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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吳閩方言輔音韻尾的演變 

  本節主要討論吳閩方言中輔音韻尾的問題。從中古音的架構來看，基本上中

古韻母的韻尾輔音，可以區分出三套（六種）不同的「類」，這一分類線索是從

中古時期文獻（主要是《切韻》及等韻圖）上看出來的。問題在於，漢語內部的

歷史文獻主要都是以方塊字為主的文獻語言材料，這樣的限制使得它能夠提供的

只是「類」上面的分別，而不能提供我們關於實質語音上的訊息。現代研究漢語

的學者之所以能跨越書面文獻的分類，推進一步去擬測中古切韻系統這三套不同

「類」韻尾的具體音值（value），一個最主要的根據，乃是透過同源詞比較的辦

法來建立切韻音韻系統與現代方言音韻系統的規則對應；也就是說，從現代方言

可見的韻尾系統上來推測中古切韻音系中可能存在的韻尾分類。區分中古韻母的

方法很多，其中最寬的一種區分法是以「攝」來區分。1將中古的韻母分為十六

個「攝」的主要條件，是主要元音的相近及韻尾發音部位的相同。根據董同龢

（1993：155-159）的研究，十六攝的韻尾表現如下： 

表 5-1：中古韻攝輔音韻尾的類型 

中古韻攝 止、遇、蟹、效、

果、假、流 

咸、深 山、臻 通、江、宕、

梗、曾 

是否有輔音韻尾 否 是 是 是 

輔音韻尾的構擬 ─ *-m / *-p *-n / *-t *-³ / *-k 

從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古音韻系統中：咸、深兩攝的平上去諸韻字有雙唇鼻

                                                 

1
 區分中古漢語音韻系統裡韻母的辦法有不少。例如：把主要元音、韻尾及聲調視為一個大的集合，從而區分不同的韻，這一分類的典型代表就是《切韻》。再者，中古漢語音韻系統的介音可以大別為兩類，一是開合口的分別，一是洪細的分別，這一分類的典型代表是《守溫韻學殘卷》、《韻鏡》的所謂早期等韻圖。至於真正以「攝」這一架構來區分「韻」的，則是宋代等韻圖《四聲等子》併轉為攝之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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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尾-m，入聲則有同部位的塞音韻尾-p。臻、山兩攝的平上去諸韻字有舌尖鼻

音韻尾-n，入聲韻則有同部位的塞音韻尾-t。通、江、宕、梗、曾諸攝的平上去

諸韻字有舌根鼻音韻尾-³，入聲則有同部位的塞音韻尾-k。 

綜上所言，本節討論吳閩方言韻音韻尾的演變，主要就以韻攝為參照點，以

此來觀察這兩個方言的輔音韻尾走向。 

5.1.1 吳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分析 

  根據中古韻攝所呈現出來的韻尾架構來觀察現代的吳語方言，可以很顯然地

發現吳語方言歷經了若干語音演變；整體而言，吳語這一語音演變的大趨勢是輔

音韻尾弱化乃至於完全消失。底下根據十六攝的架構，列出吳語方言的輔音韻尾

表現：2（-v代表純粹元音；-~v代表鼻化元音；-v³代表主要元音v之後存在輔音韻

尾-³，-vn與-vÖ以此類推。） 

表 5-2：吳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表現 

韻攝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m / *-p *-n / *-t *-³ / *-k 

蘇州 -v 

-vÖ 

-vn 

-vÖ 

-v 

-vÖ 

-vn 

-vÖ 

-~v 

-vÖ 

-~v 

-vÖ 

-vn 

-vÖ 

-vn 

-vÖ 

-v³ 

-vÖ 

嘉定 -v 

-vÖ 

-v³ 

-vÖ 

-v 

-vÖ 

-v³ 

-vÖ 

-~v 

-vÖ 

-~v 

-vÖ 

-v³ 

-vÖ 

-v³/-~v 

-vÖ 

-v³ 

-vÖ 

寧波 -v 

-vÖ 

-v³ 

-vÖ 

-v/-~v 

-vÖ 

-v³ 

-vÖ 

-~v 

-vÖ 

-~v 

-vÖ 

-v³ 

-vÖ 

-v³/-~v 

-vÖ 

-v³ 

-vÖ 

溫州 -v 

-v 

-v³ 

-v 

-v 

-v 

-v³ 

-v 

-v 

-v 

-v 

-v 

-v³ 

-v 

-v³/-v 

-v 

-v³ 

-v 

金華 -v 

-vÖ 

-v³ 

-vÖ 

-v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2
 本節各吳語方言採用的材料出處如下：蘇州、溫州用北京大學 1989《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嘉定用湯珍珠、陳忠敏（1993）、寧波用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1998））、金華用曹志耘（1998）、廣丰用秋谷裕幸（2001）、慶元用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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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丰 -~v 

-vÖ 

-v³/-~v 

-vÖ 

-~v 

-vÖ 

-v³/-~v 

-vÖ 

-~v 

-vÖ 

-~v 

-vÖ 

-v³/-~v 

-vÖ 

-v³/-~v 

-vÖ 

-v³ 

-vÖ 

慶元 -~v 

-vÖ 

-v³ 

-vÖ 

-~v 

-vÖ 

-v³/-~v 

-vÖ 

-~v 

-vÖ 

-~v 

-vÖ 

-v³/-~v 

-vÖ 

-v³/-~v 

-vÖ 

-v³ 

-vÖ 

 

從上表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就平面上吳語方言輔音韻尾的音值表現而言，吳語中幾乎沒有任何一

個方言具有雙唇輔音韻尾-m / -p。3比較中古韻攝輔音韻尾三分的參考框架，顯然

現代吳語的韻尾輔音格局相對上是比較簡單的。 

  第二、再從韻尾輔音的搭配關係來看，吳語內部各次方言中，發音位置相同

的鼻輔音韻尾與塞輔音韻尾演變的速度並不完全一致。比方：蘇州方言鼻輔音韻

尾有-n / -³兩套，但是與之相應的塞音韻尾則只有一套-Ö。又，溫州方言鼻輔音韻

尾只有舌根鼻音-³，但就整個溫州方言的共時音韻系統上而言，並沒有與之相應

的塞輔音韻尾-Ö或-k。 

  上述提出的二點，主要是根據現代吳語方言平面的語音現象來說明它們與中

古十六攝的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若進一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

如何還原現代各吳語這些輔音韻尾可能存在的早期型態呢？如果端看上表吳語

內部韻尾輔音的表現，並嚴格操作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光就分「類」上來看，

更早之前吳語內部的韻尾輔音可以分成： 

  第一類 

比較蘇州、嘉定、寧波、溫州、金華的[-v]對應廣丰、慶元的[-~v] 

  第二類： 

比較蘇州的[-vn]對應嘉定、寧波、溫州、金華、廣丰、慶元的[-v³] 

                                                 

3
 根據曹志耘的記錄，南部吳語的磐安、東陽兩個方言的通攝字韻母的韻尾輔音讀為-m；縉云則除了通攝之外，還有流攝字也有韻尾輔音讀為-m的現象。事實上這些方言中出現的輔音韻尾-m都有相當明確的語音條件：出現於後高元音[o]或後高圓唇元音[u]之後。（參看曹志耘 2002：86-87）這個現象顯示，磐安、東陽的-m韻尾是受後高元音影響所產生的，並非中古咸、深兩攝韻尾的痕跡。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的吳語方言基本上可以說完全沒有鼻輔音韻尾-m及相應的塞輔音韻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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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 

    比較蘇州、嘉定、寧波、廣丰、慶元的[-~v]對應金華的[-v³]、溫州的[-v] 

  第四類 

  蘇州、嘉定、寧波、溫州、金華、廣丰、慶元一致地表現為[-v³] 

這是從吳語內部比較得到的四個類，把這四個類拿來與中古十六攝的系統比較，

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的參差之處：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中古音

十六攝 -m / -p -n / -t -³ / -k 

吳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三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四類 

從上表來看，如果只是純粹觀察現代吳語韻尾輔音的音讀表現，我們必須為更早

期的共同吳語構擬出四分的輔音韻尾。但若仔細推敲，我們認為這樣的分類是不

必要的，以下分別從正面與反面說明理由。 

假設我們為吳語方言構擬出四個韻尾輔音的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我們便是承

認更早期的吳語在韻尾輔音架構上有其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展現在一方面它與可

見的現在共時的其他漢語方言（比方粵語方言或閩南語的文讀音系統）輔音韻尾

三分的表現不同；另一方面也與我們所習知的漢語歷史文獻（比方中古漢語音系

統）的韻尾輔音三分架構不同。但是，從音韻的規則對應關係上來看，分明我們

又確定現代方言、中古漢語與吳語三者都是同源的語言。換句話說，就類型學的

觀點上來看，如果把吳語的輔音韻尾設定為四分的架構，顯然得不到共時與歷時

兩方面證據的支持。 

承上所言，既然現代方言與漢語文獻所提供的輔音韻尾都是三分的，那麼我

們不妨也假設吳語的輔音系統原先也是三分的格局，我們可以把比較吳語所呈現

的四類與中古切韻系統的三類來做比較： 

  吳語第一類：相當於中古咸、山兩攝的合併 

  吳語第二類：相當於中古深、臻、曾、梗四攝的合併 

  吳語第三類：相當於中古宕、江兩攝的合併 

  吳語第四類：相當於中古通攝，自成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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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上來看： 

第一、吳語第四類相當於中古通攝，在吳語方言中都讀為[-³]，其韻尾表現

最為一致，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其出發點就是*-³，沒有疑問。 

  第二、吳語第三類相當於中古宕、江兩攝，在現代吳語中除了溫州、金華方

言之外都讀為帶鼻化成份的[-~v]。請參考以下例子： 

表 5-3：吳語方言宕、江兩攝韻尾的今讀 

 蘇州 嘉定 寧波 溫州 金華 廣丰 慶元 

糖宕開一 d~Œª d~Œª d~¿ª du¿ª dŒ³ª d~Œ¿ª t~¿ª 

缸宕開一 k~ŒÁ k~ŒÁ k~¿Á ku¿Á kŒ³Á k~Œ¿Á k~¿Á 

窗江開二 ts¾~ŒÁ ts¾~ŒÁ ts¾Ÿ¿Á tûy¿Á tûyŒ³Á ts¾~Œ¿Á tûi~¿Á 

江江開二 k~ŒÁ k~ŒÁ kŸ¿Á ku¿Á kŒ³Á k~Œ¿Á k~¿Á 

 

從上表來看，我們可以確定： 

1.宕、江兩攝的主要元音在更早期的吳語中應該是個位置偏後的低元音[*-Œ]。 

2.從金華方言的音讀來看，宕江兩攝的韻尾可以還原為[*-³]。 

綜合以上兩點，我們可以推論宕、江兩攝在早期吳語的表現應該是[*-Œ³]。 

  第三、吳語第二類包含了中古三類不同的輔音韻尾，表現最為複雜。先參考

以下的例字： 

表 5-4：吳語方言深、臻、曾、梗四攝韻尾的今讀 

 蘇州 嘉定 寧波 溫州 金華 廣丰 慶元 

心深開三 sinÁ si³Á ûi³Á sa³Á si³Á sei³Á ûiú³Á 

金深開三 tûinÁ tûi³Á tûi³Á tûia³Á tûi³Á ki³Á tûiú³Á 

根臻開一 kúnÁ kú³Á kú³Á ka³Á kú³Á k~‡Á k~aÁ 

新臻開三 sinÁ si³Á ûi³Á sa³Á si³Á sei³Á ûiú³Á 

巾臻開三 tûinÁ tûi³Á tûi³Á tûia³Á tûi³Á ki³Á tûiú³Á 

燈曾開一 túnÁ tú³Á tú³Á ta³Á tú³Á tei³Á Öd~a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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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曾開三 tsúnÁ tsú³Á tûi³Á tse³Á tûi³Á tsei³Á tûie³Á 

興曾開三 ûinÁ ûi³Á i³°(應） ûia³Á ûi³Á xi³Á ûie³Á 

生梗開二 s~aÁ s~aÁ / sú³Á s~aÁ siäÁ sŒ³Á s~‡Á s~aÁ 

坑梗開二 k¾~aÁ k¾~aÁ k¾~aÁ k¾iäÁ k¾Œ³Á k¾~‡Á k¾~aÁ 

清梗開三 ts¾inÁ ts¾i³Á tû¾i³Á ts¾e³Á ts¾i³Á ts¾ei³Á tû¾ie³Á 

頸梗開三 tûin£ tûi³£ tûi³£ tûia³£ tûi³£ ki³£ tûie³£ 

 

根據上表，可以有幾點觀察： 

1.吳語方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梗攝開口二等的音讀： 

(1)除去慶元方言之外，其他六個吳語方言的梗攝開口二等字都不與曾攝開口

一等合流。嘉定方言的梗開二生有兩個讀音，其中讀為鼻化元音的s~aÁ的是白話

音，讀為sú³Á的是文讀音，以白讀音來看，梗攝開口二等字不與曾攝開口一等讀

為同音。由此可知慶元方言曾經經歷曾攝開口一等與梗攝開口二等這兩類韻母合

為一類的變化。 

(2)除去金華方言之外，各吳語方言梗攝開口二等字幾乎都讀為鼻化韻母，甚

至已經讀為純粹元音（如溫州）。再者，蘇州、嘉定、寧波、廣丰的梗攝二等字

主要元音是個前低元音[-a]，同時主要元音鼻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言

中的梗開二不與第三類（[*-Œ³]）的宕、江攝字合流。反過來說，金華方言的梗

攝開口二等與上述吳語第三類韻母[*-Œ³]有相同的音讀表現，可據以推測金華方

言曾經經歷過宕開一、江開一與梗開二這三類韻母合為一類的變化。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推想梗攝開口二等的主要元音應該與吳語第三類（相當

於中古宕、江二攝）同為低元音，根據蘇州、嘉定、寧波、廣丰等方言的讀音，

梗開二可以構擬為[*-a³]。換句話說，第二類中梗開二的[*-a³]與第三類的[*-Œ³]，

形成前[-a]與後[-Œ]的對比。 

2.承上，除了梗攝開口二等字之外，深開三、臻開一、臻開三、曾開一、曾開三、

梗開三諸韻的主要元音或者是前高元音[-i]，或者是前中元音[-e]，或者是央元音

[ú]。這些主要元音的共同語音徵性是都「非低元音」（[─low]）。因此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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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古韻母的架構來看，造成現代吳語將中古深（*-m）、臻（*-n）、曾、梗（*-³）

三類不同韻尾合流為一類的語音條件，乃是取決於韻母中主要元音的性質，相同

徵性的主要元音，使得原本三類不同的韻尾輔音都讀為同一類。從元音非低的性

質來推敲，可能是先合流為蘇州方言的[-n]，之後再變為嘉定方言或溫州方言的

[-³]。4 
  第四、關於吳語第一類輔音韻尾（相當於中古咸、山兩攝），不難發現這一

類在吳語方言中有相當一致的表示，大部分都讀為沒有鼻音成份的純粹元音，少

部分方言（例如浙南吳語的廣丰、慶元）讀為帶鼻化成份的元音，沒有任何一個

方言讀為舌尖鼻音[-n]。參考以下例字： 

表 5-5：吳語方言的咸、山兩攝韻尾的今讀 

 江蘇 嘉定 寧波 溫州 金華 廣丰 慶元 

南咸開一 nšª ni”ª n‘”ª nšª níª n~aª n~aª 

籃咸開一 l÷ª l÷ª läª laª lŒª l~aª l~Œª 

尖咸開三 tsi”Á tsi”Á tûiÁ tûiÁ tsieÁ tûi~eÁ tûi~äÁ 

添咸開四 t¾i”Á t¾i”Á t¾iÁ t¾iÁ t¾iaÁ t¾i~eÁ t¾i~ŒÁ 

單山開一 t÷Á t÷Á täÁ taÁ tŒÁ t~aÁ Öd~ŒÁ 

肝山開一 kšÁ kšÁ kiÁ kyÁ kíÁ ku~‘Á ku~aÁ 

箭山開三 tsi”° tsi”° tûi° tûi° tsie° tûi~e° tûi~ä° 

千山開四 ts¾i”Á ts¾i”Á tû¾iÁ tû¾iÁ ts¾iaÁ tû¾i~eÁ tû¾i~ŒÁ 

根據中古漢語來看，咸攝、山攝是四等俱全的的韻攝，其主要元音都是[a]，例如

高本漢的中古漢語咸、山攝的擬音5： 

                                                 

4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溫州方言。溫州方言的深、臻、曾、梗四攝的主要元音有[-a]及[-e]，前者相對於我們上述語音條件的說明，似乎發生衝突。從系統上來看，溫州方言的音韻系統中只有一套舌根鼻輔音[-³]，其中只在深、臻兩攝三等字與曾、梗兩攝三等非見系字有[-a³]：[-e³]的對立。整體來看，相較於其他吳語方言，溫州方言的深、臻、曾、梗四攝的低元音[-a]顯得非常特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到溫州方言內部的音韻系統去觀察，做更深入的研究，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溫州方言顯然經過相當劇烈的語音變化。 

5
 以下凡引用高本漢的中古音構擬，都採用李方桂（1980[=1971]）略加修改之後的系統，不另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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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咸攝 Èam am jÙam iem 

山攝 Èan an jÙan ien 

其中一等的主要元音[Èa]位置偏後，相當於[Œ]，二等的主要元音[a]位置偏前，就

是一般的[a]。從吳語方言的今讀現象來看，咸、山兩攝最早發生韻尾輔音趨同的

變化。從韻尾趨同的角度來看，現代吳語咸、山兩攝韻尾經歷過的變化至少可以

有以下兩種可能性： 

(1) 咸攝 *-vm > vn >  ~v  >  v    

 山攝 *-vn > vn >  ~v  >  v    

(2) 咸攝 *-vm >  ~v >  v    

 山攝 *-vn >  ~v >  v    

上述第(1)種是認為吳語咸、山兩攝韻尾先歸併為同一個類（-n），之後之後再進

行鼻化作用，最後終於消失，讀為純粹元音。第(2)種則是認為咸、山兩攝韻的韻

尾各自發生了弱化的現象，最後它們都丟失鼻化成份，成為純粹元音。從現代漢

語方言的表現來看，官話的咸、山兩攝今讀都是舌尖鼻音韻尾-n，在現象上似乎

傾向支持第(1)種假設。不過我們知道，每個漢語方言所發生的歷史經驗儘可以大

異其趣，未必都能夠以彼律此；同時「輔音韻尾弱化」這種類上的簡化往往可以

獨立地在各方言內部發生。所以我們在此所列出的(1)、(2)兩個可能的演變過程，

僅僅是從邏輯過程上去推想，事實上我們不須（也無從）判斷究竟那一種可能性

更合理。 

  現在重新把吳語方言韻尾輔音的四個類與中古音系統的關係列成一張表，並

列出高本漢的中古漢語擬音，以方便參照： 

咸 山 深 臻 曾 梗 宕 江 通 中古音

十六攝 Èam 

jÙam 

Èan júm ún 

jän 

ú³ 

jú³ 

‘³ 

j‘³ 

Èa³ Õa³ u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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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語 第一類 

-v 

第二類 

-vn或-v³ 

第三類 

-~v 

第四類 

-v³ 

觀察中古漢語的構擬與現代吳語方言的韻尾分類，透過上文語料的討論，我們底

下嘗試從中古漢語的三分架構來解釋現代吳語方言的四個韻尾類型的來源： 

  現代吳語第一類韻尾類型是咸、山兩攝。咸、山兩攝都是以[a]為主要元音，

同時輔音韻尾-m / -n的發音部位都偏前〔+front〕，這兩項特點使得咸、山兩攝在

吳語方言中率先發生變化，之後丟失了原有的鼻音成份，成為不帶任何輔音韻尾

的開尾韻。 

  現代吳語第二類韻尾輔音的來源涵蓋中古深、臻、曾、梗四個攝，從前面列

舉的例字及中古漢語的擬音來看，第二類韻尾輔音的產生也與韻母主要元音的性

質有密切關係，主要元音如果是屬於央元音或韻母中帶有細音介音的成份，都會

促使韻尾合流為-n（例如蘇州），或者變成-³（例如嘉定）。 

  現代吳語第三類輔音韻尾的來源是宕、江兩攝，從現代吳語的讀音來看，這

兩個攝的主要元音是一個偏後的[-Œ]，並且主要都表現為鼻化韻（金華方言除

外）。跟第一類韻尾輔音比較起來，我們可以推論宕、江兩攝*-Œ³>-~Œ這一變化應

該是在咸、山兩攝讀為開尾韻之後產生的，理由是蘇州方言有咸山÷：宕江~Œ的對

比。 

  現代吳語第四類輔音韻尾的來源是通攝，通攝的音讀表現通常都是靠後的半

高元音加上舌根鼻輔音韻尾，也就是-o³，相較於其他各攝韻尾輔音的弱化與省

併，-o³可說是吳語中最為穩定的一個韻母。 

5.1.2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分析 

  整體而言，閩語方言內部的輔音韻尾表現有相當不同的走向。底下根據中古

漢語十六攝的分別列出八個閩方言輔音韻尾的音讀表現。閩語有豐富的文白異

讀，其中閩南方言的文白異讀可謂各自成為獨立系統，下表中各閩方言的輔音韻

尾表現主要取文讀音為代表。6
 

                                                 

6
 本節所用語料除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其他閩語材料都取自陳章太、李如龍（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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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表現 

韻攝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m / *-p *-n / *-t *-³ / *-k 

寧德 -vm 

-vp 

-vm 

-vp 

-vn 

-vn 

-vn 

-vn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福清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泉州 -vm 

-vp 

-vm 

-vp 

-vn 

-vn 

-vn 

-vn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漳州 -vm 

-vp 

-vm 

-vp 

-vn 

-vn 

-vn 

-vn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揭陽 -vm 

-vp 

-vm 

-vp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v³ 

-vk 

永安 -vm/ 

-~v/-v³ 

-v 

-~v 

 

-v 

-~v/-v³ 

 

-v 

-vm 

-~v/-v³ 

-v 

-vm 

 

-v 

-vm 

 

-v 

-~v 

 

-v 

-vm 

-~v 

-v 

-vm 

 

-v 

莆田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v³ 

-vÖ 

建甌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v³ 

-v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 

  第一、在閩語中，閩東的寧德、閩南的泉州、漳州這三個次方言在音韻系統

上具有輔音韻尾三分的格局，其表現與中古漢語十六攝的韻尾分別完全吻合。 

第二、除了以上三個閩方言之外，其他閩方言都歷經過輔音韻尾歸併的過

程。例如，閩東福清方言及莆仙莆田方言的咸、深、山、臻四攝輔音韻尾都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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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根鼻音-³，與宕、江、曾、梗、通韻尾合併，相應的舌根塞音也讀為喉塞音-Ö，

可見是整個系統上的變化。閩南的揭陽方言則有不同的表現，咸、深兩攝韻尾今

讀為雙唇鼻音-m，但山、臻兩攝已經讀為舌根鼻輔音-³，與宕、江、曾、梗、通

今讀的韻尾相同。閩北的建甌方言在陽聲韻與入聲韻上有非平行的演變，中古

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諸攝的鼻音韻尾已經合流為一套-³，但這

些韻攝的塞輔音韻尾都已經丟失，成為開尾韻。 

  第三、表中最複雜的是閩中方言永安的表現。永安方言的鼻輔音韻尾有兩

類，一類是雙唇鼻音-m，一類是舌根鼻音-³，分布上是以雙唇鼻音為主。再從中

古韻攝來觀察，咸、山、宕、江、梗、通諸韻攝都有讀為雙唇鼻音韻尾-m，而咸、

山、臻諸攝還可讀為舌根鼻音-³。就閩語方言韻尾的整體趨向而言，永安方言的

韻尾所經歷過的變化顯然與其他閩方言不同。根據張光宇（1996：160-161）的觀

察，除了原本收-m 尾的咸攝之外，永安方言中源於山、宕、江、梗、通諸韻攝

之所以有-m尾的產生，主要是以圓唇元音為條件，也就是條件音變（conditioned 

change）的結果。請比較下列方言：  

例字 中古韻攝 永安 泉州 

鹹/銜 咸 -ym -iam/-am 

搬炭山寒 山 -um -u~a 

張癢廠羊 宕 -¿m -i~u 

講 江 -iam -o³ 

橫 梗 -§m -~ui 

忠龍弓胸 通 -am -io³ 

對照永安與泉州方言，不難發現泉州方言的宕、江、梗、通諸攝的主要元音都是

圓唇的[-u]或[-o]。山攝則可能是合口介音起作用，使得韻尾變讀為-m。 

  上文對閩方言輔音韻尾的討論，主要是根據閩語系統的文讀音。同時，我們

在討論之前已經先參考了切韻提供的分類架構來觀察閩方言的韻尾表現。結果發

現，我們用以比較的兩個對象（漢語歷史文獻與現代閩方言）就輔音韻尾分類的

架構上來說，兩者是吻合的。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是，閩語系統中閩南方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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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讀音相當程度上保存了中古十六攝韻尾的三分架構；相形之下，對應於中古帶

