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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論 

    1895年時，由朝鮮編撰兩本國小讀本教科書以供國小學生們學習韓語。«國

民小學讀本
1
»是正式使用於學校單位教導小學生們學習韓語的教科書，全書共

有四十一課，每一課為獨立一單元，內容涵蓋地理、人文、自然、民俗等範

圍，在最後幾課當中則為連續相關的主題內容。«小學讀本
2
»共有五課，是專門

設計給一些無法於適齡時期就讀、學習程度較為低落的人民所學習用，內容主

要是與道德(立志、勤誠、務實、修德、應世)方面有關的題材為主。本論文以

前者«國民小學讀本»為主，試將其當時文法要點與特色做一有系統之整理，為

日後學習古文時能奠定良好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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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95년(고종 32)에 학부 편집국에서 편찬한 소학교용 교과서이다. 1책으로 된 활

자본이다. 본문은 전체 41과로 구성되어 있는데, 단위 수업의 분량을 고려하였

음인지 이어지는 내용을 두세 과로 나누어 일련번호를 붙여 놓은 것도 있다. 내

용은 인문, 사회, 자연, 역사, 지리 등이 망라되어 종합 교과의 성격을 띤다. 특

히 우리 군주에 대한 존경을 강조하고 애국심을 고취하는 내용(제12과 條約國 

등)이 포함되어 있어 1910년 일제에 의해 발매 금지를 당하기도 했다. 국한문 

혼용으로 되어 있는데 어려운 한자어가 많고 한문 직역투를 쓰고 있어 한문 지

식이 없는 사람이 읽기에는 쉽지 않다. 표기법은 개화기 교과서류의 일반적인 

방식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 않아 다소 혼란된 모습을 보여준다. 개화기 국어의 실

상을 보여주는 좋은 자료이며 개화기 교과서 연구에 기초 자료가 된다. 

2 1895년(고종 32) 학부 편집국에서 간행한 소학교용 국어(독본) 교과서이다. 맹사

성(孟思誠), 송시열(宋時烈), 이율곡(李栗谷), 성혼(成渾), 조광조(趙光祖) 등 조선

시대 선비들의 훌륭한 행적이나 격언 등을 주된 내용으로 하여 어린 학도들에

게 지식과 교훈을 줄 목적으로 편찬되었다. 본문은 ‘뜻을 세운다’는 의미인 <立

志>, ‘부지런하고 성실하다’는 의미인 <勤誠>, ‘실질적인 것에 힘쓴다’는 의미인 

<務實>, ‘덕을 닦는다’는 의미인 <修德>, ‘세상에 잘 대처한다’는 의미인 <應世>

의 다섯 장(章)으로 나뉘어 있어 이 장의 명칭들만으로도 교훈의 내용을 대략 

짐작할 수 있다. 한글과 한자가 혼용되어 있으나 실제 문체는 한문에 토를 단 

정도의 문장이 많이 나타나 한문 실력을 갖추지 않은 사람은 읽기가 쉽지 않다. 

표기법은 다소 혼란되고 정제되어 있지 못하나 개화기 교과서의 일반적인 양식

을 보여주어 개화기 국어 연구와 교과서 연구에 중요한 자료가 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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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動機與方法 

    韓文自創始以來已歷經五百多年的歲月，這段為時不算短的時期裡亦歷經

了無數次的語言演變的過程，時至今日吾人所學之韓語雖然與古有異，但並非

全無舊跡可循，期鑑古可知今◦本文撰寫之目的在於了解開化時期的韓語語法現

象，期能有助於對於韓語現代語法結構演變的了解，藉由內文當中顯示之相關

語言規則來探討當時韓語語法現象，嘗試來解答現代文法的諸多疑點。 

1.2朝鮮末期與開化期之區分 

    "開化期"一詞，其實在韓國歷史朝代以來並非一正式的國名期，而是指一

段國家正當經歷的過程時間，而這段時間隨著學者專家的認同不一，於是其所

訂立的起訖時期便有所不同，譬如«國史大事典»當中紀錄的所謂開化期是從187

6年開始到1910為止，但是一般在韓國語學體系當中則有不同之看法。其期間之

分法如下表所示: 

