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吳閩方言歷史音韻比較─聲母 

 

 

 

  本章從歷史音韻的角度，針對現代吳閩方言聲母進行比較研究。根據我們在

第一章中的討論，漢語方言內部親屬關係的建構，主要須以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

法為原則，利用尋求同源詞規則對應來建立語言間的發生學關係。從事歷史音韻

比較，我們基本上採用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統做為參照的系統，然而請

注意，利用這個系統僅僅是一方便法門。我們可以視中古音系統為一個漢語早期

的語言，所謂做為「參照系統」的意思是：利用中古音系統對聲、韻、調的區分，

把吳閩方言放在一個標準上來討論。從上述意義而言，這時中古音系統本身便成

為第三個被比較的對象。因此，我們（包括本章及接下來的第五章、第六章）關

於歷史音韻的討論，並不先預設吳閩方言源出於漢語中古音系統，或是彼此之間

有比與其他方言（例如與客、贛、粵、官話等）更密切的關係。
1
 

  本章討論的幾個主要議題包括： 

  1.吳閩方言全濁聲母的差異與清化走向：本節討論吳閩全濁聲母清化的問

題。我們的重點在於：透過吳閩方言的比較，針對閩方言中全濁聲母今讀清音有

送氣與不送氣的分歧，提出新的看法。 

2.吳閩方言同源詞比較的方法論問題：本節討論吳閩方言中的兩個存古特

徵：輕重唇不分、端知不分，並從同源詞角度來探究層次分析的若干方法論問題。 

3.不同方言層次間的對應：本節以吳閩方言內部匣母字今讀的紛歧現象，討

論不同方言的層次對應關係。 

4 吳閩方言中共有的音韻創新：本節根據同源詞比較的角度，提出「從邪不

                                                 

1
 這句話同時也是說：如果比較《切韻》與現代吳、閩方言，我們從中發現它們經歷過某種共同創新，我們果然可以認為吳閩方言與中古音系統之間存在比其他方言更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學界都同意現代漢語方言在發生學上是同源的語言。在這一前提之下，運用比較方法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同源關係的探求，而應該著眼於下位各漢語方言間親疏遠近的關係的建立，這便必須尋求有效的「共同創新」來給方言分群。不過，由於《切韻》有方言混雜（「南北是非」）及歷史疊積（「古今通塞」）的情況，暫時視之為參照點是比較穩當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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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吳語方言內部產生的共同創新。閩語方言也具有這一特徵，其原因則是由

於早期方言接觸的結果。 

4.1 吳閩方言全濁聲母的差異與清化走向 

一般說來，現代漢語方言多半可以根據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來窺知

其演變痕跡。證明上述論點最有力的一個證據，應屬中古全濁聲母在今漢語方言

中的演變。
2
根據楊秀芳（1989：64）的歸納，中古全濁聲母在今漢語方言的演

變類型大致如下： 

表 4-1：現代漢語方言全濁清化的類型 

 清化類型 清化條件 

官話 全部清化 塞音、塞擦音的部分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贛語 全部清化 塞音、塞擦音的部分清化送氣 

客家話 全部清化 塞音、塞擦音的部分清化送氣 

閩語 

徽州方言 

全部清化 塞音、塞擦音的部分清化後大部分不送氣、少部

分不送氣，無條件可循 

粵語 全部清化 塞音、塞擦音的部分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 

吳語 單字音「清音濁流」，連讀後字弱讀時帶音 

湘語 部分讀帶音、部分清化 

 

本節主要針對吳、閩方言全濁聲母今讀的表現加以探討。另外需附帶說明一點，

本節觀察吳、閩方言濁音清化的表現，也只探討中古系統中的並定群聲母；至於

吳閩方言中，中古濁塞擦音及濁擦音聲母的具體情況則留待 4.5 節再詳細探討。 

4.1.1 吳語方言全濁聲母的今讀分析 

從漢語方言的分類上來說，現代吳語把中古全濁聲母讀為不送氣帶音聲母，

                                                 

2
 丁邦新（1982）指出，全濁聲母清化的不同走向，可說是區分漢語方言的「普遍條件」。又，楊秀芳（1989）以漢語方言分區作為基礎，對整個漢語方言濁音清化有全面的觀察。她的文章重點不在根據濁音清化來給漢語方言分類，而是嘗試透過現代漢語方言來推測濁音清化可能的歷史過程，進而說明濁音清化運作的過程中，聲母、聲調上的種種分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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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可以視為吳語在音韻上的一個重要特點。
3趙元任（1928）認為，有幫滂並、

端透定、見溪群三級分法為吳語的特徵。換句話說，用中古聲母系統的架構來看，

現代吳語在聲母系統上保持《切韻》架構中「全清：次清：全濁」的三向對立。

然而，趙元任（1928：27-28）也已經指出，吳語的濁音在大多數地方都有一個帶

音的氣流[À-]。以塞音為例，塞音在閉而未破時並不帶音，直到開的時候才接著

一個[À-]，因此聽感上像是濁聲母。稍後，趙元任（1935）並指出吳語的濁送氣

音其實有兩類，一類是強音加濁音送氣，一類是濁音送氣，而這兩類彼此是互換

音位；例如寧波的「牌」有時是pÀa，有時是bÀa。以上的現象，趙元任稱之為「清

音濁流」，以此表示現代吳語方言中自成一類的濁聲母與真正的帶音聲母有別。

在趙元任之後，有不少學者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來檢證吳語所謂「清音濁流」聲

母
4
。平田昌司（1997：296）歸納不同學者的研究，指出現代吳語「帶濁流」聲

母的共同特點如下： 

1.在音節起首位置，一般不出現濁音杠（voice bar），元音起始時間是正值（VOT 

> 0）。居於聲母位置的「濁」輔音除阻後，元音帶有氣嗓音，由強變弱。 

2.古全清塞音字的元音不帶氣嗓音，而古次清、古全濁塞音字的元音都帶氣

嗓音。Rose（1989）根據鎮江話的情況，指出即使同屬「陽」調類，仍然有「whispery, 

whispery voice, growl」等三個發聲類型。 

3.在音節開頭，區別清濁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後接元音的起點音高，聲母的「清

濁」一定與聲調的「陰陽」相配。 

4.在音節中間位置，聲調失去區別上的作用，元音的氣嗓音也消失，而在「濁」

聲母前出現濁音杠。這個現象可以證實「帶濁流」聲母在語流中變為純帶音聲母

的說法。 

根據以上的看法，我們可以知道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來看，現代吳語的這一套「清

音濁流」聲母在性質上無法完全等同於語音學上所謂「帶音」（voiced）聲母，而

                                                 

3
 從表 4-1來看，現代湘語中的老湘語也是把中古全濁聲母讀為帶音聲母，可視為共同存古現象。 

4
 八十年代以來相關的研究報告有：Sagart（1979）對江蘇丹陽方言的分析、曹劍芬（1982、1987）對江蘇長陰沙話的分析、石鋒（1984、1995）對的江蘇蘇州話的分析、李榮（1986）對浙江溫嶺話的分析、沈鍾偉、王士元（1995）、平田昌司（1997）等，詳細的討論可參看平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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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伴隨音節內部其他成份的特性所造成。例如趙元任（Chao，1930）已經指

出喉部濁擦音[À]是元音的一種形容性成份。曹劍芬（1987）認為，現代吳語的

清濁對立已經轉化為相應聲調的陰陽對立，所以基本上濁音已經清化。現代吳語

中所謂的「濁送氣」聲母事實上是「韻母元音氣聲化的結果」。楊秀芳（1989：

46）根據吳語濁聲母今讀的種種跡象指出，吳語的濁音清化不及其他方言徹底，

而可以視為一個正處於「濁母清化」的方言，並且從吳語丹陽方言的清化現象，

猜測吳語將來可能的清化趨向： 

b > ÔbÀ(=pÀ) > p 

換言之，吳語濁音清化的趨向是讀為不送氣不帶音的聲母。除了丹陽方言之外，

根據曹志耘（2002：25）的觀察，現代南部吳語也已經有不少方言濁音已經徹底

地清化為不帶音聲母（也就是不再帶有濁流的成份）
5
，或者開始正處於「濁音

清化」。例如： 

1. 已經完成濁音清化的方言有慶元、龍泉、浦城、泰順等地 

2. 局部完成濁音清化的有云和、景寧、上饒、金華、蘭溪、磐安、廣丰、江

山、松陽等地。 

3. 開始出現全濁聲母「由濁漸清」的變化，如金華、衢州、上饒一些縣市。 

由浙南吳語全濁聲母今讀不送氣清音及其他方言的表現來看，楊秀芳所預測的吳

語清化走向得到現代吳語方言的證實。 

總的來說，現代吳語的三分格局當中，對應於中古全濁這類聲母的塞音基本

上不是一個帶音的輔音，而是音質上「清音濁流」的聲母。但不論現代吳語中「清

音濁流」聲母的在聲學實驗上的性質如何，我們仍然可以運用趙元任早年所提出

的標準，根據聲母系統三分格局的表現，將現代吳語方言視為現代漢語方言中獨

立的一支大方言。底下列出中古全清、次清、全濁三類的塞音聲母在現代浙南吳

語中的音讀
6
： 

                                                 

5
 根據平田昌司（1997：296）在註 5 的說明，從聲學實驗來看，浙南吳語金華湯溪話中來自中古全濁聲母的「濁塞音」在雙音節連讀後字的位置始終沒有產生濁音杠，與蘇州等地的情況不同。這正顯示金華湯溪話濁音已經完全清化了。 

6
 以下浙南吳語的材料都根據曹志耘（2002）。 



第四章、吳閩方言歷史音韻比較─聲母 

 55

 

表 4-2：浙南吳語幫滂並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布 puo° puú° puú° pu° puí° pu° Öbí° pu° 

譜 p¾uo£ p¾uú£ p¾uú£ p¾u£ p¾uí£ p¾u£ p¾í£ p¾u£ 

步 buo¤ buú¢ buú¢ bu¢ buí¢ bu¢ pí¢ bu¢ 

 

表 4-3：浙南吳語端透定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當～鋪 to³° t~a° t~a° t~a° t¿³° t~¿° Öd~¿° tŒ³° 

燙 t¾o³° t¾~a° t¾~a° t¾~a° t¾¿³° t¾~¿° t¾~¿° t¾Œ³° 

堂 do³ª d~aª d~aª d~aª d¿³ª d~¿ª t~¿ª dŒ³ª 

 

表 4-4：浙南吳語見溪群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九 tûi·£ tûi·£ kú·£ tûiú·£ tûi·£ tÆiu£ tûi·£ tûiú·£ 

丘 tû¾i·Á tû¾i·Á k¾i·Á tû¾iú·Á tû¾i·Á tÆ¾iuÁ tûhi·Á tû¾iú·Á 

舊 dði·¤ dði·¤ gú·¢ dðiú·¢ dði·¤ dïiu¤ tûi·¢ dðiú·¢ 

 

由上表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吳語三向對立的格局： 

幫p-：滂p¾-：並b- 

端t-：透t¾-：定d- 

見k- / tû-：溪k¾- / tû¾-：群g- / dð- 

只有慶元話顯得與眾不同： 

幫Öb-：滂p¾-：並p- 

端Öd-：透t¾-：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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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tû-：溪tû¾-：群tû- 

表中除玉山之外，其他七個方言的見、溪、群母字讀有為tû-、tÆ-者，這是漢語方

言中很普遍的顎化現象，關於吳語方言的顎化（分尖團）現象，請見曹志耘（2002：

47-49）的相關討論。
7
以下只針對慶元話中幫端母的特殊音讀現象加以說明。 

相較於表中其他方言，慶元話的全濁母已經清化，但其他方言讀為全清的聲母慶

元卻讀為先喉塞音，表面上來看起來仍然是聲母三分格局，但實質內容卻很不相

同，值得進一步討論。從方言比較來觀察，慶元方言在歷史上曾經歷過的變化至

少有兩個，一是幫端聲母的先喉塞音化（R1），一是並定群聲母濁音清化（R2），

以幫母、並母為例，可以寫成以下兩條演變式（T1、T2 代表兩種音變的相對時

間）： 

T1 R1 先喉塞化 *p- > Öb- 幫母 

T2 R2 濁音清化 *b- > p- 並母 

從規律運作的內部秩序而言，R1 先喉塞化必然先於 R2 濁音清化。理由是，如果

R2 濁音清化在前，根據慶元話的清化傾向，並母應會讀同幫母，俟清化完成之

後開始進行 R1 先喉塞化時，根據語音演變無例外的原則，所有的*p-（包括原本

的幫母與清化的並母）在現代慶元話中應該全部變為Öb-，也就是： 

T1 R2 濁音清化 *b- > p- 並母 

T2 R1 先喉塞化 *p- > Öb- 幫母、並母 

但目前慶元話所顯示的語言事實並非如此，因此針對這兩條音變規則，我們應當

推測 R1 發生在 R2 之前，端、定母的情形可以類推： 

T1 R1 先喉塞化 *t- > Öd- 端母 

T2 R2 濁音清化 *d- > t- 定母 

由此看來，慶元已經把中古全濁塞音聲母讀同不帶音的塞音，本質上應該算是一

個已經清化完成的吳語方言。 

                                                 

7
 除了見系聲母顎化之外，現代吳語某些方言也有端系聲母顎化的現象，端系顎化的音韻條件是前高元音（相當於一般所謂的齊齒呼韻及撮口呼韻）。例如永嘉江北公社話（傅佐之、黃敬旺，

1980：263）：刁tûyú、點tûiä、天tû¾ie、鐵tû¾ie、頭dðiu、蝶dðiä等。詳細說明可參看傅佐之、黃敬旺（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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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閩語方言全濁聲母的今讀分析 

  相對於上一節討論的吳語，閩語全濁聲母的讀音就顯得相當複雜。為了行文

方便起見，本部分先以字表臚列閩方言全濁聲母的各種表現，在 4.1.3 中，我們

將針對吳、閩方言全濁聲母及閩語內部複雜的情況作通盤的討論。 

  閩語方言中並定群母的表現，有的送氣、有的不送氣，字表中在全濁聲母部

分分列兩行，以資劃分。 

表 4-5：閩語幫滂並母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布 pu° puo° p¿° p¿° pou° pu° p¿u° pu° 

譜 p¾u£ p¾uo£ p¾¿£ p¾¿£ p¾ou£ p¾u£ p¾¿u£ p¾u£ 

簿 p¾ui¤被 p¾uo¤ p¾¿¢ p¾¿¤ p¾ou¢ p¾a·¢抱 p¾¿u¤ pu¥ 

步 pu¤ puo¤ p¿° p¿¤ pou¤ pu° p¿u¤ pu¤ 

 

表 4-6：閩語端透定母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當典～ t¿u³°上～ to³°典～ t³° t³° t³° t¿m° tu³° t¿³° 

燙 t¾¿u³° t¾o³° t¾³° t¾³° t¾³° t¾¿m° t¾u³Á湯 t¾¿³° 

糖 t¾¿u³ª t¾o³ª t¾³ª t¾³ª t¾³ª t¾¿mª t¾u³ª t¾¿³° 

堂 t¿u³ª t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mª tu³ª t¿³£ 

 

表 4-7：閩語見溪群母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久 kiu£ kiu£ ku£ ku£ ku£ kiau£九 ku£ kiu£ 

丘 k¾iuÁ k¾iuÁ k¾uÁ k¾u k¾uÁ k¾iauÁ k¾uÁ kiuÁ 

臼 k¾ou¤ k¾iu¤ k¾u¢ k¾u¤ k¾u¢ k¾iau¢ (ku¤) k¾iu¤ 

舅 kou¤ kiu¤ ku¢ ku¤ ku¢ kiau¢ ku¤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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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來看： 

第一、相較於吳語，閩語已經濁音清化，基本上不存在「全清：次清：全濁」

三分格局。 

第二、根據閩語全濁聲母今讀表現與中古音韻格局的對應關係來說，閩語內

部顯然至少有兩個語言層次，一為全濁聲母今讀送氣層；另一個則是全濁聲母今

讀不送氣層。 

4.1.3 吳閩方言濁音清化情形比較 

4.1.3.1 閩方言全濁聲母今讀的研究成果 

以中古《切韻》系統做為觀察的窗口，相較於其他漢語方言濁音清化之有規

則可循（參考楊秀芳 1989），閩語內部中古全濁聲母表現不一致的情況，很早就

被漢語方言學者注意到。例如早期潘茂鼎等人（1963：476）探討閩方言的分區

時指出，閩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塞音清塞擦音的，不論平聲仄聲，閩方言多

數不送氣，少數送氣。」這一情形似乎顯示：在方言分類上而言，倚賴「中古全

濁聲母清化」做為早期歷史性條件來區分漢語方言，施用於閩語時即失去效力。

但另一方面，深入比較整個閩語方言，我們卻明顯地發現，即使中古全濁聲母在

個別方言內部讀音相當紛歧，但閩語內部跨方言的比較卻顯示，閩語同源詞中那

些詞送氣那些詞不送氣的紛歧，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閩語濁音清化這一情

形引發方言學界高度的重視，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出發，嘗試解釋這

一個方言現象，前後經過三十幾年，已獲得若干有意義的結論。底下我們分別介

紹幾個有關閩語濁音清化問題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共同閩語說 

  主張這個說法的是羅杰瑞（Jerry Norman）。羅杰瑞研究閩語方言聲母問題的

方法論特色，在於嚴格操作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透過比較同源詞的方式探求

閩方言內部的規則對應，從而全面地構擬出共同閩語的聲母系統。 

在《切韻》音系架構中，塞音聲母主要根據發音方法分為全清、次清、全濁

三類。從閩方言的現象上看，相應於《切韻》全濁聲母這一類，閩語中就存在三

套規則對應，而這三套規則對應從《切韻》系統上完全看不出分化的條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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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杰瑞認為閩語濁母清化分讀的特點必須追溯至原始閩語；也就是說，在共同閩