有鼻輔音韻尾的這些韻攝的白讀音，大部份輔音韻尾都已弱化，並使得元音帶有

鼻化成份。中古陽聲韻輔音韻尾在閩方言中或弱化、或歸併的情況，造成閩語不

少韻攝的合併。那麼，如果不依賴切韻提供的架構而純粹從閩語方言內部的比較

著手，只根據同源詞的比較，我們是否能夠追溯出閩南方言白讀音的韻尾型態

呢？答案是肯定的。底下我們就根據閩方言的材料一一說明。 

目前所見閩南方言的白讀音既然主要都是鼻化元音，因此閩南方言內部的比

較便無法提供我們有效的韻尾分類訊息；要重建閩南方言的韻尾系統便得先從閩

東方言的比較入手。首先，我們根據幾個閩東方言的同源詞，嘗試追溯共同閩東

方言早期的韻尾形態。用來比較的閩東方言包括寧德、周寧、福州及福清四種，

其中語料全部採用陳章太、李如龍的《閩語研究》（1991）。請看以下各組同源詞

表： 

表 5-7 共同閩東方言的*-m / *-p 韻尾對應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櫼楔子 tsämÁ tsinÁ tsie³Á tsie³Á *-m 

味道淡 tsam£ tsän£ tsia³£ tsia³£ *-m 

深 ts¾imÁ ts¾inÁ ts¾i³Á ts¾i³Á *-m 

合 xap¥ xaÖ¥ xaÖ¥ haÖ¥ *-p 

疊 t¾ap¥ t¾eÖ¥ t¾aÖ¥ t¾aÖ¥ *-p 

立 lep¥ leÖ¥ liÖ¥ liÖ¥ *- p 

 

表 5-8：共同閩東方言的*-n / *-t 韻尾對應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天 t¾änÁ t¾inÁ t¾ie³Á t¾ie³Á *-n 

囝 kiän£ kän£ kia³£ kia³£ *-n 

懸高 känª känª käi³ª ke³ª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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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k¾uat¦ k¾u¿t¦ k¾uaÖ¦ k¾uaÖ¦ *-t 

舌 sät¥ (sik¥) sieÖ¥ sieÖ¥ *-t 

鐵 t¾it¦ t¾iÖ¦ t¾iäÖ¦ t¾ieÖ *-t 

 

表 5-9：共同閩東方言的*-³ / *-k韻尾對應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糖 t¾¿³ª t¾¿³ª t¾ou³ª to³ª *-³ 

驚 kia³Á kia³Á kia³Á kia³Á *-³ 

青 ts¾a³Á ts¾a³Á ts¾a³Á ts¾a³Á *-³ 

索繩子 s¿Ö¦ s¿Ö¦ s¿Ö¦ (so°) *-k 

箬葉子 (nšk¥) nyÖ¥ nuoÖ¥ nyoÖ¥ *-k 

尺 ts¾yÖ¦ ts¾yÖ¦ tsu¿Ö¦ ts¾yoÖ¦ *-k 

 

從上表 5-7～5-9 來看： 

表 5-7  寧德-m / -p：周寧-n / -Ö：福州-³ / -Ö：福清-³ / -Ö 

   表 5-8  寧德-n / -t：周寧-n / -t：福州-³ / -Ö：福清-³ / -Ö 

   表 5-9  寧德-³ / -Ö：周寧-³ / -Ö：福州-³ / -Ö：福清-³ / -Ö 

由這樣的對應關係來看，運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共同

閩東方言更早期輔音韻尾的「類」應該有三個，而不會是周寧的兩個或福州、福

清的一個。若要進一步構擬它們可能的早期形式，我們可以觀察被比較的諸方

言，看看誰的音讀表現最具有解釋力，把該方言的現象往上推。在上列閩東方言

同源詞表中，顯然寧德的-m/-p、-n/-t、-³/-k（對寧德的詳細討論詳下文）的分類

格局最能解釋其他姊妹方言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韻尾輔音表現

是*-m/*-p、*-n/*-t、*-³/*-k。 

  上文的討論是操作比較方法，從邏輯上得出了共同閩東方言韻尾輔音三分的

結果。有了這個構擬的系統，我們可以看出周寧、福州與福清等方言的韻尾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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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差異： 

 

共同閩東 周寧  共同閩東 福州、福清 

*-m/*-p  *-m/*-p 

*-n/*-t 

-n/-Ö 

 *-n/*-t 

*-³/*-k -³/-Ö  *-³/*-k 

 

-³/-Ö 

 

從共同閩東方言來看，周寧方言先進行了雙唇鼻音-m與舌尖鼻音-n的合併，而且

我們可以肯定合併的方向是*-m > -n。至於與-m、-n相應的*-p、*-t演變的速度更

快，已經與舌根鼻音讀為同一個-Ö。福州、福清在演變上是相同的走向，都是把

共同閩東方言的三套韻尾讀為同一套-³/-Ö。這裡要附帶說明一點，就邏輯推論而

言，我們可以認為，福州、福清先經歷過周寧這種類型（也就是由三向對立變為

二向對立），再演變到現在的合而為一類；但也可以認為原先的三向對立同時消

失，直接變為現在的一類。 

另外，比較幾種不同時間記錄的寧德方言語料，可以看出寧德方言輔音韻尾

的音韻演變過程。底下列出四種不同的寧德方言語料出處： 

寧德 1991《閩語研究》，陳章太、李如龍，語文出版社 

寧德 1995《寧德市志‧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書局 

寧德 1999〈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沙平，《方言》4，頁 282-295 

寧德 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林寒生，雲南大學出版社 

這四份材料裡寧德方言韻尾輔音的類如下： 

 寧德 1991 寧德 1995 寧德 1999 寧德 2002 

總韻母數 80 個 78 個 69 個 75 個 

韻尾輔音類型 -m、-n、-³ 

-p、-t、-k、-Ö 

-m、(-n)7、-³ 

-p、-k、-Ö 

-m、-³ 

-p、-k 

-m、-³ 

-p、-k、-Ö 

                                                 

7
 根據《寧德市志》，收舌尖鼻音韻尾的只有-¿n一個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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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輔音韻尾的

韻母數 

63 個 50 個 41 個 47 個 

從上表來看，在 1990年初到 2000 之間所發表的材料，寧德方言的韻尾數目非

常不一致，有多達 7類（1991），有少至 4類（1999）。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韻尾輔

音類型越少的，總韻母數也越少，這個情況顯示輔音韻尾的多寡決定了韻母數的

總數。問題在於，同一個方言在好幾份紀錄中，帶輔音韻尾的韻母可以相差 22

個，這麼大的韻母數及韻尾輔音的差異究竟說明甚麼呢？我們可以根據寧德 1995

的相關說明來理解： 

  寧德話在閩東方言中是較有特色的。50 年代，它還完整地保留了中古陽聲

韻-m、-n、-³和入聲韻尾-p、-t、-k，這在閩東方言所屬的各縣城關話中是絕無

僅有的。從 50 年代到現在，寧德話又處於急劇變化之中，這主要表現在語音系

統的變化。三十多年來，上述寧德話的陽聲韻、入聲韻的三套韻尾從混亂趨於歸

併，韻尾-m、-n併入-³，韻尾-p、-t併入-k。目前，這種歸併在年輕人口語中已

經完成。寧德人中三個層次的人口音還不完全一致。60 多歲到 70 歲以上的寧德

人中，只有極少數人陽聲韻、入聲韻的三套韻尾能分清楚。這一層次的絕大多數

人口音中保留了-m、-³和-p、-k尾，-n 已經混入-³，-t尾已經混入-k，而原來

讀-k 尾的一些字白讀音變成-Ö尾。五六十歲的寧德人口音中，陽聲韻、入聲韻三

套收尾處於混亂狀態，他們當中有一些人-m、-p 尾保留得多些，有些人則保留

得較少，同一個人，某些詞語保留了-m、-p尾，另一些詞語的-m、-p 尾則又分

別混入-³、-k尾。同一個人說同一語詞，前會兒說是-m或-p 尾，後會兒說時又

變成-³或-k尾；這一層次的人-n 尾已混入-³尾，-t 尾亦混入-k 尾，有的人入聲

韻-Ö、-k尾尚有區別，不少人入聲只剩下一個-k尾，-k、-Ö亦無法區分了。四十

歲以下的人寧德人口音中，陽聲韻尾-m、-n尾已混入-³，入聲韻尾的-p、-t尾已

混入-k尾。他們的口音中也沒有-Ö、-k的區別了。這一層次的寧德人，陽聲韻、

入聲韻已基本并成一套了。 

除了寧德 1995 之外，寧德 2002 也有類似的說明，茲不具引。由此可知，推

想寧德方言早期的韻尾型態應該是如寧德 1991 的分類（也就是七類或扣除-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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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六類）。我們可以根據上述語言變遷的記錄，把這五十年來寧德方言經歷過

的韻尾輔音變化列出來： 

 

共同閩東 寧德早期 寧德中期 寧德晚期 

*-m/*-p -m/-p -m/-p -³/-k 

*-n/*-t -n/-t -³/-k -³/-k 

*-³/*-k -³/-k -³/-k -³/-k 

 

比較周寧方言，寧德所進行的輔音韻尾合併方式又有不同。寧德的變化是將前一

階段的*-n/*-t讀為-³/-k這一類，-m/-p則是最後才加入的。 

從上文對閩東方言韻尾類型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 

第一、根據歷史比較法來推測，共同閩東方言輔音韻尾原先具有三分的架

構，而現代其他閩東次方言如周寧、福州、福清等都各自經歷了輔音韻尾省併的

過程，近五十年以來的寧德則是正在進行輔音韻尾的省併。 

第二、就輔音韻尾的省併而言，由共同閩東方言演變到各閩東次方言，其具

體省併的過程也存在類型上的差異。周寧方言是*-m > -n，而*-n > -n；寧德方言

是*-n > -³，而*-m > -m（參考上表寧德中期），這是兩種不同的演變方向。至於

已經把三套輔音韻尾合併為一套-³/-k的福州、福清，除非我們能有類似寧德方言

的前後不同時間階段的文獻來參照，否則我們無從推論究竟它們是經由那一種演

變途徑合併而來。反過來說，以福州話為例，根據陳澤平（1998）對早期福州方

言韻書《戚林八音》的研究，17 世紀末的福州方言，其韻尾輔音也只有一套

*-³/*-k。換句話說，就閩東方言內部各次方言而言，韻尾省併這一變化也有或遲

或速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已經透過歷史比較法建構出共同閩東方言的韻尾輔音類型，它們分別是

*-m/*-p、*-n/*-t、*-³/*-k，就分類上來說與中古十六攝的系統相當一致。現在透

過閩東、閩南同源詞的比較來觀察閩南方言白讀音輔音韻尾的表現。請看以下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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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共同閩東方言*-m/*-p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深 ts¾imÁ ts¾imÁ ts¾imÁ *-m *-m 

櫼楔子 ts¾~”Á ts~”Á ts~”Á *-m *-m 

味道淡 tsi~a£ tsi~a£ tsi~a£ *-m *-m 

立 lip¥ lip¥ lip¥ *- p *- p 

合 hap¥ hap¥ hap¥ *-p *-p 

疊 t¾aÖ¥ t¾aÖ¥ t¾aÖ¥ *-p *-p 

 

表 5-11：共同閩東方言*-n/*-t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懸高 k~uiª kuanª k~uiª *-n *-n 

天 t¾~”Á t¾~”Á t¾~”Á *-n *-n 

囝 k~a£ ki~a£ ki~a£ *-n *-n 

闊 k¾uaÖ¦ k¾uaÖ¦ k¾uaÖ¦ *-t *-t 

舌 tsiÖ¥ tsiÖ¥ tsiÖ¥ *-t *-t 

鐵 t¾iÖ¦ t¾iÖ¦ t¾iÖ¦ *-t *-t 

 

表 5-12：共同閩東方言*-³/*-k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糖 t¾³ª t¾³ª t¾³ª *-³ *-³ 

青 ts¾~”Á ts¾~eÁ ts¾~eÁ *-³ *-³ 

驚 ki~aÁ ki~aÁ ki~aÁ *-³ *-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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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繩子 soÖ¦ soÖ¦ soÖ¦ *-k *-k 

箬葉子 hioÖ¥ hioÖ¥ hioÖ¥ *-k *-k 

尺 ts¾ioÖ¦ ts¾ioÖ¦ tsioÖ¦ *-k *-k 

 

從上表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只比較閩南的三個次方言，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囝、驚三個詞的韻

尾輔音在更早的時期是否有區別；同樣的，我們也無法給櫼、天、青擬測不同的

韻尾輔音。至於入聲韻，除了兩個-p 尾的詞之外，我們也看不出疊、闊、舌、鐵、

索、箬、尺這些同源詞韻尾輔音可能的區別。 

第二、有了共同閩東方言這一參考架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還原出閩南方言

這些鼻化韻及喉塞韻尾更早期的韻尾型態應該也是*-m/*-p、*-n/*-t、*-³/*-k三分

的格局。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就閩南方言的白讀音而言，當共同閩南方言從

共同閩方言分化出來之後，*-m/*-p、*-n/*-t、*-³/*-k便開始弱化，並進而影響主

要元音，使之帶有鼻化成份。 

5.1.3 小結 

以上兩節中，我們分別針對吳語方言及閩語方言的輔音韻尾做了比較深入的

觀察與比較，我們得到幾個重要的認識： 

第一、現代吳語方言中韻尾輔音的弱化及省併，與韻母（特別是主要元音的

性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從各吳語方言共時音韻系統上可以得到相當明

確的證據。而從歷史發展來看，如果我們嚴格操作比較方法，可以給吳語方言分

出四個不同的類。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要給更早的吳語構擬四套不同的韻尾

輔音。最主要的原因是，吳語方言單一音節之內各成份的互動相當頻繁，討論韻

尾輔音的種種演變必須要兼及主要元音甚至介音等成份，才能確切掌握吳語方言

輔音韻尾演變的趨勢。其次，就發生學上來說，吳語是漢語方言的一支，它與現

代方言乃至於中古漢語都有同源關係。運用其他方言及中古漢語做為類型學上的

參照系統，可以幫助我們排除若干不合理的假設，也不致於使吳語自外於漢語方

言整體所顯示出來的韻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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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閩語方言有豐富的文白異讀表現，就閩南方言來說，文讀音系統的輔

音韻尾表現與中古十六攝的分類相當一致。至於白讀音，我們以嚴格的比較方

法，先從閩東方言內部比較入手找出共同閩東方言的韻尾分類，進一步以此為基

礎，把閩南次方言的白讀音系統納入其中，結論是：共同閩方言具有*-m/*-p、

*-n/*-t、*-³/*-k三類韻尾。 

5.2 蟹、效、咸、山一二等的區別 

  從中古《切韻》的格局來看，蟹、效、咸、山四攝是四等俱全的攝。從現代

方言來看，一二等的區别在北方方言大多已經消失，至於南方方言則或多或少保

有一二等的差異。本節主要討論吳方言蟹、效、咸、山四攝一二等的表現，並嘗

試透過吳閩方言比較，來分析閩語效攝內部的層次問題。 

5.2.1 吳語蟹、效、咸、山一二等的分別 

  觀察現代吳語蟹、效、咸、山四攝一二等的表現，從地理上可以明顯看出北

部吳語與南部吳語的分別。底下分別列出四個吳語方言蟹、效、咸、山四攝一、

二等的讀音： 

表 5-13：吳語蟹、效、咸、山四攝一、二等的讀音 

 蘇州 嘉定 溫州 常山 

菜 ts¾÷° ts¾÷£ ts¾e° ts¾ä° / tû¾i° 蟹攝 

一等 改 k÷£ k÷£ ke£ ke£ 

釵 ts¾oÁ ts¾ËÁ ts¾aÁ ts¾äÁ 蟹攝

二等 街 k‹Á kËÁ kaÁ käÁ 

報 p‡° p¿£ p�° pí·° 效攝

一等 高 k‡Á k¿Á k�Á kí·Á 

飽 p‡£ p¿£ pu¿£ p¿£ 效攝

二等 交 k‡Á k¿Á ku¿Á k¿Á 

潭 dšª di”ª dšª d~u¯ª 咸攝

一等 暗 š° ié° š°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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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 s÷Á s÷Á saÁ s~aÁ 咸攝

二等 鹹 À÷ª À÷ª Àaª À~aª 

傘 s÷Á sš£ saÁ s~o£ 山攝

一等 肝 kš kšÁ kyÁ k~oÁ 

山 s÷Á s÷Á saÁ s~aÁ 山攝

二等 間 k÷Á k÷Á kaÁ k~aÁ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就整個吳語方言來看，蟹、效、咸、山四攝中效攝一二等是最容易合

流的一攝，上表四個方言中的蘇州、嘉定已經無法區分效攝一二等，溫州、常山

則仍然保持區別。一二等合流速度僅次於效攝的是山攝，蘇州、溫州的山攝開口

一等非見系已經與開口二等混讀。儘管吳語內部有上述這些合流的現象，但透過

方言比較，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更早期的吳語可以完全區分蟹、效、咸、山四攝

的一、二等。 

  第二、從整個吳語方言來看，一等與二等的區別，主要是元音性質的不同。

一等的元音舌位較高，二等的元音舌位較低。吳語一二等的元音對比跟《切韻》

的一二等韻母構擬有相當大的差異。比較高本漢的中古音構擬，蟹、效、咸、山

四攝都是以[-a]為主要元音，它們的表現是： 

 蟹 效、 咸 山 

一等*-Œ *-ÜÈai、*-Èai *-Èau *-Èam、*-ÜÈam *-Èan 

二等*-a *-Çai、*-ai *-au *-am、*-Çam *-an、*-Çan 

在中古音的架構下，一等是位置偏後的[-Èa]，二等是位置偏前的[-a]或[-Ça]。8這一

個架構的建立，主要是以官話系統為考慮，因為二等元音偏前，容易在見系字後

產生新的介音-i-，進一步就造成見系二等的顎化（董同龢 1993：160）。而從比

                                                 

8
 上表中同一個等第而有兩類擬音的，表現的是中古重韻的不同。例如：蟹攝一等有咍、泰兩類，二等有皆、夬兩類。咸攝一等有覃、談兩類，二等有銜、咸兩類。山攝二等有山、刪兩類。從李方桂修改高本漢（1980[=1971]：8-9）的構擬，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李方桂賦予同一個等第同樣的元音，重韻則用下標的「‧」來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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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吳語的角度來看，蟹、效、咸、山的一二等的對立未必要以中古音架構做為起

點，我們可以根據吳語方言內部的比較，構擬下列的一二等對比： 

 蟹 效、 咸 山 

一等*-ú/-o *-úi *-úu *-om *-on 

二等*-a *-Œi *-Œu *-Œm *-Œn 

在我們的構擬中，一二等的對立也是元音的對立，但蟹、效一二等的區別是[-ú：

-Œ]的對立，咸、山攝一二等是[-o：-Œ]。 

根據上面兩種構擬，如果要再向上建立它們之間的共同來源，我們會選擇以

[-Œ：-a]的對比為早期的形式，因為它可以簡單地解釋早期吳語的系統。從早期

吳語的情況看來，我們可以認為原本靠後的[-Œ]受到前高元音韻尾[-i]、[-u]的影

響，前化、高化為央元音[-ú]。而在鼻音韻尾之後的[-Œ]則是直接高化為[-o]。 

5.2.2 閩語效攝的層次問題 

  一般而言，中古蟹、效、咸、山四攝中，閩語只能區分效攝一二等，其他三

攝都有混同的狀況。我們本節想討論的問題在於，閩語方言效攝一二等的區別是

怎麼樣的表現？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先列出目前幾位學者的討論，再提出我們的

看法。 

首先，李如龍（參閱陳章太、李如龍，1991：74）曾經指出閩語效攝一二等

的區別。以閩南廈門方言為例： 

   保效開一豪─飽效開二肴：po£─pa£ 

   糕效開一豪─交效開二肴：koÁ─kauÁ 

   告效開一豪─教效開二肴：ko°─ka° 

   號效開一豪─效效開二肴：ho¤─hau¤ 

根據上面的對立情況，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廈門的效攝一二等有別應該有兩類對

比的音讀，一類是[-o：-au]，另一類是[-o：-a]。閩南話這兩類來自不同時間語言

層的疊積，而且這兩個語言層都能區分效攝一二等。 

另外，根據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127-128）的研究，廈門方言效攝一、

二等字有以下的文白異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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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方言 

 效攝開口一等豪韻 效攝開口二等肴韻 

文讀 o au 

白讀 au a a iau 

例字 老、號 早 罩、教 抄、攪 

針對上表，周長楫等（1998：128）有若干說明： 

  (1)效攝一等豪韻白讀[-au]保留《切韻》的讀法，比文讀[-o]要早，[-a]是[-au]

脫落韻尾所致，也比[-o]時間早。 

  (2)效攝二等肴韻白讀音[-a]，是[-au]脫落韻尾所致，在時間上比文讀音[-au]

晚。白讀音[iau]出現更晚。9 
這裡有若干語音變化次序上的問題需要再斟酌。首先，何以同為白話音[-au]，有

的脫落韻尾的時間比文讀音早（例如一等豪韻），有的則比文讀音晚（例如二等

肴韻）？其次，如果效攝二等肴韻讀[-a]，是[-au]脫落韻尾所致，根據歷史比較

法的基本原則，相同的條件應該有相同的演變，我們可以合理預測所有的[-au]

都應該脫落韻尾，但廈門的表現卻是有的脫落，有的卻不脫落，顯示這個解釋不

夠完全。 

把以上的兩位學者的分析加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1)效攝一二等[-o：-au]的對立相當明顯，我們不妨根據周長楫的分析認為這

是文讀層的語音現象。 

(2)除了上述文讀層的對立之外，兩位學者對效攝一二等另一個層次的讀音則

有相當大的差異。根據上文，如果贊成李如龍的分析，我們就得認為[o]是個文白

讀同形的韻母10；如果認為周長楫等的分析有理，那麼是不是廈門話效攝一二等

的區別是介音有無的區別[-au：-iau]？周長楫等在書中沒有說明廈門話效攝一二

                                                 

9 由於效攝一、二等同時有[-a]韻母出現，因此這裡我們無法從[-a]韻母判斷究竟來自豪韻或肴韻。也就是說，根據周長楫的分析，他可能認為[-a]韻母表現的是一個效攝一二等不分的白讀層次。事實上這個分析也許還有別的解釋，討論見下。 
10

 事實上，李如龍的分析似乎沒有照顧到效攝一等在閩南話讀為[-au]的那批字，而且根據周長楫的看法，這批讀為[-au]的字都是白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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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分別，也許他們認為效攝一二等現象相當複雜，無法一概而論。 

現在我們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來說明效攝一二等的層次對應問

題。首先我們同樣也以廈門方言為例，列出效攝一等字的音讀情況11： 

效開一對應Ⅰ 老來母字 掃心母字 薅曉母字 

廈門 lau¤ sau£ k¾auÁ 

效開一對應Ⅱ 抱並母字 臊心母字 蠔匣母字 

廈門 p¾o¤ ts¾oÁ oª 

根據上表，效攝一等開口字在廈門的白讀層有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讀為[au]，

一套是讀為[o]。我們該如何推測他們孰先孰後呢？我們認為[au]比較早，而[o]

比較晚。理由是： 

第一、根據我們第四章對吳閩方言同源詞的分析，對應於中古匣母字而閩語

今音讀為š的，是來自六朝江東方言的痕跡。上表中蠔字的聲母是匣母字，因此

我們推測[-o]韻母也是來自六朝時期。12 
第二、相對來看，就閩方言內部而言，中古曉母字讀為送氣舌根塞音k¾-是

個相對早期的音韻特徵，且罕見於其他漢語方言。上表中的「薅」正是曉母字讀

送氣舌根塞音k¾-（同溪母）的例字，因此我們可以推想[-au]是個相對早期的音韻

層次。 

  從音韻層次的對應關係上來看，我們推測廈門話效攝白讀層的[o]，是來自六

朝時期江東方言。比較上一節我們給吳語效攝一等構擬的音值，我們認為閩語效

攝一等曾經經歷過以下的變化： 

   *úu  >  o 

  接著我們列出廈門方言效攝二等字來觀察： 

                                                 