<表1>韓國學者主張之開化期起迄點 

學者 主張之開化期起訖點 

李基文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替 

康允浩 1895年至1910年 

이용호  1894年至1910年 

김민수 1884年至1918年 

김중진 1839年至1920年 

 

由上表可知韓國開化時期依照學者們見解有著不同的時期劃分，本論文綜

和專家學者的意見對開化時期的分法稍有不同，為了避免時代名詞混淆，試著

整理出後如下所敘: 

               

 
 
2.音節表記之特徵 

2.1初聲 

(1)初聲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便訂定初聲共有17字。

其初聲字為"ㄱㄷㅂㅈㅅㆆㅋㅌㅍㅊㅎㅇㄴㅁㆁㄹㅿ"，其中"ㆆ:[h]、ㆁ:[ŋ]、ㅿ

:[z]"已然消失不用。經過幾世紀的變遷來到19世紀的朝鮮末期時只剩下了"ㅂ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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ㄱㅈㅅㅎㅍㅌㅋㅊㅁㄴㄹㅇ"共14字。 

(2)初聲合用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初聲合用字一共有9種，分別為"ᄢᄣᄠᄩᄡᄧᄭᄯᄲ

"，到19世紀的朝鮮末期時三字合用的情況已經完全消失，二字合用的部分ㅂ系

之"ᄩ"消失而增加了"ᄞ"，ㅅ系則增加了"ᄊ"的合字用法，共9種表記用法。 

2.2中聲 

    (1)中聲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所訂定的中聲字母音分別是為"ㅡㅣㅗㅏㅜㅓㅛㅑㅠㅕ"

等共10個母音。而來到19世紀末所使用的中聲則為"·(ㅏ)ㅓㅗㅜㅡㅣㅑㅕㅛㅠ"等

10個母音字。 

        (2)中聲合用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所訂定的中聲字母音共有18字，其組合類型如下所示: 

 

然而在朝鮮末期時所用的表記法剩下12種類型，其組合類型如下所示: 

2.3終聲 

    (1)終聲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有提到"終聲復用初聲"，也就是說終聲位置上可以再次

使用初聲的字母來表記，然而初聲字並非全部都用於終聲，只有8個類型，其類

型是"ㄱㅇㄷㄴㅂㅁㅅㄹ"。然而朝鮮末期音節終聲的表示方法大致與訓民正音

時期相同，只有"ㅅ"的表記替代了"ㄷ"，成為7種終聲的用法。其表記類型為"ㄱ

ㅇㄴㅂㅁㅅ(ㄷ)ㄹ"。 

    (2)終聲合用字 

訓民正音初創期時所訂定的終聲合用字如下所敘: 

     

然而朝鮮末期的音節終聲合用字除了三字合用的類型消失之外又多加了三種的

表記方法，其表記方法如下所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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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敘，朝鮮末期音節的字素表記方法與訓民正音當初創立的情形已經

大有改變，其音節的初聲中聲終聲字素組合方式如下圖所示: 

 

 

3.型態素表記之特徵 

3.1綴字法混用 

    朝鮮末期教科書«國民小學讀本»上所表記的綴字方法大致上是偏向連綴的

方式，但是全文四十一課裡面卻是夾記著分綴與重綴的痕跡。也就是說從訓民

正音一直以來先是以連綴的方式表記之後接著進入了以重綴為主的表記時期，

慢慢演再變為以分綴的方式表記，然而這三種表記方式直到朝鮮末期，雖然是

以偏向文法型態的分綴為主，但是仍然還是呈現三種共存的表記方式。 

 

 
    

