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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分析二戰後日本語言政策的相關史料，以戰後日本內閣頒布漢字表的

沿革為中心，從「政治」、「文化意義」及「大眾的關注」三個主要面向來探討漢

字的存廢之因，呈現漢字政策原本欲廢除漢字，因故轉為保留漢字， 後開放使

用的過程。 

    戰後至今，日本內閣頒布的重要漢字表有三：1946 年的〈當用漢字表〉、1981

年的〈常用漢字表〉及 2010 年的〈新常用漢字表〉。本論文以此三表作為分期，

首先探討漢字改革的緣起。第二章討論的是〈當用漢字表〉出現的過程。明治時

期，西方文化衝擊日本，使其反思大量使用漢字的弊端，而著手改革，但於二戰

時被軍國主義政府擱置。二戰戰後，戰敗的結果再度引起漢字檢討了聲浪，漢字

被冠上「封建」、「軍國主義之遺毒」之名，激進份子要求廢除漢字，以利推行民

主化，建設新日本。同時，美國教育使節團強烈建議日本直接廢除漢字，採用羅

馬字作為書寫文字，但國語審議會為維護民族尊嚴，選擇「漸進廢除」的方式，

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此表於 1946 年由內閣頒布，收錄 1850 個漢字，規定漢字

使用限於表內字，預定逐年刪除表內漢字量， 後達到廢除漢字的目的。第三章

討論〈當用漢字表〉的困境：此政策 大的問題是限制了命名自由，故在人民的

抗爭下，頒布了〈人名用漢字別表〉，而報社也感到漢字使用的不足，而有〈當用

漢字補正案〉的出現，此兩表實際上皆增加了社會漢字的使用量，這與當初制定

〈當用漢字表〉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此章也收錄了文學家批評〈當用漢字表〉

表外漢字詞語改寫的問題，此困境也是影響之後〈當用漢字表〉改革的原因。 

    第四章討論〈當用漢字表〉改革的過程：人民訴求用字的民主自由化，及國

語審議會於 1962 年的改組，影響了漢字政策的走向。為改革〈當用漢字表〉的弊

端，漢字政策於 1981 年被內閣修改並頒布，以〈常用漢字表〉取代〈當用漢字表〉，

該表不但再增加了 95 個漢字，漢字表的定位也從「限制使用」改為「使用目標 (目



 

 ii

安) 」，以開放的態度提供社會使用漢字字種，但不強硬限制，漢字就此確立於日

本書寫文字系統，其存廢的爭議到此告一段落。 

    第五章討論的是資訊化時代如何影響漢字的擴展。1980 年代始，電腦與〈JIS 

漢字碼〉結合，使得漢字打印更為容易，漢字因其資訊負荷量大，被更廣泛的使

用在生活上。出版界也以電腦取代活字印刷輸出漢字。國語審議會於 2000 年頒布

〈表外字體漢字表〉規範表外漢字字體，實質上促進了表外漢字的使用。為因應

資訊化時代，〈常用漢字表〉再度被修改，內閣於 2010 年頒布〈新常用漢字表〉，

再度增加 191 字，以敷社會使用。 

 

 

關  鍵  字 

 

漢字改革   漢字表   人名漢字   國語審議會  JIS 漢字碼  美國教育使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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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in postwar Japan. 

Focusing on historical changes of kanji,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reasons of how the 

scripts of kanji are retained or eliminated. Examining the proces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olitics, cultural meanings, and the public concerns, this thesis shows the 

process of how kanji were originally to be eliminated but turned to be retained due to 

some certain reasons, which ends up with open use. 

During Meiji period, Japan experienced cultural shock from the west, reconsidered 

the disadvantages of using kanji and started script reform. But the reform was 

suspended during Second World War because of Japanese militarism.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s defeated after the war, kanji was coined with the names of “feudalism” 

and “residual poison of militarism.” Some activists demanded to stop using kanji in 

order to push reforms of democracy. Meanwhile, the US Education mission strongly 

recommended Japan to abolish kanji and to use rōmaji [Romanized symbols] as scripts 

instead. But to preserve national pride, Kokugo Shingikai [the committee of national 

language] adapted a gradual way of abolishment and published Tōyō Kanji in 1946 with 

1850 kanji characters accepted. The usage of kanji was limited to Tōyō Kanji only and it 

was plann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kanji year by year, so that kanji could be abolished 

completely.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the confinement of Tōyō Kanji. The major problem is that 

it limited the freedom of naming. Resisted by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an 

extensional list of Jinmeiyō Kanji.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spapers were also troubled 

by the insufficient numbers of kanji, and therefore a supplementary list of Tōyō Kanji 

came out. The two lists increased the usage of kanji and indeed countered the purp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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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original list of Tōyō Kanji.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Tōyō Kanji. The language policy changed 

because of people’s concern to use language freely and the 1962 reformation of Kokugo 

Shingikai. Therefore, Jōyō Kanji was published in 1981 in an replacement of Tōyō 

Kanji. 95 more kanji were included and the use of kanji has changed from “limited use” 

to “open use.” People in the society were encouraged to use kanji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Kanji has been confirmed as the system of Japanese scripts, and the debate of 

abolishment ended from then on. 

Chapter five discusses how technology expands the use of kanji. Since 1980s, 

computers and the character code of 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 

have made kanji more easily to be typed. Kanji is also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because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can carry more messages for communication. In 2000, 

Kokugo Shingikai published Hyōgai Kanji Jitai-hyō [List for Non-listed Kanji], which 

improved the usage of kanji. In 2010, the revision of Jōyō Kanji was published with 

more 191 characters included to meet the massive use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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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日本從明治時期(1868-1911)開始了漢字存廢的爭議。漢字經年累月傳入日本

社會，無限制使用之下造成了溝通上的不便及困擾，明治初期，西方列強入侵中

國及日本，漢字與「落後」、「封建」畫上等號，使日本政府著手進行漢字改革。 

    漢字改革的訴求在二次戰前便已在社會引起極大迴響，戰後，日本知識界檢

討戰敗之因，語言文字也被羅織罪名。1945 年 11 月 12 日出版的《讀賣報》1，一

篇名為「廢止漢字吧」的社論刊載其上，主張日本的文字系統應廢除漢字的使用

而改以拼音文字作為書寫文字，以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因為輿論的催促，加上

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建議，日本政府便著手進行全國性的漢字改革。 

    1946 年，日本內閣頒布〈當用漢字表〉，此表收錄了 1850 個漢字，規定書面

文字中，漢字的種類只限使用表內漢字，遇到表外漢字時，必須以假名或表內漢

字替代。此表欲以此方式規範社會使用漢字的字種和數量， 終目的是欲「藉由

逐年減少表內漢字的方式，達成廢止漢字的目標」。但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與漢

字相關的語言政策卻反而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以下是筆者整理二戰後至今重大的

漢字政策年表，茲列出與增減漢字數量相關者，請見下〈表一〉。 

〈表一〉中 1946 年的〈當用漢字表〉、1981 年的〈常用漢字表〉以及 2010 年的

〈新常用漢字表〉，適用範圍為「一般社會生活方面」的漢字使用，此方面包含法

令、公用文件、報紙、雜誌及廣播等，但三表的性質不同：〈當用漢字表〉是強制

性的，意即除了表內收錄的漢字可使用於生活層面，其他漢字都必須以假名書寫

或表內漢字代替；而〈常用漢字表〉及〈新常用漢字表〉鬆綁了漢字的使用，後

兩表內收錄的漢字，作為社會漢字使用的「目標」、「原則」，屬於參考性質。〈常

                                                 

 1

1 讀賣報︰日文寫做《讀賣報知》，即今日的《讀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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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漢字表〉頒布後，〈當用漢字表〉便被廢除，而〈新常用漢字表〉是以〈常用漢

字表〉為基礎，考量近年來社會使用漢字的狀況而修正漢字的種類。 

 

時間 漢字政策 公告機關 漢字數量 

1946 年 11 月 〈當用漢字表〉 內閣 1850 字 

1951 年 5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 內閣 92 字 

1976 年 7 月 《人名用漢字追加表》 內閣 28 字 

1981 年 10 月 〈常用漢字表〉 內閣 1945 字 

1981 年 10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166 字 

1990 年 3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284 字 

1997 年 12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285 字 

2000 年 12 月 《表外漢字字體表》    國語審議會 1022 字 

2004 年 2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286 字 

2004 年 6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287 字 

2004 年 7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290 字 

2004 年 9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774 字 

2009 年 4 月 《人名用漢字別表》改正 法務省 776 字 

2010 年 11 月 〈新常用漢字〉 

(《改訂常用漢字表》) 

內閣 2136 字 

〈表一〉戰後重大漢字政策年表 

  

1951 年頒布的〈人名用漢字別表〉是為了新生兒命名使用而制定的，政府規

定，若是父母欲用漢字為新生兒命名，命名漢字的範圍只限於〈人名用漢字別表〉

或該時期頒布的〈漢字表〉內的漢字，並不能任意使用所有的漢字。1976 年〈人

名用漢字追加表〉是就〈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內容而另外補充 28 個人名用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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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至 1976 年為止，政府許可的命名漢字實為 1970 字2。另外，2000 年國語審議會

3公告的〈表外漢字字體表〉，規範了 1022 字的表外字的印刷字體，以利社會出版

使用。 

    仔細分析〈表一〉，以漢字數量來看，〈當用漢字表〉、〈常用漢字表〉至〈新

常用漢字表〉的修訂，漢字量從 1850 字、1945 字增至 2136 字。〈人名用漢字別表〉

方面，在歷年更新中，漢字量從 92 字至 776 字，也是逐漸增加的。另外，以漢字

表的性質來說，〈當用漢字表〉本具有「強制限用」的特質，但至〈常用漢字表〉，

卻轉為「作為參考目標」的開放性質，這樣的轉變明顯與戰後初期〈當用漢字表〉

制訂時的語言政策目標背道而馳。而 2000 年〈表外漢字字體表〉的頒布，是官方

首度規範「表外漢字」使用的語言政策。此政策說明了漢字使用在日本社會中的

蓬勃發展的情況，早已突破了〈常用漢字表〉中建議漢字的種類和數量。 

文字改革屬語言計畫的範疇，語言計畫的內容奠基於社會的需求。戴慶廈

提到語言規劃的具體內容有五4︰ 

﹙一﹚、 貫徹、體現國家在語言文字方面的政策 

﹙二﹚、 確定語言地位，協調語言關係 

﹙三﹚、 制定語言文字及其應用的規範標準和法規規章 

﹙四﹚、 加強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 

﹙五﹚、 確定語言規劃的實施辦法 

在選擇、確定標準語言之後，創制、改革文字系統便是規劃的重要內容。日

本在明治時期開始，便著手漢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如規範假名的寫法及漢字的

讀音、限制漢字的數量，二戰後公佈〈當用漢字表〉、〈常用漢字表〉，確定平假名

通用化，片假名主要用於科學技術術語與外來語等等。 

 
2 〈當用漢字表〉的 1850 字，加上〈人名用漢字別表〉的 92 字及《人名用漢字追加表》28 字，

共 1970 個漢字。 
3 國語審議會，前身為臨時國語調查會，1934 年成為政府常設機構，隸屬文部省，為日本文部大

臣的語言政策諮詢機關，2001 年因行政機關改組而廢除。 
4 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槪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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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規劃的基本原則有四5︰科學性、政策性、穩妥性及經濟性。政策性中需

考慮到群眾，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滿足群眾的需要，並依靠群眾去貫徹執行。

穩妥性中，則是要考慮到語言文字的歷史繼承和使用的延續性。經濟性，指的是

制定、實施語言規劃時，要符合合理、簡便、好用的要求。 

總括來說，語言計畫應奠基在社會發展的需要上，必須符合語言文字發展演

變的規律，也要能被社會所接受。制定出來的政策若與社會實用面落差甚大，則

必須修正。 

日本政府在戰後語言政策制定上，幾度修正漢字表及漢字使用態度的轉變，

正是本論文欲探討的重點：一、戰後廢除漢字的聲浪大起，為何 終妥協出 1850

字的〈當用漢字表〉？決定過程為何？與漢字使用相關的配套措施為何？此表實

施之後又在社會中造成了什麼影響？二、〈當用漢字表〉的困境為何？該表如何影

響〈常用漢字表〉的出現？三、〈常用漢字表〉出現時機和性質其關係為何？其收

錄 1945 個漢字是如何決定的？社會如何看待此表？四、為何在〈當用漢字表〉頒

布後五年，出現了〈人名用漢字別表〉？而〈人名用漢字別表〉由 1981 年後頻繁

地修正與增刪，與〈表外漢字字體表〉的出現，反映了什麼現象？五、由 2010 年

頒布〈新常用漢字表〉的修定內容，是否能說明漢字的價值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

性？ 

    本論文欲藉由戰後漢字表的修訂過程、修訂內容及相關的歷史事件，從經濟、

社會、文化及政治因素等來探究戰後日本漢字政策的轉變，藉此說明漢字存廢的

原因。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日本語言政策相關的歷史研究 

 
5 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槪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8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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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群雄的《漢字在日本》6一書從歷史的角度，介紹了明治以來漢字改革的

爭論及引發的重要事件，時間從 1866 年前島密(1835-1919)提出「漢字廢止之議」

開始至 1990 年代為止。書中首先介紹了明治時代的漢字興廢的爭論，包含假名

派7、羅馬字派8、極端派9及減少漢字使用派10等各家主張。接著提到了戰時日

本政府改革的態度：守舊傳統，反對廢除漢字，因為廢除漢字就等於否定日本

精神，也與執行日本在東亞的使命背道而馳，因此漢字改革擱置到戰後才被積

極處理。戰後日本漢字政策演變的部分，書中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1945-1965

年〈當用漢字表〉實施的年代，內容提到雖然美國與部分的知識份子雖然強力

主張廢除漢字，但文部省與國語審議會 後決議卻是以漸進的方是限制漢字政

策的使用。由這段的歷史敘述可見此時語言決策過程和「反美意識」及「決策

成員的主張」有關。而〈當用漢字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顯示了即

使限制漢字的政策解決部分困擾，漢字仍不夠日用的狀況，也因此書寫文字的

爭論並未因〈當用漢字表〉的實施而在社會及學界平息。第二部分是 1966-1981

年的反思時期，此時期的反思產物為〈常用漢字表〉。〈常用漢字表〉的內容一

掃漢字限制的色彩，不再嚴格限制只能使用表內字，而改以「建議」的態度頒

布漢字表。此部分內容介紹了常用漢字的內容，及與漢字相關專有名詞的使用。

第三部分為 1987 年代之後，進入了「漢字文化圈」的時代，此部分介紹了〈JIS 

X 0208〉11的出現過程，作者對其提出評價12： 

 
6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 
7 假名派主張文字全用假名書寫，代表人物有明治初期的大槻文彥(1847-1928)、物集高見

(1847-1928)。 
8 羅馬字派主張文字以羅馬字書寫，代表為物理學者田中館愛橘(1856-1952)、田丸卓郎(1872-1931)。 
9 極端派主張廢除日語，改用英語英文作為官方語言文字系統，代表人物之一為文部大臣森有礼

(1847- 1889)。另一位則是小說家志賀直哉(1883-1971)，他主張使用世界上 漂亮的語言──法語，

作為日本的書寫文字。 
10 減少漢字使用派代表人物為福澤諭吉(1835-1901)，他主張先將漢字字種減少至 3000 字左右，再

逐步縮減漢字使用的數量， 後達成廢止漢字的目的。 
11 《JIS X 0208》出現於 1987 年，全名為《JIS X 0208 情報交換用漢字符號》，JIS 為「Japan Industrial 
Standard」日本統一工業用的漢字碼的縮寫，此表前身為日本通商產業省在 1978 年制訂的《JIS C 
6226 情報交換用漢字符號系》，在 1987 年變更名稱。這是一套用於電腦的漢字編碼系統，原收錄

8836 個漢字字形，並幾年就修訂、增加，目前 新版至 2004 年刪修的《JIS X 0213》，共收錄 10051
個漢字字形。此漢字碼本論文之後簡稱為《JIS 漢字》。 
12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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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漢字‘’雖然不是國家語言文字政策，其實際影響可能要比一紙空文的

政策更大。 

    的確，因為該漢字字碼表收錄了 8836 字，便利了漢字的打印，而當漢字能被

方便的使用，其在語言上的優勢便會展現出來，《漢字在日本》一書成書於 2001

年，已預告了〈JIS漢字〉影響力。從十年後的今天來看，〈JIS漢字〉的出現的確

是促成漢字普及及存活的功臣，也是促使〈新常用漢字〉出現的推手。文章結尾

討論到日本廢除漢字的可能性，作者引用語言心理學家安本美典(1934-)預測公元

2190 年日語的漢字使用率會減少到零。但他提出前提13： 

    那就是漢字的使用幾乎是處於持續性的直線減少狀態。如果字數少到一

定程度後，減少的趨勢也減弱的話，那麼到 2800 年每千字裡還會剩下 11 字，

準確地說是 11.10 字。相反，如果減少到一定程度後，減少的趨勢逐漸增強

的話，那麼到 2030 年日語就不用漢字了。之所以要提出增強和減弱的趨勢

是因為考慮到：如果減少到一定程度以後，社會上興起保護漢字的運動，那

麼減少的速度自然要減慢。 

    由上文來看，何群雄並不看好漢字在社會上的使用量會增加，他認為隨著時

代的進步，漢字就算不被廢除也會漸漸減少，但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從〈新常用

漢字〉的改革看到，漢字量是有增無減的，那麼在這九年的過程中，是必有些因

素影響了日本漢字的使用，這其中的原因，本論文末章也接續相關的討論。 

   外文文獻方面，Nanette Gottlieb 的《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14一書探討日本文字書寫政策的歷史進程，時間始自 1902 年的「日

語調查委員會」成立，至 1991 年為止，主要放在書寫系統(script system)政策形成

的討論。文中的重點有幾個面向：說明日本語言政策的機關如何運作並監督語言

政策的執行及其演變；每個時期的推行的重要內容；及探討實行過程的順利與否

及其原因。和本論文主題相關的探討主要在第二章，內容談到自 1900 年起，政府

 
13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208 
14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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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接受到新聞界和民間團體給予的壓力，而成立相關的語言研究機構試圖解決語

言文字的問題。此部分詳盡說明了戰前日本語言調查機關的演變，及每個時期機

構內的調查成員及擬定的語言政策，首先 1902 年「國語調查委員會」(The National 

Language Research Council)15被成立，主要工作為調查相關的文字系統及選定書寫

文字，此時期達成了社會漢字使用不超過 3000 字的共識。1921 年該機構轉變為文

部省的「臨時國語調查會」(The Interim National Language Research Council)16，

後為強化語言議題的研究，1934 年政府將本是「臨時」性質的國語調查會，改制

成永久性質的「國語審議會」。但二戰期間文字改革卻受到民族主義者的阻撓而擱

置。第三章談的是日本對殖民地的語言政策，此部分非論文討論範圍，故不提。

第四章討論 1950 年代的文字改革，語言文字的改革膠著在民主化的爭論上面，國

語審議會因美國建議而設立羅馬字研究分會(Romaji Research Division)17，開始研

究羅馬字作為書寫文字的可行性，並統一送假名18的寫法，且成立國語研究所(Th

National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19，進行社會文字使用的研究。作者認為此時

期的語言政策在教育上是成功的，她引述 1961 年Matsusaka Tadanori (松坂忠則) 的

教育論文20： 

雖然戰前須教兒童學會 1360 個漢字的讀與寫，但實際平均的標準，孩子

只能學寫 500 字。今天，學生只需要在此階段學會讀寫 881 個漢字，而國

語研究所於 1960 年代調查幾個地區的小學，發現六年級的孩子平均能寫

出的漢字是 573 個，此數量比起戰前是大幅的增加。這證明了 Matsusaka

提出的改革是正確的：因為需要教的漢字減量了，孩子更容易記住多一點。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了〈當用漢字表〉的貢獻與益處，但為何漢字並未隨著

時代而逐步削減使用？作者在第五章中提到，1962 年，國語審議會的改組，影響

 
15 英文部分為《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書中的翻譯。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日文原文為「送り仮名」，這種假名寫於漢字之後，功能是表示此詞的詞性及讀音。 
19 英文部分為《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書中的翻譯。 
20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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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字政策的走向，激進改革派離開，羅馬字研究分會被廢除，文字書寫的走向

在吉田富三(1903-1973)的主導下轉為向漢字與假名混合書寫的前提為研究，這樣

造就了〈常用漢字表〉作為「目標」、「原則」的性質，而羅馬字研究會被廢除，

也說明了漢字成為書寫用字主流的取向。 

    本書中提到許多漢字改革相關人物的主張和資料，且將詳細說明了制定語言

機關的運作與演變，但美中不足的是，人名皆以羅馬拼音書寫，書後未能附錄上

機構名或人名的日語原文，導致翻譯上及比對資料的困擾。 

    日文著作方面，阿辻哲次的《戦後日本漢字史》21說明自二戰後日本漢字政策

的制定經過及相關的內容。本書分三大部分，第一章說明二戰結束初期，GHQ如

何影響日本政府，而使得政府 後作出〈當用漢字表〉的決策。此部分並仔細說

明〈當用漢字表〉的制定過程與內容，也收錄了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的部分內

容，呈現了戰後美國對日本語言政策的影響。第二章談到人名用漢字的爭議，及

國語審議會中表音派與表義派對立的白熱化，而 後為了修改〈當用漢字表〉許

多不足之處，書寫文字政策的走向轉為以較開放的態度建議社會使用漢字，以〈常

用漢字表〉取代〈當用漢字表〉。第三章談到電腦的登場，使得漢字的使用由「書

寫」轉變成「打印」出來，漢字變得更容易使用，表外字的出現便逐漸增加，但

因表外字字形未被統一，電腦中的「漢字碼」字形問題便浮出檯面，故 2000 年國

語審議會頒布〈表外漢字字體表〉來解決社會上多數表外字的字形。 後一章談

到〈改定新常用漢字表〉的出現，是為因應資訊化時代的來臨而再修改漢字表的

內容，結局是再度增加漢字。 

    其他，尚有福田恆存《國語問題論爭史》22。本書內容由明治之前的漢字與假

名的問題開始，分成七大時期，依時代排列，條列式論述日本語言與書寫文字的

問題與相關學者的看法與主張，以及各時代頒布的語言政策，但福田恆存只寫到

1962 年五位委員自國語審議會退出的事件為止，之後，土屋道雄接續福田恆存的

 
21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 
22 福田恆存，《国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新潮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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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繼續紀錄昭和後期及平成時期與國語國字相關的事件，書名仍舊作《國語

問題論爭史》23。本書可稱得上是日本書寫系統爭論史的事件字典。 

    安田敏朗的《囯語審議会 迷走の 60 年》24一書，說明了國語審議會性質的演

變，從 1934 年公布成為官制文部大臣的諮詢機關至 2001 廢除為止，國語審議會

從臨時至常設機關，由建議機關轉變為諮詢機關。本書以各期審議會所討論的主

題為寫作順序，收錄許多在審議會中討論的內容及細節，重現了語言政策制定過

程的關鍵，從中可以看到國語審議會中委員的主張及派別對政策制定的走向有很

大的影響，如參與 1946 年〈當用漢字表〉的倉石武四郎(1897-1975)，為研究中國

語言的學者，他強烈反對全廢漢字的作法，書中提到他的堅持25： 

不寫漢字的話，就不是國語了，基於這樣的思考，應要想辦法讓漢字適當

地使用。 

他的主張表現了保守一派對漢字限制的觀點──廢除漢字，等於廢棄固有文化。因

為他在審議會中的影響力，漢字政策轉為朝向削減、漸進廢止的方向發展，而非

立刻廢止使用。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1961 年，五位國語審議會的委員因在假名標音的議題上

沒有共識憤而離席，引發了審議會的改組、社會的輿論再起，改組後的成員在溫

和派吉田富三的協調下，促成了〈常用漢字表〉的出現。由此書的內容可探討國

語審議會委員的組成結構及主張此面相如何影響政策的決定，此部分將在本論文

第四章有深入的討論。 

    除了上述學者的專書，本論文尚引用了大量日本文化廳國語政策26的網路資

料，多數為國語審議會歷年開會的內容紀錄，以說明漢字政策被決定的過程及內

容，藉此探討漢字政策制定的關鍵及轉捩點。 

    以上文獻對於語言政策的討論多數皆於國語審議會的前身及該會運作時期的

 
23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 
24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 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 
25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 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43。 
26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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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除了阿辻哲次的《戦後日本漢字史》，其他皆未提及 2001 年後日本內閣改

組後文化審議會國語分科會運作情況及相關決策，本論文將深入探討在〈當用漢

字表〉及〈常用漢字表〉討論的過程中，影響漢字存廢的原因，並延伸至 2001 年

後與漢字相關的語言政策部分。 

(二) 針對〈漢字表〉相關的討論 

    學者安岡孝一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亞細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

心的準教授，他曾徹底調查過實際的人名用漢字新字與舊字的使用情況，而他所

著的《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 漢字制限の歴史》27反映了語言政策中限制

命名漢字字種使用的不合理情況。第一章〈常用漢字與人名用漢字的歷史〉，收錄

與人名漢字相關規定的法條，說明因為〈當用漢字表〉的頒布，戶籍法隨之修正，

但造成了人民的反彈，昭和 47 年(1972 年)，眾議員的議員以「小悠的命名事件」

28質問法務省官員，針對漢字限制造成人民命名困擾此事要求其提出對策。

    「小悠的命名事件」可說是鬆綁漢字使用的第一道曙光，因為「悠」此字雖

未被收錄在〈當用漢字表〉及〈人名用漢字別表〉當中，但 後卻在當事者上訴

後被接受，准許作為新生兒的命名漢字。 

    本書第二章討論到〈人名用漢字別表〉中所選錄的漢字字體選擇的考量，反

映了先頒布的〈當用漢字表〉與後頒布的〈當用漢字字體表〉29選用字體不同調造

成的用字問題。第四章收錄了自 1951 年至 2009 年新生兒漢字命名的上訴及判例

內容。上訴原因是因為欲命名的漢字不在規定的〈漢字表〉中，父母不服而上訴，

在多數的事件中是被駁回的。但從事件的過程來看，雖然表外漢字當下不被受理，

但在幾年後多被納入了修訂後的漢字中，這樣的情況可呈現自 1997 年後〈人名用

 
27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 漢字制限の歴史》，東京都：三省堂，2011。 
28 1972 年佐藤夫婦欲將新出生的男嬰命名為「佐藤悠」，但「悠」此字未被收錄在漢字表中。故戶

政所的公務員建議他將命名漢字改為同音的旭、鮎、渚、那、隼等，但佐藤夫婦認為意義不適合而

未接受。 後以「名未定」的理由先將為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後以「悠」字有「悠久」、「悠長」等

存在於日常生活常用的詞語中，論證悠此字為平易文字，而辦理上訴，要求政府接受此字作為孩子

的命名用字。 
29 1949 年由內閣頒布，規定了當用漢字字體一律選用新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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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別表〉頻繁修訂的原因，本論文將引用其判例論述〈人名用漢字表〉的爭議。 

    円満字二郎的《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30一書認為〈當用漢字表〉頒布後產生

許多新的問題，而〈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出現是對於這些問題的妥協作法之一。

書中提及了評論家龜井勝一郎(1907-1966)在 1950 年《讀賣報》發表的「暴力與娛

樂」一文31： 

據龜井所言，當時的社會充滿著「看得見的暴力」及「看不見的暴力」，「看

得見的暴力」代表例子為國營鐵路總裁下山定則被發現遭輾死的下山事件

開始，和鐵路相關的一連串事件。另一方面「看不見的暴力」被實行的代

表例子，即是國語政策。 

    龜井批評的國語政策，即是限制漢字的政策。作者以此例反映了社會廣泛地

存在對限制漢字命名的不滿。文中也提到因為地方政府不受理未使用〈當用漢字

表〉命名的新生兒註冊戶籍，父母又不肯妥協，而造成嬰兒無名無籍的狀況，也

影響到嬰兒的法律權益，如無法收到傳染病注射疫苗的通知等。 

    作者在書中談到漢字在使用上的「獨一無二」性質：1951 年福島縣某農民想

以「弘」此漢字作為孫子的命名，因為當時內閣的農林大臣是該縣出身，名字為

「広川弘褝」，此農民希望以農民大臣名字命名，來表達孫子能繼承家業的希望。

但「弘」此字未被收錄在〈當用漢字表〉中，故村里辦公室拒絕他使用此漢字命

名，建議他改用漢字表中收錄的「広」字替代，因為兩字的日文發音都是「ひろ

し」/ hi•ro•chi /，且都是農林大臣的姓名用字。但該農民非常不滿，他認為「弘」

此字的意思是無法用其他漢字替換的。 

     而針對改進命名漢字的使用，國語審議會於 1951 年擬出三個可行方案討論

32： 

1.在「當用漢字表」的內部，追加人名用漢字。 

2.在「當用漢字表」的外側，追加人名用漢字。 
 

30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31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頁 29。 
32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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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了第二案，提出了 92

個漢字

一無二性從封建性的性格中切割出去，而成功擊退其封建性的特

無法取代的，此特徵助其在社會的文字使用中殺出了一條血路，而存

漢字〉的出現解決了多

3.在「當用漢字表」中作增減，將只用於人名的漢字做成個別的集合表。 

    三案在國語審議會與國會中拉鋸，國語審議會針對此議題曾因委員們主張不

同而一度空轉， 後在審議會會長土崎善麿的協調下

的〈人名用漢字別表〉。円満字二郎認為33： 

國語審議會成員為了守護「民主化」34而以必死的態度戰鬥。而「人名

用漢字」這樣新制度的產生是為其獨一無二性質的讓步。此目的是把漢

字的獨

徵。 

    作者這樣的評論，顯示了在〈當用漢字表〉的時代，漢字限制的色彩濃烈，「人

名用漢字」，是不得已的妥協，故至 1981 年〈常用漢字表〉頒布為止，「人名用漢

字」只緩慢且些微地增加了 120 字，但漢字因為其個別意義上的「獨一無二性」，

是表音文字

活下來。 

     日本文字研究會主編的《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35，收錄與漢字表「字體」

相關討論的五篇論文。其中小形克宏〈常用漢字表的改定及漢字政策的連鎖現象〉

36說明統合漢字字形的做法：〈常用漢字表〉、〈人名用漢字別表〉及〈JIS漢字〉的

少數漢字中有著字種、字體及字形未完全相同的情況，而〈常用漢字表〉改定後(即

《新常用漢字》的制定)，影響了JIS漢字字形的更動，但仍有部分無法統一的字種，

文中也列出了尚未統一的字形。由此篇論文可見，〈新常用

數過去不同漢字表中，相同漢字但字形不同的問題。 

 (三) 與漢字相關的社會事件及學者評論的研究 

                                                 
33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頁 90。 
34 此話意為國語審議會堅持「漢字限制」的政策，因為「漢字」是封建時代的產物，當時的激進

派認為，廢止漢字，改用西方的表音文字，才能使國家邁入民主化、富強的行列。相關討論請見四、

章節說明的部分。 
35 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 
36 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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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其承載

姿態存在於社會中。筆者認為，「國際化」必是促成日本漢字存活的重要原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当用漢字の事件簿》37蒐集了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當用漢字表〉頒布後所引發的相關社會事件。本書將〈當用

漢字表〉的實行年代分為 1940-1950 年代、1960 年代、1970 年代三個時期。1950

年代郵政省官員欲將郵政省改回遞信省38的名稱，原因是「遞信省」更有歷史、文

化的意義，且此案甚至已在眾議院被通過，但新聞界強力反對。原因是「遞」為

表外字，而遞信省是舊稱，這樣的特質都象徵著封建性的遺毒， 後在臨時國會

被否決。而在 1960 年代，德仁太子出世了，而當時其漢字的命名也引起爭議，因

為「德」、「仁」都是儒家的中心思想，而儒家，正是支持造成日本二戰戰敗軍國

主義及封建社會的思想，但此事件的結果，在皇室堅持「仁」字本有「愛人、愛

心」的意義，而被接納。仔細分析兩個時期的漢字事件，可知雖然使戰後初期的

社會，亟欲擺脫象徵軍國主義的一切歷史文化，但隨著社會進步，這樣全盤否定

封建文化的想法逐漸鬆動，那麼，漢字雖為封建時代的產物，但是否

著日本歷史、文化的內涵而得以存活?這也是本論文欲討論的部分。 

    此作者另一本《常用漢字の事件簿》39收錄了〈常用漢字表〉頒布後與漢字相

關的社會事件。由書中可見，自日本經濟起飛、中國開放，東亞各國交流日益密

切，中國、台灣的漢字隨著各項產品輸入而進入日本社會的生活層面，日本使用

的漢字平台，漸漸由國內向國外延伸，漢字使用的種類也隨之增加，〈常用漢字表〉

對漢字使用的開放性質，是必然的走向。加上從「漢字檢定」的出現，麻生首相

念錯漢字字音而被大幅報導，都說明了漢字已擺脫了封建的惡名，而以「能力表

現」的

因。 

     報社界對漢字政策的態度也是影響漢字存廢的其中一因。戸川芳郎所編《漢

字の潮流》40中收錄齋賀秀夫所作〈戰後的漢字政策與其影響〉41中提到漢字表頒

 
た漢字たち――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07。 

2010。 

37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
38 日本漢字寫為「逓信省」。 
39 円満字二郎，《常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協會(NHK)，
40 戸川芳郎編，《漢字の潮流》，東京都：國際文化交流推進協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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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數據，說明資訊化的來臨如何影響漢字使用，而影響

的狀況。這些都是限制漢字政策造成的問題，也是促成政策

革的原因之一。 

                                                                                                                                              

布後報社界的因應策略。因為〈當用漢字表〉的限制，所有表外的漢字都必須以

假名書寫，便出現漢字詞語以漢字及假名交替書寫42、漢字詞語中的表外字換成表

內字43或另造他詞代替44的情況，但這樣的作法造成了表意上與閱讀上的困擾，故

《當用漢字補正資料》45在報社界的運作下因運而生。但這樣的作法仍無法滿足報

界對漢字使用的需求。金武伸弥〈國語政策與新聞表記〉46一文中提到，日本報社

協會於 1962 年及 1969 年皆統一增加了少數的表外漢字用於報紙中。前田富祺、

野村雅昭所編《朝倉漢字講座 5 漢字的未來》47也提到了這樣的情況，仍繼續發

生於〈當用漢字表〉頒布之後，2002 年各報社仍陸續增加表外字的使用。這樣的

現象說明了漢字在日語書寫中「表意功能」的優勢，使得報社界不得不打破漢字

表的規範，而報社界在漢字使用上的推波助瀾則穩固了漢字在書寫文字上的地位。

    前田富棋與野村雅昭所編《朝倉漢字講座 4 漢字與社會》一書收錄多位學者

研究多媒體中漢字使用的情況與變遷，本論文將引用此文獻中新聞放送及報紙中

漢字使用變遷的相關

漢字政策的制定。 

    另外，關於表外漢字以假名書寫的問題，丸谷才一於《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

語》48一書中有諸多批評，高島俊男在《漢字と日本人》49則舉出了表外字換成表

內字造成了文意混淆

改

 

 
41 戸川芳郎編，《漢字の潮流》，東京都：國際文化交流推進協會，2000，頁 34-51。 
42 例如「憂鬱」此詞，因「鬱」字為表外漢字，故以假名代替書寫，則該詞便寫成了「憂うつ」。 
43 例如「蛔蟲」此詞的「蛔」字為表外漢字，故以表內字「回」替代而寫成了「回蟲」；「慰藉料」

寫成「慰謝料」。 
44 例如「詮衡」此詞中的詮為表外漢字，故該詞以「選考」代替。 
45《当用漢字補正資料》，1954 年 3 月由國語審議會公告，4 月 1 日起實施。其中將〈當用漢字表〉

中的 28 個漢字刪除，另外加入 28 個新的漢字；添加「個」字的音訓，並將「燈」之字體置換為「灯」，

故〈當用漢字表〉仍維持 1850 個漢字。 
46 金武伸弥，〈国語施策と新聞表記〉，新聞研究(666)，2007，頁 25-28。 
47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朝倉漢字講座 5 漢字の未来》，東京都：朝倉書店，2004。 
48 丸谷才一，《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語》，東京都：新潮社，1989。   
49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都︰文藝春秋，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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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字的書寫系統是很典型的雙文字現象

種類型，暫時的雙文字書寫或是歷時性 的雙文字書寫， 提到 ：

在每種情況下，單個語言群體中雙文字系統的發展，都必須考量到文化及

的因素。

    Florian 也提到雙文字書寫系統的改革 ：

一些雙文字書寫系統為了文字改革的目的，在過渡時期會將新系統和舊系

統並列使用。 考慮到附加在文字系統的政治和文化意義

統在語言本身及說話者全面性語言概念 的潛在影

響，大眾通常會興起對文字改革計劃的關注便並不令人驚訝了。一個已建

立的書寫標準關聯到真實性(authenticity)及經歷時間檢驗的方式，因此，

不容易被改變及遺棄。

戰後日本的文字改革，便是欲將這樣的雙文字系統再進化，而改革的過渡時

期，的確仍保留了舊系統，即漢字的使用。依 所言，有三個因素

影響雙文字系統的改革：「政治」、「文化意義」及「大眾的關注」。本論文依此理

論，將漢字表改革的歷史納入此三個面向討論，列舉相關史料，分析此三者如何

影響漢字政策的決定。而漢字在日本書寫歷史中，本就有「正統」的書寫地位，

此部分論文將引證日本學者對於漢字和假名於書寫系統有著不同功能的相關討

本論文從歷史角度，將日本漢字政策的推行劃分為三個時期，首先為〈當用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digraphia)50。雙文字系統分為兩

51 Ian R.H. Dale 52  

政治(如宗教、現代化)  

Coulmas 53  

…… ，及該書寫系

(metalinguistic concepts)

 

    

Florian Coulmas

論，說明漢字在文字改革下仍未被遺棄的原因。 

    