語中必須設定聲母的分別，否則無以解釋現代閩語各次方言內部如此一致的現

象。有見於此，羅杰瑞（Norman，1973）為共同閩語構擬了共六套塞音、塞擦音。

並分別在三篇文章（1974、1982、1986）裡申論、推衍。底下我們列出《切韻》

中的塞音、塞擦音系統及其與羅杰瑞所構擬的共同閩語聲母比較表，並將擬音根

據「發音方法」來編號以方便討論： 

表 4-8：切韻聲母系統與 Norman 共同閩語聲母系統的比較 

 《切韻》聲母構擬 Norman 共同閩語聲母構擬  AAAA    BBBB    CCCC    aaaa1111    bbbb    cccc1111    c2c2c2c2        a2a2a2a2    c3c3c3c3    雙唇塞音 *p *p¾ *b *p *p¾ *b *b¾ *-p *-b 

*t *t¾ *d *t *t¾ *d *d¾ *-t *-d 舌尖塞音 舌尖塞擦音 

*ts *ts¾ *dz *ts *ts¾ *dz *dz¾ *-ts *-dz 舌面塞擦 *t Çs *t Çs¾ *dÇz *t Çs *t Çs¾ *dÇz *dÇz¾ *-t Çs *-dÇz 舌根塞音 *k *k¾ *g *k *k¾ *g *g¾ *-k *-g 發音方法 清不送 清送氣 濁音 清不送 清送氣 濁不送 濁送氣 弱化清 弱化濁 

  (1)根據上表，《切韻》系統中 A、、、、B（相當於全清、次清）分別對應共同閩

語中的 aaaa1111、、、、bbbb 兩套聲母。 

  (2)羅杰瑞在共同閩語中設置 cccc1111、c2c2c2c2 的原因是為了解釋閩方言濁母清化的重

要特徵。那就是：與其他方言比較起來，閩方言濁音清化看似沒有規律，但在閩

方言內部，那些字送氣，那些字不送氣卻異常地一致。羅杰瑞認為這顯示共同閩

語內部濁聲母有兩類，一類是不送氣的濁聲母，另一類是送氣的濁聲母。也就是

說，共同閩語的 cccc1111、c2c2c2c2 對應的是《切韻》系統的 CCCC。 

  (3)羅杰瑞根據閩北的崇安、建陽、邵武、將樂等方言，指出共同閩語存在「第

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因此構擬出上表中的 aaaa2222。aaaa2222 這一套聲母基本上與《切

韻》系統的不送氣清音 A 對應。具體表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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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共同閩語第三套清塞音與清塞擦音在閩北方言聲母的表現 

擬音 *-p *-t *-ts *-k 

例字 飛 反 發 轉 戴 [乾] 早 [淡] 醉 狗 菇 割 

崇安 yÁ wai³£ wai£ lyi³£ luai° liuÁ lau£ lia³£ lou° wu£ [kuÁ] uai£ 
建陽 ye9 vai³£ voi£ lye³£ lue9 lio9 lau£ lia³£ ly9 heu£ [o£] ue£ 
邵武 p¾ei£  p¾úi£ t¾ien£ t¾ú¤  t¾au£ thien£ tsei° [kúu£] u£ koi¦ 
將樂 p¾o9 p¾~ai9  t¾~o9 tai° tÇs¾au9 ts¾o9 ts¾ia³9 ts¾y [keu£] [kuÁ] huai9 
 

另外，這四個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在聲調上也有反映： 

表 4-10：共同閩語第三套清塞音與清塞擦音在閩北方言聲調的表現 

 平 上 去 入 

崇安 1 3 5 3 

建陽 9 3 9 3 

邵武 3 3 6 3 

將樂 9 9 6 9 

 

羅杰瑞指出，「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a2a2a2a2 主要是根據崇安、建陽的今讀聲母

及建陽、邵武、將樂的聲調分化而構擬出來的。同理，「第三套濁塞音和濁塞擦

音」c3，也是根據建陽聲母今讀表現及調類上的異常分化現象構擬出來的。 

（二）地理來源說 

  張光宇（1996）主張此說。張光宇認為，閩方言全濁聲母今讀送氣與否的現

象，是來自不同地區的不同清化類型的移民混居所形成，全濁母今讀送氣的是司

豫移民所帶來的，全濁母今讀不送氣的是青徐移民所帶來的。針對這個看法，莊

初升（2004：58）指出，認為閩語方言全濁聲母今讀是由於不同移民混居這個說

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從現在所知的漢語書面文獻來看，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在

《切韻》的時代之前，漢語已經發生了濁音清化的現象。相反地，從不少梵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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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文獻音注資料等，可以推知在《切韻》之前還是有獨立的全濁聲母的存在。8總的說來，從移民來源上來論證閩語濁音清化的現象，目前缺乏漢語文獻上有

力的證據，因此這一說法恐怕無法成立。 

（三）語言層次說 

語言層次說是由余靄芹（1976）首先提出來的，之後李如龍（1985）、丁邦

新（1998）、王福堂（1994、1999）、黃金文（2001）等都持此說。主張語言層次

說的諸位學者，他們的基本共識是：中古全濁聲母在閩語方言或讀為不送氣清

音、或讀為送氣清音而無條件可循的現象，是由於方言接觸所造成。也就是說，

現代閩語中全濁聲母的分歧，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時代的方言成份在現代閩語

中分別留下來的痕跡。然而，儘管這一派學者間具有這樣的共識，但實際用這一

個說法來解釋閩語方言現象時，對閩語中異質語言成份的來源所持的看法，仍然

是南轅北轍、莫衷一是。底下分別介紹幾位學者的看法： 

第一、余靄芹（1976）認為，閩語方言中濁聲母今讀送氣或不送氣的不規則

現象，事實上是不同語言層次交錯造成的結果。(1)中古濁母今讀不送氣清音的

讀法是侗台語底層的影響，時間上屬於比較古老的層次；(2)中古濁母今讀送氣

清音的，則是晚近受北方方言影響所造成的，時間上是晚近的層次。平田昌司

（1982）研究休寧、黟縣等地的徽州方言時，發現這些方言全濁聲今讀送氣與否

的不規則分化現象與閩語相當類似。他採用余靄芹的侗台語底層說，並根據清人

文獻材料指出休寧方言中今讀不送氣的是古層，送氣讀法則是近百年來逐漸增加

的新層。 

第二、李如龍（1985）不贊成余靄芹的侗台語底層說，他羅列 40 個閩語常

用的口語詞，嘗試歸納出閩語方言濁音清化的主要趨勢。李文指出，在閩語常用

的 40個口語詞中，全濁清化以送氣為多，有 33 個；個別點讀不送氣的只有 7個，

這些詞的清化如此嚴整，不能以偶合來解釋。李如龍的看法認為，閩語全濁清化

的規則，主要表現應為送氣清音，不送氣清音是後來與其他方言接觸的結果。李

                                                 

8
 參考俞敏《梵漢三國對音譜》（俞敏 1999），三國時期的北方濁音聲母仍然自成一類，沒有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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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龍同時指出，建陽方言的第九調是不同歷史層次的反映。不同歷史層次的清化

速度不同，因此產生紛歧現象。整體來看，李如龍的意見可以以下表呈現： 

 閩東、閩南 閩北建陽 

 層次Ⅰ 層次Ⅱ 層次Ⅲ 

古全濁聲母 b¾-、d¾-、g¾- b-、d-、g- b-、d、-g- 

今讀聲母 p¾-、t¾-、k¾- p-、t-、k- v-、l-、š- 

清化時間 最早 次早 最晚 

 

  第三、丁邦新（1998）利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梵漢對音的文獻資料，指出中

古漢語的全濁音聲母曾經發生過由全濁不送氣變讀為全濁送氣的音質變化： 

b > b¾ 

d > d¾ 

   g > g¾ 

閩地的移民由於遷移入閩的時間不同，造成早晚兩個不同階段的全濁聲母在古閩

語中同時俱存（以雙唇音為例：p-、p¾-、b-、b¾-、m-、mb-），接著閩語開始進

行濁音清化，不同音值的濁塞音聲母（b-、b¾-）之後分讀不送氣清音與送氣清音，

於是形成全濁聲母送氣、不送氣間犬牙交錯的現象。 

  第四、王福堂（1999）認為，閩方言古濁母塞音塞擦音部分字不送氣、部份

字送氣的現象，可能是相鄰贛方言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閩方言原有的濁塞音

塞擦音聲母字清化後不送氣，送氣音是贛方言借入的。這個意見與余靄芹的看法

類似，不同的是余說主張閩語全濁聲母是非漢語底層的影響；而王說則明確指出

閩語濁母的送氣層次來自贛方言。 

  第五、黃金文（2001）分析閩北建陽方言的聲母演變，指出古全濁聲母在今

閩北方言中：(1)今讀為不送氣清音且讀陽平甲調的是閩北固有的音讀反映；(2)

今讀為送氣清音聲母並讀陽平乙調的是客贛層；(3)讀為不送氣清音聲母並讀陽

平乙調的是閩南層；(4)讀為送氣清音聲母並讀陽平甲調的是官話層。由此看來，

黃金文認為閩北陽平乙調送氣與不送氣的音讀各有來源，其中送氣清音一層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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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贛方言的影響，與王福堂的看法類似。 

  歸納起來，以上各家同樣主張語言層次說，但卻人言言殊的癥結在於：我們

似乎缺乏若干決定性的證據，說明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及不送氣清音究竟那一

個屬於早期閩方言自身的演變，而那一個是外來層次的接觸造成。目前閩語全濁

聲母層次判斷方式存在以下的問題： 

第一、從已進行清化的方言尋求線索，透過「排除」的辦法推論層次先後。

比方客贛語濁母都清化為送氣，而閩語又以濁音清化今讀為不送氣居多，於是就

假設清化為送氣的是由於方言接觸的影響。最重要的一點是，「閩語濁音清化今

讀以不送氣居多」這一命題未必能夠推導出「閩語方言早期就是濁音清化為不送

氣的類型」的結論。承上所言，如果閩語方言早期全濁聲母未必清化為不送氣清

音（而也可能清化為送氣清音），則送氣清音是由於客贛方言層影響這一說法恐

怕就無法成立。 

第二、要論證某一方言的語言現象是受另一方言影響而產生，必須要能提出

方言接觸的確切證據。就歷史比較語言學而言，兩個語言之間最密切的一種關係

就是同源關係，也就是找到同源詞的規則對應，找到的對應越多，越能證明彼此

間的關係密切。我們可以設想，從祖語 P 分化出不同的方言 A、B、C、D 之後，

若要證明它們之間存在 A 影響 B、C、D 的關係，那麼根據同源詞的標準，就應

該要能在 B、C、D 中找到 A 之所以從 P 分化出來所進行的音韻創新，並排除這

一創新於 B、C、D 內部自行發生的可能。現在學界論證閩方言受客贛方言影響

的學說，似乎都不能找到類似的有力證據。 

4.1.3.2 從吳閩方言比較看閩語清化現象 

  我們認為，閩語中全濁聲母今讀或為不送氣清音或為送氣清音的現象，也是

方言接觸的結果。從吳閩方言比較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推論是：閩語中讀為不送

氣清音的是導源於現代浙南吳語。至於閩語的送氣清音則是閩語自身的演變，屬

於閩語早期的歷史層次。提出這一看法的理由，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申說，一是

比較吳閩方言共有的全濁聲母同源詞，指出兩個方言全濁聲母，其清化的類型不

同。二是指出所謂客贛方言影響的說法，無法從同源詞比較上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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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浙南吳語中，有的方言已歷經濁音清化的現象，而其清化之後都讀

為不送氣清音（例如慶元、丹陽）而不讀為送氣清音。其中最有啟發的是，吳閩

兩個方言共有的同源詞，在現代吳閩方言中分別有不同的走向。底下舉出幾組同

源詞來說明： 

（1）薸浮萍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薸 biú·ª bií·ª bi‘·ª bi¿ª bi‘·ª biŒ¿ª pi‹ª biŒu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薸 p¾iuª p¾iuª p¾ioª p¾ioª p¾ioª p¾iuª p¾iauª p¾iau° 

從歷史文獻上看，這個詞早在東晉初郭璞的《爾雅注》中已被記載：「水中浮蓱，

江東謂之薸」。根據 Mei & Norman（2000[=1976]），薸是從南亞語借入漢語的借詞。9
而由此推論，薸這個詞能在東晉之時被郭璞載入文獻，可見這個詞借入長江以

南漢語的時間應該更在東晉初年之前。這個字雖然是借詞，但由於借入漢語的時

間相當早，所以在漢語中也可以找到書寫這個非漢語詞的方塊字。根據《廣韻》，

薸，符霄切，效攝開口三等並母字。 

（2）棉被名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棉被名 bi¤ bi¢ bi¢ bi¢ bi¢ bi¢ pi¢ bi¢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棉被名 p¾ui¤ p¾uoi¤ p¾ú¢ p¾ue¤ p¾ue¢ p¾ue¢ p¾ue¢ p¾yä¤ 

從上表來看，吳閩方言表示棉被、被子這一語義的詞，基本上是個雙唇塞音的陽

上調字。漢語語源是「被」，根據《廣韻》載：「被，寢衣。」反切有上聲皮彼切

及去聲皮義切兩切。從聲韻調上的對應來看，吳閩方言共同的來源是上聲皮彼切。 

（3）稗 

                                                 

9
 Mei &Norman（2000[=1976]：487-488）指出，閩語中浮萍（duckweed）的這個語詞，例如福州的p¾iuª、廈門的p¾ioª都與越南語的büeo關係相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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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稗子 b¿¤ bŒÑ ªª~子 bŒ¤ bu¤ bŒ¤ bo¤ po¤ bí¤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稗子 p¾ä° p¾e° p¾ue° p¾e¤ p¾~oi¤ p~”° p¾e° p¾ai¤ 

根據上表，表示稗子、稗草這一語義的語詞，在吳閩方言中是有規則對應的，都

讀為雙唇塞音聲母，聲調是陽去調，比較特殊的是閩東方言。相應於其他閩方言

的陽去調字，在閩東方言內部，常會有部分字讀為陰去調，這一點羅杰瑞已經指

出（Norman，1988），閩東陰去：閩南陽去可以視為規則對應。10從漢語語源來

看，吳閩方言這一組同源詞應該與《廣韻》意為：「稻也，又稗草似穀」的「稗」

（傍卦切）是同源詞。 

（4）用毒藥毒害致死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毒害 duo¤ duú¤ duú¤ du¤ duí¤ du¤ tí¤ (doÖ¥)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毒害 t¾au° t¾au° t¾au¤ t¾au¤ t¾au¤ t¾š° t¾au° t¾e¤ 

根據上表，表示「用毒藥毒害致死」這一語義的詞，在浙南吳語中除了金華湯溪

是入聲之外，其他都是讀為舌尖塞音，陽去調。閩語方言相當一致地讀為送氣不

帶音舌尖塞音，聲調也是陽去。羅杰瑞（Norman，1988）曾經指出，閩、客、

粵在詞彙語法上有一個特點，就是毒字作名詞時讀為入聲，作動詞時讀為去聲。

換句話說，毒字在這幾個方言中有名詞入聲：動詞去聲的形態變化，而這個形態

變化不見於北部方言及中部方言（包括今吳語、贛語及湘語）。羅杰瑞因此指出，

閩、客、粵可能共同源出於一個古南方漢語。羅杰瑞這一說法，在最近越來越豐

富的吳語材料發表之後，似乎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11從方言的規則對應上，我

                                                 

10
 鄭曉峰（2001：78）認為閩東陰去與陽去調的分化，是古濁聲母去帶音化之後送氣分調的表現。我們的看法與鄭曉峰不同。我們認為這事實上反映古閩東方言的調類是去不分陰陽的格局。詳細的內容請參閱第六章聲調部分的討論。 

11
 我們在第三章的 3.5 曾經有所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66

們認為吳閩方言「毒害」這個詞的用法可以確定是同源詞，但從漢語文獻資料上

找不到來源。 

（5）薪柴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薪柴 ziú·ª ðií·ª (zaiª) (zŒª) ði‘·ª (zŒª) ûi‹ª (zŒ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薪柴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oª ts¾‹ª ts¾auª 

根據上表，表示用來生火的薪柴在浙南吳語中有不同的表現。根據曹志耘等人的

記錄，他們指出開化、常山、遂昌、慶元表示「薪柴」這一語義的詞，其漢語語

源是「樵」（效攝開口三等宵韻從母字）；而玉山、龍游、云和、金華則是「柴」

（蟹攝開口二等佳韻崇母字），從浙南吳語與中古音系的對應來看，這兩個漢語

本字的考證是沒有問題的。接下來問題在於，閩語的讀音：(1)是否與浙南吳語這

兩個讀音有同源關係？(2)如果有，那麼是與「樵」或「柴」的那一個有同源關係？

關於閩語這個詞的本字考證，已經有若干學者提出看法。
12底下我們根據音韻系

統上的規則對應略加觀察。以閩南話漳州方言為例，列出蟹開二等字及效攝二、

三等字的讀音來略加觀察
13
： 

排 買 釵 債 街 飽 罩 炒 貓 焦 

蟹開二 蟹開二 蟹開二 蟹開二 蟹開二 效開二 效開二 效開二 效開三 效開三 

pai2 be3 the1 tse5 ke1 pa3 ta5 tsha3 ba2 ta1 

由上述對應來看，閩南方言表示柴火的[tsha2]應該來自效攝的白讀音，同一諧聲

偏旁的焦字讀[taÁ]，另外，閩南話中，水中的礁石也讀為[taÁ]，其本字可能就是

                                                 

12
 閩語中表示薪柴的ts¾aª，陳章太、李如龍（1991：24）認為其本字是樵。張光宇（1994）認為其本字是柴，並指出這個字來自吳音南移：柴字（蟹二）在吳楚江淮方言讀dza～za為其來源。 