3.2激音表記     

本時期的單字表記當中如遇上音節與音節之間有氣音之字素出現者，通常

會三種情況出現，第一種是在前音節尾音中添加"ㅅ"，第二種則是會在前音節

尾音中添加"ㅅ"之後，在後音節初聲中添加"ㅎ"，這是因為"ㅅ"在此時期通常是

用來取代"ㄷ"的原因。第三種是前音節尾音恢復原來平音之後，後面音節初聲

中再添加"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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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非此三種表記方法之外的例子。 

 

 
 

3.3口蓋音表記     

本文當中所指的口蓋音化現象是指"音節+히"和"音節+이"的表記現象，其

他字素的口蓋音化現象並不在本文中討論範圍。«國民小學讀本»裡面所表現出

的口蓋音表記樣式如下列例子: 

 

 

               
 

3.4硬音表記 

«國民小學讀本»裡面所表現出的硬音表記現象大致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第一

類是前音節為開音節的情況，第二類是後音節初聲為各自並書的情況。 

 

 

                                 
 

3.5ㄹ>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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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ㄹ>ㄴ"的現象並非指漢字音或者純韓文單字當中的頭音現象，而是指

«國民小學讀本»裡面的流音表記現象。本時期教科書當中的本該是"ㄹ>ㄹ"的表

記現象卻都以"ㄹ>ㄴ"的方式來表記，這種現象直到周時經的«國語文法»當中才

開始出現了"ㄹ>ㄹ"的表記方式。 

 

 

 

3.6ㅇ>ㅎ現象 

«國民小學讀本»裡出現的文法現象當中有一種特別的現象，就是在某些特

別的音節組合當中，後音節的初聲若是"ㅇ"開頭，而前音節的中聲若是出現"ㅏ"

者，則此時"ㅇ"則大部分會以"ㅎ"來表記。 

 

 

     但是還有一種更為特別的範例，那就是"땅"這個單字。這單字在«國民小學

讀本»裡出現的樣式是 ， 也是說"땅"這一單字到朝鮮末期為止都是以開

音節型態出現，然而，隨著後面加上以"ㅇ" 開頭的助詞之不同便可以發現其並

非完全遵守"ㅇ>ㅎ"的規則，顯得較為隨意性。 

  

 

         

3.7其他中聲母音現象 

(ㄱ) 前舌母音化未完全      

19世紀末的韓語音節當中，中聲母音的表記現象是與現代的前舌母音化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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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也就是說出現"ㅡ>ㅣ"混用表記的現象。如下列所示，(1)與(2)為共同存在

的表記方式。 

 

 

 

             

(ㄴ) 原脣母音化未完全 

19世紀末的韓語音節當中，中聲母音的表記現象亦是與現代的圓純母音化的交

替時期，也是說出現"ㅜ>ㅡ"混用表記的現象。如下列所示，(3)與(4)為共同存在

的表記方式。 

 

 

 
(ㄷ) 其他中聲母音混合表記 

本時期音節中聲母音的表記方式顯得相當混亂，這樣的情形可以說是19世紀即

將邁入20世紀交接點的過渡時期，中聲的單母音化已經漸漸明朗化。 

 

①"ㅓ>ㅕ/ㅑ"、"ㅜ>ㅠ"表記現象 

 

 

 

②"ㅏ>ㅓ/ㅕ"表記現象 

 

 

 

4.活用表記之特徵 

4.1語尾 

本時期的語尾活用現象其實已經與現代之用法有某程度上雷同，只是在詞

組的合成詞素當中有些增減之現象，再加上此時期有很明顯的連綴與分綴還有

重綴的混用現象，故在活用的表記上面確實仍有相當值得去探討的特徵。 

4.1.1連接語尾 

«國民小學讀本»當中所出現的連接語尾用法其實並不多，而且多為重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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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或許是因為本教材原本就是專為學齡兒童所設，故語法上的困難度自然

