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稿 

 33

文稿  
敦煌蒙書的儒教思想   

任允松 ∗ 

一、 前言  

自王圓籙打開藏經洞，史坦因、伯希和的劫經起，塵封於敦煌莫高窟

藏經洞一千餘年的五萬多卷寫卷，終得以重見天日，重現於世人眼前。也

因這批寫卷之功，敦煌這個曾經輝煌的邊陲都市得以再次於當今舞台上發

光發熱，沈寂已久的莫高廢墟，也再次受到國際間的矚目。在學界前賢的

篳路藍縷之下，「敦煌學」一躍成為國際間一門涵蓋繪畫、雕塑、建築、

文學、藝術、宗教⋯⋯等多領域的綜合性學門。  

在這五萬多卷的寫卷當中，摒除近九成的佛教及宗教性典籍，在論及

其餘的文獻時，學者們的眼光與研究方向，最初放在俗文學的研究上，甚

至有以「敦煌俗文學」統稱整個敦煌文學範疇的論點。然而，在眾多寫卷

裡，有一批遭人們忽視、遺忘已久的文獻，有幸在敦煌學者的鑽研下，重

新付予其新的生命與歷史定位，這批文獻，學界統稱其為「敦煌蒙書」1。 

對於蒙書，一般人的傳統觀念認為它是供孩子讀的小兒書，是不登大

雅之堂的村書，僅僅是教人識字、認物的工具，而敦煌蒙書不過是在敦煌

出土的蒙學讀本。然而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敦煌蒙書卻有其獨具的特

色，且深蘊著中國儒家的禮教道統。敦煌蒙書的教化功能與其內容的道德

偏執性，更是其他文學載體所望塵莫及的。本文擬以此一特性為題，從眾

多的敦煌蒙書中，引例說明之。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共計敘錄敦煌蒙書25種，凡250

件抄本，分為三大類，即： (1)識字類：《千字文》、《新合六字千文》、《開

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林》、《雜集實用要字》、《碎金》、《白家碎

金》、《上大夫》，凡9種，106件抄本。(2)知識類：《雜抄》、《孔子備問書》、

                                                 
∗ 玄奘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 對於敦煌蒙書的界定，諸家學者各有所見；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及日人東

野治之〈訓蒙書〉，皆以寫卷題記中的「學士郎」、「學郎」、「學生」、「學

士」，為寫卷性質的判定標準。《敦煌遺書總目索引》臚列 26種。敦煌研究院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讀物》臚列 36種。鄧嗣禹《中國類書目錄初稿》專立『蒙

求門』。敦煌蒙書界定的分歧，主要在於其與類書之間的模糊地帶，如就廣義而

論，敦煌寫卷中，只要具有啟蒙功能的，皆可視為敦煌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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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求》、《古賢集》、《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凡 6種， 34件抄本。

(3)德行類：《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林》、《百行章》、《太公家教》、《武

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女文》、《一卷本王梵

志詩》、《夫子勸世詞》，凡10種，110件抄本 2。《敦煌蒙書研究》此書，對

於所引論的敦煌蒙書，皆已做了詳盡的校錄、勘誤及作者、編寫者與創作

年代的分析探討，是故本文所引敦煌蒙書的原文，除少數特別標明出處者

外，皆源自此書，特此說明。  

二、敦煌蒙書的分類與編纂形式  

(一 )敦煌蒙書的分類  

敦煌蒙書作為敦煌地區各類學校 3的教材，其中有不少自中原地區傳

入，因而其所反映的不僅是敦煌地區的特殊情況，而且也適度地反映出當

時中原地區蒙學的一般情況。由於蒙書發展流衍至唐代，不論內容亦或形

式上都已漸趨多樣，因此對於敦煌蒙書的分類，諸家學者各有不同的分法

與見地。蒙書本為小學支流餘裔，至後世而萌生多方，遂與原本圖書分類

中的「小學類」日漸分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類」序云：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

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

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

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

相參並列，而小學亦多岐矣。  

而後，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金跋》將古之小學析分為「字書」、「蒙

求」、「格言」三類，並對蒙書的性質、源流、類別有明確的論述。張志公

《傳統語文教育初探》4，將隋唐時代的蒙書分為「識字教育」、「思想教育」、

「知識教育」三大類。汪泛舟〈敦煌的童蒙讀物〉，將敦煌蒙書分為「識

字」、「教育」、「運用」三類 5。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

                                                 
2 鄭阿財、朱鳳玉撰，《敦煌蒙書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年，頁 5。 
3 敦煌地區的學校依不同時期，有縣學、州學、寺學之分，其輕重與規模亦隨統治

當局而有所消長，詳見鄭阿財、朱鳳玉撰，《敦煌的學校教育》，蘭州：甘肅教

育出版社，2007 年 12 月。 
4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 年 1
月。頁 7。 

5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讀物〉(《文史知識》，1988年 8 月)，頁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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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將古代蒙學教材區分為：「綜合類」、「倫理類」、「歷史類」、「詩

歌類」、「名物類」、「工具類」六大類。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

究》分為：「識字類」、「知識類」、「德行類」三類。張永萍〈敦煌古

代教育思想芻議〉7，依據敦煌蒙書的教育功能，分為「識字」、「知識」、

「教化」、「應用」四類。上述眾多的分類，其實就是從蒙書的「體」與

「用」著眼。再觀張永萍所分的「教化類」與鄭阿財所分的「德行類」，8書

目內容完全一樣，這一點即說明了傳統蒙書的教化內容就是以品德教育為

中心精神。這也突顯出敦煌地區童蒙讀物的豐富內容和多樣性題材，雖極

具地域特色，卻也離不出中原傳統中國的母體思維。而這個母體思維正是

維繫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穩健運作，支持宗族家庭倫常秩序的儒學道

統，也正是本文所要論述的敦煌蒙書其所內蘊的教化思想。  

(二 )敦煌蒙書的編纂形式  

敦煌蒙書以不同的體式編纂，具備不同的功能性與教育目的。本文依

據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的內容，將多種敦煌蒙書的形式、

特色及主要內容作一簡表，以供讀者能快速、清楚地認識每一種敦煌蒙書。 
書名 形式、特色  主要內容  
《新合六字千

文》  
1.1500 字。  
2.於《千字文》每句

各加兩字。  
3.六字一句、對偶押

韻，屬於《千字文》

的續作改編之流。  

同《千字文》歷敘天地、氣象、博

物、社會、歷史、倫理、教育等方

面知識。  

《開蒙要訓》  1.1400 字。  
2.四字一句，兩句一

韻。  
3.350 句，175 韻。  
4.較集中於識字的

用途。  
5.編撰層次較為通
俗，偏重現實生活的

知識層面，更能顯出

如同類書的編纂形式，分門別類，

內容涵蓋天文、地理等自然名物與

知識、人倫關係和生活中的名物與

基本知識。可謂一本專為敦煌地區

所編寫的百科全書。  

                                                 
6 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語文學刊》，2001 年，第四期。頁 9。 
7 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文化教育》，第 34卷，第 2期，2005 年。 
8 同樣列有《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林》、《百行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