13
 下表所列蟹攝二等、效攝二、三等的讀音，主要都以白讀音為主。在閩南話文讀音系統中，蟹攝開口二等今讀主要為-ai，例如買mai£、釵ts¾ai、債tsai°。蟹開二的字中，依筆者所知只有一個罷字讀為pa6，多用在歌仔戲唱詞「罷了」pa6 liau3 或新詞如「罷免」pa6 mien3。從用法及讀音上來推敲，這個字顯然可視為一個晚近新傳入的詞。效攝二等文讀音主要讀為-au，例如飽pau£、炒ts¾au£；效攝三等文讀音則是讀-iau，例如：焦tsiauÁ、朝tiauª、擾dz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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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
14顯然，就音韻對應上而言，認為閩語中[ts¾aª]的本字是「樵」應比「柴」

更具說服力。因此我們認為，閩方言及浙南開化、常山、遂昌、慶元等方言中，

表示薪柴這一語義的讀音，基本上可以認定為同源詞，其本字就是「樵」；至於

其他浙南吳語則是「柴」。 

（6）站立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站立 ge¤ ge¢ g‘i¢ gei¢ gei¢ ga¢ kai¢ gä¢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站立 k¾ie¤ k¾ia¤ k¾a¢ k¾ia¤ k¾ia¢ k¾ya¢ k¾ya¤ (kyä¥) 

根據上表，表示「站立」的這個詞，在吳閩方言有相當一致的表現：聲母都讀為

舌根塞音，聲調上都是陽上調；建甌讀為不送氣清音，是例外的讀法。我們認為，

吳閩方言表示「站立」的這個詞，是兩方言共有的同源詞，而其漢語語源是止攝

開口三等紙韻群母的「」（渠綺切）。 

上面討論了六組吳閩方言共有的同源詞，這些語源都是中古全濁聲母的語

詞，在吳閩方言之間的基本對應是： 

浙南吳語b-、d-、ð-、g-：慶元p-、t-、û-、k-：閩語p¾-、t¾-、ts¾-、k¾- 

同源詞的比較顯示，吳語與閩語這兩大方言的送氣類型不同，吳語主要是帶音聲

母，清化之後讀為不帶音不送氣聲母，閩語則讀為不帶音送氣。這一批字中又包

含了借自南亞語的借詞「薸」，對於這個詞，我們可以這麼設想： 

(i) 東晉之前，江南地區說閩語的先民已經從南亞民族借入了這個詞；之

後這批先民從吳地移入閩地時，連帶也將這個詞帶入閩地。 

(ii) 東晉之後的移民進入現在的吳語地區，也從當時的江南地區的口語中

接受了這個語詞。但這個詞在閩地及吳地有了不同的發展。在閩地的

詞讀為 b¾-，在吳地的讀為 b-。我們認為，東晉之後移入現在吳語區

                                                 

14
 例如 Douglas（1899：467）的字典載錄：taÁ，a large rock in water, either always above water or 

sometimes coverd.由說明可知，taÁ顯然就是水中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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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口中的全濁聲母應該是讀為不送氣的，這從現代吳語的清音濁

流乃至於清化為不送氣可以推知。 

至於其他閩語今讀為送氣清音的吳閩方言共有同源詞，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

語源，基本上我們認為這批同源詞是共同承自漢語祖語，但由於地理阻隔的原

因，使得它們有不同的發展。 

另一方面，閩語全濁聲母今讀送氣讀音的，基本上都伴隨著較早的音韻特

徵；相對的，浙南吳語則表現出相對時間上較晚的音韻特徵。例如「樵」，在整

個閩語方言都讀為ts¾aª，以閩東福清、閩南泉州方言為例，效攝三等從母的樵字

讀為 a韻母事實上反映了是早期效攝一、二、三等不分的白讀層次。比較以下福

清、泉州的例字： 

福清：效攝開口一等早tsa£│效攝開口二等炒ts¾a£│效攝開口三等焦taÁ 

泉州：效攝開口一等早tsa£│效攝開口二等炒ts¾a£│效攝開口三等焦taÁ 

閩東、閩南這批字表示的是閩語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之後，失去二等介音*-r-、

三等介音*-j-的音韻創新。15吳語的「樵」則與閩語走向不同，聲母表示是「從邪

不分」，而從邪不分這一現象根據漢語音韻史的記錄，是六朝時期江東方言的音

韻創新。16也就是說，「樵」固然是吳閩的同源詞，同時也是吳閩方言與漢語（包

括上古漢語及中古漢語）的同源詞。利用漢語上古音系統及中古音系統兩個參照

系統來看，這兩個同源詞事實上分別來自不同時代的語言系統。而我們之所以能

夠辨認出這兩個時間層次，主要是由於我們透過同源詞比較，從規則對應的差異

認出「樵」這個詞在吳語及閩語中分別運作了不同的音韻規則。 

  第二、上文我們從正面討論了閩語中全濁聲母，今讀送氣不帶音的是閩語固

有的表現，讀不送氣不帶音的是閩語與早期吳語接觸的結果。現在從反面來說明

                                                 

15
 根據上古漢語、閩語之間的同源詞對應關係，我們認為這是閩語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的一條重要音韻變化，這一音韻創新的具體效應有兩方面：第一、閩語率先丟失*-r-、*-j-介音，因此造成端知不分化，幫非不分化，使得閩語的聲母系統相當簡單，類似上古漢語的格局。這一問題在本章的第 2 節有所申論，請參看。第二、就韻母上來看，閩語白讀層往往有開合口不分、一四等不分、一三等不分的情況，這些也都能從介音的丟失得到解決。關於三等介音-j-丟失的情況，我們將於第五章（5.5）以中古宕攝三等字為例，作比較深入的探討。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把閩語介音丟失現象視為中古音之後發展的結果，我們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16
 有關吳閩方言「從邪不分」問題，請參考本章第 4 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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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贛方言影響之難以證立。底下列出幾組同源詞來觀察
17
： 

(1)柱子 

意義 梅縣 河源 揭西 長汀 永新 陽新 余干 南城 

柱 ts¾uÁ ts¾yÁ tÆ¾uÁ tÆ¾†uÁ (ûy°¤)18
 tÆ¾y¤ tÆ¾uÁ tû¾yÁ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柱 t¾eu¤ t¾iu¤ t¾iau¢ t¾iau¤ t¾iau¤ t¾iau¢ t¾iu¤ t¾iu¤ 

客贛方言表示「柱子」的這個詞，客方言多讀為送氣不帶音塞擦音，聲調反映為

陰平調。贛語的聲母表現一樣是送氣不帶音塞擦音，不過聲調上有的表現為陽

去，有的表現為陰平。贛語的調類混雜情況，可能是早期與客方言接觸的結果。

閩語相當一致地讀為送氣不帶音舌尖塞音，聲調表現為陽上調。從規則對應上

看，這個詞是客、贛、閩三個方言的同源詞。從漢語語源來看，這個詞是遇攝合

口三等上聲麌韻澄母的「柱」（直主切）。 

(2)錘子 
意義 梅縣 河源 揭西 長汀 永新 陽新 余干 南城 

錘子 ts¾uiª ts¾uiª tÆ¾uiª tÆ¾ueª tû¾yª tÆ¾y‘iª tû¾iª tû¾y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錘子 t¾o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ueª t¾uiª t¾y° 

客贛方言表示「錘子」的這個詞，在所有的方言中都讀為送氣不帶音塞擦音，聲

調為陽平調。而在閩語方言中，則一致地讀為送氣不帶音舌尖塞音，聲調也是陽

平調。這個詞是客、贛、閩三個方言的同源詞，從漢語語源來看，這個詞是止攝

合口三等脂韻平聲澄母的「錘」（直追切）。 

(3)蟲 

意義 梅縣 河源 揭西 長汀 永新 陽新 余干 南城 

                                                 

17
 客贛方言的材料都根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語方言點取梅縣、河源、揭西、長汀。贛語方言取永新、陽新、余干、南城。 

18
 這個詞在永新的材料中都記為ûy°¤，從永新方言的其他澄母字對應來看，只有柱這個字例外讀為ûy°¤，今暫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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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ts¾u³ª tÆ¾o³ª tÆ¾u³ª tÆ¾o³ª¦ t¾í³ª ts¾ú³ª tÆ¾u³ª t¾u³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蟲 t¾š³ª t¾š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³ª t¾¿³ª 

客贛方言中表示「蟲」這個意義的詞，客家話非常一致地讀為送氣不帶音舌面塞

擦音，聲調是陽平調。贛語則有兩種音讀表現，一是讀為與客家話相同的聲母，

一是讀為送氣不帶音舌尖塞音，聲調都是陽平調。閩語方言則一致地讀送氣不帶

音舌尖塞音，聲調也是陽平調。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永新、南城的t¾-事實上與閩

方言的t¾-性質不同。根據大嶋廣美（1996）的研究，贛語方言中曾經發生中古知

系字與章系字合流為t-、t¾-的現象，這是一種後起的音韻變化。永新、南城正曾

經歷過這類音韻變化，所以我們認為贛語的t¾-不能與閩語的t¾-相提並論。這個詞

是客、贛、閩三個方言的同源詞，其漢語語源是通攝開口三等平聲東韻知系的「蟲」

（直弓切）。 

  從上面討論的三個客贛方言與閩方言的同源詞來看，要以之證明閩方言的全

濁聲母送氣一讀是受客贛方言影響，會面臨以下的困難： 

  第一、把這一批客、贛、閩的同源詞，拿來與上古音系統及中古音系統這兩

個參照系統作比較，閩方言的音讀是早期端知不分的情況。19客贛方言的音讀則

都是知系獨立於端系之後的表現，屬於與中古系統相同的類型。換言之，就客方

言而言，如果只根據客贛方言內部的對應而不依賴中古音系統或上古音系統，我

們根本無法重建客方言端知不分的早期格局，O’Connor（1976）構擬的共同客家

話正是如此。20這個現象顯示，同源詞的比較無法支持客贛方言與閩方言之間曾

經有過密切接觸。 

  第二、根據橋本萬太郎（1973）的研究，「全濁上聲今讀陰平」可以視為客

家話對內一致，對外區別於其他漢語方言的定義。「柱」這一客、贛、閩同源詞，

在客、贛方言中大體一致地讀為陰平，這是早期客贛方言的調類創新。同樣的，

                                                 

19
 請參看本章註 10的說明。 

20
 根據 Kevin A. O’Connor的共同客家話（Proto-Hakka）構擬，共同客家話的*t-、*t¾-聲母中，完全不雜一個中古的知系字。而*t Çs-、t Çs¾-聲母中則包括了知系字。例如：朝（*t Çs-）、腸（*t Çs¾-）、蟲（*t Çs¾-），另外還有茶（*ts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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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贛這一音韻創新也不能透過同源詞比較在閩方言中找到規則對應。 

綜合以上的說明，閩方言與客贛方言之間全濁聲母今讀送氣不帶音聲母的表

現，應該視為平行發展的結果。 

  根據我們上文針對吳、閩、客、贛方言幾組同源詞的討論，我們認為閩語中

全濁聲母今讀的分歧，事實上是吳閩方言接觸的結果。 

(1) 閩方言中固有層次的全濁聲母讀為*b¾-、*d¾-、*g¾-。清化之後讀為p¾-、t¾-、

k¾-。 

(2) 閩方言中讀為不送氣清音的聲母，事實上是來自早期吳語的影響。這個

早期吳語其全濁聲母的特徵是*b-、*d-、*g-，清化之後讀為p-、t-、k-。 

本節的結論可以用下表表示： 

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例字 

p¾-、t¾-、k¾- 薸被稗[毒]樵 全濁聲母 

p-、t-、k- 

b-、d-、g- 

（p-、t-、k-） 步堂舅 

 

4.2 吳閩方言兩項存古特徵的比較─輕重唇分化與端知分化 

4.2.1 輕重唇分化 

4.2.1.1 吳語方言非敷奉微聲母的今讀分析 

  吳語方言中，中古非、敷、奉等輕唇音聲母字，大抵都已經變讀為唇齒擦音

f-或v-，但是仍然有若干字保存輕重唇不分的音讀，至於微母則多讀為m-。請看

以下非、敷、奉母字表： 

表 4-11：浙南吳語非、敷、奉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飛 fiÁ fiÁ fiÁ fiÁ fiÁ fiÁ ÖbaiÁ fiÁ 

扶 buª buª buª vuª vuª vuª puª vuª 

富 fuo° fuo° fuo° fu° fuí° fu° fí° fu° 

翻 f~aÁ f~aÁ f~aÁ f~aÁ fa³Á f~aÁ p¾~aÁ fo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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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 v~a¤ v~a¤ v~a¤ v~a¤ va³¤ v~a¤ f~Œ¤ vo¤ 

方 fi~aÁ fi~aÁ fŸ‹Á f~aÁ f¿³Á f~¿Á fŸ¿Á fŒoÁ 

紡 f~a£ p¾o³£ fŸ‹£ f~a£ f¿³£ f~¿£ fŸ¿£ fa³£ 

縫 va³ª v~aª f~‹Ñ °ª vú³ª vú³ª vú³ª fo³ª vŒoª 

蜂 fú³Á f~aÁ f~‹Á fú³Á fú³Á fú³Á fo³Á fŒoÁ 

痱 pe£ pue£ p‘i£ fi° pei£ fi° Öbai£ fiÑ °ª 

斧 puo£ fu£ vuúÑ ªª fu£ fuí£ fu£ Öbo£ fu£ 

吠 be¤ ─ ─ ─ ─ ─ pai¤ ─ 

反 p~a£ p~a£ p~a£ f~a£ pa³£ p~a£ f~aÁ mo£ 

糞 p~ä° p~¯° p~‡° pei° p~ú° pä° Öb~a° fai° 

縛 bieÖ¥ biaÖ¥ bi‘Ö¥ b¿Ö¥ b¿¥ boÖ¥ poÖ¥ boÖ¥ 

放 pa³° po³° po³° f~a° f¿³° f~¿° Öbo³° fŒo° 

腹 púÖ¦ poÖ¦ poÖ¦ v¿Ö¦ pú·Ö¦ fúuÖ¦ ÖbuÖ¦ f¿¦ 

由上面這張表來看，8個方言中的非、敷、奉母除了「縛」字之外，這些字或讀

為輕唇音，或讀為重唇音，情況相當參差。這樣的情況顯示：非、敷、奉聲母在

浙南吳語方言有兩類規則對應，一個是讀為重唇音p-（Öb-），一個是讀為輕唇音f-、

v-，基本上以讀為輕唇音佔多數。以下來觀察微母字的表現： 

表 4-12：浙南吳語微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無 mo£ m£ muú£ m¿ª muíª m° mí° mª 

霧 mú³¤ muú¤ muú¤ vu¤ muí¤ m¤ mí¢ vu¤ 

尾 me¤ miÑ ªª mi¢ mi¢ mi¢ mi£ mi³¢ ³Ñ ÁÁ 

未 vi¤ mue¤ m‘i¢ mi¤ mi¤ mi¤ mi³¤ mi¤ 

萬 m~a¤ m~a¤ v~a¤ m~a¤ mú³¤ m~a¤ m~Œ¤ mo¤ 

蚊 mi³ª mo³Ñ ª¢ mo³Ñ ªª mú³ª mi”³ª mú³ª mi~äª maiª 

問 m~ä¤ m~¯¤ m~‡¤ mei¤ mú³¤ mú³¤ mú³¤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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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mú³¤ mo³¢ mo³¢ m~a¢ m¿³¢ m~¿£ mi~Œ¢ mŒo¢ 

望 mi~a¤ mi~a¤ mi~a¢ v~a¤ m¿³¤ m~¿¤ m~¿¤ mŒo¤ 

以上微母字在各浙南吳語方言中，顯然跟非、敷、奉母的表現不大相同，微母讀

為雙唇鼻音聲母的字比較多。根據曹志耘等（2000）這些方言中，非、敷、奉母

沒有成系統文白異讀的現象；相對而言，微母在各方言中都有以下的文白異讀
21
： 

表 4-13：浙南吳語微母字文白異讀例字（文│白） 

龍游 蚊v~äª│mi³ª；問v~ä¤│m~ä¤；望u~aª│mi~a¤ 

常山 舞vu¢│muú¢；萬v~a¤│m~a¤；問vo³ª¢│m~¯¤；望v~aª¢│mi~a¤ 

玉山 舞vu¢│muú¢；霧vu¤│muú¤；問v~‡¤│m~‡¢；忘v~‹ª│mo³Ñ ªª； 

望v~‹¤│mi~aÑ ªª 

龍游 無vuª│m¿ª；萬v~a¤│m~a¤；蚊vú³ª│mú³ª；問vú³¤│mei¤ 

云和 晚uŸa£│m~a£ 

慶元 蚊mú³ª│mi~äª 

從上表可知，在有微母文白異讀的方言中，白讀的形式表現為m-，文讀的形式則

是v-。藉由微母文白異讀的表現與非、敷、奉母兩種規則對應的表現相互印證，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中古非敷奉微諸聲母在吳語中有兩類規則對應，一類對

應是讀p-、ph、b、m-，另一類則是讀f-、v-、m-。 

4.2.1.2 閩語方言非敷奉微聲母的今讀分析 

  大體來說，中古非、敷、奉聲母在今閩語方言中，白話層基本上都讀為重唇

音，文讀層則調整為相應的喉擦音聲母h-。以下根據白讀音，列出字表： 

表 4-14：閩語非敷奉母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飛 pšyÁ puoiÁ púÁ pueÁ pueÁ pueÁ pueÁ  

扶  p¾u¿ª p¾¿ª p¾¿ª   p¾¿uª p¾y° 

富 pou° pu° pu° pu° po°  pu°  

                                                 

21
 表中文白讀音的次序是先文後白，以下凡列舉文白兩讀者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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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 pu³¤ puo³¤ p³° p~ui¤ p³¤ pum° pue¤ pui³¤ 

