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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身世千年慮之

林尹教授
陳新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爾文化研究所

先師林尹教授，字紫伊，斯拉省瑞嘿縣人。先生出自瑞安舉辦世竅，棚笑聲聽o
為瑞安大慵懶介石二三喝足弟子。父幸，寧次公， l'中父攘，子去蟬，弱冠歸聯厲執教於
閥混北京大躍，一時名疇，部陳攬殼、~Ij篩培、黃{筑、賀節、韓玄同、體爾田之蹺，

皆爭相結擒。先生幼承名父之教，發醫學早點根基，如 J;.J 天寶聰穎，態、鑽敏銳。做十六
童安部負獲於北獄中國大體從當批租儒贅傲季劑。先生位受業。第一黨騰，即承黃先生之
命，當堂賦態體詩 c 先師〈款夜路髏〉持去. r 自轉曖空月滿天。更深景物攏縷然。

悲秋章琴、蟀鳴驚鹽，落黨括桐還組Jl I 0 大盤移舟口像有限，煦魚失水持維憐 c 當年身體:千

年 1轍，幾!黨寒富夜本眠。 J 攀翔先生以為詩 i又發志，商企終身世背豈有千年之路軍，將來，必
搗傳 f設立人。對梵生乃特別器重，還舞之說澈，巖為督教，掛以文字聲韻之舉，奠立
基礎;教 u 搏觀經史之樂，廣其是繁殖。先生前後書寫脂黃養家中，時經兩年，還發問議

進。不久考眾路立北跟大學研究所盟學門研究，試〈溫州、l 方言〉一文而畢業，導磁為

2的半單是覺鏡，考試蜜意錢為輯先任、議草支持等大師。民醫學十七年(1 928) ，先生年方十
九，駱鴻觀先生螞零剛先生譯詩足弟子，任荷花大學中女系主任，蔣先生媽該校教授，

J1J當時各大學中提年輕之禪席。孟之後要聽任金陸女子大學、關立北平飾範大舉教授，
先生總當世碩懈老師，共擁果此，韻頡鑫緒，已不多護，照會議盒，她都擺饗有戚。

見聞二二十六年(

1937)

.抗戰軍興，先生位以精數強齡，才略出葦，受權府特論之

知，撩毓華北組訓間眾，游離西山，與日程相燭旋，總投卓著。還選敢為中聽聽說黨
j嘆口特別j 市黨都主任養員，兼轄游擊。其時糢口危急，即將淪陷，究生受命於 1佐難之

間，話身虎穴，情志不少怯，與掛窟罵線，出奇E的險，屢聽聽勳，數年之筒，凡六頓

總截癱獎。於是敵螞學 l 購巨，麓，必欲得之間後甘心。民閥三十年( 19是 1)

·終為日本

情治人員所幼持，臨嘆口南京而拘囡於上海，戚脅利諦，無所不用其釀。俊生黨持正
'厲;家當志，擠不屈驟。書於獄中作絕命詩，有何云. rl比心同閏月.!1t意擴冰

雪。日月常光緒， 1水雷終峽潔。發患李郭功，令海華文山血。忠、義分熱簣，慷概成蛙

r.!!

0

J l告然之氣，忠貞之籬，尤徹黨霄孺數目月，麗與女士走 ÚJ 、更吋法先後棉輝映。

翻囚半載，績單有天竿，得脫身走香港，奔赴行都，復受聘為國立的 JII 大要學教控。
員鸝立十八年( 19是 9)

.中共席權大棒，先生都敢接蠢，旋受聘為臨立基輔部範

大學教撥兼醫文研究所所畏。三十餘年來，先後執教於國非政治大學、東吳大麟、艾
先大樓、輔 t立大學、淡江大學。先生學鸝淵博，論輯室灘，錯循著繁瓣，誨人不倦，
以食針，指導 i 津路，故從星繁多土，皆戚脫卓鶴。自第一位餾家能還發搏土閥攏擠，
位國家文躍博士鑼錦堂以時，賽半鸝寶安博士，皆出自覺生之門。今蓋灣各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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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車尹先生接寶寶