《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女文》、《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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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教育的特色。  
《俗務要名林》 採取六朝以來類書

分類立部的體式，分

別部居，標舉名目。

將民間日常生活所需語彙，加以分

類編排的字書。  

《雜集時用要

字》  
1.1300 字。  
2.義類分部，立有類

名。  

集合當時現實生活中，重要而常見

的生活字詞匯編而成。  

《碎金》  1.428 條語詞。  
2.全書一卷，以平、
上、去、入四聲編

排。  

正統字書所不載的口語詞彙，收錄

民間口語、俗語以及僻字、俗字語

彙，每條語詞下注以反切或直音。 

《上大夫》  25 字。隨意拼湊成
篇，內容無特別意

義。  

描紅字帖：「上大夫，丘乙己，化

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禮也。」  
《雜抄》  1.五千餘字。  

2.以一問一答的形
式為主，組織成篇，

且多名數，甚為特

殊。  

廣泛介紹現實生活中最具實用價

值的綜合性知識啟蒙教材，可以稱

得上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書。  

《孔子備問書》 以一問一答的形式
為主，組織成篇。  

全篇 155 則問答，且多為名數，

顯為當時佛教典籍所常用的形式。 
《古賢集》  1.80 句，560 字。  

2.七言詩體。  
歌詠歷史人物孝友、勤學、誠信、

忠貞等事蹟。  
《兔園策府》  1. 48 門，10 卷。  

2.自撰式的四六駢

文。  

記敘自然名物、社會名物、人文儀

禮、政事爭討等有關掌故方面的綜

合性蒙書。  
《新集文詞九

經抄》  
抄撮輯錄各典籍中

的精要言論。  
輯錄文辭與九經中有助進德修身

的嘉言粹語，以為訓蒙誡俗的讀

物。  
《文詞教林》  抄撮輯錄各典籍中

的精要言論。  
輯錄文辭與九經中有助進德修身

的嘉言粹語，以為訓蒙誡俗的讀

物。  
《百行章》  自《孝行章》至《勸

行章》，共分 84 章，
分章立目，約義標

題。  

以忠孝節義統攝全書，摘引儒家經

典中的要言警句，多出自《論語》、

《孝經》等書。  

《太公家教》  四言韻語，訓誡式的

語氣。  
教導子弟進德修業，治家立身。  

《武王家教》  一問一答的方式。  宣說進德的佳言懿行。  
《辯才家教》  帶有濃厚佛教勸世

色 彩 的 家 教 類 蒙

共分 12 章，內容為品德陶冶與行

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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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每章或托之學士

問，辯才答，以發揮

意見。然多韻語，五

言者如白話詩，七言

者如唱經文。四字教

章為四言，五字教章

為五言，甚至還直接

採用了佛經中的偈

頌形式。  
《新集嚴父教》 五言韻語式的的家

訓讀物。  
告誡家中子弟日常生活行為應遵

守的規範。  
《崔氏夫人訓

女文》  
七言的通俗韻文。  女子臨嫁時，母親的告誡訓示。  

《夫子勸世詞》 五言韻語，二句一

韻。  
勸世為宗，內容充滿宿命論的觀

點。  
一卷本《王梵志

詩》  
1.有詩 93 首。  
2.全篇採五言四句

的整齊形式。  

內容偏重在生活儀節、處世格言、

俗諺等方面。  

本表共列 20 種書目，與前述《敦煌蒙書研究》一書所計敘錄敦煌蒙書 25

種相較，少了 5 種：《千字文》、《蒙求》、《九九乘法歌》、《百家姓》、《白

家碎金》，蓋因《千字文》、《蒙求》、《百家姓》此三書在後世仍有所流傳，

《九九乘法歌》為一單純的數學公式口訣，而《白家碎金》實為《碎金》

的節錄本，故除此五書，略而不論。  

三、敦煌蒙書的特色  

蒙學亦稱啟蒙之學或蒙養之學，其義則取之於《易‧蒙‧彖》所云：

「蒙以養正，聖功也。」《尚書‧孔穎達正義》：「蒙謂暗昧也，幼童於事

多暗昧，是以未知同蒙焉。」所以古人因取其意而稱以教授小學類知識的

教育階段為「蒙養階段」。實際上，蒙學泛指一個特定階段和層次的教學，

非僅是指對幼童所進行的早期啟蒙教育，其教育宗旨為貫穿於我國古代的

蒙學教育中的三大目標：啟蒙、養正、入聖。  

啟蒙教育既是教育的最初始，自然扮演著基石與扎根的關鍵性角色，

而作為啟蒙教育的媒介，也就是啟蒙教材，無可避免地扮演著上述教化工

具的第一線任務。中國傳統啟蒙讀物所呈現的是中國數千年傳統文化以及

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縮影，是歷代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

育方法、教材體系的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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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千百年來的啟蒙讀物的發展，可發現其流衍經歷，包含類型由教