分 p¿u³Á puo³Á punÁ punÁ pu³Á pumÁ po³Á pui³Á 

浮 p¾ouª p¾uª p¾uª p¾uª p¾uª p¾a·ª p¾¿uª iu£ 

縫 p¾o³° pu³° p¾a³° p¾a³° p¾a³¤ p¾a³° p¾a³° p¾¿³¤ 

蜂 p¾u³Á p¾u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³Á 

痱 pui° pui° pui° pui° pui° pui° pui° py° 

斧 po£ puo£ p¿£ p¾u£ pou£ pu¦ p¿u£ pu¤ 

吠 pui¤ pui¤ pui° pui¤ pui¤ pui¤ pui¤ p¿i° 

房 po³ª pu³ª pa³ª pa³ª pa³ª  pa³ª p¿³£ 

糞 pu³° pu³° pun° pun° pun° pu~a° po³° p¿³° 

放 po³° pu³° pa³° pa³° pa³£ pa³° pa³° p¿³° 

腹 puk¦ puÖ¦ pak¦ pak¦ pak¦ pu¦ poÖ¦ pu¦ 

從上表來看，中古非、敷、奉聲母在今閩語方言中，白話音讀為重唇音p-、p¾-，

保留輕重唇分化之前的聲母特徵。底下列出微母的音讀表現： 

表 4-15：閩語方言中微母字的音讀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無 m¿ª moª boª boª boª  poª  

霧 muª muo° bu° bu¤ bu¤  pu¤ mu¤ 

尾 mšy¤ mui£ bú£ bue£ bue£ bue£ pue£ myä£ 

未 mui¤ mui¤ bú° be¤ bue¤  pue¤ mi¤ 

萬   ban° ban¤   ma³¤  

問 mu³° muo³° b³° m~ui¤ m³¤ m~ui° mo³¤ m¿³¤ 

網  mš³¤ ba³¢ ba³¤ ma³¢  ma³¤ m¿³£ 

望   ba³° ba³¤ bua³¤  m‹³¤  

相應於非、敷、奉母，閩語方言中微母白讀音都讀為m-，這說明了在閩語白讀音

的音韻特徵是輕重唇不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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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吳閩方言非系字同源詞的比較 

  如果根據我們上述的討論，以文白異讀的角度可以列出吳、閩方言非、敷、

奉、微聲母的層次對應關係： 

 非敷奉微聲母 吳語方言 閩語方言  

 對應Ⅰ p-、p¾、m-（白讀） p-、p¾-、m-（白讀）  

 對應Ⅱ f-、v-（不分文白讀） h-、m-（文讀）  

上表是以「字」出發，透過中古音韻架構與現代方言的對應建構出來的層次關係。

但從同源詞比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區分顯然太過簡單。理由在於：即使不依據

中古音架構，純粹就詞彙上看，吳語、閩語的語音仍然有嚴整規則對應。而從吳

閩方言的同源詞比較當中，我們還可以在吳語對應Ⅱ（也就是不分文白讀的層次）

中分析出一組與閩語方言對應Ⅰ相當的層次。底下就同源詞的角度，分別探討幾

組例字，以期進一步建立吳閩方言層次的對應關係。 

同源詞對同源詞對同源詞對同源詞對應應應應Ⅰ─Ⅰ─Ⅰ─Ⅰ─吳語重唇音吳語重唇音吳語重唇音吳語重唇音 pppp----：：：：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 pppp----    

（1）肚子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肚子 púÖ¦ 

腹 

poÖ¦ 

腹 

poÖ¦ 

腹 

du¢biª 

肚皮 

pú·Ö¦ 

腹 

du¢biª 

肚皮 

ÖbuÖ¦ 

腹 

tu£biª 

肚皮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肚子 puk¦lu£ 

腹肚 

puÖ¦lo¤ 

腹肚 

pak¦t¿£ 

腹肚 

pak¦t¿£ 

腹肚 

pak¦ 

腹 

pu¦s½£ 

腹屎 

poÖ¦lo£ 

腹肚 pu¦ 

腹 

從這一組同源詞比較來看： 

第一、龍游、云和、金華湯溪指「肚子」是用「肚皮」，但是聲母的清濁表

現不同。根據《廣韻》，肚字有兩個反切：(1)肚，徒古切，腹肚；(2)肚，當古切，

腹肚。從聲母表現上來看，龍游、云和「肚」du¢的語源應該是徒古切；金華tu£

的語源則是當古切。 

第二、除了上述三個浙南吳語方言之外，其他浙南吳語及整個閩語表示「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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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一意義的語詞，用的都是「腹」（如各浙南吳語及閩語揭陽、建甌）或以

「腹」為詞幹的複合詞。其中複合詞的部分：(1)使用「腹肚」這一詞彙的有寧

德、福清、泉州、漳州、莆田，其中只有福清的「肚」語源是徒古切，其他方言

都是當古切。(2)根據林寶卿的材料，永安的廁所讀為pu¦s½¦，前後兩個音節在聲

調上都是不分陰陽的入聲調，林寶卿《永安方言》寫作「腹室」；但是陳章太、

李如龍《閩語研究》中則把永安這個詞記為pu¦s½£，寫為「肚屎」。從方言比較上

來看，前一音節為「腹」字沒有問題，但後一音節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這裡

暫時採用陳章太、李如龍的寫法。 

吳閩方言表示肚子這一意義，基本上都是同源詞。從漢語語源來看，這個字

是通攝三等屋韻入聲非母的「腹」。 

（2）廁所、糞桶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廁所 mú·ªk¾~aÁ 

茅坑 

m¿ªk¾i³Á 

茅坑 

m‘·ªk¾~‹Á 

茅坑 

pei°k¿° 

糞窖 

p~ú°k¿³Á 

li‘·ª 

糞缸寮 

pä°do³¢ 

k~aÁ 

糞桶間 

Öb~a°ts¾~¿Á 

糞倉 

mŒuªk¾Œ³Á 

茅坑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廁所 pu³°niª 

nauª 

糞池頭 

pu³°tieª 

糞池 

sai£hak¥ 

屎□ 

sai£hak¥ 

屎□ 

─ puiªtiª 

肥池 

po³°³iª 

auÁ 

糞池兜 

si£k¾a³Á 

屎坑 

根據上表，吳語、閩語表示廁所的詞彙顯然很不相同： 

   第一、吳語開化、常山、玉山、金華用的是茅坑。其他四個吳語則是用以糞

為詞幹的詞語。 

  第二、閩語中，閩南、閩北用的是以屎為詞幹的詞語。閩東、莆田用的是以

糞為詞幹的詞語，就這一點而言，閩東與浙南吳語是相同的。永安用的是肥，詞

彙上另有來源。 

底下再來看看「蓄糞便的缸或桶」在吳閩方言中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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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糞桶 p~ä°ko³Á 

糞缸 

p~¯°k~oÁ 

糞缸 

─ pei°k~aÁ 

糞缸 

p~ú°k¿³Á 

糞缸 

pä°k~¿Á 

糞缸 

ts¾íÁto³¢ 

粗桶 

─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糞桶 ─ pu³°tš³£ 

糞桶 

sai£k³Á 

屎缸 

ts¾¿Át¾a³£ 

粗桶 

─ sai£t¾a³£ 

屎桶 

─ ─ p—y³°t¾¿³£ 

糞桶 

由上表來看： 

第一、浙南吳語中，除了慶元之外，糞桶一詞都用以糞為詞幹的語詞。玉山

沒有糞桶的說法，但有糞坑p~‡°k¾~‹Á，玉山前一音節顯然與其他吳語的糞同源。

比較上一條詞彙（廁所），我們可以推論：在更早的浙南吳語中，表示廁所及糞

桶的詞，應該都以糞為詞幹，茅坑是後起的說法。 

  第二、在閩方言中，閩東、閩北用的詞語與浙南吳語一致；閩南則是用屎。

有意思的是，浙南吳語慶元的糞桶用粗桶ts¾íÁto³¢一詞，與閩南泉州ts¾¿Át¾a³£一

詞，兩詞前一音節是同源的，這顯示慶元與閩語早期的關係相當密切。 

歸納起來，從廁所、糞桶兩個詞彙來看：(1)閩南方言兩個詞彙都以「屎」來

造成複合詞；(2)閩東、浙南吳語則都用「糞」來造成複合詞。接下來的問題在於，

閩南語是否使用「糞」這個詞？答案是肯定的。在閩南語中，「垃圾」這個詞正

是用「糞」，例如泉州垃圾是用「糞掃」pun°so°，而清除垃圾的畚箕是用「糞箕」

pun°kiÁ。以下針對糞字的語義加以探討。 

根據許慎《說文解字》，「糞」字釋為「棄除也」，是一個會意字。依照許慎

的說法來看，「糞」應是一個動詞的用法，意為清掃。這個用法在先秦的書證如

下：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周禮/夏官司馬/隸僕）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國語/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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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春秋左傳/昭公/傳三年） 

上述例句中的糞、糞除，都是掃除廢物，使環境清潔的意思。另外一個動詞的用

法，則是指施肥於田，以使土壤肥沃。例如：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孟子/滕文公上）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 

糞田疇，可以美土疆。（禮記月令） 

上述例句都是指施肥使土地肥沃，以利作物生長。另外，「糞」除了前面這兩個

動詞義，它在先秦也已有了名詞的用法，例如： 

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 

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 

肅濟濟，如或臨之。（國語/卷十八 楚語下/觀射父論祀牲） 

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僖

公/卷十六/傳二十八年）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論語/公冶長） 

這些例子中的糞除、糞土都是名詞的用法，指的是不潔之物。先秦文獻中這一個

名詞性用法，與泉州話的pun°so°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考先秦文獻，「糞」似乎沒

有作「糞便」解的，底下是目前所見，糞作「糞便」解較早的用例： 

   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抱朴 

子內篇‧雜應） 

   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 

糞汁而飲之。（後漢書/列傳/卷十九 耿弇列傳） 

   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後漢書/列傳/卷八十六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例句中的文獻都在西漢之後，其中的「糞」顯然就是指生物的排洩物。由此觀之，

「糞」字語義至少曾經產生以下的變化：由原本動詞意義的掃除變為名詞意義的

不潔之物，再由不潔之物轉變為專指穢物糞便。由此推論，浙南吳語的廁所、糞

桶用「糞」字，必然是「糞」語義演變之後產生的結果；閩南語廁所、糞桶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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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
22
，而糞掃pun°so°則是指垃圾；就糞字來說，閩南語保留早期的語義。 

上文比較詳細地討論了關於廁所、糞桶這幾個詞，並考察糞字在文獻上的用

法，目的是為吳閩同源詞的比較建立語義上的基礎。了解糞字在歷史文獻上的語

義變遷之後，我們可以放心地把浙南吳語與閩語中，現在語義看似不同的兩個

詞，放在一起視為同源詞。 

（3）趴（動作）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趴 p¾úÖ¦ 

覆 

p¾oÖ¦ 

覆 

p¾oÖ¦ 

覆 

p¾¿Ö¦ 

覆 

p¾ú·Ö¦ 

覆 

p¾úuÖ¦ 

覆 

p¾uÖ¦ 

覆 

p¾oÖ¦ 

撲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趴 p¾ok¦ 

覆 

p¾oÖ¦ 

覆 

p¾ak¦ 

扑 

p¾ak¦ 

覆 

p¾ak¦ 

趴 

─ p¾aÖ¦ 

覆 

p¾u¦ 

伏 

根據上表，從聲母、韻母、聲調幾方面來看，這幾個字顯然是同源詞。表示趴這

一語義的詞語，寫法頗有不同。八個浙南吳語中，《吳語處衢方言研究》考訂這

個字的本字為「覆」；《金華方言詞典》則寫為「撲」。閩語方面，《閩東方言詞匯

語法研究》寫為「覆」；《泉州方言志》寫為「扑」；《潮語詞典》寫為「趴」；《建

甌方言詞典》寫為「伏」。底下列出這幾個字的中古音韻地位及《廣韻》的釋義
23
： 

   覆 芳福切，反覆也，又敗也，倒也，審也。通攝三等屋韻敷母字 

   撲 普木切，打也。通攝一等屋韻滂母字 

   扑 普木切，拂著。通攝一等屋韻滂母字 

伏 房六切，匿藏也，伺也，隱也。通攝三等屋韻奉母字 

首先，從吳、閩各方言聲調今讀陰調，而存濁系統的吳語又讀為不帶音送氣聲母

                                                 

22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其中並不載錄「屎」字，音義相同的只有「」，據許慎的說法，這是一個會意字，意為「糞也」；段注指出，左傳、史記多用同音字「矢」來寫此字。到了《廣韻》，則說這個「」字「本亦作矢，俗作屎」。由此看來，「」寫作「矢」是個因聲託字的假借用法，寫作「屎」字是個從米尸聲的形聲字。 
23

 「趴」不見於《廣韻》，亦不見於許慎《說文解字》；而由字形來看，顯然是個後起的形聲字。另外，從國語趴p¾aÁ來說，我們不能判斷這個字與吳閩方言的「趴」是否同源，必須進一步針對整個官話方言加以觀察，但這並非本文所能處理的問題，茲不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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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來看，奉母來源的「伏」字首先可以排除。其次，撲與扑根本是同音字，

若從語義上來說，「趴」是身體向下俯倒的動作，意義上近於覆（倒），而與撲（打）、

扑（拂）的意義較不相類。因此我們認為，吳閩方言中表示「趴下」這一動作的

詞，就其漢語的語源上來說，其本字應該是「覆」。 

（4）綁（鞋帶）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綁 bieÖ¥ 

縛 

biaÖ¥ 

縛 

bi‘Ö¥ 

縛 

b¿Ö¥ 

縛 

b¿¥ 

縛 

boÖ¥ 

縛 

poÖ¥ 

縛 

boÖ¥ 

縛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綁 pok¥ 

縛 

puoÁ 

縛 

pak¥ 

縛 

pak¥ 

縛 

pak¥ 

縛 

pu¢ 

縛 

─ pu¤ 

縛 

表示「綁」的這個詞，在浙南吳語中，除已清化的慶元外，一致地讀為帶音的雙

唇塞音聲母b-，聲調為陽入調。而在閩語中，都讀為不送氣雙唇塞音 p-，聲調也

是陽入調。根據吳閩方言比較得到的線索，表示「綁」這個語義的詞，其漢語語

源應當是一個全濁唇音聲母的入聲字；而從韻母上來看，這個字的對應都是宕攝

合口三等字。歸納起來，這個字漢語的語源是宕攝合口三等奉母的「縛」字。 

福清方言的表現比較特別，根據馮愛珍（1993：63），福清方言個別中古濁

母入聲字在白讀層次中的基本對應為陰平調。因此福清讀為puoÁ，表示「綁」這

一意義的詞，其漢語語源仍然是「縛」。永安的情況與福清類似，中古濁母字在

永安也有讀為陽上的規則對應，因此語源也是「縛」。 

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Ⅱ─Ⅱ─Ⅱ─Ⅱ─吳語輕唇音吳語輕唇音吳語輕唇音吳語輕唇音 ffff----：：：：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閩語重唇音 pppp----    

（1）斧頭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斧 puo£ fu£ vuúÑ ªª fu£ fuí£ fu£ Öbo£ fu£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斧 po£ puo£ p¿£ p¾u£ pou£ pu¦ p¿u£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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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來看： 

第一、浙南吳語中除了開化、慶元讀為重唇音之外，其他方言都已經進行了

輕唇化的演變，聲母讀為 f-。其中玉山方言的表現比較特殊，讀為濁擦音 v-。根

據曹志耘等（2000：118）指出，在玉山方言中，當原來的陰調類在前字變讀為

低調[22]或[2]時，其原本清聲母會轉化為相應的濁聲母。比方： 

打儂打人t-dai¢°Ñ ªª n~aª¢│解帽脫帽k-gŒ¢°Ñ ªªm‘·£Á│制度tû-dði°ªÑ ªªduú£Á 

「斧」這個語位在玉山方言中與「頭」連言，也會因為前字變調的影響由原先的

45調變讀為 22 調，也就是f-vuú¢°~ ªªdú·ª¢，這使得本來的清聲母變讀為濁聲母。 

  第二、在閩語中，基本上都保留重唇音的讀法。不過漳州方言的斧字聲母讀

為p¾-，與其他閩語讀不送氣清音不同。我們猜想漳州方言中斧頭讀為p¾u£t¾auª，

可能是受到後字「頭」字送氣聲母的影響，由原本的p-同化為p¾-。 

  第三、永安方言的「斧」讀為入聲調，但與永安鄰近且同屬閩中方言的三明、

沙縣「斧」都讀為陰上調pu£。建甌的情況與永安相同，建甌「斧」讀為陽去調，

但與之同屬閩北方言的建陽，斧字讀陰上調po£。把這些現象歸納起來，我們認

為永安、建甌的調類走向，可能是不同方言在與其他方言接觸時，語音折合不一

致的結果。 

  根據以上的討論，在吳、閩方言中，「斧」這個詞的規則對應是浙南吳語 f-：

閩語 p-。有些浙南吳語今讀為重唇音（如開化、慶元），可能是屬於不同層次的

讀音。 

（2）蜂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蜂 fú³Á f~aÁ f~‹Á fú³Á fú³Á fú³Á fo³Á fŒoÁ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蜂 p¾u³Á p¾u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a³Á p¾¿³Á 

從上表來看，意義「蜂」在八個浙南吳語中，都是讀為f-；而指稱同一意義的這

個詞在閩方言中都一律讀為p¾-，因此其規則對應是浙南吳語 f-：閩語 p¾-。從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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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語源來看，這個字是通攝三等鍾韻敷母字的「蜂」。 