11
 從整個廈門話與中古效攝的對應關係來看，效攝一等豪韻讀為[-a]的例字相當少，常用的字只有早[tsa£]這個字。但是這個字在某些環境下可以讀[tsai£]，例如tsai£ k¾i£（「早起」，意為早晨）。這似乎暗示「早」在更早之前有個元音性的韻尾（可能是*tsau£或tsai£），之後這個韻尾脫落了，但就效攝一等而言，這只是零星的、個別的現象。 

12
 根據 Douglas（1899：7）的記錄，廈門有auª，to call out loud, as hawkers or pedlars, &c.本字應該是嚎（效攝開口一等匣母字）。依照我們第四章（4.3）的分析，匣母字在閩語今讀為零聲母的，應當是六朝層次的表現。面對這個現象，我們目前還提不出合理的解釋，只好暫時當成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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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開二對應Ⅰ 飽幫母字 吵初母字 骹溪母字 
廈門 pa£ ts¾a£ k¾aÁ 

效開二對應Ⅱ 鬧泥母字 抄初母字 爪莊母字 
廈門 nau¤ ts¾iauÁ liau£ 

上表列的都是閩語二等肴韻的白讀音，其中效開二對應Ⅱ中有au～iau的變體，

我們目前猜想可能是受莊系聲母所造成條件分化的結果，但由於這些顯然都是白

讀音，目前我們還是認為這是文讀傳入以前，早期閩南話本有的讀音。13不過這

裡的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效開二的兩個白讀層誰該跟誰搭配？從詞彙上看，閩

南話腳說「骹」是個相當顯著的方言特徵，從文獻上說，這個字最早出現在《周

禮》。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骹[k¾aÁ]這是閩語效攝層次中最早期的音讀，如此我們可

以列出廈門話白讀三個層次的對立： 

六朝之前 六朝江東方言 晚唐之後 

白讀 白讀 文讀 

效開一 效開二 效開一 效開二 效開一 效開二 

對應Ⅰ 對應Ⅰ 對應Ⅱ 對應Ⅱ 對應Ⅱ 對應Ⅱ 

-au -a -o -au -o -au 

 

從上表來看，我們認為： 

(1)李如龍提到的效攝一、二等有[-o：-au]對立的看法是正確的。本節我們根

據音韻對應關係，進一步指出這一套對立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六朝江東方言；一

是晚期傳入的文讀音。 

(2)根據本節的層次分析，我們認為閩語效攝開口一二等存在一個比上述兩個

層次還早的一個語言層，這一層次也有一二等的對立，其型態是[-au：-a]。 

                                                 

13
 爪字的聲母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何以中古莊母字在廈門今讀同來母l-，比較漳州爪字讀[dziau£]，廈門讀[liau£]。事實上，漳州、廈門還有好幾個字有類似的對應，例如：「遮」在漳州讀[dziaÁ]，廈門讀[liaÁ]；「字」在漳州讀[dzi¤]，廈門讀[li¤]。目前我們傾向於將之視為閩南方言內部後起的條件分化，主要的音韻條件是前高元音，將之寫成規律如下：*ts- > dz- / _ i。至於

dz-讀為l-則是閩南話泉州方言、廈門方言中相當普遍的「日歸柳」聲母歸併現象，這一變化運作的時間則更在上述規律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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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分別 

  金有景（1982）指出，現代漢語方言中能夠區分中古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

至少有兩個區域，一個是吳語區（主要是浙南吳語），一個是閩語區。本節列出

中古咸、山兩攝三四等韻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並嘗試建立吳閩方言中山攝三四

等仙三先四語言層的對應關係。 

5.3.1 吳語方言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區別 

  從整體吳語方言來看，咸山兩攝三四等的區別，主要保留在浙南吳語（金有

景 1982），北部吳語基本上都不能區別。例如： 

表 5-14：北部吳語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今讀 

北部吳語 上海 蘇州 嘉定 寧波 

咸三 -i -i” -ie -~” 

咸四 -i -i” -ie -~” 

山三 -i -i” -ie -~” 

山四 -i -i” -ie -~” 

另一方面，根據金有景（1982）的報導，浙江南部的吳語方言保存中古切韻系統

的咸、山兩攝三四等的分別，同時還可分為底下幾個類型： 

表 5-15：浙南吳語區分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類型（東區） 

東區 義烏型(a/b) 湯溪型 桐廬型 建德型 

咸三 -ie -ie -ie -ie -ie 

咸四 -iä -ia -i~a -ia -iä 

山三 -ie -ie -ie -ie -ie 

山四 -iä -ia -ia -ia -iä 

表 5-16：浙南吳語區分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類型（南區） 

南區 青田型 溫州型 洞頭型 平陽型（1/2） 

咸三 -iä -i -i~ä / i~é -ie -~é 

咸四 -iŒ -iä / -a -i~é / i~a -yš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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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三 -iä -i -i~ä / i~é -ie ~é 

山四 -iŒ -iä / -a -i~é / ~ai -yš ai 

從上表來看，吳語內部咸山兩攝的對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都有-i-介音，而元音

有高低之別，一般而言都是三等較高四等較低。另一類是有無-i-介音之別，例如

平陽的第 2 型。 

就整個吳語方言來看，咸山攝三四等有別或無別都是現代吳語內部的表現，

我們便可以追問：假使比較這兩種韻母形式，更早期的吳語應該屬於那一種形

式？是合流的還是有別的？倘若嚴格地運用比較方法，我們只能推測早期的吳語

是有別的，而從這個早期的吳語向下看，現代的北部吳語內部進行了合流，現代

的南部吳語則保留原先有區別的格局。換句話說，北部吳語咸山兩攝合流，其實

表現的是吳語內部的某一類方言進行的變化。另外，咸山兩攝三四等有別在浙南

吳語還有兩種不同的音讀表現，也就是上文提的的兩個類型。這兩種類型究竟是

甚麼關係？我們得透過閩語方言來解釋，底下先觀察閩語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

區別。 

5.3.2 閩語方言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區別 

我們（吳瑞文 2002）曾經仔細地分析過閩方言的四等韻的層次，基本上閩語

咸四添韻與山四先韻都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底下列出我們討論的結果（擬音

是我們加入的，未加*號的讀音是廈門話的讀音）： 

添 先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am *iŒm *iam *an *iŒn *ian 

~ai ~” iam i³ ~” ian 

店 添 點 先 天 蓮 

至於閩語的咸山兩攝三等韻，楊秀芳（1982：478、444）曾經針對閩南語這兩韻

的文白層次有詳細分析，底下我們列出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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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 仙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iam *iam *iam *ian *ian *ian 

i~a iam iam ~é i~a ian  味淡 儉 廉 箭 件 仙 

根據上表，我們認為閩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韻的對立包括： 

A. 層次Ⅰ的區別是介音的有無，三等有-i-介音，四等沒有。這個層次代表的

是秦漢時期的層次。 

B. 層次Ⅱ的區別是主要元音的高低，三等主要元音較高，四等較低。這個

層次的來源是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 

C. 層次Ⅲ屬於文讀層，這是咸、山兩攝三四等沒有分別的晚期層次 

這裡要對閩語四等韻的層次Ⅰ的讀音[-i³]加以補充說明。請先比較下列幾個閩南

話的先韻字： 

 前 千 先 肩 

泉州 ts~uiª ts¾~uiÁ s~uiÁ k~uiÁ 

漳州 tsi³ª ts¾i³Á si³Á ki³Á 

廈門 tsi³ª ts¾i³Á si³Á ki³Á 

根據上表，這些先韻四等字在這些閩南方言中有相當嚴整的音韻對應。現在我們

的問題是，究竟是鼻化韻的形式較早呢？還是帶有舌根鼻音韻尾的-i³較早？現在

我們認為是鼻化韻的形式比較早。理由是，上述三個閩南方言本身都有-i³韻母，

例如： 

 冰 眾 松 弓 前 千 先 肩 

泉州 pi³Á tsi³° tsi³ª ki³Á ts~uiª ts¾~uiÁ s~uiÁ k~uiÁ 

漳州 pi³Á tsi³° tsi³ª ki³Á tsi³ª ts¾i³Á si³Á ki³Á 

廈門 pi³Á tsi³° tsi³ª ki³Á tsi³ª ts¾i³Á si³Á ki³Á 

從上表來看，根據比較方法，我們必須推論現在漳州、廈門的-i³韻母其實更早之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144 

前的兩個不同的類合併的結果，其中一類相當於泉、漳、廈都有的-i³韻母，另一

類相當於泉州的-~ui。相反地，如果我們認為更早之前只有一個類（-i³韻母），那

麼我們就不能解釋何以泉州方言在相同的條件下，或讀為-i³或讀為-~ui。 

以上我們分別探討了吳閩方言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接著從歷史比較的

觀點，嘗試說明吳閩方言山攝三四等有別的層次對應關係。14在我們討論四等韻

（2002：158）的文章中，已經初步建立了吳閩方言中相當於江東方言層的仙三

先四對應關係： 

 先四 仙三 

吳語（慶元） i~Œ i~ä 

閩語（廈門） ~” i~a 

古江東方言層 *iŒn *ian 

也就是說，山攝三四等韻都有-i-介音的，是江東方言的表現；相對的，沒有-i-介

音的是秦漢層次的痕跡，閩南方言有完整的不同時間層次的對立： 

分合 時間層次 先四 仙三 
廈門三四等有別 秦漢 i³(<~ai) ~” 

廈門三四等有別 六朝 ~” i~a 

廈門三四等合流 晚唐 ian ian 

從閩語這三個層次來觀察上一節中吳語咸攝三四等的表現，我們認為上表中的所

謂「平陽 2型」[~”：ai]的對立，其實與閩語頗為一致，其性質與我們在第四章討

論聲母時發現的吳語「端知不分」、「幫非不分」、「匣母讀為g-」相同，都是早期

閩語底層的透顯。 

5.4 吳閩方言幾個重韻的區別 

  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有所謂「重韻」。所謂「重韻」，是指同攝同一等

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的類。整體而言，中古韻母中的重韻包括： 

  一等 東─冬、咍─泰、灰─泰、覃─談 

                                                 

14
 關於吳閩方言山攝三四等的問題，張光宇（1993）從吳閩方言地理分佈的角度上曾經有過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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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 皆─佳─夬、刪─山、庚─耕 

  三等 東─鍾、支─脂─之─微、祭─廢、真─欣、先─元、庚─清、 

尤─幽、鹽─嚴 

四等韻則沒有重韻的分別。上述這些「重韻」的分別，有幾項不僅僅是保留在《切

韻》的分韻上，即便在《切韻》時代相近的其他歷史文獻上亦可一一稽考。例如： 

 切韻 顏氏家訓 原本玉篇 六朝詩人韻類 

咍與咍與咍與咍與泰泰泰泰（（（（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 ― � � 

覃與談覃與談覃與談覃與談（（（（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 ― � � 

魚與虞魚與虞魚與虞魚與虞（（（（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 � � � 

支與脂之支與脂之支與脂之支與脂之（（（（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 � � � 

根據周祖謨（1966：473）的研究，「它（《切韻》）的音系不是單純以某一地行用

的方言為準，而是根據南方士大夫如顏、蕭等人所承用的雅言、書音，折衷南北

的同異而定的。」換句話說，《切韻》中的重韻韻類是當時南方雅言系統的實錄。

依循這樣的思路，丁邦新（1995）因而指出《切韻音系》應分別擬構為北方鄴下

音系與南方金陵音系。 

從吳閩方言來看，這些重韻中，大部分二等重韻在吳閩方言中幾乎都已無法

分別。但是若干一等與三等重韻仍可以在吳閩方言中看到分別的痕跡。例如，早

期董同龢（1960：1041）根據四個閩南方言的比較，指出閩南方言可以區分若干

《切韻》中有分別的韻。它們包括： 

      魚─虞（三等） 咍─泰（一等） 支─脂之（三等） 

另外，張琨（1987）觀察吳語方言的現象，指出吳語有魚韻與虞韻的分別，覃韻

與談韻在非牙喉音之後也有分別。近來，梅祖麟（2001）也指出浙南吳語中保存

完整的魚與虞及支與脂之的對立，並指出這是六朝時期南方江東方言異於北方鄴

下方言的韻母特徵。 

本節即擬以上表中四個重韻為討論的重點，以現有豐富的吳閩方言材料為依

據，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及層次分析來觀察吳閩方言中這四類重韻的分合

情況。層次分析的重點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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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一方言內部的音韻對立關係（例如文白異讀、一字多音） 

2.跨方言比較所呈顯出的音韻規則對應關係 

整體來說，以上兩者都必須要以嚴整的音韻規則對應為基礎。關於單一方言內部

不同語言層次的判斷方式有以下數端： 

  1.文白異讀：單一方言內部若具有文白異讀，那麼文讀與白讀必然是兩個不

同的層次。 

2.以中古韻目分類為參照，同一中古來源而具有不同的音韻規則對應，就是

不同的層次。此即為一字多音。15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在分析出不同語言層次之後，吾人應該如何判斷這些

語言層次的年代？給語言層次斷代的工作基本上有賴於我們對漢語歷史音韻及

文獻詞匯的知識。本節也將以這幾組重韻為例，對層次分析乃至於層次斷代的工

作提出一些可能的操作方式。 

5.4.1 一等覃談 

  王洪君（1999）對整個漢語方言的覃韻與談韻有相當全面的觀察，她文章的

結論指出，就韻類分合的角度觀察漢語方言開口一等重韻的反映形式，可以將漢

語方言區分為五大類型。現在我們摘取其中覃談的部分，列表如下16： 

表 5-17：現代漢語方言中覃談二韻的關係 

 代表方言 覃談二韻的關係 

一型一型一型一型 閩語閩語閩語閩語 覃見系非見系≠談見系非見系 

二型二型二型二型 吳語吳語吳語吳語 覃＝談見系≠談非見系 

三型三型三型三型 粵方言粵方言粵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湘方言湘方言湘方言 覃談見系≠談覃非見系 

四型四型四型四型 核心晉語核心晉語核心晉語核心晉語 白讀：覃談見系≠覃談非見系 

文讀：覃談見系＝覃談非見系 

                                                 

15
 關於判斷不同語言層次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考何大安（2000）。 

16
 這裡引用的表格根據王文頁 73 的表加以增刪。刪去的部份有二：1.咍泰皆佳的類型；2.咸銜的類型。理由是這些不是我們本節要討論的主題；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刪去這些，覃談的類型仍然可以清楚劃分。增加的部分是補入代表各類型的方言，以清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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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型五型五型五型 北方方言北方方言北方方言北方方言 覃見系/非見系＝談見系/非見系 

王文發表之後，秋谷裕幸（1999）也提出〈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裡的覃

談二韻〉一文，指出吳語處衢方言與甌江方言中，覃韻端系與談韻端系韻母有別。

筆者（2004）〈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在這兩位的基礎之上，對除閩語之外的漢

語方言覃談二韻作了比較全面的觀察。拙作運用比較方法來觀察覃談二韻在各方

言結構類型上的差異，結論認為，若就覃談分混而言，吳語、贛語、湘語屬於覃

談有別的方言，粵語、客語、官話（包括所謂晉語的官話山西方言）則屬於覃談

無別的方言。 

最近王洪君（2004）在〈也談古吳方言覃談寒桓四韻的關係〉一文的註 2 提

到： 

   從白讀層看，閩南方言也有覃談韻母的對立。如廈門方言談韻白讀音為~a 

韻（”擔膽談淡藍籃欖三柑敢橄”），而覃韻則與談韻的文讀一樣am韻， 

無~a韻白讀（有一個”含”字例外）。音值（覃am：談Ÿa）雖與吳語常見的 

（覃白en：談an）相差甚遠，但白讀韻母有覃談的分立關係，卻是閩語與 

吳方言相同，因此同屬一個層次。不同是後起的：1.在後起的覃談不分層 

次上，閩語是談新引進了音同覃的文讀am，而吳語是覃新引進了音同談 

的文讀an。2.閩語覃談白讀的對立不僅在舌齒音保留，也在牙喉音保留。 

王洪君觀察閩南方言所得的結論，基本上沒有問題。而本節我們將觀察一等覃談

在整個吳閩方言中的表現，同時利用同源詞比較來建立吳閩方言的層次對應關

係。 

5.4.1.1 吳語一等覃談的分別 

  根據王洪君的歸納，吳語一等覃談重韻的典型分別是「覃＝談見系≠談非見系」，請先看底下這張比較表： 

表 5-18：吳語方言一等覃談重韻的分別 

 蘇州 嘉定 溫州 常山 慶元 金華 玉山 

潭覃 dšª diéª dšª d~u¯ª t~aª díª d~‡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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磡覃 k¾š£ kié°感 k¾š° k~u¯° k¾~a° k¾í° k¾~‡° 

膽談 t÷£ t÷° ta° t~a£ Öd~Œ£ tŒ£ t~a£ 

甘談 kšÁ kiéÁ kyÁ k~u¯Á k~aÁ kíÁ k~‡Á 

根據上表，吳語覃韻與談韻在非見系之前保留對比，見系除了溫州還有[-y：-š]

的對比之外，其他吳語在見系之前無法分辨覃與談。 

5.4.1.2 閩語一等覃談的分別 

  閩語方言內部一等覃談是否有別，在各方言之間並不一致，先來觀察閩方言

一等覃談的表現： 

表 5-19：閩語方言一等覃談重韻的分別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永安 建甌 

潭覃 t¾amª t¾a³ª t¾amª t¾amª t¾amª t¾~oª t¾ai³° 

簪覃 tsamÁ tsa³Á tsamÁ tsamÁ tsamÁ  ts¿³Á 

蠶覃 ts¾amª ts¾a³ª ts¾amª ts¾amª ts¾amª (ts¾¿mª) ts¾a³° 

感覃 kam£ ka³£ kam£ kam£ kam£ k~o£ k¿³£ 

膽談 tam£ ta³£ t~a£ t~a£ t~a£ t~o£ ta³£ 

三談 samÁ sa³Á s~aÁ s~aÁ s~aÁ s~oÁ sa³Á 

甘談 kamÁ ka³Á kamÁ kamÁ kamÁ k~oÁ k¿³Á 

敢談 kamÁ ka³Á k~a£ k~a£ k~a£ (k¿m£) k¿³£ 

根據上表，閩東的寧德、福清，閩中的覃談二韻，不論是在非見系或見系都無法

區分覃談兩韻。閩南的泉州、漳州則在非見系前可以區分覃韻與談韻，就類型上

來說，與上述吳語是吻合的：「覃＝談見系≠談非見系」，應該與吳語是同一層次。

比較複雜的是永安與建甌，底下分別說明： 

永安的覃韻非見系字蠶讀 ts¾¿mª，談韻的見系字敢讀 k¿m£。除此之外，覃

談兩韻字基本上都讀為[-~o]。根據目前的線索看不出覃談二韻在永安有區分的可

能，因此我們暫時認為永安方言在類型上與閩東相同，都是覃談沒有分別。 

建甌的韻母表現比較紛亂。覃韻、談韻分別都有好幾種不同的韻母，其中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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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層次的問題。現在列出建甌方言的-a³、-ai³及-¿³三韻中覃談二韻的例字

來觀察： 

 -a³ 覃韻：貪t¾a³、南na³ª、蠶ts¾a³ª、含ha³£ 

  談韻：淡ta³¥、藍la³°、籃sa³°、三sa³Á、酣ha³Á 

 -ai³ 覃韻：潭t¾ai³° 

 -¿³ 覃韻：揇17n¿³£、簪ts¿³Á、暗¿³° 

  談韻：甘k¿³Á、敢k¿³£ 

(1) 從-a³韻來看，它的轄字包括了覃談二韻，看起來似乎不能把-a³歸入覃談有別

的類型中。但是有意思的是，談韻的藍與籃兩字的聲母，前者是l-，後者是s-。

由這一點我們可以認為：-a³包含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來母讀為s-的層次，

一個是來母讀為l-的層次，就閩北方言而言，前者是閩北固有的，後者屬於晚

近傳入的讀音。 

(2) 至於-ai³韻的「潭」，由於轄字只有一個看不出系統性，暫時存而不論。 

(3) 再從-¿³韻來看，表現的類型與吳語相當，也就是從見系無法區分覃、談二韻

（因為暗、甘韻母都讀為-¿³），且-¿³沒有談韻非見系的來源。 

綜合以上的三點，我們認為建甌方言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覃談類型，一種是覃談

無別，都讀為-a³；一種是覃談有別，建甌方言的覃談有別也與吳語表現相同，

覃韻及談韻見系讀為-¿³而談韻非見系讀為-a³，例證是揇n¿³£與籃sa³°的對立。 

根據以上的討論，總地來說，閩語中能夠區分覃談二韻的只有閩南、閩北兩

類方言，閩東、閩中則都無法區分。 

  根據上面對吳閩方言覃談二韻的分析，我們可以分別就吳閩方言畫出覃談有

別的類型圖： 

談非見系  覃非見系 

覃見系 談見系  

覃非見系 

覃見系 

談非見系 

談見系 

吳語型  閩南型 

                                                 

17
 揇，廣韻感韻奴感切，揇搦。在建甌方言中意為用食指、姆指搓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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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一等咍泰 

曹志耘等（2000）曾指出吳語的處衢方言有咍泰二韻的分別。本節我們就分

別針對吳閩方言咍、泰的層次問題加以探討。此外，我們也將把閩方言所呈現的

咍泰二韻的層次與關係密切的浙南吳語作比較，尋求這兩個大方言之間所可能存

在的歷史關係。在進入我們對咍泰的層次分析之前，我們底下先來看看董、楊兩

位的研究成果。 

  根據董同龢（1960）的研究，在閩南的四個方言（廈門─晉江─龍溪─揭陽）

中，蟹攝開口一等咍、泰的分別如下： 

 咍 泰 

唇 ─ ─ 

舌 來：ai─ai─ai─ai 帶：ua─ua─ua─ua 

齒 再：ai─ai─ai─ai ─ 

喉牙 海：ai─ai─ai─ai 

開：ui─ui─ui─ui 

─ 

簡言之，董同龢認為閩南語中「咍─泰」：֏�─�֏的分別，就是以《切韻》為

代表的中古音「咍─泰」的分別。 

  另外，楊秀芳（1982）比較了廈門、泉州、漳州、潮州等四個閩南方言，結

論指出《切韻》的咍、泰兩韻在今閩南語中分別有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以下我

們列出她的討論結果（以潮州為例）： 

 咍 泰 

一 開n¾��Á，災���Á、鰓��¾�Á， 

戴��° / ��°，改n��£ 

賴ℓ�֏¤，大��֏¤，汰�¾�֏¤ 

二 臺�֏�ª，災��֏�Á，戴�֏�°，海害ℏ֏�¤ 

三 臺�¾֏�ª，財��¾֏�ª，在��֏�¢ 賴�֏�¢，大�֏�¢ 

 

由上表我們可以知道，楊秀芳所指出咍、泰兩韻的分別，乃是第一層次的音韻特

徵，至於這所謂第一層次在時間上與六朝時期是否相侔，則沒有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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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那麼我們不免要追問：咍、泰有別究竟是屬於那一

個音韻層次的特徵？或者，換個方式問：閩南語（甚至整個閩語）主要的三個時

間層次中，有那些個層次是咍泰有別18？這些問題，都是本節想進一步釐清的問

題。 

5.4.2.1、閩方言咍泰二韻的層次分析 

（一）咍韻層次Ⅰ（白讀） 

  我們擇取八個閩方言來討論。19底下列出字表： 

表 5-20：閩方言咍韻層次Ⅰ比較字表 

方言 福清 古田 泉州 漳州 建甌 建陽 永安 沙縣 

咍韻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來 [ℓ�ª] [ℓ�ª] ℓ֏�ª ℓ֏�ª ℓ�° ℓ⊙ª    

苔 [�¾�ª] [�¾�ª]  [�¾�ª]   [�¾�ª] [�¾�ª] 

災   ��֏�Á      

菜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戴動詞   [��°]  [��°]  ℓ⊙°   

鰓 [��¾�Á]   [��¾�Á]     

開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由上表我們不難發現，閩方言咍韻Ⅰ存在兩套規則對應，以古田為例，一套是

[⊙�]，一套是[֏� / ��]。這兩套對應遍及閩東、閩南，閩中咍韻讀[�]的已只有一

個例字，閩北則沒有發現。 

                                                 

18
 這是立足於中古《切韻》基礎上的說法。如果從整個漢語歷史音韻來看，閩語的三個時間層次若分別對應於秦漢、南朝、晚唐三個具體的時代（Jerry Norman：1994），那麼秦漢時代的「咍泰有別」就相當於上古韻部的分別了。 

19
 本節所使用的閩語方言材料如下：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古田根據古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7）、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建甌根據《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建陽、沙縣根據李如龍（2001）、永安根據周長楫、林寶卿（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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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問題是：咍韻Ⅰ有兩套規則對應，究竟那個是閩語中固有的層次？我