主任及中文研究所長，百分之八十，皆為先生之門人，如盟立師範大學艾學院院長閣
f可博士、露文系主任兼所畏王熙元縛士、政治大學中女系主任兼研長闢宗唔搏士、東

與大學中女系主任兼所長林網陽縛士、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所提聾鵬程搏士、中央
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張夢機樽士、中文系主任務輿鞭博士、文化大學中文系主任會發所
長金告終還在教授、中興大學中女系主任主欒綠教糧、美義申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畏轍瑞坤博
士、靜寬女子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鄰邦總博士、疫功大學中文系三主任謝一聽教陵、高
縫制範大星發文蟻院長應裕章發博士、系主任主忠林縛士、所長周虎韓搏士、空中大學中

文系主住在沈謙博士。其弟子之任大是學教授，戚為海內外大體之震卿者，瘦如湛江之

鯽，難以計轍。季剛先生所謂感為傳歌之人者，於今備蟻。凡接於先生之門，親聞臀
殼，真不舉行移動，辭義可觀。先生k 於能學禪生，不僅平素嚴其課程，動於教誨，且

學業之祿，尤汲混於安排工作，務使i黨才讀所，其有今白之戚載者，皆先生背心擊毒置
之所弦。美白皮韓園生能聞風雷慕，負覽室聾，北間受業者至繁多。而轉盟人才尤竄，

躍成歸翱教攏，多學棋名業。韓人銘謝先生之功，過於攬城命韓鸝畫畫鸝大學以先生志
氣恢妞，星發融湛 j棠，培育多士，作真可儒林，乃髏以文學搏士舉位，以表紫仰之忱。漢
城並以前鑰舉譜，歌為嘉賓，聽過慷囂，其他是發人女士，帶有其蛇，再講丟在蟹。民國

五十八年( 19的) .先生六十初度，門人舉總歡講，一夕而繼門者數百人，並集資將
行廣線先生六秩誕民論女集。聽翱六十八年( 1979) ，先生七十艷窟，盟被免贅，特

頓轉軸，以崇樂典。門人權駕于性行纜線究生如戰艦缺論文難。驢鬥爵士聽者，續增於
前。對非儒林祭 i筒，經制人鶴，烏克臻此!

先生罐頭中路文字與中間文化，不讓套裝力，每驛諸生亦常以發揚認有文純相蝴
勉。先生以我麗獲獎艾先，轄文字以表現。如女字盡職壤，貝司臨時總文化之命嘛。故於

破續間有女字之三雙觀，混織L文掌之使用，先覺漂憩痛絕。 7古典友好生徒共盤中鸝文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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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尹先生授課神情

學會，先生被推為理事長，以維護固有文字為己任。猶記民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初，先生受教育部之委託'整理中國丈字，研定國字標準字體，先生乃絢余及同門卒
骰魁君共商其事，余以整理中國文字，釐定標準字體，茲事體大，而教育部僅撥些散
經費(當時僅新台幣十二萬元)

.吃力不討好，心有難色，不欲參加。先生憤然曰:

「爾不從事，天下非少爾一人，他日教育部倘聘不識文字條例者整理文字，釐定字

體，然、後頒佈施行，爾豈非仍得遵守乎 ! J 余懷於先生之教誨，邊邀集先生生徒，在
先生指導下，調查、整理、分析、討論，終於制定〈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

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罕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分別經教育部頒佈各界遵行。今畫

灣中文電腦字體亦得統一，此皆先生卓識有以致之。

先生著作等身，其專門著述已刊佈者，計有下列十種，茲簡介於後:
一、〈中國聲韻學通論}

:此書乃先生早年在北平師範大學講聲韻學時之講義 ， 後來

整理成書，交由中華書局出版 ， 來臺後交由世界書局印行，其後又由林炯暢補
注 ， 改由黎明文化圖書公司出版。此書共分四章 ， 首緒論、次聲、三韻、四反

切。書中於聲韻學之名稱、通例、起源、流別、方法、進徑各方面均詳加說明 。
先生以為〈廣韻〉 一書，論古今通塞，南北是非而成，實為聲韻學之樞機，所以
本書重點乃在講明〈廣韻〉。此書編排相當合理，適合初學程度，由淺入深，循