（3）兒媳婦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兒媳婦 ûi³Ávuo¤ 

新婦 

si³Áuú£ 

新婦 

s”³Áuú£ 

新婦 

ûi³Ávu¢ 

新婦 

ûi”³Ávuú¢ 

新婦 

sú³Ávu¢ 

新婦 

ûiú³Áfí¢ 

新婦 

si³Áfu£ 

新婦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兒媳婦 simÁmou¤ 

新婦 

si³Ámo¤ 

新婦 

simÁpu¢ 

新婦 

simÁpu¤ 

新婦 

simÁpu¤ 

新婦 

s~aÁpu¤ 

新婦 

ÂimÁpu¤ 

新婦 

sei³Ápy¥ 

新婦 

從上表來看，吳閩方言顯得非常一致，用的都是「新婦」這個詞。有幾點需要說

明： 

  第一、根據《廣韻》，「婦」是流攝三等上聲有韻奉母字，在吳語方言中，除

了濁母已經清化的慶元與局部清化的金華之外，應該讀為濁音聲母。但在上表

中，常山、玉山卻讀為零聲母，同時聲調為陰上調。常山、玉山這個例外讀音可

以根據「內部構擬」的方法還原出它的基底形式，底下加以說明。 

(1)聲調方面，根據曹志耘等（2000：81）的說明，在常山方言中，中古次濁

上聲字在聲調上存在文白異讀的現象：文讀為陰上調，白讀為陽上調。但在若干

常用口語詞裡，次濁上讀為陰上，而這些讀為陰上的次濁上聲字，往往都是出現

在複合詞中的後字。例如： 

   蟻 ³ä¢白～ / ts¾~oÁ³ä£蒼～（螞蟻）│里 lie¢～頭 / lie£城～ 

由此看來，中古次濁上字在複合詞中位居後字而讀為陰上，本質上是一種連讀音

變的現象。 

(2)有了上述的理解，現在我們認為「新婦」一詞的婦字讀為陰上，是走了與

次濁上相同的路。接下來的問題在於，何以本為全濁聲母的「婦」字，在變調上

會與次濁聲母有相同的變化呢？比較底下幾個常山方言中用到婦字的詞： 

   婦 uú£（si³Áuú£新～） vuú¢（kuŒ£ vuú¢寡～） 3.vu¢（～女）
24
 

                                                 

24
 在「婦女」一詞中，婦做為前字，連讀後前字變讀為 22調，今根據常山方言連讀變調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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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一詞「婦」放在前字，可以不論；最有啟發的是「新婦」與「寡婦」兩

個詞的對比。新婦一詞的前字是陽聲韻字，從中古來源來看，「新」字是臻攝開

口三等字，在今常山方言帶有鼻音韻尾-³；寡婦一詞的前字是陰聲韻字，「寡」

字是假攝合口二等字，在今常山讀為開尾韻。比較這兩個詞，我們認為，「婦」

字在「新婦」一詞中經歷過以下的演變： 

   si³Á vuú¢ > si³Á ³uú¢ > si³Á (³)uú£ 

我們認為，在更早的常山方言中新婦、寡婦中的「婦」讀音都是vuú¢，新婦一詞

由於前字陽聲韻尾同化後字聲母，因而使後字聲母由原本的唇齒濁擦音改讀為舌

根鼻音。換句話說，「新」的韻尾提供了「婦」讀為[³-]聲母的語音條件，之後「婦」

才與次濁聲母字（蟻、里）進行相同變化。常山方言這種前字帶有鼻音韻尾影響

後字聲母變讀為鼻音聲母的語音變化，就後字而言是一種同化現象；這種同化現

象在其他漢語方言中亦不乏其例，以閩語為例
25
： 

   廈門 蟮蟲 sian¤ t¾a³ª > sian¤ la³ª（壁虎） 

      中國 ti¿³Á k¿k¦ > ti¿³Á ³¿k¦ 

   福州 棉袍 mie³ª p¿ª > mie³ m¿ª 

      甜湯 tie³ª t¾ou³Á > tie³ª nou³Á 

      中央 ty³Á y¿³Á > ty³Á ³y¿³Á 

總而言之，吳語中常山、玉山「婦」讀為零聲母陰上調，是平面語音條件造成的

結果。
26
 

第二、考之漢語歷史文獻的記載，以「新婦」指兒媳婦的用法不見於先秦兩

漢
27
，到了魏晉六朝之後，在史書、筆記小說中被廣泛地使用。例如： 

                                                                                                                                            將之還原。以婦字而言，其本調是陽上調。 
25

 以下語料，閩南話廈門取自周長楫（1998）、閩東話福州取自袁家驊等（2001）。 
26

 從常山方言來看，師父、欺負等字的後字讀[uú£]，但師、欺都是開尾韻的字，並不像新婦的新有舌根鼻音韻尾，顯然是個反例。這裡我們暫時還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有待進一步探討。 
27

 先秦中用「新婦」一詞的文獻有以下兩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 無笞服。」（戰國策/卷三十二 宋衛）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 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 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呂氏春秋/第十八卷/第六篇 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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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九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 

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世說 

新語/賢媛第十九） 

   許（允）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 

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 

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說新語/賢媛第十 

九） 

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晉書/列傳/卷四十三 列 

傳第十三/） 

上述幾條材料中，「新婦」可以指新娶的妻子，可以指兒子的妻子（子婦），還可

以用來自稱。總之，以新婦指稱兒媳婦，就詞彙及語義的發展歷程來看是後起的，

而在吳閩方言來說，新婦一詞是同源詞。 

  經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確立「婦」這一個同源詞的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

v-：閩語p- 

（4）飯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飯 v~a¤ v~a¤ v~a¤ v~a¤ va³¤ v~a¤ f~Œ¤ voÁ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飯 pu³¤ puo³¤ p³° p~ui¤ p³¤ pum° pue¤ pui³¤ 

這個詞在吳、閩方言中都是指白米煮成的食物，在意義上是一致的，而語音又有

規則對應，因此是吳閩方言的同源詞。從漢語的語源來看，這個字是山攝合口三

等奉母的「飯」。 

                                                                                                                                            這兩例的新婦指的是新迎娶的妻子，從結構上看是一個偏正詞組，其在語義上與用來專指兒媳婦的複合詞「新婦」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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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一節針對吳閩方言同源詞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再在浙南吳語方言文白

讀不分的對應中，得出一組與閩語白讀層次相當的語言層： 

 閩語 浙南吳語 例字 

同源詞對應Ⅰ p-、p-¾、b 腹糞覆縛 

同源詞對應Ⅱ 

p-、p¾- 

f-、v- 斧蜂婦飯 

 以上的現象顯示： 

  第一、就對應 1 而言，吳語存在一個與閩語白讀層表現相同的語言層次，這

一層次我們認為是現在吳語中沉積於最底的語言層。這個層次的存在，顯示吳地

早期有一個與現在閩語同源的語言。 

第二、就對應 2 而言，吳語讀為輕唇音聲母（文白讀不分）的層次中，有一

個與閩語重唇音（白讀層）也有同源詞。從輕重唇分化的角度來看，閩語表現的

仍然是輕重唇不分，而吳語表現的是輕重唇有別。根據上文我們所列出的同源詞

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浙南吳語兩個語音層次，其中一個層次發生過輕重唇分化的

現象： 

   *pju- > *pf- > f-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確定中古非系字在吳閩方言之間存在兩套音韻對應，一套是

輕重唇不分，一套是輕重唇有別。以下透過漢語歷史文獻，來給這兩套語音對應

關係提供時代的線索。 

第一、從李方桂構擬的上古音聲母系統來看，唇音聲母只有雙唇音（重唇）

而無唇齒音（輕唇）。 

第二、從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統來看，唇音聲母已經開始產生分化

的現象，其條件是三等合口。從現在所見的漢語文獻材料來看，輕重唇分化這一

現象的產生顯然有南北地域的差異： 

(1)周祖謨研究《萬象名義》（1966），歸納出代表六朝時期吳音系統的玉篇音

系中，幫組反切上字有七類：補類、甫類、普類、孚類、蒲類、扶類、莫類；其

中補、普、蒲是重唇音，甫、孚、扶是輕唇音，兩類有互用之例，但為數不多，

應該分為兩類。周氏將重唇音的補、普、蒲構擬為 p-、p¾-、b-，輕唇音的甫、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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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構擬為 pf-、pf¾-、bv-。至於原本玉篇中的明母則是不分輕重唇，周祖謨構擬為

m-。 

(2)董同龢（1951[=1993]）指出，代表唐末西北方音的敦煌出土唐代寫本《守

溫韻學殘卷》中，唇音只有一套：不、芳、並、明，其中芳字後來演變為輕唇音，

其他聲母則都還保持重唇音的讀法。同時出土的敦煌寫本中又有《歸三十字母

例》，在不、方、並、明字母下舉的例字分別包括夫、敷、苻、無，這顯示在唐

末北方有若干方言輕重唇尚未分化。其次，羅常培（1933）根據敦煌出土文獻中

的漢藏對音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其結論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聲母系統

雖然只有一套重唇音聲母，但從非敷奉開始讀為 p¾-的趨勢來看，輕重唇當時已

經開始分化了，而且都讀為滂母。龔煌城（2002[=1981]：280）根據漢夏對音資

料《番漢合時掌中珠》研究當時西北漢語方音，指出 12 世紀的漢語西北方音中

輕重唇分化已經全部完成，非敷奉母都讀為 f-。 

根據上述的漢語歷史文獻來看，輕重唇分化在《萬象名義》中是六朝末開始

產生；而北方敦煌文書資料則顯示唐末仍然有一種方言還沒有產生輕重唇分化的

現象。前者表現的是六朝時期長江以南江東方言的音韻特點，而從地理上來說，

江東方言是現代吳語的一個來源。結合吳閩方言現象及歷史文獻資料，我們認為： 

(1)前文我們已經指出，非系字在浙南吳語內部存在層次參差不齊的情況。我

們認為，浙南吳語中讀為輕唇音而與閩語重唇音對應的同源詞對應Ⅱ，應該來自

於六朝時期輕重唇分化的系統。 

(2)承上所言，吳閩方言非系字對應 2 屬於六朝時期江東方言的痕跡，則另一

套兩大方言都讀為重唇音的非系字對應 1，就應是源出於輕重唇分化前的一個更

早的語言。從我們對吳閩方言這一層次的同源詞分析，我們推論這一層次來自六

朝之前，也就是從上古音分化出來的閩語殘留在現在吳地的底層表現。 

本節的結論可以用下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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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層次來源 

非系字對應 1 p-、p-¾、b 六朝之前 

非系字對應 2 

p-、p¾- 

f-、v- 六朝江東方言 

 

4.2.2 端知不分 

4.2.2.1 吳語方言知系聲母的今讀分析 

  吳語方言中，中古知系字大部分讀為舌面塞擦音聲母，少部份讀為舌尖塞

音。從漢語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古知系字不與端系讀為同聲母，基本上與《切韻》

的表現相當，屬於端知分化的系統；知系讀為舌尖塞音的表現一般稱為「端知不

分」，表現的是《切韻》之前端知尚未分化的語音格局。底下列出中古知系聲母

在吳語中的表現： 

表 4-16：浙南吳語知系聲母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茶 dz¿ª dzŒª dzŒª dzuŒª dzŒª dzŒª tsoª dzoª 

豬 t¿Á tŒÁ tŒÁ tuŒÁ tŒÁ tiÁ ÖdoÁ ts½Á 

苧 die¤ dú¢ dúÑ ªª dz½ª dðie¢ dïy¢ tûye¢ dz½¢ 

箸 dðie¤ dðie¤ dðie¤ dz½¤ dðie¤ dz½¤ tûye¤ dðie¤ 

柱 dðyo¤ dzuoÑ ªª dðye¢ dz½¤ dðyí¢ dïyª tûye¤ dði¢ 

池 dz½ª dðiª dðiª dz½ª dz½ª dz½ª tûiª dz½ª 

遲 dzuiª dziª d‘iª dz½ª dz½ª dz½ª tûiÁ dz½ª 

追 tsuiÁ tûyÁ tsueiÁ tsueiÁ tûyÁ tÆyÁ tûyÁ tseiÁ 

鎚 dzuäª dzäª dðšª dzueiÁ dðyª dïyª tûyª dðiª 

罩 tsú·° ts¿° ts‘·° ts¿° ts‘·° tsŒ¿° ts‹° tsú° 

趙 dðiú·¤ dði¿ª dði‘·¢ dz¿¢ dði‘·¢ dïiŒo¢ tûi‹¢ dzúÑ ªª 

晝 tûi·° tuÑ ¢¢ túuÑ ££ tsú·° tuÁ tÆiu° Ödi·° tûiú·Á 

轉~身 t~ä£ té³£ ty~‡£ tsuei£ ty~ú£ tÆyä£ Ödy~ä£ tûi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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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dði³ª dzé³¥ dðy~‡ª dzú³ª dðy~úª dzú³ª tûiú³ª dðiaiª 

張 ti~aÁ tiŸaÁ ti~aÁ ts~aÁ tia³Á ti~aÁ Ödi~ŒÁ tûioÁ 

帳 ti~a° tiŸa° ti~a° ts~a° tia³° ti~a° Ödi~Œ° tûio° 

長 d~äª d~¯ª d~‡ª dz~aª d~úª däª t~aª dðioª 

腸 d~äª d~¯ª dði~aª dz~aª d~úª dïi~aª t~aª dðioª 

丈 dði~a¤ d~¯¢ dði~a¢ dz~a¢ dðia³¢ dïi~a¢ tûi~Œ¢ dðio¢ 

直 dðieÖ¥ deÖ¥ dzeÖ¥ dzúÖ¥ dðiéÖ¥ dïiÖ¥ tûiÖ¥ dðiä¢ 

拆 ts¾¯Ö¦ ts¾äÖ¦ ts¾¯Ö¦ ts¾úÖ¦ ts¾aÖ¦ ts¾aÖ¦ ts¾ŒÖ¦ ts¾a¦ 

宅 dz¯Ö¥ dz¯Ö¥ dz¯Ö¥ dzúÖ¥ dzeÖ¥ dzaÖ¥ tŒÖ¥ dza¢ 

摘 tieÖ¦ tsäÖ¦ teÖ¦ túÖ¦ tiéÖ¦ tsaÖ¦ ÖdiÖ¦ tei¦ 

鄭 dði³¤ dzé³ª dzé³¤ dzú³¤ dðié³¤ dïi³¤ tûie³¤ dðiai¤ 

中 to³Á to³Ñ ¢¢ to³Ñ ªª tso³Á tú³Á tÆio³Á tûio³Á tûiŒoÁ 

蟲 do³ª d~aª d~aª dzo³ª dði¿³ª dïio³ª to³ª dðiŒoª 

竹 tyoÖ¦ taÖ¦ t‘Ö¦ ts¿Ö¦ tiuÖ¦ ti·Ö¦ Ödi·Ö¦ tûi¿¦ 

重 dðio³¤ dzo³¢ dðio³¢ dzo³¢ dði¿³¢ dïio³¢ tûio³¤ dðiŒoª 

 

從上表來看，中古知系字在浙南吳語中有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讀為舌尖塞擦音

與舌面塞擦音；另一套是讀為舌尖塞音。從文白異讀的角度來看，中古知系字在

浙南吳語中有以下的表現： 

表 4-17：浙南吳語知系聲母文白異讀例字 

玉山 長形容詞dði~aª│d~‡ª；蟲dðio³ª│d~aª 

雲和 琢啄tsoÖ¦│tioÖ¦；長～短dïi~aª│däª；築tÆi·Ö¦│ti·Ö¦ 

慶元 蟲tûio³ª│to³ª；竹tûi·Ö¦│Ödi·Ö¦ 

 

從個別方言內部文白異讀的表現來看，白讀音表現的是這個方言比較早期的音

讀，而文讀音表現的是晚期傳入的音讀。從知系字字表中，我們確立知系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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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套規則對應，再配合我們對個別方言中文白異讀的觀察，比較可能的推論

是：浙南吳語中讀為舌尖塞音 t-、d-的讀音是浙南吳語底層固有的音讀；讀為tû-、

dð-的讀音則是與固有層次不同的異質語言的影響。 

  歸納起來，中古知系字在現代浙南吳語中，存在兩套規則對應，：一套反映

早期端知不分的層次，讀為t-、d-，一套是反映後起端知有別的層次，讀為ts-（tû-）、

dz-（dð-）。 

4.2.2.2 閩語方言知系聲母的今讀分析 

  《切韻》系統中的知系字在今閩語方言中，大抵都讀為與中古端系聲母相同；

換句話說，閩語的知系字基本上保存「端知不分」的格局。底下列出閩方言知系

字的字表，例字主要收錄白讀音： 

表 4-18：閩語知系聲母的音讀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茶 taª taª teª täª teª ts¿ª t‹ª ta° 

豬 tyÁ tyÁ t·Á tiÁ túÁ ─ tyÁ ─ 

苧 t—¤ tš¤ tue¢ te¤ tiu¢ t¿u¢ tš¤ ty¥ 

箸 tšy¤ ty¤ t·° ti¤ tú¤ ty° ty¤ ty¤ 

柱 t¾eu¤ t¾eu¤ t¾iau¢ t¾iau¤ t¾iau¤ t¾iau¤ t¾iu¤ t¾iu¤ 

池 tiª tieª tiª tiª tiª teª tiª ti£ 

遲 teiª tiª tiª tiª ts¾iª teª tiª ti£ 

追 tuiÁ tuiÁ tuiÁ tuiÁ tuiÁ tuiÁ tuiÁ tyÁ 

鎚 t¾o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uiª t¾y° 

罩 tau° tau° ta° ta° tsau° to° tau° (tsau°) 

趙 tiu¤ tieu¤ tio° tio¤ tio¤ ti·° tiau¤ tiau¥ 

晝 tau° tau° tau° tau°  tiau° tau° te°/tiu¥ 

轉～彎 t¿u³£ tuo³£ t³£ t~ui£ t³£ t~ei³£ tue£ tyi³£ 

陳 te³ª ti³ª tanª tanª ta³ª t~aª tä³ª tei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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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t¿u³Á t¾yo³Á ti~uÁ ti~¿Á ti~oÁ tsiamÁ tiauÁ ti¿³Á 

