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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的構建 

池田 証壽 

 

1 數據庫的構建目的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是爲促進漢字字體史研究，以及漢字字書編纂史研究的發展

而開發的。 

筆者此前已構建了《篆隸萬象名義》、《類聚名義抄》（原撰本系統、改編本系統）的條目數

據庫，目前正在開發《新撰字鏡》的條目數據庫。此外，還計劃構建與其相關的平安時代漢字字

書綜合數據庫。下面對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進行簡單說明。 

 

2 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的構成以及數據庫的構建步驟 

2.1 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的構成 

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是由中國漢字字書數據庫、日本漢字字書數據庫構成的。具體內容如

下: 

•中國 

《玉篇》（梁顧野王編撰、543 年成書、現存 2087 字）（原本玉篇） 

《大廣益會玉篇》（宋陳彭年等編撰、1013 年成書、約 25000 字）（宋本玉篇） 

《龍龕手鏡》（遼行均編撰、997 年成書、約 26000 字、高麗版） 

•日本 

《篆隸萬象名義》（空海編撰、9 世紀初、約 16000 字） 

《新撰字鏡》（天治本、昌住編撰、10 世紀初、約 21000 字） 

《類聚名義抄》（圖書寮本、1100 年前後、約 3600 條目） 

《類聚名義抄》（觀智院本、12 世紀後期、約 32000 條目）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是以中國漢字字書數據庫爲基礎開發設計的。 

 

2.2 數據庫的構建步驟 

筆者準備分兩步構建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具體來說，第一步是構建條目圖片數據庫，第

二步是構建全文活字數據庫。 

構建條目圖片數據庫，主要包括採集條目文字的圖片文件、轉換條目文字爲統一碼（即

Unicode）這兩方面工作。採集條目文字的圖片文件時，首先以單字爲單位採集條目文字的圖片，

然後根據該字所在位置添加文件名。轉換條目文字爲統一碼時，首先確定條目文字所在位置，

然後在 CJK 統一表意文字（最初期統一漢字 20941 字、擴展 A 區 6582 字、擴展 B 區 42111 字）

的範圍內進行活字輸入。 

 

2.3 條目圖片數據庫的構建進展 

日本漢字字書數據庫方面，條目文字的圖片採集工作已基本完成，現正進行統一碼轉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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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中，《篆隸萬象名義》、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新撰字鏡》中的條目文字已基本轉換爲

統一碼。另外，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中的條目文字很難辨識，統一碼轉換工作正處於攻堅階

段。 

中國漢字字書數據庫方面，原本《玉篇》（東方文化學院複製本）、《大廣益會玉篇》(南宋

版。宮內廳藏本）中的條目文字的圖片採集、統一碼轉換工作已基本完成。《龍龕手鏡》（高麗

版。京城帝國大學複製本）卷 3、卷 4 中的條目文字的圖片採集、統一碼轉換工作正在進行（卷

1、卷 2 的數據庫構建工作尚未進行）。 

 

2.4 全文活字數據庫的構建進展 

漢字字書全文活字數據庫是由條目活字數據庫以及注文活字數據庫兩部份構成的。由於條

目活字數據庫隸屬條目圖片數據庫，故而構建注文活字數據庫是當前的主要工作。 

筆者正在將漢字字書中的幾個部首里的注文輸入電腦，由此摸索出一套構建數據庫的方法。

此外，比較中國漢字字書同日本漢字字書，不難發現前者的體例（文本的體裁）比較單一，後者

的體例（文本的體裁）比較複雜。 

中國漢字字書中的條目基本是單字，注文則是對漢字三要素（字音、字義、字形）的解釋。

音訓大多是反切，夾雜直音。義訓主要引自典籍或者典籍的註釋書。形訓大多是“正”“俗”“亦”

等判定文字正誤的注文。其中，義訓與形訓合稱爲釋義，條目與注文合稱爲條項。 

與此相對，日本平安時代漢字字書中的條目大多是大字的單字，有些是短語。偶爾會出現

條目中的文字脫落或者混入注文的情況。在音訓、義訓、形訓等注文中常混雜和訓。另外，條目

重複列出、注文里出現“在某部”等註釋的例子也很多。《類聚名義抄》中還被添加了聲點、片

假名旁訓、訓點（乎古止點），內容十分複雜。 

 

3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的文本研究及出典研究 

3.1 《篆隸萬象名義》的文本研究及出典研究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篆隸萬象名義》，其實是原本《玉篇》的異本。胡吉宣先生在《玉篇校

釈》一書中圍繞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進行了很有意義的文本研究及出典研究。此外，上

田正先生在《玉篇反切総覧》一書中針對《篆隸萬象名義》的音訓（反切）進行了細緻的考察。

近年來，隨著呂浩先生的《篆隷万象名義校釈》的出版，《篆隸萬象名義》的文本研究取得了突

破性的進展。 

 