材到普通讀本，體制由官修到民編，功能由單純的識字到多元的綜合類知

識，對象由皇室貴族到平民百姓，以及體式由純文字到圖文結合的種種演

變。而敦煌蒙書正處於這股流衍潮流中的一個分水嶺，因為它上承先秦、

兩漢的傳統字書的形式與識字的單純性教育目標，下開宋、元、明、清形

式多元且教育層次加深加廣的先河。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狀

況及其特點〉9，對中國古代蒙學教材歸納出六大特點，其中許多特點皆為

敦煌蒙書所具備，甚至其所舉的例證多有從敦煌蒙書所出，故筆者即以此

文為基礎，對敦煌蒙書的特點作一推衍分析，而得出敦煌蒙書具備以下特

色： 

1.識字教學與品德培養的緊密結合 

敦煌蒙書的內容，除側重生活知識及識字外，同時也技巧性地灌輸一

定的思想內容和品德要求，如《百家姓》、《千字文》、《開蒙要訓》。有側

重進行品德培養，但未忽視知識教學的，如《新集文辭九經抄》、《百行章》、

《古賢集》。這幾部書不僅是兒童的識字教材，更是一部集萃古代文化知

識的百科全書，這正體現了敦煌蒙學教材識字教學與品德培養緊密結合的

特點。     

2.敦煌蒙書作者多不可考 

二十餘種的敦煌蒙書，除《開蒙要訓》為馬仁壽所撰，《蒙求》為李

瀚所撰，《兔園策府》為杜嗣先所撰，《百行章》為杜正倫所撰，其餘作者，

多不可考。敦煌蒙書的編纂，主要在於切合民間日常生活的需要，內容以

實用、通用、便用為主，故常出現語多俚野、字多鄙俗的現象。一般而言，

敦煌蒙書的編、撰者姓氏多無可考定，成書年代也不易確知。其中縱使有

書名或作者署名涉及名人雅士者，也多屬依托掛名，並非真正出自其人之

手。 

3.因時、因地制宜 

敦煌蒙書內容穩定中有變化，不斷地進行修定增補和更新，從而適應

時代發展與地域特殊的需要。例如《新合六字千文》、《雜集時用要字》、《新

                                                 
9 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狀況及其特點〉，遼寧：《教育研究》，2001 年，

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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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辭九經抄》、《新集嚴父教》等，正是由於不斷修訂、增補和更新，才

保持了敦煌蒙學教材的穩定地位，從而提高了人們的信任感、與依賴性。 

4.適合兒童年齡和心理特點 

中國古代還沒有系統的兒童心理學和發展心理學的知識，但敦煌蒙學

教材的編寫卻非常注意兒童年齡和心理的特點，例如：教材力求淺顯易

懂，形象具體，生動活潑，切於實用。各書都注意以典型人物、歷史故事、

民間諺語、流行成語等作為重要內容，甚至相當符合現代的教育理論、目

標與宗旨 10。 

5.內容、形式雅俗共賞、老幼皆宜 

這是敦煌蒙學教材在當代極為普及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優秀的蒙學

教材，不僅是蒙以養正的兒童讀物，也是成年人喜愛的讀物，從而增強了

蒙學教材的實用效率。兒童不僅由學校教師傳授，同時，父母兄長、鄰里

親友，以至整個社會都熟讀這些蒙學教材，也就都於日常生活中，自然而

然地、無意間地成了兒童的教師。 

6.突出的地域性 

敦煌地處西陲，自然與人文環境與中原有著截然不同的差異，儘管如

前所述，整個思想淵源與中原有著密不可切的臍帶關係，但是在語言、習

俗、物產⋯⋯等方面，仍有極大的差異。是故如將中原地區所生產的童蒙

讀物完全移植到敦煌地區，將出現水土不服的現象。因此，敦煌當地就出

現了專為敦煌量身訂做的童蒙讀物，如：《開蒙要訓》、《俗物要名林》、《雜

集時用要字》、《辯才家教》⋯⋯等。其中內容、名物、俗語、用字，都是

敦煌這個西北地區所慣用而獨有的 11。 

7.針對不同的閱讀族群編寫 

雷僑雲《敦煌的兒童文學》一書，將《太公家教》、《開蒙要訓》、《崔

氏夫人訓女文》等書列為是針對兒童所編寫的教材，甚至將其歸為兒童文

學，姑且不論這樣的歸類是否妥切，但是敦煌蒙書的編寫對象確實有其特

定族群，例如：《開蒙要訓》淺顯通俗，內容偏重於生活上的日常知識，

                                                 
10 詳見羅宗濤、任允松，〈敦煌蒙書的時代性〉，《敦煌學輯刊》，第廿七輯，2008
年 2月。 

11 羅常培的《唐五代西北方音》，即是援引《開蒙要訓》中的音注進行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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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顯的庶民教育特色。 12敦煌的啟蒙讀物並非針對幼童，其實更大部

分所針對的是文化教育水平較為基層的平民百姓。此外更有如《崔氏夫人

訓女文》這種針對女子所編寫的教材，以及針對家中子弟所編寫的教材，

例如：《新集嚴父教》、《太公家教》、《武王家教》。 

具備如此多層面向的特色，無怪乎敦煌蒙書一直影響著後世蒙書的編

寫。正因如此，敦煌蒙書在其價值上早已遠遠超乎小兒書的教材角色，其

內涵已從單純的知識面，擴及到教育、文化、語言、思想、政治，甚至是

哲學的層次。 

四、 敦煌蒙書的教育內容  

敦煌地區因為佛教盛行，寺院眾多，且各寺院多有興辦寺學，因此當

地學子就學於寺院的風氣鼎盛。加上教授者常為寺院的僧侶，因此其所傳

授的教材與內容，不免含有佛教的信仰與思想在其中，如《王梵志詩》中

的「煞生罪最重，吃肉亦非輕。欲得身長命，無過點續明。吃肉多病報，

知者不須餐。一朝無間地，受罪始知難。造酒罪甚重，賣肉亦非輕。若人

不信語，撿取涅槃經。偷盜雖無命，侵欺罪更多。將他物己用，思量得也

磨？世間難割捨，無過財色深。丈夫需達命，割斷按迷心。邪淫及妄語，

知非總勿作。但知依道行，萬里無迷錯。」清楚告誡戒殺、盜、淫、妄、

酒的佛家思想。《辯才家教》是一本由佛門中人所編寫，內容兼及佛門與

世俗的通俗蒙書。除此，《新集文辭九經抄》序言「包括九經，羅含內外」

一語，更是流露出敦煌蒙書雜揉三教的思想特質。  

敦煌蒙書的教育對象，並非單純的孩童或是青少年，也不限定是出家

眾亦或是一般庶民大眾。廣義說來，含括了沒有被「禮教」開化的民眾，

施教者希望藉由蒙書為媒介，讓受教者都能「止乎禮義」，按照「道德」

的精神、行為規範、儀式準則而生活。為了達到這個目的，敦煌蒙書的內

容除了「識字類」及前述所提的「釋家思想類」外，大部分都以儒家倫理

道德為依歸。其主要論述主軸不外是：忠臣、孝子、烈女、貞婦等儒家理

想道德人格。  

本文從傳統儒學觀點切入，將敦煌蒙書的教育內容，分為「道德規範」

與「修身養性」兩大部分進行論述，其中「道德規範」再分為「對尊上」、

                                                 
12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年。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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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平輩」加以闡述，「修身養性」則分為「忍」、「勤」、「儉」、「慎」、「禮」