們認為是[֏� / ��]，理由是： 

  第一、以閩北來說，完全不存在咍韻Ⅰ白讀讀作[�]的層次。另一方面，[֏� 

/ ��]這一套在四個閩語次方言區都有規則的對應關係。那麼，我們若把[�]作為固

有層次，不免得迂迴地解釋各次方言[֏� / ��]的來源。再者，咍韻Ⅰ在各閩方言

區都是固定那幾個字，因此這一批字不妨暫時看作例外，或者是上古時期存在的

不同方言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從上古韻部的分布來看，咍韻Ⅰ讀為[֏� / ��]的，應該是之部、脂部

的在閩方言中的殘留。請看下列字表： 

表 5-21：閩語方言中古咍、之、脂、齊四韻的音讀 

 醜 栽名詞 菜 咍 治【使】 屎 獅 臍 

 之─咍 之─咍 之─咍 之─咍 之─之 脂─脂 脂─脂 脂─齊 

福清  ��֏�Á ��¾֏�° ℏ֏�1 �¾֏�ª �֏�£ �֏�Á �֏�ª 

古田  ��֏�Á ��¾֏�°  �¾֏�ª �֏�£ �֏�Á �֏�ª 

泉州 վ֏�£ ��֏�Á ��¾֏�° ℏ֏�1 �¾֏�ª �֏�£ �֏�Á ��֏�ª 

漳州 վ֏�£ ��֏�Á ��¾֏�°  �¾֏�ª �֏�£ �֏�Á ��֏�ª 

建甌  ���Á ��¾�°  【��£】  ��Á ��¾�° 

建陽  ��⊙Á �¾⊙°  【�⊙£】  �⊙Á �¾⊙ª 

永安   ��¾֏°  【∢�֏£】  ∢�֏Á ��֏ª 

沙縣  ��֏�1 ��¾֏�°  【�֏�£】  �֏�Á ��¾֏�ª 

我們在字表中另外列出了中古之韻、脂韻、齊韻的字來一併比較。根據董同龢

（1993）的研究，中古咍韻非牙音的部分來自上古之部。由上面的例字，我們不

難發現，各閩語次方言中都有一個白讀的時間層次表現出中古「咍」韻=「之」

韻的音韻特徵，也就是上古韻部之部的殘留。以上是存古的表現。另外，若干上

古脂部字也與之部讀同音，根據羅常培、周祖謨（1958：59）歸納兩漢韻部的結

果，指出脂部字與之部字押韻的例子，都是東漢晚期的現象。相對於之部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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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上古「之」部=「脂」部通押的現象，可說是一種創新。總之，閩方言白讀

層中咍韻有讀如之部[֏�]的層次，這個語言層次遍及各次方言，是閩語中最古的

一個層次。 

  第三、漢語有近三千年不曾中斷的文獻資料。從文獻詞匯的用法也能證明咍

韻讀[֏�]的存古性質。底下以「栽」字為例說明。 

  栽 《說文解字》云：栽，築牆長版也。 

段注：植之謂之栽。又段注引鄭玄曰：栽猶殖也。 

    《廣韻》云：栽，種也。祖才切。 

由上引文來看，「栽」都是動詞性質，意義等同於「種植」。然而，許多閩方言都

有名詞性的用法，例如： 

  閩南 廈門：菜栽[ts¾ai° tsaiÁ](菜苗) 、晉江：樹栽[ts¾iu° tsaiÁ](樹苗)  

     華安：樹栽[ts¾iu¤ tsaiÁ](樹苗) 

  閩東 福州：樹栽[ts¾ieu° tsaiÁ] (樹苗)、周寧：菜栽[ts¾ai° tsaiÁ](菜苗) 

          柘榮：柴栽[ts¾aª tsaiÁ] (樹苗) 、連江：菜栽[ts¾ai° tsaiÁ](菜苗) 

  閩北 明溪：菜栽[ts¾e° tseÁ] (菜苗) 

  閩中 沙縣：菜栽[ts¾ai° tsaiÁ](菜苗) 

以上諸詞條，乃筆者就手邊資料所及，略加檢索所得的結果；如果親自從事田野

調查，應該會得到更多的例證。20上述詞條中作名詞的栽字，意義相當於官話的

「苗」，在音韻上都是咍韻層次Ⅰ。考之漢語文獻，栽字作名詞使用，以筆者所

見，似是始見於東漢的文獻。東漢王充《論衡‧初稟篇》載： 

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糱。 

黃暉《論衡校釋》曰：出土萌芽為栽。此栽意應為芽、苗也，性質是名詞。此後

見於六朝文獻頗多： 

   當知殺蟲之論其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 槃之 

要路。（《高僧傳》/卷十二/亡身第六） 

                                                 

20
 以筆者自己的母語台灣閩南語而言，除了引文中的樹苗、菜苗之外，魚苗可以說[hiª a£ tsaiÁ]、蜆苗可以說[laª a£ tsai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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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昔未達理源， 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廣弘明集》卷四/歸 

正篇第一之四/梁高祖捨事李老道法詔） 

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文選》第二十六卷，潘安仁〈在懷縣作二首〉 

由引文中根栽、苦栽可知其語意性質與種子有關，而潘安詩中栽、苗互文見義，

更可見栽字做名詞使用，意同芽、苗。由此可知，栽做為名詞使用的記載最早見

諸東漢，而大暢於六朝。不過在六朝之後，栽字的名詞意義逐漸被苗取代。考諸

現代方言，栽字多為栽種、栽培等動詞意，除閩方言之外，似乎沒有以栽作「苗」

解的。因此，我們認為，咍韻層次Ⅰ中作名詞用的栽[tsaiÁ]字，以文獻詞匯出現

來推斷，其可能的時代下限是六朝。但就音韻表現上看，栽[tsaiÁ]在閩語中屬於

秦漢層次，因此我們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詞是沿用更早之前的用法。 

  以上我們舉出了音韻規則對應、漢語歷史音韻的分合以及文獻詞匯等三方面

的證據，證明閩方言咍韻層次Ⅰ應該是[-ai]。至於另一套讀為[-i]的規則對應，事

實上另有來源，請詳後文討論。 

（二）咍韻層次Ⅱ（白讀） 

  咍韻層次Ⅱ也是白讀，請見字表： 

表 5-22：閩方言咍韻層次Ⅱ比較字表 

方言 福清 古田 泉州 漳州 建甌 建陽 永安 沙縣 

咍韻Ⅱ �� �� � / �⊙ ⊙ � �� �⊙ �⊙ 

胎(台)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ª) 

袋 ���¤ ���¤ ��° �⊙¤ ��¤ ℓ��¤ ��⊙° ��⊙° 

戴姓氏   ��° �⊙°     

災   ���1 ��⊙1     

裁 ����ª ����ª   ���£    

鰓       ��⊙Á ��⊙Á 

賽 ���°  ��°  ��°    

開       n¾�⊙Á n¾�⊙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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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n��£ n��£ n�⊙£ n⊙£     

由上列字表可以發現，咍韻層次Ⅱ在閩東、閩南、閩中保留得比較多。至於閩北

建陽已經只剩下一個例字了。 

  現在我們從漢語歷史音韻史來對咍韻層次Ⅱ加以說明。根據周祖謨（1993：

241）考察兩漢至南朝宋末的韻部演變指出： 

《廣韻》咍灰皆三韻字，在兩漢時期分在脂之兩部，『哀回階』一類字屬 

於脂部，『來杯戒』一類字屬於之部。魏晉宋時期仍然有分別。從宋末鮑 

照開始才合用不分，到齊代就完全合為一類了。這是比較大的變化。可是 

從齊代咍灰皆併為一部以後，皆韻又逐漸分出，不與咍灰同用，於是又分 

為兩部：咍部包括咍灰兩韻，皆部只有皆韻一韻。由梁代起至陳隋都是如 

此。這就與《切韻》的分韻極其相近了。 

由上可知，六朝時期咍韻與灰韻有同用的關係，韻母可能極為接近甚至相同。瞭

解了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閩方言中咍韻Ⅱ這一音韻層次的絕對時間。請看

下列字表： 

表 5-23 閩語方言中古咍、灰二韻的音讀 

中古韻 咍韻 灰韻 

例字 胎(台) 袋 災(裁) 改 推 腿(退) 崔(罪) 灰(魁) 

福清 �¾��Á ���¤ (��¾��ª) n��£ �¾��Á �¾��£ ��¾��Á n¾��ª 

古田 �¾��Á ���¤ (��¾��ª) n��£ �¾��Á �¾��£ ��¾��Á  

泉州 �¾�Á ��° ���Á  �¾�Á �¾�£ (���°) ℏ�Á 

漳州 �¾⊙Á �⊙¤ ��⊙Á n⊙£ �¾⊙Á (�¾⊙°)  (��⊙¤)  

建甌 �¾�Á ��¤ (��ℏ�ª)  �¾�Á �¾�£ ��¾�Á ��Á 

建陽  ℓ��¤   �¾��Á ℏ��£  ���Á 

永安 �¾�⊙Á ��⊙° ��⊙Á鰓   (�¾�⊙°)   

沙縣 (��⊙ª) ��⊙° ��⊙Á鰓   (�¾�⊙°) ��¾�⊙Á催  

由上表可見，所有閩語次方言都存在一個咍灰不分的語言層次，配合上文引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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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謨的歷史音韻史研究，我們可以把咍韻Ⅱ的絕對年代定在六朝時期。 

（三）咍韻層次Ⅲ（文讀） 

  先列出咍韻層次Ⅲ的字表： 

表 5-24：閩方言咍韻層次Ⅲ比較字表 

方言 福清 古田 泉州 漳州 建甌 建陽 永安 沙縣 

咍韻Ⅲ ֏� ֏� ֏� ֏� ֏� ֏� ֏ ֏� 

胎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¾֏�Á 

袋(代) �֏�¤ (�֏�¤) �֏�° �֏�¤   �֏° �֏�° 

戴愛～ �֏�° �֏�° �֏�° �֏�°  �֏�° �֏° �֏�° 

裁(猜) ��֏�ª ��֏�ª ��¾֏�ª ��¾֏�ª ��¾֏�ª ℓ֏�ª (��¾֏Á) (��¾֏�Á) 

鰓(腮) �֏�Á (�֏�Á)  �֏�Á   �֏Á  

賽 �֏�°  �֏�° �֏�°  �֏�° �֏° �֏�° 

開(該)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Á) n¾֏�Á  n¾֏�Á 

改 n֏�£ n֏�£ n֏�£ n֏�£ n֏�£ n֏�£  n֏�£ 

孩 ℏ֏�ª ℏ֏�ª ℏ֏�ª ℏ֏�ª �֏�ª �֏�ª ℏ֏ª �֏�ª 

由上表來看，咍韻層次Ⅲ在閩方言區形式非常一致，都是[֏�]，只有閩中的永安

已經丟失韻尾變成了[֏]。 

5.4.2.2 閩方言泰韻的層次分析 

(一)泰韻層次Ⅰ（白讀） 

  先列出泰韻層次Ⅰ的字表： 

表 5-25：閩方言泰韻層次Ⅰ比較字表 

方言 福清 古田 泉州 漳州 建甌 建陽 永安 沙縣 

泰韻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貝 ≺���° ≺���°       

賴(瀨)   ℓ�֏° ℓ�֏¤ ℓ��¤ ℓ�⊙¤  (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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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 ��֏¤ ���° ��⊙° ���°  

大 [��֏¤] [��֏�¤] ��֏° ��֏¤ ���¤ ��⊙¤  ��֏° 

汰   �ℏ�֏° �ℏ�֏¤     

蔡   ��¾�֏° ��¾�֏° ��¾��°    

蓋   n�֏° n�֏° n��° n�⊙° n��° n�֏5° 

艾 ⋰�֏° ⋰�⊙° ℏ�֏⌢° ℏ�֏⌢¤ ⋰��¤ ⋰�⊙¤ ⋰�֏° ⋰�֏° 

 

上面這張字表有幾個地方要說明： 

  第一、「大」字在《廣韻》裡有兩個反切： 

  大 唐佐切。果攝一等歌韻開口字 

    徒蓋切。蟹攝一等泰韻開口字 

從泰韻的音韻規則對應上來看，閩南、閩北、閩中方言的「大」字可以是泰韻字。

但閩東顯然不行，因為「大」字與泰韻沒有形成規則對應，反而與歌韻有規則對

應的關係。例如： 

 大 舵 拖 我 

福清 ��֏¤ ��֏¤ �¾�֏Á ⋰�֏£ 

古田 ��֏�¤ ��֏�¤  ⋰�֏�£ 

因此就閩東方言來說，「大」應該來自果攝一等。 

  第二、承上，閩東方言泰韻字的白讀音現在只剩下了貝字。就目前的材料來

看，要認為[���]是閩東泰韻層次Ⅰ的白讀，恐怕不大可靠。Jerry Norman（1981：

44）認為，泰韻層次Ⅰ中與閩南等地的[�֏]對應的閩東層次是[֏�]，似乎也有問

題。21這樣看起來，閩東方言泰韻層次Ⅰ恐怕還需要好好地比較更多的閩東次方

言才能明白。 

  接著我們來討論閩東方言之外的各閩方言泰韻層次Ⅰ可能的年代。先列出字

                                                 

21
 因為，如果我們認為閩東泰韻層次Ⅰ是֏�，那麼與之前咍韻層次Ⅰ比較來看，我們不免得承認閩東方言的層次Ⅰ咍泰已經沒有分別了。這樣的情況並非沒有可能，但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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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5-26：閩語方言上古歌部、佳部字的今讀 

方言 賴 蔡 蓋 大（帶） 我 破 沙 紙 

 祭─泰 祭─泰 祭─泰 祭─泰 歌─歌 歌─戈 歌─麻 佳─支 

泉州 ℓ�֏° ��¾�֏° n�֏° ��֏° i�֏£ ≺¾�֏° ��֏Á ���֏£ 

漳州 ℓ�֏¤ ��¾�֏° n�֏° ��֏¤ i�֏£ ≺¾�֏° ��֏Á ���֏£ 

建甌 (���¤) ��¾��£ n��° ���¤ ⋰��£ ≺¾��° ���Á  

建陽 (��⊙¤) �¾�⊙° n�⊙° ��⊙¤ ≐�⊙£  ��⊙Á  

永安 ���°癩  n��° (���°) i��£ ≺¾��° ���Á  

沙縣 (ℓ�֏°)  n�֏° ��֏° i�֏£ ≺¾�֏° ��֏Á ���֏£ 

 

由上表可以知道，閩南、閩北、閩中等地的泰韻層次Ⅰ呈現出來的音韻特徵是： 

中古「泰」韻=「歌」韻。根據李方桂先生（1971：27）的研究，上古歌部只有

平上兩調，祭部只有去入兩調，這兩部在聲調上幾乎是互補的，因此給這兩部擬

測了一個相同的元音[-֏]，「歌祭兩部正好相配成一部」（頁 41）。由此看來，我

們可以認為，閩語中泰韻層次Ⅰ讀為[-�֏]，正是上古歌祭兩部不分的遺跡。另

外，李方桂先生（1980[=1971]：69）也指出，佳部「到周朝晚年就開始與歌部

有互協的現象」，那麼紙字與泰韻層次Ⅰ的讀音相同，也可以得到解釋。總而言

之，我們認為泰韻層次Ⅰ在音韻規則上表現的是上古歌部的痕跡，所以這個層次

的絕對年代可以定在秦漢。 

(二)泰韻的文讀層次 

  先看泰韻屬於文讀音層次的字表： 

表 5-27：閩語方言泰韻文讀層比較字表 

方言 福清 古田 泉州 漳州 建甌 建陽 永安 沙縣 

泰韻 ֏� ֏� ֏� ֏� ֏� ֏� ֏ ֏� 

賴(奈) ℓ֏�¤ ℓ֏�¤ ℓ֏�° ℓ֏�¤ ℓ֏�¤ (�֏�¤) ℓ֏° 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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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 �֏�° �֏�° �֏�°   �֏° �֏�° 

大 �֏�¤ �֏�¤ �֏�° �֏�¤   �֏°  

太 �¾֏�° �¾֏�° �¾֏�° �¾֏�°   �¾֏° �¾֏�° 

蔡 ��¾֏�° ��¾֏�° ��¾֏�° ��¾֏�°   ��¾֏° ��¾֏�° 

蓋 n֏�° n֏�° n֏�° n֏�° n֏�°   n֏�° 

艾(藹) ⋰֏�° ⋰֏�° ⋰֏�° ⋰֏�° ⋰֏�° (֏�£) (֏£) ⋰֏�° 

 

相對於上述泰韻層次Ⅰ的白讀[�֏]，泰韻似乎只有一個與之相對的文讀層次

[֏�]。將泰韻與之前的咍韻來作個比較，從邏輯上我們可以合理推想泰韻應該也

有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問題在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泰韻的文讀層。底下提出

幾個可能的猜測： 

  (1)我們可以認為，上文我們分析出來的泰韻層次Ⅰ其實包含了兩個層次，一

個是相當於上古秦漢時期歌祭部的層次；另一個是相當於中古《切韻》咍泰有別

的層次，而這兩個層次的音韻形式相同，都是[�֏]。 

(2)我們還可以設想，泰韻的文讀層事實上是包含了遠近兩種不同性質的文讀

層次同形的結果。相對於秦漢層，其一是距之較近的六朝層次；另一個是距之較

遠的晚唐層次。 

把上述的兩種推測加上前文對咍韻三個層次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下列

兩張表（表中的韻母採用閩南泉州方言）： 

 

方案(1) 方案(2)  

咍 泰 咍 泰 

秦漢層次 之：祭 ֏� �֏ ֏� �֏ 

六朝層次 咍：泰 � �֏ � ֏� 

晚唐層次 咍＝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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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兩個方案如何取捨的問題，還需要透過於其他漢語方言來決定，在沒有決

定性的證據之前，暫時兩說並存。但不論選擇那個方案，閩語的三個主要層次中

至少有兩個層次（都是白讀層）咍韻與泰韻可以分別，這是可以肯定的。 

5.4.2.3 吳方言咍泰二韻的層次分析 

  關於吳方言的咍泰二韻的區別，根據早期錢乃榮（1992）、顏逸明（1994）

記錄的材料，沒有看到顯著的咍泰兩韻的分別。然而，隨著近年來浙南吳語方言

材料的披露，已經證明吳語中確實存在咍泰之分。底下我們以浙南吳語為根據

22，針對它們咍泰二韻的層次加以說明。 

  閩方言文讀、白讀各成系統，層次間對比比較整齊的情況，因此層次對應的

關係可以從方言比較來探求。吳語方言的層次分析，除了個別文白異讀的啟發之

外，更側重於以切韻架構作為參照點，由此辨認出吳語方言內部對應關係的不一

致。底下我們根據曹志耘等人（2000）、秋谷裕幸（2001）的材料，整理出吳語

處衢方言中咍泰有別的字表。 

表 5-28：吳方言咍泰有別比較字表 

方言 開化 常山 玉山 遂昌 雲和 慶元 江山 廣丰 

咍韻 ⊙ / � ⊙ / � �� ⊙� / ֏ ⊙� / ≙ / ֏� / ≙ ÷ �� 

戴[動] �⊙° �⊙° ���° �֏° �≙° ≫○≙° �÷° ���° 

袋 ○�¤ ○⊙¤ ○��¤ ○⊙�¤ ○֏¤ �֏�¤ ○÷¤ ○��¤ 

災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開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n¾��Á 

泰韻 � � ֏� ֏ ≙ / ֏ ≙ ∵ ֏ / �� 

帶 ��£ ��£ �֏�° �֏° �≙° ≫○≙£ �∵° �֏£ 

蔡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蓋 n��° n��° n�֏�° n֏° n֏° n�≙° n�∵° n��° 

從上表可知，玉山方言、江山方言的咍泰區分最為典型，分別表現為[��]：[֏�]

                                                 

22
 以顏逸明給吳語的分區來看，我們下文引述的浙南吳語所代表的分區都是處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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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的格局，其他各方言，則或多或少有混讀的現象。從處衢方言的整體

趨勢來看，顯然咍韻主要元音位置較高，而泰韻較低。 

處衢吳語的咍韻除了上述讀音之外，白讀層次還存在另一套讀為[-i]（慶元

[-ie]）的規則對應。請看下列字表： 

表 5-29：浙南吳語咍韻讀為[-i]、[-ie]的規則對應 

方言點 開化 常山 玉山 遂昌 雲和 慶元 江山 廣丰 

咍韻Ⅰ � � � ─  �⊙ � � 

來 ℓ�ª ℓ�ª ℓ�ª  ℓ�ª ℓ�⊙ª ℓ�ª ℓ�ª 

栽  �˚�Á �˚�Á    �˚�Á  

載       �˚�°  

菜 �˚¾�° �˚¾�°     �˚¾�°  

根據上表，除了遂昌缺乏此一音讀之外，咍韻讀為[-i]、[-ie]韻的這一批字，在轄

字上非常一致，而且以「來」字最為普遍。23秋谷裕幸（2003：56）指出「『來、

栽、菜 1』等少數幾個蟹攝開口一等咍韻字讀此韻，而蟹攝開口一等泰韻則不讀

此韻。可見，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能夠區分咍韻和泰韻」。 

  歸納上面兩張表，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在處衢方言中，咍韻具有兩套或兩套

以上的規則對應，泰韻韻母的表現則較為單純。以常山跟玉山為例，可以得到下

表： 

 常山 江山 

咍：泰Ⅰ �：� �：֏� 

咍：泰Ⅱ ⊙：� ��：֏� 

咍＝泰Ⅲ �＝� ─ 

 

從上表顯示的音韻規則對應來看，常山的咍韻有三個層次，分別是與泰韻有別的

                                                 

23
 寫作之間，筆者曾向秋谷裕幸請教關於此一層次的問題，秋谷指出，咍韻的「來」字在很多方言中有特殊的讀音，可視為特字，需要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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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與[-⊙]韻，[-�]則是咍泰沒有分別的層次；江山方言雖然只有兩個層次，但

咍、泰兩韻都是有分別的。 

5.4.2.4 吳閩方言咍泰二韻的層次對應 

(一)六朝音韻格局的咍泰之別 

  上文分別討論閩語及吳語咍泰二韻的音韻對應，接下來的問題是，閩語的三

個層次該怎麼與吳語的三個層次搭配起來？關於這個問題，切韻所提供「類」上

面的音韻格局為我們解決了這個困難。上文提到，閩語三個時間層次中，有一個

層次的音韻特徵是「咍泰有別且咍灰不分」，根據文獻的證據，時間可以定在六

朝。同時我們已經指出，吳語處衢方言中可以找到「咍泰有別」的方言，只要能

在這批方言中進一步辨識出同時具有「咍灰不分」音韻特徵的，就可以放心將之

納入吳閩方言比較的架構底下，並重建吳閩方言共同的來源。底下列出處衢方言

中咍灰兩韻的字表。 

表 5-30：浙南吳語中古咍、灰兩韻的今讀 

中古韻 咍韻 灰韻 

 戴 袋 災 開 退 罪 碎 灰 

開化 �⊙°    �¾⊙° �⊙¤ �⊙£ ��⊙Á 

常山 �⊙° ○⊙¤ ��⊙Á n¾⊙Á �¾�⊙° �⊙¢ �⊙£ ��⊙Á 

玉山 ���° ○��¤ ����Á n¾��Á �¾���° ����¢ ����£ ����Á 

江山 �÷° ○÷¤ ��÷Á n¾÷Á �¾�÷° ○��÷¤ ��÷° ��÷Á 

廣丰 ���° ○��¤ ����Á n¾��Á �¾���° ○����¢ ����£ ����Á 

慶元  �֏�¤ ��֏�Á n¾֏�Á �¾֏�° �֏�¢ �֏�£ ��֏�Á 

從上表中不難看出，就咍灰兩韻而言，處衢方言內部有分歧，玉山、江山仍保持

咍灰一開一合的區別，而開化、慶元則只能在見影系聲母上區分，非見影系則已

將咍灰混讀。 

  以中古韻類作為觀察韻類分合的參考點，並根據六朝時期押韻的具體情形，

我們可以把吳閩方言內部的層次對應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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咍 

非見系 

֏� 

灰 

非見系 

֏� 

 咍 

非見系 

�� 

見系 

�� 

灰 

非見系 

��� 

見系 

��� 

 見系 

֏� 

灰見系 

�֏� 

  

咍 

非見系 

� 

見系 

� 

灰 

非見系 

� 

見系 

� 

吳語玉山方言        吳語慶元方言        閩語南安方言 

 