 
50 Digraphia 指的是使用兩個（或更多）的書寫系統表現單一個語言。日本傳統的書寫系統，包含

了漢字及假名兩種文字系統。 
51 歷時性指的是在歷史上長期使用雙文字作為書寫系統，日本屬此類型。 
52 Ian R.H. Dale， ” Digraph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6)，1980， 頁 5。 
53 Florian Coulmas，”Writing system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nguistic analysis”,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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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漢字的文化意義並非假名可取代， 後補充相關學者

漢字〉收

的相關報導說明漢字承載的歷史及文化內涵也是使其存活的原因之一。 後將

學者的觀點討論日本漢字如何與亞洲接軌，及東亞漢字圈的展望。 

 

漢字表〉實行期，本部分藉由相關的歷史社會事件、國語審議會內部的討論及委

員的不同的主張，就「政治」的角度，針對戰後初期漢字象徵的意識形態、國語

審議會的運作及美國介入影響三方面，說明〈當用漢字表〉出現是一種妥協的結

果，這樣的結果造就漢字生存的空間，此部分為第二章的內容。而漢字生命的延

續在於報社界使用的態度與漢字命名的文化，此部分筆者欲從〈當用漢字補正資

料〉及〈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出現原因及意義方面來說明，引用資料包含該時期

報紙的社論及民眾、學者的投書，以說明「大眾關注」的走向，並參考《新常用

漢字與人名用漢字 漢字限制的歷史》一書中附錄的「漢字命名判例」及《人名用

漢字的戰後史》的

對於限制漢字造成表意問題的批評，來說明〈當用漢字表〉的不足之處，相關討

論請見第三章。 

     第二時期為〈常用漢字表〉的制定與實行期，此為漢字政策的關鍵轉圜，首

先就及《國語審議會 迷走的 60 年》兩書中記載國語審議會運作的歷史，說明「限

制漢字政策」鬆綁的契機來自民間的反思及官方機構的改組。國語審議會於 1962

年改組後的成員主導了漢字政策的轉變，此為漢字政策的轉捩點；而社會隨著經

濟進步與教育普及，輿論對漢字代表「封建性」轉為「民主自由性」的爭論，也

促使漢字政策的開放，此部分將從該時期的社會事件及社論來探討。接著從相關

文獻分析〈常用漢字表〉從〈當用漢字表〉增刪字種的原因，探討漢字本身在使

用上的價值與意義。另外，此時期的〈人名用漢字別表〉頻繁的更新及增加漢字

字數，原因是人民的需求被正視及制定機關的移轉，漢字的走出了自己的活路。 

    第三時期是〈JIS 漢字〉的出現之後至今。本部分欲以〈表外漢字字體表〉及

〈新常用漢字〉的出現原因說明資訊化及國際化的因素如何使得漢字字種的使用

量增加，而〈新常用漢字〉的改定是此影響的結果，並藉由與〈新常用

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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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代表「落後」的漢字，限制漢字的聲浪 

，漢字改革的聲浪從江戶時代末期出

(一) 

」55，西洋文化的代表，經由長崎傳入了日本，引發了日本

人對

又「難解多

謬」

前島密的呼籲引起了其他學者的注意，此後民間文字改革運動的團體陸續出

                                                

 

第一節  漢字改革的緣起 

    據《日本書紀》及《古事記》記載，五世紀時，日本應神天皇﹙270-310﹚派

人至百濟，邀請王仁到日本講學，王仁從百濟帶去了由中國傳入的《論語》十卷

及《千字文》一卷，此為中國儒家經典及漢字傳入日本之始。日本古代並無文字，

自此借用了傳入的漢字，紀錄自己固有的語言，而開始有了文字的紀錄54。但十幾

個世紀過去，漢字經年累月傳入日本社會，字種和字數大量增加，無限制使用之

下，已逐漸造成了許多溝通上的不便。因故

現，至明治後期由政府著手規劃、改革。 

西方文化的衝擊及民族主義的興起 

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西方列強入侵，日本及中國國力衰弱。日本亟

思振作，此時「蘭學

漢字的懷疑。 

德川慶喜﹙1837-1913﹚的幕臣前島密將軍(1835-1919)於 1866 年提出「漢字

廢止之議」，可說漢字改革的先聲。前島密認為救國之本在於教育，普及教育就需

要簡便易學的文字、文章。但當時所使用的漢字漢文，與西方的拼音字母相較之

下，難學難用；正式公文所書寫的漢文，對一般日本人仍是一種「外來語」。他主

張學校應教授日本的古典和歷史，以取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及歷史，來培養學生的

愛國心，並以日本自己的固有的假名文字代替「繁雜不便宇內無二」

的漢字，書寫簡易的口語文，日本才能儘快走上文明之路。  

 
54 關於漢字傳入日本的部分可參考劉元滿《漢字在日本的文化意義研究》及李月松《現代日語中

的漢字硏究》。 
55 蘭學︰日本江戶時代經由荷蘭、透過荷蘭語傳達到日本的所有西洋學術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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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56，其中不乏政府高層人士參與，較重要者為明治時期的福澤諭吉(1835-1901)，

他提出「漢字制限論」，說到57： 

在日本，假名文字與漢字交互使用，常有不適合情況發生。自古以來，

全國國民日常書寫的文字皆為漢字，今俄頃廢除漢字也是不適合

的。……從今開始，我們應專注在逐漸廢止漢字上，此意謂寫文章時，

要記住不要使用困難的漢字。不使用困難的漢字的話，漢字的數量二千

至三千左右便足夠了。《第一文字之教︰文字之教》 

這裡所謂「困難的漢字」指的是使用範圍小、不常使用的漢字。由福澤諭吉

的主張可見，他承認了漢字和假名的交互使用常有不適合的情況，此顯示了漢字

作為日本文字無法改變的缺點，但他仍認為日本文字是應保留漢字的，但要「去

蕪存菁」，藉由剔除「罕用字」或「狹義字」，即其所謂的「困難的漢字」，將漢字

的數量減少到三千字以下，便能減少民眾學習及閱讀上的負擔，也能延續漢字作

為文字的文化。他的漢字制限論的「限」字，隱含了強制執行的意味；「次第廢止

漢字」的主張，即逐步縮減漢字使用的數量，這些理念都被二戰後日本內閣於 1946

年頒布的〈當用漢字表〉所取用，例如制定〈當用漢字表〉的「漢字主查委員會」

在 1945 提出的〈當用漢字表〉制定目標中提到58： 

常用漢字表大約以選定 1300 字左右為目標。 

此符合了縮減漢字數量的做法。而〈當用漢字表〉的序言也表示59： 

這個表是公告在一般社會上，與法令、公用文書、新聞、雜誌等相關內

容，所使用的漢字範圍。 

並於使用的注意事項規定60： 

 
56 改革可分為幾派︰一為假名派，主張文字全用假名書寫，代表人物有明治初期的大槻文彥、物

集高見；二為羅馬字派，主張文字以羅馬字書寫，代表為物理學者田中館愛橘、田丸卓郎；三為

英語派，主張廢除日語，改用英語英文作為官方語言文字系統，提倡者為文部大臣森有礼。 
57 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福澤諭吉電子文庫︰

http://project.lib.keio.ac.jp/dg_kul/fukuzawa_text.php?ID=73&PAGE=3，  
http://project.lib.keio.ac.jp/dg_kul/fukuzawa_text.php?ID=73&PAGE=4&KEY。   

58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53。  
59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表：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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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若要書寫未被此表收錄的漢字，必須使用別的詞語書寫，或者，

使用假名書寫。     

上文「未被收錄在其中的漢字，必須以其他字辭代替或是以假名書寫」即是「強

制」的概念，而何群雄提到〈當用漢字表〉選用漢字的原則，其中兩項為「字型

複雜者捨棄、使用範圍狹窄的字捨棄61」，都呼應了福澤諭吉「減少使用困難漢字」

的主張。 

(二) 漢字成為教育的絆腳石 

    隨著文明進步，社會也更加複雜化，漢語相應的字辭種類也跟著增加，這些

字詞經年累月傳入日本，在日本各項書籍及辭典中大量存在，但一直都未被整理、

統一。到了明治時期，日本政府接觸並學習西方文明，開始教授西方知識，使用

了西方的教科書，教科書翻譯上遣詞用字的問題便浮現出來。當時的出版商，在

翻譯的過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漢字、漢詞，部分字詞生澀難懂，造成了閱讀理解的

障礙。故明治時期的小學校、中學校的學生，除了學習國語文中基礎的漢字，另

外還要花大筆的精力在學習其他領域如數學、科學領域使用的漢字、漢詞專門術

語，以便了解其中說明的知識，如此一來，便排擠了其他更高更廣、需批判思考

學科的學習時間，嚴重干擾了國民教育的效能。加藤弘之(1836-1916)於 1900 年(明

治 33 年)向貴族院62提出建言63： 

我國的文字、言語、文章，與世界可見者相比，是複雜艱澀的。今日我

國進步，百事複雜，正是增進、普及新知識之時，卻以如此錯雜艱澀的

文字、言語、文章在世界的競爭場中馳騁，沒有什麼比此阻礙我國力的

發達與人文的進步更大了。……又學生為此花費了許多時間學習，無暇

學習其他必須、重要的知識。更甚者，因為困難的課業消耗了銳氣、發

 
60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表：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2/index.html 
61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91。 
62 日本在明治時期依舊憲法設立帝國議會，實施兩院制。貴族院相當於兩院制的上院。 
63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主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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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受到阻礙，國字國語國文改良如此大事實在一日怠忽不得。 

    因此，1900 年時，文部省公佈了〈小學校令施行規則〉64，此法第 16 條，規

定了供小學教育用的假名字體、假名用法和漢字表。為了語文課所訂定的漢字表，

稱為「教育漢字」，為重點學習的 1200 個常用字，表中也確立這些漢字的標音，

這是史上第一度規範漢字與假名的正確寫法，此漢字表即是「小學校令施行規則」

附表「第三號表」。另外，〈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也規定其他教科書裡所用的漢字

都該是語文課本裡教過的漢字。此為日本政府第一次針對教育的需求而制定的文

字政策65。這樣的規範，暫時解決了教科書翻譯問題，使得教科書淺顯易懂，也能

幫助學童平均分配學習不同科目的時間。但這些教育漢字使用範圍只限於「小學

校」，即國小階段，若離開了教育領域進入社會，無論存在在高階教育或報章雜誌

的文章，漢字、漢語混亂駁雜的情況仍未受到強制的規範或整理，故這樣的政策

不能算得上是全國性的語言政策，但可說是為了「漢字政策」打下了初步基礎。 

(三) 大量的漢字造成印刷出版業的困擾 

明治時期，鉛字印刷技術落後，一流報館要常備一千萬個鉛字，每天還要補

充四、五十萬個66，數量龐大的漢字使報紙印製效率不彰，若遇地震，放置鉛字的

字架一倒，報館便幾天無法營業，且大量的漢字也造成讀者理解的障礙。 

1918 年，日本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成立67。原敬(1856-1921)

是報業出身，他曾擔任大阪地區每日新聞社的社長。他在 1900 年的 1、2 月，以

社長的身分，在大阪的每日新聞報紙上，提出了「漢字減少論」的主張，他以「訥、

衲」兩字為例，批評漢字筆劃繁多、字型相似意義卻完全不同、放置的地方不同

意義也不一樣等，指出使用漢字的種種缺點。他主張「今日提倡減少漢字只不過

 
64 明治三十三年文部省令第十四號，小學校令施行規則：

http://kstn.fc2web.com/m33_seugakukaurei.html 
65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26。 
66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55-56。 
67 雖然日本在 1898 年已有憲政黨組成的大隈內閣出現，但大隈重信並非眾院議員，且擁有爵位，

故原敬內閣才是日本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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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了達成最終目的」、「最終的目標是全廢漢字」68。他主張減少漢字的方法有二

69︰ 

第一個方法是以政府的力量減少漢字。 

第二個方法是藉由輿論的力量減少漢字。 

他說道：「關於第二個方法，就算沒有任何制裁，沒有輿論的支持、贊成仍無

法做到70。」這樣的主張說明了民間也亟思解決漢字帶來的不便，而「減少漢字而

逐漸廢除使用的主張」，透過報社這樣的指標行業再一次被提出。 

故當原敬擔任內閣時，他便積極推動漢字限制的政策。在他的主導之下，1921

年，文部省設立了「臨時國語調查會」，著手整理漢字。此調查會的成員，除了官

派的會長森鷗外(1862-1922)、委員上田萬年(1867-1937)等，尚有十三名報社代表，

及三位出版業的民間代表。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朝日報》於第一版評論了此調

查會的設置是「極致結構」，也評論委員的構成71： 

此次國語調查委員的任命打破了過去的例子，痛切地感到改良的必要

性，故網羅了普通教育家、新聞雜誌的關係者及相關的印刷業者，為的

是獲得一個非常的需要。 

從此機構的設立可以發現，政府對於漢字政策實施的面向，從減輕了小學教

育的負擔之後，轉而擴大到規範一般社會上漢字的使用。此為日本政府透過民間

與官方共同合作，於社會上初次進行的漢字整理與限制政策。 

臨時國語調查會在 1923 年的 5 月，發表了 1962 字的〈常用漢字表〉和 154

字的〈簡體字表〉於《官報》上，同年的 8 月 6 日，東京及大阪的報社共 20 家，

支持並簽署使用此表的宣言，聲明︰「存在於兩表72外的漢字，皆以假名書寫73。」

從各家報社積極的回應，可見限制漢字的政策是符合民間期待的。但之後，實行

 
68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104。 
69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105。 
70 同上注。 
71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147。 
72 這裡指的是〈常用漢字表〉及《簡體字表》。 
73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朝倉漢字講座 4 漢字と社会》，東京都 : 朝倉書店，2005，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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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卻因某些社會事件不如預期。 

此表本預定於 9 月實施，但卻遇到了關東大地震74而延期。而 1931 年滿州事

件75發生之後，相關的報導在日本大量增加，為求內容的精確，關於中國的人名、

地名不可能使用假名代替書寫，漢字再度大量出現在報紙上，〈常用漢字表〉的規

範便被打破。 

(四) 官方機構──國語調查委員會的成立 

自江戶後期的前島密提出了廢除漢字的主張，漢字改革的議題便在社會引起

極大的爭論。保守派堅持漢字是傳統，不可廢除；改革派堅持為了使社會國家更

進步，書寫系統的改革是必要的，進而提出了以其他文字取代漢字的主張，相關

的學者及派別可見注 56 的說明。這樣的爭論持續延燒至明治時期，故明治政府於

1902 年於文部省設立國語調查委員會，聘請國語學者上田萬年擔任主事者。該會

調查方針如下76︰ 

1.調查採用音韻文字、假名、羅馬字等作為書寫文字的得失 

2.文章採用言文一致體相關的調查 

3.調查國語的音韻組織 

4.調查方言及標準語的選定 

國語調查委員會是為了書寫文字的改革而出現，從第一及第二點的調查方針

可知，此會的方針是為了廢止漢字使用的遠程目標而做準備，尤其是第二點的提

到的言文一致體的調查。在當時，書寫語言的方式仍然使用漢文訓讀體，口說與

書寫的內容是有一段落差的，若能使口說與書寫一致，簡化成言文一致體的使用，

便能想辦法脫離漢文訓讀體，達到排除漢字在書寫系統上面的目標，進一步來說，

 
74 關東大地震是於 1923 年 9 月 1 日發生在日本關東平原的地震災害，高達芮氏規模 7.6，造成的

災情慘重。 
75 滿州事件，即九一八事變，指的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在中國東北，日軍以當地的柳條湖的鐵道

被炸毀為藉口，公開挑起與中國的戰爭。不到五個月，滿州地區除了熱河省皆被日軍佔領。日本

逐漸伸張自己在中國東北的勢力，1932 年並扶植溥儀成立滿州國政權。 
76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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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考慮以其他表音文字書寫口語語音。這樣的走向與其主事者上田萬年的學

術背景有關，他的專業是在近代西洋語言學中文字與聲音的分析上。他主張以羅

馬字作為日本的書寫系統，屬於改革派的一份子，故在他的主導下，國語調查委

員會的走向也朝著廢除漢字而前進。 

調查方針的第一點為「調查採用音韻文字、假名、羅馬字等作為書寫文字的

得失」，因此進行了假名的整理與改革，而採用何種假名標音的方式卻引起了爭

議，國語調查委員將部分假名的標音改以當時的口語音標記，而捨棄了歷史標音，

但這樣的做法遭受到保守派大力的反對。一批國語學者以東久世通禧(1833 -1912) 

為首的國語學者於 1905 年組成了「國語會」，針對國語調查委員會假名改革的政

策提出批評，對文部省提出：「言語的混亂，進一步便關係到國運的消長77」，主張

「國語的醇正＝國體的神聖78」，此批評的主體雖著眼在改革假名的政策上，但因

為假名的標音及國語的書寫也牽涉到漢字的使用，故在這樣的爭吵下，此機構的

相關工作便被延宕、暫停， 後於 1913 年政府機構改組時被廢除。 

一直到原敬內閣上台，1921 年的文部省再度設立以森鷗外(1862-1922)為首的

臨時國語調查委員會，作為漢字政策的諮詢機構。該會於 1923 年頒布 1962 字的

〈常用漢字表〉79，獲得了 20 家東京及大阪報社的支持。1934 年，政府廢除臨時

國語調查委員會，成立「國語審議會」，於法律中明定其功能80︰ 

 國語審議會受文部大臣81監督，依其諮詢，調查審議國語相關的事項。 

由此開始，國語審議會正式成為「官制」，也就是內閣的一部份，屬於文部大

臣諮議的正式機關。 

1935 年文部大臣松田源治(1875-1936)向該會提出四個項目的諮詢，依序為

82︰ 

 
77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27。 
78 同上注。 
79 但其中「辨」、「辯」改為「弁」，「餘」、「余」統一寫成「余」，故實際漢字數目為 1960 字。 
80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30。 
81 文部大臣︰即教育機構的 高首長。 
82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発足～終戦），文部大臣の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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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語制定的相關事宜 

2.漢字調查的相關事宜 

3.假名改定的相關事宜 

4.文體改善的相關事宜 

國語審議會針對諮詢項目的第二點︰漢字調查的相關事宜，在 1938 年 7 月提

出了「漢字字體整理案」獲得中央同意。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改革派

文部大臣平山釟三郎（1866-1945）再度提出「漢字廢止論」83，卻遭到國粹主義、

擁護國體的文字觀的保守派反對。理由很多，如︰因為當時天皇詔敕文字使用漢

字書寫，廢除漢字即是對天皇的不敬，且有損天皇的威嚴等。此論影響了漢字表

的制定，漢字應該如〈常用漢字表〉漢字的數量在 2000 字以下，但 後〈標準漢

字表〉的結果卻大大增加。 

    國語審議會在 1942 年提出了 2528 字的〈標準漢字表〉，內容依使用情況分為

三類型84︰ 

1.「常用漢字」1134 字，此為與國民日常生活關係較深、一般而言使用

程度較高的漢字。 

2.「準常用漢字」1320 字，比起常用漢字，準常用漢字是與國民日常生

活關係較薄弱，且一般而言使用程度較低的漢字。 

3.「特別漢字」74 字，用於皇室典範、帝國憲法、歷代天皇的諡號、詔

敕等在「常用漢字」、「準常用漢字」以外者。 

此表原經內閣會議商議後便可實行，但在戰時，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禁止一

切反動政策，所謂「商議」有名無實，故此表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都未正式實

施。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hosoku/simon.html 
83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184。 
84〈標準漢字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hosoku/pdf/11_big_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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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後文字改革與意識形態之爭──廢漢字與不廢漢   

        字的拉鋸  

(一) 二戰戰敗的結果再度引起漢字的檢討聲浪 

文字的改革如前一節所述，在二次戰前便已在社會引起極大迴響。但卻因社

會局勢而阻撓了漢字改革。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次坦宣言〉，

並無條件投降，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1887-1957)與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1882 

-1949)於同年 9 月 2 日代表日軍在日本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 (BB-63)上，簽署〈降

伏文書〉，正式承認日本戰敗，此結果再度引發檢討漢字的聲浪。 

日本知識界檢討戰敗之因，一篇名為「廢止漢字吧」的社論刊載在 1945 年

11 月 12 日出版的《讀賣報》朝刊第一版上，開頭便揭示︰「此篇是為了新日本

建設的文化政策的種種建議」、「現在我們都忘了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國字問題。」

以下是社論部分的節錄︰ 

現在有無數的例證顯示，日本常用文字的漢字是如何地阻礙國民智能的

發達。特別是與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反動主義一起巧妙利用漢字這一阻礙

智能的作用，以「八紘一宇」這種搞不懂什麼意思的文字，封殺了日本

人的批判能力。……來自鄰邦支那的封建時代完成的漢字有著濃厚的封

建性特徵。……廢止漢字時，便能進而掃蕩我們腦中存在著的封建意

識，並可開始追隨美國式俐落的效率。若要促進建設文化國家，確立民

主政治，我們必須由於廢止漢字，而採用簡單的音標文字這一方法，提

高國民知識的水準。 

「八紘一宇」典故來自《淮南子》，為四海一家之義，此詞不論對於當時或是

現在的日本人而言，這都是艱澀難懂且難讀的辭彙。何群雄提到85： 

受到戰敗的影響，日本知識界的情緒一落千丈。失去了自信就覺得事事

 
85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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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如人，語言文字也成了罪人。 

他引用了志賀直哉(1883-1971)在〈語言問題〉一文的內容86： 

在將近四十年的文筆生活中，我經常感到世界上大概沒有比日語更不方

便、不完全的語言了。只因我們從兒童時代起就習慣了，覺察不出來而

已，其結果是嚴重妨礙了文化的發展。……用假名或羅馬字，這種運動

早就有了，始終未能成功。特別是羅馬字運動，很多有名人一直在熱心

地搞，卻始終不能普及，我想這裡面大概有致命的弱點吧。……日本應

該果斷地採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法語作公用語。 

何群雄評論了志賀直哉的想法： 

志賀雖被譽為「小說之神」，受到後人的敬仰，此是卻常為人詬病。平

心而論，當時有這種想法的恐怕不是他一個，勿寧87說是他真實傳達了

社會的普遍情緒。 

中田祝夫也在〈體驗漢字不滅──戰敗後國語問題的回想〉引用了志賀直哉此

文並評論88： 

志賀之文大約象徵了當時的社會局勢。即使像志賀這樣優秀的知識分

子，仍然寫下這樣單純而愚劣的發言，那是一個像在無底的泥沼裡喘息

那樣的時代啊。在那個時候，戰勝國要求開始實施日本語的羅馬字化

89，另外，戰敗後的混亂也能被深切感受到，志賀的文章可說到底是完

全地表現了這樣的社會局勢。 

   由上述可見，二戰戰敗對日本的社會是個重大的打擊，戰爭的失敗，除了現實

面上軍事力、經濟力的失敗，對於大眾及知識分子，更帶來了文化上的挫敗感。

 
86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77。 
87 原文的「勿」寧應為錯字，依其語意應為「毋」寧。 
88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06。 
89 此部分指的是美國教育使節團在考察日本的教育系統候，強烈建議廢除漢字假名，改用羅馬字。

相關資料可見下一節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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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島俊男在《漢字與日本人》提到90： 

敗戰後的日本，一般性的精神狀況就像是明治初年那樣的情況。或者，

更為徹底性。明治初年的日本人，認為那時的日本是毫無價值的。昭和

年間戰敗後的日本人，認為當時的日本是完全錯誤而且邪惡的。 

   因此，日本戰前的各項政策被一一檢討，而關係文化與民生的書面用語－

－漢字，也被重新檢視。戰前被軍國主義堅持的「漢字」，象徵著「封建」、「低效

率」，在戰後被完全否定，而當時的《讀賣報》立場是極端的進步主義，它以「八

紘一宇」批評了漢字嚴重妨礙了溝通，也阻礙了一般大眾便利地獲取知識，將漢

字定位為「妨礙民主化」的絆腳石，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而這樣的主張剛好深

入六神無主，惶惶的大眾心上，也切中了亟思於全力改革，重新創造一個「新日

本」的知識分子的心理。 

    而且，隔年 2 月 18 日，《讀賣報》於第一版繼續刊登了一篇名標題為「國語

的民主化」的社論： 

漢字是困難的。如果不想辦法解決，那麼我們國民的文化水準便又回到

困難的境地。……以羅馬字書寫作為國語民主化最後的目標是最好的

了。 

現在，國語的民主化，就是為了要將那些原本握在特權階級手中，文字

和語言這樣文化上的貴重武器取回到人民大眾手上，的確就是日本民主

主義革命很大的一個任務。 

    Nanette Gottlieb談到91： 

這時的日本表現出關於追求知識的自由普及化目的一個新氣象，這個目

的本在戰爭期間遭到極端民族主義者立即且嚴重的報復，但如今能被實

 
90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都：文藝春秋，2001，頁 193。 
91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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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這個現象可能的說法，是日本戰敗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有著複雜的

書寫系統而造成的困難，且戰爭失敗的本身已擊敗了之前政權所建立起

來的意識形態。 

    漢字教育在過去屬於高等教育，只有身分是貴族者，才能學習高深的漢字、

漢文，一般百姓在閱讀漢文上是有困難的，一直到江戶後期(1854 之後) 寺子屋的

普及，一般民眾才能接受基礎的漢字漢文教育。故《讀賣報》中提到的「握在特

權階級手中，文字和語言這樣文化上的貴重武器」，指的就是「漢字、漢文」。因

此，對平民百姓，漢字象徵著「貴族階級」、「軍國主義」，與其身分對立，而〈獨

賣報〉挑起了這樣漢字情節，賦予「漢字＝特權階級」這樣的意識形態。戰後重

新建立的「新日本」，即是與過去完全切割，應走向「民主、進步」，而所謂的民

主，即是以人民為主體，故應革除「具有封建、特權性質的漢字」，使閱讀、識字

普及化，為了「國語的民主化」，社會知識的發達是必要的，故主張改用象徵著「民

主化」與「效率」的羅馬字。    

   左傾色彩較不明顯的《朝日報》，也在 1945 年 10 月 4 日刊登一篇名為「應思

考優良國語的普及」中提到92： 

關於今後的日本人應朝著和平國家的建設、世界文化的協力這樣的目標

前進……。關於日常用語，漢字漢語的限制、假名交替使用的口語文的

和諧性及其他相關的技術性、專門性的研究應提出選定的要求。 

    相較於《讀賣報》為了「國家的民主化」主張強烈廢除漢字使用羅馬字的論

調，《朝日報》顯得溫和許多，但同樣的是，《朝日報》也點出了為了日本的「新

時代」與 「民主化」，「漢字漢語的限制」是必要的手段，政府必定要進行文字改

革的工作。自此，漢字改革聲浪再起。 

(二) 美軍教育使節團的干預 

 
92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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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敗後的日本，由美軍占領，在各方面都接受聯合國軍 高司令官總司令部

「GHQ」93的指導。1946 年 3 月，美國陸軍省邀請美國的教育家由喬治博士94率領

27 名教育專家組成教育使節團，來到日本訪視其教育情況。使節團在日本各地調

查了一個月，於 3 月 31 日向GHQ提交了報告書，之後稱之為「第一次美國教育使

節團報告書」， 中田祝夫提到95： 

GHQ 在戰勝的昭和二十年(1945 年)的秋天，為了廢止日本的軍國主義

性、超國家主義性的教育，穩健地發出重要的指令，並且在那個時代立

即實行，而使節團報告內容的方針不外乎是貫徹這個理念。 

美國教育使節團在報告書開始，便開宗明義地說道96： 

本使節團透過規劃，努力提供日本人親自在此文化中，重建健全的教育

制度各項必要條件的援助。 

美國雖未直接介入教育體系的改造，但卻要求日本應實行其提出的規劃。報

告書又提到97： 

日本的教育的目的及內容，被高度中央集權化而成的教育制度，即使暫

時未被那極端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之網抓住，但仍有受到那伴隨而

來，強固的官僚政治危害的可能。 

由此可知，佔領軍名為指導日本重建各項建設與政策，但其作法強制的性質

相當濃厚，因為了避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維再起，和思想相關的文化、習俗、規

範，都應大刀闊斧地改革，當然，教育是培養思想 重要的一環，應徹底的改造， 

關於國語的改革，報告書裡要求提到98： 

 
93 聯合國軍 高司令官英文名為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日本方面將其簡稱為

GHQ，是取其「General Headquarters」之義。 
94 依日本文部科學省「米国教育使節団報告書」的內容，其全名為「ジョージ・D・ストダード」。 
95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08。 
96 文部科学省，教育法規網站，米国教育使節団報告書(要旨)：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2/hpbz198102_2_034.html 
97 同上注。 
9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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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使用的文字問題，對實施教育上全面性的變革而言，是最根本性的

東西。任何國語形式的變更，不從國民之中湧現是不行的，對應這樣變

更，給與刺激的方法，從何方面來做都沒有壞處。……(日本)應依照勸

告使用某種形式的羅馬字做為一般性的使用。在適當的期間內，為使建

立並發表與國語相關綜合的計畫，日本的學者、教育指導者及政治家

等，應及早設置國語委員會，依勸告的方案實行。 

從上文中，使節團談到國語的改革，除了要求成立國語委員會，規劃其建議

的事項，也勸告日本改變書寫的文字，即是使用羅馬字作為書寫的文字，以達成

建立民主主義的國家，其理由如下99： 

依本使節團的判斷，比起假名，羅馬字是被認為更有利的。而且，對於

民主主義的市民精神及國際性的理解上的成長，羅馬字助益是很大的。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來，相較於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假名和羅馬字，皆屬於

表音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便能避免漢字在日文中造成的困擾，兩者功能相同。

但使節團卻否定了假名而強力建議改用羅馬字，其原因是羅馬字自「進步的西方」

傳來，西方也是民主主義的發祥地，使節團將羅馬字賦予「進步的」、「民主的」

意識形態，相對的，便否定了屬於日本過去文化傳統的「漢字、假名」，換句話說，

過去的一切都屬於「軍國主義」時代的東西，是要盡量避免的。甲斐睦朗整理了

美國教育使節團的見解，列出了五項重點100： 

1.提高國民全體的國語力(讀寫能力)的事宜 

2.限制漢字使用的事宜 

3.改善假名用法的事宜 

4.未來應停止漢字與假名交替使用的文字表記法，轉換成某種羅馬字書

寫的事宜。 

 
99 同上注。 
100 甲斐睦朗，《終戦直後の国語政策の動向》，臺北：Tamkang University，20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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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置朝著改善國語方向的國立研究機關之事宜 

    日本接納了這一份報告書，並且依照其指導方向著手進行教育改革，而上述

的第四點「未來應停止漢字與假名交替使用的文字表記法，轉換成某種羅馬字書

寫的事宜」，美國教育使節團是積極並強勢要求日本必須在短期內組成專家學者的

研究會，探討何種羅馬字拼音 適合日本語，達成共識之後必須立刻用於教育改

革上。在這樣的強烈建議之下，日本政府著手策劃羅馬字教育的政策，下〈表二〉

為一系列羅馬字教育的相關措施。 

 

時間 內容 

1946 年 6 月 於文部省設立羅馬字教育協議會、羅馬字教育懇談會。 

1947 年 2 月： 公布〈小學校羅馬字教育實施綱要〉 

1947 年 4 月： 於國小及新制中學實施羅馬字教育 

1948 年 10 月 設立羅馬字調查委員會，直屬於文部大臣 

1950 年 4 月 要求國語審議會追加「與羅馬字相關事項」的研議 

1950 年 6 月 於國語審議會中成立羅馬字調查分科審議會 

〈表二〉戰後羅馬字教育的相關政策 

 

     另外於社會上實施羅馬字的政策部分，阿辻哲次在《戦後日本漢字史》中提

到，GHQ要求日本將都會自治的各行政層級如町、村、市，在公路各入口的兩側

及停車場邊，以英語標示其名稱，依平文式的羅馬字拼寫轉記101。這樣的做法，

一是協助那些看不懂漢字與假名的佔領軍在日本能夠更清楚所在位置的資訊，二

是將羅馬字這樣的書寫系統落實在人民的生活中，使其熟悉轉換，而達成改以羅

馬字作為書寫系統的目標。 

                                                 
101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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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田敏朗提到在《國語審議会︰迷走的 60 年》提到102︰                               

戰後美軍佔領日本，1946 年 3 月美國的教育使節團至日本視察指導教育

改革，並於同年刊行針對日本教育的「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在此

之後，日本政府內便設置了「教育刷新委員會」，文部省及 GHQ 雙方，

皆依照報告書中勸告的方向，實施戰後的教育改革，如實施教育基本法

﹙1947 年﹚、六三制、及教育委員會制度等。 

    日本政府除了成立了教育刷新委員會之外，也同時成立了教育刷新審議會(之

後稱為教育審議會)，皆直屬內閣。而日本政府依照了使節團報告書的內容而採取

了相關的教育改革措施，但關於書寫文字的改革，即「漢字和假名」的使用，並

未雷厲風行地完全依照報告書的內容而廢除，下一節將探討日本官方對漢字政策

的看法及政策。 

(三) 國語審議會的消極反抗 

    因輿論、美國教育使節團的督促，及教育刷新委員會的建議，文部省重新召

開了國語審議會，戰前制定〈標準漢字表〉的國語審議會再度於戰後運作，以繼

續進行文字改革。戰後的國語審議會設置了新的「與標準漢字表再檢討相關的漢

字主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漢字主查委員會」)，欲從戰前被軍國主義政府凍結的

〈標準漢字表〉為基礎，重新思考漢字的使用。 

     國語審議會在 1945 年 11 月 26 日召開第八次總會，繼續二戰時期的相關的

審議事項。第八回總會的議題為「與再次檢討標準漢字表的相關案件」，當時的文

部大臣代理大村次官於開會致詞說到103： 

本會對於建立國語制度相關的案件、漢字的調查相關的案件、改定假名

相關的案件、文體改善相關的案件此四件，將於會中進行諮詢。……在

我國，漢字複雜，使用上也沒經過規範整理，成了妨礙文化發展的巨大

                                                 
102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45。 
103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8 回総会 
文部大臣あいさつ要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0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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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文字改革的必要性是絕對存在的。 

    文部大臣點出了文字改革的必要性，而核心問題即是漢字該何去何從？從戰

後的情勢看來，國語審議會理應採納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建議，直接以羅馬字為中

心研擬相關的書寫對策，但到了審議會卻被以「自主權」的理由而重新討論，以

下是第八回總會結束前文部大臣的發言104： 

我國在聯合國軍隊的進駐下實行所有的行政。關於內政的部分，文部省

極力想做到保有自主性。這個部分，占領軍當局表示同意，也言明不會

發布不必要的指令，在我國自主性的改革下而做到改革。審議會針對此

點也要有相當充分的思考才好。 

     文部大臣在 後的補充說明，暗示了漢字政策是屬於日本內政事項，日本本

身具有 後決定權，不見得要對教育使節團的指示照單全收。而這樣的發言似乎

也意味著文部省不是那麼認同將羅馬字做為書寫文字的政策。 

反對立即廢止漢字的想法逐漸在國語審議會中發酵，1946 年 5 月召開第十回

總會，當時的會議紀錄也記錄下委員間的發言105： 

清水彌太郎(讀賣報紙調查局局長)：這和政治性的問題沒有關係。 

有光次郎(文部省教科書局長)：最好趕快決定政策的方向，而決定進一

步的理由對方106已經說過了。 

山崎匡輔(文部次官)：司令部不會一直堅持不合理的事，所以，沒有必

要一定要採取草率的政策。 

清水彌太郎：對方來到我們的公司，我聽到他們要求兩成的報導使用羅

馬字。 

山崎匡輔：雖然關於羅馬字問題的忠告，不論是教育使節團或是司令部

 
104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8 回総会

議事，標準漢字表再検討: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08/02.html 
105 此為 1946 年四月第 10 回總會的會議紀錄節錄。出自甲斐睦朗，〈終戦直後の国語国字問題〉， 《日

本語學》，25(6)，2006.05，頁 95。 
106 這裡指的是 GHQ 主張使用羅馬字做為書寫文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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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很強烈，但他們曾說那是國內問題，不會下任何命令的。 

    安田敏朗評論山崎匡輔這樣的發言是「似乎想盡可能地排除GHQ或CIE(民間

情報局)或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的影響107。」 

    在 1946 年 9 月召開第十一期國語審議會時，會長安倍能成在開幕致詞提到了

下列這一段話，令人嗅出日本學者對於羅馬字體不願立即採納的味道108： 

世間都有尊重國語的傳統這樣的說法。這是當然之事。語言的本質是歷

史性、社會的事實，也是含有文化的事實。在各民族有歷史的同時，一

同與那個民族成長的國語也是有歷史的。從國民身上奪走國語這樣的

事，是否認民族精神的事情，也喪失了人性。這明顯地使一個國家的文

化從根本被破壞，而國家也會滅亡。我們不能不考慮如這樣的事。 

從這樣的討論過程中可知，雖然GHQ方面給予文部省很大的壓力，但部分學

者及官員是不願意完全屈服在教育使節團要求下直接廢除漢字與假名的，這樣的

國族意識，也意味著漢字的生存空間的可能。筆者認為對於當時反對羅馬字政策

的日本的學者而言，他們爭取的非只是表面的決策權，更深層的是自身的尊嚴。

過去的一切被占領軍套上了封建及落後的象徵，但要立刻捨棄漢字等於全面否定

自身與文化的一切，部分的知識分子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的。如Nanette Gottlieb

提到，當時的民間代表土岐善麿(1885-1980)，之後於 1949 年時開始擔任國語審議

會的會長，拒絕由美國實行命令的任何形式的改革指示，當他聽到美國打算於日

本實行羅馬字的傳言時，他跑到GHQ要求關於日本文字書寫系統的事務應留給日

本人自己決定，且應停止給日本壓力109。 

    這些民間反對羅馬字的聲浪，其背後的意義無非是反對美國以政治力量干涉

日本的文化事務，在這個時間點依佔領者的意思進行文字改革是很敏感的。Nanette 

 
107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8 回総会

議事，標準漢字表再検討: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08/02.html 
108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11 回総