五部分加以闡述。因本文所論述的敦煌蒙書為數眾多，礙於篇幅所限，僅

酌引較具代表的部分以為論證。 

(一 )道德規範  

    在傳統儒學的教化、薰陶下，道德規範早已凌駕了一切的法條規章。

上至皇戚國族，下至販夫走卒，都受到了此一無形卻又極具約束力的規

範。這是一股內化的力量，在傳統中國社會裡的每一個人都受其影響。道

德規範沒有明訂法條與獎懲，但歷代典籍、蒙書、家訓中，卻清楚釐清著

人與人之間的份紀。這是一道不可逾越的警戒線，一旦逾越，「違背道德」

的罪過，是任何人都背負不起的。這道份紀包括了「對尊上」的「忠」與

「孝」，及「待平輩」的「恭敬」與「和睦」。  

(1)對尊上的「忠」  

「盡忠」的對象是「國」與「君」，而君權時代的君等同國。故君臣

之道列為五倫之首，忠是為人臣者對國君的唯一表現。忠君愛國思想，更

是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所強調的最高法則。《百行章‧忠行章》：「身

沾高位，倍須持志優君。臨危不改其心，處死不懷其恨，當陣不顧其軀，

聘使不論私計。」強調為人臣者，需效忠君王，別無二心。《開蒙要訓》

中強調君臣之道：「君王有道，恩惠弘廓。萬國歸投，兆民歡躍。諂佞潛

藏，奸邪憩惡。臣佐輔弼，匡翊勤恪。賞賫功勛，封賜祿爵。」說明如何

當一個明君與賢臣。  

(2)對尊上的「孝」  

「盡孝」的對象是「父母」。百善孝為先，對於孝的重視，是中國傳

統社會的一個特有表現。從《孝經》列為唐代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唐太

宗親注《孝經》看來，對於孝的重視是從上至下一脈相承的。孝，可以說

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更是所有美德的出發點。《百行章‧前序》

明言此書著重忠、孝的闡發：「雖讀不依，徒示虛談，何益存忠？則須盡

節立孝，追遠慎終。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造

十惡之衍；未自勵躬，方為三千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故錄要真

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同書《百行章‧孝行章》：「孝者，百行之

本，德義之基。以孝化人，人德歸于厚矣。在家能孝，於君則忠;在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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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於君則盜。」說明了一個人在家如能先以孝為本，進而方能移孝作忠，

忠於國、忠於君。《辯才家教‧六親章》：「立身須行孝，家務亦殷勤。出

門求諸事，先須啟二親。善言勝美味，含笑莫懷嗔。好兒與眷屬，婢婦和

六親。為人莫驕慢，為禮莫因循。侍奉莫辭苦，禮業莫辭辛。」說明了孝

為立身之本，而家正是孝行的實踐場所，雙親正是孝行的施敬對象。《太

公家教》：「孝子不隱情於父，忠臣不隱情於君。⋯⋯君濁則用武，君清則

用文。」「事君盡忠，事父盡孝。」「孝子事親，晨省暮參，知飢知渴， 知

暖知寒，憂則同戚，樂則同歡。」將盡孝的細節、行為如同家規條列式地，

講述得鉅細靡遺。  

三綱五常講的就是人際之間的份紀與秩序，人倫關係確定了，家庭自

然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夫婦和睦。因此，人倫關係乃是一切社會秩序的

綱紀。敦煌蒙書中論及人倫關係的比重佔了總體的大半以上，以下重點摘

錄、分述如下：  

(3)待平輩的「恭敬」  

「恭敬」的對象是兄長，中國俗諺有一句話：「長兄如父，長嫂如母」。

此語涵蓋這兩個層面：一者，比自己年長者，對其恭敬是基本的禮貌。二

者，道出了家庭是中國社會組成的最基本核心，而維持這個核心穩健運作

的精神正是「長幼有序」的人倫關係。《百行章‧傷行章》：「不得濫碎之

言，輕示忤上⋯⋯父母之床，理不合坐；兄嫂之床，無宜輒棄。若父母、

兄嫂在坐，兒弟悉立，有命須謝謝。在尊之前，不可受卑者拜。縱有殊才

異能，亦不得輒言。」說明嚴守禮儀，孝順父母，敬奉兄長乃需於日常生

活中加以實踐。《百行章‧義行章》：「為人之法者，貴存德義。居家治理，

每事無私。兄弟同居，善言和喜。好衣先讓，美食后之。富貴在身，須加

照恤。飢寒頓弊，啜味相存。」說明兄弟之間的關係要兄友弟恭，彼此禮

讓。《太公家教》：「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術，學其言語，有疑則

問，有教則受。」此段將五倫外的師生關係做了一個重點強調，這可與俗

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做一呼應。  

(4)待平輩的「和睦」  

「和睦」的對象是夫妻與同輩，「夫妻關係」，雖無血緣的聯繫，但是

卻比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弟來得更為緊密。在傳統男尊女卑的觀念下，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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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乃為單向的「婦道」關係，對於女方的要求遠遠勝於對男方的要