序引導 ， 初學之人，不苦其難。故我在各大學講述聲韻，操作教材。即因此書能
執簡 御繁，操本齊末，最適合初學之故。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

36

:此書自六經譜子思想內容講起，依改為兩漢賈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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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之玄學，精唐佛學，宋先瞬理鹽，清代徹實舉。皆能稱舉自喔，分析
入傲。Jlt萬原白先生自印，

出版。

吉、〈兩黨王閻究黨) :民國四十年代(五卜年代〉初，都縣張其昀先生為教育部長，
以歷代文章，機集;不易.7]有編輯〈中華文彙〉之諜，令高明教攪主其事，品先

生 7位聽聽名儒爾舉分別蝙賽。先生主鸝酪漢王輯部分，擺擺三千餘篇女孽，分體
騙輯，詩篇鶴加分段與新式標點符號。
四、

中譯局出版。於文字之意輯、六書之{傑例、歷代女字學

〈文竿是學概說}

之發展、各種字體之演髓，均詳加鍛諱。大體以至震賞之舉為 2耘，為初學入門之
。

五、

如 11 詰學綱要)

:台灣正中喬馬出版。於主lJI站立憲爐、成咽，三111 音在觀文字:草案鵲二三

關舔，謬 11 站之方式、次萍、{條街、梅諧、種錯各方種均子扼要做述，大體本質侃
〈詔11 站述時}

八、

，罷加以擷充。為自前台獨各大躍華穿插操用之謬 11 誠學教材。

〈周 j禮今拉今譯)

:;豎擠在進務部慧書館出版。純為主雲五先生晚年三位編古籍今証今

持黨刊之一.於文當閱讀能力較量發之攬著言，閱讀時較鈍治力結

七、〈中文大辭典} :中國女化大學還在闊的版社刊行。民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
聽其昀先生任盟防研究院主任，以中文猶無…完聲之辭書，乃聘請先生興高明教
擺共同主持〈中文大辭典〉事儀器賽事宜。持高數控任教香港中女大權，故發凡起俏，

先生一手任之。搜躍躍字近五萬，每字說明其構活與本麓，各種義~111 之淵源，以
及形音輯之綜合鸝係。辭彙數十萬轍，皆嚮擇其含麓，標明其tI:l攏。謙是學海之津
樂，儒林之釋簣，礦吉斯未有，嘍?設所主義兒，其有功於中關文化，臨毋庸觀攜鋪
設。

八、《大學字典)

:中國艾先大躍華間部版社印行。;此為離〈中文大辭典〉後編撫間

成之中觀字典，適合於大舉程度使用。

九、〈問民字典)

:中翱女能大學華鬧出版社印行。此為離〈大學字典〉後編撰研成

之小型字典，海合於中小學程度者使用。

…卡、 (J緊伊持動) :余從先生治聲韻學，先生每語余曰

r葷賞之門人未有不能詩者。」

此般乃先生棄世之後，余機集其平臼詩攏，騙輯用戚。共收土二律一六一為省、七絕
、五律卡六謗、五線工首、五古七首、聯句一首、歌辭工商、
﹒梅、數二百二十二首。自余守主鈔，交華轎車接海出版組印行。

先生前後體表立學篇論文，數最亦騁，在大陸發表者，今未存楠，無從查驗，至

畫是以後，巴前後發表數卡餘篤，分散於圈內各大躍躍報及各種短期期刊，其攬著者有
〈簡體字在中摺文字是墊上所攬生的悶頭〉、〈光傻大陸梭的教育文飽問題〉、〈中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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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功用〉