帳 ty³° tyo³° ti~u° ti~¿° ti~o° tiam°  ti¿³° 

長 t¿u³ª ty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mª tu³ª t¿³£ 

腸  t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u³ª ti¿³£ 

t¿³° 

丈  t¾yo³¤ t³¢ t³¤  tiam¢ tu³¤ ti¿³¤ 

直 tik¥ tiÖ¥ tit¥ tit¥ tek¥ ta¢ tiÖ¦ tä¤ 

拆 t¾ik¦ t¾ia° t¾iaÖ¦ t¾iaÖ¦ t¾iaÖ¦ t¾i¿Ö¦  t¾ia¦ 

宅 t¾ak¥ tseÖ¥ t¾eÖ¥ t¾äÖ¥ t¾eÖ¥ tÆia¢  tä¥ 

摘 tiäÖ¦ tia° tiaÖ¦ tiaÖ¦    tia¦ 

鄭 ta³¤ ta³¤ t~é° t~ä¤ t~e¤  tä³° t¾ia³¤ 

中～間 t¿u³Á tš³Á ti¿³Á ta³Á ta³Á tamÁ to³Á t¿³° 

蟲 t¾—³ª t¾š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³ª t¾¿³° 

竹 tšk¦ tyÖ¦ tik¦ tik¦ tek¦ ty¦ t—Ö¦ ty¦ 

重 t—³¤ tš³¤ ta³¢ ta³¤ ta³¢ tam¢ ta³¤ t¿³¤ 

由上表來看，閩方言白讀音系統的知系字，在表現上相當一致，主要都是讀為與

端系字相同的聲母 t-、t¾-，因此表現出來的是《切韻》之前端知不分的音韻格局。

至於知系字的文讀系統，在各方言中則有不同的表現，請看八個閩方言文白異讀

的若干字例： 

表 4-19：閩語知系聲母文白異讀例字 

寧德 (A)柱tsšy¤│t¾eu¤；轉tsuo³£~螺絲│t¿u³£ 

(B)晝tiu°│tau°；中ty³Á│t¿u³Á長ty³ª、tyo³ª│t¿u³ª；宅thiak¥│t¾ak¥ 

福清 (A)柱tsy¤│t¾iu¤；罩tsau°│tau°；轉tsuo³£│tuo³£；摘tseÖ¦│tiaÖ¦ 

(B)池tiª│tieª；晝tiu°│tau°；長tyo³ª│to³ª；蟲t¾u³ª│t¾š³ª； 

中ty³Á│to³Á、tš³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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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 (A)柱tsu¢│t¾iau¢；轉tsuan£│t³£ 

(B)蟲t¾i¿³ª│t¾a³ª；長ti¿³ª│t³ª；晝tiu°│tau° 

漳州 (A) 轉tsuan£│t~ui£；腸ts¾ia³ª│t³ª 

(B) 陳tinª│tanª；晝tiu°│tau°；竹ti¿k¦│tik¦ 

揭陽 (A) 轉tsua³£│t³£；丈tsia³¢│t³¢ 

(B)中to³Á│ta³Á；重to³¢│ta³¢ 

永安 (A) 柱tÆy°│t¾iau°；轉tÆyei³£│tei³£ 

(B) 直ti¢│ta¢ 

莆田 (A)柱tsy¤│t¾iu¤ 

(B)轉tš³£│tue£；張tyo³Á│tiauÁ、tu³Á 

建甌 (A)轉tsyi³¤│tyi³£ 

(B)晝tiu¥│te°；中t—y³Á│t¿³° 

上表我們區分了(A)、(B)兩種文白異讀的形式：(A)類是文讀塞擦音，白讀塞音，

表現端知有別的格局；(B)類則是文白讀聲母都讀為塞音，表現端知不分的情況。

其中(B)類即使是文讀層，也有知系讀如端系（端知不分）的現象。關於這個問

題，楊秀芳（1982：34-35）在探討閩南語聲母的文白異讀現象時已經發現，她

認為其成因是當時閩南語所借入的知系因為是舌上音，與端系的舌頭音部位接

近，因此閩南人很容易將外來的知系聲母調整為發音部位相近的端系聲母。由這

一點看來，我們可以進而推論閩南文讀層的核心時代不但不晚於歷史上知照合流

的時代，應該還早到知系比較像舌音、尚未接近齒音的階段，這時的知系可能是

接近[�-、�¾-、¶-]這樣的聲母。這一結論與羅杰瑞將閩方言文讀層的時間層次定

在晚唐五代的說法不謀而合。至於(A)類，則顯然是知照合流之後傳入的晚近文

讀音。 

  整體來看，中古知系字在各閩語方言中，不論是白讀音或文讀音，其主要的

規則對應都是t-、t¾-。 

4.2.2.3 吳閩方言知系聲母的比較 

  根據上文從漢語歷史音韻對應關係的角度，對吳、閩方言知系聲母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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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知：吳語顯然有兩個層次，一是端知不分，一是端知有別；閩語則是不論

文白讀，都表現為端知不分。底下我們再就同源詞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吳閩方言

中的對應關係。 

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ⅠⅠⅠⅠ吳語舌吳語舌吳語舌吳語舌尖塞音尖塞音尖塞音尖塞音 tttt----：：：：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 tttt----    

（1）下午 

  本節討論吳閩方言中與「下午」有關的同源詞。先看吳閩方言中「下午」的

說法：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下午 o¤p~ä°n¯Ö¥ 

下半日 

tu°pŒ£ 

晝爸 

tú·°pŒ££ 

晝巴 

uŒ¤pei°núÖ¥ 

下半日 

tu°bŒ¢ 

晝罷 

io¢pä°naÖ¥ 

下半日 

Ödi·°li‹¢ 

晝了 

³£pŒ£ 

午罷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下午 a¤tau° 

下晝 

a¤tau° 

下晝 

e¤tau° 

下晝 

e¤p¿Á 

下晡 

e¢kua° 

下褂 

tš°lo 

晝嘍 

─ te°lau¥ 

晝了 

根據上表，吳閩方言表示時間中「下午」這一語義的詞，浙南吳語除了開話、龍

游、云和用「下半日」，今華用「午罷」之外，其他四個方言都用「晝」。閩語方

面，閩東、閩中、閩北及閩南泉州都用「晝」。漳州的下午是用e¤p¿Á「下晡」，揭

陽是e¢kua°「下褂」，顯然與其他方言不同源。不過漳州「中午」說dzit¥tau°、揭

陽的「中午」說zek¥tau°、莆田的「中午」說tiÖ¥tau°，這兩個方言中午的後一音節

顯然也與其他閩方言同源。從漢語語源上來說，《廣韻》載晝字，音陟救切，意

為日中也。從晝字的意義及其與吳閩方言的規則對應上來看，吳語、閩語中表示

下午的詞，都與漢語文獻中的「晝」字同源。 

（2）豬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豬 t¿Á tŒÁ tŒÁ tuŒÁ tŒÁ tiÁ ÖdoÁ (tûyÁ)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豬 tyÁ tyÁ t·Á tiÁ túÁ (k¾yi£) tyÁ (k¾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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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吳方言表示「豬」這一語義的詞，除了金華是讀為舌面塞擦音tû-之外，

其他方言都讀為舌尖塞音 t-，聲調上都是陰平調。閩語方言中，閩中、閩北的音

讀表現為k¾-，聲調表現為陰上調；閩東、閩南、莆仙讀為 t-，聲調為陰平調。從

聲母及聲調的讀音來看，t-與k¾-兩者顯然並非同源詞。考之於漢語語源： 

(1)吳語、閩語中讀為 t-聲母的音節，以及金華讀為tû-聲母的音節，都與《廣

韻》遇攝平聲魚韻三等知系的「豬」（陟魚切）字同源。前者為端知不分的音讀，

後者是端知分化的表現。 

(2)閩語的永安、建甌讀為k¾-的音節則與《廣韻》止攝上聲尾韻三等曉母的

「豨」（虛豈切）同源。 

（3）長長短之長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長長短 d~äª d~¯ª d~‡ª (dz~aª) d~úª däª t~aª (dðiŒ³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長長短 t¿u³ª ty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mª tu³ª t¿³£ 

根據上表，表示長短的「長」這一語義的詞，在浙南吳語中除了龍游、金華讀為

帶音塞擦音dz-、dð-之外，其他方言都讀為帶音塞音d-；慶元濁母已經清化，因

此讀為相應的不送氣聲母t-。閩語方面則相當一致地都讀為不送氣的舌尖塞音

t-。就漢語語源來看，吳語、閩語表示長短的「長」，應該就是宕攝開口三等陽韻

的「長」（直良切）。 

（4）蟲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蟲 do³ª d~aª d~aª (dzo³ª) (dði¿³ª) (dïio³ª) to³ª (dðio³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蟲 t¾š³ª t¾š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a³ª t¾—³ª t¾¿³ª 

根據上表，表示「蟲」這一個語義的詞，浙南吳語的龍游、遂昌、云和、金華等

四個方言讀為帶音的塞擦音（dz- / dð-），其他四個方言則是讀為舌尖塞音d-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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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語八個方言則是相當一致地都讀為送氣舌尖塞音聲母t-。從漢語語源來看，吳

閩方言表示「蟲」這一語義的讀音，都與通攝開口三等平聲東韻知系字的「蟲」

（直弓切）同源。 

（5）竹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竹 tyoÖ¦ taÖ¦ t‘Ö¦ (ts¿Ö¦) tiuÖ¦ ti·Ö¦ Ödi·Ö¦ (tûioÖ¦)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竹 tšk¦ tyÖ¦ tik¦ tik¦ tek¦ ty¦ t—Ö¦ ty¦ 

根據上表，浙南吳語表示「竹子」這一語義的讀音，除了龍游、金華之外讀為塞

擦音（ts-/tû-）之外，其他方言都讀為舌尖塞音t-。閩語的表現相當一致，都是讀

為舌尖塞音t-。考之於漢語語源，吳閩方言表示「竹子」這一語義的讀音，都與

通攝開口三等入聲沃韻知系字的「竹」（張六切）同源。 

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同源詞對應ⅡⅡⅡⅡ吳語舌面塞擦音吳語舌面塞擦音吳語舌面塞擦音吳語舌面塞擦音ttttûûûû----：：：：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閩語舌尖塞音tttt----    

（1）茶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茶 dz¿ª dzŒª dzŒª dzuŒª dzŒª dzŒª tsoª dzuŒ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茶 taª taª teª täª teª (ts¿ª) t‹ª taª 

根據上表，表示「茶」這一語義的讀音，浙南吳語全部讀為塞擦音（dz- / ts-）。

閩語除了永安的 ts-之外，全部讀為舌尖塞音t-。吳閩方言的對應關係相當嚴整，

考其漢語語源，吳閩方言中表示「茶」的讀音與假攝開口二等平聲麻韻知系字的

「茶」（宅加切）有同源關係。 

（2）苧麻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苧麻 die¤ 

苧 

dú¢~die¢ 

苧 

dúÑ ªªmaª 

苧麻 

dz½¢mÕ 

苧麻 

dðie¢muª 

苧麻 

tÆ¾i³Ámoª 

青麻 

tûye¢moª 

苧麻 

ts¾i³Ámíaª 

青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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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苧麻 t—¤ 

苧 

tš¤ 

苧 

tue¢ 

苧 

te¤ 

苧 

tiu¤ 

苧 

t¿u¤ 

苧 

tš¤ 

苧 

ty¥ 

苧 

根據上表，表示「苧麻」這一語義的讀音，在浙南吳語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帶

音舌尖塞音或帶音塞擦音且讀為陽上調的單音詞（開化、常山）或以之構成複合

詞（玉山、龍游、遂昌、慶元）。第二類是以不送氣舌尖塞擦音且讀為陰平調的

成份與另一個音節構成複合詞。相較於浙南吳語，整個閩語方言的表現就顯得相

當一致，都是讀為不送氣不帶音舌尖塞音 t-，聲調都是陽去調（建甌的陽入基本

上是個混合調）。浙南吳語第一類的音讀與閩語的音讀有規則對應，從漢語語源

上來看，這一音讀與遇攝開口三等語韻知系字的「苧」（直呂切）同源。 

（3）筷子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筷子 dðie¤ dðie¤ dðie¤ dz½¤ dðie¤ dz½¤ tûye¤ dðy¤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筷子 tšy¤ ty¤ t·¤ ti¤ tú¤ ty° tš¤ ty¥ 

根據上表，吳閩方言表示「筷子」這一語義的讀音，浙南吳語全部讀為塞擦音（dz- 

/ dð- / tû-）；閩語方言則全部讀為舌尖塞音 t-。從漢語語源來說，吳閩方言表示「筷

子」這一語義的讀音，與遇攝開口三等御韻知系字的「箸」（遲倨切）字同源。 

（4）罩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罩 tsú·° ts¿° ts‘·° ts¿° ts‘·° tsŒ¿° ts‹° tsŒu°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罩 tau° tau° ta° ta° ta° tso° tau° tsau° 

根據上表，表示「罩」這一語義的讀音，浙南吳語全部讀為不送氣不帶音塞擦音

ts-；閩語方言中，閩東、閩南、莆仙都讀為不送氣不帶音的舌尖塞音 t-，閩中、

閩北讀為與浙南吳語相同的不送氣不帶音塞擦音ts-。從漢語語源來看，吳閩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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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罩」這一語義的讀音，都與效攝開口二等去聲效韻知系字的「罩」（都教

切）同源。 

（5）趙姓氏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趙姓氏 dðiú·¤ dði¿¢ dði‘·¢ dz¿¢ dði‘·¢ dïiŒo¢ tûi‹¢ dðiŒu¤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趙姓氏 tiu¤ tieu¤ tio¢ tio¤ tio¤ ti·¤ tiau¤ tiau¥ 

根據上表，「趙」這一姓氏的讀音，在浙南吳語相當一致地讀為帶音或不帶音的

塞擦音，聲調反映為陽上或陽去。在閩語方言中也一律讀為不送氣不帶音的舌尖

塞音，聲調反映為陽去。這個字的漢語語源，正是效攝開口三等上聲小韻的「趙」

（治小切）。 

（6）重輕重之重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重輕重 dðio³¤ dzo³¢ dðio³¢ dzo³¢ dðio³¢ dïio³¢ tûio³¢ dðiŒo¢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重輕重 t—³¤ tš³¤ ta³¢ ta³¤ ta³¢ tam¢ ta³¤ t¿³¤ 

根據上表，表示「重」這一個語義的讀音，在浙南吳語都讀為塞擦音（dð- / dz- / 

tû-），而在閩語方言中，則一律讀為不帶音不送氣的舌尖塞音 t-；兩大方言的對

應相當嚴整。從漢語的語源來看，吳閩方言表示「重」的這個音讀與通攝開口三

等上聲腫韻知系字的「重」（直隴切）相當。 

  從以上兩小節對吳閩方言同源詞例的分析，同時配合中古《切韻》的音韻架

構，我們可以得出下列兩類吳閩方言語音對應關係： 

 

切韻系統 閩語 浙南吳語 例字 

知系字對應 1  t-、t¾-、d- 晝豬長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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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系字對應 2 t-、t¾- ts-、ts¾-、dz- 

tû-、tû¾-、dð- 

茶箸罩趙重 

 

上述這個現象顯示： 

  (1)從知系字對應 1 來看，浙南吳語表現為端知不分的格局，這是與閩語白讀

音相當的語言層，我們認為這是早期閩語在吳語中的底層。因此我們推論，現代

通行浙南吳語的區地早期有一個與現在閩語同源的語言。 

  (2)從知系字對應 2 來看，浙南吳語表現出的是端知分化的格局，閩語則仍然

是端知不分的表現。根據上文我們所列出吳閩方言的同源詞來看，我們認為在浙

南吳語內部，發生了以下的音韻變化（以知系字為例）： 

          *t- > *�- > ts-  /  tû-    

上文我們討論的重點是說明，中古知系字在浙南吳語內部存在兩套音韻對

應，對於浙南吳語的這兩套對應，閩語都表現為端知不分。以下透過漢語歷史文

獻，來給吳語這兩套語音對應關係提供時代的線索。 

第一、根據李方桂的上古聲母系統的構擬，上古音時期只有一套舌尖塞音聲

母，這一套聲母可以自由地出現在四個等第之前。 

第二、在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統中，上古音系統中原本只有一組音

位的舌尖塞音聲母，開始以介音為條件（根據李方桂的構擬，二等有-r-介音、三

等有-j-介音），分化出另一套聲母。例如周祖謨（1966）研究六朝時期代表江南

吳音的材料（原本玉篇）的端組聲母時指出： 

 廣韻端組字等韻家分為端透定知徹澄六母。以端透定為舌頭音，知徹澄 

為舌上音。萬象名義反切用字亦分為都竹他丑徒除六類。都他徒三類相 

當於端透定，竹丑除相當於知澈澄。惟都類與竹類、他類與丑類、徒類 

與除類尚有互切者，互切之例雖多於唇音一組，但分用者數量極大。…… 

由都竹、他丑、徒丑互切之例觀之，可知竹、丑、除三類即由都、他、 

徒三類分化而來。 

根據周祖謨的話，結合吳閩同源詞所顯示音韻層次的分析，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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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萬象名義》中的吳音材料顯示，六朝時期正是端知二母開始分化的