求，此點將於下一章節另加說明，現將蒙書中提及夫妻相處之道的地方引

例說明。《百行章‧棄行章》：「夫婦之義，人倫所先。好則同榮，惡則同

辱。不得觀其花蕊，便生愛重之心；一旦衰零，方懷棄背之意。若犯七出

之狀者，不用此章。」此章以男性為訓示對象，要求為人夫者該謹守「夫

道」，對於當時的女性給予了較高的尊重。  

姻親關係中，最難處理的該屬妯娌關係了，這是一種姻親乘以姻親的

特殊關係。《辯才家教‧善惡章》：「學士問辯才曰：何名為善惡？辯才答

曰：居家何以逆？兄弟妯娌無知識。居家何以義？兄弟妯娌相委記。居家

何以惡？兄弟妯娌不相托。居家何以好？兄弟妯娌不相道。居家何以分？

兄弟妯娌不相遵。居家何以貧？兄弟妯娌不殷勤。居家何以富？兄弟妯娌

相倚付。居家何以賤？兄弟妯娌相饞□。居家何以貴？兄弟妯娌常歡喜。

居家何以破？兄弟妯娌爭人我。居家何以成？兄弟妯娌有恩情。居家何以

失？兄弟妯娌相啾唧。居家何以委？兄弟妯娌如魚水。」藉由十三問、十

三答的方式，清楚說明了兄弟妯娌之間的相處之道。從這裡我們也可以發

現，除了血親之間的直系人倫關係是中國傳統以來所注重的，姻親關係因

為缺乏父子天性的血緣基礎，因此在維繫彼此之間的和諧關係上，就更加

不容易了。從上引例證看來，妯娌關係若要維持和睦，「長幼有序」仍是

必須遵守的大前提。  

(5)「人倫關係」的綜論  

因為敦煌蒙書在體裁上，兼有詩歌、韻語與家訓的特色。故其在闡論

許多觀點時，總是採以微言大義、概括論述的方式。在闡述一個主題時，

所涉及的層面是多元的，有時很難將其單純的歸為某個類別。如《開蒙要

訓》：「孝敬父母，承順兄弟。翁婆曾祖，嫂侄孫嬰。伯叔姊妹，姑姨聘嫁，

夫婦媒成。油燈蠟燭，炬照輝盈。貧賤富貴，奴婢使令。」綜論了父子、

兄弟、婆媳之間的人倫關係與相處之道，還特別強調為人媳婦的基本「婦

道」。《百行章‧恭行章》以相當大的篇幅來教導民眾行為必須合乎禮法，

對於身份、等級、地位高於己者必須恭敬：「入公門斂手而行，在公庭鞠

躬而立，對尊者卑辭而言。二親在堂，不得當門而佇；國有明君，不得當

街而蹈。縱居私室，恒須整容；至於妻子之間，每加嚴格。終日畏天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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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君者，是為恭行。」強調為人之道需嚴格遵奉等級制度，恪守上下尊卑

秩序。《太公家教》：「明君不愛邪佞之臣，慈父不愛不孝之子。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反映家是國的基本組成，對家庭成員的教育就是為國家統治

服務的做準備。  

(二 )修身養性  

蒙書中還提及教人立身處世、講究禮儀、賞罰分明、知恩圖報、勤力

奮進等教育思想，亦從家長的角度涉及到如何以身作則教育子女的問題。

《雜抄》中還有很多有關生活行為與日常交往中應注意的事項，如：「世

上略有十種劄室之事」、「十無去就」、「五不達時宜」、「五無所知」、「五不

自思度」、「六痴」、「八頑」等，均以為告誡人們於日常生活中常常忽略的

瑣事。此外，《雜抄》中〈辯金藏論法〉一段，開頭即云：「夫人有百行⋯⋯」，

接著將修身之道的孝、信、謙恭、悌、包容⋯⋯等，為人該具備的基本德

行論述了一段。由於一個人的修為層面極其多面，因此本文僅就幾項特點

以為引述：  

1.忍  

在敦煌蒙書中，有著許多教人「守弱」的道家思想，有時勸人退一步

思考，有時勸人三思而後行，倒是很難硬性歸類為道家、儒家亦或是釋家

思想，筆者因此以一「忍」字蓋而論之。《百行章‧忍行章》：「有人談好，

未可即喜；有人道惡，未可即嗔。勿信饞言，莫言佞語。佞語侵人，飲氣

忍之，縱有道理，安詳分雪。不得態其三毒，返燒其身。若不能忍，禍患

交至。梁人灌楚，尚致二國之和；宋就忍之，乃穫安幫之樂。」說明小不

忍則傷身，大不忍則禍國的利害關係。《雜抄》：「論忍事。天子忍之成其

大，諸侯忍之國無害，吏人忍之名不廢，兄弟忍之則歡泰，夫妻忍之終其

代，身躬忍之無患害。論不忍事。天子不忍群臣疏，諸侯不忍國空虛，吏

人不忍刑誅罰，兄弟不忍別異居，朋友不忍情義疏，夫妻不忍令子孤，小

人不忍(喪)其軀。」通過正反兩相對比，說明忍耐的益處與不忍的後果。

《太公家教》：「羅網之鳥，悔不高飛；吞鉤之魚，恨不忍飢；人生誤計，

恨不三思；禍將及己，悔不慎之。」又：「太公未遇，釣魚於水；相如未達，

賣卜於市。巢父居山，魯連赴海，孔明盤桓，候時而起。」利用譬喻、史

事實例來說明忍則海闊天空，退一步並非認輸、放棄，而是「候時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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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同時蘊意著道家的守弱思想，又同時具備了儒家積極進取的企圖心。 

2.儉  

勤、儉長久以來，一直被視為持家的美德。在地處邊陲的敦煌地區，

物質資源遠遠不如中原地區的富庶，因此，對於儉的重視，當更勝於中原

地區。《百行章‧貴行章》反映了唐初以農為本，躬行儉約的經濟思想：「性

之不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必須營之。是以金銀飢不可食，珠玉

寒不可衣。粟帛之重，莫能過者⋯⋯但以立國存家，唯斯之甚。」農業為

立國之本，粟帛比金銀珠寶更為重要，而且還必須去奢省費，躬行儉約。

《百行章‧儉行章》：「藏如山海，用之有窮；庫等須彌，還成有乏。儉者

恒足，豐者不盈。在公及私，皆須有度。事君養親，莫過此要。」《雜抄》：

「豐年珠玉，不如儉年麥粟。在豐慮儉，在飽慮飢。」告誡子孫，要有居

安思危、未雨綢繆的警覺。太宗曾謂侍臣：「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

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

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 13 

3.慎  

漢民族是一個保守的民族，俗諺「小心駛得萬年船」、「戰戰兢兢，如

履薄冰」，都是要求為人處世得事事小心，對人、對事都必須小心以對。《百

行章‧慎行章》：「立身終始，慎之為大。若居高位，即須慎言。朋友交游，

便須慎杯。養身之道，便須慎食。就醫療疾，乃可慎醫。」用一「慎」字

貫穿全文，從個人生活行為到立身處世，都明確地例舉說明。《太公家教》：

「教子知法，常令自慎，勿得隨宜，言不可失，行不可虧。他籬莫驀，他

嫌莫道，他事莫知，他貧莫笑，他病莫欺，他財莫願，他色莫思，他強莫

觸，他弱莫欺，他弓莫捥，他馬莫騎。弓折馬死，償他無疑。」這一段戒

子文，如同《崔氏夫人訓女文》一般，以一連串的否定語氣，告誡其子弟，

唯有事事謹慎小心，方能明哲保身。《武王家教》利用武王與太公的問答

體式，藉由彼此的對話說明為人所該注意的 「一錯」、「二誤」、「三痴」、

「四失」、「五逆」、「六不詳」、「七奴相」、「八賊」、「九愚」、「十狂」。而

這一切都是為了讓人能在社會中平安、守禮、依法地生活。  

4.勤學  

                                                 
13 《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年，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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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區的教育如此普及，與唐代的科舉制度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甚至有專為應舉而編寫的蒙書，如《兔園策府》。故不管是士族大家，或