討論語言的發生學關係，重視的是語言間所具有的共同創新；享有共同創新的一

批語言，具有共同的來源，可以透過各語言的實際語音來構擬更早的來源。上列

這三個表格顯示，原本有別的咍、灰二韻在吳閩方言中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合流情

形，吳語至今仍有方言保留區別，如玉山；也有方言已局部進行了這一變化，如

慶元；相形之下，閩語顯然進行地最為徹底，已看不出咍灰分別的痕跡，而透過

比較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還原吳閩方言咍灰二韻的關係。再者，從韻圖所顯示切

韻的分別來看，玉山方言的[��]：[���]正與切韻蟹攝一等所呈現出的開口咍韻：

合口灰韻的對立若合符節。 

（二）吳閩方言中咍韻讀[�]的特殊層次 

  前文提到，閩南、閩東方言中，咍韻普遍都有一個讀為前高元音[-�]的韻母

層次，這一現象同時也見於吳語咍韻的分析。底下列出吳閩方言中咍韻特殊音讀

的字： 

  閩東方言：來[ℓ�ª] 、苔[�¾�ª] 
  閩南方言：戴[��°]、苔[�¾�ª]、鰓[��¾�Á] 

  處衢吳語：來[ℓ�ª]、菜[�˚¾�£]、栽[�˚�Á] 

根據我們對閩語的分析，閩語咍韻三個層次中，咍韻Ⅰ與咍韻Ⅲ都是[֏�]，而咍

Ⅱ則是[⊙]。從文白異讀的角度上來看，這些字在吳閩方言都是白讀音。從閩語

來思考，這個吳閩方言咍韻讀為[-�]的層次，可能反映出早於六朝時期的方言區

別。 

5.4.2.4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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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本節中給吳閩方言的咍泰兩韻作了層次分析，結論認為，閩語有三個

時間層次，閩語咍韻的三個時間層次中，秦漢層與晚唐層有相同的音韻形式。我

們採取底下的步驟來區分這兩個層次： 

  1.排比方言材料，確立嚴格的音韻對應規則，並利用中古音提供的框架來歸

納韻與韻之間的分合關係。 

  2.將方言內呈現的音韻特徵與已知的漢語歷史音韻知識結合起來，判斷該音

韻特徵所顯示的可能的絕對年代。 

  就咍韻白讀音來說，具有兩套不同音韻對應，其中一套音韻對應的特徵是

「咍」＝「之」；另一套則是是「咍」＝「灰」。在翻檢漢語歷史音韻之後，前者

表現的是秦漢時期「之部」，後者表現的則是六朝時期「咍灰同用」。所以，儘管

都是白讀音，透過各自的音韻特徵，我們仍可以辨認出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 

  另外，文獻詞匯也是一項重要的判斷方式。在各閩方言中，普遍地把「樹苗」

說成「樹栽」，「栽」字作名詞用。就消極面說，這一個用法不可能來自文讀層次，

因為作為來源語的文讀層根本沒有這樣的用法。就積極面說，我們已經先建立了

嚴整的音韻對應，同時又在東漢的文獻，上找到與閩方言完全一致的「栽」字用

法。統而觀之，這兩方面的呼應實非偶然。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閩語咍韻三個時

間層次中，最早的秦漢層與最晚的晚唐層具有相同的音韻形式。 

吳語層次相對較少，其中有一個咍泰有別的層次與閩語六朝層次相當。另

外，咍韻讀[-�]的層次可能在時間上更早於六朝咍泰有別的層次。其中最有意思

的是，透過跨方言的比較及層次分析，我們可以窺見同一時間層次所可能存在的

方言差別。 

5.4.3 三等魚虞 

  中古魚、虞兩韻在閩方言中大抵各有三個層次（若干閩方言並不完全齊備三

個層次，我們會隨文說明），以下我們以時間層次為序分別說明，嘗試指出魚、

虞兩韻三個層次的對應情形。    

5.4.3.1魚、虞兩韻的層次Ⅰ 

（一）魚韻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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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閩語方言魚韻層次Ⅰ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y  y · i ú y y y 

汝 ly£ ny£ l·£ li£ lú£ ─ ─ ty£ 

豬 tyÁ tyÁ t·Á tiÁ túÁ ─ ─ tyÁ 

著介詞 (tyšÖ¦) (tyoÁ) t·° ti¤ tú¤ ─ ─ ty° 

箸 ty¤ ty¤ t·° ��6 ��6 ty¤ tÆy° ty¤ 

鋤 tyª t¾yª t¾·ª tiª túª t¾y° t¾yª t¾yª 

書 tsyÁ tsyÁ ts·Á tsiÁ tsúÁ (syÁ) (ÆyÁ) tsyÁ 

鼠 ts¾y£ ts¾y£ ts¾·£ ts¾i£ ts¾ú£ ts¾y£ tÆy£ tsy£ 

魚 ³yª ³yª h·ª hiª húª ³y° gyª hyª 

說明： 

  第一、魚韻第一層次的音韻對應，閩東、閩北、閩中、莆仙是[-y]，閩南方

言內部比較複雜，各次方言有[-·]、[-i]、[-ú]等語音形式。 

  第二、關於這一語言層絕對年代的確定，我們是從歷史語法的角度得到啟

發。梅祖麟（1989）曾對閩方言的方位介詞「著」[��6]有所討論，後來他（1999：

48～49）根據楊秀芳（1992：359）的說法對先前的結論提出修改，指出：「（閩

語的）『著』字以『在』義主要動詞的身份在秦漢時代進入閩語，後來『著』字

在江東以及其他方言發展為方位介詞。」換句話說，現在閩南話[坐 ��¤ 椅 ֏£ 頂]

（坐著椅子上）的[��¤]，從魚韻的音韻演變規律上來說是個秦漢層次的音，但在

語法上不但有六朝時期江東方言方位介詞的用法（比較《世說新語》：「文若亦小，

坐著膝前」的「著」），也可以作為主要動詞，例如： 

   廈門 aÁ  i³Á  ti¤  lauª  ti³£ 

      阿  英  著  樓   頂   （阿英在樓上） 

附帶一提，閩東相當於閩南方言「著」（泉州t·°、漳州ti¤）的方位介詞，用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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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是宕攝開口三等入聲的「著」24，例如： 

   寧德 iÁ  tšÖ¦  ua£  ts¾u°  siaÖ¦  pu³¤  

伊  著   我   厝   食    飯 （他在我家吃飯） 

   福清 sa³Á  tyoÁ  tsui£  te£ , si£ tyoÁ tyo³°  te£ 

       生    著  水  底 , 死 著  帳  底（生在水底，死在帳底） 

另外，建甌用tau°、ta°，永安用t¿£，仙遊用toª，看來與閩南的魚韻去聲「著」或

閩東的陽韻入聲「著」都不是同源詞，其來源有待進一步考證。 

  第三、表一中的「汝」字是第二人稱代詞，閩東、閩南都是用「汝」，而閩

北、閩中、閩贛則用「你」。根據梅祖麟（1986：404）的研究，「汝」字做為第

二人稱代詞是上古的用法。因此我們認為閩東的「汝」讀為[ℓ�3]應該與閩南相

同，都屬於魚韻第一層次的字。 

  第四、屬於潮州方言的揭陽需要作點說明。蔡俊明（1976：7）指出，他所

記錄的揭陽話[�]接近中元音�而舌位偏後，在舌尖前聲母之後變為舌尖元音[½]，

在其他聲母之後變為後中元音[�]。這一情況是普遍存在潮汕方言的，例如董同

龢〈四個閩南方言〉（1960：901）中所紀錄的揭陽話（屬於潮汕方言系統）及《漢

語方音字匯》（1989）所記錄的潮州話也有一樣的情況（《字匯》記錄為[½]與[·]）。

根據董同龢、蔡俊明對揭陽的韻母說明，可知揭陽韻母[ú]所包括的兩個音值[½]

與[·]應該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的不同音韻變體。從閩南方言內部比較來看，廈

門的[i]更早之前應該與泉州、潮州、揭陽的魚韻第一層次的元音一樣都是[·]，

這個[·]的性質是後高展唇元音。從漢語方言一般的情況來看，後元音以圓唇

（[+round]）為無標（unmarked）的表現，前元音以展唇（[-round]）為無標的表

現。在廈門方言中，早期的[·]由於是個後高展唇元音，屬於有標的讀音，我們

猜測可能由於標記的消失，因此由原本的展唇後高元音[·]調整為展唇前高元音

[i]。 

  第五、建甌、永安兩個方言的第二人稱代詞用「你」不用「汝」，指稱豬這

                                                 

24
 福清方言的陰入字白讀今讀陰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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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用「豨」不用「豬」，方位介詞也與閩東、閩南不同，這可能顯示閩北、閩

中方言的形成的過程與閩東、閩南不同。 

（二）虞韻Ⅰ 

表 5-31：閩語方言虞韻層次Ⅰ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u/iu uo/iu ¿/iu ¿/iu ou/iu iu u/y ¿u/iu 

夫 puÁ puoÁ p¿Á p¿Á pouÁ  puÁ p¿uÁ 

斧 (po£) puo£ p¿£ p¿£ pou£ pu¤ pu¦ p¿u£ 

麩 p¾uÁ p¾uoÁ p¾¿Á p¾¿Á p¾ouÁ p¾yÁ p¾uÁ  

珠目～ tsiuÁ tsiuÁ tsiuÁ tsiuÁ tsiuÁ ��iuÁ �ÆyÁ �siuÁ 

鬚 ���Á ts¾iuÁ ts¾iuÁ ts¾iuÁ ts¾iuÁ syÁ ÆyÁ �s¾iuÁ 

柱 t¾⊙�¤ t¾iu¤ t¾iau° t¾iau¤ t¾iau¤ t¾iu¤ �¾iau¢ �¾iu¤ 

蛀 ��⊙�° tsiu° tsiu° tsiu°  ��yÁ �Æy°  

樹 ��¾⊙�° ts¾iu° ts¾iu° ts¾iu¤ ts¾iu¤ ��¾iu¤ �Æ¾y° �s¾iu° 

數   siau° siau° siau° ��¾u°   

雨 hu° huo¤ h¿¢ h¿¤ hou¢ xy¤ hu¢ h¿u¤ 

芋  uo¤ ¿¤ ¿¤ ou¤  u° ¿u¤ 

說明： 

  第一、虞韻第一層次中在八個閩語中保留的情形顯然比魚韻第一層次齊備得

多。從對應關係來看，整個閩方言虞韻第一層都有因聲母條件不同而產生的韻母

分化，雙唇音與喉音為一類，其他聲母一類。 

  第二、楊秀芳（1982）指出，閩南廈門話中虞韻的斧[p¿£]、雨[h¿¤]、芋[¿¤]

是上古魚部的痕跡，我們認同這一說法。從上古音來推想，閩語虞韻第一層次在

唇音及喻母後面丟失了三等介音*-j-。唇音聲母及喻母丟失三等介音-j-在漢語方

言中是個很常見的變化，尤其當主要元音是個合口成份或帶有合口介音的時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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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例如：25
 

表 5-32：現代漢語方言中非系聲母的今讀表現 

例字 北京 太原 合肥 蘇州 長沙 南昌 梅縣 廣州 

風|非 ≻�⋰1 ≻�⋰1 ≻�⋰1 ≻�⋰1 ���1 ≻�⋰1 ≻�⋰1 ≻∪⋰1 

膚|非 ≻�1 ≻�1 ≻�1 ≻�1 ≻�1 ≻�1 ≻�1 ≻�1 

武|微 �3 �3 �3 ��3 �3 �3 ��3 ∓��3 

為|喻 �⊙�1 �⊙�1 �⊙�1 ¦��1 �⊙�1 ��1 ��1 "��1 

王|喻 �֏⋰2 �≙⌢2 �≙⌢2 ¦�≙⋰2 �֏�2 ��⋰5 ��⋰2 "�⋰2 

 

從雨、芋中古都屬於喻母三等字，根據龔煌城（2002[=2001]：204）的構擬，中

古喻三在上古音是*gwrj-，26例如： 

   芋  OC. *gwrjags > ©ju 

   于  OC. *gwrjag > ©ju 

   羽  OC. *gwrjagx > ©ju 

雨的聲韻地位與羽完全相同，可以構擬為*gwrjagx，雨、芋兩字在閩南方言讀為

[�]，可能是由於圓唇舌根音聲母的影響，使得元音變為合口的[�]，斧則是由

於聲母是唇音，可能本身就有合口性質，因此也產生平行的變化。從韻母的表現

來看，上古魚部的斧、雨、芋等字在閩南話中讀[�]，應該是秦漢層次的痕跡。 

  第三、虞韻第一層次在閩南系統的方言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韻母：[�֏�]。

從整個語音分布及方言比較上來看，虞韻讀[�֏�]這樣的韻母只在柱、數這兩個

字上。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字屬於侯部，就讀音來看可能是保留早期侯

部的痕跡。建甌的「數」讀為送氣塞擦音聲母[��¾u°]，可能與閩南來源不同。 

5.4.3.2魚、虞兩韻的層次Ⅱ 

（一）魚韻Ⅱ 

                                                 

25
 下表各方言及例字悉根據《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1989）。 

26
 根據李方桂的系統，中古喻三字構擬為圓唇舌根音 gw-，例如：雨 gwjagx。龔煌城將中古喻三字改擬為 gwr-主要的根據是漢藏語同源詞的比較，參見龔煌城（2002[=200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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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閩語方言魚韻層次Ⅱ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 š ue e iu u ¿u š 

苧 ��5 �š¤ �ue¢ �⊙¤ �iu¢ �yÁ �¿u¢ �š° 

初 ��ℏ�1 �s¾šÁ �s¾ueÁ �s¾eÁ �s¾iuÁ �s¾uÁ �s¾¿uÁ �s¾šÁ 

梳 ��1 sšÁ sueÁ seÁ siuÁ suÁ s¿uÁ ÂšÁ 

疏 ��1 sšÁ sueÁ   suÁ s¿uÁ ÂšÁ 

 

  第一、魚韻第二層次的語音在閩東的寧德、福清、閩南的泉州有一致的表現，

大抵魚韻第二層次的主要元音是個合口性質的前元音或者是一個合口介音加上

前元音。羅杰瑞（1981：48）把閩語魚韻第二層次構擬為*��是可以接受的結論。

永安方言讀為後元音[-¿u]，演變與閩東、閩南不同。 

  第二、梅祖麟（1999）曾對吳語魚韻第二層次的絕對年代提出說明。他指出： 

1.閩語「女汝、鼠、箸、魚」都是基本詞匯，「苧、初、梳、疏」不都是

基本詞匯。一般的情形是前者比後者早，尤其是第二人稱代詞女（汝）。 

2.根據劉淑芬（1992：209、217）的研究，指出南朝時代浙東及浙西新安

郡盛產苧麻。因此假設「苧」字是浙江移民因南朝侯景之亂遷徙到福建

所帶來的新事物，同時也就帶入了這個新詞。 

以上的說法很妥善地解釋了魚韻第一、第二層次兩套不同規律的來源，我們認為

相當可信。 

  第三、上表中揭陽的韻母[��]顯得很特殊，字表[ ]裡的字是根據《漢語方音

字匯》的潮州音補入。以下我們針對潮汕方言，選擇汕頭（林倫倫、陳小楓，1996）、

澄海（林倫倫，1996）、潮陽（林倫倫、陳小楓，1996）、海康（林倫倫、陳小楓，

1996）四個方言點來做比較細緻的比較： 

 汕頭 澄海 潮陽 海康 

苧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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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¾��1 ��¾��1 ��¾��1 ��¾��1 

梳 ���1 ���1 ���1 ���1 

黍    ���3 

把這張表跟上面魚韻第二層次的字表作個比較，我們認為揭陽、澄海、潮陽等地

的[��]可能是因為在歷史上經過比較劇烈的演變的結果，詳細音變過程可能需要

深入地從事潮汕方言內部的比較研究。 

（二）虞韻Ⅱ 

表 5-34：閩語方言虞韻層次Ⅱ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u uo u u u i¿ i· u/¿u 

殕發霉 p¾u£ (p¾u£) p¾u£ p¾u£  (p¾y£) p¾u£ p¾u£ 

霧 mu¤ muo° bu° bu¤ bu¤ mu¤  pu¤ 

廚 �uª �uoª �uª �uª �uª (�y°) (�yª)  

珠 �suÁ �suoÁ �suÁ �suÁ �suÁ (�syÁ) (�ÆyÁ) �s¿uÁ 

主 (�so£) �suo£ �su£ �su£ �su° (�sy£) (�Æy£) �s¿u£ 

戍房子 �s¾u° �s¾uo° �s¾u° �s¾u° �s¾u° �s¾i¿° �Æ¾i·° �s¾¿u° 

輸~贏 suÁ suoÁ suÁ suÁ suÁ (syÁ) (ÆyÁ) Â¿uÁ 

句 (kšy°) kuo° ku° ku° ku° (ky°) (ky°) ku° 

說明： 

  第一、虞韻第二層次的字在閩東的對應是[-uo]或[-u]、閩南是[-u]。仙遊似乎

有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現象，雙唇音及舌根音讀[-u]，其他聲母讀[¿u]。建甌及永

安的韻母情況比較複雜，但表示房子這個意思的詞都用戍，肯定與其他閩方言是

同源詞，因此我們猜想讀為前高合口元音的韻母[-y]可能與閩東的是[-uo]（或

[-u]）、閩南是[-u]是不同的來源。 

  第二、有關閩東[��¾uo°]、閩南[��¾u°]（訓讀字為厝，house）這個音的本字。

目前有兩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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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orman（1984）、李如龍（1994）認為本字是「戍」。戍，《廣韻》傷遇切

（虞韻去聲三等審母字），舍也。 

   2.張振興（2000：8）認為本字是「處」。處，《廣韻》昌據切（魚韻去聲三

等昌母字），處所也。 

這兩個字都符合閩語「房屋」的意思，意義上無分軒輊。而從音韻演變的角度上

看，我們認為 Norman、李如龍的說法是正確的。由上表來觀察，閩東福清的「厝」

讀為[��¾uo°]，與輸、廚、主相同，而不與魚韻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有相同的演變，

與虞韻第一層次的音讀也不同。而表示房子的這個詞又是閩語內部相當一致的語

詞，因此根據這個詞我們可以作為判斷虞韻第二層次的標準。 

5.4.3.3魚、虞兩韻的層次Ⅲ 

（一）魚韻Ⅲ 

表 5-35：閩語方言魚韻層次Ⅲ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u/y u/y u/¿/# �/¿ �/� u/y u/y/¿u u/y/š 

序 �šy¤ �y¤ �·¢ �u¤ �u¢ �y¤ Æy¢ Ây¤ 

阻  ��u£ ��¿£ ��¿£ ��o£ ��u£ ��¿u£ ��š£ 

初 ��¾uÁ ��¾uÁ ��¾¿Á ��¾¿Á ��¾oÁ ��¾uÁ ��¾¿uÁ ��¾šÁ 

楚 ��¾u£ ��¾u£ ��¾¿£ ��¾¿£ ��¾o£ ��¾u£ ��¾¿u£ ��¾š£ 

礎  ��¾u£ ��¾¿£ ��¾¿£ ��¾o£ ��¾u£ ��¾¿u£ ��¾š£ 

助  ��u¤ ��¿° ��¿¤ ��o¢ ��u¤ ��¿u° ��š¤ 

所  �u£ �¿£ �¿£ �o£ �u£ �¿u£ Âš£ 

書 �yÁ �yÁ �uÁ �uÁ �uÁ �yÁ ÆyÁ ÂyÁ 

鼠   �u£ �u£ �u£    

處 ��¾šy° ��¾y° ��¾·° ��¾u° ��¾u° ��¾y° �Æ¾y° ��¾y° 

暑 �y£ �y£ �·£ �u£ �u£ �y° �Æ¾y£ Ây£ 

居 nyÁ nyÁ n·Á n�Á n·Á kyÁ kyÁ kyÁ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172 

語 ³y£ ³y£ i·£ i�£ i·£ ⋰�3 i�3 k�3 

許 hy£ hy£ h·£ ℏ�£ h·£ xy£ Æy£ hy£ 

與 y£ y£ ·£ u£ ·£ y¦  y¤ 

說明： 

  魚韻在閩語各次方言系統中的對應頗為明確。上面比較有疑問的是字表最後

「阻」～「所」這幾個字，從魚韻第三層次的演變規律來說，這一批字似乎是例

外，其實不然。考察這八個字的中古聲類，我們發現這些字都是中古莊系字，這

一線索有助於我們理解閩南方言這類特殊音讀。我們認為，表五中「阻、初、楚、

礎、助、所」這些字的特殊韻母是魚韻韻母受中古莊系聲母影響而產生﹔從字表

的語音分布來看，不難看出在閩方言中莊系字與非莊系字的韻母是互補分配的。

因此就歷史來源上說，閩方言這兩批字看似是韻母音值上的分別，其實是表現出

中古聲母[莊系：非莊系]的分別。我們猜想最初傳入漳州的文讀層次還保有獨立

的莊系聲母，可能是精、莊、章三系分立的格局。之後精、莊、章三系聲母合流

為一套，但由於莊系聲母與精、章兩系在音值上有若干分別，使得漳州方言的魚

韻韻母讀得比較靠後而低成為[�]，精、章系以及其他如端、見、影系諸聲母，

則讀為靠後而比較高的[�]。因此我們認為，漳州方言中的[�]與[�]都是魚韻第三

層次的音。其他閩東、閩北、閩中、莆仙等片都可以有平行的解釋。 

  我們以下將本文八個方言點的魚韻第三層次[莊系：非莊系]的韻母對照表排

列出來，以清眉目： 

魚韻Ⅲ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莊系 u u ¿ ¿ � u ¿u š 

非莊系 y y u/# � � y u/y u/y 

 

（二）虞韻Ⅲ 

表 5-36：閩語方言虞韻層次Ⅲ比較字表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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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y u/y u/¿ �/¿ �/� u/y u/y/¿u u/y/š 

斧 hu£ hu£ hu£ hu£  xu£ hu¦ hu£ 

無 ouª uª buª buª  u£ uª puª 

取 ��¾y£ ��¾y£ ��¾u£ ��¾u£ ��¾u£ ��¾y£ ��¾y£ ��¾y£ 

聚  ��y¤ ��u¢ ��u¤ ��u¢ ��y¥  ��y¤ 

柱 ��šy¤ ��y¤ ��u¢ ��u¤ ��u¢ ��y¥ �Æy° ��y¤ 

樹 �šy¤ �y¤ �u° �u¤ �u¤ �y¤  $y¤ 

數 ��u° �u° �¿° �¿° �o° �u° �¿u° $¿u° 

區 k¾yÁ k¾yÁ k¾uÁ k¾uÁ k¾uÁ k¾yÁ k¾yÁ k¾yÁ 

具 kšy¤ ky¤ ku° ku¤ ku° ky¥ ky° ky¤ 

雨 y£ y£ u£ u£ u£ y¥ y£ y£ 

裕 šy¤ y¤ lu° dzu¤ zu¤ y¦ y° ��y¤ 

說明： 

  虞韻第三層次在八個閩方言中也是呈現很整齊的對應。接著我們透過虞韻第

三層次來印證上文討論的魚韻第三層次莊系與非莊系韻母互補的關係。在上文的

討論裡，我們認為魚韻第三層次在閩語中有[莊：非莊]的音值差異，但就音位上

來說，這兩個音是互補的，因此即使音值不同，我們仍可以將之視為同一層次。

現在我們比較本節的兩張字表，可以發現魚、虞的第三層次是魚虞不分的。因此，

從歷史語言學所揭示「音變無例外」的角度來看，既然閩語魚、虞的文讀層次是

魚虞不分，那麼魚韻的第三層次存在[莊：非莊]的音值差異，那麼想來虞韻第三

層次必然也有這樣的情形。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翻檢各閩方言的虞韻字，果然

發現了平行演變的例子。底下比較魚、虞韻莊系的助、數（名/去聲）兩字： 

魚韻Ⅲ 福州 寧德 泉州 漳州 揭陽 建甌 永安 仙遊 

助  ��u¤ ��¿° ��¿¤ ��o¢ ��u¤ ��¿u° ��š¤ 

數 ��u° �u° �¿° �¿° �o° �u° �¿u° $¿u° 

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發現閩語虞韻第三層次的莊系字與魚韻第三層次的莊系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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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演變規律。這一方面說明了魚、虞兩韻在閩方言的第三層次確實是相混

的﹔同時也印證了我們之前魚韻[莊系：非莊系]韻母互補的推論。仙遊方言的韻

母表現不同其他閩語方言，助、數兩字韻母不同，可能屬於不同層次的語詞。 

5.4.3.6魚虞有別與江東方言 

  梅祖麟（1999、2001）曾對浙南吳語處衢方言的魚、虞兩韻作了詳細的研究，

讀者可以自行參看，茲不具引。根據他的研究，吳閩方言魚、虞兩韻三個層次的

對應關係如下： 

 浙南吳語 閩語 

 魚 虞 魚 虞 

秦漢層Ⅰ *≙ *�# *y (*��) 