時間下限。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浙南吳語端知分化的這一音韻現象，可以上溯到

六朝時期。 

  第二、至於浙南吳語及閩語方言都表現為舌尖塞音的層次，就音韻特徵上來

說，可以視為閩語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之後，端系字不進行條件分化的存古類

型，就時間上來說屬於最早的音韻層次。 

  底下我們列出上古音、切韻的構擬
28
與現代兩種閩語方言的音讀，來觀察這

個現象： 

 上古音 切韻（中古音） 閩東福清 閩南泉州 

箸 *trjiagh *Ütjwo ty¤ t·° 

轉 *trjuanx *Ütjwän tuo³£ t³£ 

抽 *t¾rjúgw *Üt¾jÇúu t¾iuÁ t¾iuÁ 

拆 *t¾rik *Üt¾‘k t¾ia° t¾iaÖ¦ 

治 *drjúgx *Üdï29 t¾aiª t¾aiª 

重輕重 *drjungx *Üdjwong tš³¤ ta³¢ 

上表的例字在中古屬於知、徹、澄母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古音與閩語音讀

很不相同，其原因是因為上古音的介音*-r-造成的作用不同。從上古音到中古音，

介音*-r-使得上古音中原本只有一套的舌尖塞音聲母[*t-、*t¾-、*d-]，在中古分化

為[Üt-、Üt¾-、Üd-]。而在閩語中則是先丟失了介音*-r-，所以閩語始終沒有如中古音

一般分化出一套新的舌上聲母。30
 

 本節的結論可以用下表表示： 

 

                                                 

28
 表中引用的上古音根據李方桂（1980[=1971]）。中古音則根據李方桂（1980[=1971]）書中修改高本漢的系統。 

29
 [Ù”]這個音標在李方桂修改的系統中代表的是中古止攝之韻字，實際音值不大確定。同為止攝之韻字，董同龢（1993）書中的擬音是[-i]。 

30
 比較丁邦新（1975）、何大安（1981）從魏晉時期至南北朝的歷時研究，可以清楚發現上古音的*-r-介音到南北朝時期仍然存在。配合周祖謨（1966）對原本玉篇端知分化的結論，我們可以猜想南北朝時期*-r-已經使得端知聲母開始有分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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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層次來源 

知系字對應 1 t-、t¾-、d- 六朝之前 

知系字對應 2 

 

t-、t¾- ts-、ts¾-、dz- 

tû-、tû¾-、dð- 

六朝江東方言 

 

4.3 吳閩方言匣母今讀的分析與層次對應 

4.3.1 吳語方言匣母的今讀分析 

  在浙南吳語中，中古匣母字的讀音主要有二類音韻對應，一類是讀為舌根讀

音 g-，這一類讀為舌根濁塞音的匣母字一般都是口語常用詞；另一類是讀為零聲

母›-或濁喉擦音À-，這一類則包含口語詞及書面讀音。底下依照這兩類對應，分

別列出浙南吳語中匣母例字： 

表 4-20：浙南吳語匣母字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糊 guo¤ guú¤ guú¤ uª guí¤ uª uíª u¤ 

厚 gu¤ gu¢ gu¢ gú·¢ gu¢ gúu¢ ku¢ g·¢ 

含 go³ª go³ª go³ª xeiª gú³ª äª kú³ª íª 

寒 go³ª g~oª À~‹¢ eiª u~úª uäª ku~aª íÑ ÁÁ£ 

汗 go³¤ g~o¤ À~‹¤ gie¤ gu~ú¤ uŸä¤ xu~a¤ í¤ 

 

根據上表，匣母字在浙南吳語中有一組字讀為舌根塞音 g- / k-。而且除了上述例

字之外，浙南吳語各方言中匣母讀舌根塞音的轄字也不一致。從上表來看，金華

湯溪只有厚字讀為 g-，其他都是讀為零聲母。底下列出各浙南吳語的匣母讀 g- / k-

的若干例字： 

表 4-21：浙南閩語匣母今讀 g- / k-例字 

開化 銜g~aª 

遂昌 繪guei¤│峽gaÖ¥│滑gua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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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和 懷guaª│銜g~aª 

慶元 懷kuaª│銜k~aª 

 

以上是匣母字在浙南吳語中讀為舌根塞音的表現，接著來看浙南吳語匣母的另一

套規則對應： 

表 4-22：浙南吳語匣母字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荷 oª Àoª Àoª uª uª uª xoª uíª 

下方位 o¤ ÀoÑ ªª Ào¢ uŒ¢ Œ¢ io¢ iŒ¢ uo¢ 

胡 uª uúª uúª uª uíª uª uíª uª 

害 ä¤ Àe¤ À‘i¤ ei¤ ei¤ a¤ xuŒ¤ ä¢ 

鞋 äª Àäª Àaiª Œª aª Œª xŒª Œª 

回 ueª ueª u‘iª ueiª ueiª ueiª uaiª uäª 

畫 u¿¤ uŒ¤ uŒ¤ u¤ uŒ¤ o¤ o¤ uŒ¤ 

話 ye¤ ye¤ uŒ¤ u¤ u¤ o¤ o¤ uí¤ 

號 ú·¤ Àú·¤ À‘·¤ ¿¤ ‘·¤ úu¤ x‹¤ ú¤ 

後 u¤ u¢ u¢ ú·¢ u¢ u£ u¢ ú·¢ 

盒 u¯Ö¥ u¯Ö¥ À‘Ö¥ úÖ¥ eÖ¥ äÖ¥ xíÖ¥ í¢ 

鹹 ~aª À~aª À~aª ~aª a³ª ~aª x~Œª uoª 

行 ði³ª Ài³ª À~Œª ði³ª a³ª äª x~aª aª 

狹 ¯Ö¥ ÀaÖ¥ À‘Ö¥ u¿Ö¥ aÖ¥ ŒÖ¥ xŒÖ¥ uo¢ 

換 u~Œ¤ u~a¤ u~a¤ u~a¤ ua³¤ u~a¤ u~Œ¤ uo¤ 

活 u¯Ö¥ uaÖ¥ u‘Ö¥ u¿Ö¥ uaÖ¥ uŒÖ¥ uŒÖ¥ uo¢ 

滑 u¯Ö¥ uaÖ¥ u‘Ö¥ uúÖ¥ guaÖ¥ uŒÖ¥ uŒÖ¥ uoÑ ÁÁ 

還 u~Œª u~aª u~aª u~aª ua³ª u~aª u~Œª uoª 

學 ¿Ö¥ À¯Ö¥ À¯Ö¥ u¿Ö¥ ¿Ö¥ oÖ¥ xoÖ¥ 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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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o³ª Ào³ª Ào³ª o³ª ú³ª o³ª ³ª Œoª 

黃 y~aª i~oª À~‹ª u~aª ¿³ª ~¿ª ~¿ª Œoª 

鑊 yäÖ¥ i¯Ö¥ À¯Ö¥ u¿Ö¥ ¿Ö¥ o¥  uo¢ 

 

根據上表，浙南吳語匣母字在開化、龍游、遂昌、云和、金華都讀為零聲母›-；

常山、玉山、慶元則或讀為零聲母›-，或讀為À-。從現象上看，常山、玉山、慶

元的分讀是條件分化的結果。以常山為例，從平面語音的分佈來看，À-聲母出現

的條件是主要元音為非高元音（[-high]）的音節，出現零聲母›-的則都是主要元

音為高元音（[+ high]）或以高元音為介音（-i-、-u-、-y-）的音節，À-與›-兩者呈

現互補分佈： 

    À-  >  š- /╴[+ high] 

À- /╴[- high] 

常山方言中唯一看似例外的，是À-可以拼接韻母-”³（如上表中的行[À”³ª]）。根據

曹志耘等（2000，頁 75）對這一韻母的說明，-”³在陽調類中實際音值近似[-Çei³]，

而À-聲母又只出現在陽調類；換言之，À-在拼接韻母-”³時，其實際語音環境仍然

是中元音而非高元音。 

慶元方言濁音已經清化，我們可以推測x-的前身也是*À-，而À-聲母條件分化

的情況與常山基本上是相同的。不過有幾個音需要解釋： 

(1)慶元的「害」讀xuŒ¤是例外，這個字依其韻母音讀應該讀為uŒ¤。我們認

為這代表À-在條件分化前的情況，也就是早期*À-聲母可以出現在各種語音環境

的證據。這類存古的情形在常山也有，比較常山「劃」讀為ÀuäÖ¥而不讀uäÖ¥。 

(2)慶元的黃讀為~¿ª、紅讀為³ª則是以中古開合口為條件。黃是宕攝一等合口

字；紅是通攝一等字，一般認為通攝主要元音帶有合口性質，而不論是合口介音

或主要元音帶有合口性質，可能都與[-u-]有關。由此可知，探究慶元方言*À-聲

母的條件分化，不僅要著眼於平面音系的音韻徵性，同時也應顧及方言內部音韻

系統的歷史變遷。 

總之，我們認為匣母字早期應該都是*À-，在常山、玉山、慶元方等方言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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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韻母前仍然保存這個聲母；至於其他幾個浙南吳語都已經讀為零聲母›-。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發現，中古匣母字在浙南吳語中存在兩套規則對

應，一是讀為舌根塞音聲母 g- / k-；一是讀為零聲母›-，它更早的來源是*À-。 

4.3.2 閩語方言匣母的今讀分析 

  中古匣母字在閩語方言中的表現非常複雜，基本上語音形式存在三套規則對

應：第一類是讀為舌根塞音k-；第二類是讀為零聲母›-；第三類是讀為喉擦音h-。

從閩語文白讀的系統來看，讀為第三類喉擦音h-的大抵都是文讀音，而前兩類都

是白讀音。底下我們以兩類白讀為主，同時配合它們各自相應的文讀音，一起列

出字表來觀察。 

表 4-23：閩語匣母字讀舌根塞音k-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糊 kouª koª k¿ª k¿ª k¿ª kuª k¿uª ku£ 

下低  kia¤ ke¢ kä¤   kia¤  

厚 kau¤ kau¤ kau¤ kau¤ kau¤ kš¢ kau¤ ke¥ 

猴 kauª kauª kauª kauª kauª kšª kauª ke£ 

含 kamª ka³ª kamª kamª kamª kymª ka³ª ka³£ 

鹹 kiamª ke³ª kiamª kiamª kiamª kymª kia³ª kei³£ 

寒 kanª ka³ª ku~aª ku~aª ku~aª kumª kuaª kui³£ 

汗 kan¤ ka³ª ku~a° ku~a° ku~a° (xm°) kua¤ kui³¤ 

行走 kia³ª kia³ª ki~aª ki~aª ki~aª ki~oª kiaª kia³£ 

懸高 kä³ª ke³ª k~uiª kuanª kŸuiª kyei³ª keª  

滑 k¿uk¥ koÖ¥ kut¥ kut¥ kuk¥ kui¢ koÖ¥ ko¥ 

環 k¾uo³ª k¾ua³ª k¾uanª k¾uanª k¾ua³ª    

 

上表是中古匣母字在今閩方言中讀為 k-的例字，與之相應的文讀音都讀為清擦音

h-。從濁音清化的規則來看，這些閩語方言中讀為舌根塞音的匣母字，只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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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為不帶音送氣聲母 k¾-，其他字都讀為不帶音不送氣聲母 k-。底下列出匣母字

在閩語方言中第二類的對應： 

表 4-24：閩語匣母讀零聲母的表現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何 hoª hoª uaª/hoª uaª/hoª hoª ha·ª uaªh‹ª ¿£ 

河 ¿ª oª oª/hoª oª/hoª hoª ha·ª oªh‹ª ¿£ 

下方位 a¤ a¤ha¤ e¢/ha¢ ä¤ha¤ oª/hoª ¿¢h¿° ‹¤ha¤ a¥ 

鞋 äª eª ueª eª oiª eª eª ai£ 

畫  ua¤ ue° ue¤ ue¢ u¿¢ ua¤ ua¥ 

話 uo¤ ua¤ ue° ue¤ ue¤ u¿° ua¤ ua¤ 

後 au¤ au¤ au¢/hio¢ au¤ au¢ hš¢ ho¤  

盒 ap¥ aÖ¥ aÖ¥/ap¥ aÖ¥/ap¥ ap¤ ha·¢ aÖ¥/¿Ö¥  

換 uo³¤ ua³¤ u~a° u~a¤ u~a¤ hum° y‹¤  

活 uak¥ uaÖ¥ uaÖ¥ uaÖ¥/huat¥ uaÖ¥ hu¿Ö¢ uaÖ¥ uä¥ 

學 ¿k¥ oÁhoÖ¥ oÖ¥/hak¥ oÖ¥/hak¥ oÖ¥/hak¥ a·¢ oÖ¥ ¿¥ 

黃 u³ª uo³ª ³ª ~uiª ³ª umª ho³ª ua³° 

紅 —³ª/ho³ª š³ª/hu³ª a³ª/h¿³ª a³ª/h¿³ª a³ª ha³ª a³ª ¿³£ 

 

根據上表，閩語方言這批例字的白讀音都非常一致地讀為零聲母›-，與之相應的

文讀音則是讀為清擦音 h-。 

  整體來看，中古匣母字在各閩語方言的白讀系統中都存在兩套規則對應，一

是舌根塞音k-，一是零聲母›-。 

4.3.3 吳閩方言匣母字的層次對應 

  綜觀上文從中古匣母字為範圍，分別對吳閩方言所作的分析來看，浙南吳語

存在兩個層次，閩語白讀系統也存在兩個層次。其中浙南吳語讀為 g- / k-的糊、

厚、含、寒、汗等字與閩語方言讀為 k-的表現相當一致，這批字不論是語義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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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上來說，都是同源詞，聲母的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 g- / k-：閩語 k-。至於吳閩

方言各別的第二套匣母字，也有成規則對應的同源詞。底下列出五組吳閩方言同

源詞來觀察。 

4.4.3.1 浙南吳語À-：閩語方言›- 

（1）下頭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下頭 teÁtie£ 

低底 

Ào¢te£ 

下底 

Ào¢dieÑ ªª 

下底 

uŒ¢dú·ª 

下頭 

iŒ¢tie£ 

下底 

io£dúuª 

下頭 

iŒ¢ti·ª 

下頭 

uŒ¢mie¤ 

下面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下頭 a¤pä³ª 

下爿 

a¤te£ 

下底 

e¢tue£ 

下底 

ä¤te£ 

下底 

e¢p~aiª 

下爿 

¿¢te£31 
下底 

─ a¥tai£ 

下底 

從上表來看，吳閩方言表示「下頭」這一語義的詞語，浙南吳語除了開化用「低

底」之外，其他方言的前一個音節或是零聲母›-，或是舌根濁擦音À-，聲調上都

是陽上調。
32
至於閩語方言，閩東、閩南漳州讀為零聲母陽去調，閩南泉州、揭

陽、閩中永安都讀為零聲母陽上調。建甌讀為零聲母陽入調，就閩方言內部比較

而言也，建甌的陽入相當於其他閩語的陽去調。這個詞的前一音節在吳閩方言的

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À-：閩語›-。考其漢語的語源，則與中古假攝二等上聲馬韻

的「下」（胡雅切）同源。 

（2）後邊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後邊 u¤mi~ä¤ 

後面 

u¢tie£ 

後底 

u¢duª 

後頭 

ú·¢dú·ª 

後頭 

u¢tie£ 

後底 

u£mie¼ 

後面 

u¢ûi~Œ° 

後向 

eu¢tiuª 

後頭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31
 根據周長楫、林寶卿（1992：18）對永安方言變調方式的描寫，陽上調字居於前字時一律變讀為陰去調，茲根據這一規則，將「下頭」¿° te£的前一音節還原為陽上調。 

32
 如果參考中古音架構，中古次濁聲母匣、云、以母的上聲字有不少字在云和方言中讀陰上，因此從對應規則上看，云和表示「下頭」的前字音節應該也與其他浙南吳語同源，漢語語源也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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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邊 au¤¸i³¤ 

後面 

(a¤tauÁ) 

下兜 

au¢piaÖ¦ 

後壁 

au¤piaÖ¦ 

後壁 

au¢p~aiª 

後爿 

pui°tsi¿¦hš¢ 

背脊後 

─ nei³°xe¤ 

人後 

根據上表，表示後邊、後面這一語義的語詞，其前一音節在浙南吳語中相當一致，

都是讀為零聲母陽上調。閩語方言則有不同的表現，閩東寧德、閩南泉州、漳州、

揭陽是讀為零聲母陽上調或陽去調；閩中永安、閩北建甌都是讀為喉擦音 h-，聲

調是陽上調及陽去調。福清表示「後邊」的前一音節a¤，就韻母表現來看，與其

他閩語並不同源。比較閩東及閩南「後天」（後日）這個詞： 

   寧德 au¤nik¥│福清 au¤nik¥│泉州 au¢lit¥│漳州au¢dðit¥│揭陽 au¢zek¥ 

由此可見福清與其他方言[au¤]同源的，應該是「後日」這個詞的[au¤]而不是[a¤]。

從對應關係上來看，浙南吳語是零聲母›-（< *À-），閩東、閩南都是零聲母›-，

閩中、閩北例外的讀音 h-可能是另有來源。至於其漢語語源，則是流攝一等上聲

厚韻匣母的「後」（胡口切）。 

（3）鞋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鞋 äª Àäª À‘iª Œª aª Œª xŒª Œ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鞋 äª eª ueª eª oiª eª eª ai£ 

根據上表，表示「鞋」這一語義的詞，不論聲母或聲調，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都

非常一致，其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À-：閩語›-。其漢語語源是蟹攝開口二等平聲

佳韻匣母「鞋」（互皆切）。 

（4）紅顏色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紅 o³ª Ào³ª Ào³ª o³ª ú³ª o³ª ³ª Œo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紅 —³ª š³ª a³ª a³ª a³ª ha³ª a³ª ¿³ª 

表示「紅」這一語義的詞，不論聲母或聲調，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都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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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À-：閩語›-。其漢語語源是通攝開口一等平聲東韻匣母

「紅」（戶公切）。 

（5）學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學 ¿Ö¥ À¯Ö¥ À¯Ö¥ u¿Ö¥ ¿Ö¥ oÖ¥ xoÖ¥ uo¢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學 ¿k¥ oÁ oÖ¥ oÖ¥ oÖ¥ a·¢ oª ¿¥ 