是平民百姓，無不希望自家子孫能夠藉由科考及第而光耀門楣，故對於勤

學的重要，是為人師、為人父母所一再耳提面命的。《百行章‧學行章》：

「良田美業，因施力而收；苗好地不耕，終是荒蕪之穢。人雖有貌，不學

無以成人。但是百行之源，凭學而立，祿亦在其中矣！」說明勤學不但是

可以學得知識與德行的培養，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體現出當時一般人民

的社會心態，儼然成為儒家思想的最佳宣傳者。《太公家教》不僅強調學

習的重要，而且還蘊藏終身教育的思想在其中：「近鮑者臭，近蘭者香；

近愚者暗，近智者良。明珠不瑩，焉發其光？人生不學，言不成章。小兒

學者，如日出之光；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日暮之光；老

而不學，冥冥如夜行。」簡單的幾句話就說明了盡早學習的重要性，體現

了唐人要求子女勤奮治學、珍惜光陰的教育思想。王梵志的詩也屢屢提及

要重視教育孩子讀書：「養子莫徒使，先教勤讀書。一朝乘駟馬，還得似

相如。」王梵志強調知識的價值和學習的重要性，卻也暗示著高官厚祿乃

讀書的終極目標。《雜抄》：「論始欲學之事。昔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六

十，始欲學道，恐年將暮矣，如之何？』師曠對曰：『小而學者，由日出

東；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燈焰之光。人生不學，冥冥如

夜行。』」這段強調勤學重要的文字，居然和上述《太公家教》的文字一

模一樣，也突顯出敦煌蒙書的彼此學習、借用、模仿的特性。  

5.禮  

因為敦煌蒙書具有很強烈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加上其施教對象絕大部

分為文化水平較低的庶民階級。因此，對其於日常生活中所必須恪遵的禮

教觀念，就刻意地被編寫者納入教材之中。在唐代，禮學具有思想指導意

義，太宗與群臣強調以禮制約各種社會關系，以禮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

度，以禮制律，刑禮相輔而行，一方面把禮學作為制定與修改律令的指導

思想，一方面以刑拯禮之失，維護禮學，以禮作為政治准則，調整封建統

治階級的內部關係。 14《太公家教》：「立身之本，義讓為先。」又：「其父

                                                 
14 陸離，〈敦煌本《百行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敦煌研究》，2001 年第 2
期。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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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子須從後，路逢尊者，齊腳斂手。尊者賜酒，必須拜受；尊者賜肉，

骨不與狗；尊者賜果，懷核在手，勿得棄之，違禮大醜。對客之前，不得

叱狗；對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漱口。」在教人日常生活必須注意的

禮儀之後，還不忘於其後加上一句「憶而莫忘，終身無咎」來加強其重要

性。同書：「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莫先舉觴；行不當路，坐不背堂；路

逢尊者，側立路傍；有問善對，必須審詳。」從上述一段，與此段內容，

可以發現《太公家教》對於敬老特別重視，此點與該書書名正好相呼應。 

五、 女子教育  

「禮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中心，六倫的規範將古代的道德標準，明

確地建立了一套社會的集體意識。《禮記》的〈曲禮〉、〈郊特牲〉、〈內則〉、

〈昏義〉、〈昏禮〉五篇，將女子一生的行事準則全部概括揭示。因此，敦

煌的女子教育作品乃至有唐以來的女子教育觀點，多承襲《禮記》而來。

然而，婦女實際生活所處的地位，除卻禮教的影響外，還受到當時時代發

展與社會風氣等人文因素的作用。就唐代女性群體而言，她們所處的社會

環境，仍是一個男性居統治地位的傳統社會，女性無論在家庭和社會上，

地位普遍低於同時代的男性群體。許許多多表面看似女性地位提昇的表

象，實際卻依然掌握在男性或是長輩的手裡。 15 

唐代女子教育除宮廷習藝館外，並無正式制度。至於民間婦女的知書

識字、能文習詩者，則率由私學得之。唐代民間私學甚為發達，婦女或受

母訓，或受姆教。因此「女訓」一類的作品，一時蜂出並作，據歷代史志

所載，有《女則要錄》、《古今內範》、《武后訓記雜載》、《內範要略》、《鳳

樓新誡》、《女論語》、《女誡》、《內訓》、《女孝經》、《女儀》。由此類女訓

作品觀之，唐代女子教育教育重心，無非教導婦女貞節、柔順、卑弱、賢

德以及各種女工的學習，以為將來奉事翁姑、相夫教子預作準備。 16 

唐代「女戒」這些作品，大抵可以區分為：「皇族家訓」、「士族家訓」、

「庶民家訓」三類。唐代皇室家訓中有關女子教育者，在太宗《帝範》一

                                                 
15 王溥《唐會要》卷八三：「⋯⋯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必須申以婚媾，
令其好合。」長孫無忌《唐律疏議‧戶婚下》：「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女之祖

父母父母而強嫁者，徒一年」、「婦人夫喪除服，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

強嫁之」。 
16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年。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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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略有提及，而《女則要錄》、《古今內範》、《內範要略》、《鳳樓新誡》等