不會偏高。其出現在本教材中的連接語尾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所示，出現在«國民小學讀本»當中的連接語尾大部分是表條件、根

據、理由等之連結語尾類型，其實表意思相同但是用法不同者只差別在於連接

語尾是接在敘述格助詞或是用言之後而已。 

4.1.2終結語尾 

«國民小學讀本»當中所出現的終結型語尾用法類型比起連接語尾之類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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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較多樣化，但其終結語尾之語意乃因是教材內容，所以偏向叮嚀與囑咐之意

思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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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出現在«國民小學讀本»當中的終結型語尾大部分是表道理、

感嘆、真理、叮嚀與囑咐等之意。但是如項目15~19的語尾類型在«國民小學讀

本»當中出現的用法全部都是與其他終結型語尾一起使用，而在與其他語尾表記

之時通常也會伴隨著型態上的變化。        

4.1.3轉成語尾 

«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轉成語尾與現代之用法相去無幾，但是在"

ㅁ"的轉成語尾用法上卻可以發現幾乎都會與後音節形成連綴的現象。«國民小

學讀本»當中出現的轉成語尾如下表所示: 

 

 國民小學讀本 轉成語尾 意思 

1 -ㅁ/음 形成名詞 (名詞形冠形詞語尾) 

2 -게  形成副詞 (副詞形冠形詞語尾) 

3 -기 形成名詞 (名詞形冠形詞語尾) 

4 -ㄴ/는 形成時制 (時間形冠形詞語尾) 

5 -ㄹ 形成時制 (時間形冠形詞語尾) 

6 -던 形成時制 (時間形冠形詞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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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例句顯示出的表記方法可知，轉成語尾的用法上除了名詞形冠形詞

語尾"ㅁ"的表記方法顯示出可與後音節連音與否的差別之外，其餘轉成語尾全

部與現代的表記方法是一樣的。 

4.1.4其他慣用詞組 

«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其他慣用詞組表記類型並不多，而且其實

重複出現的機率亦不甚高，或者這也是因為本教材是針對國小程度之初學者能

力所設，所以文法表記的使用樣式上便顯得簡潔多了。 

 

 
 

 
   
 

如上述(1)例子中" "乃是由冠形詞語尾(表時間)加上"-

도다"所組成，"-

도"本身即有回想之意。(2)例子中則是由冠形詞語尾加上依存名詞"쳬"再加上動

詞" "所組成。(3)例子中是用言直接加上街尾詞"듯"再加上動詞"

"所構成。(4)例子中則是由冠形詞語尾"-을"加上依存名詞"만"再加上動詞"

"所組成。(5)例句中是由冠形詞語尾"-

을"加上依存名詞"터"再加上敘述格助詞所構成。(6)例句中的詞組當中只有連結

語尾"-야"尚未變成現代的"-여"，其餘其實與現代表記用法幾乎相同。 

4.2引用 

«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引用表記類型全部是間接引用類型，尤其在教

材最後幾課內容裡面是介紹地理與人物傳記居多，故出現引用的情形也顯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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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多。 

 

 
 

     如上述的所有例子當中可以發現朝鮮末期教科書當中引用的教材內容與現

代使用的詞組略有不同。現代使用的引用詞組通常是以"-

라고/ㄴ다고/다고/느냐/냐 +고 하~"的方式表記，而朝鮮末 

期的引用表記卻是沒有"-고"的加入。 

4.3命令 

«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命令表記類型只有一種，其與現代用亦甚

為相同。 

 

 

如上述的例子當中可以得知朝鮮末期教科書裡出現的命令表記法只有一種

，且其用法亦是與4.2引用所敘相同，也就是說現代韓語語法中的命令表記方式

是為"-(으)라고~"但是直至朝鮮末期的命令表記方式 當中是沒有"-고~"的存在。 

4.4否定 

 

«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否定表記類型與現代韓語用法雖然亦是極

為相似，但是卻也有許多非現代性的用法，其否定用法如下表所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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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的例子當中可以得知(1)~(4)的表記法是與現代韓語語法的表記方式