根據上表，表示「紅」這一語義的詞，不論聲母或聲調，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都

非常一致，其對應關係是浙南吳語À-：閩語›-。漢語語源是江攝開口二等入聲覺

韻匣母「學」（胡覺切）。 

  中古匣母字在吳閩方言中分別都有兩套規則對應，具體情況如下： 

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代表例字 

匣母字對應 1 k- g- / k- 糊厚含寒汗 

匣母字對應 2 ›- À- 下後鞋紅學 

上述這兩個規則對應顯示： 

  (1)從匣母字對應 1 來看，浙南吳語與閩語方言都讀為舌根塞音，我們認為這

是早期閩語在吳語中的底層。因此，我們認為現代通行浙南吳語的區地早期有一

個與現在閩語同源的語言。 

  (2)從匣母字對應 2 來看，我們在吳閩方言中找到了同源詞，其音韻對應是浙

南吳語濁喉擦音À-對應閩語方言的零聲母›-。這一類匣母字在吳閩方言的演變如

下： 

        À- > ›-      浙南吳語 

   *À- 

        ›-        閩語方言 

  接著利用目前漢語歷史文獻的知識，來推論吳閩方言中這兩套規則對應可能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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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從李方桂（1980：18）的上古音系統來看，中古時期的群、匣、喻三

諸聲母的關係如下： 

   上古 *g + j-（三等） > 中古群母 g + j- 

   上古 *g +（一、二、四等韻母）> 中古匣母©- 

   上古 *gw + j- > 中古喻三 jw- 

上古 *gw + j-+ i- > 中古群母 g +j- +w- 

   上古 *gw +（一、二、四等韻母）> 中古匣母© + w- 

在上古音系統中，中古有別的群、匣、喻三聲母是同一個聲母*g-。 

  第二、根據《切韻》，群母出現三等，匣母出現一、二、四等，兩個聲母雖

然看似互補分佈，但歸納反切的聲類，群母在整個系統上與牙音見溪疑母相配，

而匣母則與影曉喻諸聲母相配。上述的情況顯示，從上古到中古系統，群匣二母

歷經了結構上的重整。 

  從上述的歷史演變來看，我們的推論是：吳閩方言的匣母字分別代表兩個時

代不同的語音格局。 

  (1)中古匣母字在浙南吳語、閩語讀為 g- / k-聲母的規則對應，是保留群匣不

分化的上古音格局。 

  (2)中古匣母字在浙南吳語讀為À，在閩語讀為›-的規則對應，表現的是中古

群匣分化之後的現象。 

  根據漢語歷史文獻的現象，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群匣二母是由合到分。根據

我們的吳閩方言的同源詞比較，本節的結論可以用下表表示： 

 

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層次來源 

匣母字對應 1 k- k- 六朝之前 

匣母字對應 2 ›- À- 六朝江東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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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吳閩方言從邪聲母今讀的分析與層次分析 

4.4.1 浙南吳語的從邪聲母今讀的分析 

  從音韻格局來看，浙南吳語普遍存在一個從母、邪母不分的層次，請看以下

字表： 

表 4-25：浙南吳語從邪聲母字的音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坐 zui¤ ði¢ ði¢ zu¢ zu¢ zu¢ so¢ suí£ 

餈(糍) z½ª zúª zúª z½ª z½íª z½ª síª z½ª 

臍 zúª zúª zúª ðiª z½íª z½ª s~aª zieª 

sieª 

泉 dðy~äª ðy~¯ª 

dðy~¯ª 

ðy~eª dzueiª ðy~úª ïyeª ûy~eª zieª 

晴 dði³ª zé³ª zé³ª dði³ª 

ði³ª 

ðié³ª ïi³ª ûie³ª ─ 

錢 dði~äª dði~eª(姓) ði~eª dðieª dði~eª dïieª(姓) ─ ─ 

前 dði~äª 

zueª 

zueª ði~eª 

ðšª 

ðieª ðyíª 

 

ïieª ûyeª 

ûy~äª 

ûi~Œª 

ziaª 

牆 ði~aª ði~aª ði~aª ði~aª ðiia³ª ïi~aª ûi~Œª zia³ª 

樵 ðiú·ª ðií·ª ─ ─ ði‘·ª zŒª ûiŒª zŒª 

蠶 zu~Œª zu~¯ª z~‡ª zueiª z~úª zuäª s~aª z~íª 

zíª 

鑿 z¿Ö¥ z¯Ö¥ z¯Ö¥ z¿Ö¥ zoÖ¥ zoÖ¥ zoÖ¥ zoÖ¥ 

賊 z¯Ö¥ z¯Ö¥ z‘Ö¥ zúÖ¥ zeÖ¥ zaÖ¥ síÖ¥ zúÖ¥ 

謝姓 ðie¤ ðie¤ ðie¤ ðiŒ¤ ðiŒ¤ ïio¤ ûiŒ¤ ─ 

旋頭～ ðy~ä¤ ðy~¯¤ ði~e¤ zuei¤ ðy~ú¤ ïyäª ûy~ä¤ 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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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樹 zú³ª z~oª z~‹ª zo³ª z~úª ïi~¿ª s~aª zo³ª 

徐 zúª zúª zúª ðyª ðyíª ïyª ûyeª ziª 

蓆 ðieÖ¥ zeÖ¥ zeÖ¥ ðiúÖ¥ ði”Ö¥ ïiÖ¥ ûiÖ¥ ziúÖ¥ 

 

虛線之上是從母字，虛線之下邪母字。從上表來看，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從母在浙南吳語中，有兩種音韻表現，一是讀為塞擦音dð-，一是讀

為擦音z-或ð-。相形之下，邪母的表現就非常一致，全部都讀為z-或ð-。 

  第二、從母讀為塞擦音的dð-，應是晚近文讀音傳入的結果。浙南吳語中的

龍游、遂昌的從母字有如下的文白異讀： 

 龍游 文讀 白讀  

 賤 dðie¤ ðie¤  

 集 dðiúÖ¥ ðiúÖ¥  

 遂昌 文讀 白讀  

 在 dzei¢ zei¢  

 就 dði·¤ ði·¤  

 絕 dðyeÖ¥ ðyeÖ¥  

 

從總的趨勢上來看，就單一方言內部而言，白話音通常表現的是文讀音更早期的

固有讀音。因此就內部層次來說，白話層龍游、遂昌從母字都讀為ð-，至於讀為

dð-則是文讀層次造成的結果。將這個想法推而廣之，我們可以認為，其他幾個

浙南吳語中從母讀為dð-是文讀音傳入的影響，讀為ð-則是本地白話層的固有表

現。 

4.4.2 閩語方言的從邪聲母今讀的分析 

相對於浙南吳語，閩方言的從、邪聲母表現就顯得非常地複雜。根據楊秀芳

（1982：36-38）的研究，從母與邪母在閩南話的文白層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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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韻系統 文讀層次 白讀層次 例字 

ts- (一) ts- 殘層賤靜絕族 從母 

ts¾- (二) ts¾- 牆匠鑿 

(一) s- 似夕席姒祀 邪母 s- 

(二) ts¾- 象徐飼松蓆像 

在上表中，中古從母字白讀音有送氣塞擦音與不送氣塞擦音兩讀，這表現的是從

母濁音清化的兩個層次。這個現象我們認為可以與本章第 1 節有相同的解釋：送

氣清音的表示閩語固有的層次，不送氣清音的則是吳語所帶來的。至於邪母，在

白讀音部分只分析出了兩個層次 s-、ts¾-。我們認為邪母在閩語中還另有一個讀

為 ts-的層次，底下列出從、邪聲母的比較字表： 

表 4-26：閩語從邪聲母的音讀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坐 s¿i¤ soi¤ tsú¢ tse¤ tso¢ tsue¢ Âš¤ tso¤ 

餈 seiª siª tsiª tsiª tsiª tsiª Âiª tsiª 

臍肚～ (tsaiª) saiª 

(tsaiª) 

tsaiª tsaiª ts~aiª tsaª (tsaiª) ts¾ä° 

泉  sia³ª tsu~aª tsu~aª tsu~aª tsei³ª Ây‹ª 

Â—³ª 

tsy”³° 

晴天～ sa³ª sa³ª ts~”ª ts~äª ts~eª ts~oª Âaª tsa³° 

錢 (tsi³ª) (tsie³ª) ts~”ª ts~”ª ts~”ª tsei³ª (tsi³ª) tsi³° 

前 sä³ª se³ª 

(tsie³ª) 

ts~uiª tsi³ª ts~aiª tshie³ª Âeª ts¾i³ª 

樵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aª ts¾oª ts¾‹ª ts¾auª 

蠶 ts¾ä³ª ts¾ä³ª ts¾amª ts¾amª ts¾amª ts¾¿mª (tsa³ª) ts¾a³ª 

鑿 ts¾—k¥ ts¾šÖ¥ ts¾ak¥ ts¾ak¥ ts¾ak¥ ts¾¿u¦ ts¾aÖ¦ ts¾¿¦ 

賊 ts¾äk¥ ts¾eÖ¥ ts¾at¥ ts¾at¥ ts¾at¥ ts¾a¢ ts¾äÖ¦ ts¾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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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多～  又姓 

sie¤ sia¤ sia° tsia¤ 

sia¤ 

tsia¤ 

sia¤ 

tsi¿¤ 

si¿¤ 

Âia¤ tsia¤ 

旋頭～  so³¤ ts³° ts~ui¤ ts³¤ tsyei³° Âš¤ tsui³¤ 

松～樹 sy³ª sy³ª tsi³ª tsi³ª so³ª 

sio³ª 

(tsamÁ) Â—³ª ts—y³£ 

泅游泳 siuª siuª siuª siuª siuª si·ª Âiuª siau° 

寺 sei¤ si¤ si° si¤ zi¤ s½¢ Âi¤ (tsi¤) 

祀  sai¤  [sai¤]33 sú¢  Âai¤ su¤ 

蓆草蓆 ts¾šk¥ ts¾yoÁ ts¾ioÖ¥ ts¾ioÖ¥ ts¾ioÖ¥ tshi·¢ ts¾iauª si¿¤ 

飼 ts¾ei° ts¾i° ts¾i° ts¾i¤ ts¾i¤  ts¾i° si¤ 

象動物  ts¾yo³¤ ts¾i~u¢ ts¾i~¿¤ ts¾i~o¢ siam¢ Ây‹³¤ si¿³¤ 

 

從上表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整個閩語方言： 

  第一、中古從母字在閩語有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讀為不送氣不帶音聲母

ts-，另一套是讀為送氣不帶音聲母 ts¾-。閩東、莆仙方言比較特別，從母字有讀

為清擦音 s-（Â-）的，但從比較上來說，閩東、莆仙的 s-（Â-）都對應於閩南方言

的 ts-。至於閩東、莆仙送氣不帶音的聲母 ts¾-，則對應閩南方言的 ts¾-。所以我

們可以推論，從母字讀為 ts¾-聲母的可以上溯至共同閩語，表現比較早的閩語聲

母特徵。 

  第二、至於中古邪母字，在閩方言中對應的規則比較複雜。就閩東、莆仙來

說，「謝旋松」與「泅寺祀」都讀為 s-（Â-），只有「蓆飼象」讀為 ts¾-。閩南、閩

中方言則是「謝旋松」讀為 ts-，「泅寺祀」讀為 s-，「席飼象」讀為 ts¾-。閩北建

甌自成一類，「謝旋松」讀為 ts-，「泅寺祀」與「蓆飼象」都讀為 s-。從整個閩方

言對應的情況來看，「泅寺祀」這一組字在閩方言中都讀為舌尖清擦音 s-，可以

追溯至共同閩語，表現比較早的音韻特徵。而「蓆飼象」讀為送氣不帶音聲母 ts¾-，

                                                 

33
 閩南方言泉州、漳州祀字讀為si°或si¤。這裡根據楊秀芳（1982）廈門音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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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閩東閩南共同的特徵，至於閩北、閩中則可能經歷過*ts¾- > s-的變化。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認為閩語中從邪聲母的層次如下： 

 

切韻系統 閩東 閩南 閩中 閩北 例字 

s-( ~ ts-) ts- ts- ts- 坐餈臍泉晴錢前 從母 

ts¾- ts¾- ts¾- ts¾- 樵蠶鑿賊 

s- ts- ts- ts- 謝旋松 

s- s- s- s- 泅寺祀 

邪母 

ts¾- ts¾- ts¾- s- 蓆飼象 

 

4.4.3 吳閩方言從邪聲母的層次對應 

  根據上文的討論，中古從邪聲母在浙南吳語中今讀都是舌尖濁擦音z-（ð-）。

閩方言則相對複雜得多，以中古音的角度來看，從母有兩個層次，邪母則有三個

層次。底下我們針對吳閩方言之間從邪聲母的對應關係加以探討。 

首先，我們先排除閩語方言中讀從母 ts¾-及邪母 s-這一組選項，而認為這是

共同閩語的表現。同時，衡之中古音系統，這顯示早期的閩語方言是個從、邪有

別的語言。接下來的問題是，閩語中是否存在從邪不分的層次呢？我們認為答案

是肯定的，底下透過三組同源詞來證明。 

（1）頭旋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頭旋 ðy~ä¤ ðy~¯¤ ði~e¤ zuei¤ ðy~ú¤ (ïyäª) ûy~ä¤ zie¤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頭旋 ─ so³¤ ts³° ts~ui¤ ts³¤ tsyei³° Âš¤ tsui³¤ 

根據上表，表示「頭旋」的這一意義的詞，浙南吳語都是舌尖或舌面濁擦音z-、

ð-或舌面清擦音û-，聲調上除了云和讀為陽平調之外，其他方言都是陽去調。閩

方言中，閩東、莆仙是 s-、閩南、閩中、閩北是 ts-，聲調都是陽去調。表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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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這一語義的詞，在吳閩方言間有規則對應，是吳閩方言同源詞。究其漢語語

源，應是山攝合口三等去聲線韻邪母的「旋」（辝戀切）。 

（2）謝姓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謝姓 ðie¤ ðie¤ ðie¤ ðiŒ¤ ðiŒ¤ ïio¤ ûiŒ¤ zia¤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謝姓 sie¤ sia¤ tsia° tsia¤ tsia¤ tsi¿¤ Âia¤ tsia¤ 

根據上表，表示「謝」這一姓名的詞，吳閩方言有嚴整的規則對應，顯然是同源

詞。就筆者所知，在台灣閩南話中表示姓氏的「謝」都讀為tsia¤而不會讀為sia¤。

但是，當表示感謝、謝謝的意思的時候，tsia¤與sia¤可以相互代換，呈現為口語中

的變體。根據《廣韻》，謝（辝夜切）這個字是假攝開口三等去聲禡韻邪母字。 

（3）松松樹 

意義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金華湯溪 
松～樹 zú³ª z~oª z~‹ª zo³ª z~úª ïi~¿ª s~aª zo³ª 

意義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松～樹 sy³ª sy³ª tsi³ª tsi³ª (so³ª) tsiamª Â—³ª ts—y³£ 

從上表來看，表示「松樹」的語詞，在吳閩方言中基本上都是有規則對應的，是

吳閩方言的同源詞。揭陽讀為舌尖清擦音 s-，不符合聲母對應，可能是晚近新傳

入的語音。吳閩方言這一同源詞從漢語語源上看，應是通攝三等鍾韻平聲邪母的

「松」（祥容切）。 

  上文我們討論了三組吳閩方言內部的同源詞，這批同源詞的漢語語源都是邪

母字，它們在吳閩方言內部有成系統的規則對應，列表如下（從母例字請參考吳

閩方言的字表）： 

切韻系統 閩南、中、北 閩東/莆仙 浙南吳語 慶元 

從母 ts- s- / Â- z- û- 

邪母 ts- s- / Â- z-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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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吳閩方言共有一個「從邪不分」的規則對應，與共同閩語固有「從邪有別」

的格局不同。以下從漢語歷史文獻入手，說明「從邪有別」與「從邪不分」兩種

類型的先後時間。 

  (1)就李方桂所構擬的上古音格局來說，在中古切韻音系裡發音部位相同而發

音方法有異（同屬精系）的從母與邪母，其實在上古有不同的來源。根據諧聲材

料，李方桂指出邪母的上古來源與喻四相同，因此可以構擬為*r-。至於從母則

構擬為*dz-。底下列出從、邪二母由上古至中古的變化： 

   上古  *dz- > 中古 dz-（從母） 

   上古 *r+j- > 中古 zj-（邪母） 

   上古 *r- > 中古  ji-（喻四等） 

(2)就中古音的整體架構來看，精系可以接一二四等韻，其中邪母只能接三等

韻。整體來看，由上古至中古，從母與邪母都有分別：上古是*dz-：*rj-；中古

則是*dz-：*zj-。不過，《切韻》作者群之一的顏之推，在他另一本專著《顏氏家

訓‧音辭篇》裡，對當時南北兩大方言的從、邪聲母有如下的討論： 

   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濺為羨，以是為舐 

從《切韻》的架構來看，顏之推四句話中的第一句、第三句指出了南人在聲母上

具有「從邪不分」的聲母合流現象。下面詳細列出〈音辭篇〉中顏之推所舉從、

邪例字的聲韻地位： 

 《廣韻》反切 聲母類別 韻母類別 

錢 昨仙反 從 山攝開口三等平聲仙韻 

涎 敘連反 邪 山攝開口三等平聲仙韻 

賤 才線反 從 山攝開口三等平聲仙韻 

羨 似面反 邪 山攝開口三等平聲仙韻 

顏之推很明確地指出，當時（約當西元六世紀）的南北兩大方言系統，聲母存在

一個重要的分別：北方方言區分從母、邪母為兩類；南方方言則將從母、邪母兩

類讀為同一個聲母。另外，周祖謨研究原本《玉篇》音系也指出，《玉篇》所代

表的南方方言，從、邪二聲母是不分的。底下把本節討論吳閩方言從邪聲母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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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列出來： 

 

切韻系統 閩語今讀 浙南吳語今讀 層次來源 

從母字：邪母字 ts¾-：s- ─ 六朝之前 

從母字＝邪母字 s-＝s-  

ts-＝ts- 

z-＝z- 六朝江東方言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