会，開会のあいさつ：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11/01.html 
109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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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lieb認為這樣的反應顯示當時的日本人對「佔領」(Occupation)的恐懼，這種佔

領是「外來民族於觀念的宰治(The imposition of alien notions)及在勝利者的思考模

式下再製日本的企圖(the attempt to remake Japan in the pattern of the victor)」110。就

這樣，日本的漢字改革在保留文化與尊嚴這樣的拉鋸中，已不單只是經濟性、國

際性的考量，而是參雜了文化認同和政治的意識形態而角力。故 後，漢字政策

從激進的立即廢止緩和成暫時限制使用的狀態，而〈當用漢字表〉即是這場角力

的初步結果。 

 

第三節 〈當用漢字表〉的出現 

(一) 當用漢字表的制定過程 

    戰前由政府頒布的漢字表有兩種： 

1. 1900 年，文部省頒布，〈小學校令施行規則〉附表〈第三號表〉，共 1200 

字。 

2. 1942 年，國語審議會頒布，〈標準漢字表〉，共 2528 字，此表又細分為

「常用漢字」1134 字，「準常用漢字」1320 字，「特別漢字」74 字。 

    上一節提到，文部省在戰後重新召開了國語審議會，就文字改革的議題討論，

之後設置了漢字主查委員會，欲從戰前被軍國主義政府凍結的〈標準漢字表〉為

基礎，重新思考漢字的使用。 

    漢字主查委員會從 1945 年 12 月 17 日至隔年的 4 月 9 日止，總共召開了十四

次的會議。此委員會第一期的討論議案為「標準漢字表再檢討的相關目標」，其目

標如下111： 

1.從昭和十七年(1942 年)六月發表的國語審議會〈標準漢字表〉進行再

檢討，從第一個〈常用漢字表〉中去除不適合現代的字種，並從〈準常

 
110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頁 129。 
111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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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漢字表〉中選入今後社會生活中廣泛、慣用的字種進行增刪。 

2.從〈標準漢字表〉中作初選選擇時，必須脫離各種的制約，全面從自

由的立場，以適應重建的新日本而選定〈常用漢字表〉。 

3.上述〈常用漢字表〉以外的漢字原則上必須以假名書寫。 

但同音語、專有名詞等其他以假名書寫意義不清楚的時候，應以漢字插

註。 

4. 〈常用漢字表〉的選定大約以一千三百字左右為目標。 

    由上述可知，戰後的漢字表是以〈標準漢字表〉中的〈常用漢字表〉為基礎

繼續審議，因〈常用漢字表〉在戰前的定位即是與人民日常生活關係較深、使用

程度較高的漢字。但因為新表選定的數量設定在 1300 字左右，故必須從〈準常用

漢字表〉中挑選漢字來補足這樣的數量，而〈特別漢字〉因不符合社會生活「廣

泛、慣用」的原則而被捨棄。為使新表制定後能有效實施，目標的第三點點出了

此表作成之後，必須以「強制」手段規範該漢字表外的漢字必須以假名代替書寫，

問題是，「專有名詞」卻充滿了「例外」色彩，當其意義不明時，插註的漢字未必

可使用表內的漢字表示。阿辻哲次在《戦後日本漢字史》提到，漢字主查委員之

後又原本追加了相關說明，規定地名、人名、官廳及銀行、公司的名稱原則必須

以假名書寫，排除在專有名詞之外，藉此縮小專有名詞的範圍，但這樣的做法卻

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所以這個提案 後被擱置112。 

    漢字主查委員會在四個多月密集的開會後，於 1946 年 5 月向國語審議會提出

了漢字表 終的決議〈常用漢字表〉，共收錄 1295 字，但卻意外地被接下來的第

十次國語審議會總會否決，否決的原因是「字數太少」。否決 大聲浪來自於報社

界的委員，因為能使用的漢字越少，報界就越感到困擾。阿辻哲次也提到，和法

律界相關的委員也批評此表未收錄在新憲法草案中所使用的 62 個漢字113。另外，

表中選用的漢字字體、音訓也有許多被質疑之處。很明顯的，〈常用漢字表〉的「常

 
112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54。 
113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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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定位，在這樣的匆促的討論、決議中，是模糊不清的，如雖然憲法為一國之

本，是「重建新日本」不可或缺的基石，以此角度來說，其法條的每一項敘述、

用字，皆符合「〈標準漢字表〉再檢討的相關目標」的第三項；但對於社會生活而

言，憲法中所使用的漢字是否屬於「社會生活中廣泛使用」的漢字？那些法律上

專有的漢字、漢詞，與人民生活隔層距離，似乎又與目標的第二項抵觸。另外，

對於報界，「常用」與「非常用」的界限又為何？組成國語審議會各界委員，對「常

用」的意義有各自的解讀，要滿足委員的需求，唯一的解決方式，即是再增加漢

字量，以滿足各界對「常用」的期待。 

    因為如此，漢字委員會也隨之改組，第十期國語審議會總會(1946 年 5 月)決議

廢除「與〈標準漢字表〉再檢討的相關漢字主查委員會」，成立「與漢字相關的主

查委員會」取代之，新委員會以作家及學者身分知名的山本有三(1887-1974)為委

員長，繼續進行漢字表的討論。 

    山本有三是致力於國語改革的中心人物，他在戰前便已大聲呼籲限制漢字、

廢除漢字上註解的假名及主張文字要寫得平易近人。戰後的 1946 年 3 月，他組成

了「國民的國語運動聯盟」，為國語改革奔走。他的主張和戰後國語審議會的文字

改革方向一拍即合。 

    新的漢字主查委員會自 1946 年 6 月至 10 月召開了 23 次會議，這麼密集的開

會，可以想見其原因不外乎來自GHQ和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壓力，日本本身想快速

解決限制漢字使用的問題，儘早有個方案公布，以免夜長夢多。新委員會以〈常

用漢字表〉1295 字過少，應納入義務教育所教的漢字及在社會上使用的其他法令

和媒體等中出現的漢字為目標，重新審議漢字表，而 7 月又接受編修教科書的司

令部要求，整理刪減新漢字表應的音讀、訓讀部分，以「一個漢字包含一音讀、

一訓讀」為方針。但這是非常龐大的工作量，況且一些漢字在日本的詞語中也有

三個以上的讀音，如常用字「行」，在「行在所」一詞念成「あんざいしょ」/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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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syo114/，在「行く」念成「いく」/i．ku/，「行列」念成「ぎょうれつ」/gyô．

re．tu/ 等，每一個音都是常用音，要刪掉任一個都是不合理的作法。阿辻哲次批

評115： 

這是一個非常魯莽的方針。如同戰後的極度混亂期出現了許多爭論，這

個時期的委員會中也隨處可見一些不尋常的爭論。 

    在這樣的氛圍，可想見速成的漢字表必定存在著許多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

的確延燒了 40 年之久，間接促使了 1981 年漢字表的再度改革，此部分將於下一

章討論。無論如何，當時新的漢字主查委員會接納了各領域的要求，增加了具代

表性的漢字字種，並在 10 月 16 日做出決議，自〈常用漢字表〉刪除了 9 字，加

入了與新聞、憲法、法令、公文、教育等領域的漢字 564 字，並將此漢字表命名

為〈當用漢字表〉，共收錄 1850 個漢字。 

(二) 〈當用漢字表〉的定位 

    由前節所述，因為文部省官員與學者堅持文化自決與維護民族尊嚴，漢字獲

得了一線生機。在「內政自主性」的訴求下，書寫文字的改革由立刻廢除漢字的

使用轉為「限制使用」的方向。而〈常用漢字表〉改名為〈當用漢字表〉，此提議

來自於委員長山本有三，以下是其於 1946 年 8 月第 14 回的漢字主查委員會會議

記錄提到「當用」意義116： 

再者，委員長(山本有三)也表達了關於新做成漢字表的標題作為「當用

漢字表」的意見。此意為做為日常生活的使用。關於這個問題種種的意

見都被提出，但尚未表決。 

    阿辻哲次談到山本對「當用」定義為「日常生活使用」這樣的命名是「未依

漢文的語法」，將漢字「做為只限定在日本裡，從實用本位的角度，變成相當皮相

                                                 
114 此三例使用的標音方法採訓令式羅馬字。 
115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56。 
116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 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漢字に関す

る主査委員会 ，議事録(第 7 回～第 14 回)：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bukai0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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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作法117」。這樣的作法似乎也想象徵著將漢字脫離封建及中國的系統之中，以

實用性的姿態出現在新的日本語言上，賦予其新的意義。 

    另一個意義是「當用」象徵「可變動性」。1946 年 6 月，漢字主查委員會第二

時回會議中提出更動漢字表的名稱，漢字表的命名應從「常用漢字表」改為「當

用漢字表」。同樣是國語審議會委員之一的松坂忠則(1902-1986)提到這樣的更名是

「表示這個漢字表是可變動的」。以下是當時審議會記錄118： 

這個當用漢字表將因應社會情勢，幾年便修正一次，在將來將逐步接近

教育漢字表的數量，這是【山本】委員長的希望。 

    上文提到的教育漢字，即是 1900 年，明治時代頒布〈小學校令施行規則〉附

表的〈第三號表〉，共 1200 字。但在〈當用漢字表〉頒布後，1948 年國語審議會

重新審議了教育漢字表的內容，為配合〈當用漢字表〉的漢字，教育漢字縮減為

881 字，此部分將於本節第五點「當用漢字的配套措施」說明。 

     因此，戰後第一個由內閣提出全面規範一般社會使用的漢字表，就此定名。

原本名為「常用漢字表」，意思是「平常情況使用的漢字表」，而漢字主查會採納

山本有三的建議，是強調了「可變」的特性，這個可變即宣示了「廢除漢字」的

決心。漢字表裡頭的漢字數量將逐年刪減，目的是要社會大眾漸漸擺脫使用漢字

的習慣，儘可能減低漢字的使用量，而使其它文字如假名、羅馬字有出現的空間，

進而發展其使用的功能。從其命名的意義來看，可知文字改革的政策不但是限制

漢字的使用，並朝向逐漸廢止的目標進行，並開啟其它文字的生存空間。 

   〈當用漢字表〉收錄了 1850 種的漢字，它 大的特色在於「強制性」，其中規

定在一般社會大眾閱讀的文章中，只能使用〈當用漢字表〉中收錄的漢字，未收

錄者，皆不可使用，必須要以假名或其他接近之詞彙代替。這樣的目的在於減少

漢字、漢語的使用率，擺脫軍國主義的遺毒，實現國語的民主化，在「新的日本」

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日本語」。 

 
117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73。 
118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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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 1946 年 11 月 16 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之名以「內閣訓令」形式刊

登在《官報》119上，之後又以「內閣告示」的方式公布。訓令的法律地位是「上

級官廳向下級官廳行使其權限，以這樣的形式指揮而發布命令」，「內閣訓令」是

內閣總理大臣對政府內各部門下達指示、命令的實施。所以〈當用漢字表〉第一

個強制規範的就是政府部門，政府在各項公告及公文中必須遵照漢字表的指示，

只能使用表內的漢字。大野晉評論這段歷史談到，內閣認為「告示」這樣的方式

對一般民眾比較好，是沒有拘束力的。而訓令對一般公務人員是有拘束力的。以

訓令的形式頒布，公務人員便能有依據而說明哪些文字標音是不適合的理由。不

能使用〈當用漢字表〉以外的漢字這樣的訓令頒布後，公務員必須依循而編行教

科書，而文部省檢定教科書的檢定委員會，也必須依此訓令來審定教科書120。 

    在〈當用漢字表〉公布同年的 11 月 8 日，「每日報紙」在頭版的專欄「硯滴」

中評論〈當用漢字表〉121： 

當用漢字，可以說是對漢字的封鎖，因此，一時的拘束感是無法避免的。 

    的確，在〈當用漢字表〉公布之前，社會上所使用的漢字高達兩、三千字，《每

日報紙》曾統計 1928 年、1934 年、1935 年三年間日本帝國議會的會議記錄，其

中所使用的漢字種高達 3949 類，對於當時的成年人來說，〈當用漢字表〉將漢字

數量降低到 2000 字以下，勢必大大影響老一輩的使用習慣，開始實行時，使用上

的混亂定無可避免。但對於當時，為了日本的民主化，漢字改革是必走之路，相

較於立即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或假名的方案，後者在實施上是更為困難的，所造

成的混亂更是無法預期。故〈當用漢字表〉使用的方針，既能暫時安撫「廢除漢

字」的激進派，因其策略的確是朝減少字使用的目標進行，也能說服保守派的學

者，因為「漢字制限」保留了漢字的機能，而 1850 個字量，也使漢字在相當的範

圍內發揮功能。如此都可說服雙方：「在這樣的過渡期，為了日本的將來，都是需

要忍耐的。」 

    另外，從國語審議會於 1946 年 11 月 5 日〈當用漢字表〉頒布的前夕，第十

二回總會召開的第一天，會長安倍能成的致詞中，可嗅出日本對文化事物宣示自

 
119 《官報》自 1883 年始，由日本官方發行，而 2003 年改由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印刷局發行。是日

本公家機關的報紙。發行目的是宣傳及公告與國家相關的事情。首版多以法律、政令、條約等新增、

修訂或是廢除開始，也會公佈國家及特殊法人等的相關報告和資料，另外，也會刊登公司的公告、

合併公告及決算公告等。 
120 大野晋，《日本語を考える》，東京都：讀賣新聞社，1968，頁 165。 
121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吉川弘文館，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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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的意味，這也是〈當用漢字表〉的出現意義122︰ 

如眾人所知，在我國，漢字是複雜且被無限制的使用,在社會生活上，造

成了不少的不便，也成為文化進展很大的妨礙,我們確信限制漢字的政策

不早一日下決定實行是不行的。 

聯合國司令部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深切的關心，這個春天

美國教育使節團也特別設置了與言語相關的部門，報告書也談到了言語

改革。然而，這樣的問題，我們確信應該用我們自己解決的東西。 

    「我們自己解決的東西」指的就是〈當用漢字表〉。這樣的宣言明白表示〈當

用漢字表〉的頒布是日本自主權的宣示，並非因為 GHQ 直接性的介入而形成的政

策，日本的文化尊嚴由審議會捍衛成功，GHQ 威權的光芒在語言政策的領域慢慢

消褪。 

(三) 〈當用漢字表〉的內容 

    〈當用漢字表〉在 1946 年 10 月 16 日經漢字相關主查委員會決議，並於 11

月 5 日向第 12 期國語審議會總會由 71 位出席委員中得到 46 位的贊成而通過，共

收錄 1850 個漢字，11 月 16 日由內閣頒布訓令，正式公布實施。〈圖一〉為當時公

告在《官報》上的〈當用漢字表〉，〈圖二〉為當用漢字表的細節。 

由〈圖二〉中的〈當用漢字表〉內容可見，其以部首來排列漢字。而部首的先後

順序是依照《康熙字典》的部首順序。但部首底下漢字的排列，並非依剩餘筆畫

的多寡順序，而是就該漢字的「代表音訓」起頭的假名，依五十音順序排列，故

在各部首中，會出現筆畫少的漢字排在後，而筆畫多的漢字卻排在前的情況。另

外，安岡孝一提到，當用漢字表內採用的漢字字體是新舊混雜的123： 

這個時期的〈當用漢字表〉，還沒進行字體的簡化，便將舊字體和新字

體混在一起使用。例如：「搖」、「搜」仍是舊字體，「拠」、「拡」又變成

新字體了。「揭」在此時期還是舊字體。 

 
122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12 回総

会，会長あいさつ要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12/01.html 
123文字硏究会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68-69。 



 

 

〈圖一〉《官報》上的〈當用漢字表〉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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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內閣告示第 32 號，官報，號外(1946 年 11 月 16 日)，頁 1-2。資料來自青空文庫，【当用漢字表】： 
http://www.aozora.gr.jp/kanji_table/touyoukanji_hyou/ 



 

 

 

 

 

 

〈圖二〉〈當用漢字表〉的部分內容125 

 

    如〈圖二〉所見，部分漢字底下會以括號顯示另一個漢字，例如寸部的「対」

字，顯示成「対(對)」，此表示採用「対」這樣的新字體，而被取代的是「對」這

個舊字體。安岡孝一批評了內閣這樣的的作法是： 

逃避與新字體和舊字體相關的問題，只在〈當用漢字表〉的前言用一句

話交代 「關於字體與音訓的整理，還在調查中。」 

    但這樣匆促公布的〈當用漢字表〉，已經要實行在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了。

而新舊字體未統一的問題，也造成了日後日本家庭為新生兒申報戶籍的困擾，故

安岡孝一認為這樣的作法是：「這是日本漢字政策不幸的開始」。另外，因為漢

字音訓尚未整理完，故漢字在部首底下依代表音訓的排列順序也有爭議之處，這

些都是〈當用漢字表〉顯而易見的瑕疵。 

以下是〈當用漢字表〉前言說明的部分126： 

 43

                                                 
125內閣告示第 32 號，官報，號外(1946 年 11 月 16 日)，pp.1-2。資料來自青空文庫，【当用漢字表】： 
http://www.aozora.gr.jp/kanji_table/touyoukanji_hyou/ 
126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表：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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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表是公告在一般社會上，與法令、公用文書、新聞、雜誌等相

關內容，所使用的漢字範圍。 

一、這個表，是就今天國民的生活上，在限制漢字不會過於不當這樣的

方針下做出選擇的。 

一、關於專有名詞，因為與法規上及其他相關的部分有很大的關係，故

決定另外考慮。 

一、關於簡體字的部分，從現在慣用的字體中採用，而與其相關的舊體

字，為了做為參考，放在該字之下表示。 

一、關於字體與音訓的整理，還在調查中。 

    以下是其「使用上的注意事項」127： 

1.文章中若要書寫未被此表收錄的漢字，必須使用別的詞語書寫，或者，

使用假名書寫。 

2.日語中特有的助詞、感嘆詞、連詞、副詞，及代名詞，儘量使用假名

書寫。 

3.外國(中華民國除外)的地名、人名、以假名書寫。但是如「米國」、「英

米」這樣從過去就有的慣用語則可以保留。 

4.外來語以假名書寫。 

5.動植物名稱以假名書寫。 

6.借音漢字以假名書寫。 

7.「振り仮名」128 原則上不使用。 

8.關於專門用語，希望在這個表的基準之上進行整理。 

    注意事項的第一點便斬釘截鐵顯示其「強制」的性格，為了嚴格約束社會上

漢字，不使表外字有任何流竄的機會，故未出現在表中的漢字一定要使用表內字

或假名代替。 

 
127 同上注。 
128 注在漢字旁邊或上面，表示該漢字讀法的日文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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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雄在《漢字在日本》一書中分析了〈當用漢字表〉中漢字選用的原則129︰ 

1.日語中特有的助詞、感嘆詞、連詞、副詞，及代名詞，儘量使用假名

書寫，捨棄如︰僕、此、其、或、稍等漢字。但因為新憲法的用字，又

收錄了且、又、但等字。 

2.動植物儘量用假名寫，捨棄猿、貓、鼠、鯛、鶯等字。日常用器物如

箸、鍋、釜等也捨棄。但構詞性強者如牛、豚、馬、鶏、梅、桜等保留。 

字型複雜者捨棄，如鬱、餐、籤，但又考慮到幽、愁、魅是文學常用字，

故保留。 

3.使用範圍狹窄的字捨棄，如曖昧、挨拶等。但矛盾、膨脹例外。 

4.以訓讀為主的字捨棄，如辻、躾等。但繰、扱等例外。 

5.同音近義字捨棄其中一個，如州取代洲。 

6.有代用詞的字捨棄，如「民論」取代輿論。 

7.用於官廳的字捨棄，如︰俸、牒、傭。但叙、轄等例外。 

    由上分析可知，雖然〈當用漢字表〉秉持著選用與社會生活「廣泛、慣用」

的漢字，但仍有不少例外，而這些例外來自於各界代表的堅持，所以如使用範圍

狹窄的「矛盾」、「膨脹」仍被保留，和文學相關的「幽」、「愁」等字也被保留，

這也暗示了一個事實，即是社會各層面皆依賴著漢字而運作，在限制漢字的政策

下，他們仍儘可能地要求保留其領域中的重要用字，在各領域重要用字未能交集

的情況下，便產生了〈當用漢字表〉中仍存在著使用率低的漢字，這些漢字的存

在也隱約暗示了〈當用漢字表〉與逐年刪除少用漢字此目標自相矛盾。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當用漢字表〉中，使用了 131 個簡化字130，如︰

「余」取代「餘」。其中也有以一字取代多字的情況，如「弁」同時取代「辨」、

「瓣」、「辯」，但這樣的作法，在之後也成為了文學家批評〈當用漢字表〉使文

 
129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90-91。 
130 這裡的簡化字體指的是筆劃的簡省，又稱「略字」，如︰「効」取代「效」、「恵」取代「惠」、「円」

取代「圓」、「応」取代「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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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清的缺點之一，相關討論見第三章第三節。 

 (四) 〈當用漢字表〉的進程 

1946 年，在漢字主查委員會尚未改組，提出〈常用漢字表〉之時，當時的教

科書局長有光次郎在新聞上發表關於此表目的性的談話131： 

選擇漢字的標準是以使用頻率為定，與筆劃的難易沒有關係。這樣的做

法並非完美，但在將國語假名化、羅馬化，使日本語成為簡單優美一聽

就懂的語言的前提之下，無論如何，國語進行的方向邁向這樣第一次限

制結果的 1295 字，是很大的進步。 

在這段談話中，有光次郎明示了日本文字改革的方向︰將文字改為假名化、

羅馬化。雖然 1295 字的〈常用漢字表〉之後被否決，經增刪字種後，增加到 1850

字的〈當用漢字表〉被頒布。但仍可知〈當用漢字表〉為「階段性限制漢字的臨

時漢字表」，依據戰後第一期國語審議會的紀錄(1952 年) 132︰ 

此〈當用漢字表〉反應社會情勢，每隔幾年便刪修，將來逐步接近教育

漢字 881 字。 

    〈當用漢字表〉被定位在強制使用且逐年刪減漢字內容。而其制定的 終目

的，是廢止漢字，而以假名或羅馬字完全取代之。 

(五) 〈當用漢字表〉的配套措施 

   〈當用漢字表〉頒布之時，因為倉促完成便必須發布，只能確立漢字的種類，

而關於字音、字形及其他例外使用(專門用語)的部分，仍示一個混沌未明的狀態，

故國語審議會在〈當用漢字表〉頒布後，成立相關部門審議後續事宜，如:「當用

漢字音訓整理主查委員會」整理漢字音訓；「義務教育用漢字主査委員會」選定基

礎漢字；「與活字字體整理相關的協議會」、「與字體整理相關的主查委員會」整理

字體及「與中國地名、人名書寫方式相關的主查委員會」、「外國(中國)的地名、人

 
131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226。 
132 文化庁，国語施策情報システム，国語審議会の記録，第一期、漢字部會︰   
   http://www.bunka.go.jp/kokugo/frame.asp?tm=2009062317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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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書寫方式相關的主查委員會」研議人名、地名的寫法等。並在 1948 年頒布〈當

用漢字別表〉、〈當用漢字音訓表〉，1949 年頒布〈當用漢字字體表〉。 

    第 13 期國語審議會在 1946 年 9 月召開，文部大臣森戶在開幕致詞中提到133： 

在使限制漢字更徹底的意義上，〈當用漢字音訓表〉及〈當用漢字別表〉

的制定是適切的而必要的工作。 

   〈當用漢字別表〉指的是義務教育中，用於教學上的漢字，這批漢字也稱為「教

育漢字」。〈當用漢字別表〉制訂的目的是134： 

在國民教育中，為了減輕漢字學習的負擔、促使教育內容的強化，義務

教育地期間中，對於我國青少閱讀、書寫的同時，應該要做到漢字範圍

的限定，這是必要之事。 

    教育漢字的選定是由「義務教育用漢字主査委員會」審查的。由會議資料可

知，教育漢字的數量在開始選定時，便設定在 1000 字左右，但這個數量與社會上

的實行的〈當用漢字表〉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的，主查會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但這

個疑慮 後被擱置，因為主查會樂觀地認為這個問題在未來會被解決，別表前言

的草案中提到135： 

從義務教育用漢字的字數 1160 字來看，的確與〈當用漢字表〉的 1850

字有一段不小的差距，但當用漢字使用的實際狀況會透過時勢的推移而

逐漸再緊縮、限制。而因為義務教育用的漢字是基礎性的東西，不容易

更動，所以兩者的差距會逐年縮小。 

    從上文來看，教育漢字選定的字種即是〈當用漢字表〉的遠程目標，在不更

動教育漢字的情況下，當用漢字將逐年刪減，而逐漸與教育漢字同化。換句話說，

〈當用漢字別表〉是理想中的「漢字表」。〈當用漢字別表〉於 1947 年 9 月提交內

閣，在隔年頒布時刪減到 881 字，就此定案，表中漢字排列規則與〈當用漢字表〉

 
133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第 13 回総会，次

第：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sokai013/02.html 
134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234。 
135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 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義務教育

用漢字主査委員会，資料目錄：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bukai05/03.html 



 

相同，同時收錄了新舊字體，收錄的 881 字全為〈當用漢字表〉的範圍。〈圖三〉

為〈當用漢字別表〉部分內容。 

    

 

〈圖三〉〈當用漢字別表〉部分內容(一部至人部)136 

 

    另外，當用漢字的音訓讀音，經當用漢字音訓整理主査委員會於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9 月期間密集開了 29 次會而確立。審查委員與「漢字相關審查委員

會」成員有高度的重疊性，且會長仍為山本有三，這樣高密度的開會除了顯示漢

字改革地決心，另一方面也是因迫在眉睫的需求，委員重疊度高，也能更有效率

達成共識。而 1946 年 7 月編修教科書的司令部原本要求整理刪減漢字音讀，以「一

個漢字包含一音讀、一訓讀」為方針，但在〈當用漢字表〉頒布之後，考量到日

本語言現實問題，認清了這樣地做法是不可能之事，便撤回了此方針。 

該委員會於 1947 年完成〈當用漢字音訓表〉，內閣於 1948 年 2 月將其與〈當

用漢字別表〉一同以內閣訓令的方式頒布，〈圖四〉為〈當用漢字音訓表〉的部分

內容。由圖中可知，漢字仍以部首排列，該字的音讀，以片假名標記；訓讀部分，

以平假名標記，而且許多字不只有一音一訓，而〈圖五〉、〈圖六〉是〈當用漢字

音訓表〉音訓的相關統計數字。〈圖五〉中的「普通漢字」指的是〈當用漢字表〉

中未被納入「教育漢字」的其他漢字，由圖中可知，一字只有一音讀者有 78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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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別

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3/01.html 



 

一音讀一訓讀者 786 字，一音讀二訓讀者 64 字，一音讀三訓讀者 3 字(初、小、竝)，

一音讀四訓讀者 1 字(上)等。而〈圖六〉是音讀、訓讀的總計，由表中可知，〈當

用漢字表〉共規定了 2006 個音讀，1116 個訓讀，共計 3122 個音訓。 

 

 

〈圖四〉〈當用漢字音訓表〉部分內容137 

 

 

〈圖五〉〈當用漢字音訓表〉漢字音訓統一統計表138 

                                                 
137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音

訓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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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音



 

 

〈圖六〉〈當用漢字音訓表〉中音讀、訓讀的總計139 

 

    內閣將當用漢字音訓及教育漢字確立之後，接下來便著手整理字體。1947 年

7 月為了解決此一問題，國語審議會成立了鉛字字體整理相關的協議會，其目的如

下140： 

為了取得鉛字字體整理統一地具體方案，不只用於教科書上字體的統

一，也推薦給一般社會仿效使用，以得到文字教育的成果，及減輕教育

上負擔。 

   Nanette Gottlieb談到另外一個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是戰爭造成許多鉛字模型遺

失的問題141： 

一個在文部省中召開，其與會成員多數是印刷界代表的會議，主要討論

                                                                                                                                               
訓整理主査委員会，当用漢字音訓整理資料：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bukai04/02.html 
139 同注 67。 
140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活字字体整

理に関する協議会，活字字体整理に関する協議会の成立：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bukai0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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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Nanette Gottlieb，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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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字體的合理化事宜，其中提到，戰爭的災害使得必須重新鑄造新的

鉛字銅模，且這剛好是一個整理字形的好機會。 

    因為許多字必須重新製造，所以剛好也可以大幅整理鉛字的字形。因字形整

理牽涉廣泛，故這個協議會組成人員來自相關領域，有學界、報界、印刷界、鑄

造社及官廳等。主要討論內容定位在簡易字之字體、異體字之字體及同系統字的

字體這幾個面向上。 

    該委員會在三個月內密集討論之後，制訂了〈當用漢字字體表〉交由國語審

議會複決，這個字體表不但欲統一印刷字體，也是做為書寫字體的標準。此表於

1948 年 6 月由國語審議會提交內閣，內閣於 1949 年 4 月頒布，其前言說道142： 

1.這個表示做為〈當用漢字表〉中漢字字體的標準。 

2.這個表中的字體，是為了漢字的讀寫變得簡單而正確的標準而選定的。 

3.關於此表字體的選定，基於統合異體字、採用略體字、整理筆順等及

書寫的習慣、學習的難易度等都考慮進去。再者，儘可能維持印刷字體

和書寫字體相符，以此做為前提而做成的。 

    由前言可知，此字體表的範圍只限於〈當用漢字表〉內收錄的漢字，所以並

未規範表外字的字體，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基於「漢字限制」的政策，〈當用漢

字表〉之外的漢字是不會出現，也不能出現的，故沒有必要規範表外漢字的字體，

但這卻為之後的使用埋下禍患，因為「專有名詞」是不受〈當用漢字表〉規範的，

而這也造成了報章雜誌在使用表外字書寫「專有名詞」時，使用了各種字體，造

成了不一致。另外，此表收錄了 131 個新字體，在吳守綱〈有關中日漢字改革的

歷史和未來走向〉提到這些新字體的來源143： 

……新字體採用的是將舊字體中同音而筆畫較少的偏旁或字加以調

換，省略繁雜的部分的手法對舊字體加以簡化。 

新字體是在從明治時期開使的文字改革的潮流中誕生的，是以前就被廣

 
142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字

体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5/index.html 
143 吳守鋼，〈有関中日漢字改革的歴史和未来走向〉，《紀要》，24，国際短期大学，2009，頁 84-85。  



 

泛的錯字、別字和簡體字的再利用。因為漢字字體複雜的原因，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前在做筆記時就已經有大量的簡體字流傳使用，如現在的

「門」常常被寫成「门」等就是一例。在這個過程中的漢字簡化不講究

系統性，而是在於以實用為目的。 

    但這樣「以實用為目的，不講求系統性」的做法，在某方面造成了學習者的

障礙。如「專」、「轉」、「傳」、「團」變成「専」、「転」、「伝」、「団」，學者的批評這

樣的修改切斷了同形字的連結學習，相關討論將再下一章說明。 

    〈當用漢字字體表〉中仔細規範了漢字的筆畫，以作為教學上的標準，如〈圖

七〉：①中「半」字第一畫及第二畫改變方向，②中，「急」字的第四畫不出頭。

另外此字體表頒布內容是以「手寫體」寫成，如〈圖八〉，目的即是作為手寫字體

及印刷字體的標準，而部分採用新字體的漢字，其舊字體標註在新字體之下，如

「楽」與「樂」。 

 

          

① 点画の方向の変った例 

 

② 画の長さの変った例 

 

〈圖七〉〈當用漢字字體表〉字體筆畫舉例說明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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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字

体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5/index.html 



 

             

 

〈圖八〉〈當用漢字字體表〉部分內容：手部～歹部145 

    

第四節 GHQ 態度的緩和 

    GHQ 在 1950 年時，再度派遣美國教育使節團到日本考察教育相關作業，史稱

「第二次教育使節團」，其主要目的有二，一為觀察第一次教育使節團所提報告書

的實行情況，二為針對此行的觀察結果，再度提出建言。 

    針對美國教育使節團第一次報告書的內容，日本政府在語言改革方面作出了

相當大的付出，除了頒布了〈當用漢字表〉限制了漢字使用，也於 1946 年頒布了

〈現代假名用法〉統一了假名標音的方法，並依「設置朝著改善國語方向的國立

研究機關之事宜」此建議，於 1948 年 12 月，「為了進行國語及國民眼生活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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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字

体表，手部～歹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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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性調查研究、並建築國語合理化確實的基礎146」，成立了「國立國語研究所」。

此研究所主要工作是利用電腦進行大規模的計量調查，分析報紙、雜誌的用語用

字調查，提供國語審議會審議漢字表的基礎資料。同時也是日本語教育的初期中

心，因其也進行學童言語能力狀況等調查。 

    針對第二次美國教育使節團的來訪，日本文部省作成一份名為「關於日本教

育的進展──向 1950 年 8 月第二次訪日美國教育使節團提出的文部省報告書」中在

開頭便提到147： 

    第一要義把羅馬字變成國字此事，應做或不應做，不應該倉促決定。 

    由第一句便可看出日本不願完全遵照GHQ的命令進行文化事務的改革，並透

過此報告書對教育使團強硬的表示，原因前面已說明，而接下來繼續說道148： 

在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勸告中（這裡指第一次的報告書內容），「絕對必須

採用某種形式的羅馬字」這樣的提案，意謂著將全面廢除漢字、而且排

除假名，把羅馬字當作第一要義的國字這樣的方針具體化，但目前我國

一般的國民尚未肯定這樣的做法。在逐漸正確理解使節團勸告意義的同

時，關於這個最終性的課題，我們日本國民認為，應該慎重地在科學性、

文化性、歷史性及現實性上，繼續進行大規模的研究後，再依全國民的

意志來決定。 

  中田祝夫評論了此報告書了用意149： 

表面上傾聽了第一次使節團的勸告，實情是，日本語的羅馬字化並不符

合日本國民的期待，無法實行這件事是顯而易見的。 

  的確，日本政府巧妙地以美國「民主化」的理念說明文字改革需要獲得眾人

的首肯，而藉此拖延了書寫文字全面羅馬字化的時機。中田祝夫還提到了當時(1950

年)實施羅馬字教育的國小占全國總數的 84.3%，而國中則佔全國總數的 48.1%，

 
146 志田延義，〈戦後の国語施策を顧みて〉，《文部時報》，1227, 1979.08，頁 25。  
147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15。 
148 同上注。 
14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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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羅馬字的選用卻未依照教育使節團的建議「委員會應選定某種形式的羅馬字做

為統一」而變成教育的依據，反而讓各校自決，造成了「訓令式」、「日本式」、「標

準式」三種方式都有學校採用，因此，民間發行的羅馬字教科書也得相應而生變

成各種版本150。從這裡可見其對於推行羅馬字敷衍及消極的反抗心態，相較於〈當

用漢字表〉速成的積極決心，政府對於羅馬字教育明顯的漫不經心。而第二次美

國教育使節團在訪日後，在該年的 9 月提出了第二次教育使節團報告書，其中對

於日本政府語言政策改革提出了批評151： 

……但仔細的反省之下，自戰後的發展所完成的事有些是不完整的、矛

盾的。現在的改革，並未觸及到國語真正的簡易化、合理化。僅止於假

名漢字混合文章的單純化。對大多數的日本人而言，若無法將國語整理

成簡單、明白、純正的東西的話，那麼，那麼漢字假名混合使用這一表

記方式的改革並不產生任何永續性的結果。 

    教育使節團仍舊反對在使用漢字假名的前提之下，改造日本的書寫系統，以

下是使節團再度對於語言改革的四點建議152： 

1.應研究某單一羅馬字方式以達成最容易用於一般社會的方式。 

2.在國小正規的教育課程中加入羅馬字教育 

3.達到大學程度的學生，應進行羅馬字研究，因為如此，應給予教師研

究羅馬字相關問題與方法的機會及羅馬字應變成師範教育課程的一部

分。 

4 做為羅馬字簡易化的第一部，必須獎勵做家或學者使用〈當用漢字〉

及現代假名用法。 

    此次的勸告，明顯對於書寫文字做出讓步，第一次的報告書中，要求日本儘

速放棄漢字與假名，改以羅馬字做為書寫文字。但由上文中第四點看來，美國教

 
150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15-316。 
151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18。 
152 文部科学省，教育法規網站，米国教育使節団報告書(要旨)：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2/hpbz198102_2_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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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使節團似乎接受了「限制漢字」、「整理假名」這樣的過渡方式，雖然仍堅持羅

馬字的使用應為 後改革的終點，但語氣似乎不在那麼強勢。這樣的轉變，多數

學者153皆認為與在兩次美國教育使節團訪日期間，聯合國總司令部進行的「日本

人讀寫能力調查」的結果有關。 

    這個全國性的調查藉由文部省及教育研究所(之後的國語研究所)協力完成，是

在 1948 年的 8 月開始進行的。調查地點是全國市、町、村 270 所，被調查者數量

為 21008 人，年齡介於 15 至 64 歲間，使其進行文化考試，標準有兩項，一為完

全文盲，一為不完全文盲。「完全文盲」指的是一個假名都不認識，「不完全文盲」

指的是一個漢字都不認識。這兩項結果的數據出乎意料的低，不完全文盲佔全國

比率只有 2.1%，完全文盲是 1.6%，而全國平均完全文盲中，15 至 19 歲只有 0.2%，

20 至 24 歲也只有 0.2%154。趙守輝提到，這樣的數據「明顯低於當時美國和波蘭

等拼音文字國家155」。而會有這樣結果的原因是，日本自古就有將難讀的表義漢

字，利用表音的假名在旁加註，或是改以其他簡單的假名替換書寫這樣的習慣，

加上日本初等教育是做得很完善的，所以多數人就算認識的漢字不多，也可透過

假名閱讀學習。 

    在美國的刻板印象中，日本使用難學難懂的漢字做為正式的書寫文字，使得

教育權掌握在少數特權階級的手上，而與平民生活相距甚遠。但事實上是，日本

民眾使用假名輔助漢字的學習及閱讀，其社會大眾的識字能力遠高於西方國家，

這個調查結果，使美國重新審視漢字及假名在日本一般社會層面的使用情況及價

值。換句話說，在完全文盲比率如此低的情況下，假名及漢字很難完全被認為是

阻礙教育普及、國家民主化的絆腳石了，也因如此，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建議方針

變得緩和而理性，不再強制要求立即廢除漢字與假名，因為，羅馬字在使用上除

了有與西方社會接軌的優勢，其它美國原本主張擁有的優點變得有待商榷。而美

國教育使節團的二次報告書冷靜的態度，也造就了漢字的生存空間，語言文字的

 
153 趙守博、何群雄及中田祝夫等。 
154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1 漢字と国語問題》，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頁 319-321。 
155 赵守辉，〈日本汉字的近代演变、动因及启示〉，外国问题研究，第 3 期，201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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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變成了日本民族自決的問題，更需要時間透過教育機構做全面性的觀察，而