南朝層Ⅱ（江東方言） *�� *�� *�� *�o 

晚唐層Ⅲ 文讀 *�� *�� 

根據上表，閩語與吳語都有一個江東方言層，而且也有一個早於江東方言的秦漢

層。底下我們說明若干閩語江東方言層中魚、虞兩韻的音值構擬問題。 

根據 Norman（1981：46-47）的構擬，共同閩語中虞韻字的構擬是*io，底

下列出他的比較字表跟擬音： 

表 5-37：Norman 共同閩語虞韻同源詞表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 � ��/�� �/� ��/� � �/� �/� � 

斧 ≺�3 ≺��3 ≺�3 ≺��3 ≺�5 ≺�3 ≺�3 (≺�3) 

餔 ≺�3 ― ≺�3 ≺��3 ≺�3 ― ≺�3 ― 

雨 ℏ�6 ℏ��6 ℏ�6 ℏ��4 ��6 ��5 ℏ�4 ≻�3 

芋 "�6 ��6 �6 ��6 �6 �6 �5 (��6) 

輸 ��1 ���1 ��1 ��1 ��1 ��1 �ɺ�1 �ɺ�1 

廚 ��2 ���2 ��2 ��2 ��5 ��2 ��2 �ℏ�2 

主 ���3 ����3 ���3 ���3 ���3 ���3 ��ɺ�3 ��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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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房子 ��¾�5 ��¾��5 ��¾�5 ��¾�5 (��¾��5) (��¾��5) (��ɺ¾#5) (��ɺ¾�5) 

從上表可以知道，Norman構擬的虞韻字只有一套韻母*io，其中斧、餔、雨、芋

與輸、廚、主、戍在若干方言中韻母形式不同，他認為這是條件分化的結果。我

們的看法與他不大一樣，根據本節對閩語虞韻的層次分析，我們認為： 

  (1)上表中斧、餔、雨、芋等唇音、喉音等字，根據閩南方言的對應來看，應

該是秦漢層次魚部的韻母；與之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的詞彙應該是樹、蛀、珠

（-iu）、柱（-iau）。 

  (2)上表中輸、廚、主、戍是屬於六朝時期江東方言的層次。下面我們引用梅

祖麟（1999：6）浙南吳語虞韻第二層次的字表來觀察一下： 

表 5-38：浙南吳語虞韻層次Ⅱ比較字表 

虞Ⅱ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 yo �� ye � yí � ye 

廚 ○˘��2 ○���2 ○˘�⊙2 ○˘�2 ○˘��2 ○ï�2 �˚�⊙2 

主 �˚��3 ����3 �˚�⊙3 �˚�3 �˚��3 �∢�3 �˚�⊙3 

輸 ˚��1 ���1 ˚�⊙1 ˚�1 ˚��1 ∢�1 ˚�⊙1 

戍 �û¾yo° (�ûyeÖ¦) (�ûyeÖ¦) (�û¾yúÖ¦) �û¾yí° �Æ¾y° �û¾ye° 

上表的這一批字都是浙南吳語方言與魚韻有別的虞韻字，梅祖麟構擬為*��；至

於魚韻則構擬為*�ú，因此吳語中江東方言層魚韻與虞韻的對立是*�ú：*��。 

根據 Norman的構擬，共同閩語魚韻字有兩套不同的對應： 

表 5-39：Norman 共同閩語魚韻同源詞表（一）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 �/⋱� �/⋱� �/� # � � � � 

書 ��⋱�1 ���1 ���1 ��#1 ��1 ��1 �ɺ�1 �⌣�1 

鼠 ��¾�3 ��¾�3 ��¾�3 ��¾#3 ��¾�3 ��¾�3 ��ɺ¾�3 ��ɺ¾�3 

鋸 n⋱�5 n��5 n�5 n#5 n�5 n�5 n�5 n�5 

箸 �⋱�6 �⋱�6 ��6 �#6 ��6 ��6 ��5 �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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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0：Norman 共同閩語魚韻同源詞表（二）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 � ⋱ �⊙ � �� � ֏� �/� 

梳 ��1 �⋱1 ��⊙1 ― ��1 ��1 �֏�1 ��⌣1 

疏 ��1 ��ℏ⋱1 ��⊙1 ��1 ��1 ��1 �֏�1 �ɺ�1 

初 ��¾�1 ��¾⋱1 ��¾�⊙1 ��¾�1 ��¾�1 �¾�1 ��¾֏�1 ��ɺ¾�1 

苧 ��6 �⋱6 ��⊙6 ― ��4 ― �֏�4 �¾�9 

 

根據我們上文的分析，共同閩語魚韻字的第一套對應是秦漢層次，Norman 構擬

為*y。至於共同閩語魚韻字的第二套對應源於六朝江東方言，構擬為*uú。歸納

起來，共同閩語中屬於江東方言層的魚韻與虞韻其對立關係是*uú：*��。現在我

們的看法是，江東方言層的虞韻比較好的早期形式是*u�。 

將共同閩語中江東方言層的虞韻構擬為*u�，最大好處是可以很合理地解釋

閩南與閩東的音韻演變： 

閩東 *u� > u�  （福清） 

閩南 *u� > u  （泉州）27 

至於福州的韻母��（< *u�），可以認為是由於韻母的兩個成份都具有合口性質，

而產生異化作用的結果。梅祖麟（1999：22、24）曾經推測，第二層魚韻的介音

-�是閩地的特產，也就是說，吳地的*��傳到了閩地之後，在主要元音�前長出一

個介音-�-。我們將這個看法推而廣之，認為第二層虞韻也帶有一個閩地特產的介

音-u-。因此我們建議共同閩語中屬於江東方言虞韻的音值，改擬為*u�是一個比

較好的選擇。 

 

                                                 

27
 從共同閩語的角度來看，*u� > u的演變是早期閩南方言從共同閩語中分化出來的一項重要演變，與之平行的變化是*�e > �。詳細的討論請參閱下文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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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三等支脂之 

5.4.4.1 閩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根據中古音的架構，止攝開口三等分別有支、脂、之、微四個韻，而根據羅

杰瑞（1988）的研究，其中支、脂、之三韻在閩方言中仍然有分別的痕跡。梅祖

麟（1999、2001）在羅杰瑞既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吳閩方言中支、脂、之三韻

的層次對應，得出相當堅實可靠的結論。現在根據這兩篇文章，作個總結的說明： 

1.羅杰瑞指出，屬於閩東的福州方言中，很多中古支韻字讀為-ie，而這個韻

母-ie在脂韻與之韻不出現。這是支韻與脂、之兩韻有別的韻母。 

2.屬於閩北方言的政和，有一批之韻字讀為-y，這個韻母-y不出現在支韻與

脂韻。羅杰瑞指出，在閩北方言最古老的層次中之和支、脂是分開的。 

3.梅祖麟利用共同閩語韻母的構擬（Jerry Norman：1981）與羅杰瑞（1988）

對閩語支、脂、之三韻的同源詞比較，指出在共同閩語中，支、脂、之三韻有兩

套不同的演變。這兩套演變代表閩語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就方言比較提

供的音韻、詞彙的線索結合漢語歷史文獻的表現來推敲，一套是來自早期秦漢時

期，一套是來自較晚期的南朝江東方言。 

4.梅祖麟指出，南部吳語的溫州、慶元等方言中，支、脂、之三韻也有與閩

語相似的兩個時間層次。 

總結來看，吳語、閩語中都有一套來自秦漢時期的語言層，也有一套來自南朝江

東方言的語言層。現在先把閩方言支、脂、之三韻的層次對應關係表列如下28： 

 閩東方言 閩南方言 層次來源 

規則對應Ⅰ 支 -ai / -ie 支 -ua / -ia 

 脂之 ai 脂之 ai 

六朝之前 

規則對應Ⅱ 支 -ie 支 -i 

 脂之 -i 脂之 -i 

六朝江東方言 

                                                 

28
 表中韻目是中古音的架構，以上古音來源而言，支韻來自歌部支部（李方桂 1983、董同龢 1993稱為佳部），脂韻來自脂部之部，之韻來自之部。另外，表中閩東方言採用福州，閩南方言採用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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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基本上同意關於羅杰瑞、梅祖麟兩位對閩方言支脂之三韻所作的結論。底下

討論兩個相關的問題：1.閩東方言支韻-ie的層次問題；2.閩南方言中江東方言層

支脂之的問題。 

1.閩東方言支韻-ie的層次問題 

  從早期高本漢（1933）構擬切韻音系以來，學界對閩東方言能夠區分中古支

與脂之兩韻的現象並不陌生。根據羅杰瑞（1988）的研究，可以清楚發現中古支

韻字在閩語中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現在用他列舉的支韻字來觀察： 

表 5-41：閩方言支韻字的兩套規則對應 

例字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政和 

紙 tse£ tsŒi£ tsuŒ£ tsuŒ£ tsyä£ tsye£ tsye£ 

寄 ke° kie° kiŒ° kiŒ° kyä° kye° kye° 

騎 k¾eiª k¾ieª k¾iŒª k¾iŒª ki£ ki£ k¾i9 

立 k¾e¤ k¾ie¤ k¾iŒ¤ k¾iŒ¢ kyä¢ kye° kye° 

蟻 ³e¤ ³ie¤ hi~Œ¤ hiŒ¢ ³yä¢ ³ye° ³ye° 

離 liª lie¤ li¤ li¤ li¤ lie¤ lie° 

刺 ts¾i° ts¾ie° ts¾i° ts¾i° ts¾i° ─ ─ 

池 tiª tieª tiª tiª ─ loiª ─ 

匙 siª sieª siª siª i£ tsiª tsieª 

豉 si¤ sie¤ si¤ si¤ ts¾i¤ ts¾i¤ ─ 

枝 keiÁ kiÁ kiÁ kiÁ kiÁ kiÁ kiÁ 

 

根據上表，支韻字在閩語中有兩套對應。根據前文的表，第一套對應來自秦漢時

期，Norman 構擬為*-iŒi，第二套對應來自六朝時期，梅祖麟構擬為*-ie。29仔細

                                                 

29
 在 Norman的共同閩語韻母構擬中，支韻紙、、寄擬音為*-iŒi，這是上古音的表現。另一個支韻字疕（scab，《玉篇》：芳枳切，……瘡上甲。《集韻》：普弭切，……一曰痂也。）擬音為*-i，與疕字有同樣音韻對應的絲、市、柿都是之韻字。換言之，共同閩語*-i韻母無法有效區分支、之兩韻。對此我們猜想也許由於唇音聲母影響，使得疕字有不同的演變，在此暫時視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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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列規則對應，不難發現其中閩東福州方言除了紙字讀為tsŒi£之外，幾乎無

法區分這兩套對應。這裡需要釐清的一個問題是，福州方言的-ie韻母究竟是屬於

江東方言層的音讀？還是秦漢層次的音讀？抑或是這兩個不同層次合併為一個

類？我們現在增加閩東方言的材料，來觀察支韻字的音韻對應。先看下列字表： 

表 5-42：閩東方言支韻字的規則對應 

例字 柘榮 壽寧 周寧 寧德 福清 閩清 永泰 

紙 tsia£ tsia£ tsai£ tsia£ tsia£ tsai£ tsai£ 

寄 kia° kia° kiä° kie° kia° kie° kie° 

騎 k¾iaª (k¾iª) (k¾eª) (k¾iª) k¾iaª (k¾iaª) (k¾iaª) 

立 k¾ia¤ k¾ia¤ k¾iä¤ k¾ie¤ k¾ia¤ k¾ie¤ k¾ie¤ 

蟻 ³ia¤ ³ia¤ ³iä¤ ³ie¤ ³ia¤ ³ie¤ ³ie¤ 

杓 ─ ─ ─ ─ hiaÁ hieÁ hieÁ 

離 lieª lie¤ li¤ li¤ lieª lieª lieª 

刺 ts¾ie° ts¾ie° ts¾i° ts¾i° ts¾ie° ts¾ie° ts¾ie° 

池 tieª tieª tiª tiª tieª tieª tieª 

匙 sieª sieª Äiª siª sieª sieª sieª 

豉 sie¤ ─ Äi¤ si¤ sie¤ sie¤ ─ 

移 ieª ieª iª ─ ieª ieª ieª 

 

進入討論之前，必須先討論「」這個詞。底下根據《方言》及《廣韻》列出這

個詞的相關說明： 

   [瓜蠡]，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簞，或謂之，或謂之瓢。郭璞注：今江東通 

呼勺為，音羲。（《方言》） 

，許羈切，杓也。（《廣韻》） 

根據上列文獻，「」與「」是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方式。這個語詞在揚雄著

錄《方言》之時已經存在；郭璞進一步指出這個詞是江東地區的用語。從音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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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上來看，這個詞應該屬於閩語內部秦漢層次的痕跡；換言之，這並非六朝時期

從江東方言傳入，而是更早之前已在閩地流行的語詞（梅祖麟 1999）。這個詞在

現代閩東方言中有以下的音韻形式： 

   福州 匏 puª ieÁ（用匏的乾殼製作的舀水瓢） 

      鱟   hau¤ ieÁ（用鱟的甲殼做的口圓底尖的水瓢） 

   福清 鱟 hau¤ iaÁ 

這幾個詞的後一音節都是零聲母，但我們仍然可以認定他們更早之前是hieÁ與

hiaÁ。理由有兩個： 

第一、現代閩東方言兩個音節相連時，後一音節的聲母會因為前一音節的韻

母類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面語音形式，基本上這是一種音節結合時的同化現

象。例如福州方言有如下聲母同化規則：30 
  前字開尾韻，後字聲母為舌根塞音聲母[k-、k¾-、h-]時，聲母變讀為š-。後

字聲母為舌根鼻音聲母[³-]時不變。例如： 

 

 米缸 mi£ kou³Á > mi£ ou³Á 

 布褲 pu¿° k¾ou° > pu¿° ou° 

 西風 säÁ hu³Á > säÁ u³Á 

 禮儀 lä£ ³iª > lä£ ³iª 

 

由此我們可以反推福州方言的匏[puª ieÁ]中，後一音節可能就是hieÁ。 

  第二、根據早期的閩東方言韻書，我們可以找到「」的語言紀錄。目前可

見閩東方言最早的韻書是《戚林八音》，這本韻書是《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及

《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兩書合訂而成。根據李如龍（參閱李如龍、王升魁

2001：3）的研究，《八音字義》編成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珠玉同聲》編

                                                 

30
 福州方言輔音連讀音變的說明引述自袁家驊（第二版 2001：288-289），這裡我們只引用舌根音聲母的規則，以簡省篇幅。福清方言也有相同的現象，可參看馮愛珍（1993：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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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十七世紀末，因此這本書代表的是四百年前的福州音。31從韻母數來看，《八

音字義》有三十三韻，《珠玉同聲》有三十五韻，後者增補了兩個新韻，其中一

個韻是韻。例字如下： 

之 紙帋以竹造成 
風 匏鱟～、杓北斗柄 

鱟～是原書的注。根據《校注》的說明，「指用鱟甲制成的廚房用具，用以從鍋

中舀水」，語義與現代福州話的鱟[hau¤ ieÁ]完全相同。而且根據記載，這個語

詞韻母與紙字相同，聲母屬於風母，也就是[h-]。32附帶一提，比較上表中的福清

方言，由紙、韻母同音的表現來看，我們可以推測《珠玉同聲》之所以增補新

韻，其所根據的方言基礎可能就是福清方言。 

根據上表各閩東方言的音讀表現，如果暫時把「紙」字排除在外，我們可以

發現： 

(1)柘榮、壽寧、福清等方言，支韻字第一套規則對應大抵都讀為低元音[-ia]；

第二套對應則都讀[-ie]。 

(2)周寧的支韻字第一套規則對應讀[-iä]，第二套對應讀[-i]。寧德大抵屬於

相同的類型，第一套讀[-ie]，第二套對應讀[-i]。 

(3)閩清、永泰兩方言除了騎讀為[k¾iaª]之外，完全無法區分支韻字的兩個層

次，前文中的福州顯然也屬於這一個類型。 

歸納上述的音讀表現，我們認為閩東方言支韻字至少應該有兩個層次，一個是讀

為低元音的[-ia]（根據 Norman1981，-ia來自更早的*-iŒi）；另一個是讀為高元音

的[-ie]。而這兩個層次在閩清、永泰、福州等方言中發生了音類合併的現象。同

時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音類合併的現象，是一種以聲母為條件的變化： 

*-iŒi > -ie / {k-、k¾-、³-、h-}_ 

    *-ie > -ie 

上述的變化可以解釋為：早期的低元音由於前一個成份舌位較高的影響，使得主

                                                 

31
 有關本書作者、版本及流傳的討論，可參看李如龍、王升魁校注《戚林八音校注》前言部分。 

32
 參閱李如龍、王升魁校注《戚林八音校注》前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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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元音舌位被拉高，是典型的元音高化現象；而從方言比較上看，這一元音高化

現象只出現於舌根音聲母之後，非舌根音聲母的字（例如「紙」字）不發生這一

變化。另外，從韻母的音值上來看，周寧、寧德支韻字的兩套規則對應分別進行

了兩種不同演變。其中第一套規則對應進行了元音高化的演變，並且其變化也是

以聲母為條件： 

R1 *-iŒi > -ie / {k-、k¾-、³-、h-}_ 

而與閩清等方言不同的地方是，周寧、寧德等方言另外進行了以下的變化： 

R2 *-ie > -i 

整體來看，在周寧、寧德這一類方言中，支韻字的兩類對應分別走了不同的演變

道路，一是元音高化（R1），一是單元音化（R2）。而就音變先後的邏輯次序而

言，R2這一項變化必然早於 R1 的變化。 

  現在回頭來看支韻的「紙」這個字。從閩東方言內部的對應上看，已經有若

干方言把屬於支部的紙字與脂、之兩韻的秦漢層次混讀。請看下列例字： 

表 5-43：閩東方言支韻字 

例字 柘榮 壽寧 福清 寧德 周寧 閩清 永泰 

紙 tsia£ tsia£ tsia£ tsia£ tsai£ tsai£ tsai£ 

指 tsai£ tsai£ tsai£ tsai£ tsai£ tsai£ tsai£ 

屎 sai£ sai£ sai£ sai£ sai£ sai£ sai£ 

治殺 t¾aiª t¾aiª t¾aiª t¾aiª t¾aiª t¾aiª t¾aiª 

使 sai£ sai£ sai£ sai£ sai£ sai£ sai£ 

臍 tsaiª tsaiª saiª tsaiª tsaiª tsaiª tsaiª 

 

上表中的紙是支韻字，指、屎是脂韻字，治、使是之韻字、臍是齊韻字。根據梅

祖麟（1999）的研究，閩語中三等脂、之兩韻、四等齊韻今皆讀[-ai]韻母的，源

於魏晉之前，應該屬於上古漢語。而從上表來看，閩東方言中的柘榮、壽寧、福

清、寧德等方言紙字（支部）與脂之部諸字有分別，周寧、閩清、永泰等方言則

已經合流。基本上來說，閩東方言秦漢層次支部與脂之兩部的合流，是局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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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全面性的。我們可以根據閩東方言內部比較及閩東、閩南方言比較，還原共

同閩東方言支部（*-iŒi）與脂之部（*-úi）的分別。 

  底下歸納本節的討論的結果。從共同閩語的角度來看，支韻字存在兩套規則

對應。一套屬於上古支部與脂、之兩部有別的層次，這個層次的音韻對立是支部 

*-iŒi：脂之部 *-úi，源出於秦漢時期。另一套屬於中古支韻與脂、之兩韻有別的

層次，這個層次的音韻對立是支韻 *-ie：脂之韻 *-i，這是由六朝江東方言傳入

的。33而在閩東方言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原本屬於相同或不同時間層次的韻

母產生了局部的合併現象。例如福州方言： 

 *-iŒi > ai 紙 秦漢層 

 *-úi > ai 指屎治使 秦漢層 

紙屬於支部字，指屎治使屬於脂之部字，現在福州都讀為[-ai]，這是屬於同一個

時間層次（秦漢層）內部支部與脂之兩部的混讀。另一方面： 

 *-iŒi > -ie / {k-、k¾-、³-、h-}_ 寄騎立蟻 秦漢層 

 *-ie > -ie 離刺池匙豉移 六朝層 

福州方言支部（*-iŒi）的舌根音聲母字由於韻母中-i-的成份發生元音高化而讀為

-ie，與六朝層的支韻-ie（<*-ie）讀音相同，這是不同層次間的混讀。 

現在回到本節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福州方言-ie韻母的性質為何？根據以上的

討論，我們認為福州方言的-ie韻母事實上是兩個不同時間層次合流的音讀，其原

因可能是由於不同方言之間由於接觸而發生的一種音韻系統的調整。而就閩東方

言的現象上來看，不僅不同的音韻層次會有合流的可能，即使是同一個音韻層次

也可能產生音類上的歸併；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唯有比較眾多同一個大方言底

下的次方言，並從同源詞的規則對應入手來觀察，才能有把握地指出上述這兩種

不同的音韻合流方向。 

2.閩南方言中江東方言層支脂之的問題 

                                                 

33
 在 Norman 的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用來構擬*-ie韻母的都是齊韻四等字，沒有特別構擬江東方言中與脂之有別的支韻*-ie。而從閩東方言來看，齊韻四等與支韻三等似乎沒有分別，可以構擬為一個*-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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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閩東方言保留中古支與脂之的韻類分別，閩南方言基本上找不出中古

支韻與脂之兩韻分別的痕跡。底下根據羅杰瑞 1988 的文章，利用福州方言篩選

出中古支韻與脂之兩韻有別的層次，藉以觀察這批同源詞在閩南方言的音讀表

現。字表中除了原有的福州、廈門、揭陽之外，另外放入泉州、漳州的支脂之韻

字來一起比較。 

表 5-44：閩南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支韻 福州 泉州 漳州 廈門 揭陽 

離 lie¤ li° li¤ li¤ li¤ 

紫 tsie£ tsi£ tsi£ tsi£ tsi£ 

刺 ts¾ie° ts¾i° ts¾i° ts¾i° ts¾i° 

池 tieª tiª tiª tiª tiª 

匙 sieª siª siª siª siª 

豉 sie¤ si° si¤ si¤ si¤ 

脂韻 福州 泉州 漳州 廈門 揭陽 

姊 tsi£ tsi£ tsi£ tsi£ (tse£) 

餈 siª tsiª tsiª tsiª tsiª 

遲 tiª tiª tiª tiª tiª 

死 si£ si£ si£ si£ si£ 

四 sei° si° si° si° si° 

二 nei¤ li° dzi¤ dzi¤ zi¤ 

伊 iÁ iÁ iÁ iÁ iÁ 

之韻 福州 泉州 漳州 廈門 揭陽 

鯉 li£ li£ li£ li£ li£ 

子 tsi£ tsi£ tsi£ tsi£ tsi£ 

字 tsei¤ li° dzi¤ dzi¤ zi¤ 

絲 siÁ siÁ siÁ siÁ si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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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ts¾ei° ts¾i° ts¾i° ts¾i° ts¾i° 

市 ts¾ei¤ ts¾i¤ ts¾i¤ ts¾i¤ ts¾i¢ 

起 k¾i£ k¾i£ k¾i£ k¾i£ k¾i£ 

棋 kiª kiª kiª kiª kiª 

從上表的對應關係來看，閩南方言基本上不能如閩東福州方言一樣，區分支韻與

脂之兩韻。對於這個現象，我們不妨認為閩南方言進行了以下的音韻變化： 

 *-ie > -i 離紫刺池匙豉 六朝層 

 *-i > -i 姊餈遲死四二伊│鯉子字絲試市起棋 六朝層 

這一推論的理由有下列幾項： 

  第一、就歷史比較的立場來看，早先祖語所具有的某兩個音類上的分別，在

後代語言中由於語音演變，從而造成兩個音類歸併為一個類是相當常見的現象。

我們從共同閩語中看到了中古支韻與脂之兩韻的分別，這顯示共同閩語存在這樣

的音類對立；而從現代方言來看，這樣的對立主要保存在閩東方言，閩南方言則

失去了支：脂之的分別，在解釋上相當簡單。 

  第二、從閩南方言的韻母格局上來觀察，也許可以提供我們若干語音演變的

線索。底下以泉州方言為例，觀察一下閩南方言元音的分布： 

 

        i         · u 

         e    ú    o 

                 ¿ 

              a 

 