完全相同，但是(5)的例句中"-지 안(ㅎ)~"與現代韓語語法"-지 

않~"的用法卻有所不同，其兩者的差異是在於朝鮮末期 否定用法"-지 

안~"的詞組裡面''ㅎ''是一個隱藏性的存在。 

4.5使動 

韓語語法裡面使動的表記方式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短型使動，另一種是長

型使動。«國民小學讀本»內容當中出現的使動表記類型也是這兩種，其使動表

記類型如下表所示: 

 

 
 

 
 

     

如上述的例子當中可以得知(1)~(5)是為短型使動表記用法，而ㅁ)例子則為長型

使動表記用法。短型使動用法上不難看出朝鮮末期綴字法裡面已經有相當文法

意識的存在，使動的接尾詞幾乎不與前面用言產生型態上的變化，而長型使動

的詞組當中除了中聲母音的變化尚未如現在化一般之外，其實亦皆與現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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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去不遠。 

 

5.結論 

   本論文研究的主旨在於了解朝鮮末期教科書上的綴字用法現象，藉此解答

現代語法上的一些問題點。本論文共分四章，綜合以上的各章節的解析，本論

文的結論重點如下所敘: 

1.第一章主要在敘述本論文撰寫的主旨與方法，並嘗試將"朝鮮末期"與"開化期"

的時代起訖作出分界，以便論述方向。 

2.第二章主要是探討朝鮮末期韓文音節構造的情況，初聲字共有14字素、初聲

合用字共有9種合用字素，中聲字有10種字素、中聲合用字有12種合用字素，終

聲字則有8字素、終聲合用字則有9種合用字素。 

3.第三章主要是找出型態素表記的特徵，朝鮮末期的單字表記的型態素變化是

偏向分綴的文法表記現象，但是實際上仍然有連綴與重綴的混用現象。

此時期教科書中所顯現的韓語單字前型態素中的子音與後型態素的子音相遇時

會造成三種激音化現象、口蓋音化、2種硬音表記方式、"ㄹ"與"ㄹ"共同出現時

候會偏向"ㄹ>ㄴ"的表記方式、"ㅏ"與"ㅇ"各自為前後音節而相遇的話，通常"ㅇ

"則會表記為"ㅎ"。中聲母音的變化則有3種，分別為前舌母音未完全化、圓脣

母音未完全化、中聲母音混合表記等。 

4.第四章主要是找出朝鮮末期教科書上所記載的文法活用表記現象。

在語尾表記當中連結語尾主要是偏向條件、根據、理由之用法、終結語尾是偏

向叮嚀與囑咐用法，轉成語尾則與現代幾乎相同，除了"ㅁ"會與後音節為"ㅇ"之

音節有連綴現象這點較為特別。其他慣用詞組則多與現在表記法相同，但是中

聲為複母音這點仍可易於見到。

引用表記方面、命令表記方面，朝鮮末期教科書記載的與現在用法差異在於"고

"使用與否。否定表記方面則是以"-지 안(ㅎ)"的"ㅎ"隱藏式否定 

方式最為特別。使動表記方面則與現代用法相同，並有長型使動型與短行使動

型2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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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orthographic phenomenon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 mainly based on the 

elementary textbooks- 
Wu,Chung-hsing 

 
In 1895, the Korean Empire compiled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which 
was formally used in school units to teach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Korean. It 
contains 41 lessons, and each lesson is a single unit, containing geography, 
humanities, Nature, folk cultures, etc., and in the last few lessons the subjects are 
successively related.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the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Korean in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which i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ontemporary 
Korean. Hence, based on the textbooks which were published close to the modern 
times, formerly Korean grammar w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relevant language 
rules, trying to resolve the doubtful points in contemporary grammar. 
 
Keyword: textbooks   the time of enlightenment   grammar   korean empire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