非遵照佔領國的命令而倉促行使不合理的政策。 

 

    語言計畫，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執政者對語言文字的選擇，包括創制、改革、

規範和推廣等工作的總稱156。政府或社會團體為了解決語言在社會運作中出現的

問題，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地對語言文字及其使用進行干預及規範，使語言

文字能於社會中運作地更好，因應而生的便是語言政策。戴慶廈提到語言計劃的

具體內容有五157︰ 

(一)貫徹、體現國家在語言文字方面的政策 

(二)確定語言地位，協調語言關係 

(三)制定語言文字及其應用的規範標準和法規規章 

(四)加強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 

(五)確定語言規劃的實施辦法 

    在〈當用漢字表〉的制定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日本在「限制漢字使用」

這樣的方針之下，〈當用漢字表〉因應而生。而該表不由國語審議會直屬的文部省

公布，而是拉高到 高層級的「內閣」以訓令方式頒布，提升了其權威性，並確

立其地位及效力：強制規範政府部門必須遵照該表使用漢字，也藉此規範一般社

會大眾的使用。而〈當用漢字表〉僅於戰後一年便拍板定案，未徵詢果大民眾的

使用意見，也未設定試用期以作修正。這樣的匆促的做法也使得〈當用漢字表〉

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故在該表頒布之後，國語審議會必須陸續研議其它配套措

施如〈當用漢字音訓表〉、〈當用漢字字體表〉等，輔助該表的實行。關於其實施

辦法，齋賀秀夫在 〈戰後漢字政策的影響〉中提到，〈當用漢字表〉實行在教育

現場中，也是極端地具有「限制色彩」：在文部省指定的實驗學校中，其教育方針

是「使用當用漢字音訊表範圍內的比較才是正確的」、「表中有的漢字必須一定要

 
156 許嘉璐，《語言文字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402。  
157 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槪論》，北京 : 商務印書館，2004，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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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58。例如，學童在作文及日記中使用表外字如「僕」、金「箔」、風「呂」，

便被認為是「錯誤」的，改用假名書寫才是「正確的」。他引用了當時文部事務官

對這段回憶的評論159:  

 學童在日常生活中便會自然地學會正確的漢字表記，而當時對於使用

表外字及表外音訓以『錯誤』的理由訓斥，這樣的指導實在有些矯枉過

正了。 

    「矯枉過正」說明了〈當用漢字表〉在教育上徹底實施的強況。雖然如此，

多數學者及齋賀秀夫皆認為〈當用漢字表〉 大的功績是「無論如何，促進了日

本語的文章表現平易化160」。 

    值得思考的是，〈當用漢字表〉在語言改革的方針中，只是達到「廢除漢字」

這樣終極目標的過渡期，但之後頒布相關的配套措施，明顯地加強了該語言文字

的「規範化」、「標準化」，而這樣的做法卻又幫助漢字將其拉高到高位書寫系統的

位置，使其更有「不可取代性」。因此，不難想像，語言改革的焦點可能會從「是

否廢除漢字」轉變成「如何使漢字表更便利」的爭議上，後者間接承認了「漢字」

在書寫文字上的必要性，在這個前提之下去討論的語言文字改革，是不可能脫離

漢字使用的範疇的。故下一章將討論〈當用漢字表〉在社會使用的困境與政策的

轉變，為了克服困境的而陸續頒布的政策，反而擴張了漢字生存的空間。 

 

 

 

 

 

 
158 斎賀秀夫〈日本語の中の漢字――戦後の漢字施策とその影響〉，《国際交流》，20(2)， 1998.01，

頁 43。 
159斎賀秀夫〈日本語の中の漢字――戦後の漢字施策とその影響〉，《国際交流》，20(2)， 1998.01，

頁 44。 
16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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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用漢字表〉的困境與鬆綁 

 

    本章節將探討在〈當用漢字表〉實行時期(1946-1981)，遭遇的困境與解決之

道。因此採錄資料的方面將涉及當時報紙的內容及相關學者的批評，以說明〈當

用漢字表〉實際使用的社會狀況。 

 第一節 新生兒命名問題與〈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岀現 

(一) 為了民主化 

    第二章提到，戰後的日本由GHQ佔領，並指導一切重建事宜。而為了重新建

立一個新日本，拔除軍國主義的遺毒，日本必須在政策、法律面上作全面的重整，

朝向「民主化」前進。是故，戰後日本國會在GHQ的監督下修訂了新憲法161，並

於 1947 年 5 月頒布《日本國憲法》，並由三黨162組成聯合內閣。 

     因應新憲法的成立，《戶籍法》的修訂也被提出討論。1947 年 11 月 27 日，

眾議院召開院本會議， 開始的議事為《戶籍法》的改定，基於將男女平等理念

法律化，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修正相關的法律，必須將二戰之前具有傳統社會特

徵的家父長的家族制度163廢止，以夫婦親子為新單位登記。當時的社會黨井伊誠

一(1892-1985)，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理事，提出了戶籍法改正的七個理由。前

五個理由與改正民法及廢止家族制度相關，第六點提到了配合〈當用漢字表〉的

部分164： 

 
161 新憲法由《大日本帝國憲法》修訂而來，也就是俗稱的《明治憲法》，它是一部具有濃烈神權色

彩的舊憲法，其中規定「天皇是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軍令大臣聽命天皇，這樣的組織造就了

軍國主義的盛行，。戰後麥克阿瑟佔領日本，指導日本消除憲法中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內容。 後

確立的《日本新憲法》共 11 章 103 條，其中第二章第九條規定：「日本放棄用戰爭作為解决國際争

端的手段」。此條被認為有著「和平條款」的象徵意義。 
162 此三黨為社會黨、民主黨及國民協同黨。 
163 舊戶籍法是以家制度作為戶籍編制單位，當時的戶籍記載按照「同戶列次之順」排列，依尊卑、

男女、長幼的顺序來記載，即户主――直系尊属(尊卑之順) ―― 户主配偶――直系卑屬(尊卑之顺) 
――旁系親戚(親疏尊卑之順)――旁系親屬的配偶，是非常龐大的組織。相關資料可見趙立新〈日

本近代户籍法的制定与家制度的形成〉，《思想戰線》，2003 年 04 期，頁 131-134。 
164 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004/010] 1 - 衆 - 本会議 - 67 号 昭和 22 年 11 月 27 日)：
http://kokkai.ndl.go.jp/cgi-bin/KENSAKU/swk_dispdoc.cgi?SESSION=28598&SAVED_RID=1&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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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為了符合當用漢字制定的宗旨，應重新設定新生兒命名應使用常

用平易文字的規定，除此之外，為了使姓名改正相對更加容易，應加入

這樣需求的修正案。 

    關於上述此點，在院本會議召開的前兩天，參議院召開司法委員會，司法省

民事局長奧野健一(1898-1984)提出「孩子的命名必須使用常用平易的文字」的理

由165： 

1.以不太常用而且困難的文字作為姓名的申報，是違反漢字整理的宗旨

的。 

2.在促進漢字的限制上，地名及姓名是最困擾之事。 

3.基於以上兩點，希望能從各方面提供相關的規定。 

    依照這樣的目的，《戶籍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 

孩子的命名，應使用常用平易的文字。常用平易文字的範圍，將發布命

令訂定。 

    円満字二郎評論166： 

《戶籍法》第五十條的規定，是基於各方面的需求而提案的結果。關於

「各方面」具體性的部分，再度思考之後，就是「漢字整理」、「限制漢

字」這類關鍵詞表現出來的方面，絕對沒錯的。……「漢字整理」、「限

制漢字」等於「當用漢字的制定」，以其與「民主化」的關聯來思考，

我認為這個條文的宗旨是非常接近的。 

    在戰後一切都朝著「民主化」而改革的情況下，《戶籍法》必須依從著這樣的

目標前進，故議會修訂了戶籍登記法，從家族轉為個人的方向，改變了社會的構

成單位。另外，內閣也對司法省做出指示，法律的條文必須使用平假名式的口語

體書寫，接受這樣的指示的司法省民事局，也因此進行戶籍法的全面改正作業。 

 
=0&POS=0&TOTAL=0&SRV_ID=1&DOC_ID=794&DPAGE=1&DTOTAL=10&DPOS=4&SORT_DI
R=1&SORT_TYPE=0&MODE=1&DMY=29903 
165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5。 
166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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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用漢字表〉在《戶籍法》修正的前一年而頒布，即是因應「民主化」而作

出的語言改革政策。而新生兒命名牽扯到漢字的使用，必須徵求各界的意見，而

當時各界的需求即是「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下，重新檢討各項政策」，故命名漢字

採用〈當用漢字表〉的規範便是可以想見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當用漢字表〉為

「訓令」而非「法令」，是以官僚為中心決行的政策，但《戶籍法》的制定是國會，

屬於立法機構，立法機關參考訓令而非依照民眾的需求作出法律上的修訂，依一

般的立法程序而言，是不太尋常的。關於此部分，當時《戶籍法》第五十條的原

文，原本列於第七十七條，且內容是「用平易文字的範圍，將發布『政令』訂定167。」

這裡的「政令」指的是「訓令」，即由內閣發布出的命令。但當民事局將《戶籍法

全面改正案》於 1947 年 8 月時送交至GHQ之後，卻被指示修正，安岡孝一提到168： 

這之後，在繼續與 GHQ 交流的三個月間，至 11 月 7 日止，關於此條文

(原第七十七條)的部分，將其移動到第 50 條，並從「政令」變成「命令」，

幾乎沒被討論便被 GHQ 通過了。之後，這個戶籍法改正案，11 月 28

日在眾議院被通過，12 月 6 日這個條文被變更一部分在參議院通過，12

月 9 日眾議院同意修正並決行，在 12 月 22 日於官報上公布。 

    而常用平易文字的範圍，在〈戶籍法施行規則〉第六十條明訂169： 

戶籍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常用平易的文字，以下列為基準： 

一 昭和二十一年(1946 年)十一月内閣告示第三十二号〈當用漢字表〉

所公告的漢字。 

二 片假名或是平假名(變體假名除外)。 

    由此可知，戶籍法的改正作業也是在GHQ的「指導」下進行的，由GHQ幾番

遊說日本政府放棄漢字改用羅馬字的主張來看，「命名」的規範由原本「政令」的

宣導轉為「法律」的條文，將更具有強制性，因為只要違法者政府是可以不受理

的，加上搭著「民主化」的列車，漢字的使用更應符合〈當用漢字表〉的宗旨：「做

 
167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21。 
168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21。 
169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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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常用字的基準，提升社會生活的效率」。雖然表外漢字原在「專有名詞」的部

分有存活空間，但《戶籍法》第六十條明顯將姓名漢字排除在「專有名詞」之外，

將其納入〈當用漢字表〉的規範，箝制命名漢字的自由，以降低表外漢字依附在

姓名出現於社會上的風險降低，藉此限制漢字，而達廢除漢字的目的。之後，在

新《戶籍法》頒布的隔年 1 月 13 日，〈民事甲第一七號法務廳民事局長通知〉指

示170： 

新生兒命名若使用《戶籍法》施行規則第六十條規定文字以外的文字，

不應接受其出生申報。 

    日本的事局長職務類似戶政所所長，負責掌管戶籍登記業務，而「通知」為

正式公文，必須嚴格遵守，新《戶籍法》在 1948 年 1 月開始正式實施，使用表外

字命名孩子的案件，將不予受理。佐久間英在〈人名漢字的走向〉提到這樣制定

政策的思考是171： 

在「命名」的場合，服從這樣的制約是國民應承擔的義務。 

    《戶籍法》以法律明訂命名的規定，也就是義務化了對限制漢字的服從。但

「命名」在日本及中國的傳統皆屬人生大事，選字命名都必須慎重思考，而這樣

的限定命名用字並非奠基於民意之上，故此項政策頒布後，可想而知，必定引起

民眾的反彈。 

(二) 人名漢字限制的社會問題 

   1948 年後，戰後的嬰兒潮出現了。在 1948 年出生的嬰兒約 270 萬人，都面臨

著命名的問題172。與新生兒命名相關成員保守地計算，可以包含父母、祖父母，

那麼，約莫有 1000 萬人以上討論新生兒的命名。而新《戶籍法》法的實施關係著

這一群人的決定。 

    日本明治安田生命機構於 1947 年――新《戶籍法》實施的前一年，調查日本

 
170 佐久間英，〈人名漢字のゆくえ〉，《言語生活》，No.355，1981.07，頁 44。 
171 同上注。 
172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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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新生兒在姓名中使用的漢字種類，次數由多到少如下〈表三〉排列： 

  

順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男 清 稔 博 進 弘 

女 和子 幸子 洋子 美智子 節子 

順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男 修 茂 和夫 勇 明 

女 弘子 恵子 悦子 京子 恵美子 

〈表三〉1947 年日本男女新生兒命名前十名的漢字名173 

 

    參照明治安田生命機構的原始資料，該年男女漢字名字的前十名，也就是總

姓名的前十名，換句話說，日本民間喜好命名用字前十名，全部都是漢字名。上

表中，男生名字中的「稔」、「弘」，女生名字中的「智」字，都未被納入〈當用漢

字表〉中，屬於表外漢字，但這些都是熱門的命名漢字。另外其他在日本命名中

常見的漢字「浩、宏、靖、聡、也、哉、之、輔、彥」也未列入表內字。雖然〈當

用漢字表〉收錄的漢字 1850 字之多，但部分漢字如「病、葬、腐、盜、罪、罰、

剖、劑、喪、墓、墳、害、廃、残、臭、辱、障」等等，都不適宜拿來做為命名

用字。 

    而新的《戶籍法》修改了部分內容，但卻無法修改人民命名的喜好，因為〈當

用漢字表〉頒布後，限制了命名漢字的使用，人民與政府在命名上的抗爭便由此

開始。 

1.無戶籍的新生兒 

    安岡孝一在《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 漢字制限の歴史》一書中附錄了

「與孩子命名相關的法院判例」，第一例收錄了 1951 年 4 月東京高等法院的判例

                                                 
173明治安田生命，生まれ年別の名前調査，生まれ年別の名前ベスト 10：

http://www.meijiyasuda.co.jp/profile/etc/ranking/year_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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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美與玖美命名事件。事件概要如下174： 

    原告 A 為 1948 年 9 月出生的長女命名為「瑛美」，同月 13 日向戶籍單位提出

戶口申報，但因為「瑛」字不屬於〈當用漢字表〉的表內字，   被以「違反戶籍

法第五十條及施行規則第六十條」的理由而不受理，也拒絕為其登記戶籍。結果，

原告 A 的長女便成了無戶籍的人口。隔年，次女出生了，原告 A 將其命名為「玖

美」，但也因「玖」此字為當用漢字的表外字，故一樣不被受理，也無法登載戶籍，

故次女也變成了無戶籍兒童。原告 A 認為，對孩子命名漢字加諸限制，是侵犯憲

法保障的自由權，即戶籍法第五十條違反憲法第二十一條「表現的自由」。原告 A

先至橫浜家庭法院申訴，但被受理，之後 A 轉至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也被駁

回。法院駁回其理由為「憲法保障國民的自由並非絕對無限制，為了一般公共的

福祉，必要時必須服從其限制。」 

    相關的困擾不只有原告 A 一人，更是許多日本新生兒家庭的煩惱。孩子的命

名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孩子的雙親、祖父母為了命名是費盡心思，或考察古籍，

或依其家訓，經過多次討論，才審慎地給與名字，姓名不只是個人代稱，更包含

親人的期許。但《戶籍法》的限制使其縛手縛腳，許多家庭因為堅持孩子的命名

用字，而違反新《戶籍法》的規定，1951 年 1 月 16 日《朝日報》的第一版「天

聲人語」提到人名漢字限制的問題： 

有個人生了一個孩子，以〈當用漢字表〉沒有的漢字取名，辦理出生登

記而戶政所不受理。有人建議其妥協改成其他溫柔的漢字，但這位父親

堅持，任何其他的漢字都不好，這個孩子成了無戶籍。這個孩子是昭和

23 年 9 月出生的，在這樣的抗爭之下沒有戶籍，變成了法律上無名無籍

的日本人。因為如此，在出生後的三年中，沒有方法可以接受一切的配

給，衛生所流行傳染病的預防注射或水痘注射的通知也沒辦法收到。 

    戰後初期的日本社會百廢待舉，困苦而且貧窮，相關的配給與醫療資源是攸

 
174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 漢字制限の歴史》，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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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生死之大事。人民的抗爭與政府對限制漢字政策的死守，造成了無戶籍新生兒

的出現，其權利與義務都受損，不但無法接受義務教育，未來甚至連結婚也成問

題。1950 年 8 月 14 日龜井勝一郎(1907-1966)以在《讀賣報》的第二版刊登一則

名為〈暴力與娛樂〉之文，其中便批評漢字政策限制了人民命名的自由，是一種

「眼睛看不見的暴力」： 

隨著文明的進步，巧妙的暴力與巧妙的娛樂也跟著發達……。 

從漢字限制、新假名的使用來說，這也是在無知中被決定的一種暴力。

特別是，今天的日本人生下了女兒或兒子，卻不能使用自己喜好的名字

命名，是因在漢字限制之下，使其戶籍無效。 

二戰中，日本政府做出強制給與韓國人日本名之事。沒忘記這件事情的

人很多，對於一個民族而言這應該是屈辱吧。我筆下戰爭的罪惡是數不

完的。今後的日本人只能使用限制內的名字。這是國辱啊! 

    龜井勝一郎強烈的用詞表達了對命名漢字限制的不滿，文中也暗示了這樣的

作法與思維戰前的「奉行軍國主義的舊政府」無異，與戰前的思維相同，如此不

就違背了戰後日本積極遵循的「民主主義」相違背嗎？故「命名漢字的限制侵犯

了憲法保障人民表現的自由」這樣的反彈聲浪逐漸蔓延漲大，學者也群起聲援。 

2.同名者大量增加 

    自 1948 年 1 月出生的新生兒名字依新戶籍法規範只能使用〈當用漢字表〉內

漢字命名以來，便出現了「違憲論」的爭議，新生兒命名的新訴訟案陸續出現，「各

地也出現持續上演著姓名訴訟的悲喜劇175」。一則刊登在 1951 年 2 月 18 日《讀賣

報》第二版，題為〈每年同名有千人 當用漢字的罪  稅徵及郵寄貨品的悲鳴〉其

中提到： 

內閣訓令頒布〈當用漢字音訓表〉之後，公務人員便死守這樣的規矩，

只接受適用此表的名字，例如：「芳」只能念成「kan．ba．shi」或「ho．

 
175 〈戶籍法の改正に衆院動く〉，《讀賣新聞》，1951 年 2 月 18 日，朝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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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不可念成「yo．shi」。「貞」不能念成「sa．da」，名字的音訓被強

行排除，便釀成了議論。另一方面，各地的戶政員在法律改正以來，因

為同姓同名的增加，造成了稅徵通知書或郵寄物品錯誤的抱怨。另外，

改名申請等事務湧進戶政所，事務繁雜化到做不完而悲鳴的全國聯合戶

籍事務會，在去年十月提出使用於名字的漢字「弘」、「彦」、「杉」、「虎」

等五十多字的增加陳情。 

    有些漢字於〈當用漢字音訓表〉頒布之前，在民間是有多種讀音的，以中文

漢字舉個例子，如「絢」此字，有些人念成「ㄒㄩㄣˊ」，有些人念成「ㄒㄩㄢˋ」，

但在該表頒布後，有些字只剩下一個或幾個讀音，如「絢」被規定成只能念成「ㄒ

ㄩㄢˋ」之音，那麼本來欲將其命名為「絢」(ㄒㄩㄣˊ)之音的父母便感到困擾了，

而若在〈當用漢字表〉中尋找同音不同字的漢字，其字義又不見得符合為人父母

者的期待，受限於〈當用漢字表〉內的漢字種類，許多雙親選擇的命名用字便雷

同，而造成同名或同音者大量增加，在姓名不具有區別性的情況下，便造成了社

會困擾，迫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限制漢字在命名使用上的規範。 

(三) 命名漢字的限制合憲乎?違憲乎? 

    在前文「瑛美與玖美命名事件」中，原告A以「命名漢字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

一條人民有表現的自由」一項，而提起訴訟，而東京高等法院並不受理，乙部二

郎在〈關於人名用漢字的限制〉一文中提到此案法院判決書中的部分內容，說明

不受理的理由176(節錄)： 

關於命名文字的限定非常明顯是限制自由。但不能說是直接違反憲法。

憲法為了國民所保障的自由也並非絕對無限制的為了一般公共的福

祉，必要時必須服從其限制，閱覽憲法第十三條177便可知道。……(中

略)……因此問題就在限制命名文字此事是否為了實現公共福祉必要的

 
176 乙部二郎，〈人名用漢字の制限について――「人名用漢字追加表」制定の經緯〉，《言語生活》，

No.302，1976.11，頁 52。 
177 日本國憲法第十三條：全體國民應尊重個人所有。追求生命、自由及幸福是國民的權利，除非

違反公共的福祉，在其他國政上的立法，必須要做到 大的尊重。 



 

 67

這一點。。命名是本人的東西，同時是也是社會的東西。如果人在孤島

獨自生活的話，名字是不必要的。而人一般在社會中過生活，在社會生

活上，自己為了顯示自己需要名字，他人也為了指示對象的人，需要名

字。因此，現代的人口量是如此大，交通工具、聯絡工具發達，在人與

人的接觸、交涉變得複雜多樣的社會中，若使用稀奇難理解的文字做為

名字的使用，就會大大危害社會生活的效率，那麼，不但不利於本人，

也侵害了他人的利益。 

例如，報紙官報及其他的印刷，為了名字得準備很多的活字，或者必須

預先做成活字的設備這樣社會性的不經濟……，總之大大危害了社會生

活的效率。 

(昭和二十六年(1951 年)四月九日東京高等裁判所決定) 

    人民以「限制命名漢字違反憲法表現的自由」提起訴訟，但法官也以「憲法

並非保障無限度的自由」而駁回其告訴，而兩項都奠基在憲法的基礎之上。考量

當時的社會情況，戰後一片百廢待舉，加上科技不夠進步，與人民生活相關的傳

播業，如報社、雜誌社、電報、電信等，都仍然使用傳統的活字，若出現特殊罕

見的漢字，無法輸出，勢必影響排版、出版、傳遞知識及訊息的效率；公家機關

進行與人民姓名相關作業時，也必花更多的時間在處理罕見漢字上，那麼對於戰

後追求「民主化」、「普及教育及知識」的日本而言，此情況是相當不利的，故違

反了「公共的福祉」。且〈當用漢字表〉制定的目的便是要限制困難漢字的浮濫使

用，人名漢字若出現罕用漢字，也就違背此法制定目的。但就人民的需求來看，〈當

用漢字表〉明顯無法滿足人民的需要，而這需要是奠基在日常生活使用之上的，

況且，「浩、宏、靖、聡、也、哉、之、輔、彥」這類未收入〈當用漢字表〉的表

外字，雖在平易文章中的使用範圍狹小，但卻是人名命名的「喜好用字」，它們大

量的出現在社會的人名之中，並非「罕用字」，使用這些字並未違反限制漢字的宗

旨：「避免使用困難的漢字。」但〈當用漢字表〉當初收字的考量並未從這樣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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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考慮，換句話說，要求以當用漢字做為命名漢字的範圍，無異是拿著小女孩

的裙子硬要成年男子穿上的道理，過小且不合時宜。政府制定法律應該考量人民

的需要，這樣的限制與堅持是無法說服人民的，故強烈不滿的聲音仍舊持續出現

在報章雜誌上：「命名是不需要超過平易的範圍，但以法律約束感情的表現是一種

暴政」、「贊成漢字限制的精神但不認同此法是壓迫性的自由，這是政治不合理的

蠻橫行為」178。 

 (四) 人名漢字的出現與內容 

  1.國語審議會與立院的拉鋸戰 

    為兼顧漢字限制合法性及人民需求，較妥善的方式應是修法以符合社會需

要。1950 年 10 月，日本全國聯合戶籍事務協議會，向法務部及文部省提出「增加

新生兒命名漢字使用」的要求179： 

關於新法的漢字限制，我們認可基本上正確的部分。而因為戶籍法規定

常用平易的文字，我們期待從過去廣泛使用中的文字中選出平易的文

字，並希望不需要等太久。又因為限制的關係，也期待多數必要的同名

戶籍修正今後也能增加。 

下方列出的文字是過去廣泛使用主要的部分，是最被國民喜愛的文字，

現在實際申報時，在申報現狀方面有相當多的部分。因此希望能夠被增

加。 

「弘、宏、彥、鶴、藤、寅、尙、辰、虎、也、昌、哉、浩、鹿、伊、

嘉、巖、毅、亀、磯、錦、駒、桂、亭、杉、之、淳、庄、晋、甚、須、

靖、齋、仙、惣、猪、相、敦、奈、稔、彌、輔、亮、綾、呂、熊、佑、

睦、畩、崎、玲、蔦、蝶、悌」 

    隔年的二月，以眾議院的眞鍋勝為首的 13 位議員，起草戶籍法的改正案，其

 
178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37。 
179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27。 



 

 69

                                                

向國會提出的立法理由書中也提到180： 

我們認為今天已到了著手改正常用平易文字的問題的時期。新生兒命名

常用平易文字範圍被斷定同為國語審議會訂定的〈當用漢字表〉範圍是

輕率的決定。兩者的範圍被誤認為同一個，因為強制國民使用當用漢

字，使國民感到很大的迷惑及困擾。如出現無名、無籍的日本人、戶籍

事務負責者協議增加 54 字、同名不同人在各地出現。文部大臣應在適

當的時機對於命名漢字的緩和做出回答。 

    從立法第一句便可見到眾議院與國語審議會對於限制漢字的不同調。國語審

議會打算逐年減少漢字，但眾議院卻想在〈當用漢字表〉僅頒布的五年後，便要

「著手改正」。而改正的方法卻是「緩和漢字限制」，雖說訴求的範圍非全面而只

限於「命名漢字」，但其做法無異於增加社會上漢字數量的使用。 

    而此理由書被受理的 2 月，眾議院法務委員會與負責實施戶籍法的法務府民

事局協議對當用漢字限制的擴張字種事宜，設置「與戶籍法改正相關的小委員

會」，目的是為了消除命名的不自由，從擁有名字的血緣關係、地域關係或漢字的

文化意義三方面重新考慮戶籍法的制定，並提出三個草案，都是增加命名漢字的

種類，第二個方案甚至提議直接削除當用漢字限制，意即不對命名漢字採任何限

制。 

    草案發表後，小委員會成員其中之一的眞鍋勝談到修定戶籍法的理念181： 

 (當用漢字的限制)未從文化或國民感情面向來看，僅從數字來看。對於

每年人口自然增加的百萬人來說，當用漢字中，「死」、「惡」、「凶」、「惑」

等不適合人名的字應勘定削除，剩下的一千字對於百萬人來說，同一文

字在同一時期變成命名而使用一千次以上，這樣使得新生兒的個人化無

法被判別，彷彿是商品，我們反對這樣把人名規格化、統制化。 

    法務委員是是傾向使用平易的漢字做為命名的使用，但不應以〈當用漢字表〉

 
180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29。 
181 1951 年 2 月 18 日《讀賣新聞》第九版，〈戸籍法の改正に衆院動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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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限制，故決議改正戶籍法第 50 條內容，加入第三條182： 

市、町、村長在關於新生兒申報戶籍方面，新生兒名字使用了除了前項

範圍之外的文字這樣的情況下，對於申報人除了要注意前文的要點之

外，就算該申報人未遵從命名的規定，也必須要受理其申報。 

    這樣的作法即是放寬了命名漢字的限制，至少不會因未使用〈當用漢字表〉

的漢字命名，而造成孩子沒有戶籍而權利受損的狀況。多數的輿論是支持這樣的

作法的，「命名」應基於「實際性」、「常識性」來判斷使用漢字，以維護「公共的

福祉」，但命名為個人的私事，不應僵化地使用〈當用漢字表〉強制規範，更不能

以使用表外漢字便不受理出生登記而做為懲罰。 

    但這樣的決議卻讓「國語審議會」非常不滿，因為其委員認為改定的新戶籍

法第 50 條規範無異開啟了表外漢字的一條大道，而這樣的作法是與〈當用漢字表〉

的終極目標相違背的，審議會會長隨即於 4 月 19 日的《每日報》發表了抗議書： 

決定當用漢字與新假名在法律文章上的使用，並在現在實行，到底是誰

決定的呢?不用說，當然是國會。而國會自己與這個方針在原理性上矛

盾，極為輕率決了戶籍法的改正，關於文字政策的根本，加以朝令夕改

性的變更，使我們感到非常遺憾。這樣的作法，讓我們想到以前主張國

粹主義的鐵道部長決定將日本站名的顯示全部從左書改為右書這樣的

英明決斷(?)。 

    這篇抗議書諷刺了命名漢字的放寬就是如同回到過去的國粹主義一般，而這

正是戰後的日本想極力擺脫的東西，國語審議會聰明地將放寬命名漢字為「尊重

個人自由」的焦點，重新拉回「國粹主義的延續」上面。但堅持〈當用漢字表〉

的範圍做為命名漢字的使用，確實不符合民眾的使用現況。 後國語審議會做出

讓步，在 1952 年 5 月，發表了〈人名漢字相關的建議〉，主張有限制的使用漢字，

在 低限度下滿足民眾對於命名漢字的需求183。國語審議會提出了〈人名用漢字

 
182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57。 
183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 期国語審議会，人名漢字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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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增加命名漢字的字種及範圍，內閣採納其建議，並於 5 月頒布。國語審議

會這樣的作法很明顯地奪回文字政策的主控權，重掌了限制漢字政策的權力核

心，不允許限制漢字政策有任何脫軌的情形，同時否決了「國會」對戶籍法改正

的決議，保護了「限制漢字」的政策。  

2.雙方讓步 ──〈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出現 

    從 1952 年的〈人名漢字相關的建議〉可知，國語審議會認為漢字不論在任何

領域都應受到使用上的限制184： 

國語審議會立基在與漢字相關的根本政策，對於人名用漢字有以下建議

事項。理想上，新生兒命名應儘量使用常用平易的文字。而這樣意謂著

命名的漢字使用當用漢字是最好的。然而，新生兒命名也牽涉到社會習

慣及特殊情況，因為考慮到這樣的情況，不得已使用若干在〈當用漢字

表〉以外的漢字。 

國語審議會，從這個觀點出發，審議了許多過去人名使用的漢字資料，

慎重地加以檢討的結果，以另一份文件揭示了有範圍的漢字，這是在當

用漢字以外只限於人名用漢字的認定字種。 

因為這個問題會給國語政策帶來非常大的影響，我們要充分考慮此點，

並應妥善處理。 

    上文的 後一段，再度提醒了國語政策的主流即是限制漢字，而若命名漢字

不加以限制的話，將會破壞了為了「國語的民主化」而實行的「當用漢字」政策，

而這樣的作法是對文化政策全面的重大影響。此段也反擊了法務部無限制放寬命

名漢字的主張，並守護了「限制漢字」的權威。但其仍舊做出了讓步，因為〈當

用漢字表〉設定之初，並未將「社會習慣及特殊情況」的命名用字考慮進去，為

了彌補這個部分，國語審議會提出了限定於命名用的漢字，以利民眾命名選擇，

 
（建議）：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1/tosin03/index.html 
184 同上注。 



 

即上文提到的「另一份文件揭示了有範圍的漢字」，其內容如下185： 

丑 丞 乃 之 也 亙 亥 亦 亨 亮 仙 伊 匡 卯 只 吾 呂 哉 嘉 圭 

奈 宏 寅 尚 巌 巳 庄 弘 弥 彦 悌 敦 昌 晃 晋 智 暢 朋 杉 桂 

桐 楠 橘 欣 欽 毅 浩 淳 熊 爾 猪 玲  瑞 甚 睦 磨 磯 祐 禄 

禎 稔 穣 綾 惣 聡 肇 胤 艶 蔦 藤 蘭 虎 蝶 輔 辰 郁 酉 錦 鎌 

靖 須 馨 駒 鯉 鯛 鶴 鹿 麿 斉 龍 亀 

     此表共收錄 92 個漢字。此表在國語審議會討論的過程中，由原本的 21 字、

45 字、87 字， 後集合所有提出的人名用漢字而不加刪減，做為決議，並向內閣

呈報186。另外，當時國語審議會會長為土岐善麿(1885-1980)，在〈人名漢字相關

的建議〉提出後，便到議院和持反對以〈當用漢字表〉限制命名意見的在野黨斡

旋， 後達成共識，不以全面開放的態度放縱人民命名的自由，而是以有限度增

加的人名漢字字種做為解決新生兒命名的手段，而減低漢字命名對全面性的文字

政策──〈當用漢字表〉的衝擊。 

    內閣採納〈人名漢字相關的建議〉提出的 92 字，定為〈人名用漢字別表〉，

於 1951 年 5 月 25 日以內閣訓令頒布，戶籍法的部分，其施行規則第六十條也隨

之修正，改為： 

第六十條  戶籍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常用平易的文字，以下列為基準： 

一 昭和二十一年(1946 年)十一月内閣告示第三十二号〈當用漢字表〉

所公告的漢字。 

二 昭和二十六年(1951 年)五月內閣告示第一號〈人名用漢字別表〉所

公告的漢字。 

三 片假名或是平假名(變體假名除外)。 

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在該訓令開頭說明〈人名用漢字別表〉的立意187： 

                                                 
185 同上注。 
186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76。 

 72

187 昭和二十六年内閣訓令第一号，人名用漢字別表について：

http://kstn.fc2web.com/s26_zinmei_kun.html 



 

 73

命名使用的文字，應該為了提高國民的生活效率以及個人的幸福，儘可

能使用常用平的文字，這是必要的。然而，因為命名的漢字關係到社會

習俗和特殊的狀況，因此，政府採納此次國語審議會提出的〈人名漢字

相關的建議〉，除了〈當用漢字表〉(昭和 21 年內閣訓示第 32 號)公告的

漢字以外，另外有〈人名用漢字別表〉，做為命名使用上能被承認而未

有影響的漢字，今日以內閣告示第 1 號公告。 

今後，我們希望更努力，將這個目的貫徹於一般國民中。 

    由上文可嗅出，內閣對於〈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制定是抱持著一種不願意而

又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為尊重民意而做出讓步。 

(五) 「漢字限制」實際上的挫折 

     戰後的日本為了革除軍國主義、國粹主義的思想，重建的目標皆是以「民主

主義」為依歸，漢字被當成軍國主義的遺毒視之，故才有了〈當用漢字表〉做為

限制漢字手段而出現， 終的目的是廢除漢字。故〈當用漢字表〉是「國語民主

化」的象徵，而國語審議會認為守護〈當用漢字表〉便是守護「國語民主化」，這

是攸關民生大計、國家百年大業之事，怎可稍微破例之？但從法務部看來，新生

兒的命名應為人民之自由，強加限制便違背了「民主自由」的原則，似乎也與「民

主主義」相牴觸，且考量到戶籍登記，新生兒不應因為命名而使其喪失了相關的

權利和義務，故法務部主張放寬命名漢字的使用，而這樣折衷的辦法即是〈人名

用漢字〉的出現。 

    在〈當用漢字表〉頒布的三年後，即出現這樣的爭議，「限制漢字」政策無異

遭遇了挫折。雖然國語審議會 終沒有將 92 個人名用漢字直接加入〈當用漢字表〉

內，而是改以「別表」方式限定使用的時機，但事實上，這便是擴大漢字使用範

圍的作法，因為此意味著多了 92 個漢字將被人民做為日常生活的使用。乍看之下，

以人名用漢字以別表的方式出現，國語審議會似乎保住〈當用漢字表〉字數及字

種的面子及主張，但從戰後初期設定的漢字限制的修正方向――逐年刪減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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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完全是背道而馳，國語審議會在雙親為孩子命名這樣的「社會習慣及

特殊事件」上，面臨了國語改革的阻礙。漢字改革在日本的內政就像雙頭馬車，

國語審議會及法務部雖都為「新日本」及「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前進，但作法卻

大相逕庭，而人名漢字的需求為日本社會的漢字生存開了一條活路。《朝日報》在

1951 年 5 月 15 日第三版以一篇題為「追加九十二字，於人名漢字問題的終止符」，

報導人名用漢字別表的決議： 

國語審議會決定以別表的形式，在當用漢字一千八百五十字外追加做為

新生兒命名使用的人名漢字九十二字，在人名漢字限制問題上打上了休

止符。…… 

土岐善麿談到：因為新生兒命名漢字的使用是屬於社會習慣及特殊事件

方面，故現在的情況是不得不允許使用當用漢字以外的範圍。而此人名

漢字表的做成，希望法務部能儘早了解並採納。 

    由此篇報導可知，當時國語審議會的理想是以 92 字的人名用漢字表來解決命

名漢字的問題，並藉此畫上休止符，停止輿論的批評。值得思考的是，原本的文

字政策 終是「廢除漢字」的使用，但實際上，漢字卻和「社會習俗」及「命名

文化」連結在一起，改革書面文字是容易的，但要改革千年歷史的「習俗」和「文

化」是困難的，漢字以「歷史文化」的姿態生存於社會之中，要求人民放棄固有

的歷史文化，即是忘本，這是非常不明智的作法，如何能說服得了廣大的民眾？

且事實上，〈人名用漢字別表〉並未真正解決了命名用字問題，該表頒布後，與命

名相關的訴訟案件仍繼續出現，相關事例說明如下188： 

    1951 年在〈人名用漢字別表〉頒布之後，大阪一對雙親至戶政所提出為孩子

改名的作業，其理由為該而出生時原希望命名為「武彦」，但因〈人名用漢字別表〉

尚未頒布，「彦」為〈當用漢字表〉表外字，故辦理戶籍登記時被拒絕受理，後改

為「武男」才登記成功。而今〈人名用漢字別表〉頒布，欲將其改回「武彦」，但

 
188 以下事例參考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

頁頁 16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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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遭戶政所的家庭法院189拒絕，理由為其改名不符合戶籍法第 107 條的規定――