如上圖所示，泉州方言共有 8個元音。從音節結構上來看，能夠作為介音成份與

韻尾成份的只有前高元音[i]與後高元音[u]。這 2個高元音與其他元音結合為複元

音的表現如下：（-V-表示介音，-V表示元音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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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泉州方言的介音與元音韻尾的結合限制 

 · ú ¿ e o a 

-i- ─ ─ ─ ─ io ia 

-i ─ ─ ─ ─ ─ ai 

-u- ─ ─ ─ ue ─ au 

-u ─ ─ ─ ─ ─ ua 

根據上表： 

第一、央元音[ú]、後高展唇元音[·]、後低圓唇元音[¿]完全不與前高元音[i]

與後高元音[u]構成複合元音，可以視為閩南方言搭配上的限制。 

第二、低元音[a]可以與前高元音[i]與後高元音[u]任意結合，相當自由。 

第三、上表中最有意思的是前半高展唇元音[e]與後半高圓唇元音[o]。前半

高展唇元音[e]只能與後高圓唇元音[u]構成複合元音[ue]，後半高圓唇元音[o]只能

與前高展唇元音[i]構成複合元音。這裡要注意的是，從音節結構分析來看，我們

把複合元音[ue]與[io]分析為 MV的結構，也就是「介音＋主要元音」。以 MV這

個結構為前提，根據內部構擬法，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前半高展唇元音[e]與後半

高圓唇元音[o]在更早的時期可以自由地與[-i-]、[-u-]兩個介音結合，換句話說，

泉州方言的前一個階段存在以下的音節結構（*代表早期的階段）： 

   e o   

  -i- *ie io   

  -u- ue *uo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推想泉州方言早期的*-ie進行了類似閩東周寧、寧德等方言

單元音化的演變（*-ie > -i），以致於造成現在平面音韻系統上的空缺。更有啟發

性的是，就結構上來看，*uo也有平行的現象。比較下列福州與泉州的同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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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 廚 珠 主 戍房子 輸 

福州34 muo¤ tuoª tsuoÁ tsuo£ ts¾uo° suoÁ 

泉州 mu¤ tuª tsuÁ tsu£ ts¾u° suÁ 

這一批字都是虞韻三等字，從同源詞比較來看，福州的[-uo]對應泉州的[-u]。這

批規則對應的證據支持我們推論早期泉州方言有*-uo這樣的音節結構。現在我們

把這兩條規則寫在下面： 

   *-ie > -i 

   *-uo > -u 

從閩東、閩南方言比較，我們可以推想由於泉州方言在早期曾經發生了單元音化

的演變，使得音韻系統中原有的*ie、*uo變讀為單元音[i]、[u]。總而言之，根據

內部構擬法，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泉州方言更早之前存在*ie、*uo這一類的 MV

結構，這一類的結構後來簡化為單元音，形成系統上的空缺。 

  現在把本節的討論略加歸納。 

第一、從閩東、閩南同源詞的比較來看，閩南系統的方言已經無法區分中古

支韻與脂之兩韻。我們推測這是由於閩南方言發生了*-ie > -i的語音變化，使得

原本有區別的兩個類合併為一個。 

第二、本節除了從方言比較的角度來觀察，我們也嘗試運用內部構擬法，透

過平面音韻系統上的空缺來追溯閩南方言可能存在的早期韻母形式。從現在平面

音系上看，整個閩南方言普遍都缺乏*-ie、*-uo這一類的韻母結構，不過根據韻

母音節內部的結構關係，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兩個形式可能曾經存在過。而透過

與閩東方言的比較，我們可以確認閩南方言*-ie、*-uo這兩類韻母進行了單元音

化的變化，使得這一類韻母在閩南話中形成結構上的空缺。再者，從共同閩語的

角度上來看，這一單元音化的音韻變化可以理解為共同閩南方言從共同閩語中分

化出來的一項重要的音韻創新。 

5.4.4.2 吳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34
 福州根據陳澤平（1998）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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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目前已經發表的語料來看，現代吳語中能夠區分中古止攝開口三等的支

韻與脂之兩韻的主要是浙南吳語，北部吳語幾乎沒有能區別的痕跡。另一個值得

注意的地方是，支韻與脂之兩韻在浙南吳語中往往有局部合流的現象，從中古音

的架構來看，能個區分支遇與脂之兩韻的，主要是章系字與若干精系字。底下以

慶元、江山、武義35為例來觀察： 

表 5-46：慶元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支韻 脂韻 之韻 

精系 刺tû¾ie°│紫ts½£ 餈síª死sí£│姊tûi£ 子tsí£│字s½¤ 

知系 池tûiª 遲tûiª 治tsíª│恥tû¾i£ 

莊系 篩síÁ 師síÁ 使sí£事sí¤柿sí¢ 

章系 紙tûie£│是ûi¢ 指tsí£│脂tûiÁ 齒ts¾í£試sí°│痣tûi° 

見系 寄tûi° 飢tûiÁ 記tûi°旗tûiª 

 

表 5-47：江山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支韻 脂韻 之韻 

精系 刺tû¾iú°│紫tsú£ 餈súª死sú£│姊tûi£ 子tsú£字sú¤ 

知系 池dðiúª 遲d÷ª 治dði¤ 

莊系 篩sšÁ 師ûšÁ 事ûš¤柿ûš¢ 

章系 紙tûiú£│是dði¢ 指tûš£ 時ûšª│市s·¢ 

見系 寄k÷°│騎gšª│奇giª 飢k÷Á│麂kš£│器k¾i° 記kš°旗gšª│記ki° 

 

表 5-48：武義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支韻 脂韻 之韻 

精系 刺tû¾i°│紫ts½£ 餈z½ª死s½£│姊tûi£ 子ts½£字z½¤ 

                                                 

35
 慶元方言根據曹志耘等（2000），江山方言根據秋谷裕幸（2001），武義方言根據秋谷裕幸等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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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系 池dðiª 遲dðiª 治dði¤ 

莊系 篩s½Á 師s½Á 事z½¤(柿zenÑ £Á) 

章系 紙tûi£│是dði¢ 指ts½£脂ts½Á 時z½ª│市z½¢ 

見系 寄tûi° 飢tûiÁ器tû¾i° 記tûi°旗dðiª 

上面慶元、江山、武義的字表中，有幾個相當顯著的特點： 

  第一、支韻莊系的篩字都與脂之兩韻讀為同音，這個現象廣泛地出現在浙南

吳語。36從這個現象上看，我們認為支韻莊系的篩字在浙南吳語中率先與脂之兩

韻合流。更進一步說，篩字支與脂之不分的現象，可以追溯到浙南吳語更早之前

的共同來源。37
 

  第二、就見系字的表現來看，慶元、武義已經無法區分支脂之三韻。江山方

言見系支脂之三韻字有相當複雜的層次，韻母[-i]與韻母[-š]同時出現在支脂之三

韻，顯然無法有效區分這三個韻。韻母[-÷]出現在支韻見系聲母與脂韻見系、知

系聲母（遲d÷ª），卻不出現於之韻，這個現象是否代表江山方言中存在一個支脂

兩韻合流而與之韻有別的層次？我們暫時沒有頭緒，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知系字在慶元、武義兩個方言中，基本上都是混讀的。江山知系字三

個韻母音讀完全不同，相較於同韻其他聲母字，這些音讀缺乏嚴整的對應關係，

我們猜想可能是不同層次讀音混雜的結果，未必是早期支脂之三分的痕跡。 

  第四、三個方言中支與脂之對立最為嚴整的是章系字： 

表 5-49：浙南吳語支與脂之章系字的分別 

章系字 慶元 江山 武義 

支韻 -ie -iú -i 

脂之韻 -í -š -½ 

精系字基本上也有支與脂之的分別，可以參看上表。浙南吳語中這個支與脂之有

別的音韻層次，主要出自江東方言，與閩語六朝層是相同的來源。 

                                                 

36
 參考曹志耘等 2000、曹志耘 2002對各浙南吳語方言的個別討論。 

37
 事實上，秋谷裕幸（2003：70-72）構擬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時，已經為支韻的篩、脂韻的師、之韻的使等字構擬一個相同的韻母*e，而支韻除了篩字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字讀為此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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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浙南吳語有若干支韻字今讀不符合上述音韻對應，這批字在今浙南吳

語中數量多寡雖然不同，但大抵都是相當可靠的同源詞。底下我們羅列 9 個浙南

吳語來觀察38： 

   開化 徙移動sue£、立ge¤、騎guäª、蟻³ä¤ 

   常山 豸de¢、徙移動sue£、立ge¤、騎guäª、蟻³ä¢、³ä£ 

   慶元 立kai¢、瓢xaiÁ、倚ua£、蟻³Œ¢ 

   江山 豸d÷¢、徙su÷£、立g÷¢、蟻³‡¢ 

   廣豐 立g‘i¢、寄k‘i°、蟻³a¢ 

   湯溪 立gä¢、蟻Œ¢ 

   永康 立gúi¢、蟻niŒ¢ 

   武義 立ga¢、蟻nia¢ 

   溫州 立ge¢、蟻³a¢ 

上列 9 個浙南吳語中，有好幾個特別重要的語詞： 

   (1)慶元方言中表示水瓢的瓢xaiÁ，從音韻對應上看與六朝層的讀音不

同，應該來自更早期的*-iŒi。這個詞在閩語有同源詞，例如福州hieÁ、泉州hiaÁ。 

   (2)江山方言中豸d÷¢、徙su÷£、立g÷¢等字與閩語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係。

比較閩南泉州：豸t¾ua¢、徙sua£、立k¾ia¢；閩東福州：立k¾ie¤。39根據《廣韻》：

「豸，蟲豸，《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池爾切。」浙南吳語的江

山方言與閩南泉州方言都用豸。從豸、徙、立等字來看，江山與泉州的元音對

應為-÷：-a，由這批同源詞的對應，我們可以將[-÷]韻母視為江山方言中保存早期

秦漢層次的痕跡。 

   (3)從音韻表現來看，浙南吳語中以立、蟻這兩個詞最能保持上古歌部的

                                                 

38
 相關語料出處：開化、常山、慶元根據曹志耘等（2000）；江山、廣豐根據秋谷裕幸（2001）；湯溪、永康、武義根據秋谷裕幸等（2005）；溫州根據游汝杰、楊乾明（1998）。 

39
 根據《戚林八音》，「豸」聲母為曾類，韻母為開字母韻（與「紙」同一韻母），聲調為陽去；韻母、聲調符合閩東支韻字秦漢層次的對應，但聲母讀為曾類（ts-）與閩南的t¾-沒有規則對應。從目前發表的方言語料上看，也沒有發現與閩南豸t¾ua¢相當的讀音，可能這個詞彙在閩東已被淘汰。另外，閩東方言表示移動的詞ieª，其漢語語源是支韻喻四平聲的移，不是支韻心母上聲的徙，就這一詞彙而言，閩東、閩南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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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然而從上列語料中我們卻可以明顯發現，立、蟻的元音其實也並不相同，

大多數方言前者較高，後者較低；有些方言則是前a與後Œ的對立。從這麼整齊的

分別來看，我們可以猜想立、蟻兩詞元音的差異可能早在共同吳語的時期就已

經存在，至於其成因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5.4.4.3小結 

  本節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討論閩方言內部有關支脂之三韻層次分

析的相關問題。而針對吳語，我們擴大比較的對象來觀察吳方言的支脂之三韻。

整體而言，我們的結論支持梅祖麟（1999）的看法，列表如下： 

 閩語 吳語 層次來源 

支 *-iŒi 支 *-Œi 規則對應Ⅰ 

脂之 *-úi 脂之 *-úi 

六朝之前 

支 *-ie 支 *-ie 規則對應Ⅱ 

脂之 *-i 脂之 *-i 

六朝江東方言 

 

5.5 吳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分析 

5.5.1 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分析 

  比較《切韻》宕攝開口三等在現代各閩語中的同源詞，不難發現中古宕攝開

口三等在現代閩語中具有兩套或兩套以上的規則對應，以閩南泉州方言為例，宕

攝開口三等字至少具有三套規則對應，其中白讀韻母為-³、-i~u，文讀韻母為-i¿³

（參考楊秀芳 1982：113～116）。底下我們擇取 8 個閩語次方言，對宕攝開口三

等字做全面的觀察。請看底下字表40： 

表 5-50：閩語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音讀規則對應（一）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潮陽 永安 仙游 建甌 

長長短 t¿u³ª t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mª t³ª t¿³£ 

                                                 

40
 字表中有兩讀的，先列白讀音，後列文讀音。只有一個讀音的，根據規則對應來歸納文白，詳細說明請參考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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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³ª ti¿³ª ts¾ia³ª tyš³ª 

腸 t¿u³ª 

 

to³ª t³ª 

ti¿³ª 

t³ª 

ti¿³ª 

t³ª 

ts¾ia³ª 

t¿mª t³ª 

tyš³ª 

t¿³£ 

丈量詞 ─ to³¤ t³¢ 

ti¿³¢ 

t³¤ 

ti¿³¤ 

t³¢ 

zia³¢ 

 

(t¾iam¢) 

t³¤ 

tyš³¤ 

─ 

杖  

(t¾y³¤) 

 

(t¾yo³¤) 

t¾³¢ 

ti¿³¢ 

t¾³¤ 

ti¿³¤ 

t¾³¢ 

zia³¢ 

 

(t¾iam¢) 

─  

t¾i¿³¤ 

兩 l¿u³¤ (la³¤) l³¢ 

li¿³£ 

n³¤ 

li¿³£ 

n~o¢ 

lia³£ 

 

(liam£) 

n³¤ 

lyš³£ 

 

ni¿³¥ 

瓤 n¿u³ª ─ l³ª 

li¿³ª 

n³ª n³ª l¿mª ─ [n¿³°]41
 

莊 ts¿u³Á tso³Á ts³Á 

ts¿³Á 

ts³Á 

ts¿³Á 

ts³Á 

tsa³Á 

ts¿mÁ ts³Á 

ts‹³Á 

ts¿³Á 

瘡 ts¾¿u³Á ts¾o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mÁ ts¾³Á 

ts¾‹³Á 

ts¿³Á 

床 ts¾¿u³ª ts¾o³ª ts¾³ª 

ts¾¿³ª 

ts¾³ª 

ts¾¿³ª 

ts¾³ª ts¾¿mª ts¾³ª 

ts¾‹³ª 

ts¾¿³¤ 

霜 s¿u³Á so³Á s³Á 

s¿³Á 

s³Á 

s¿³Á 

s³Á 

sua³Á 

s¿mÁ s³Á 

Â‹³Á 

s¿³Á 

秧 ¿u³Á o³Á ³Á 

i¿³Á 

³Á 

i¿³Á 

³Á 

ia³Á 

mÁ ³Á 

yš³Á 

¿³Á 

 

表 5-51：閩語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音讀規則對應（二）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潮陽 永安 仙游 建甌 

張姓 (t¿u³Á) tyo³Á ti~uÁ ti~¿Á ti~oÁ tiamÁ ti~uÁ ti¿³Á 

                                                 

41
 《建甌方言詞典》無此詞，茲根據《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 1989）「瓤」字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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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³Á ti¿³Á tsia³Á tyš³Á 

場 ty³ª tyo³ª ti~uª 

ti¿³ª 

ti~¿ª 

ti¿³ª 

ti~oª 

ts¾ia³ª 

tiamª ti~uª 

tyš³ª 

─ 

丈～人 ty³¤ tyo³¤ ti~u¢ 

ti¿³ª 

ti~¿¤ 

ti¿³¤ 

ti~o¢ 

zia³¢ 

tiam¢ ti~u¤ 

 

ti¿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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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š³° 

ti¿³° 

脹 ty³° tyo³° ti~u° 

ti¿³° 

ti~¿° 

ti¿³° 

ti~o° 

 

tiam° ti~u° 

tyš³° 

ti¿³° 

量 ly³ª lyo³ª li~uª 

li¿³ª 

li~¿ª 

li¿³ª 

ni~oª 

lia³ª 

liamª ni~uª 

lyš³ª 

li¿³° 

兩  lyo³£ li~u£ 

li¿³£ 

li~¿£ 

li¿³£ 

ni~o£ 

lia³£ 

liam£ ni~u£ 

lyš³£ 

li¿³£ 

牆 ts¾y³ª ts¾yo³ª ts¾i~uª 

ts¾i¿³ª 

ts¾i~¿ª 

ts¾i¿³ª 

ts¾i~oª 

ts¾ia³ª 

ts¾iamª ts¾i~uª 

ts¾yš³ª 

ts¾i¿³° 

搶 ─ ts¾yo³£ ts¾i~u£ tsi~¿£ ts¾i~o£ tsiam£ ts¾i~u£ 

ts¾yš³£ 

ts¾i¿³° 

唱 

 

ts¾y³° ts¾yo³° ts¾i~u° 

ts¾i¿³° 

ts¾i~¿° 

ts¾i¿³° 

ts¾io° 

ts¾ia³° 

tÆ¾iam° ts¾i~u° 

ts¾yš³° 

ts¾i¿³° 

象 ts¾y³¤ ts¾yo³¤ ts¾i~u¢ 

si¿³¢ 

ts¾i~¿¤ 

si¿³¢ 

ts¾i~o¢ 

sia³¢ 

siam¢ ts¾i~u¤ 

Âyš³¤ 

si¿³¤ 

匠 ts¾y³¤ ts¾yo³¤ ts¾i~u° 

ts¾i¿³° 

ts¾i~¿¤ 

tsi¿³¤ 

ts¾i~o¤ 

 

tsiam°  

tsyš³¤ 

─ 

傷 ─ syo³Á si~uÁ 

si¿³Á 

si~¿Á 

si¿³Á 

si~oÁ 

sia³Á 

ÆiamÁ Âi~uÁ 

Âyš³Á 

─ 

上爬 sy³¤ syo³¤ tsi~u¢ tsi~¿¤ tsi~o¢ Æiam¢ Âi~u¤ i¿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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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³¢ si¿³¤ sia³¢ Âyš³¤ 

讓 

 

ny³° nyo³¤ li~u° 

li¿³° 

li~¿¤ 

li¿³¤ 

ni~o¤ 

zia³¢ 

giam° ─ ni¿³¤ 

薑 kyo³Á kyo³Á ki~uÁ 

ki¿³Á 

ki~¿Á 

ki¿³Á 

ki~oÁ 

kia³Á 

─ ki~uÁ 

kyš³Á 

ki¿³Á 

香 hyo³Á hyo³Á hi~uÁ 

hi¿³Á 

hi~¿Á 

hi¿³Á 

hi~oÁ 

hia³Á 

ÆiamÁ hi~uÁ 

hyš³Á 

xi¿³Á 

羊 y³ª ─ i~uª 

i¿³ª 

i~¿ª 

 

i~oª 

ia³ª 

iamª i~uª 

yš³ª 

i¿³° 

癢 sy³¤ syo³¤ tsi~u¢ 

i¿³£ 

tsi~¿¤ 

i¿³£ 

tsi~o¢ 

ia³¢ 

tsiam¢ Âi~u¤ 

yš³£ 

─ 

秧 yo³£ yo³£ i~uÁ 

i¿³Á 

i~uÁ 

i¿³Á 

 

ia³Á 

iamÁ  

yš³Á 

─ 

樣 y³¤ yo³° i~u° 

i¿³° 

i~¿¤ 

i¿³¤ 

i~o¤ 

ia³¢ 

iam° i~u¤ 

yš³¤ 

i¿³° 

關於上列兩張比較表，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 

  第一、宕攝開口三等字在閩東寧德方言的規則對應（二）有兩類韻母，一類

是-yo³，一類是-y³。從聲母韻母的搭配關係來看，-y³韻母出現在舌根音及喉擦

音聲母之後，-yo³韻母出現在其他聲母之後，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這是寧德方言

以聲母為條件的後起變化，更早之前有相同的韻母形式。 

  第二、閩東方言有一個相當特殊的現象，那就是表示量詞的「張」，在閩東

方言中幾乎都讀為送氣舌尖塞音[t¾-]，與姓氏的張讀為不送氣塞音[t-]不一樣。比

較以下 10 個閩東方言「張」作為量詞及作為姓氏時不同的音讀表現（根據林寒

生 2002 及陳章太、李如龍 1991）42： 

                                                 

42
 比較表中，表示「一封信」的詞條取自林寒生（2002：p.75），表示「姓氏」的詞條中，福州、古田、寧德、周寧根據陳章太、李如龍（1991：p.5），其他方言則參考各縣縣志同音字表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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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 長樂 福清 永泰 古田 福安 寧德 壽寧 周寧 福鼎 

張 一封信 

張 

t¾uo³Á 

張 

t¾uo³Á 

張 

t¾y³Á 

張 

t¾uo³Á 

張 

t¾yš³Á 

張 

t¾io³Á 

封 

xu³Á 

封 

xu³Á 

張 

t¾yú³Á 

張 

t¾io³ 

張 姓氏 

張 

tuo³Á 

張 

tuo³Á 

張 

ty³Á 

張 

tuo³Á 

張 

tyš³Á 

張 

tio³Á 

張 

to³Á 

張 

tyo³Á 

張 

tyú³Á 

張 

tio³ 

從上表來看，表示一封信的「封」，10 個閩東方言中只有寧德、壽寧用「封」不

用「張」，這可能是受外來優勢語言（例如官話方言）的影響造成詞彙替換的結

果。從閩東方言這麼一致的表現來看，我們認為作為量詞的「張」讀為送氣舌尖

塞音[t¾-]可以追溯到共同閩東方言，目前暫時將之視為閩東方言內部的特字，至

於其成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以上幾個問題，我們從整個閩方言來觀察，可以知道： 

首先、閩南的三個次方言清楚地顯示宕攝開口三等字的三類規則對應：第一

類規則對應是讀為成音節鼻音的[-³]，第二類規則對應是[-i~u]（～[-i~o]～[-i~¿]），

第三類規則對應是[-i¿³]（～[-ia³]）；其中第一類與第二類都是白讀，第三類是文

讀。相較於閩南，閩東、閩中、閩北等方言則只有兩套規則對應。從對應規則比

較豐富的閩南方言來觀察其他閩方言的同源詞對應，我們認為： 

(1) 閩南方言第一類韻母[-³]，在閩東的規則對應是[-¿u³]（～[-o³]），在閩中

是[-¿m]，在閩北是[-¿³]。 

(2) 閩南方言第二類韻母[-i~u]，在閩東的規則對應是[-yo³]，在閩中是[-iam]，

在閩北是[-i¿³]。 

以上這兩套規則對應，都可以追溯到共同閩語形成的階段。因此，從中古音提供

的框架來看，我們認為至於宕攝開口三等字在共同閩語的階段已經存在層次問

題，也就是說，共同閩語本身就是方言接觸之後的產物。 

其次，至於閩南方言第三類韻母（文讀）[-i¿³]，在閩東、閩中、閩北似乎

沒有相當的規則對應，關於這個現象我們不妨從仙游方言來觀察。仙遊方言的宕

攝開口三等字也有三套規則對應，就音值表現來看，仙遊方言白讀音的兩套規則

對應與閩南方言大抵相當，但文讀音[-yš³]則與閩南方言的文讀層的音值很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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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顯然是來自閩東方言的影響。根據上述的現象，我們可以推想，仙遊方言的

白話層是個閩南方言，因此其白讀系統的對應與閩南方言如出一轍。另一方面，

仙遊方言獲得文讀音的媒介則是透過閩東系統的方言，因此其文讀音的表現與閩

東一致。這個現象可能意味著，閩東方言的[-yo³]可能是兩個不同音韻層次合流

之後的表現：換句話說，閩東方言的[-yo³]既可以是白讀，也可以是文讀。不同

音韻層次之間有相同的語音形式，在語言層的分析中並不罕見。43其原因可能

是：(1)兩個不同層次對某一個音類的音值表現完全相同，因此無需調整；或是(2)

兩個不同的層次由於接觸之後，音韻系統發生若干調整之後趨同（convergence）

的結果。比較仙遊與閩南方言的文讀系統之後，我們認為閩東方言的[-yo³]應該

是經過音韻系統內部調整之後的結果。有了以上的認識之後，其他如閩中的[-iam]

與閩北的[-i¿³]我們也可以推想這是不同音韻系統調整之後的結果。 

  底下把本節對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對應關係的結果，歸納如下： 

  閩南 

泉州 

莆仙 

仙遊 

閩東 

寧德 

閩中 

永安 

閩北 

建甌 

規則對應Ⅰ 白讀一 -³ -³ -¿u³ -¿m -¿³ 

規則對應Ⅱ 白讀二 -i~u -i~u 

規則對應Ⅲ 文讀 -i¿³ -yš³ 

-yo³ 

 

-iam 

 

-i¿³ 

 

