後者指漢語俗字傳入韓半島之後在朝鮮使用之時字形發生變異的俗字 ，但
數量不多。總之，《漂海錄》俗字為歷時漢字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對研究朝鮮近代的俗
字使用方式、揭示其中的用字規律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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