姓氏的變更必須具有正當的理由。該雙親因而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告訴，但結果

卻是維持原判。法官的理由為〈人名用漢字別表〉此法並不溯及既往，且改名之

理由並未具有必要性及正當性，故不予同意。 

    1952 年 11 月也有一位本欲命名為「隆彦」但因〈人名用漢字別表〉尚未頒布，

權宜之下將其命名為「隆好」而申請戶籍登記的雙親，之後因該法公布而欲將其

孩子之名改回「隆彦」，但被拒絕，而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訴訟。高等法院判決結

果同上例，理由也完全相同。 

    同年，一對雙親本欲將在 1950 年出生的孩子命名為「昌宏」，但因為兩字都

不屬於〈當用漢字表〉的範圍，故將其命名為「正博」。在〈人名用漢字別表〉頒

布後，欲將其改回「昌宏」，但其提出的理由為：「正博」就姓名判斷學上來說，

對這個孩子是不利的，因為此名字影響了此兒的健康，且事實上，這個孩子身體

弱，常生病。家庭法院本不受理這個案件，但此對雙親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訴訟，

後判決為同意改名，因為法官認為其提出的理由符合改名條件：「理由正當」。 

    就法院判決改名理由之內容來看，「政策阻撓命名」居然不及「命名學」來得

正當，實在吊詭，但也可從上述例子可知，當時就算開放了命名漢字作為社會大

眾使用，政府的操作仍是非常保守而嚴格的，這樣的作法相當不近人情。而不論

提出改名的理由為何，人民仍持續追求「命名漢字的自由權」實現及擴大，之後

再度促使漢字擴張。〈人名用漢字別表〉這樣的政策不但非為休止符，相反地，讓

在命名上追求表達自由的人民，得到了一條通往〈當用漢字表〉的表外漢字之門

的極小道路，人民藉此層層推進，不論在字種或字形方面，繼續抗爭，要求再擴

大使用範圍。 

(六) 人名漢字限制再鬆綁 

    二戰結束後，日本的重建逐漸進入軌道，社會經濟也隨著進入高度成長的時

 
189 日本人名姓氏的改動必須經過戶政所的家庭法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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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民進一步追求命名的自由，在〈人名用漢字別表〉頒布 10 年後的 1960 年

代，命名漢字的增加要求再被提出，1963 年第十六回全國聯合戶籍事務協議會總

會，接納並紀錄了由富山縣提出的「悠、芙、梨、沙、瞳、惇、恂」七字；1968

年第二十一回總會時，又收錄了由愛知縣提出了「梨、沙、佑、喬」，而陸續從各

地要求增加的人名漢字，在 1971 年第二十四回總會時，被正式地向與會的法務省

代表田代有嗣(1928-)提出，1973 年，第二十六回總會，北海道代表再度提案要求

追加人名用漢字190： 

關於戶籍法第五十條出生登記使用的文字應為常用平易的文字，雖然已

訂定其範圍，但從現代社會情勢而言，我們要求再度擴大人名用文字的

限制。 

(例)佑 伶 楓 杏 鮎 喬 梓 梢 梨 紗 沙 隼 鍵 虹 笹 梯 瓜 栗 藍 

葵 旭 渚 瞳 瑠 紘 悠 芙 

    人民堅持而積極的態度，促使法務省正視此需求，而決定朝向擴大的方向而

努力。此時，一個值得注意的命名訴訟案件發生在 1973 年：東京區一位父親，欲

將剛出生的第二個兒子命名為「悠」，但此字並未被收入〈當用漢字表〉及〈人名

用漢字別表〉當中。當其向戶政所提出申請時，戶政人員建議其選擇其他與「悠」

字同音的漢字替代其名字。但數個小時之後，這位父親再度回到戶政所，不願將

「悠」字替換為其他漢字，改以「名未定」的理由先登記戶籍，之後向家庭法院

提出訴訟，主張「悠」此字筆畫簡單，且日文中許多熟語如「悠久」、「悠長」、「悠

然」、「悠悠自適」等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被廣泛應用的。相較於人名用漢字中「淳」、

「鹿」、「寅」等，漢字筆畫數更少，且應用範圍更大。 後法院接受了這位父親

的申訴，判決接受「悠」字作為命名漢字。理由為：雖然「悠」字未被收錄入〈人

名用漢字別表〉中，但實際上的確屬於常用平易的文字。 

    這樣的判決結果明顯使得漢字限制政策出現了裂痕，而當這個判決成為判例

 
190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108。 



 

時，也表示表外漢字在人名漢字的領域得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加上法務部積極

建議內閣重新審視〈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必要性，上呈由法務省民事局蒐集全國

各市、區、町、村的戶籍窗口建議增加的人名用漢字字種共 120 字，促使內閣敦

促國語審議會思考這樣的可能性。但國語審議會基於全盤文字政策面的考量，仍

堅守「漢字限制」政策，強調一旦任由人民選擇自己喜好的漢字作為命名用字，

將造成國語的混亂及低效率，也勢必造成印刷界的困擾。不願意配合審查。 

    法務部認為追加之事勢不可擋，於 1976 年召開「人名用漢字問題懇談會」191，

邀請 12 位專家學者，討論追加的人名用漢字， 後結果為 28 字，其字種如下192： 

佑 允 冴 喬 怜 悠 旭 杏 梓 梢 梨 沙  瑠 瞳 紗 紘 絢 翠 耶 

芙 茜 葵 藍 那 阿 隼 鮎 

    同年，法務部再度提出將此 28 字納入〈人民用漢字別表〉92 字，合計 120 個

人名用漢字的要求，並建議國語審議會承認這樣的決議。但國語審議會對於這樣

的要求及結果不慍不火，既未強烈的反對，但也未積極作出決議，只針對〈人名

用漢字別表〉回應了下列一段話193： 

國語審議會目前關於〈當用漢字表〉的改善上，正檢討不把此性質作為

限制性的方針，此次，關於人名用漢字的部分，我們同意採取目前的追

加措施。 

    但追加措施的內容為何？國語審議會並未明言，也不審議。似乎以緩兵之計

來拖延人名漢字的追加。法務部並不放棄，轉而以法務部長及文部部長「共同請

議」的形式，在 1976 年 7 月 27 日的內閣定期會議中，放入了追加案的 28 字，三

日後，這 28 字以〈人名用漢字追加表〉的名稱被內閣公告使用194。同時也改定了

戶籍法施行規則的第六十條常用平易文字的內容，再增加了新的命名漢字範圍： 

「昭和五十一年內閣告示第一號人名用漢字追加表所公告的漢字。」 

                                                 
191 此為法務部長內部的諮詢機構。 
192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115。 
193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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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安岡孝一，《新しい常用漢字と人名用漢字》，東京都：三省堂，2011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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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至 1976 年為止，命名漢字實際既能使用的數量為 1970 字。在〈當用漢字

表〉實行的三十幾年間，人名漢字的爭議暫時到此告一段落。從這樣的變化過程

可知，初期的國語審議會緊守著「漢字限制政策」的大門，且不准許任何的文字

政策越雷池一步，但這樣的作法是有違民情的，語言政策必須符合民眾的期待和

需求，雖然〈當用漢字表〉的政策解決了戰前的文字混亂問題，但因過於緊縮，

而侵害到了命名自由權。〈人名用漢字別表〉的頒布在事實上，是漢字限制政策的

第一次放寬，円滿字二郎認為漢字存活的 大關鍵在於其意義上的「唯一無二性」

195： 

人名用漢字這樣新制度的產生是因為對其「唯一無二性」的讓步，且將

唯一無二性從封建性的特質中切割出來，並成功擊退了封建性的特質。 

    他並舉例說明：1951 年福島縣某農民想以「弘」此漢字作為孫子的命名，因

為當時內閣的農林大臣是該縣出身，名字為「広川弘褝」，此農民希望以農民大臣

名字命名，來表達孫子能繼承家業的希望。但「弘」此字未被收錄在〈當用漢字

表〉中，故村里辦公室拒絕他使用此漢字命名，建議他改用漢字表中收錄的「広」

字替代，因為兩字的日文發音都是「ひろし」/HI•RO•CHI/，且都是農林大臣的姓

名用字。但該農民非常不滿，他認為「弘」此字的意思是無法用其他漢字替換的196。 

    正因為漢字意義上的「不可取代性」，使其從「限制政策」中殺出一條血路。

而第二次由法務部運作的〈人名用漢字追加表〉，更進一步擴展漢字生存的空間。

法務部繞過了國語審議會這個「限制漢字」的守門員，為漢字另謀出路，以聯合

請議的方式，將人名漢字範圍擴大，法務部和國語審議會不同調的局面，也為 1981

年〈常用漢字表〉頒布之後命名漢字再度擴展埋下伏筆。當時的法務省民事局第

二課長乙部二郎，於 1976 年 11 月發表了〈關於人名用漢字的限制――「人名用

漢字追加表」制定的經緯〉一文，在結語中提到197： 

 
195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90。 
196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38-39。 
197 乙部二郎，〈人名用漢字の制限について――「人名用漢字追加表」制定の經緯〉，言語生活，

No.302，1976.1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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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名用漢字的問題，基本上的問題點是，是否需要用法令在一定的

範圍中限制住而受到議論。此次追加人名用漢字的措施，並沒有顯示出

明確的結論。不久的未來，在國語審議會中，於《改善當用漢字表》措

施的階段上，對人名用漢字基本性的想法應該要更明確吧!這個問題，

不僅只是國語政策或戶籍行政領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點上，今後，希

望國民各界各層，立足在宏觀的視野，盡可能充分的討論此事。 

    由上文可知自人名用漢字並未因〈人名用漢字追加表〉的頒布而一勞永逸地

解決，這也預告了表外漢字再擴張的可能性。的確，在 1981 年〈常用漢字表〉頒

布之後，〈人名用漢字別表〉陸續修訂了 9 次，目前該表的漢字量為 985 字。 

    另外，我們再回顧〈當用漢字表〉當初設立的宗旨：逐年減少漢字，以達成

廢除漢字目標。但這樣的目標卻未考量到其中蘊含的社會習俗及文化意義，因為

以漢字命名是日本故有的文化，選擇有意義的漢字更代表著親人對新生兒的期

許，只要漢字存活於姓名用字之中，那麼無論漢字量及字種減少到多低的程度，

報章雜誌、公文等一切書面資料，只要提及人名，漢字必定會出現，而在這樣的

情況下，漢字是不可能被徹底廢除的。〈當用漢字表〉設定之初並未設想姓名漢字

逐年取代的方案，而此因素也影響了「漢字限制」實行的結果，也因如此，漢字

找到了其存活的途徑之一。 

 

第二節 報社的變節與〈當用漢字補正案〉 

    戰前「漢字限制」政策的積極提倡者本就是報界，1946 年 11 月內閣頒布了〈當

用漢字表〉與〈現代假名用法〉，報界便自發性地遵守這樣的決議，在發行的刊物

中，儘量使用〈當用漢字表〉內所收錄的漢字，而表外字的部分遵照〈當用漢字

表〉的規範： 

文章中若要書寫未被此表收錄的漢字，必須使用別的詞語書寫，或者，

使用假名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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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將〈當用漢字表〉的表外漢字完全杜絕於版面中，實非一朝一夕可以辦到

的事， 大的問題是如何將漢字詞語內包含表外漢字的替換──若是該詞語無法以

其他詞語書寫，其中的表外字是該用其他相近的漢字書寫：如「瀆職」寫成「汚

職」(「瀆」為表外漢字)？或是以假名替換：如「拉致」寫成「ら致」(「拉」為

表外字，「ら」/la/為其讀音 )？這樣的作法需要討論並必須給閱讀群眾時間去適應，

所以，報界是支持〈當用漢字表〉的政策，但並未在頒布之後便完全廢除表外漢

字的使用。 

    當時的《朝日報》，在〈當用漢字表〉頒布後，便在內部設立了「新聞用語改

善委員會」，主要目的是推行並改進針對該表實行的新文字表記用法。此會並發行

「新聞用語研究」，每月一回，目的是在社內徹底實施〈當用漢字表〉的規範。此

份刊物也記錄了社內發行文章中表外漢字出現的狀況，並依每月、每個版面分別

列舉出現頻率高的表外字。斎賀秀夫於其論文〈新聞用語的五十年〉中，整理了

1949-1951 年(昭和 24-29 年)的表外漢字數量，其出現的變化如下〈表四〉198。 

斎賀秀夫談到，〈表四〉中，昭和 25、26 年的表外漢字書量比起昭和 24 年是

呈現增加的情況，但這是因為在這兩年，報紙的版面及頁數增加，內容多了文學

藝術版面，大量刊登短歌、俳句須利用到漢字所致。而自 27 年至 29 年，表外漢

字的使用數量是逐年下降的。另外，《每日報》的部分，一樣設立了社內的紙面審

查研究室，致力於廢除表外漢字的使用。各家報社皆努力在逐漸減少表外漢字的

使用，原本在戰後便大力鼓吹「廢除漢字」的《讀賣報》，率先在 1953 年 8 月 1

日在第一版發表一篇名為〈更容易地閱讀 從版面廢除表外漢字〉的文章： 

本社從新聞報導的立場出發，全力實行此漢字限制。為了從紙面廢除表

外字，使用易讀的漢字，同時只使用簡素的用語，並使用句讀點，達到

以正確的國語來報導，今年八月一日從版面更進一步完全實施當用漢字

的規範，只有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及其他特殊的場合，才使用當用漢

 
198 斎賀秀夫，〈新聞用語の五十年〉，日本語學，東京都：明治書院，1995.08，vol.14，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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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外的漢字。 

與此並行的還有，本社今後，動、植物名稱全部使用片假名書寫，少年

少女欄只使用八百八十一個教育漢字。 

如此一來，本報紙版面便更為清楚，而且我們相信此敘事方式將使更多

讀者更易閱讀，變得更為親切。 

雖然在部分讀者中因為長年的習慣，存在著對當用漢字使用上的不滿，但從新

聞的大眾性來看，仍希望大家能配合。 

 

表外字數 昭和 

年 

月 

字種別 出現總數

刊行刊別 

1-6 171 231 「用語研究」33 号(24.10) 24 

7-12 171 253 「用語研究」36 号(25.1) 

1-6 260 402 「用語研究」44 号(25.9) 25 

7-12 195 375 「用語研究」48 号(26.1) 

1-6 173 350 「用語研究」54 号(26.7) 26 

7-12 187 403 「用語研究」60 号(27.1) 

27 3-8 59 110 「ことば」199 8 号(27.11) 

27-28 9-2 74 106 「ことば」15 号(28.6) 

28 3-8 55 106 「ことば」20 号(28.11) 

28-29 9-2 51 128 「ことば」27 号(29.7) 

〈表四〉1949-1951 年雜誌《用語研究》的表外漢字數量200 

                                                 
199 此期刊於 1952 年 4 月始改名為「ことば」(語言)。 
200 斎賀秀夫，〈新聞用語の五十年〉，日本語學，東京都：明治書院，1995.08，vol.14，頁 53。 



 

 

〈圖九〉〈更容易地閱讀 從版面廢除表外漢字〉201 

 

此篇報導宣告了《讀賣報》進入完全廢除表外漢字的時代，全面實施〈當用

漢字表〉的內容。相較於〈表四〉《朝日報》的同一年仍舊使用部分的表外漢字來

看，《讀賣報》在推行〈當用漢字表〉上是更為積極的，而就「少年少女欄」只使

用教育漢字來看，該報不僅配合了〈當用漢字表〉的規範，更進一步遵循了全套

文字政策的內容。但無論如何，各家報社皆盡力朝著只使用〈當用漢字表〉而努

力。 

    而〈當用漢字表〉制定的目的是逐年修訂內容，為了修定此表，第二期國語

審議會成立了「漢字部會」，從 1952 年 7 月至 1954 年 2 月止，共召開了 26 回的

會議。審議工作以日本新聞協會提出的〈報社有關當用漢字補正意見的匯總〉202

為基礎，展開討論，增加生活中必須用到的字，而刪除不常用或是可以其他表內

漢字代替的字種。〈報社有關當用漢字補正意見的匯總〉是 1951 年 2 月初由各家

報社派代表召開的「新聞用語懇談會」，各社提出希望加入及刪除的漢字種，彙整

                                                 
201 《讀賣新聞》，1953 年 8 月 1 日，第一版。 
202 《当用漢字補正に関する新聞社の意見の集計》：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

情報，第 2 期国語審議会 ，１ 漢字の問題 当用漢字補正に関する新聞社の意見の集計：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2/bukai0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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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見而整理出來的。以新聞協會編纂的此資料作為討論基礎，是因為這是能「客

觀反映社會現實的材料203」。有意思的是，此份資料顯示了新聞界希望〈當用漢字

表〉的內容能消除 74 字，但希望能增加 559 字，若以一字有兩個報社以上提出者，

也還有 151 字，從期待修定的總數來看，大大地超出了〈當用漢字表〉目前的數

字，可見在〈當用漢字表〉實行了 6 年之後，民間對漢字的需求量還是很大，並

未因限制漢字的政策而逐漸減用漢字。 

    後，國語審議會在 1954 年 3 月公布了「當用漢字表審議報告」，修改的內

容是「作為更正將來當用漢字表的基本性資料」，將其命名為〈當用漢字補正案〉，

其中從〈當用漢字表〉削除了 28 字，並加入了 28 字，另外增加「個」字的音訓，

及把「燈」的字體改為「灯」，相關內容請見下〈圖十〉〈當用漢字補正資料〉。 

 

 

１ 從《當用漢字表》內削除之字 

 
２ 在《當用漢字表》內增加的字 

 
３ 改定音訓及字體的字 

 

〈圖十〉〈當用漢字補正資料〉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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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同上注。 
204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 国語施策情報，第 5 期国語審議会，1. 当用漢字補正資料

取り扱いの問題：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5/bukai0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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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當用漢字表補正資料〉內容的字數仍維持在 1850 字。但為什麼不直接修

改〈當用漢字表〉的內容，而另外命名為〈當用漢字表補正案〉呢？何群雄於《漢

字在日本》一文中提到205： 

考慮到修改〈當用漢字表〉的影響太大，漢字部認為不宜作為正式建議

向文部大臣提出。全體會議也認可了這個意見，就作為將來修定〈當用

漢字表〉時的基本資料，報告了文部大臣。同時為了徵求修改意見，希

望報社試用。由於《補正資料》在很大程度上是以新聞用語懇談會提供

的資料為基礎作成的，新聞界馬上決定採用。 

    斎賀秀夫於《戰後的漢字政策及其影響》206中也提到： 

因為這個〈補正資料〉的決定在很大程度上是以新聞用語懇談會提供的

資料為主的，懇談會決定採用此補正資料，自四月一日起開始實施。總

之，在這個時間點上，這樣造成了公家機關及學校教科書等仍使用舊的

〈當用漢字表〉，只有新聞界使用〈補正當用漢字〉的情況。 

    《朝日報》也在 1954 年 3 月 15 日第三版以一篇標題為〈當用漢字的補正 國

語審議會的諒解 暫時、實驗性的使用〉宣布新聞界將使用當用漢字補正資料的內

容。 

    故新聞界從 1954 年四月實施新的〈當用漢字補正案〉。從這樣的轉變可知，

雖然新聞界使用的〈補正當用漢字〉仍維持在 1850 字，但其實與原來的〈當用漢

字表〉相較之下，已多使用了 28 個表外漢字，增加原因即是舊漢字表漢字數量不

敷新聞界使用。故雖然公家機關及學校教科書仍沿用舊的漢字表，但事實上表外

漢字在社會上又再度擴張了生存空間，社會使用的合法「表內」漢字數增加為 1877

字。另外，〈當用漢字補正案〉可說是〈當用漢字表〉依預定進程作的第一次修正，

 
205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103。 

206 斎賀秀夫〈日本語の中の漢字――戦後の漢字施策とその影響〉，国際交流，20(2), 1998.01，

頁 46。 



 

但 後結果卻與原意相違背，雖然官方說法說明修改前與修改後都是 1850 字這樣

的結果純屬巧合207，可是由此可知隨著〈當用漢字表〉實施，在社會上要再度縮

減漢字量，是不符合社會需求與潮流的，「限制漢字」政策至此再度遭遇了挫折，

漢字生存空間也隨著新聞報導的需求跟著擴大。 

 

 

〈圖十一〉〈當用漢字的補正 國語審議會的諒解 暫時、實驗性的使用〉208 

 

    另外，隨著〈當用漢字補正案〉的實施，新聞界也希望能統一替換表外字詞

語的新聞用語，新聞用語懇談會自 1953 年以來審議因應〈當用漢字表〉規定的表

外字「使用別的詞語書寫，或者，使用假名書寫」的相關詞語，自 1955 年 4 月統

一刊行〈新聞用語替換集〉(〈新聞用語いいかえ集〉)，統一全國報紙、電視新聞

使用的詞語，接著並審議外來語及外國地名、人名的表示，並修正各社間用語、

表記的不統一現象， 後結果集結成〈新聞用語集〉，於 1956 年由日本新聞協會

發行，其中收錄了使用表外漢字的詞語約 1700 詞，於其下條列了以表內字或假名

                                                 
207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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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朝日新聞》，1954 年 3 月 15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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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的詞語或寫法，以下舉例說明，此資料參考《岩波講座 日本語 3 國語國字問

題》209: 

1.以假名替換者： 

◎挨拶あいさつ ◎     鵜飼ウ飼い 

2.以其他漢字(表內漢字)替換者： 

◎艷歌師演歌師 ◎     臆說憶說   

3.以其他表內漢字詞語替換者： 

◎危殆危険、危機 ◎     寓話たとえ話  

4.以假名、其他表內漢字或其他表內漢字詞語替換，兩者可自由選擇一

種者： 

◎緬羊綿羊、めん羊 ◎      勾配傾斜、こう配   

◎嗜好品好物、し好品(物)、愛好品 ◎    叢書双書、シリーズ  

◎煖炉暖炉、ストーブ 

    由上述例子可知，表外漢字詞語替換成假名或是表內漢字的寫法有許多種，

有些是替換整個詞語，如：挨拶あいさつ、勾配傾斜，有些只替換表外字，如：

「勾」配「こう」配、「叢」書「双」書，少部分詞語甚至以片假名、平假名

互用，如：鵜飼ウ飼い，上述第 4 類這種詞語替換寫法不只一種的高達 241 個。 

另外政府及學術界陸續頒布及出版漢字「特殊及專門用語」的表記方法，也是為

了配合廢除表外字的使用，條列如下210： 

1.公文作成要領(1952 年 內閣頒布) 

2.法令用語改正要領(1954 年 內閣法制局頒布) 

3.關於同音漢字的替換(1956 年 國語審議會報告) 

4.學術用語集(1954 年至 1981 年)共 23 集 

    新聞界同樣也採納了上述資料，而使用於新聞報導的文字表記上，如暗誦
 

209 柴田武等，《岩波講座 日本語 3 国語国字問題》，東京都：岩波書店，1977，頁 239-240。 
210 斎賀秀夫〈日本語の中の漢字――戦後の漢字施策とその影響〉，国際交流，20(2), 1998.01，頁

45。 



 

暗唱(同 3.)、蛔蟲回蟲(同 4.)、擾乱騷乱(同 1.)。這樣的作法雖然達成只使用〈當

用漢字表〉表內漢字的目標，但從這麼多參考資料及寫法來看，可想而知這種表

外字替代寫法多少造成了版面的混亂，文意不清的問題也隨之產生，讀者也有閱

讀理解上的困擾，新聞界為配合漢字限制政策採用了替換詞語的寫法，但此寫法

卻廣受文學家及社會大眾批評，此問題間接促成了 1980 年代漢字表的再改革，相

關論述請見下節內容。 

 

第三節 文學家對〈當用漢字表〉的批評 

    為了使文章更為簡單平易，日本政府實行了限制漢字的政策，〈當用漢字表〉

的實施，避免了使用艱澀難懂的漢字，在文章的平易化方面，的確有正面的貢獻，

但這樣簡化的過程中，也衍生了許多問題， 大的問題來自於字種數量的不敷使

用及表外字詞語替換的問題︰ 

(一) 表外字以表內字改寫的問題 

     

 

〈圖十二〉〈當用漢字表〉「余」取代「餘」字211 

 

    〈當用漢字表〉「使用上的注意事項」開宗明義揭示︰ 

文章中若要書寫未被此表收錄的漢字，必須使用別的詞語書寫，或者，

使用假名書寫。 

                                                 
211 日本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審議会（終戦～改組），当用漢字

表， 辰部～鳥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syusen/tosin0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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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於此規範，許多漢字漢詞必需改寫︰一種情況是有些未被列在〈當用漢

字表〉中的表外字明定以表內某字﹙以下簡稱表內字﹚代替，如上〈圖十二〉中

圈注處，以表內字「余」取代表外字「餘」。 

    但部分的表外字以表內字替換後，反而使文章內容語意不清。高島俊男在《漢

字與日本人》一書中便提到這樣的問題212︰ 

其中213最不適合者，就是把兩個以上的字合併成一個字體。例如「芸亭」

這個詞語。「芸」本有其字。音為「un」﹙ウン﹚。意思有個兩個︰一

為一種香草，一為「割草」之意的動詞。「芸閣」或「芸亭」其中的「芸」

是「香草」的用法，在過去是圖書館的意思。 

但是「芸」同時作為「藝」的略字。這樣的話「藝亭」、「藝軒」等這些

過去的人名及稱號都得寫成「芸亭」、「芸軒」。那麼，不論是本來的「芸

亭」、「芸軒」或是後來才產生者，都讓人弄不清楚意思。 

    以上是〈當用漢字表〉中以「芸」取代「藝」的問題。另外，高島俊男還舉

了「余」取代表外字「餘」的困擾。「余」本意為「我」;「餘」本意為「剩下的」。

但當句子中出現了「余は……」，便出現「我是……」或是「剩下的是……」的歧

義。其他顯而易見的例子，尚有以表內字「弁」取代表外字「辨」、「辯」、「瓣」。

「辨」、「辯」、「瓣」三字在中文及日文的意思都有顯著的不同，但〈當用漢字表〉

卻將其以同一字取代，所造成的困擾便可想而知了。  

(二) 同音漢字以假名書寫的問題 

    漢字能將日語語音中的意義，從文字的角度表現其細密之處。如日語語音中

的「なく」/na．ku/表示動詞「叫」的意思，但改寫成漢字時，依據主體的不同，所

使用的漢字也不同，請見下〈表五〉： 

 

 

 
212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都︰文藝春秋，2001，頁 224。 
213 這裡指的是在當用漢字新字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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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例句 漢字例句 翻譯 

鳥がなく 鳥が鳴く 鳥鳴 

犬がなく 犬が吠く 犬吠 

羊がなく 羊が咩く 羊叫 

小兒がなく 小兒が呱く 小孩啼叫 

 〈表五〉假名與漢語詞彙的比較：同音漢字以假名書寫的例句 

                   

  上表中，漢字詞的「鳴く」、「泣く」、「吠く」、「咩く」、「呱く」以假名書寫時，

全部都寫成 「なく」。以假名書寫時這樣的詞語時，便無法根據主體而作區別，

文字的藝術價值也被破壞。另外，「泣く」此漢字詞語的假名標音也寫成「なく」，

故「鳥がなく」此句除了解釋成「鳥兒鳴叫」也可以解釋「鳥兒哭泣」，文意上便

容易造成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當用漢字音訓表〉整理了漢字音讀與訓讀，但部

分特殊情況的讀音未被考慮進去，又因為〈當用漢字表〉內的使用規則提到：「名

詞原則上以漢字書寫。」造成不知該使用哪個漢字書寫的困擾，林四郎在〈今後

的言語生活〉提到214： 

不論是在〈當用漢字表〉或是〈常用漢字表〉裡，「穴」字收入了音讀

「ケツ」/ke．tsu/及訓讀「あな」/a．na/，而「孔」此字，只有收錄音

讀「コウ」/ko．u/，並沒有收錄訓讀音。這樣的作法，是把訓讀做為口

語發音的處理(故不收錄)。但是，這樣卻未考慮特定口語上的發音的訓

讀音。單獨從單詞自由使用意義上的立場來看，不論是「穴」或「孔」，

都可考慮使用「あな」/a．na/這樣的訓讀。替代上，當實際想使用「あ

な」/a．na/這樣口語語詞表現的情況下，如書寫「あながあく」，可以

寫成： 

「穴があく」或是 「孔があく」，也可以寫成「あながあく」 。 

                                                 
214 林四郎，〈これからの言語生活〉，文部時報，1227 號，1979.08，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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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訓讀被認為是口語發音的立場，「穴」和「孔」都能念成訓讀

音「あな」/a．na/。而在上述例子的情況下，「あな」/a．na/這樣的口

語中，與「穴」、「孔」兩字相關的是同訓異字的問題。在例子中，都皆

念成「あな」/a．na/的「穴」與「孔」的差別，是道路上的洞(「あな」

/a．na/)稱為「穴」，而拉門上的洞(「あな」/a．na/)稱為「孔」，為了區

別，將有塌陷這樣意義的「あな」/a．na/寫成「穴」，有破洞意思的「あ

な」/a．na/寫成「孔」這樣定義是不得不做的事。 

同音異字的現象，比起名詞，動詞及形容詞更為頻繁。「おくれる」/o．

ku．re．ru/ 可以寫成「遅れる」或「後れる」做為區別，「あげる」/a．

ge．ru/ 可以寫成「上げる」或「揚げる」或「挙げる」這樣三者以做

為區別，在上例及這裡都有一樣的情況。 

我自己對於使用訓讀漢字有特別的偏好，而雖然對屬於必須分開使用的

同訓異字感到興趣，但實際上使用的時候卻感到疑惑，最後常常只能使

用假名書寫。 

    上述提到的問題是漢字的訓讀音被限定之後，造成某些情況需要用某個漢

字，卻不能念出那個意思的讀音，也因如此，被迫使用假名書寫。如例子中的「孔」

在〈當用漢字音訓表〉中只剩「コウ」/ko．u/的讀音，那麼當要表達拉門上的洞：

「孔があく」時，孔字卻又不能念成「あな」/a．na/的音，所以只好書寫其假名

音代替「孔」字，寫成：「あながあく」，但這樣的作法又容易讓人誤會此句的意

思為路上的洞：「穴があく」。從這樣的例子可知，雖然漢字能以假名代替書寫，

但卻會造成語意不清的狀況，且無法表現語詞細微之處，而〈當用漢字表〉的頒

布，使這個情況持續擴大。有人認為，這是日語的音節太少，同音詞太多，同樣

的讀音，往往可以寫成幾十個漢字，如「きこう/ki．ko．u/」以漢字表示可寫成「気

候、貴校、機甲、奇行、帰港、寄稿、気孔」的情況，若不以漢字書寫，有時難

免會產生語意混淆不清的狀況。另外，何群雄提到另一個「屯」字之例，此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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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頒布的〈常用漢字表〉中增加 95 字的其中之一，強力要求增加此字的單位

是政府的防衛廳，為的是標明漢語詞「駐屯地」，義為「自衛隊的駐紮地」。此字

並未收錄於〈當用漢字表〉，故此表頒布後，「屯」字以假名標示「とん」」/ton/，

「駐屯地」寫成了「駐とん地」。但另一個漢字「豚」假名標音也為「とん」/ton/，

「駐とん地」乍看之下，似乎是聚集許多豬隻的地方。故此字雖然遭到許多部門

反對，認為使用率不高，但卻因為軍方的堅持而收錄至〈常用漢字表〉裡215。許

多的例子都明顯地表示，漢字在日語中的表義功能實非假名能完全取代。 

(三) 表外漢字詞語以其他詞語書寫的問題 

    〈當用漢字表〉部分表外字以表內字代替，如〈圖十二〉。另一種未明定者，

便必須以其他意思相近的表內字詞代替。這樣的規定延伸出許多問題，其中之一

就是文詞變得冗長且過於口語化，池田摩耶子的《日本語再發現》中批評此種現

象216︰ 

因為當用漢字的限制，所以如「杞憂」、「充填」、「姑息」都得置換成「多

餘的辛苦 (取越し苦労)、無意義的擔心(無用の心配) 」、「埋入(うめる)」、

「一時的忍耐(一時しのぎ)」這樣的詞語……，文辭之美都被毀壞。完

全同義的漢語辭彙是不存在的。 

    漢字詞語在日文中的功能如同中文中的成語，成語用詞是 簡潔有力的，且

能使文章內容豐富多姿，若把一篇文章中的成語都以其解釋代換，想必該篇文章

定冗長而過於平實無味。許多日文中的漢字詞價值等同中文中的成語，其意義較

假名詞語簡潔，若囿於漢字種類而選擇性地捨棄了部分的漢詞漢語，無形中也戕

害了文學的發展。這個部分，雖然〈當用漢字表〉於 1946 年便頒布，但表外字詞

以表內字詞替換的建議資料，遲至 1956 年才由國語審議會提出報告：〈關於同音

漢字的替換〉作為參考，且但並非所有的表外漢字詞語都被收錄，被明確標示出

替代的表內漢字詞語，故此部分也受到學者的批評。 

 
215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128。 
216 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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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外漢字詞語以漢字假名混寫詞替代產生的問題 

    漢字在日文書寫中，多用於實詞的部分，而假名用於詞尾變化及連詞。兩者

並用的寫出的雜文體，詞語分節處一目了然，比起全篇只使用假名書寫者，更容

易理解和閱讀。樺島忠夫(1979)曾舉例說明217︰ 

（例句一）假名書寫︰はははははじょうぶだ 

 (例句二) 假名分詞連寫︰ははは はは じょうぶ だ 

 (例句三) 漢字假名交互使用︰母は歯は丈夫だ  

 (例句四) 句子分節示意︰母は/歯は/丈夫だ 

 上文的語意為︰「母親的/牙齒是/健康的」。例句一至三的發音皆相同，只是書寫

的方法不同。樺島分析﹙例句一﹚這樣的書寫方式，讓人難以斷句且語意模糊;但

若將部份字詞使用漢字書寫，如(例句三)，因為漢字與假名字形不同，兩者交互書

寫，便能明白將文句分節，故(例句三)漢字的功能便同等於(例句四)使用「/」分節

的效果，使人明白其意。另外，(例句二)之例︰「ははは はは じょうぶ だ」。這

樣的句子，雖已分詞連寫，但開頭兩個詞語「ははは はは」除了可以解釋為「母

親的牙齒」，也可當成壯聲詞「哈哈哈哈哈」解釋，這樣的話，此句也可譯為「哈

哈哈哈哈，健康啊!」所以，若不用表意的漢字而單以表音的假名書寫，便可能造

成歧義。 

    漢字詞語的連寫原本使人一目了然，但在〈當用漢字表〉實施時期，部分表

外漢字詞語以漢字假名混合代替的結果，便降低了日語的準確性及豐富性，且更

難閱讀。丸谷才一舉了兩個新聞的標語作為例子，請見下〈表六〉。 

    丸谷才一就上例分析218︰ 

在這裡，一方面在社會的需求下使用「憂鬱」、「残骸」、「瓦礫」這樣的

詞彙。(為何說是需求呢?因為若以其他的辭彙敘述替換的話，意義便不

能明確的傳達，如以「感覺鬱悶(気がめいる)」或是「瓦片與小石子﹙

 
217 樺島忠夫，《日本の文字 : 表記体系を考える》，東京都︰岩波書店，1979，頁 90。 
218 丸谷才一，《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語》，東京都︰新潮社，1989，頁 110-111。 



 

瓦と小石﹚」或是「被破壞後剩下的(破壊された残り)」，意思就不一樣，

而且費事不便)；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因為國家禁止使用困難的漢字的

緣故，只好從中取得解決之道。 

但是，例如「殘骸」，我們意識到第一個概念的詞語，是把這個二個漢

字作為前提放在意識上而成立的。而且，從漢字詞為一主體、剩下的假

名是句子其他部分的意義來看，可以快速地表示整個句子的結構。但報

紙卻喜愛使用漢語與假名的混合詞語，大幅奪去語言傳達意義的力量，

因此使用這樣的辭彙，不但讓人不舒服，而且不得不說是官僚式的處理

方式。 

 

新聞標語 原文翻譯 漢字假

名混寫

詞 

原日語

漢字詞 

中文 

翻譯 

憂うつな春 

私立中高入試スタート 

令人憂鬱的春天 

私立國高中入學考試開始 

憂うつ 憂鬱 憂鬱 

残がい 残骸 殘骸 死者 83 人、負傷者 205 人の大惨

事に 

がれきからプラ爆弾の残がい 

死者 83 人，受傷者 205 人的

大慘案  

在塑膠炸彈瓦礫之中的殘骸 

がれき 瓦礫 瓦礫 

〈表六〉漢字假名混寫詞219 

 

    上文中的「解決之道」，即是將表外字以假名取代，如例子中的「鬱」為表外

字，假名寫為「うつ」/u．tsu/，因為〈當用漢字表〉嚴格限制只能使用表內字的

規範，造成「憂鬱」只好改寫成「憂うつ」。同理，「骸」、「瓦」、「礫」皆為表外

字，以假名代替書寫的結果便使一個完整的漢詞語分解為漢字及假名兩部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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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參考丸谷才一，《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語》，東京都︰新潮社，1989，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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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虛詞無法藉由書寫文字的不同而分別，破壞了漢字在日文書寫中斷句、分節