3.2 《新撰字鏡》和《類聚名義抄》的出典研究 

《新撰字鏡》是以《玉篇》、《切韻》、玄應《一切經音義》三部典籍作爲參考資料編纂而成

的。貞苅伊德先生在《新撰字鏡の解剖［要旨］——その出典を尋ねて》、《新撰字鏡の解剖［要

旨］付表（上）》以及《新撰字鏡の解剖［要旨］付表（下）》中就《新撰字鏡》如何利用以上三

部典籍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指摘。而後，井野口孝先生、上田正先生在《新撰字鏡“玉篇群”の反

切用字》、《玉篇反切総覧》中，上田正先生在《新撰字鏡の切韻部分について》、《切韻逸文の研

究》中，筆者在《玄応音義と新撰字鏡》、《新撰字鏡玄応引用部分の字順について》中，分別對

《新撰字鏡》中引自《玉篇》、《切韻》、玄應《一切經音義》的條目進行了考察。貞苅伊德先生

在《〈新撰字鏡〉“臨時雑要字”と〈漢語抄〉》一文中對《新撰字鏡》的“臨時雜要字”和《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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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抄》等書籍的關係進行了指摘。大槻信先生在《古辞書と和訓——新撰字鏡“臨時雑要字”》

一文中對《新撰字鏡》里部首索引部份的和訓和《漢語抄》等書籍的關係進行了追考。 

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原撰本系統）是一部注明資料出典的字書。有關該字書的學術論

文很多，研究進展迅速。其中吉田金彥先生的《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出典攷（上）》、《圖書寮本

類聚名義抄出典攷（中）》、《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出典攷（下一）》三篇論文最爲著名。 

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改編本系統）是一部省略原撰本中的出典記載（即書名、人名）

的字書。因此只有對照原典才能確定該字書的出典。在和訓研究方面，築島裕先生的《類聚名

義抄の倭訓の源流について》一文備受關注。尤其是築島裕先生對該字書中的吳音與法華經、

大般若經的誦讀音的關係，以及該字書中的漢音與《切韻》系韻書的關係等一系列指摘，影響

深遠。此外，貞苅伊德先生在《観智院本類聚名義抄の形成に関する考察 その１ 字順をめ

ぐる問題》一文中提出了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依照《玉篇》來排列條目順序的可能性。吉田

金彥先生在《観智院本類聚名義抄の参照文献》一文中指出了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同《龍龕

手鏡》一樣存在大量難解字、生僻字這一問題，田村夏紀先生在《親智院本〈類聚名義抄〉と

〈龍龕手鏡〉の漢字項目の類似性》一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考察。 

 

3.3 《新撰字鏡》的文本研究 

山田孝雄先生在《新撰字鏡攷異并索引》一書中圍繞《新撰字鏡》中含有和訓的條目進行了

調查，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師生在編纂《新撰字鏡国語索引》一書時對此進行

了更加深入的考察。另外，有關本書的條目、反切、和訓訓詁的研究也很多，具體可參考長島豐

太郎先生的《古字書綜合索引（上、下）》、上田正先生的《切韻逸文の研究》、《玉篇反切総覧》

以及內田賢德先生的《上代日本語表現と訓詁》等學術著作。 

 

3.4 《類聚名義抄》的文本研究 

如前所述，目前《類聚名義抄》的相關研究主要圍繞字音和音訓進行。此外，田島毓堂先生

在《類聚名義抄の注釈的研究——電算機利用による》一文中將蓮成院本《類聚名義抄》進行

了轉寫、註釋。筆者也在《図書寮本類聚名義抄の翻字本文及び注解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

究》一文中嘗試性的對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中的水部的內容進行了解讀。 

 

4 多漢字文獻的數據化及公開 

4.1 高效、便利的互聯網數據庫 

近年來，基於統一碼大規模漢字集合字符的多漢字文獻的數據化工作進展十分迅速。當然，

漢字字書的數據化工作也在順利進行。 

《說文解字》、《廣韻》、《康熙字典》的相關數據庫已在互聯網公開，具體如下：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 http://ctext.org 

漢字數據庫計劃 http://kanji-database.sourceforge.net 

另外，考察玄應《一切經音義》可以利用徐時儀校注本。 

http://tls.uni-hd.de/xuanying.html 

查詢漢字統一碼可以利用 CHISE IDS 漢字檢索。 

http://www.chise.org/ids-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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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玉篇》系漢字字書數據化的現狀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正在構建《玉篇》、《篆隸萬象名義》的相關數據庫

（具體參考王平先生的學術論文《“〈说文〉〈玉篇〉〈万象名义〉联合检索系统”的开发——从

原本〈玉篇〉到宋本〈玉篇〉》）。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也在構建《篆隸萬象名義》的相關