專門的女教作品，皆名存而內容亡佚，其餘可考者多為唐國君於公主出嫁

時對公主的教誨文書。17屬於士族家訓的作品，有陳邈妻鄭氏《女孝經》18、

李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19、韋應物〈送楊氏女〉20、李晟〈戒女言談記

錄〉、李商隱〈義山雜纂〉。庶民家訓作品有宋若莘《女論語》、《武王家教》、

《太公家教》、《辯才家教》、《崔氏夫人訓女文》。21敦煌蒙書即屬於庶民家

訓類，茲分述例舉說明。 

《崔氏夫人訓女文》是唐朝末年流行於敦煌民間的一種通俗讀物，其

性質為古代「婦道教育」類的作品。題名「崔氏夫人」則是托名唐代當時

中原地區的大家望族 22。其文辭通俗，筆調活潑流暢，內容形象生動，很

容易為廣大民眾與文化水平相對較為低落的女子所接受。《崔氏夫人訓女

文》的內容為母親於女子出嫁時的諄諄告誡與訓示。茲錄全文如下：  

香車寶馬兢爭輝，少女堂前哭正悲。合今勸汝不須哭，三日拜堂還

得歸。教汝前頭行婦禮，但依吾語莫相違。好事惡事如不見，莫作

本意在家時。在家作女慣嬌怜，今作他婦信前緣。欲語三思然后出，

第一少語莫多言。路上逢人須斂手，尊卑回避莫擋前。外言莫向家

                                                 
17
『<冊建平公主文〉:「咨爾建平公主，秉質尚柔，因心克順。」』、『〈冊臨晉公主
文〉：「咨爾臨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為心，頗協生知之敏，更承師氏之訓，柔
明益著，淑慎攸彰。」』、『〈冊真陽公主文〉：「咨爾真陽公主，柔順因心，幽閑表
質。」』、『〈冊興信公主文〉：「咨爾興信公主，自幼及長，含和尚柔。」』、『〈冊樂
成公主文〉：「咨爾樂成公主，毓質柔明，秉性婉閑，幼彰惠問，長有令儀。」』、
『〈冊壽光公主文〉：「咨爾壽光公主，敏質柔閑，質性純粹，芳衿內穆，淑問外
宣。」』、『〈冊平昌公主文〉：「咨爾平昌公主，性質閑婉，襟靈敏悟，柔順外徹，
和惠內融。」』、『〈冊廣寧公主文〉：「咨爾廣寧公主，柔儀明婉，淑性和惠，端閑
外肅，敏悟內昭。」』、『〈冊華陽公主文〉：「咨爾第某女承徽，自遠誕秀增華，仁
孝才明。」』以上諸冊文，表面上在顯示諸公主的柔順特質，卻也隱含著皇帝對
其女兒的期許。 

18 全書共分〈開宗明義〉、〈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
〈孝治〉、〈賢明〉、〈紀德行〉、〈五邢〉、〈廣要道〉、〈廣守信〉、〈廣陽明〉、〈諫諍〉、

〈胎教〉、〈母儀〉、〈舉惡〉十八章。內容以道德教訓為主。 
19 內容乃李華告誡其二外孫女，要善修婦教，勤讀書，明事理。 
20 為五言古詩，共 24 句，120字，乃韋應物送女歸於楊氏時所作。 
21林偉琤，〈唐代家訓所表現的女子教育觀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1 年。 
22 唐時中原的五大姓為：崔、盧、李、鄭、王，時人以能與此五大姓聯姻而視為榮

耀。 



文稿 

 49

中說，家語莫向外人傳。姑章(嫜)共語低聲應，小郎共語亦如然。

早朝堂上起居了，諸房伯叔並通傳。妯娌相看若魚水，男女彼此共

恩憐；上和下睦同欽敬，莫作二意有慵偏。夫婿醉來含笑問，迎前

扶持送安眠;莫向人前相辱罵，醒后定是不和顏。若能一一依吾語，

何得翁婆不愛憐。故留此法相教示，千秋萬古共流傳。  

全文以告誡的語氣，訓示即將出嫁的女子以夫家為貴，認清自己所應扮演

的角色，內容有如後述《雜抄》所講三從四德的註解與說明版。這些女戒

性質的讀物，對當時女子教育的影響絕不下於經典中講忠論孝的微言大

義。  
    除了《崔氏夫人訓女文》題目明確標名為女子教育讀物之外，另有《太

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等家教類蒙書。既為家教，則兒子、

女兒應當共同授之。故本文茲將其中專對女子所言部分提出，以利讀者審

視。《太公家教》：「育女之法，莫聽離母。⋯女年長大，莫聽游走。⋯女

人游走，逞其姿首，男女雜合，風聲太醜，污染宗親，損辱門戶。婦人送

客，不出閨庭;所有言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藏形；門前有客，莫

出聞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能依此理，無事不精。新婦事君，同于事

父；聲音莫聽，形影不睹。夫之父兄，不得對語。孝養翁婆，敬事夫主；

親愛尊卑，教示男女；行則緩步，言必細語；勤事女功，莫學歌舞；少為

人子，長為人母；出則斂容，動則庠序；敬慎口言，終身無苦。希見今時，

貧家養女，不解絲麻，不嫻針縷，貪食不作，好喜游走；女年長大，聘為

人婦，不敬翁家，不畏夫主；大人使命，說辛道苦，夫罵一言，反應十句。

損辱兄弟，連累父母，本不是人，狀同豬狗。⋯⋯女慕貞潔，男效才良。⋯⋯

養男不教，不如養驢；養女不教，不如養豬。痴人畏婦，賢女敬夫。」文

中對於女子於日常生活中的言、行、孝養翁婆、敬夫、勤事女功等各方面

皆有嚴格的規範。有趣的是其中還直接引用《千字文》中的「女慕貞潔，

男效才良」 句子。《武王家教》：「男教學問，擬待明君；女教針縫，不犯

七出。當莫用佞言，治家莫取婦語。」《辯才家教》：「學士問辯才曰：『貞

女之門如何？』辯才答曰：『貞女聘與賢良，謹節侍奉姑嫜。嚴母出貞女，

嚴父出賢良。侍奉殷勸莫虧失，免令損辱阿娘。身體髮膚須保愛，父母千

金莫毀傷。勸君審思量，莫護短，必壽長。內得外，莫稱揚。行善巧，必

無殃。積行惡，招不祥。依律呂，合宮商。但取弱，莫爭強。勤節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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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糧。無失錯，大吉昌。』」將女子的德行與孝道作了一個緊密的聯繫，

並將對於一般要求的孝道標準「身體髮膚授之父母，不敢毀傷」，擴大層

面的應用於女子的教育之上。《雜抄》全文約五千字，主要採取問答形式，

內容涉及廣博，包含天文、地理、歷史、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知識，

其中涉及女子教育的內容如：「論婦人『四德』、『三從』。何名『四德』?