的功能，使得文意理解變得困難費事。這些困擾和學者的批評自〈當用漢字表〉

頒布後未曾間斷，國語審議會的〈關於同音漢字的替換〉報告，內容也有納入漢

字假名混寫詞，故此問題在〈當用漢字表〉實行時期，並未被解決。 

(五) 版面混亂的問題 

    〈當用漢字表〉頒布後，日文寫作上因為受到此表漢字種類及數量限制，漢

詞使用受限，造成文章詞彙貧乏並缺乏造語能力，內容過於直接，修辭也變得單

純。於是日本人不得已轉而多用以片假名音譯外來語書寫，但這又使文句變得冗

長不好讀。不同於表意的漢語詞彙，外來語及羅馬字 大的問題即是需要了解語

音的意思，才能明白整個詞語的意義。丸谷才一在《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語》中

直接批評這樣的現象220︰ 

片假名的日本語﹙如「マンション」、「コンピューター」、「エレガンス」

221﹚或是更極端的羅馬字的日本語﹙如「PTA」、「KIOSK」﹚，使現

代日本語變得混亂及低劣，已常常被提及，我就不重複再說。總而言之，

〈當用漢字表〉使我們的言語變得不便、沒有深度、平板、醜陋。「限

制漢字」這個性質使文章變得冗長、不嚴謹、難閱讀，字面醜惡是更不

用說的了。 

 

    因為〈當用漢字表〉的內容及規範在使用上是如此地綁手綁腳，動輒得咎，

福田恆存在 1966 年提出〈建議書――與國語審議會相關 給文部大臣的呼籲〉批

評國語審議會修改〈當用漢字表〉的缺失，提議削除 31 字，增加 47 字，總計增

加 16 字，並收錄了國語問題協議會的理事竹內輝芳所作嘲諷詩〈當用漢字什麼都

沒有〉說明〈當用漢字表〉不敷使用且不合民情的現況222： 

 
220 丸谷才一，《桜もさよならも日本語》，東京都︰新潮社，1989，頁 110。 
221 此三者皆是以片假名書寫的外來語，分別音譯自英文的「mansion」、「computer」、「elegance」。 
222 麗澤大学出版会，《福田恆存評論集 第八卷 教育の普及は浮薄の普及なり》，千葉縣：廣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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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犬無貓，有雞無兔，有馬無鹿。有松無杉，有桃無栗。縱有梅、竹，

也無鶯、雀。有沙無泥，有霧無霞、也無虹，有峰無麓。有你(君)無我(僕)，

有我無你(汝)，有他無誰。只准喜歡，不准討厭，就算有才，也無智。

有衣無靴，有和尚沒有袈裟。有衣無袖，且沒身體。有頭無頸，有皮無

膚，有目無瞳，眼瞼眉毛全沒有。有鼻無頰，有舌無唇，即使有額也無

顎。有心肺無肋骨，有肝無脾、胰，沒有膀胱也就不需要有腎臟。有腸

管但沒有蠕、動，能吸收但不能排泄。有指無爪，有腰但沒屁、股，有

腳沒有膝也沒有脛。有頭髮沒有梳子，再加上不是假髮，所以沒有「禿」。

有熱水沒有肥皂，因此也不會起泡。洗了手卻沒有擦手巾。沒有釜卻有

飯，就吃飯時而言，沒有碗、筷、膳。沒有鍋當然也沒有汁。有菜但沒

有盤子。有肉而有漬物。有貝卻沒有殼。有鹽而沒有味噌，也沒醬、油。

有茶但沒大小茶壺，也沒茶托。有家但沒有牆，有柱子但沒有樑，有屋

頂沒瓦片，有門但沒窗戶，有院子但沒籬笆，有水池但沒鯉魚。魚的偏

旁只剩下鮮和鯨。花木在但沒花盆，有花但沒花瓶。有布沒剪刀。有和

服但沒衣櫃。有書沒書架。有箱子沒蓋子。有桌沒椅子。有櫃子沒鑰匙。

釋「迦」、「孟」子、親「鸞」都沒有。有刀沒有槍。有筆有紙有墨，正

想是文化國家呢!卻發現沒有硯。有行書沒楷書。有信封沒信箋。有明

信片卻無法投函。下雨了卻沒有傘，也沒有雨鞋。有田地無鍬、也無鋤。

有氮無磷酸。有老人無拐杖。有船卻沒有錨。有港口沒有棧橋。能去但

無回。有太太但沒有主人。因為沒有哺育，也不能叱罵孩子。有元帥沒

軍曹，有錢但沒錢包。無圃有稻，有米無粟。因為沒有臼和杵，所以也

沒有餅。有酒但沒酒樽。大阪沒有阪，岡山沒有岡，「茨」城、「栃」木、

「埼」玉、神「奈」川、 山「梨」、岐「阜」、愛「媛」、「熊」本、新

「潟」、「奈」良、沖「繩」也沒有，令人懷疑國家是否只統治一半。 

 
園事業部，2007，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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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限制漢字使用，即限制詞彙學習，義務教育著眼於 1850 字的限制，切

斷部分漢字間的聯繫，學生除了學寫漢字，還得分辨哪些字是當用漢字，哪些字

不是。另外，〈當用漢字表〉的字體整理缺乏一貫性和整合性，如︰以「仏」取代

「佛」、「払」取代「拂」，但「沸」此字又維持原字等。這樣使學生更難記憶，只

好死記硬背，徒增困擾。另外，還有作者投稿至報社，卻因為內容使用表外字而

被報社任意修改這樣不尊重原作之事，也明顯地侵害了個人著作的自由。大野晉

談到223： 

就報紙而言，報社中，比起新聞記者寫的原稿，在社外的人投稿的原稿

中使用當用漢字 1850 字以外漢字的文章，更隨意被更改。就算是現在，

也仍然常被任意修改。就算是有署名的原稿，除了非常有名的某些作家

以外的文章都被直接修改。就我的思考，報社這樣的這樣的作法是有些

太過分了。例如，使用「僻地」這樣的詞語，這個「僻」字並未在 1850

字中。所以，投到報社「僻地」這樣的原稿便被默默地修改了。修改成

什麼呢?變成「辺地」。然後，寫「何らかの」卻因為不符合當用漢字音

訓表而被改成「何かの」。這個事情，不只是之前某報社採用這種作法，

我也有確實的經驗。當我自己讀來看的時候，不記得有寫過這樣的文

章。我思考到底是哪裡奇怪呢?拿出之前投稿通過的原稿來看也不明白。 

 

    1975 年 6 月 24 日《讀賣報》第十八版「日本語的現場」以一篇名為〈在漢字

輕視的結果下〉談到〈當用漢字表〉對下一代的影響已漸漸發酵，在這樣背景教

育下成長的教師，沒有足夠的漢字知識背景，所以只等待教育部頒布漢字的相關

用法，包含寫法的標準等，文中報導： 

在大學開授「漢字教育法」講座的大東文化大學的原田種成教授(中國

文學)談到：「戰後不久『漢字輕視時代』便來到。將來不將再有漢字的

 
223大野晋，《日本語を考える》，東京都：讀賣新聞社，1968，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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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這樣的風潮出現了。在這樣環境中教育出來的人，不久就畢業大

學而當老師教書。但他們非常缺乏漢字成立的過程或其變遷等知識。因

此，就出現「如果(學生寫出來的答案)與教科書不一樣的話就是錯(不

對)」這樣混亂的現象。 

原田教授「以我自身的經驗，也不能告訴自己的孩子在世間也通用的漢

字之類的事，這不是一件可怕的事嗎？文化不會就此斷絕嗎？」 

把教科書的內容當作「金科玉律」的錯覺，這是學校一部分的教育現場。 

    此報導指出了教育現場的問題，除了漢字教育的配套措施不足，師資的專業

知識也不足，而當面臨〈當用漢字表〉外的漢字時，許多教師便覺得無所適從，

不知該如何教育學生。日本雖然試圖以〈當用漢字表〉範圍內的漢字規範社會使

用，卻忽略了表外字仍存在於社會的實際層面上，更進一步地，除了日本，亞洲

也尚有中國、台灣等地使用漢字，就上文原田教授提到的「不能告訴自己孩子世

間其他通用的漢字」，日本狹隘地在教育中阻絕了〈當用漢字表〉表外字的學習，

以假名代替，但這是切斷了與國際的聯繫，況且在日本古典文學中，也有許多表

外字存在，當教育只限定教授表內字時，無疑也切斷了與古典文學的聯繫。這也

是日本學者憂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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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民主化的爭論與妥協，漢字政策走向的改變 

 

〈當用漢字表〉自 1946 年頒布後，至 1981 年在〈常用漢字表〉頒布後才被

廢除。實行的三十幾年間，如第三章所言出現許多反彈的聲浪，不論是在表達自

由上的爭論，或是漢字假名混合詞語使得詞義不清，都批評著〈當用漢字表〉「強

制性」的「擾民」缺點。但國語審議會於〈當用漢字表〉實施的初期仍堅持著「限

制漢字」以達「廢除漢字」的終極目標，一直到 1962 年，國語審議會內部出現的

戲劇性的改組，一切才有了轉圜之地。改組後的委員，就〈當用漢字表〉的缺失

做出修正，漢字政策由「強制性」轉變為「參考基準」。本章將以國語審議會內部

改組造成的影響為中心，說明漢字政策走向改變的過程，並說明隨著政策的改變，

也影響相關法令制定的結果，這樣的變化使得漢字生存空間正式擴大，漢字生命

也得以延續。 

 

第一節  民主化的反思 

    戰後日本百廢待舉，一切都希望重新開始，所以語言改革在知識份子的呼籲

下冠著民主化的名義進行， 典型便是第二章第二節提到的《讀賣報》「廢止漢字

吧」的社論。而當時有位小說家高見順(1907 -1965)在閱讀完這篇社論之後，在隔

天的日記寫下反思224： 

大反對！「漢字是如何地阻礙國民智能的發達」――我並不是要對此句

提出異論。但是因此提出要採用羅馬字這樣無理的言論，不禁讓我憤怒

的血液沸騰。這是在「民主主義」的名下，愚蠢事情紛紛躍出。 

    上文點出了許多假民主主義之名的政策，其真正的精神不見得符合民主主義

 
224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 : 吉川弘文館，2007，

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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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回顧上一章，在〈當用漢字表〉實行的五年後，「限制漢字」政策便在「限

制命名用漢字等於違反表達自由」這樣的議題上觸礁了，之後才有《人名用漢字

別表》及《人名用漢字追加表》的出現。的確，就學習上而言，「限制漢字」減輕

了學生學習的負擔，並增加了知識在傳達上的效率，也使一般民眾在金錢與時間

有限的情況下，能得到 充分獲得知識的機會，但同時，卻也造成了部分表達不

清的困擾。円満字二郎提到漢字使用的兩個面向225： 

從接收資訊的手――以接受為中心思考的場合，漢字的數量越少，學習

便能更加容易。另一方面，送出情報的手――從表達者的立場來思考，

被限制漢字此規定所限制住，相對的也限制了自己的表現。 

    這兩個矛盾的面向，在〈當用漢字表〉實行期間，不斷地引起爭議。尤其就

表達者的立場來看，為完整表達內心的感觸，有時逼不得已會與「漢字限制」相

牴觸。円満字二郎在《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提到了 1970

年代，一群憤怒的群眾使用表外字「怨」表達心聲的例子。自 1950 年代始，「チ

ッソ/chisso/有限公司」在水俣灣這個地方排出有機水銀，當地居民捕撈水俣灣裡的

魚蝦食用，其中的重金屬隨著食物囤積在身體裡，漸漸引發了眼睛病變，全身痙

攣，更嚴重者肌肉變形。而這樣的症狀一開始被認為是怪病，一直到 1968 年，才

找出原因，之後，這樣的症狀被命名為「水俣病」。當地居民知道原因後，便開始

爭取這樣的公害賠償訴訟，1970 年 11 月，「水俣病」的患者上街表達不滿，製作

了黑底的旗幟，上面大大寫了一個「怨」字，表示心眾的憤怒與怨念226。 

    「怨」此字為表外漢字，其假名讀音為「うらみ」/u．ra．mi/，在〈當用漢字

表〉中，訓讀音為「うらみ」者有另外一個漢字：「恨」，但在〈當用漢字表〉已

實行了二十幾年的 1970 年，這群「水俣病」的患者卻不願意使用「恨」而選擇「怨」

做為旗幟標語，為什麼呢? 円満字二郎引了中國文學者「松浦友仁」的論文〈詩

 
225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 : 吉川弘文館，2007，

頁 187。 
226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 : 吉川弘文館，2007，

頁 12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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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的「怨」與「恨」〉說明這個理由227： 

從「怨」來說，是對於現實不滿的意思，「恨」是表達後悔的意思。 

    雖然「怨」與「恨」都念成「うらみ」/u．ra．mi/，但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如

果使用假名「うらみ」做為旗幟標語，也無法精準地表達內心的情感，對「水俣

病」的患者而言，使用「怨」這個漢字，才能真切地表達心中的情緒。 

    從這個例子而言，為了精準而確實表達內心的想法，在許多情況下，〈當用漢

字表〉在漢字使用上的限制，反而是一種干擾和阻礙。戰後初期物資缺乏，民眾

對於〈當用漢字表〉的頒布及其「限制性」政策是樂於見到的，漢字的限制使得

印刷便利，不必常備過多漢字，方便資訊傳遞；教育方面，除了國語文上的學習

也跟著減輕，文字及文章變得易學易懂，也能有更多的時間學習其他科目，知識

相對也跟著普及。這樣的作法的確有安定社會，協助教育普及的功能。但到了 1960

年代，社會經濟文化展現了更高度的發展，此時，文學、藝術之美，也被逐漸重

視而發達起來。一般國民、文學家、藝術家追求的，不只是「能用」的文字，而

是「充分表現自我」的文字，但「漢字限制」的政策卻成為絆腳石，使其在傳達

語義上縛手縛腳，尤其是「表外字必須使用表內字或其他詞語取代書寫」， 被人

詬病，不能隨意選用自己認為 適合的詞語傳達意思，這便是侵害了「表達自由」，

與民主主義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如此，〈當用漢字表〉到了 1970 年代

後期，再度被提出修正的需求，從「表達面向的民主化」來看，其「限制性」的

特性，反而與「民主化」精神相悖，若再削減〈當用漢字表〉的漢字數量，便更

不符合民情與社會需求的。且當時的潮流來看，斷不可能再朝著「廢止漢字」的

方向而走，放寬漢字使用的聲浪逐漸擴大而被重視，終影響了修正的方向。 

 

第二節  漢字政策的轉捩點，1962 年國語審議會的改制 

    由上一章可知，雖然民間呼籲〈當用漢字表〉內的漢字不夠用，法務省甚至

 
227 円満字二郎，《昭和を騒がせた漢字たち : 当用漢字の事件簿》，東京都 : 吉川弘文館，2007，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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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欲越過國語審議會放寬命名漢字的使用，文學家也相繼批評〈當用漢字表〉

在語言表達上的缺失等，但制定〈當用漢字表〉的國語審議會仍堅守「限制漢字」

的立場，雖然為了新聞界的需求而妥協提出〈當用漢字補正資料〉，但並不同意將

改定的漢字全面實行在社會上。追求表達自由民主化的聲浪越來越大，這即是「開

放更多漢字」使用的訴求，但在上位者的國語審議會，卻仍頑固緊閉著「限制漢

字」的大門，與此潮流格格不入，其原因便是在於國語審議會的地位及內部成員

的組成。 

    國語審議會在制定〈當用漢字表〉時，為官制機構，它的屬性是官廳的諮詢

機構，屬於被動性質。部會首長提出需求，請國語審議會解決，審議會才會召集

專家學者研商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而〈當用漢字表〉頒布之後，為了提升語

言政策實行的效率，1948 年 3 月，文部省另外設立了「國立國語研究所」並於於

1949 年 6 月修改設置法，公布了〈國語審議會令〉，將國語審議會由官制的機構改

為「政令」的機構，其屬性升為建議機構，能主動調查審議「與國語改善的相關

事項」、「與振興國語教育相關的事項」，且遇到「認可必要的事項可向文部大臣及

相關大臣提出建議」228。這樣的改制等於提升了國語審議會的權力，這也說明了

為什麼在〈人名用漢字別表〉的例子上，法務部想單面放寬命名用漢字卻不可行，

因為國語審議會在這個時期掌握了語言政策的大權。但在 1961 年國語審議會改組

之後，文部省又於 1962 年公布了〈國語審議會令〉，自該年四月始，調換回「諮

詢機關」，再度變成被動的「回應文部大臣諮詢」的機構，其機能被縮小，下文有

詳細的說明。這樣的改動是漢字政策的轉捩點，因為自此之後，漢字政策的走向

由「強制使用」轉為「參考標準」，這也影響了之後〈人名用漢字別表〉的擴張，

相關論述請見本章 後一節。 

    國語審議會的內部委員，因為對於文字改革的主張不同，分為表音派與表義

派229，自第三期(1954-1956)國語審議會始，其爭論的點原本在統一假名的標音上，

 
228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84。 
229 此部份派別的命名採用何群雄的說法，而安田敏朗在《国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一書中稱表



 

 102

                                                                                                                                              

表音派主張假名的標音應使用現在的發音，而表義派認為應沿用過去歷史的標音

方法230，表音派除了在假名標音上與表義派產生歧異，在漢字的政策上也是比較

激進的，此派傾向語言改革必要朝向「廢止漢字」的目標前進。而戰後一直到 1961

年止，國語審議會會長為表音派的土岐善麿(1885-1980)，且其中成員表音派佔大

多數。土岐善麿曾任早稻田大學講師，都立日比谷圖書館長，同時是位文學博士，

並且是日本羅馬字會的成員。他主張使用羅馬字做為書寫文字，並有《羅馬字教

育》等相關著作。在他主導下的國語審議會，語言政策的運作一直都是朝著「廢

除漢字」的目標而進行，故他在國語審議會第三期的會議中，成立了「羅馬字調

查分科審議會」，想要進一步完備羅馬字的使用規則，並研究羅馬字教育的施行細

則，做為未來能取代漢字，全面書寫的的文字。 

    這樣的走向一直到 1961 年產生了轉折，轉折要從「五委員退出事件」談起。

在第五期(1959-1961)國語審議會 後一次會議結束前，按照慣例，必須要選出下

一屆的成員。依照當時的「國語審議會委員及臨時委員的推薦方法相關規程」(1951

年 7 月 5 日 文部省令第十六號)，先用互選的方法，從現任委員中選出七至十五人，

組成推薦協議會，再由協議會推薦下一期的委員。這看起來似乎是是很「民主」

化的作法，但在 1961 年 3 月 17 日，第五期 末期的會議召開時，表義派委員站

起來反對這樣的方式，依照當時的審議會紀錄，屬於表義派的委員提出反對理由

如下231： 

舟橋委員： 

……關於過去的委員選舉，在許多委員心中都仍存在著便宜行事的想

法，只想著要維持現狀。老實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希望能有兩個流動。

現在暫時性，以表音與表義之名命名委員立場，我希望能夠五五對分(之

後的委員) 各一半。因為，從過去到目前為止，表音主義派的人數都是

 
音派為「現在派」，表義派為「歷史派」。 
230 委員相關主張及爭論的內容，可參考安田敏朗《国語審議会―迷走的 60 年》一書的第三章，因

其內容與本論文主題較不相關，故此處不再贅述。 
231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5 期国語審議会，第 42 回(続き)総会，議

事：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5/sokai042_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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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倒性的多數。以我而言，做了十年的委員，大致上來說，前半的五年

都是孤立無援的狀態。……，對著壓倒性多數的表音主義者，只有靠著

一票表達反對意見的前半時期，我做為表義性的發言是一件相當困難的

事情。 

    下〈表七〉為國語審議會的成員構成情況，由表中可知，新人率自第 1 期始

漸漸降低，此表示汰換的委員越來越少，安田敏朗提到： 

(從此五期的國語審議會成員來看)，共有十九名八年以上的國語審議會

的委員存在，大概瀏覽一下，便可發現理科系、實業家、羅馬字論者，

簡易化論者非常明顯地多。運行的方向性偏掉了，故表義派只能批評也

沒有其他方法。 

     

 人數 (人) 新人 (人) 新人率 (％) 

第 1 期 54 36 66.6 

第 2 期 54 26 48.1 

第 3 期 50 11 22 

第 4 期 52 22 42.3 

第 5 期 44 12 27.3 

〈表七〉國語審議會的構成232 

 

雖然國語審議會表面上以推薦協議會這樣民主化的方式推舉下任委員，但「事

實上是變成表音主義者及與其同調者永久支配的必然結果233」。換句話說，國語審

議會決策的方向掌握在少數、相同的成員手上，且都是表音派的成員，故決策的

內容並非是各家協調、集思廣益的內容，而是表音派藉由「多數暴力」而決定語

言政策的走向。表義派雖然為國語審議會的成員，並認為戰後的文字政策必須批

                                                 
232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121。 
233 福田恆存，《国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新潮社，1962，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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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但卻因為發言屬於少數意見而不受重視，故主張改變選舉方式，改組現在的

國語審議會，重新選出適合、公正的成員。但這樣的提議並沒有被採納，故表義

派的宇野精一、山岸徳平、舟橋聖一、成瀬正勝、塩田良平、中島健藏六位委員，

在第五期 末期的會議為表示抗議而離席，且除了中島健藏，其他五位委員並「退

出」國語審議會以表示不滿，此事便稱為「五委員退出事件」。福田恆存評論此舉

動234： 

五委員退出的主要目的是揭發掩蓋於眾人目光之下，實際上卻是明顯的

獨裁事實，並喚起世間的注意。 

但當時國語審議會並沒有停止選舉，因為其他委員認為退席便表示放棄選舉

權，故在會長土岐善麿的主持下，剩下的委員互選出 12 名推薦協議會的成員，結

束了第五期的國語審議會議程。福田恆存提到235： 

因為要決定第六期國語審議會的委員236，在這個機會下，這半年間，大

概可以說是空前絕後引起世間國語問題的爭論。 

    「五委員退出事件」引爆了社會在〈當用漢字表〉實行的十幾年以來，對漢

字使用、假名表記等問題的不滿，福田恆存也於《國語問題論爭史》談到237： 

五委員的退出變成了一個契機，突然間引發了國民對國語國字問題的關

心，透過報導機關熱烈地討論起來。《國文學》在 36 年 7 月(1961 年)作

了「漢字、假名問題與教育」的特輯，刊載了三十多名學者的意見。 

    表義派離席的六人中有四人是「國語問題協議會」的成員。「國語問題協議會」

是由一群反對戰後語言文字政策的人發起的，以作家和評論家為中心而成立的協

會。同年 4 月 28 日，國語問題協議會邀請退席中的四人說明事情的經過，決定今

後的努力方針：改組國語審議會。並且在這半年裡，國語問題協議會的成員與不

 
234 同上注。 
235 国語問題協議會，本會先達顕彰頁，福田恆存先生顯彰頁，『私の國語教室』より，國語問題早

解り（上）：http://www.kokugomondaikyo.sakura.ne.jp/fukuda/fukudahaya1.htm 
236 這裡指的是五委員退出事件後，國語審議會不顧他們的抗議，繼續運作選出協議會的委員，欲

藉由協議會來繼續選出第六期的委員。 
237 福田恆存，《国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新潮社，1962，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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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在報刊雜誌上的社論、評論及民眾投書欄裡，對「國語審議會應有的樣子提出

批判性的意見」；而另一批以表音派為主而組成的「羅馬字會」和「假名文字會」

學者同樣不甘示弱，也向相關雜誌報紙投書，表達擁護和支持國語審議會的相關

決策，雙方互打筆戰，各自申述具體的主張，一時之間甚為激烈。 

    雙方雖然各自表述，但以根本看來，「為了 大多數的 幸福」這個目標，是

共同的基本方針238。如何從中取得妥協點，是文部省苦惱的事，又因為多人拒絕

推薦協議會的推薦(如井上靖、時枝誠記、宇野精一等)，故第六期國語審議會的委

員面臨難產的窘境。安田敏朗談到239： 

結果，在第六期共四十六人的委員中，新人有四十人。從第五期繼續擔

任委員者變得只有六人。新人率是 86.9%。到第五期為止，擔任四期以

上，同時為第六期委員者只有有光次郎及千種達夫。土岐善麿離開了國

語審議會。……第六期國語審議會自一九六一年十月至六三年十月的期

間被重組，以修正委員的「偏失」。並以國語審議會令改正，不再有「推

薦協議會」，改以「回應文部大臣的諮詢」的「調查審議」形式取代，

變成諮詢機關(一九六二年四月)。國語審議會的機能縮小了。 

    國語審議會再度由「建議機關」降回了「諮詢機關」，而國語審議會的委員改

成由文部文部大臣任命，表音派的領導者土岐善麿選擇離開了國語審議會，明顯

地，表音派的影響力被削弱了。此改組影響了之後漢字政策的走向，第六期國語

審議會概要提到240： 

文部大臣的致詞提到：「關於新構成的審議會，姑且暫停過去為了具體

性的國語政策所提出的內容。現在，應充分傾聽國民間種種的意見，此

外，同時檢討過去的實際績效，我希望能從大局性的觀點來檢討國語問

題的基本性方法。今後我們首要思考的事就是確立不再動搖的國語概

 
238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128。 
239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129。 
240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6 期国語審議会，概要：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6/gai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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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從上文「充分傾聽國民間種種的意見」及「姑且暫停過去為了具體性的國語

政策所提出的內容」暗示了過去的國語審議會所做的決策與民間的需求並不同

調，而文部省正視了這個問題，重新審視了國語政策的方向性，而改組國語審議

會，此也意謂著「廢除漢字」這個遠程目標似乎有再檢討的必要。 

    接著，第七期國語審議會中，委員吉田富三(1903-1973)一連提出了幾個與漢

字有關的議案：「關於小學的漢字教育」、「關於在國語傳統的尊重」、「關於國語審

議會規定審義的國語，應公開表示的事項」。其中提議在小學教育中實施「石井勳

教育法241」，使學生學習漢字能更加容易。另外建議語言中必須尊重傳統的具體作

法等。 重要的是在「關於國語審議會規定審議的國語，應公開表示的事項」中

建議242： 

國語應以漢字假名混合體作為書寫表記的正則。國語審議會應在這個前

提之下，審議和改善國語相關的事項。 

    之後，1966 年，第八期國語審議會召開，文部大臣中村梅吉在開幕詞提到243： 

「戰後為了適應新時代，國語審議會做了大量工作，接二連三地制定語

言文字政策，實施之後，遭到一些議論和批評。……今後在審議國語書

寫方式時，理當以漢字假名混合文體為前提。在考量過去的各項政策之

上，我們希望從更廣的立場去檢討各項國語政策改善的方法。」 

    從第六期的國語審議會概要中便可發現，表義派的意見已被納入語言政策的

走向中，這是因為連任數期、積極推動文字改革朝向「廢除漢字」的表音派委員

 
241 石井勳是一位教育博士，他出版《私の漢字教室――石井學級の實驗報告》，提出了創新的漢字

教育教學理論：一、對一年級生而言，漢字比起抽象的假名，更親切而且容易記憶。二、愈早教漢

字、並設計更多反覆練習的機會，愈容易習得。三、將出現次數多的漢字先提出，並教授其與其他

字的相互關聯以幫助記憶。如︰先教「言」字、再教「賣」字， 後教兩者結合的「讀」字。相關

內容可見土屋道雄，《國語問題論爭史》，東京都︰玉川大学出版部，2005，頁 278。 
242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7 期国語審議会， 第 53 回総会，国語審

議会が審議する「国語」を規定し，これを公表することに就いて：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7/sokai053/04.html 
243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8 期国語審議会，第 58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8/sokai05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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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離任，而新任委員中，有許多是來自表義派的成員，語言政策被較為公平的

討論著，表義派的意見被聽見，也能浮上台面，做為考慮施行政策的走向之一，

雖然吉田富三「國語應以漢字假名混合體作為書寫表記的正則」提案，在當時並

未得到多數委員的同意票，但相較於前幾期的國語審議會的運作來看，表義派明

顯得到更多的發聲機會與舞台。而第八期由文部大臣在公開場合的發言，明言政

府不再考慮書寫系統表音化的方式，語言政策轉為以漢字假名混合文體為前提，

作為日語書寫的法則，可說是「限制漢字」政策的重大突破，此不但表示決定放

棄「廢除漢字」這個終極目標，此外，也卻立了漢字合法的生存空間，漢字政策

就此轉向，朝向使用的常態前進。 

 

第三節 〈常用漢字表〉的出現 

(一) 定位由強制轉為彈性的「目安」 

    自 1962 年始，文部省改組了國語審議會後，國語審議會就變回了文部大臣的

諮詢機關。第六期文部大臣提出諮詢的事項為244： 

到目前為止的國語政策，有鑑於實施的經驗等，為了應再思考需要檢討

的種種問題。在這個時刻，應再度檢討，因為這樣的改善是必要的。 

    到了第八期國語審議會，文部大臣要求國語審議會對以下四項提出「改善國

語政策的具體內容」審議245： 

1.關於當用漢字(字種、字體、音訓) 

2.關於送假名的用法 

3.關於現代假名的用法 

4.其他與此相關聯的事項 

又因為文部大臣中村梅吉的致詞：「審議國語書寫方式時，理當以漢字假名混合文

 
244 安田敏朗，《囯語審議会︰迷走の 60 年》，東京都︰講談社，2007，頁 138。 
245 文化庁文化部国語課，〈常用漢字表ついて〉，文部時報，1254 號，1981.1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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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前提。」定調了漢字政策之後的走向――保留使用而非廢除，故國語審議會

自第八期之後都朝向這個目標修正語言文字政策。第八期國語審議會審議為審議

上述文部大臣提出的四項內容，於第 68 回總會決議成立相關部門分別審議討論

246，其中成立了由「小委員會」負責審議〈當用漢字表〉及其相關政策的性質及

改善方向。依其小委員會紀錄的前言提到247： 

從國語應該淺顯易懂的面向來說，國語的表記應該有一個基準，我們認

為這是必要的事。但是，為了保持國語的優美、豐富、準確及嚴密性，

有必要考慮這個基準不適合作出嚴格的限制性。 

依照這個原則，小委員會在關於〈當用漢字表〉及〈當用漢字音訓表〉「改善的方

向」中提到248： 

〈當用漢字表〉及〈當用漢字音訓表〉改善的具體政策屬於漢字部會審

議的東西。而其改善的方向有以下幾點的考慮。關於〈當用漢字表〉及

〈當用漢字音訓表〉表，就前言提到，從基本性的思考來看，不應作出

嚴格的限制，我們認為這樣的基準才應該是妥當的。這個基準的意思

是，今後寫文章時，應儘量使用〈當用漢字表〉中公布的漢字及〈當用

漢字音訓表〉中公布的音訓，這個之外，其他的漢字及音訓，並不應禁

止使用，而是希望能儘量不使用。總之，兩表是做為努力的目標且這個

宗旨都能被尊重。 

而法令、公文是如此，而有著公共性特質的一般的報紙、雜誌等，也希

望其能尊重〈當用漢字表〉及〈當用漢字音訓表〉這個基準。 

在義務教育或高等學校教育的現場對於漢字或音訓的處理，從教育的觀

點來考慮的同時，也應該要留意與一般社會的關聯，而慎重地檢討與思

考。 

 
246 成立的部門有「運營委員會」、「漢字部會」、「假名部會」「小委員會」「其他的漢字假名合同部

會」。 
247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8 期国語審議会，小委員会審議経過報告

（部会報告）：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08/tosin03/index.html 
24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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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以顯現出漢字改革的方向：考慮抹去強制性的色彩，不再要求只能使用

〈當用漢字表〉內的漢字。這樣的思考使得漢字表變得更有彈性，只要求大家「儘

量」使用表內漢字，但基於表達的優美及準確性，可依個人自由適度取捨表外漢

字與音訓的使用。日本政府在此重新定位漢字的使用，「漢字表」的性質由強制轉

為彈性使用，意為漢字不但做為一個常態的使用，並且在政策上，賦予了其更大

的自由空間。 

第十期的 終總會(第八十回) 答覆了〈當用漢字改定音訓表〉，前言提到249： 

漢字假名混合使用與戰後的國語政策 

……為了減輕國民讀寫的負擔，使印刷更為便利的目的，在戰後實行了

漢字的字種及音訓上的限制、改定送假名等的國語政策。在那之後過了

二十年，我們認為也得到了相應的效果。但是，一方面字種、音訓的限

制使文章變得難寫，假名的增加也使文章變得難以閱讀。漢字假名混合

文字的缺點也已經超越了漢字使用的限制的優點了。 

……此次的改定音訓表，基於一般社會生活及為了能表現優美的文章，

我們將其設定為「目安」的標準。 

    漢字假名混合詞語的確是被文學家批評地 激烈的施行〈當用漢字表〉的弊

端。一場在 1979 年舉辦的「關於我們國家的國語」座談會紀錄中，東京大學教授

三根谷徹，同為國語審議會委員之一，談到〈常用漢字表〉作成的經緯及意義250： 

另外一方面，限制性的方針這樣的問題點是，束縛了表現上的自由，文

字表記變得不自然。……這個方案的特色我再稍微的說明一下，為了在

一般的社會生活上，大家能流暢地相互理解、相互傳達這樣前提之下的

國語表記，為其需要而作成的漢字表的性質，不應該像過去的〈當用漢

字表〉採取限制性的作法，而是具有彈力性的「目安」這樣的作法。這

是本表最大的特色。 
 

249 文化庁， 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0 期国語審議会，「当用漢字改定音訓表」

（答申）：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0/tosin01/01.html 
250 〈我が国の国語をめぐって 座談会〉，文部時報，1979.08，1227 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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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谷徹談到國語審議會決定以「目安」這樣的作法來放寬漢字使用，做為

解決漢字假名混合文字使語意不清的情況。接著，第十一期國語審議會在改善〈當

用漢字表〉的相關事項中，決議作出新漢字表，並討論漢字選定的方針，同時，

確定了新漢字表的基準特性同為：「目安」，在該期的審議經過報告（案）提到251： 

為了漢字表具體性檢討的基本性方針 

1 我們認為漢字表是必要的，但關於此表的性質，不應該如同現行的〈當

用漢字表〉這樣的限制性性質。…… 

 這個「基本的方針」，在想法及詞句表現上也一定有不夠充分的地方，

不過，這是各委員到目前委指透過協議及並獲得共識的前提下，為了漢

字表具體性檢討的目前方針，也被全體同意了。…… 關於第 1 項，我

們認為必須要有某個東西表示漢字表的依據作為這個漢字表的特性，但

並不是意謂著只能使用這個表中的漢字這樣限制性的特性。這個方針就

像在〈當用漢字改定音訓表〉（昭和 47 年(1972 年)6 月 28 日國語審議會

答覆）的前言中提到的「目安」此詞所表示的東西，是我們今後具體性

檢討的宗旨。  

 (「漢字表の具体的検討のための基本的方針」に至るまでの経緯) 

「目安」此漢字詞義為「目標」、「參考」。何群雄提到252： 

在後來的審議中，就文件253裡所說的“基準”進行了反覆討論。最後歸結

為：不是限制性，而是一個大致的基準。又覺得“基準”和“標準”都太硬，

帶有限制性的意味。選來選去，最終選定了曖昧的“目安”一詞。“目

安”――參考標準、大致的槓槓、看上去舒服”――絕妙好辭。 

1981 年 3 月 24 日《朝日報》的晚刊，桑原武夫也以〈目安――曖昧、矛

盾的產物 有必要考慮日語的將來〉，這樣的形容詞來解釋「目安」此詞模糊不

 
251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1 期国語審議会，第 11 期審議経過報告

（案）：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1/tosin01/index.html 
252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123。 
253 這裡的文件指的是第八期國語審議會小委員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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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又「曖昧」的特色，此方式使「漢字表」的性質較偏向於「宣導」的意味而

不再具有強制性。《讀賣報》於 1981 年 3 月 24 日的第三版，刊登一篇題目為

〈限制派、自由派254 以「目安」妥協〉，認為以「目安」一詞作為新漢字表的

性質，是表義派和表音派雙方妥協的產物： 

關於漢字爭論對立的根源很深，歷史也很久。就雙方主張大致簡要的說

明，與限制(表音)派主張「減輕漢字學習的負擔、應確立不論是誰都能

了解的平易性的表現法」相對，自由(表義)派主張「在最大限度下發揮

漢字具有的造語能力、豐富的國語表現是必要的」，大概就是如此。我

們不得不說，追溯至明治維新前後為止，從歷史的經緯來看，雙方很難

找到共同點的論爭，卻在立基於〈當用漢字表〉的實際使用情形上，以

「目安」此軸線的設定而終結。…… 

國語審議會最終的答覆，以兩個「注」的項目補足「目安」這樣的形式： 

1.並不是無視於此表，也不是隨心所欲的使用漢字，我們希望的是能 尊

重此表並以之作為努力的目標。 

2.立基於此表之上，可就實際情況自己決定漢字的使用，也不禁止根據

此範圍而使用此表上所產生的差異。 

……這個答覆，是新作成補足之前的中間答覆。……當時，這個「目安」，

被漢字使用自由派解釋為「這是可以任意使用數量」的意思。另一方，

從相反的立場來看的話，「目安」是「較為緩和的限制」。……此討論放

入這一期的審議會，福島會長提到「即使再少，審議會也要在全體的外

部統一上做一個說明及定義」。對抗來自漢字自由派的「目安就根本就

是曖昧的詞語，是沒有賦予定義性質東西」這樣的說法，結局是，為了

表示「禁止自由放任地使用漢字」，雙方協議了這樣的「注」。只就這個

部分來看的話，限制派得到了競爭上的勝利。 

 
254 這裡的限制派即前文中提到的表音派，自由派指的昰表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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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目安」一詞在定義使用規則上較為模糊，但兩項註解說明了國語審議