數據庫（具體參考大柴清圓先生的學術論文《〈篆隷萬象名義〉における俗字の研究(1) 後漢

の隷変字から魏晋の草書の楷書化まで》、《〈篆隷萬象名義〉における俗字の研究(2) 魏晋か

ら隋唐までの階書の俗字》以及《〈篆隷萬象名義〉における俗字の研究(3) 付録：〈篆隷萬象

名義〉俗字表》）。 

另外，筆者在互聯網上公開了《篆隸萬象名義》條目的統一碼對照版。 

http://www.hucc.hokudai.ac.jp/~o16404/shikeda/kojisho.html 

 

5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全文活字數據庫的構建方法 

5.1 構建基於綜合數據庫的全文活字數據庫 

筆者計劃同時構建幾個漢字字書數據庫，最終達到構建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的目

的。歡迎各位對該計劃提出寶貴意見。 

應當注意的是，解讀《篆隷萬象名義》原文以及構建相關數據庫時，需要對照原本《玉篇》

殘卷、佚文以及《大廣益會玉篇》和《廣韻》。而解讀《新撰字鏡》原文時，不僅需要對照上述

典籍，還需要對照玄應《一切經音義》。 

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是一部標明出典記載的字書，因此在解讀原文時典籍的對照工作

能夠順利進行。相反，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改編本系統）是一部省略出典記載的字書，因

此在解讀原文時需要對照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玉篇》、《廣韻》、玄應《一切經音義》。另

外，由於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在成書時，還受到了《龍龕手鏡》或者與《龍龕手鏡》同類字

書的影響，故而對照《龍龕手鏡》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筆者準備將《龍龕手鏡》也納入數據

庫構建計劃。 

綜上所述，爲了高效、正確的解讀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的原文，筆者準備構建一個包含相關

漢字字書的綜合數據庫。 

 

5.2 全文活字數據庫的構建方法 

構建全文活字數據庫時，筆者準備進行原文的轉寫和轉寫文本的活字化這兩項工作。 

•以康熙字典字體爲標準進行原文的轉寫工作。以統一碼基本多文种平面 CJK 中的最初

期統一漢字 20941 字和擴展 A 區 6582 字爲基礎，同時利用輔助多文种平面 CJK 中的

擴展 B 區 42111 字進行轉寫文本的活字化工作。 

•遇到需要區分字體、字形的漢字，儘量區分（例如：“来來 二同”、“為爲 二形作”）。 

•對於統一碼中沒有對應活字的漢字，主要使用 IDS（Ideographic Description 

Sequence）法，即組合漢字構件的方法來進行活字化工作。 

•對於無法使用 IDS 法的漢字，或者構件過多的漢字，主要使用在該漢字的康熙字典字

體後面添加希臘文字（βγ等）的方法來進行活字化工作。對於康熙字典中沒有相應

字體的漢字，一律表示爲“□”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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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更好的解讀、解釋原文，在注文里添加標點符號（《類聚名義抄》除外）。 

另外，筆者正在使用 File Maker Pro 12 構建綜合數據庫。條目圖片使用單個文件方式保

存，條目、注文的活字數據使用可以相互轉換的 xlsx 文件格式、csv 文件格式保存。下圖是完

成檢索時的畫面。 

 
 

6 本課題對漢字字體史研究和漢字字書編纂史研究的貢獻 

6.1 本課題對語言史研究的貢獻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是爲促進漢字字體史研究，以及漢字字書編纂史研究的發展

而開發的，對此開篇已經言及。因此，有關本課題對語言史研究的貢獻的內容以下僅做簡略說

明。 

 

6.2 本課題對漢字字體史研究的貢獻 

根據石塚晴通先生的學術論文《漢字字体の日本的標準》可以得出以下兩點推論。中國方

面，楷書字體的基準在初唐時期（618 年—8 世紀初）逐漸明確（初唐標準），後至晚唐時期隨

開成石經的完成(837 年)發生變化，並借宋版得以普及、確立（開成標準）。日本方面，初唐標

準在奈良平安時代得以普及、確立，開成標準在江戶時代隨出版業的興起其影響開始顯著。 

梁代顧野王的《玉篇》成書於 543 年，隋代陸法言的《切韻》成書於 601 年，唐代玄應的

《一切經音義》成書於 661 年。《玉篇》、《切韻》是在字體基準確立之前編纂的，玄應《一切經

音義》是在初唐標準確立時編纂的。另外，《玉篇》成書約 60 年後陸法言編纂了《切韻》，《切

韻》成書約 60 年後玄應編纂了《一切經音義》。由此可知，這些字書的漢字字體，既能反映編

纂當時的字體基準，又能反映字體基準的時代變遷。 

 

圖 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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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新撰字鏡》成書於昌泰年間（898 年—901 年），原撰本系統《類聚名義抄》成