一、婦德，貞順;二、婦言，辭命;三、婦容，婉悅;四、婦功，絲麻。何

名『三從』?婦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孔子備問書》雖被

歸屬於知識類蒙書，但其中仍不乏涉及女子教育的內容：「問曰:『何謂婦

人「七出」？』一無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六妒，七

惡疾。但犯一條即合棄之。若無七出，□棄之徒一等。何名『三不去』？

一曾持舅姑之服，二取賤後貴，三有所取無所歸。難犯七出，不合去之，

違大一等。若犯奸及惡病由士棄之。問曰：女家有四不可娶何？弟一不孝，

二始多病淫色有生離之類，三及逆不順，四寡婦長養女無禮，此之是也。」

將規範女性的最嚴格標准「七出」、「三不去」、「四不可娶」列為婦道的準

則。《百行章‧貞行章》：「雖遭亂代，不為強暴之勇；俗有傾移，不奪恭

姜之操。秋胡賤妾，積記傳之；韓氏庸妻.今猶敬重。婦人之德，尚自而

然；況乃丈夫，寧不刻骨?」以歷史人物為一模仿對象，這同其他講史類

蒙書的體制與功能有異曲同工之妙。 

    從上述女子教育的讀物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此類讀物在語氣訓

示上，總結於一個「戒」字，受教者屬於消極遵守的被動角色，不同於其

他針對孩童或是弟子、一般民眾的蒙書教材，是屬於積極實踐的主動角

色，從字裡行間也就不經意地流露出男尊女卑的傳統教育思想。  

敦煌「女戒」蒙書的內容，可分為「道德規範」與「生活智能」兩大

面向，而自古迄今普遍遵循的「三從」、「四德」，則分別以不同的戒規與

體現方式來約束著古代婦女的言行舉止。 23總而言之，敦煌女子教育的教

材，在體裁上較為簡潔單純，易讀易懂，多用四字句、六字句的詩歌形式。

而在道德規範的教育觀點，不外乎「孝、賢、慈、節」。所以，我們不難

                                                 
23 林偉琤，〈唐代家訓所表現的女子教育觀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1 年。此文將其細分為出嫁前的道德規範：事父母、行為中矩、嚴防

男女、莫道短長。出嫁後的道德規範：事公婆、事夫、和親睦族。生活智能：教

養子女、持家、學作女紅。分述詳盡，可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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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敦煌的女子家訓類作品，其內容仍然強調傳統的「三從四德」，對

於女性的角色定位，依舊脫離不了男性的依附曲從。  

六、結語  

敦煌蒙書以其多元的體制與內容，在整個中國傳統蒙書的發展歷史

上，扮演著極為關鍵性的角色。多位學者以當今的教育理論與課程、教材

編纂原理來批評當時的這批童蒙讀物，攻訐其中偏重倫理道德教育，充滿

了對封建統治階級倫理道德的說教、男尊女卑的歧視，滲透著封建文化中

極其腐朽的思想毒素⋯⋯等，實在是有欠公允。站在法制史的觀點，政與

教、刑與法是相輔相成的。唐代法典的完善，促使律令的執行更趨於規範

和合理，唐代的法制思想也就顯得尤為突出，並且人為的滲透於各種典籍

當中，法律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為其統治服務的。而蒙書的內容也

毋庸置疑地體現它作為統治者御用工具的一面。敦煌蒙書雖僅是訓蒙讀

物，但從各方面反映了唐統治階層奉儒學為正統、以禮法維護封建等級制

度、以民為本、刷新吏治、任賢選能、提倡忠諫、標舉孝行、寬仁慎刑和

崇奉三教的統治思想。  

敦煌蒙書的編著宗旨，大部是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統治制度的統治服

務的。如《百行章》序文：「雖讀不依，徒示虛談，何益存忠？則須盡節

立孝，追遠慎終。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造十

惡之衍；未自勵躬，方為三千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餐，故錄要真

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由此可見，要為統治者培養出符合時代需

求的人才，首先要使受教育者在思想上予以重視，即受教育者要成為「忠

孝節義，清廉寬信」的人，必須從小受到正統的思想教育。24在當時的時空

背景下，敦煌蒙書的集權思想、價值觀的侷限，都可視為理所當然的現象。 

敦煌蒙書縱使內容豐富、體制多元、教化蘊意深遠，但是其文字編寫

十之八九皆為「條列式」、「標題式」、「例舉式」的，並無長篇大論的說明、

註解與申論，主要還是歸因於其為「教材」的體式與「啟蒙」的性質。一

套完整的教育流程且能達到教育目的，就必須是「中心思想」+「教材」+

「受教者」+「施教者」。而本文所論述的儒教道德即中心思想，本文所論

                                                 
24 參閱僧海霞，〈從敦煌本《百行章》看唐初的法制思想〉，成都理工大學學報，第

14卷第 1期，200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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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敦煌蒙書即教材，啟蒙即為受教者的本質特性。而上述蒙書所具的「條

列式」、「標題式」、「例舉式」這些特點，正是應「施教者」而成。正因上

述特點，「施教者」方能就內容的多寡、講解的深度、涉及的層面與受教

者的程度而做調整與控制。也因此，敦煌蒙書並非內容粗淺、俚俗，而是

給「施教者」更大的自主與應用空間，套句現代名詞，即教師更具「教學

自主性」。  

周谷城《傳統蒙學叢書》序言中寫道： 

我們研究文化史，應當著眼全民族和各階層人民文化的演進，著眼

以往各時各地社會上多數人的文化狀況。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

除了《北堂書鈔》、《監本九經》，還不妨研究研究今存《兔園冊》殘

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學記聞》、《劍南詩稿》，也不妨研究研

究《三字經》和《百家姓》。雖然《兔園冊》不必為虞世南所編，《三

字經》不必為王應麟所撰，而且《三字經》也不一定只為村夫牧子

誦讀，但當時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通過教育而形成的自然

觀、神道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在這類書中，確

實要比在專屬文人學士的書中，有著更加充分而鮮明的反映。25 

通過以上對敦煌蒙書初略的分析與探討，可以發現儘管距今已千餘年的蒙

書在其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在其灌輸知識的外衣下，在其名為「家教」、「家

訓」的框架下，所深藏其中的教化蘊意，並不遜於聖人名士的經典史傳，

更不亞於藝文志、經籍志中的史傳書目。而其以粗淺的文字、平易的內容、

通俗的生活習俗與觀念的表達方式，透過塾師、父母、朋友的口傳身教，

讓其中的倫理道德思想在不知不覺中深固於人心。這也正是敦煌蒙書在教

育上所表現出其他任何文體與教本所無法達到的極端滲透力。更為我們在

思維當今教育政策與教材編寫時，提供了最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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