會的立場：「緩和性的限制」，以原則性的作法來規範漢字的使用，這樣說服了表

音派的訴求，而撤掉強制使用的規範，也滿足了表義派追求使用的自主性。而漢

字的使用爭議自明治時代起，到此大致告一個段落，「目安」一詞滿足了兩派了要

求，確立了新漢字表的地位。 

 

(二) 〈常用漢字表〉的內容 

     國語審議會在 1972 年重新思考〈當用漢字表〉的適切性，在廣納各方意見

之下，以〈當用漢字表〉為基礎，從漢字種類、字體、音讀訓讀等各方面加以修

訂刪改。第十一期國語審議會就新漢字表的基本性的概念及選定漢字的方針等討

論，第十二期繼續這樣的內容，並在該期 後的總會(第 101 次總會 1977 年 1 月)

提出了「新漢字表試案」，裡面提到新漢字表的性質，以下簡要說明255： 

1.收錄的漢字在法令、公用文書、報紙、雜誌、媒體等，一般社會生活

使用的場合中，具有效率且共通性高的漢字。 

2.此表並不干涉在現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在科學、技術、藝術等各種專

門領域或個人漢字的使用，也不否定過去文獻中使用的漢字。 

3.因為新漢字表以「目安」表示，那些在表中，被列出用於書寫文章的

字種、音訓，並不是具有限制性的東西。使用表中沒有的字種或音訓，

也不會被否定。也不是在任何場合都必須使用的東西。 

4.認為在閱讀上面有困難的情況下，可使用標音假名註解。 

5.此表不作為地名、人名等的固有名詞的漢字使用。 

6.此表並非是為學校教育作成的東西，關於在學校漢字指導的實際上必

須更進一步的考慮。 

    國語審議會使用許多否定詞來表達此表的「消極性」的限制性質，希望大家

 
255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2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1 回総会，新漢字

表試案：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2/sokai10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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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儘量使用表內漢字但並非具有強制性。第四點提到解決表外漢字妨礙閱讀的情

況――使用標音假名，這樣的作法明顯與戰後〈當用漢字表〉為了廢止漢字的使

用而取消標音假名的作法是大相逕庭的，此條款顯示出了比起假名，漢字在表義

上具有不可取代性。我們可以說，國語審議會以「目安」這樣的作法來放寬漢字

使用，做為解決漢字假名混合文字使語意不清的情況。第四點提到，若有需要可

寫標音假名，此也表示出在某些情況下，政策是支持社會使用表外漢字的。 

    第十三期審議會的決議將新漢字表的命名為「常用漢字表」，「常用」一詞為

「一般、普遍使用」之義，並提出〈常用漢字表案〉，廣納各方意見作為修正的依

據。1981 年 3 月，第十四期審議會第 113 期總會，正式提出〈常用漢字表〉，回覆

了文部大臣於 1966 年提出的「改善國語政策的具體案」，內閣於 1981 年 10 月 1

號以內閣訓令的方式頒布，頒布的同時，也廢除〈當用漢字表〉、及其他為補足〈當

用漢字表〉內容的相關政策256： 

內閣訓令第一號 

各行政機關 

關於「常用漢字表」的實施 

政府本日在內閣告示第一號告示「常用漢字表」。 

今後，各行政機關需以此表作為現代國語書寫表記的漢字使用的參考標

準(目安)。 

再者，同時廢除昭和 21 年内閣訓令第 7 号，昭和 24 年内閣訓令第 1 号，

昭和 26 年内閣訓令第 1 号，昭和 48 年内閣訓令第 1 号以及昭和 51 年

内閣訓令第 1 号257。 

昭和 56 年 10 月 1 日 

 
256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4 期国語審議会，常用漢字表について（答

申），常用漢字表，訓令，告示制定文：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4/tosin02/02.html 
257 自昭和 21 年内閣訓令第 7 号至 後昭和 51 年内閣訓令第 1 号的內容分別為：当用漢字表の実

施に関する件、当用漢字字体表の実施に関する件、送り仮名の付け方、「当用漢字音訓表」の実

施について、「人名用漢字追加表」の実施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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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總理大臣 鈴木 善幸 

    〈常用漢字表〉於開頭以「目安」兩字揭示此表的立場，以下是序言的五點258︰ 

1. 此表是用於法令，公用文件，報紙，雜誌，廣播等一般的社會生活方

面，作為以漢字書寫現代國語的目標。 

2. 此表不影響科學，技術，藝術其他的各種專門領域和個人的書寫方

式。 

3. 此表不以專有名詞為對象使用。 

4. 此表不否定過去使用漢字的著作及文件。 

5. 此表在運用時是有增刪的彈性空間的，可依照各自的情況作適當的考

慮。 

    〈常用漢字表〉是修訂〈當用漢字表〉而來，中間討論的過程曲折繁複，

後決定不刪除〈當用漢字表〉中的任何表內字，只增加了 95 字上去，與字種相關

的選擇過程將於下節簡要敘述，以下是增加的漢字字種︰ 

    猿  凹  渦  靴  稼  拐  涯  垣  殻  潟  喝  褐  缶  頑  

挟  矯  襟  隅  渓  蛍  嫌  洪  溝  昆  崎  皿  桟  傘  肢  

遮  蛇  酌  汁  塾  尚  宵  縄  壌  唇  甚  据  杉  斉  逝  

仙  栓  挿  曹  槽  藻  駄  濯  棚  挑  眺  釣  塚  漬  亭  

偵  泥  搭  棟  洞  凸  屯  把  覇  漠  肌  鉢  披  扉  猫  

頻  瓶  雰  塀  泡  俸  褒  朴  僕  堀  磨  抹  岬  妄  厄  

癒  悠  羅  竜  戻  枠 

    故〈常用漢字表〉總字數增加為 1945 字，，下〈圖十三〉為〈常用漢字表〉

的部分內容： 

 

 
258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4 期国語審議会，常用漢字表について（答

申），常用漢字表，前書き：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4/tosin02/03.html 



 

 

〈圖十三〉〈常用漢字表〉部分內容259 

 

〈常用漢字表〉排列漢字的順序不同於〈當用漢字表〉，〈當用漢字表〉依康

熙字典的部首順序排列，部首內的漢字依其「代表音訓」排列按照五十音的順序

排列，阿辻哲次評論這樣的作法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的使用，因為使用漢和詞典

者，不使用部首查找的人變多了，他認為該表沒有附上五十音的配列順序是其問

題點之一260。而〈常用漢字表〉改革了這樣的作法，以該漢字的「代表音訓」為

主，依五十音的排列取而代之，若遇同音字，以筆畫少的排列在前。  

     另外，與〈當用漢字表〉不同的是，〈當用漢字表〉本身只有漢字的字種，

而〈常用漢字表〉將漢字表作成了表格，請見上方〈圖十三〉。在第一欄的字種中，

若該字有異體字261，該表也將其標示出來，如〈圖十三〉中的「営」與「營」。而

                                                 
259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4 期国語審議会，常用漢字表について（答

申），常用漢字表：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4/pdf/jyouyou_kanjihyou.pdf 
260 阿辻哲次，《戦後日本漢字史》，東京︰新潮社，2010，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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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這裡的異體字指的是與〈常用漢字表〉中採用簡化字相對的傳統字體，如康熙字典中的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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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欄的音訓與詞例，表現了哪個漢語詞該使用哪個讀音，在一個漢字有一個以

上讀音的情況下，這樣的作法可使詞語的 讀音更明確。 後增加了一欄備考，以

箭號「」標注「同訓異字」，如〈圖十三〉中的「詠む」和「読む」，其發音都

為「よむ」/yo・mu/，並將相關資料另作別表與附表 。 

〈常用漢字表〉的別表為書寫字體的解說，另外附表的部分，收錄借字(当て字)

及漢語詞訓讀(熟字訓)，以平假名顯示讀音，依五十音順序排列。 

 

(三) 〈常用漢字表〉選字標準及字數的決議過程 

    〈常用漢字表〉收錄的漢字字種立基於〈當用漢字表〉之上，自 1972 年第十

一期國語審議會開始，為了改善「漢字假名混和詞語」出現的情況，漢字委員會

重新審核〈當用漢字表〉的字種，並參照相關資料做漢字的增刪思考。參考資料

依該期的「關於改善〈當用漢字表〉的審議經過」內提到審議會採用了四大類的

資料，除去重複的字，約莫有 4200 個漢字字種，四大類資料如下262： 

1. 國立國語研究所的現代報刊雜誌詞彙調查報告 

2. 明治以後的各種漢字表 

3. 《人名用漢字別表》、《當用漢字補正資料》 

4. 實施〈當用漢字表〉後產生的使用語義相近之辭改寫及漢字假名混

合詞語的資料263 

    木村秀次提到，以上資料 被重視的部分，是國立國語研究所發行的《現代

雜誌九十種的用語用字》及《現代新聞中的漢字》，前者收錄 1956 年間使用的 28

萬個漢字，後者收錄了 1966 年《朝日報》、《每日報》、《讀賣報》一年份，使用的

漢字總共約 99 萬字，文中並列表顯示列漢字數的累積使用率。請見下〈表八〉： 

 
另外還包含自明治以來，活字印刷的字體。 
262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1 期国語審議会，第 11 期審議経過報告

（案），1「当用漢字表」の改善に関する審議経過：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1/tosin01/03.html 
263 此處未列出詳目資料，詳細資料可見至上注的網站。 



 

 

        參考資料 

漢字    累積 

字種累積量  使用率 

現代雜誌雜誌 90 種的用

語用字 

(1956 年) 

三份報紙(朝日、每日、讀賣)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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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多的前 100 字 37.1 40.2 

200 字 52.0 56.1 

500 字 74.5 79.4 

1000 字 90.0 93.9 

1500 字 96.0 98.4 

2000 字 98.6 99.6 

2500 字 99.5 99.9 

3000 字 99.9 99.9 

總字種數量 3328 3213 

總字數 280094 991375 

〈表八〉 漢字數及累積使用率264 

 

    由上表可見，自〈當用漢字表〉實施的十年及二十年之後，至 1000 字的累積

使用率幾乎是相同的，不論是雜誌或報紙，累積使用率達 90%的漢字約莫有 1000

字左右，1500-2000 左右的漢字量便達到了 98-99%的累積使用率，可說幾乎能覆

蓋整篇文章的使用了，表示雖然相隔 10 年，但漢字量使用的狀況是很穩定的。依

照這個標準，教育漢字設定在 1000 字左右，而社會所使用的漢字量設定在

1500-2000 之間是相當合理的。 

故到了 1975 年，第十二期的審議會，漢字委員會從 4200 字中選出了 2300 字，

其中約有 450 字是〈當用漢字表〉中沒有的。此期的審議會提出了〈新漢字表試

                                                 
264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集，《朝倉漢字講座 4 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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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當用漢字表上追加了 83 字，刪去了 33 字，所以共為 1900 字。1979 年舉

辦的「關於我們國家的國語」座談會紀錄中，NHK綜合放送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

員菅野謙提到265： 

日本新聞協會在〈新漢字表試案〉提出之時，自報導界提出了一份要求

一致的文書。其中主要有兩點：第一點是關於字數，到目前為止漢字表

為 1850 字，就是在 1900 字左右。關於這一點， 1900 字被認為足夠使

用在文字表現上了。 

另外，第二點與「目安」相關。……在公共範圍的使用，以「目安」這

樣的詞語形容似乎意味著不太像是無限制使用卻又令人感到困惑的東

西，例如報紙、媒體、以及教育界、公用文書，這樣與國民生活有著密

切關係的漢字使用，我們認為要以 1900 字左右做為基準，不要離開的

太多，這兩點是我們很強烈希望的事。 

    因為新聞界提出的要求，故漢字表的數量定位在 1900 字上下，到了第十三期

國語審議會廣納各方意見，內閣於 1977 年做了一個一萬人次規模的民意測驗，調

查大家對〈當用漢字表〉字數增加或減少的意見，結果顯示了要求增加，反對減

少的傾向266。各行各業都從自身領域提出增刪的字種與意見。而該期的漢字委員

會也確定了下列方針267： 

1. 重是來自法令、公文、新聞等漢自表的主要使用和民意測驗的意見。 

2. 被試案刪去的字裡，民眾呼聲強烈、在長期使用中已經固定下來、今

後也不得不用、有關法令、公文、新聞等方面的字，還是應該可以收進

來。 

3. 為了儘可能壓縮字數，沒有相當理由不再追加新字。 

4. 同時，沒有相當理由也不再刪去已收進試案的字。 

    上述的第二點方針說明了某些漢字雖然因為機能狹隘被刪除，但因為已在過

 
265 〈我が国の国語をめぐって 座談会〉，文部時報，1979.08，1227 號，頁 12。 
266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128。 
267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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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十年中，被放入〈當用漢字表〉中而使民眾已熟悉使用，應與保留，這似乎

也暗示了可以全面保留〈當用漢字表〉的表內字，因為這些表內字都是「長期使

用中已經固定下來」的字種。第十三期 後的結果是提出〈常用漢字表草案〉，其

中保留了原本被試案刪去在〈當用漢字表〉33 字中的 14 字，另外加上 12 字，所

以〈常用漢字表草案〉提出的漢字量共為 1926 字。 

    但為什麼到了第十四期審議會提交出去的〈常用漢字表〉為 1945 字呢？ 

依照該期的漢字委員會概況紀錄提到268： 

我們達成了將 19 字全部放入漢字表的結論。從民間出現大量要求 19 字

的復活的事情來思考，若通過刪除過去三十多年中，已變成習慣也感覺

親切已被適應的〈當用漢字表〉中的漢字，須考慮到各方面的變化。在

避免混亂及其造成的困擾之下，這是適切的判斷。 

                      ＜第 4 回～第 6 回＞（昭和 55.9.12，10.17，11.7） 

    〈新漢字表試案〉中，從〈當用漢字表〉內刪除了 33 字，其中的 14 字被放

回了之後的〈常用漢字表草案〉，剩下未被納入的，就是上文說的 19 字，而第十

四期審議會委員考量到若刪除使用了三十多年的〈當用漢字表〉表內字，恐怕會

對社會造成過大的影響，為了避免可能的後遺症，故決定全數保留，在不刪除〈當

用漢字表〉內的任何一字的情況下，以只增加不減少的方針，納入 95 個新漢字，

做成了 1945 字的〈常用漢字表〉。 

 

    相較於〈當用漢字表〉於短短一年便匆促作成，〈常用漢字表〉由著手進行到

頒布，中間經歷了八年四期審議會的不斷討論，在第十三期國語審議會提出〈常

用漢字表案〉至第十四期 末總會期提交文部大臣決議案，其中也歷經了兩年，

期間仍積極廣納各方意見，雖然該表屬溫和的「參考標準」性質，並非強制性地

要求社會大眾遵守，但在審議的過程卻謹慎得多。由 後決議不刪動〈當用漢字

 
268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4 期国語審議会，漢字表委員会：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4/bukai0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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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任何一字，而加入各界推薦的 95 個漢字，可見國語審議會在削除字種的

議題上面是相當謹慎保守的，而這個保守的作法象徵著保留漢字生存的基本空

間，維護了民眾使用漢字的自由權，並將漢字空間的擴大權交給了使用者本身。 

 

第四節 教育漢字的改定 

    〈當用漢字別表〉於 1948 年頒布，只收錄 881 字，用於小學教育。當初的構

想是「當用漢字使用的實況會透過時勢的推移而逐漸再緊縮、限制。」而逐漸接

近義務教育的〈當用漢字別表〉的 881 字。故小學教育所教授的漢字量與用於社

會的〈當用漢字表〉其中的 1850 字實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

可以見到，〈當用漢字表〉不但未逐年減少字數，反而在〈人名用漢字表〉及〈當

用漢字補正案〉的頒布後，有些微的增加。 

     1958 年文部省公布了〈學習指導要領〉，將別表另外命名為〈學年別漢字配

當表〉，分配國小各學年應學習的教育漢字，小學一年級 46 字、二年級 105 字、

三年級 187 字、四年級 205 字、五年級 194 字、六年級 144 字269。1968 年廣納各

方意見後，於〈學年別漢字配當表〉下方增設了一個「備考欄」，另外放入 115 字

的漢字，其目的為270： 

在指導教授〈當用漢字別表〉以外的當用漢字的場合中，可以以〈學年

別漢字配當表〉備考欄內收入的漢字做為考慮的內容。 

    雖然備考欄的漢字不屬於〈當用漢字別表〉的一部分，但備考欄內的漢字為

〈當用漢字〉的表內字，表面上似乎可以可以不教授備考欄內的漢字，但「教育

漢字」在實際上是增加到 996 字的。1977 年，再度改定〈學習指導要領〉，同時並

大幅修訂〈學年別漢字配當表〉內的字數，小學一年級 76 字、二年級 145 字、三

 
269 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昭和 33 年改訂，国語：http://www.nier.go.jp/guideline/s33e/index.htm 
270 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付 学校教育法施行規則（抄），昭和 43 年７月，国語：

http://www.nier.go.jp/guideline/s43e/cha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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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195 字、四年級 195 字、五年級 195 字、六年級 190 字，總字數增加為 996

字271，並刪除了「備考欄」此項。 

     而這樣地結果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漢字政策在之後並非照著原先的劇本對當

用漢字逐年刪減，以符合教育漢字的內容；回顧當初〈當用漢字別表〉的宗旨，

是要刪減〈當用漢字表〉的字數來接近〈當用漢字別表〉，但後來的事實卻朝著

相反的情況進行，〈當用漢字別表〉隨著時間推移反而失守了 881 字的防線，增

加到 996 字，以這樣的方式拉近與〈當用漢字表〉的距離。而隨著 1981 年〈常用

漢字表〉的頒布，政府對社會的漢字使用採取了較為開放的態度，〈國語審議會〉

也建議應重新思考〈當用漢字別表〉的內容，為了「確實養成漢字的能力272」，

又考量到增加過多漢字會造成學習與教學的負擔， 後於 1988 年又修改了學習指

導要領及其中〈學年別漢字配當表〉的內容，自 1977 年的〈學年別漢字配當表〉

中加入了「豆、皿、梅、松、桜、枝、札、箱、笛、束、昔、巣、夢、飼、並、暮、

誕、激、装、盛」共 20 字，削除了「壱、弐、歓、勧、兼、釈、需、称、是、俗」 計

10 字，並考量到指導時的「適時性」及「系統性」，其於 1988 年 3 月的〈學習指

導要領告示〉中提到273: 

關於〈學年別漢字配當表〉的字種及字數可被重新評估，使用上是有彈

性的。 

    所以〈學年別漢字配當表〉呼應了〈常用漢字表〉的「目安」基準，變得更

有彈性。各年級的參考漢字數量如下：小學一年級 80 字、二年級 160 字、三年級

200 字、四年級 200 字、五年級 185 字、六年級 181 字，總字數增加到 1006 字。

 
271 同上注。 
272 国語科系教科のカリキュラムの改善に関する研究――歷史的変遷•諸外国の動向：

www.nier.go.jp/kiso/kyouka/PDF/report_09.pdf ，頁 11。 
273 国語科系教科のカリキュラムの改善に関する研究――歷史的変遷•諸外国の動向：

www.nier.go.jp/kiso/kyouka/PDF/report_09.pdf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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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一直沿用到今日。另外，中學教授之漢字也增加到 939 字，可以說義務教育

階段所學到的漢字已足夠應付社會上的使用。 

    隨著漢字表政策的改變，小學教育幾度修改了〈學年別漢字配當表〉，漢字

字數往增加的方向前進，漢字的學習被更加落實而深化在學習者上，此作法無形

中穩固了漢字的生命。 

 

第五節  與國語審議會脫鉤的〈人名用漢字別表〉 

     關於〈當用漢字表〉實行的期間，法務部和國語審議會對於「人名用漢字」

主張不同調的局面，在第三章的第一節已詳述，而其協議的結果便是 1951 年的〈人

名用漢字別表〉及 1976 年的〈人名用漢字追加表〉。1976 年的〈人名用漢字追加

表〉並不是由國語審議會審議後而建議內閣大臣頒布的，而是法務部長及文部部

長以「共同請議」的形式，在 1976 年 7 月 27 日的內閣定期會議中，提請內閣告

示，但這樣的作法並非為內閣作業一慣的常態，因為與漢字表的相關制定內容理

應經由國語審議會的漢字委員會討論後決議。問題是「人名用漢字」這個議題，

牽涉到「語言的民主化」及「戶籍的民主化」，法務部在戶籍行政管轄權這一部分，

受到國語審議會漢字表政策的牽制，在執行業務上遇到困難，到底怎麼樣的作法

才能使「民主化」更為合理而便民？這樣的問題終於在第十三期國語審議會看到

曙光。 

    1977 年第十二期的國語審議會於第 101 期總會發表了〈新漢字表試案〉，表明

了新漢字表的由「限制」的性質轉為「目安」這樣「參考表準」。第十三期總會接

著檢討各方面的意見，進而討論到〈人名用漢字別表〉何去何從的問題。審議會

「問題點整理委員會」的遠藤慎吾委員談到審議會內部對〈人名用漢字別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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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274： 

意見大致上分為兩種。一種是，維持現在限制人名漢字這樣的意見(其

中，有維持現狀的意見，也有檢討字種，該刪去哪些及該加入哪些的意

見)。第二種與其相反，是取消限制這樣的意見。 

     本章第二節談到國語審議會自 1962 年改組後，「表義派」的聲音漸漸被聽到，

而「取消限制」便是表義派的主張。表義派的宇野精一談到取消限制的主張275： 

當用漢字招來種種的議論，現實中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其「限制」的性格。

更進一步來說的話，很明顯地，就是為了逐漸減少漢字這樣的目的制定

下的產物，但這個方針，在這次的新漢字表以「目安」取代，既然不再

有限制已是國語審議會的態度，那麼關於人名漢字，我認為國語審議會

當然也應該撤除限制的態度。 

宇野精一認為人名用漢字表應該順應〈常用漢字表〉「參考基準」的性質，應以開

放的態度，不再限制人民命名漢字的使用。但另一方主張維持限制的意見，是來

自於印刷界與媒體界的代表，身為凸版印刷有限公司的社長，同為日本印刷業會

會長的沢村嘉一持反對意見276： 

現在使用的當用漢字，已經制定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姑且不論其他的

優點與缺點，單從印刷的觀點來看，絕對是技術的進步。……好不容易

到現在一個成形的制度，但這樣的進步，很有可能只為了人名，那樣的

效率便被破壞了。從這方面來看的缺點請好好考慮。       

    到 1978 年之前為止，尚未發明以電腦打出漢字的技術，所以出版界、印刷界

一直都使用活字印刷來發行刊物，故若開放人名用漢字的字種，印刷出版界勢必

要常備更多的鉛字，在排版上必定也花到更多的時間，所以這方面的代表是反對

 
274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3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3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3/sokai103/05.html 
275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3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3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3/sokai103/06.html 
276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3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3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3/sokai10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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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命名漢字的。                                                                     

    人名漢字表的走向在此次會議中並未得到共識，而第 107 回總會報告了針對

「人名用漢字」意見會內委員的調查277： 

1.命名漢字以固定的範圍限制住：合計 10 名 

A 字數維持現狀：7 名 

B 增加字數：3 名 

2.命名用漢字做為參考標準(目安)：合計 27 名 

A 字數維持現狀：24 名 

B 增加字數：2 名 

C 減少字數：1 名 

3.命名漢字自由開放：合計 5 名 

4.其他：合計 1 名 

    雖然多數委員支持應維持〈人名用漢字表〉而改做為參考標準，但這樣的決

議又落入了對「目安」的解釋的爭議。主張限制的一派，便質疑既然只是參考標

準，就是實質上的沒有限制了。結果，關於人名用漢字的修改，審議會對法務省

的答覆是278： 

(審議會認為)目前，命名用漢字及如何看待的問題,應該留給其父母和社

會的良知，不應該有法律上的規定，也不做出相關意見。 

今後，從優化戶籍事務的民事行政的改善觀點來看，命名用漢字及其檢

討其使用時，應充分考慮這些意見。 

    審議會並未做出明確的決議，只是提出了方向性給予法務省參考，但可以確

定的昰，「人名漢字」的走向也朝向抹去限制性的色彩前進，故到第十四期審議會，

〈常用漢字表〉公佈之時，「人名用漢字」被視為「專有名詞」的一種，而另以其

他方式考量，並將考量的權限轉交法務省處理，其在〈常用漢字表〉的前言中提

 
277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3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7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3/sokai107/02.html 
27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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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79： 

在專有名詞的漢字使用方面，命名用漢字與關連到〈當用漢字表〉的部

分，涉及到廣大的國語問題也與過去的國語審議會相關，這個問題，與

戶籍法等民事行政有很深的淵源，今後，包含人名用漢字別表及其相關

的處置，將移轉給法務省，希望法務省做出相關決定都能充分參考常用

漢字表的宗旨。 

  在〈常用漢字表〉頒布之時，也同時宣布將〈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其相關事

項移交給法務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為自此以後，「人名漢字表」的決議

及考量不只從語言本身出發，而是立基在社會大眾的實際需求來思考。所以〈人

名用漢字別表〉自〈常用漢字表〉頒布之後，便由法務省的民事行政審議會接管，

而脫離國語審議會的控制。 

    民事行政審議會為法務大臣的諮詢機關，1979 年 6 月 3 日，《朝日報》第一版

一篇名為〈人名漢字的字種範圍   維持法律性的限制〉談到： 

現行的〈當用漢字表〉將切換成〈常用漢字表〉的準備期間，進行修正

限制人名漢字的第五十條戶籍法關係法令的民事行政審議會(法務大臣

的諮詢機關，會長：有泉亨 東大名譽教授)在二日時，決定人名漢字的

範圍應依法律以現行方式維持限制，以此作為基本方針。①從姓名擁有

的社會性質來看，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②限制方式是實施以來三十多年

以來已固定國民身上，我們也繼續支持這樣的政策③人名漢字若變得自

由化，可能會造成戶籍事務機械化的障礙等的理由。故今後在人名漢字

使用的字種範圍具體性的結論與審議會相同，但仍等待著國語審議會對

〈當用漢字表〉最終的答覆，這是法務大臣預定的答覆。 

民事行政審議會由學界、教育界、經濟界，報導相關等 26 人構成委員，

今年一月二十五日以來已開過四回的總會協調人名漢字的使用。議論的

 
279 円満字二郎，《人名用漢字の戦後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5 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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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自由化論者」認為應該除去人名漢字的限制，這是將人名漢

字做為參考標準(目安)的必要，也可以使用表外漢字的「目安化論」。但

上回的結局是維持現行的「維持限制論」過半數。 

……〈常用漢字表〉將結束〈當用漢字表〉，人名用漢字、追加表也跟

著廢止，因為如此，必須修正人名漢字的使用。「修正使用字種的方向，

將朝著因應時代的變化及考慮國民喜好的人名」這樣的意見在委員間是

很強烈的。 

    基於上述理由，法務部對「人名漢字」的態度並未朝著「完全開放」的方式

前進，故雖然〈常用漢字表〉是以較開放的態度對待社會對一般漢字需求的使用，

但因為人名漢字完全開放的結果，可能會出現許多罕用字，造成印刷不便而減低

其效率，對於其他人也可能有「不會讀或讀錯」的困擾，故「人名用漢字」的決

議是以「法律上的限制」來規範，故雖然一般社會用漢字可將〈常用漢字表〉做

為參考基準，不用表內字也沒有關係，但「命名漢字」這部分卻承襲了〈當用漢

字表〉的精神，必須只能使用表內字來命名。此決議尊重了憲法第十三條280的精

神，把「公共的福祉」放在「個人的自由之前」。而這裡與〈當用漢字表〉實行期

不同的昰，法務部正視「個人的自由」，進而尋求彌補的可能性，「修正使用字種

的方向，將朝著因應時代的變化及考慮國民喜好的人名」，這便是平衡「公共的福

祉」及「個人的自由」可能性的平衡點。故民事行政審議會自 1979 年組成至 1981

年為止，進行具體的命名漢字字種選定工作，廣納各方意見，除了原來的〈當用

漢字表〉、〈人名用漢字別表〉、〈人名用漢字追加表〉三項加總的 1970 個漢字之外，

又增加了 141 字，為因應〈常用漢字表〉的實行，於 1981 年 10 月 1 日頒布〈戶

籍法施行規則〉的改定內容： 

第六十條  戶籍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常用平易的文字，以下列為基準： 

一 〈常用漢字表〉 (昭和五十六年內閣告示第一號)公告的文字。(如果

 
280 日本國憲法第十三條：全體國民應尊重個人所有。追求生命、自由及幸福是國民的權利，除非

違反公共的福祉，在其他國政上的立法，必須要做到 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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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括弧內的漢字，只限用刮弧外的漢字281) 

二〈別表第二〉282公告的文字。 

三 片假名或是平假名(變體假名除外)。 

    法務省並另外公告了「人名用漢字容許字體」，共收錄 205 個漢字，這些字體

都是「人名用漢字」中的又體字，但因為已廣泛用於民間，故於正體字之外，也

承認並接受這些字體做為命名漢字的使用，如「桜」(正體字)與「櫻」(又體字)皆

可283。故在 1981 年時期，能做為命名漢字使用的字種為 2111 個，單就〈人命用

漢字別表〉來看，數量為 166 個字種，並另外加上 205 個又體字。而順應〈常用

漢字表〉「目安」的精神，自該表頒布後，〈人名用漢字別表〉隨著時間及社會需

求，頻繁地增訂其內容。自 1981 年至 2009 年止，法務部「八度」改正了〈人名

用漢字別表〉。皆是朝著增加的方式前進，請見下〈表九

儘管日本漢字在「命名漢字」的領域是受到限制的，但因為法務部考量社會

情勢而多次修改〈當用漢字別表〉內容以維護「個人命名的自由」，也藉這樣的方

式接近〈常用漢字表〉「目安」的精神。依 2009 年 4 月 末一次修改字種數量來

看，能夠做為命名漢字的數量高達 2930 字(常用漢字的 1945 字及人名漢字 776 字

及其容許字體 209 字的加總)，由此可見，雖然其「限制性」的性格雖仍於名義上

存在，但實質上已經非常薄弱了，故命名漢字在實際上可說是相當自由，整體的

漢字政策無疑朝著「開放」的性質前進。 

 

 

 

 
281 因為〈常用漢字表〉會在某些漢字後以刮弧標注又體字，法務部於此也統一了命名漢字的字體，

規定其一律使用括弧外的正體字。 
282 別表第二補充〈人名用漢字別表〉的內容，此次另外增加 54 個漢字，故〈人名用漢字別表〉及

〈別表第二〉加起來的漢字共有 166 個。 
283 〈人名用漢字許容字體表〉，公布在法務省令第 51 號，官報，号外第 88 号(1981 年 10 月 1 日)。 
相關說明可見文字研究会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 年，頁 84-86。

但該表於 2004 年廢除，其字體正式納入〈人名用漢字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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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日期 人名用漢字字種數量 人名用漢字容許字體數量

1981 年 10 月 1 日 166 205 

1990 年 3 月 1 日 284 205 

1997 年 12 月 3 日 285 205 

2004 年 2 月 23 日 286 205 

2004 年 6 月 7 日 287 205 

2004 年 7 月 12 日 290 205 

2004 年 9 月 27 日 774 209 

2009 年 4 月 30 日 776 209 

〈表九〉〈人名用漢字別表〉自 1981 年修訂的漢字量變化284 

 

 

 

 

 

 

 

 

 

 

 

 
                                                 
284 參考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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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應資訊化社會時代，漢字表再度擴張 

 

第一節  〈JIS X 0208 情報交換用漢字編碼〉的出現 

    日本政府為改革〈當用漢字表〉於 1981 年頒布〈常用漢字表〉，選擇以「參

考標準」作為漢字表的性質，在形式上仍對社會的漢字，做出規範及標準，而非

自由濫用，會有這樣的定位，除了表音派在「限制漢字」上仍繼續使力之外，另

外反對全面開放漢字使用的是來自印刷界及報界的代表。 

   微電腦於 1970 年代便出現，但一開始能被輸入的文字只限於表音的英文字母，

故至 1980 年代前，日本的印刷界及報界印刷刊物時，仍使用活字印刷的機械。而

1970 年後期，雖然印刷技術進步，極力避免以人工方式選字排版而全部自動化，

但若開放漢字自由使用，仍會對印刷界造成不小的衝擊，其原因在第十三期國語

審議會第 103 期總會討論「是否開放人名漢字，不與限制」的議題時，會長福島

慎太郎便提到285： 

之前，新聞協會向漢字表委員會提出提案。從舊的〈當用漢字表〉削除

20 字，另外追加新的 90 個漢字此案，是新聞協會的編輯委員會向漢字

表委員會提出的。其實這個提案原本是從新聞協會的理事會中出來的，

我也是新聞協會理事的其中一人，當時曾發言過：「如果這樣的方案能

被國語審議會的專家認同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國語審議會著手新聞協

會理事會的決定，並就這樣採用的話，就會有增加 70 字這樣的落差出

現。現在的印刷設備，極力避免手工操作，而全部自動化。變成新方案

的話，因為必須到單式自動鑄排機中字母放入新的字，而理事會並沒有

考慮到新聞協會的會員必須改造單式自動鑄排機這樣的前提，而提出意

見吧?若是如此，要談到在改造那個單式自動鑄排機花費的多少，應該

 
285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第 13 期国語審議会，第 103 回総会，次第：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oho/kakuki/13/sokai10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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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工務委員會等中討論吧?」 

因為如此，理事會延期了一回，在此其間新聞協會的工務委員會試著計

算了成本，若是追加新的漢字，新聞協會的會員公司算出了改造費用是

200 億日圓。由於這個原因，理事會決議停止這項提議，只由編輯委員

會提出。…… 

另外與成本相關的是，於現今的印刷單式自動鑄排機只增加五、六十

字，在以電算系統做印刷工程是相當普及的現在，放入到電算系統的程

序變更的成本，將成為更大的金額。……將來技術性必更進步，在這情

況之下，不僅是 2000 字，2100 字或者 2200 字都應該辦得到，但就現在

的技術水準來看，之前也稍微提到了，大幅超越 2000 字是非常困難的。 

    這期的總會是在 1977 年 9 月召開的，由此可知，到這一年為止，日本的印刷

界仍使用「自動鑄排機」印刷刊物，雖然先進，但仍是活字印刷機器的一種，換

句話說，使用這種機器印刷，若要打印新的漢字，勢必要先增加不同漢字字體的

「活字銅模」，同一個字體可能還要增加十數個銅模以敷需要，就增加 60 個新漢

字來說，一台機器總共就得增加 600 個銅模以上，再加上要想辦法調整機器的選

字系統，這樣的成本是相當可觀的。若人名再開放自由選擇漢字命名，那麼「自

動鑄排機」的銅模需要增加的數量可能難以估計，且印刷的效率也降低，故在修

正〈當用漢字表〉的時期，受限於印刷的現實技術和成本的考量下，國語審議會

後仍採取了保守且曖昧的「目安」兩字，做為〈常用漢字表〉的性質，希望以

此提醒社會大眾能儘量只使用〈常用漢字表〉內的漢字，避免漢字使用的過度氾

濫。 

    另外，考量到人名漢字更容易出現罕用漢字，且「人名」不像文章中出現的

漢字詞語，能以其他表內漢字的詞語或假名替代，故「人名用漢字」這個議題討

論的結果，是仍保留「限制」的性質，而非如用於一般社會中的〈常用漢字表〉

的「參考標準」，是只能選用漢字表內的漢字來命名的，但不同於〈當用漢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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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嚴格，在〈常用漢字表〉頒布的 1981 年同年，增加了〈人名用漢字別表〉

內的漢字數量，以儘量滿足「命名自由」的需求。 

    野村雅昭於 1977 年談論機械與漢字的關係時，討論了到底以哪種文字表記方

法以機械傳達是 有效率的問題，他從兩個觀點來討論：從機械與文字的關連來

看，一個文字能傳達多少的訊息(資訊負荷量)，另一個是，在一定的時間內能輸出

多少的訊息，以此兩者來做比較。野村雅昭在〈漢字の未来〉一文中提到286： 

關於這一個問題，高橋達郎提出了幾個有趣的數值。(東洋經濟新報社

『日本語的機械處理』•70－4)根據其文章，同一個日本語文內容，以漢

字假名混合體、假名及羅馬字三種方式表記下，拼寫全文必要的字數，

在一定的面積下，調查包容的字數，這個面積大致上一樣。(正確來說，

漢字假名混合體較有效率，羅馬字較差。但這個比率是二．五對二．八

的程度)。再來，同一內容的日本語文(漢字假名混合文)與英文以同樣的

方法調查，幾乎沒有差別。…… 

接著，是電腦的記憶裝置內的資訊負荷量比較。在現在電腦的演算槽的

構成中，漢字假名混合文中的一個文字，與羅馬字母的兩個文字相當。

從表現同一個內容來看，漢字假名混合文與羅馬文字、及漢字假名混合

文與英文的文字數的比值，前者為一比二．八，後者為一比二．五，在

電腦中運算時，前者是一．四比一，後者是一．二五比一，故漢字假名

混合文的方式，能包容較大的資訊內容。(假名專用的場合，數值介於

中間值)。上述數值程度的差異，是與電腦的記憶容量相關，並不是問

題所在。以此來看，就資訊負荷量比較，漢字假名混合文，稍為較有利。

…… 

渡辺茂談到，就和文打字機(收容三萬五十字)與英文打字機而言，從打

鍵的速度來看，後者快十倍以上(日本放送出版協会『漢字と図形』76

 
286 野村雅昭，〈漢字の未来〉，言語生活，1977.04，307 號，頁 40-41。 



 

