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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漢儒為漢字標音以來，直至今日，產生了許多標音的方法，這些標音

方法，在漢字標音歷史中，各有不同地位與意義。然而，不同地區、不

同的語言政策、不同的語言學習背景、不同的文字認知，不同的使用

（標音法）經驗的人，對不同的漢字標音法，卻有著不同程度的認識與

規範。我們讚揚「ㄅㄆㄇㄈ」的實用性，它帶領臺灣達成國語統一的最

終目標；中國大陸稱道「漢語拼音」的國際化，它搭起華人與世界溝通

的橋樑；熟悉漢語文者說道「反切法」的重要性，它湧動出漢字標音歷

史的千年長河；接觸西洋文字者提及「羅馬字母拼音法」的現代化，它

時髦地把漢裝搭上了洋配件。 這些漢字標音方法的確都有其特出之處，



然而，究竟是哪一種較為理想﹖筆者試圖透過爬梳漢字標音法的歷史脈

絡，了解漢字標音方法的演變，進而對各種漢字標音方式加以分析，歸

納出理想的標音趨勢與走向，並找出一種較理想的標音方法。 本論文共

分六章，討論的問題有：一、漢字標音法在不同階段產生的契機、呈現

的樣貌及其優、缺點。二、漢字標音方法的改變與發展歷程。三、找出

理想標音方向，並建議理想的標音方法。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

到第四章，是以漢字標音歷史分期的形式，呈現出漢字標音法從「反切

出現以前」，到「反切時期」，直至「音素(或音位)符號化的漢字標音

法時期」的面貌。 第五章敘述漢字標音方法的演變。並指出漢字標音法

的理想走向：是一種國際化、符號化、音素化(或音位化)、獨立標調的

趨勢，而未來理想的注音方案是「國際音標」的「寬式標音（或音位標

音）」法。第六章為結論。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onetic Symbo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character integrates the graphic, phonem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carries more semantic function than phonetic function, so the 

phonetic system is necessary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s, we may find it was initiated in Han dynasty and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They were regarded as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different significances. However, people with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language 

policies,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ing background, different cognitions, and 

different experience in using phonetic symbols value the phonetic systems 

differently. The Taiwanese esteems the effects of "ㄅㄆㄇㄈ" as it leads Taiwan 

to reach the final target of unify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Mainland China 

declar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inyin transliteration system" bridge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world. Th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fan qie method" for it flew 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for thousand years, while th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gree the modernization of "Romaniza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which 

fashionably packs Chinese language with European accessories. Each phonetic 

method has its own advantages. Which is the better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The researcher tried to trace the history to understand it tradition, passing 

on, and shifts; and further,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several ways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 and induced an ideal trend of transcription. There are four issues in 

this study: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2. The passing 

on and the shifts of the methods of Chinese phonetic systems. 3.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system and their motivations and depictions. 4. The 

suggestions of ideal phonetic transcription. From Chapter One through Chapter 

Four present the stages of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including the stages 

before Fan qie method, Fanqie method period, and down to the period of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Chapter Four synthesizes the turning 

points of transcription in each period and their passing on and shifts. The 

researcher indicated that the ideal trend of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should 

be internationalized and symbolized. The phonemes and independent tone 

marking should be noticed, and finally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 



is the optimal scheme. Chapter Five provided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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