5.5.2 吳方言宕攝三等字的層次分析 

  整體來看，吳語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沒有閩語豐富，不過我們大體上仍然

可以從同源詞的規則對應，區分出吳語中宕攝開口三等字的不同層次。先觀察下

列兩張比較表： 

表 5-52：浙南吳語宕攝三等字音讀規則對應（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江山 

量動 l~äª l~¯ª l~‡ª (li~aª) (lia³ª) (li~aª) l~aª l~‡ª 

                                                 

43
 前一節我們討論閩方言豪肴、咍泰等韻母的層次對應時也已經指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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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數 l~a¤ l~¯¢ l~‡¢ (li~a¢) l~ú¢ la£ l~a¢ n~‡¢ 

長長短 d~äª d~¯ª d~‡ª (dz~aª) d~úª däª t~aª d~‡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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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單位 (dði~a¤) d~¯¢ (dði~a¢) (dz~a¤) (dðia³¢) (dïi~a¢) (tûi~Œ¢) (dði~a¢) 

瘡 ts¾~äÁ ts¾~¯Á ts¾~‡Á (ts¾u~aÁ) ts¾~úÁ (tÆ¾i~¿Á) (tû¾i~¿Á) ts¾~Œ¿Á 

床 z~äª z~¯ª z~‡ª (zu~aª) (ði¿³ª) (ïi~¿ª) (ûi~¿ª) s~Œ¿ª 

秧 (i~aÁ) ~¯Á (i~aÁ) (i~aÁ) ~úÁ (i~aÁ) ~aÁ ~‡Á 

 

表 5-53：浙南吳語宕攝三等字音讀規則對應（二）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江山 

娘 ²i~aª ²i~aª ²i~aª ²i~aª ²ia³ª øi~aª ²i~Œª ²i~aª 

兩斤兩 lia¤ li~a¢ li~a¢ li~a¢ lia³¤ li~a£ li~Œ¢ li~a¢ 

醬 tûi~a° tûi~a° tûi~a° tûi~a° tûia³° tÆi~a° tûi~Œ° tûi~a° 

牆 ði~aª ði~aª ði~aª ði~aª ðia³ª ïi~aª ûi~Œª ûi~aª 

張量詞 ti~aÁ ti~aÁ ti~aÁ ti~aÁ tia³Á ti~aÁ Ödi~ŒÁ ti~aÁ 

丈丈人 dði~a¤ dði~a¢ ─ dz~a¢ dðia³¢ dïi~a¢ tûi~Œ¢ dði~a¢ 

霜 ðio³Á s~oÁ ði~‹Á su~aÁ ûio³Á Æi~¿Á ûi~¿Á ûi~¿Á 

唱 tû¾i~a° tû¾i~a° tû¾i~a° ts¾~a° tû¾ia³° tÆ¾i~a° tû¾i~Œ° tû¾i~a° 

上動詞 dði~a¤ dði~a¢ dði~a¢ z~a¢ dðia³¢ dïi~a¢ tûi~Œ¢ dði~a¢ 

讓 ²io³¤ ²i~a¤ ²i~a¤ ²i~a¤ ²i¿³¤ øi~a¤ ²i~Œ¤ ²i~a¤ 

姜 tûi~aÁ tûi~aÁ ki~aÁ tûi~aÁ tûia³Á tÆi~aÁ tûi~ŒÁ ki~aÁ 

鄉 ûi~aÁ ûi~aÁ xi~~aÁ ûi~aÁ ûia³Á Æi~aÁ ûi~ŒÁ xi~aÁ 

養 io³¤ i~o¢ i~‹¢ y~a¢ i¿³¢ i~a£ i~¿¢ i~¿¢ 

癢 ðio³¤ z~o¢ ði~‹¢ i~a¢ ði¿³¢ i~a£ ûi~¿¢ ûi~¿¢ 

關於上列兩張比較表，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 

  第一、大體而言，宕攝開口三等字在浙南吳語至少有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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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介音-i-，另一個則是有介音-i-。第一套規則對應在常山方言保存得最為完

整，龍游方言則可說已經完全沒有痕跡。 

  第二、第二套規則對應在浙南吳語中不止一種語音形式，那是由於聲母所造

成的條件分化的結果。以常山、龍游、慶元為例： 

 精系 見系 章系 知系 莊系 

常山 -i~a -i~a -i~a -i~a -~o 

慶元 -i~Œ -i~Œ -i~Œ -i~Œ -i~¿ 

龍游 -i~a -i~a -~a -~a -u~a 

從上表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在同一個方言中，莊系的主要元音都比較高，其他各

類聲母的主要元音都是-a或-Œ。龍游方言的情況比較複雜： 

(1)龍游方言莊系聲母後面出現一個介音-u-，可能與莊系的聲母性質有關。 

(2)龍游方言知系、章系聲母與精系、見系聲母的表現不同。精系、見系由

於-i-介音的影響，聲母都讀為顎化了的舌面塞擦音tû-、tû¾-、û-、ð-等。知系、章

系則有不同的變化，在龍游方言中，這兩類聲母都丟失了介音-i-，因此聲母都讀

為舌尖塞擦音ts-、ts¾-、s-、z-。 

整體而言，從韻母表現最複雜的龍游方言來觀察，龍游的莊系、精見系與知

章系的韻母表現雖然不同，但這是早期不同聲母類型遺留下的痕跡，換句話說，

這些韻母的不同乃是以聲母為分化的條件。職是之故，我們不必因為韻母的差

異，在龍游方言內部區分出更多的規則對應。其他方言都只在莊系有不同的韻母

表現，現象相對比較單純，可以有平行的解釋。 

底下把本節對吳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對應關係的結果，歸納如下：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江山 

規則對應Ⅰ -~ä -~¯ -~‡ ─ -~ú -a -~a -~‡ 

規則對應Ⅱ -i~a 

-io³ 

-i~a 

-~o 

-i~~a 

-i~‹ 

-i~a 

-~a/-u~a 

-ia³ 

-i¿³ 

-i~a 

-i~¿ 

-i~Œ 

-i~¿ 

-i~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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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吳閩方言宕攝三等字的層次對應 

  根據以上兩小節的討論，宕攝開口三等字在閩語至少有三類規則對應，這顯

示閩語可能存在三個明顯的語言層，而吳語則至少有兩類規則對應，顯示吳語可

能存在兩個語言層。現在我們分別從歷史音韻比較及詞彙比較兩方面來推究吳閩

方言不同語言層之間的對應關係。 

  探討不同方言間的層次對應關係，我們可以利用歷史文獻所呈現的音韻現象

做為參照點，觀察現代方言彼此間呈現出怎麼樣的音韻格局，並進一步尋找相同

的層次特徵以確定不同方言之間層次可能存在的對應關係。就漢語而言，我們可

資利用的參照點包括上古音及中古音。從漢語歷史音韻的角度來看，中古宕攝開

口三等字在上古屬於陽部三等，而不論是中古音或上古音，三等韻都有一個半元

音性質的介音-j-。另一方面，龔煌城（2002）針對漢藏語同源詞的比較研究顯示，

這個介音-j-可以追溯到原始漢藏語的時代。根據上述的說法，我們可以把上古

音、中古音、閩方言、吳方言的表現列為下表：44
 

 上古音 中古音 閩方言(泉州) 吳方言(常山) 

宕攝開口三等 *-ja³ 

 

*-ja³ 

 

-³(對應Ⅰ) 

-i~u(對應Ⅱ) 

-~¯(對應Ⅰ) 

-i~a(對應Ⅱ) 

從上表來看，閩方言與吳方言的對應Ⅰ丟失了原有的介音-j-；至於對應Ⅱ則還保

留，比較泉州的-i~u、常山的-i~a。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古宕攝字在閩方言普

遍存在一套一等與三等同一語音形式的層次。例如： 

表 5-54：閩方言宕攝開口一等字與三等字 

 寧德 福清 泉州 漳州 潮陽 永安 仙游 建甌 

糖一等 t¾¿u³ª t¾o³ª t¾³ª t¾³ª t¾³ª t¾¿mª t¾³ª t¾¿³° 

長三等 t¿u³ª to³ª t³ª t³ª t³ª t¿mª t³ª t¿³£ 

倉一等 ts¾¿u³Á ts¾o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mÁ ts¾³Á ts¾¿³Á 

                                                 

44
 下表中上古音及中古音的擬音根據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中的構擬，我們把李方桂書中原本的舌根鼻音韻尾[-ng]改標為國際音標的[-³]。另外，閩方言的讀音以泉州為代表，吳方言的讀音以常山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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瘡三等 ts¾¿u³Á ts¾o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³Á ts¾¿mÁ ts¾³Á ts¾¿³Á 

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陽部一等字糖的擬音為*da³，倉的擬音為*ts¾a³；陽部三

等字長的擬音為*drja³，瘡的擬音為*ts¾rja³。如果以上古音為出發點，針對以上

這些同源詞，邏輯上我們必須推論閩方言經歷過三等介音-j-丟失的變化，使得原

先有對立的兩類韻母（糖*-a³≠長*-ja³）合併為一類（糖*-a³＝長*-a³長），之後

才一起變為-³。對照閩方言與《切韻》所提供的中古音架構，顯然早期閩方言從

上古漢語分化之來之後，經歷過與中古音相當不同的音韻變化： 

        -j-      《切韻》中古音 

   *-j- 

        -š-      閩方言 

並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閩方言發生*-j- > -š-這一音韻變化的時間，必然

早於規則對應Ⅱ（閩南泉州方言的-i~u）傳入之前。因為，如果我們假設*-j- > -š-

這一音韻變化發生在閩語規則對應Ⅱ傳入之後，基於語音演變沒有例外的原則，

我們就無法理解，同為宕攝開口三等字，何以某些字介音-j-要丟失，某些字又不

丟失。反過來說，我們如果把*-j- > -š-視為閩語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所進行的音

韻創新，那麼閩語中白讀音的規則對應Ⅱ我們可以認為是早期閩語後來與其他優

勢方言接觸的結果，由於閩語進行*-j- > -š-這一變化的時間在前，於是後來傳入

的優勢方言便來不及參與這一項變化。另外，就共有*-j- > -š-這一項音韻創新的

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推論吳語方言中宕攝開口三等字讀為不帶介音的對應Ⅰ與早

期閩方言存在相當密切的關係。 

  其次，我們還可以透過漢語歷史文獻與現代方言的詞彙比較來入手。這個方

式是尋求現代方言與漢語歷史文獻之間的同源詞，由這些同源詞在文獻上的興替

來給不同語言層斷定可能的絕對時間。底下我們討論幾個宕攝開口三等字的詞

彙，嘗試給不同的音韻層次斷代。 

1.1.1.1.表示數目二的表示數目二的表示數目二的表示數目二的「「「「兩兩兩兩」」」」與表示重量單位的與表示重量單位的與表示重量單位的與表示重量單位的「「「「兩兩兩兩」」」」 

  在上面的字表中，特別有啟發性的一個詞彙是「兩」。根據《廣韻》，「兩」

這個漢字至少代表三個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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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兩 說文曰再也。
45良獎切。宕攝開口三等來母上聲字 

   (2)兩 說文曰二十四銖為一兩。良獎切。宕攝開口三等來母上聲字 

   (3)兩 車數。力讓切。宕攝開口三等來母去聲字 

其中(3)指的是車的計量單位，現在寫為輛，從聲調上看與我們的討論無關，可

以不論。而在《廣韻》中，表示數字的(1)與表示重量單位的(2)是同音字，從語

音演變有規則的觀點來看，早先相同的兩個讀音不應該有不同的演變，如果有不

同的演變應該要能找出分化的條件，如果有不同的演變又找不出分化的條件，那

麼就應該考慮是否有因為方言接觸所造成的層次問題。以閩南泉州方言為例，

「兩」的讀音分別有文讀li¿³£、白讀表示斤兩的li~u£及表示數目字二的l³¢。從語

音對應及語義來看，這是很明確的同源異形詞，顯示「兩」這個詞彙在閩南泉州

方言至少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同時，其中白讀的兩個層次在吳語中也分別有

不同的規則對應： 

表 5-55：浙南吳語宕攝開口三等比較同源詞表（一） 

例字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泉州 

兩數目 (l~a¤) l~¯¢ l~‡¢ (li~a¢) l~ú¢ (la£) l~a¢ l³¢ 

長～短 d~äª d~¯ª d~‡ª (dz~aª) d~úª däª t~aª t³ª 

丈單位 (dði~a¤) d~¯¢ (dði~a¢) (dz~a¤) (dðia³¢) (dïi~a¢) (tûi~Œ¢) t³¢ 

瘡 ts¾~äÁ ts¾~¯Á ts¾~‡Á ts¾u~aÁ ts¾~úÁ (tÆ¾i~¿Á) (tû¾i~¿Á) ts¾³Á 

秧 (i~aÁ) ~¯Á (i~aÁ) (i~aÁ) ~úÁ (i~aÁ) ~aÁ ³Á 

 

表 5-56：宕攝開口三等比較同源詞表（二） 

例字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泉州 

量動詞 l~äª (l~¯ª) l~‡ª li~aª lia³ª li~aª (l~aª) li~uª 

兩斤～ li~a¤ li~a¢ li~a¢ li~a¢ lia³¤ li~a£ li~Œ¢ li~u£ 

                                                 

45
 根據劉景農（1994：49-50），古漢語表示「二」這個數量，動量時多用「再」，物量多用「二」。 《說文》以「再」釋「兩」，可能顯示當時的動量已經使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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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量詞 ti~aÁ ti~aÁ ti~aÁ ts~aÁ tia³Á ti~aÁ Ödi~ŒÁ ti~uÁ 

上動詞 dði~a¤ dði~a¢ dði~a¢ z~a¢ dðia³¢ dïi~a¤ tû¾i~Œ¢ tsi~u¢ 

讓 ði~a¤ ²i~a¤ ²i~a¤ ²i~a¤ (²i¿³¤) øi~a¤ ²i~Œ¤ li~u°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吳閩方言中不帶介音-j-的規則對應Ⅰ經歷過相同音韻變

化，屬於同一個語言層，在相對時間上早於規則對應Ⅱ。而從漢語歷史文獻的用

法上看，關於(1)數詞的用法主要是用於兩個為一組的成對的情況（劉景農 1994、

太田辰夫 2003）。例如：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繫辭上》）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 

   城門之執，兩馬之力與？（《孟子‧盡心篇》） 

另外還有「兩造」、「兩廡」、「兩驂」等。而在古代漢語中，「兩」作為「二」的

用例雖不如「二」那麼多，但也有相當早期歷史文獻上的用例，例如（太田辰夫

2003：128）： 

   並驅從兩肩兮，……並驅從兩牡兮，並驅從兩狼兮。（《詩‧齊風‧還》）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左傳‧成公十六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老子‧第一章》）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荀子‧解蔽》） 

至於(2)表示重量單位的「兩」，在先秦文獻上似乎未嘗一見，到了漢代之後才有

文獻上的用例：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史記‧平準書》）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史記‧扁鵲倉公列 

傳》） 

以「兩」為重量單位的用法顯然是後起的。根據劉世儒（1965：231～232），「兩」

真正作為物品的稱量詞，特別是用為金、銀的量詞，更是晚到六朝時期。例如： 

   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緜一兩，亦三四百。（《宋書‧沈懷文傳》） 

   特賜汝……金八兩。（《魏志‧東夷傳》） 

   時蒙詔賜銀百兩。（《顏氏家訓‧終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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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末一條，劉世儒更引述清儒趙翼的意見：「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金銀

以兩計，始於梁時」。趙翼的說法明確地指出，「兩」作為金銀的計量單位，是始

於南朝梁的時代，這可能是在六朝時期江東方言發展出來的用法。 

歸納上面的說法，我們可以推想：表示數目字二的「兩」字是個基本詞彙，

而表示重量單位的「兩」則是一個後起的用法，這個用法用來指稱金銀的重量單

位更是南朝梁之後才通行。有了以上的認識，根據詞彙本身性質的不同，我們可

以推想吳閩方言中表示數目二的「兩」是屬於固有的語言層，至於表示斤兩、重

量單位的「兩」則是從六朝時期通行的標準語借進來的。 

2.表示肥胖的表示肥胖的表示肥胖的表示肥胖的「「「「壯壯壯壯」」」」 

  在浙南吳語方言中，表示人、動物肥胖的詞彙，都用「壯」。例如： 

表 5-57：浙南吳語表示人、動物肥胖的詞彙 

例字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云和 慶元 江山 

人肥胖 tûio³° 

壯 

ts~o° 

壯 

tûi~‹° 

壯 

ts~ua° 

壯 

tûi¿³° 

壯 

tÆi~¿° 

壯 

tÆi~¿° 

壯 

tûi~¿° 

壯 動物肥胖 tûio³° 

壯 

ts~o° 

壯 

tûi~‹° 

壯 

ts~ua° 

壯 

tûi¿³° 

壯 

tÆi~¿° 

壯 

tÆi~¿° 

壯 

tûi~¿° 

壯 

 

浙南吳語表示人、動物肥胖的詞彙，用的都是「壯」，與一般方言相當不同。現

在我們從漢語歷史文獻來探究一下「壯」這個語詞的語義演變。 

  根據漢語歷史文獻，「壯」字在先秦文獻主要有兩種語義，一類是指「大」、

「盛」；一類是指年齡上正當壯盛的時期，一般指三十歲。例如：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鄭注：壯，大（《詩‧小雅‧南有嘉魚》） 

   天子居明堂太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正義曰：壯謂容 

體盛大（《禮記‧月令》）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禮記‧曲禮上》） 

上述兩種意義在後來的文獻中相當常見。其中表示大、盛的壯常常與其他語詞連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204 

用，形成詞組或複合詞，常見的有： 

   壯士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史記‧項羽本紀》） 

   壯志 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後漢書‧黨錮列傳》） 

   壯盛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史記‧刺客列傳》） 

   壯健 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史記‧田叔列傳》） 

以上這些意義的壯，大抵都還是盛大或體健的意思。壯字開始有肥胖的意義，就

漢語歷史文獻而言，似乎始見於南朝的史書。例如： 

   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宋書‧ 

始安王休仁傳》） 

遯（謝遯）肥壯不能騎馬，晦（謝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宋書‧謝晦 

傳》） 

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南齊書‧文惠太子傳》）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南齊書。隨郡王子 

隆傳》） 

上述幾條材料中： 

(1)前兩條以「肥壯」連言，可見「肥」與「壯」是同義詞。 

(2)第三條由「太子素多疾」這一句可知，後文中的「壯」並非健壯，而應

該是肥胖。 

(3)第四條中由後文王子隆服食「蘆茹丸」以自銷損可知，「充壯」也是肥胖

的意思。 

歸納起來，我們認為先秦時期表示「大」、「盛」的壯，由於語義的變遷而改

指人及動物的肥胖。就現有的文獻上來推敲，這是個後起的用法，尤其值得注意

讀的是，以「壯」來指稱人的肥胖的這個詞義，目前可見的最早的記錄是六朝時

期的史書，而「壯」的這個詞義後來也不大在其他時代的文獻找到用例。這個現

象可能暗示，以「壯」來指人的肥胖是六朝江東方言特有的。底下根據《漢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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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匯》（頁 533、534），列出其他現代漢語方言中，意義相當的詞彙來比較46： 

 

表 5-58：現代漢語方言表示人、動物肥胖的詞彙 

例字 北京 成都 揚州 長沙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人肥胖 p¾a³° 

胖 

p¾a³° 

胖 

p¾a³° 

胖 

p¾an° 

胖 

p¾¿³° 

胖 

p¾iª 

肥 

feiª 

肥 

puiª 

肥 動物肥胖 feiª 

肥 

feiª 

肥 

fúiª 

肥 

tûyan° 

壯 

feiª 

肥 

ts¿³° 

壯 

fúiª 

肥 

p¾iª 

肥 

feiª 

肥 

puiª 

肥 

 

(1)由上表可知，現代漢語方言表示肥胖義的語詞基本上有胖、壯及肥等三

個語詞。以下根據《廣韻》，列出這些語詞的反切： 

 胖：普半切，牲之半體。山攝合口一等去聲換韻，滂母字 

 肥：符非切，肥腯，說文曰：多肉也。止攝合口三等平聲微韻，奉母字 

 壯：側亮切，大也。宕攝開口三等去聲漾韻，莊母字。 

從音韻表現上來看，官話、贛語所用的「胖」字都讀舌根鼻音韻尾[-³]，顯然與

山攝合口來源不吻合。湘語的長沙雖然讀為舌尖鼻音韻尾[-n]，但是就長沙的整

體音韻系統而言，鼻音韻尾只有[-n]一類，這顯然是後來不同韻尾歸併的結果，

無法據以認定就是源於山攝合口一等。《漢語方音字匯》（頁 305）收錄了「胖」

這個字，反切標為匹絳切，來源是江攝開口二等去聲絳韻滂母字。事實上在《廣

韻》中源於山攝合口去聲的「胖」與源於江攝開口去聲的「」字形並不相同，

前者從肉半，後者從肉丰。就意義上而言，源於江攝開口二等去聲的「」意為

「脹臭貌」。綜合以上的各條線索來推敲，我們認為： 

                                                 

46
 《漢語方言詞匯》中臚列了二十個現代漢語方言，在此為了簡省篇幅，我們只擇取北京、成都、揚州（以上官話）、長沙（湘語）、南昌（贛語）、梅縣（客家話）、廣州（粵語）、廈門（以上閩語）共八個方言點來做一番重點式的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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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從音韻的角度來看，官話、贛語及湘語表示「肥胖」這一語詞的語源應

該是江攝開口去聲的「」而非山攝合口去聲的「胖」。現在我們寫為「胖」可

能是由於「胖」、「」兩字形體相近而造成的訛誤。 

(B)從語義的角度來看，「」意義為「脹臭貌」，官話、贛語及湘語等方言

可能產生語義上的變遷，由原先具有貶義的詞演變為中性意義的詞。這個語義上

的變化還可以參考閩南話，台灣閩南話「」[p¾o³°]至少有以下兩種用法： 

p¾o³°  t¿¤  te£  bi~a¤ 

   肚 短  命47 
上面這句語詞用以詈罵人早死，顯然是個負面意義的語詞。下句同樣有[p¾o³°]，

但意義迥然不同： 

   a³ª  ~eÁ  a£ p¾o³° p¾ueª p¾o³° p¾ueª tsi~aª k¿£ tsuiÁ 

   紅 嬰 囝 膨 皮 膨   皮 誠  古 錐 

上句中的[p¾o³° p¾ueª]是指小嬰兒看起來白白胖胖的，樣子很可愛。我們認為台

灣閩南話這兩個句子中的[p¾o³°]其語源相同，都是來自江攝開口去聲的「」，

而且台灣閩南話不僅保存了《廣韻》所謂「脹臭貌」的用法，也有表示相對比較

有讚美意義的用法。 

(2)表示人的肥胖，官話、湘語、贛語都用「胖」（=「」），客家話、粵語、

閩語都用「肥」。從上文我們已經知道，閩南話也用「胖」（=「」）這個語詞，

但是用的範圍不及「肥」那麼廣泛。 

(3)表示動物的肥胖，各地方言都用「肥」。其中湘語的長沙與贛語的南昌有

「壯」、「肥」兩個不同的語詞，根據《漢語方言詞匯》的說明，這兩個方言中的

「壯」指的是不用作肉食的動物，「肥」指的是用作肉食的動物和肉類。 

整體來看，現代漢語方言指稱「人的肥胖」在詞彙上有南北的差異，南方方

言多用「肥」，其他方言用「胖」。至於指稱「動物的肥胖」可說南北方言都用「肥」，

湘語、贛語則區分了不食用的動物與用來食用的動物。相形之下，浙南吳語的詞

                                                 

47
 這個語詞一般都寫為「膨肚短命」，根據楊秀芳（1992：111）的研究，p¾o³°這個音的本字（漢語語源）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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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就顯得相當特殊，不論是人或動物，都是用「壯」。基於前述音韻規則對應與

歷史文獻的表現這兩個理由，我們認為，現代吳語方言中表示人及動物的肥胖所

用的「壯」，可能直接導源於六朝時期通行於南方的江東方言。 

本節主要根據兩個方面來論證吳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對應關係： 

第一、參照兩個不同時期的漢語音韻系統，嘗試尋繹出不同層次間可能經歷

的共同音韻變化，以此為標準把不同方言間相同層次的關係建立起來。 

第二、利用漢語相當豐富的文獻材料，在現代方言間尋找同源詞，從而根據

詞彙在文獻上出現的時代給方言詞彙提供斷代的線索。 

本節討論吳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對應關係，結論如下： 

  閩語(泉州) 吳語(常山) 層次來源 

規則對應Ⅰ 白讀音 -³ -~¯ 六朝之前 

規則對應Ⅱ 白讀音 -i~u -i~a 六朝江東方言 

規則對應Ⅲ 文讀音 -io³ ─ 晚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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