－9)。再者，收納兩千五百個左右的漢字電報機與英文電報機相比，後

者大約快四至六倍。而且，就漢字電報機來說，培育熟練的技能者是必

要的，且必須預先考慮遇到在原稿中出現但機器上沒有的漢字時的辦

法。 

    從上文可見，漢字假名混合體與羅馬字及英文相比，能以較少的字數包攝相

同的內容，因此能節省版面，以閱讀者的角度而言，讀取較少的字卻能得到較多

的資訊；就出版界來看，能以較少的版面呈現較多的內容，這都是很經濟的。但

是漢字假名混合體 大的缺點，就是印刷耗費的時間成本巨大，且需要培育相關

的專業人員，操作方式並不容易上手。故印刷的技術問題不能解決，那麼以漢字

做為文字表記再有多少的優點，都仍是出版界的困擾。 

 

 

 

〈圖十四〉日本NEC公司於 1981 年銷售的個人電腦PC-8001287 

 

    而印刷界的困境，隨著電腦漢字輸入法的研發而獲得一線曙光。1978 年東芝

公司開始銷售第一批的文字處理機JW-10，接著 1979 年日本NEC公司也推出個人

的日文電腦PC-8000 系列288並開始銷售，日文電腦正式誕生，此也意謂著電腦漢字

輸入的技術邁向了實用的階段。樺島忠夫在於 1995 年發表一篇〈書寫的五十年〉

                                                 
287 日本電気 (NEC)，NEC について，沿革：http://www.nec.co.jp/profile/empower/history/19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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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日本電気 (NEC)，NEC について，沿革：http://www.nec.co.jp/profile/empower/history/19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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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289： 

    語言文字處理機一號機，東芝 JW-10 在昭和五十三年(1978 年)以 630 萬日幣

開始銷售了。此後，各公司的語言處理機也紛紛出現，不但價格下滑，機能也更

充實，現在的電腦時代便到來了。 

    文字處理機普及的速度是很驚人的，也因此，漢字的打印書出變得更便利，

接踵而來的，便是電腦裡漢字的規格問題。電腦漢字的輸出是透過漢字碼的呈現，

若各家電腦公司內裝的漢字碼不同，便會產生混亂的現象，也有不相容的問題。

考量的這個情況，1978 年，日本的通商產業省依工業標準化法制定〈JIS C 6226 情

報交換用漢字符號系〉290，做為統一電腦用漢字的標準漢字碼。此碼為通商產業

省委託財團法人情報處理學會規格委員會研發291，之後此漢字碼被廣泛稱為〈JIS X 

0208〉292。JIS是「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日本工業標準)的縮寫，〈JIS X 0208

情報交換用漢字編碼〉研發的目的以一句話來說，便是「為了把現代日本語符號

化充分的文字集合293」，由這樣的目的可知，其收錄的漢字數量必大大超出〈當用

漢字表〉及〈常用漢字表〉中漢字的數量，並且收錄許多異體字。原因是其預設

立場為「能協助日本官廳或自治單位大規模處理人名及地名的使用問題294」。先不

論人名，單從地名來看，此屬於專有名詞，在當時，〈當用漢字表〉規定專有名詞

並不受限於該漢字表的範圍中，所以地名中會出現大量的表外漢字，考量到這個

部分，〈JIS X 0208〉必定得收錄許多表外字，佐藤英俊談到〈JIS X 0208〉制定的

背景295： 

最初制定這個規格是 1978 年。……當時，國家訂定的漢字(正令文字)，

是〈當用漢字表〉的 1850 字及〈人名用漢字別表〉120 字，合計 1970

 
289 樺島忠夫，〈書くことの五十年〉，日本語學，14(1)，1995.08，頁 15。 
290 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34。 
291 森岡健二，《日本語と漢字》，東京都：明治書院，2004，頁 224。 
292 日本通信產業省於 1987 年 3 月 1 日將〈JIS C 6226〉更名為〈JIS X 0208〉，故之後皆以〈JIS X 
0208〉稱之。 
293 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34。 
294 同上注。 
295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41。 



 

字。只有這樣當然對於資訊交換是非常不足的，故必定要將其他漢字集

合起來才行。 

因為如此，便進行了在實際上使用的漢字表或字碼表的調查，合計收集

了 37 個表。在這些表中，漢字數最多的是 6972 字，平均約為 2900 字

左右，而資訊交換最少也需要 7000 字，故推定頻繁使用的漢字約需要

3000 字左右，此外約 4000 字程度這樣分為兩個集合的方針便被確立了。 

 

 

               1                   點                    94 

 

 

1 

15 

 

非漢字 524 字 

 

 

 

16 

 

47 

 

第一水準漢字 2965 字 

區 
 

 

 

 

48 

 

 

 

84 

 

 

第二水準漢字 3390 字 

 

 

85 

94 

未定義 

 

〈圖十五〉〈JIS X 0208〉的構成296 

 

    〈JIS X 0208〉收納漢字量的原因如上所述，而分為兩個集合體的原因，是因

為制定此表時，電腦硬碟的容量還很小，將此漢字碼分為兩個集合體的好處是，

其中一個集合體屬較常用到的漢字，若電腦容量不夠，可以只安裝該集合體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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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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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故〈JIS X 0208〉將漢字分為第一水準及第二水準，其配列請見上〈圖十五〉，

第一水準的漢字量為 2965 字，其漢字種類的選擇以〈當用漢字表〉的 1850 字及

〈人名用漢字〉的 166 字為核心，為使用頻率較高的漢字，第二水準的漢字量為

3384 字，為較不常用的漢字，另外還有非漢字符號 524 字，而未定義區則是做為

漢字 6349 字297。〈JIS X 0208〉自 1978 年頒布之後，於 1983 年、1990 年及 1997

年未來增加漢字的預留空間298。故〈JIS X 0208〉制定初期，共收錄非漢字 524 字

及修定過三次，現行的 1997 年修訂版中，除了非漢字有 524 字之外，第一水準的

漢字仍保持 2965 字，第二水準的漢字為 3390 字，故總漢字量為 6355 字299。 

    而 JIS 漢字碼除了〈JIS X 0208〉系統之外，尚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系統： 

1.〈JIS X 0212〉：情報交換用漢字符號――補助漢字。 1990 年制定。 

2.〈JIS X 0213〉：情報交換用符號化擴張漢字集合。2000 年制定。 

3.〈JIS X 0213〉：情報交換用符號化擴張漢字集合(追補 1)。 2004 年制定。 

4.〈JIS X 0221〉：國際符號化文字集合。2001 年 

    〈JIS X 0212〉是為了補足〈JIS X 0208〉漢字數不夠用的情況下出現的產物， 

收錄漢字的種類是來自於日本印刷產業聯合會提出〈JIS追加漢字要望案〉的內容。

此表中，非漢字有 245 字，漢字有 5801 字。〈JIS X 0213〉則是以〈JIS X 0208〉

的內容為基礎，增加第三水準及第四水準的漢字內容，故通常以「擴張漢字」稱

之，至 2004 年的修訂版，其中收錄非漢字 1183 字，第一水準及第二水準的漢字

共 6355 字之外，尚有第三水準漢字 1249 字及第四水準漢字 2436 字，後兩級水準

的漢字主要來自「學術、法令、人名、地名、教科書、醫學、書誌、圖書、國寶、

歌舞伎、文藝、新聞、神道、佛教、儒教、文藝等詞典類」300等各項領域中所用

的漢字集合，屬於罕用漢字，下〈圖十六〉是第三及第四水準漢字的一部分。故

在此漢字碼系統中，收錄的漢字數量高達 10040 個字種。〈JIS X 0221〉是對應國

 
297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41。 
298 關於區點對應的符號或漢字內容，可參考網站 JIS 基本漢字〈JIS X 0208〉：

http://www.asahi-net.or.jp/-ax2s-kmtn/ref/jisx0208.html 
299 日本文字研究會編，《新常用漢字表の文字論》，東京都：勉誠出版，2009，頁 34。 
300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46。 



 

際文字碼〈ISO/IEC 10646 UCS〉的日本國內規格版，而〈ISO/IEC 10646 UCS〉是

國際符號化文字集合的體系，是多語言面的文字碼，故其中收錄的漢字包含了中

國、日本、韓國使用的異體字。相關內容可參見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

社会》36-40 頁的內容。 

 

 

 

 

 

 

 

 

 

 

 

 

 

 

 

第三水準： 

 

第四水準： 

 

〈圖十六〉 〈JIS X 0213〉中部分的第三水準漢字及第四水準漢字內容301 

 

    由〈JIS 漢字碼〉由 1978 年制定而逐年修定及頒布新表來看，自第一台日文

電腦問世之後，日本印刷技術很快地由活字排版印刷轉移到電腦輸入排版中，電

腦排版 大的好處是不再需要製造新漢字的「銅模」，只要在漢字碼的序列中增加

 136

                                                 
301 JIS 拡張漢字（JIS X 0213:2004）（全コード表）：

http://www.asahi-net.or.jp/-ax2s-kmtn/ref/jisx021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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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漢字符號即可。隨著 JIS 漢字碼的漢字數量的增加，顯示了印刷界逐漸倚重

電腦輸出，這也表示了漢字不利印刷的問題已解除，因此，漢字更能被自由的使

用，而做為展現個人意志的工具及傳達訊息的利器。 

    1998 年 2 月 5 日，《朝日報》的第五版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為〈〝漢字不足〞 

作家們的危機感〉，開頭便提到： 

圍繞在「使用在網際網路或電子媒體的漢字」的討論變得更熱烈了。因

為使用的數量或字體上都具有範圍302，此也正關係到國際間的文書交

換、電子圖書館的方面等，對此有著危機感的日本文藝家協會(江藤淳

理事長)在上個月召開了「拯救漢字! 考慮文字碼問題的座談會」，各項

意見紛紛出現。(由里 幸子) 

    由於電腦能直接顯示漢字，加上網際網路發達，漢字被更廣泛應用在生活面

向上，但因為漢字碼的不足，無法呈現部分專門領域的真正漢字字體，故相關的

意見便紛紛出現，文章中繼續提到： 

關心漢字問題的文藝家協會在去年對會員做了一個問卷調查。「文字的

字體統合，是把日本文化多樣性的特質加上了限制，且全部無效化」、「文

字限制的正當化推及到全面的語言生活，便會使語言生活變得貧乏」。

這樣的意見被寄出，……。 

一月的座談會，作家吉木目晴彥主張：「雖然目前有想將古典或過去的

出版物電子化，使電子圖書館的網際網路能利用這樣的構想，卻因為電

腦表示現狀有作不出來的漢字這樣的困擾。姓名或作品等的文字型態，

其基本性的完整是必要的。」……。 

作家秦恒平談到：「漢字中，各自存在著象形、指事、會意等的意義。

但因為有認為略字較好等這樣的言論，這是對文化的暴力。」…… 。 

在座談會出席的負責人提到：「如何守護文字文化並不只是專家的問

 
302 這裡指的是只有〈JIS X 0208〉及〈JIS X 0212〉中的漢字字數和字體能被使用，因為日本漢字

碼的字體及數量是由這兩個系統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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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是全體國民都會受到影響的問題。」(文化庁國語課長大島有

史)……。 

    上述多位作家的訴求都是增加漢字字種的文字碼，以利文化傳承的保留，且

可呈現文化的多樣性，漢字因為屬於日本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生存的空

間，並因為電腦的進步，而人們開始認為漢字是一種文化遺產，應盡一步保留使

用，而重新定義漢字的價值。另外，因〈常用漢字表〉只作為「參考目標」的開

放性質，人民擁有更大的漢字使用空間，藉此表現自我意志，追求更豐富多彩的

語言生活。 

    同為JIS X 0213 委員會成員的國立國語研究所的笹原宏之委員提出一項數

據，他以《朝日報》1993 年整年份的內容為對象，調查第三、第四水準漢字的覆

蓋率，結果不同字種覆蓋率為 88.8%，總字數的覆蓋率為 96.7%303。由這樣的數據

可以推論兩件事，第一，隨著〈常用漢字表〉的頒布，漢字表成為參考而非強制

性質，表外漢字就有一定的程度被使用在報紙上，而從第三、第四水準漢字的覆

蓋率來看，第三、第四水準的漢字雖為罕用字，但是仍被運用在與人民生活息息

相關的報紙上，說明了漢字透過了電腦化，字數及字種皆更加被普遍使用；第二，

由第三、第四水準漢字的不同字種覆蓋率為 88.8%來看，我們可以推論在社會上所

使用的實際漢字字種數量超出了第一水準及第二水準的 6355 字的範圍。換句話

說，科技的進步促成了漢字字數及字種的擴張，在人民能自由選擇漢字使用的情

況下，被多樣化且大量的使用。另外，國際化的時代來臨，漢字也被更頻繁的在

東亞漢字圈中交流，這也是促成漢字更被廣泛使用的原因。 

 

第二節  因應資訊時代而生的〈表外漢字字體表〉 

    電腦技術在過去二十年中飛快進步，印刷界逐漸以電腦輸出取代自動排鑄

機，漢字倚賴文字處理基輸出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且在 1981 年內閣頒布〈常用漢

 
303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46。 



 

字表〉以「參考標準」定位漢字政策的走向，漢字的使用依個人或報導需要，可

適當選用表外漢字，漢字的束縛被解放，加上電腦技術進步的推波助瀾之下，表

外漢字的使用逐漸興盛蓬勃了起來，但這也產生了另外的問題，就是各家報章雜

誌在使用表外字時，出現了字體不統一的現象。 

    一則關於東京葛飾區區長接受政治獻金的新聞引發了表外漢字字體的討論：

1993 年秋天，東京葛飾區的現任區長被發現接受不正當的政治獻金，區議會通過

區長的不信任案，而區長也解散了區議會。新選出的區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案，

所以依照法律規定區長必須下台，該區再度進行區長選舉304。在這則新聞中，「葛

飾區」的「葛」字為表外字，當時報導這則新聞時，日本三分主流的報紙《朝日

報》、《每日報》及《讀賣報》，分別出現了兩種字型，請見下〈圖十七〉。 

 

1.《朝日報紙》：「 」飾区  (略體字) 

2.《每日報紙》及《讀賣報紙》：「 」飾区  (舊體字) 

 

 

 

 

 

       〈圖十七〉 「葛」的異體字 

 

    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是因為日本公告的標準漢字字體與寫法一直都僅限於

漢字表內所收錄的漢字，未收錄者因為不鼓勵使用，所以並沒有明確的法規去規

範其字體，唯一談得上相關的，只有內閣公用文協議會決議的「公用文的改善」

中有提到其使用原則。堀田倫男於〈表外字に標準字体の制定を〉一文中提到305： 

內閣公用文協議會決議的〈公用文的改善〉中有：「地圖中書寫地名的

時候，若使用到〈當用漢字表〉以外的漢字，全部用〈當用漢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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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崛田倫男，〈表外字に標準字体の制定を〉，日本語学，13(5)，1994.05，頁 19。 
305 崛田倫男，〈表外字に標準字体の制定を〉，日本語学，13(5)，1994.05，頁 21。 



 

的簡易字體作標準字體來使用也是可以的。」這樣的備考存在。這個「公

用文的改善」被內閣確定，與〈當用漢字字体表〉同年，昭和二十四年，

被內閣告示。當用漢字念成「とうとい」/to•u•to•i/的「尊」字，在「小

市」中，「樽」和「 」都可以；「あお」/a•o/的「青」字，「鯖江市」

的「鯖」也可以寫成「鯖」。…… 

經過數年間檢討表外字的適用性，朝向當用漢字的略體字方向的是朝日

報紙的字體。…… 

    上述內容說明了「表外漢字」未統一的原因，是因為規範的模糊而造成的。

因為使用表外字時，可以使用舊字體或公布的略體字。故《朝日報》選擇使用略

體字做為表外字的標準字體的依規，造成了其用字與《每日報》及《讀賣報》的

舊字體不同。而在 1990 年代，各家報社字體與 JIS 漢字字體也有一些出入，相關

例子如下〈表十〉： 

 

 第一水準 第二水準 

JIS 躯、鴎 嶇、嘔、甌、謳、嫗 

朝日報 躯、鴎 岖、呕、瓯、 、妪 

每日、讀賣報 軀、鷗 嶇、嘔、甌、謳、嫗 

〈表十〉〈JIS漢字〉於朝日、每日及讀賣報紙異體字比較舉例306 

 

    很明顯地，「區」此字有略體字的寫法「区」，而衍生出其他漢字時，便有各

種不同的寫法，如：「嶇、嘔、甌、謳、嫗」，便有「岖、呕、瓯、 、妪」的寫

法。但部分漢字屬表外字，在字體未統一的情況下，在社會上使用便出現了如上

表顯示的混亂狀況，而這樣混論的狀況在〈常用漢字表〉頒布之後，表外字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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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崛田倫男，〈表外字に標準字体の制定を〉，日本語学，13(5)，1994.05，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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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用，而更為明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00 年 12 月時，國語審議會公告了〈表

外漢字字體表〉，收錄高達 1022 個漢字，以統一國內多數表外字的字形。 

這些漢字來自於對印刷界及報界的調查307，此表的前文中揭示了此表的作成目的

與使用範圍308： 

表外漢字字體表是為法令，公用文件，報紙，雜誌，廣播等一般的社會

生活層面使用表外漢字的字體選擇，及印刷文字(資訊設備畫面上所使

用的文字或字幕上使用的文字等，包含能按照印刷出來的文字)這樣的

對象所揭示。 

    文中談到了表外漢字使用的增加原因， 大的一項便是來自文字處理機――

電腦的普及309： 

因為語言文字處理機急速的普及，漢字能被簡單的打印出來，已超出〈常

用漢字表〉制定時的預想情況，表外漢字的使用變得日常化了。…… 

目前，國語審議會制定了〈表外漢字字體表〉，這個問題已經不只是對

一般的文字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而已，考慮到未來資訊設備的進一步普

及，我們做出確立關於表外漢字標準字體確立的必要性是日益提高的判

斷。 

    前言也宣稱，此表的功用是為了減輕表外漢字使用上的混亂，並不是打算增

加〈常用漢字表〉的內容，因為〈常用漢字表〉收錄的漢字屬在一般社會生活上，

高效率且共通性高者，其內容是一般社會漢字使用的基準，地位較高。而〈表外

漢字字體表〉只是因應電腦普及，為減輕表外漢字字形不一的困擾，而做出的方

案，故學校教科書不須更動漢字教材的內容。但由此表可以看出日本語言政策對

 
307 關於表外漢字字体表，是基於以下兩次的頻率調查結果，考量實際文字使用的情況而作成的。

第一次是綜合日本「凸版印刷」、「大日本印刷」、「共同印刷」三家廠商的「漢字出現頻率調查」(平
成九年，文化廳，調查對象的漢字字數總共 37,509,482 字)。第二次是綜合「凸版印刷」、「讀賣報

紙」的「漢字出現頻率調查(2)」（平成 12 年，文化廳，調查對象的漢字總數為凸版印刷 33,301,934
字，讀賣報紙 25,310,226 字）。交叉比對其中出現的頻率高者而選定。相關說明可見國語審議會表

外漢字字體表的前文：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kokugo/toushin/001218b.htm 
308 國語審議會表外漢字字體表前文第二點「表外漢字字体表の性格」：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kokugo/toushin/001218b.htm 
309 表外漢字字體表的前文：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kokugo/toushin/001218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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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系統標準化的觸角，由表內字延伸至表外字的領域，顯示官方默許了表外漢

字的發展，明顯地，這 1022 個表外漢字被〈表外漢字字體表〉標準化，實際上也

提高了其功能及地位，變得更符合社會需求而被廣泛使用，更接近〈常用漢字表〉

的位置。 

 

第三節 多媒體的發達，漢字優勢盡顯 

    因為電腦的出現，漢字的書出不再透過鉛字印刷，報紙製作的方法也產生了

大的變化。另外，因為困難的漢字不需要透過書寫，而可以簡單地使用電腦打印

出來，漢字的使用也變得更具有柔軟性310。因為不再受限於機器的輸出技術的考

量，作家與記者更能自在地使用漢字報導新聞或表現自我意志。漢字變得更為「現

代化」，而其在書寫上較假名簡約的優勢，便被凸顯出來，此影響了報界及出版界

使用漢字的態度。 

     2002 年，日本新聞協會針對〈常用漢字表〉未收錄者追加了 39 個漢字進去，

作為新聞發布使用。風行草偃的情況下，各報社也陸續制訂了自己的漢字表，以

下是《朝日報》於 2003 年 3 月 14 日第一版公布於報紙上的內容311： 

朝日報社決定，文章中不標示讀音假名的漢字將增加 66 個。針對去年

日本新聞協會決定追加 39 個漢字的方案，本社用字也因此修正，增加

了必要的字種。直至目前為止，增加了 14 種訓讀於已使用的 12 個漢字

上。本社漢字表自過去的 1945 個漢字變成 2011 個漢字。關於困難的單

字會用簡單的寫法寫出這一點是不會改變的，而一般使用大眾較熟悉的

難字，仍依常用漢字且不標註讀音假名方式使用，並減少漢語的交替書

寫312及讀音假名的使用，使文章更容易閱讀。此事將於 4 月 1 日開始實

 
310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106。 
311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の未来》，東京都︰朝倉書店，2004，頁 222。 
312 此文中「漢語的交替書寫」指的是原是漢字詞彙，但因其中某個漢字非〈常用漢字表〉收錄之

字，故以假名替代書寫。如：「拉致」寫成「ら致」，是因為「拉」此字非表內用字。而這樣的書寫

方式卻造成了閱讀上的困擾，此討論會於論文中一併提出，故報社亟欲避免此種狀況發生。 



 

 143

                                                

施。 

    由這樣的公告可以了解到，雖然〈常用漢字表〉已揭示了其性質：作為社會

大眾使用漢字的目標。但報社協會仍慎重其事地宣布使用表外漢字，並公告用法，

其實也意味著〈常用漢字表〉收錄漢字仍不敷社會使用的事實，另外，「減少漢語

的交替書寫及讀音假名的使用」，是以漢字為文字表記的中心這樣思考所做的決

策，漢字其「表意文字」的特質被尊重而且因此被擴大使用的範圍。 

    日本報界的再度變節，小池民男於〈新聞と漢字〉一文中談到313： 

在電腦的進化下，技術性上便存在各種可能性。換句話說，是不能用技

術性困難這樣的理由而逃避。這裡必須再一次回到原點來思考，是否到

了這個時期?易懂的日本語是什麼樣子？優美的日本語是什麼樣子？豐

富的日本語是什麼樣子？新聞與漢字的關係，也是存在在這樣思惟的其

中之一。能讓大多數讀者閱讀的內容這是新聞不變的宿命。每日供給大

量的文字這樣的責任、使命，也是無法被減少的。網際網路的時代，電

腦社會越來越深入生活，當然這樣的責任、使命也更為加重。 

    言語並不是單只是傳達資訊的手段，而是能傳達各種意思、想法，及細微之

處的工具，技術解決了漢字輸出，漢字因其表義清楚的優勢而再度站上了文字表

記的舞台，而被社會選擇優先使用。 

    另外，戰後的日本民眾接收新資訊，多是透過收音機，以聽覺接收，與文字

較無直接關連，但 1953 年，電視的放送正式啟動314，日本社會進入了「以視覺接

收資訊的時代」。電視放送的初期，技術水準不高，映像的畫面多是以單張圖片顯

示，故文字情報的輔助便顯得相當重要，而漢字因為為表義文字，較假名簡省空

間，且意義清楚，故也被優先且大量地使用在電視有限的畫面上，西谷博信於〈映

像文化と漢字〉一文中，引用 1971 年「NHK放送問文化研究年報」的資料提到315： 

三、電視畫面的使用字種中，漢字為二分之一，平假名為兩成，片假名

 
313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109。 
314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114。 
315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 10 現代生活と漢字》，東京都：明治書院，1989 年，頁 24-25。 



 

及數字為一成，羅馬字為一成。…… 

五、放送節目標題的使用字種中，漢字為二分之一，平假名佔三分之一，

剩下六分之一中的九成為片假名、羅馬字，數字方面，是非常少的。 

柴田実於〈放送と漢字〉一文中引用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資料談到316： 

……電視放送的報導文章中，不能避免地傾向避開困難的熟語、同音異

義的熟語這樣的原則。 

因此，「當用漢字」的表外字使用頻率是高的，相較於報紙的 1.7%，電

視是 2.5%以上。(NHK 調查，1976)。其中，許多是專有名詞的表記，

從能表達許多專門用語、慣用且較特殊的語言表記來思考，當然與報紙

中說明、敘述性的文章中出現的表外字百分比不同。 

     

〈圖十八〉 2011 年 3 月 15 日，日本NHK新聞台報導日本 311 大地震相關內畫面317 

    

    從上述資料可知，電視畫面為使口語表義更為清晰，使用的漢字量更大，當

然也涉及了提高表外漢字的使用量。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百分比資料是在〈當用

漢字表〉實行時期的數據，雖然表外漢字應以表內漢字或假名取代，但電視節目

製作者仍選擇了以表外漢字表記，由此再度見證漢字能被保留的原因是其表義性

的優勢，非拼音文字可以取代。而在〈常用漢字表〉頒布之後，漢字因其簡約性

                                                 
316 前田富祺、野村雅昭編，《漢字と社会》，東京都：朝倉書店，2005，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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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此畫面為筆者於 2011 年 3 月 15 日自電視機直接翻拍 NHK 新聞台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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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即時性，更為被大量的運用在電視新聞上，如上〈圖十八〉。 

    1999 年，日本文化廳的「平成 10 年度與國語相關的世論調查」，於該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22 日，對全國 16 歲以上的男女共 3000 人進行與國語使用相關的調查，

其中一項是與漢字使用意識相關的調查，以下是調查內容及結果318： 

6．關於字的意識 ＜Q13＞―漢字是重要且便利的文字―  

您對漢字有什麼的意識，請從下列中尋找。(下列項目中可複選) 

（1）是日本語的表記中不可或缺且重要的文字・・・・・・ 72.8％ 

（2）見到漢字時，馬上便可了解其意思，十分便利・・・・・・ 61.7％ 

（3）就算有文字處理機，也應該好好地做好漢字學習・・・・・・ 52.0％ 

（4）對於漢字的使用方法沒有太多的自信・・・・・・・・・・・・ 42.4％ 

（5）日本語的表記是很難的文字・・・・・・・・・・・・ 12.2％ 

（6）對於漢字的使用方法相當有自信・・・・・・・・・・・・ 11.9％ 

（7）因為有文字處理機等，從現在起必要的話會少寫漢字・・・・ 9.3％   

（8）記住漢字是很困難的事，最好還是儘量不使用・・・・・・ 3.7％ 

    由上述資料可見，多數民眾認同漢字的重要性，且承認其為日語表記不可缺

乏的元素，且由第二個問題的結果可知，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同漢字是「便利的」，

此觀點與二戰後初期的日本民眾認為漢字是落後的且是使日本停滯不前的元凶，

有很大的落差。由第四個問題結果可知四成民眾認為自己對漢字使用沒有太多的

自信，表示漢字的學習是不太容易的事，但只有 3.7％的受訪者認為 好儘量不使

用漢字，故漢字的使用已是社會的主流，且廣泛被民眾認為是便利的文字。 

第四節 〈新常用漢字表〉的出現 

    因為電腦的日益普及，表外字的使用比起 1981 年頒布〈常用漢字表〉的預設

立場，還要來得廣泛且大量。文化廳重新思考修定〈常用漢字表〉的必要性，故

 
318 文化庁，国語施策・日本語教育，国語施策情報，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 10 年度：

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yoronchousa/h07/kekk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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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文部科學大臣向文化審議會319提出「關於在資訊化時代漢字政策的情

勢對應」的諮問，其理由如下320： 

1.資訊化的進展到現在，關於在昭和 56 年 10 月制定的舊〈常用漢字表〉

的「漢字使用的目安」，其機能是否充分？檢討的時期到來了。 

2.在檢討的同時，也應奠基於 JIS 漢字及人名用漢字的關係，從日本漢

字全體的觀點來思考，務必要以構築綜合性的漢字政策為目標。 

3.因為資訊機器的普及，手寫漢字的機會確實減少了，而書寫漢字這件

事到底該放在哪個位置上？彙整這個理念是必要的事。 

    為回應上述三個問題，文化審議會著手進行了改革〈常用漢字表〉的研究，

廣泛蒐集各領域專家及學者的意見，及民眾的請願及意識調查，歷時五年的統合、

修改， 後於 2010 年提出 終版本，由內閣於 2010 年 11 月公告，公告內容為〈改

訂常用漢字表一覽〉，又稱為〈新常用漢字表〉。 

   〈新常用漢字表〉中的漢字奠基於〈常用漢字表〉，刪去了原有的 5 字，增加

了 196 字，共收錄了 2136 個漢字。很明顯地，〈新常用漢字表〉再度增加了漢字

數量。 

    從民間的意見來看，漢字不但被視為日語表記中不可或缺的文字，且為語言

中的高位文字。在〈新常用漢字表〉審訂的過程中，第一批被列入增加的候補漢

字裡，有 11 字是作為都道府縣名使用的原因而被納入；如「鷹」此字也因同樣理

由被強力建議納入新漢字表內。以下是日本《產經報》在 2009 年 6 月 3 日一篇標

題為「『鬱』除外、『鷹』增加的〈新常用漢字表〉討論漸入佳境」內容提到﹙節

錄﹚321︰ 

漢字委員會預計將現行的〈常用漢字表〉(1945 字)增加「鬱」等 191 字，

 
319 日本的國語政策本由國語審議會執掌相關事項，但 2001 年日本中央基於避免部門舞弊及強化內

格機能等原因，進行了行政機關的改組，史稱「中央省庁再編」(Central Government Reform)，國

語審議會在此次改革中被廢除。而相關的工作職掌由新成立的文部科學省底下的文化審議會國語分

科會繼承。 
320 氏原基余司，〈情報機器の普及、常用漢字表の改定〉，時の法令，2011.03，NO.1877，頁 7 與

頁 10。 
321 《產經新聞》︰http://news.nifty.com/cs/headline/detail/sankei-m200906030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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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銑」等日常使用不太到的 5 字刪除，共計 2131 字。… 

文化廳收到最多希望增加的字是「鷹」字， 共 22 件。「鷹」字是東京

三鷹市，市內團體及交流自治會所呼籲增加的。……最多人希望刪除

「鬱」字，共 11 件。 

    同一天《中日報》也刊載相關新聞，內容提到教育界希望保留和重要地名相

關的漢字「埼」、「阪」「阜」、「栃」、「茨」等，理由為322︰ 

自小學四年級便開始教授行政區域的名稱，比起假名，漢字更有教育的

意義。 

    在這樣的報導裡頭，我們可以看見社會看待漢字的態度，比起假名，漢字更

有「正統」的地位，故在行政區域的標示上，即使某些漢字未納入〈常用漢字表〉

裡，但在實際生活中仍存在著，而且地方人士不願以假名替代使用。 

    隨著〈新常用漢字表〉收錄更多漢字字體及以開放的態度允許漢字的使用， 

也有人質疑，漢字表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氏原基余司回答了這個問題323： 

1.國語政策的漢字表，是在一般社會生活中，為了寫出現代的國語而做

為漢字使用的參考標準。 

2.一般社會生活中使用漢字的目的是作為「溝通的手段」這樣的東西。 

3.目前資訊機器支援「閱讀行為」較「書寫行為」的比率大得多。簡要

來說，書寫漢字是容易的。 

    故漢字表立基於以上三點而有其必要性，其存在的價值是使社會大眾有自由

權使用漢字，但可減低漢字氾濫的風險，不致過份自由使用漢字造成如戰前漢字

氾濫、影響溝通效率的弊端。 

 

 

 
322 《中日新聞》： http://www.chunichi.co.jp/article/national/news/CK2009060302000146.html 
323  氏原基余司，〈情報機器の普及、常用漢字表の改定〉，時の法令，2011.03，NO.187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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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Florian Coulmas談到有三個因素影響雙文字系統的改革：「政治」、「文化意義」

及「大眾的關注」324。Tessa Carroll於《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change in 

Japan》一書中提到325︰ 

語言政策並非僅奠基於考慮語言本身的情況，而是需建立在一個社會、

文化、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基礎上︰ 

一件重要的事要被牢記︰語言滿足的不僅是溝通，而且也有著象徵性的

功能存在於社會中。在許多情況下，決策需盡可能聯繫到在一個統一或

分裂的社群中，該語言符號的價值(Garvin 和 Mathiot 1956)，以作為真

正溝通的需要。因此，在語言計畫中，政治，社會和經濟上的考慮通常

遠遠超過語言本身的因素。(Christian 1988: 193-194) 

    從日本內閣頒布漢字表的歷史來看，政治和文化因素是漢字政策走向的決定

性因素，戰後漢字政策的走向大致來說，是由廢除，到減少、簡化， 後進入開

放和增加的過程：戰敗的原因使漢字被賦予「落後」、「封建」的意識形態，日本

政府為了重建戰後的社會，以「廢除漢字」為遠程目標做為破除「封建」的象徵，

但其改革的手段卻因為 GHQ 的介入，日本政府為顯示文化問題應屬於民族自決的

決心，而決定以緩和的「限制使用並逐年減少」的方式，取代直接廢除。但在改

革的過程中，卻因為命名漢字具有歷史傳統及重要的文化意義，而不得不做出讓

步。漢字其憑藉著文化歷史背景做為後盾，延續了使用生命。而日本官方為了限

制漢字而規範漢字，此規範的手段卻反而助其取得了社會使用優勢，而在實行的

過程中，社會大眾必追求使用過程的舒適感，而敦促政府繼續進行相關的改革，

                                                 
324 Florian Coulmas，”Writing system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nguistic analysis”,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頁 234。 
325 Tessa Carroll，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change in Japan，Richmond :︰Curzon，200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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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語言領域中，「限制漢字」促成了日本文詞的的簡易化，卻也因為簡易化造就

了漢字的普及，這樣的普及使得社會大眾不再有理由排斥「艱深難懂」的漢字，

相反地，轉而思考其便利性，而這樣的轉變也轉移了漢字使用的焦點，由「廢除

漢字」轉為「增進其便民性」，在漢字「做為真正溝通的需要」之前提下，日本政

府必須不得不改變其語言政策的方針，可以說，漢字因為政府於戰後的語言政策

中，在第一時間選擇「限制使用」而非「全面廢除」，而得到了一線生機。後期，

因為經濟技術的進步，對漢字的擴大使用更是有決定性的影響，電腦的使用使漢

字的輸出更為便利，支撐戰後廢除漢字的幾個理由因為技術的進步而被瓦解，漢

字轉而被大量使用在社會生活上。 

    在 2011 年的 4 月 28 日，聯合報 A9 話題版刊載了一篇名為〈日圓先生倡：漢

字東亞經濟體  榊原預測 20 年內中國超越美 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中台日韓

應整合創設「亞元」〉，內容提到： 

「中國崛起」，榊原更提出以「漢字」為主的東亞經濟體構想。 

他認為，中國、台灣、日本與韓國等與中華文化淵源深厚，經濟結構相

近，應整合為「東亞經濟體」，甚至設立共同的貨幣清算機制，發明以

人民幣為主體的「亞元」。 

榊原英資昨天出席「二○一一年下半年全球金融市場展望」論壇，做以

上的表示，他強調，中國文明對於日、韓等亞洲國家影響深遠，「東亞

甚至可稱為漢字地區」。 

     雖然上篇報導的重點，在於榊原先生主張應發明以人民幣為主體的亞元，來

提升對抗歐洲及美國的經濟實力，但在這樣的趨勢下，亞洲各國往來必定更加頻

繁，「漢字」來自中國，而被亞洲各國或多或少地使用，在貨物、資訊流通中，漢

字被輸入也被輸出，而在「經濟性」及「國際性」因素的影響之下，「漢字」做為

交流的媒介，其地位日益被重視，財團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自 1992 年舉辦

「漢字檢定」，參加的人數逐年增加，其增加趨勢如下〈表十一〉。由下表可見，



 

參加漢字檢定的人數逐年增加，依該協會公布的資料顯示，2008 年，2008 年參加

漢字檢定者高達 2,893,071 人326。樺島忠夫認為這樣的現象是「日本人感到漢字學

習的必要性，也抱持著興趣327。」而漢字檢定資格的功用，被作為多數日本大學

入學的參考條件之一，依該會公布的資料，2012 年日本全國大學及短大度採用漢

字檢定資格作為入學條件者有 458 所，約佔全國大學及短大的四成。可見漢字的

認知已被視作重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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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 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參加者與合格者近九年人數圖328 

 

    中國的崛起、臺灣的富裕，駁斥了「漢字是封建、落後的象徵」。日本自戰後

使用漢字至今，也未因使用漢字而變得落後，故漢字的廢與不廢並不能作為國力

強弱的理由。漢字至今仍是活著的文字，它普遍存在於東亞之中，中國、臺灣、

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只要有華人的地區，漢字仍或多或少的被使用著，這

是漢字的現代性、實用性及國際性。雖然明治時代多數學者認為日本使用了大量

複雜難懂的漢字，才造成國力落後，但福田恆存談到，這是眾人對漢字的誤解，

因為在二戰之前，日本各地語言並未統一，若是使用表音的假名作為書寫文字，

                                                 
326 財団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会資料：http://www.kanken.or.jp/investigation/transition.html。 
327 樺島忠夫，〈常用漢字表を検討する〉，日本語學，2006.09，25(11)，頁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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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參考財団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会資料：http://www.kanken.or.jp/investigation/transition.html 
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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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傳送到其他地方時，會因為語音不同而無法理解，但漢字解決了這個問題，

漢字因為是表義文字，故就算從接近北海道的津輕到南端的薩摩，也能通行，這

也說明了漢語、漢字被大量使用的原因329。而我們若能把這個視野放大到整個東

亞地區，目前中國、日本、香港、臺灣都各有自己的漢字的電腦編碼系統，若能

統整這些漢字系統，使其能跨越國別、語言的限制，那麼漢字也許能暨英語之後，

成為亞洲第二套溝通系統，這是漢字的未來的課題，而身處在東亞漢字圈的日本，

勢必朝著國際化趨勢延續漢字的生命，且借此深入東亞的各個層面之中。 

 

 

 

 

 

 

 

 

 

 

 

 

 

 
329 大野晋，《日本語を考える》，東京都：讀賣新聞社，1968，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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