書於 1081 年到 11 世紀初，改編本系統《類聚名義抄》成書於 12 世紀後期。也就是說，《新撰

字鏡》的編纂正值晚唐時期，《類聚名義抄》的編纂正值日本輸入、利用宋版時期。因此，開成

標準究竟多大程度的影響了這些字書就成了待考的課題。筆者在《漢字字体の実用例と字書記

述——“寂”の場合》中，以“寂”字爲例，對文獻編纂與所用字體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論證。 

鈴木慎吾先生在《王仁昫切韻の異体字注記について》一文中考察了王仁昫《刊謬補缺切

韻》（706 年左右成書）里有關異體字的註釋，並且藉此復原了陸法言原本。另外，鈴木慎吾先

生將各版本《切韻》的成書年代、增補內容也納入了考察範疇，這一研究方法引起了廣泛關注。

例如，各版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條目文字中，《切三》作“竒”，《王二》、《王三》作“奇”，

《王三》註釋“通俗作竒”。而古老的寫本《P.3696》作“竒”。據此推斷，陸法言原本作“竒”

的可能性很大。 

 

6.3 本課題對漢字字書編纂史研究的貢獻 

如果能夠找出字書中與其他典籍的條目排列順序、注文記述內容一致或者相似的部份，就

可以推斷字書的出典。這方面的學術論文很多，成果頗豐，其中首推貞苅伊德先生的著作《新

撰字鏡の研究》。而在不久的將來，藉助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這項考察工作會變得非常

簡單。另外，考察字書對典籍的利用情況，即字書採納了典籍中的多少內容等考察工作也會變

得非常輕鬆。 

例如，《新撰字鏡》引自《玉篇》的條項大約有 5500 項。這些條項究竟引自《玉篇》30 卷

中的哪一卷，關於這一問題，可參見下表。 

 

 

表 通過對照《玉篇》30 卷來考察《新撰字鏡》對《玉篇》的引用情況 

巻 A 引用数 B 総数 引用率 A/B  巻 16 217 387 56.1%

巻 1 112 373 30.0%  巻 17 88 410 21.5%

巻 2 163 600 27.2%  巻 18 291 794 36.6%

巻 3 246 782 31.5%  巻 19 150 681 22.0%

巻 4 208 625 33.3%  巻 20 130 565 23.0%

巻 5 214 532 40.2%  巻 21 211 515 41.0%

巻 6 211 575 36.7%  巻 22 219 629 34.8%

巻 7 254 690 36.8%  巻 23 261 722 36.1%

巻 8 149 449 33.2%  巻 24 194 633 30.6%

巻 9 230 801 28.7%  巻 25 235 609 38.6%

巻 10 164 496 33.1%  巻 26 170 433 39.3%

巻 11 164 654 25.1%  巻 27 124 423 29.3%

巻 12 317 687 46.1%  巻 28 244 436 56.0%

巻 13 311 760 40.9%  巻 29 45 284 15.8%

巻 14 186 451 41.2%  巻 30 60 308 19.5%

巻 15 17 548 3.1%  合計 5,585 16,85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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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示，《新撰字鏡》引用《玉篇》卷 15 的頻率很低。《玉篇》卷 15 包含 539 條項，《新

撰字鏡》引用了其中 17 條項，僅占總數的 3.2%。具體來說，《新撰字鏡》引用了《玉篇》卷 15

鹵部 17 條項的 16 條項，臥部 5 條項的 1 條項，共計 17 條項。而《玉篇》卷 15 中包含條項較

多的部首有：禾部 154 條項、米部 83 條項、网部 60 條項，但是以上內容《新撰字鏡》均未引

用。 

筆者在《貞苅伊徳著〈新撰字鏡の研究〉解説》中對貞苅伊德先生的遺稿《新撰字鏡引用

〈玉篇〉萬象名義、宋本玉篇対照表》（400 字稿紙 300 頁）進行了介紹，還介紹了貞苅伊德先

生的“玉篇巻十五における引用の欠如(玉篇卷十五引用缺欠)”這一推論。結合前文可知，“引

用の欠如(引用缺欠)”這一推論，準確的說應該將鹵部、臥部排除在外才能成立。 

 

6.4 本課題對語言史研究（和訓、字音方面）的貢獻 

在語言史研究方面，可將平安時代漢字字書綜合數據庫應用於和訓研究、字音研究等研究

課題。 

在字音方面，工作重點放在獲取《廣韻》的相關情報方面。這是一項關係同字認定、文本研

究的必要的基礎工作。 

在和訓方面，工作重點放在考察和訓與義訓（訓詁）的關係方面。這同樣是一項關係同字認

定、文本研究的必要的基礎工作。將來還計劃圍繞有關築島裕先生的《訓點語彙集成》的研究

課題開展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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