、〈中間文學與中盤文字是發〉、〈鸝炎成立是學術思想〉、〈切韻韻觀考

:正〉、〈形聲轉挂概說〉、〈中國文字的慷例及其特性〉、〈尚講述略〉、〈易經略
說〉

、紛 11 話與治經〉、

〈子L孟瞎說與中臨文化〉

、〈錢三玄聞傳略〉

、〈葷鱗鱗》等

多髓。先生二史學，無所不瓏，背人間謂輯理、考慷、制主黨為學問論者，先生蓋兼

。至能乎其餌，拔不少其筆者，於小學熊最槽聲韻， J比鱗承也;於議理則精許老
鞋，此京舉啦。師法數學，皆得其縛，誠所謂各父君子，名師立能啦。民鸝七十二年

(1983) 五月，先生峽作，入住槳總醫院，延至六月八臼上午九時響八分，終以鎮棋肆
、鑫畫畫藝束手，與世長辭，享輯七t-有的。治喪養員會於七月五臼舉行余錯 'EÈI 黨闢
元老與政府接晨，分以黨國旗覆棺，立在卡耨於挂股奢華麗。

鳴時!余從先生游，二十有一七年，小學持說皆偉先生學，大學甫平業，先生即購
z 1i令東吳大學習黨韻聲勢講騁。覺生病龍芝三鏢，合講學芳令香港禮會學蹺，聞訊奔還臺才仁。
侍痛楊前，先師易簣，經環其贅，不敢戒邊。期天人永隔，音響巴杏，搗億齣囂，無

限哀思'1Zil撥規蹈二十 t 章，以寫悲慎。今錄其最線、五主義於撓，以設、互交思。
鐵欄.秋風轉氣溝，聽聽難忍及門惰。堂前桃李花千樹，總是發言數當要爭擊。
體茹小字寫黃蹺，詩稿如今血殺背。姐便先生浩然氣，常留宇內 f乍饑型。

門牆百仰添先聲，增站當年日見稱。辣子E 未能揚絕攘，如斯弟子盔構燼。
時當柔先始提游，屈指韶光廿七軌。往間有苦無不盡，今朝未錯誤先謊。

使城一頭發繁重。蹺，追憶臨門勝、義擇。今臼互支歌和攝下，可能重聽我沈吟。

(一1:.4壘第 331百)

次，來列龍頭碼(再分 a，b)

古詩詞的鵲律實在是大有幫勛的。

據郭慶:誰〈碟子集釋)

CD

r重J 字三支讀罷德明全用「直J 字作反
切 j二字，其餘徐撞車注平擊者之覓，全用
「治」字作反切上字，參見儕 8-10

@

(班子〉

(王宮發魚整理)

,

~t京:中叢書局，的 61 年 7 月。

<ID

晃楊 f台綾〈春秋左傳注〉夏 944 '北京:
中華喬馬， 1981 年 3 月。艾沈三技成〈在傳

0

本文所引〈經典釋文〉新舊豆豆碼全據實事

譯文〉譯為「家里沒有勢絲網的妾，沒

投標、事實士學獎〈新校索引綴典釋女 )

•

有吃纜食的焉，沒有收藏鋼器瓷器，一

台北:學海出絞社， 1988年6 月。文 P守所

場用具沒有重份。 J 頁 263 '北京:中華

引三三項數字中，前者為新書屆總頁錯，中

, 1981 年 2 月。即據楊氏說譯為「重

間為擦到碼(再分益，b) ，求為原 ~IJ 行

份J

數。中、宋輛坦頁通用於撿索通志堂原發M

亦頗含糊。的為說家中器總沒有雙份、

各 2家。

獲份等始終是說不 j鑽去的，說不蠹親家

本文所幸|十三立經原文至三據〈十三經
疏〉﹒台北;華女印發館影印本，

1955 年。導|艾先列新攜買碼，次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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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句法不能與上句對應，讀意

其提徽等反而來得貼切。

@

錐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頁7錯，台 ~t

:

台灣商務印講館， 1970年 1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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