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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新雄 博士       

李添富 博士 魏建功音學述評 研究生：錢 拓 摘要   魏建功先生

（1901.11-1980.2），字天行，江蘇海安人，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者、教

育家、書法家、國語文推動者。魏先生不僅繼承與發揚了錢玄同先生融

合中西，貫通古今的研究精神，開創了音韻學現代化的道路，亦是漢語

語言學的開拓者。 魏先生畢生積極從事語文教育和研究，其音學成就具

有豐碩的學術價值，於音韻學史上普遍的受到肯定。本文將魏先生的音

學研究成果分成四大領域，加以深入探析：第一、「古音學說」。魏先

生將新的科學方法以及比較材料應用於古音研究，將古音就陰、陽、入



三聲，分為五大類，訂為古韻六十二部，並全面性的構擬輔音韻尾。第

二、「音軌說」。在《古音系研究》中魏先生將音韻演變理論分為三

部、二十軌、一百零六系變化條例，並逐項陳述，體系完整。據其脈絡

加以爬梳，可以考知魏先生之音論觀點，對新學說之啟迪，並可得見其

繼往開來之精神。第三、「韻書殘卷論」。魏先生於韻書殘卷之研究，

正值新材料不斷問世之際；而先生除參與編纂《十韻彙編》，卓有大功

外，更繼王國維之後，撰有頗為豐富之殘卷論述。其中有關切韻系韻書

之探討，自成體系。第四、「國語運動」。在國語運動的進程中，魏先

生因應時代需求，採用注音符號、方音比較等新方法，就言文一致、語

言統一以及語言規範等語文範疇，分別進行深入探討，提升了國語文研

究的層次與意涵。本文以此四端，作為基礎，期能對魏先生於音學研究

之發明，略盡闡揚之功。 關鍵詞：魏建功、古音學說、音軌說、韻書殘

卷、國語運動 論文總頁數：358 頁  

摘要

(英) 

Mr. Wei Jiangong (1901.11-1980.2) is a well-known language scholars, 

educators, calligrapher, promoter of national languages.Mr. Wei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Mr. Qian Xuantong. Pho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Mr. Wei 

has a rich academic value, the widespread re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phonology. Mr. Wei's research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o be 

analyzed: First, the "ancient sound theory." Mr. Wei ancient tones divided into 

three tones, five categories, set at sixty-two part with consonants. Second, the 

"sound track doctrine." Mr. Wei phonological evolution the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20-track, 106 Department of changing regulations. Can examine Mr. Wei's 

view of phonology spirit of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Third, the theory of 

"Rhyming Dictionary." Mr. Wei is the point in time of the advent of new 

material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n rhyme Series, after Wang 

Guowei, Author of rich exposition. Fourth, the Language Movement. "Mr. Wei 

phonetic symbols, and the side tone comparison, in-depth study of linguistic 

unification and language specification,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y with implications. In this four-point as a basis for expectations can carry 

forward the amendment of Mr. Wei pho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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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學生書局 民國六十八年 鄭張尚芳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

育出版社 2003 年 鄧文斌  〈早期韻書的產生與陸法言《切韻》在音

韻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 2004

年 3 月 魯國堯  〈臺灣光復後的國語推行運動和《國音標準彙編》〉

《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4 年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的科學精神〉

《南通師範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 2001 年 9 月 〈讀《魏建功先生

紀念專輯》稿書後〉《文教資料》第 4 期 1996 年 《魯國堯語言學論

文集》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黎錦熙  《國語運動史

綱》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三年 錢大昕  《潛研堂集》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錢玄同  《錢玄同文集》 北京 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戴 震  《戴震文集》 臺北市 華正書

局 民國六十三年 戴震撰、張岱年主編  《戴震全書》 安徽 黃山

書社 1994 年 薛鳳生  《國語音系解析》 臺北市 學生書局 民國

七十五年 龍宇純  《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 香港 中

文大學 1968 年 謝雲飛  《中國聲韻學大綱》 臺北市 臺灣學生書

局 民國七十九年 謝維揚、房鑫亮編  《王國維全集》 杭州市 浙江

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簡啟賢  《音韻學教程》 成都 巴蜀書社 

2005 年 魏乃、魏至、魏重  〈魏建功先生傳略〉《文教資料》第 4 期 

1996 年 魏 至  〈魏建功與我國現代語言學和語文現代化（續）〉

《江海縱橫》第 4 期 2001 年 〈魏建功與我國現代語言學和語文現代

化〉《江海縱橫》第 3 期 2001 年 魏岫明  《國語演變之研究》 臺

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民國七十三年 魏建功  《古音系研

究》 北京 中華書局 1996 年 《魏建功全集》 南京 江蘇教育出

版社 2001 年 龐光華  《論漢語上古音無複輔音聲母》 北京 中國

文史出版社 2005 年 羅志田  〈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

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第 3 期 2005 年 羅常培  《唐五代西北

方音》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3 年 《廈門音系》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6 年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臺北 九思

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三月 羅常培、周祖謨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

變研究》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8 年 羅肇錦  《國語學》 臺北市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 譚全基  《古代漢語基礎》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82 年 嚴可均校訂  《音韻學叢書》 臺北市 

廣文書局 民國五十五年 顧炎武  《音學五書》 臺北市 臺灣商務

印書館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顧 啟 〈《魏建功年譜》早期部分訂補〉

《文教資料》 2001 年 6 月 〈魏建功早期語言學習考略〉《南通師範

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 2001 年 9 月 顧新民  〈夏竦與《古文四聲

韻》〉《南方文物》 1987 年 1 月 龔煌城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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