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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宋韻珊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劃係針對中古咸、山二攝字在華北方言(註：本計劃所指之「華北方

言」，涵蓋了北京、天津、河北、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南、山東、

山西、陜西、寧夏、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區，而統以「華北方言」此一名稱來

統攝之。)中的今讀音類型、分布和演變層次進行全面性的探究，以下分別說明：

中古時期的咸、山二攝包含收 m 尾的覃談鹽添咸銜嚴凡(舉平以賅上去入)

諸韻以及收尾的元寒桓刪山先仙(舉平以賅上去入)諸韻，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

在韻尾上，就主要元音同為、、、、來看，頗為相似，所以到了近代音階

段，這兩攝字開始合流，混而不分，此由《中原音韻》裡讓「煩凡范飯」等咸攝

字改入寒山韻內，可知當時已經開始了 m、n 合流的趨勢，待演變至現今北京音

則已全部讀成 an、ian、uan、yan 一類音了。咸山合流不僅是近代音階段語音演

化的觀察指標之一，即使現今區分南北方言差異的條件之一也是以是否仍保有

韻尾為要項，是以，探究咸山二攝的分合與演變，應具有歷時和共時上的價值。

本計劃以《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語音卷)所收 58 個方言點為據，再

輔以其他方言志材料，擬觀察華北地區漢語方言中咸山二攝的今讀音類型和分布

態勢。根據本計畫的研究顯示，咸山二攝字在華北地區的讀音類型演變歷經三個

階段，→→→，a類讀音所展現的正是自中古以來，咸山有別而漸次合流

不分，並進而轉化為陰聲韻的最後型式。

關鍵詞：咸攝、山攝、華北方言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focus on the type of pronunciation, spread a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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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about the rhyme group of Xian2、 Shan1 of middl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Rhyme group of Xian2、 Shan1 including m-ending like 覃談鹽添咸銜

嚴凡, and n-ending like 元寒桓刪山先仙 .The rhymes-ending is the main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above groups.If we observe those main vowel such

us 、、a、、,it seems so close to each others. When the stage of
Yan2 and ming2, those two rhyme group begun fused, checking the Zhong1

Yan2 In1 Yn4 ,we can find the indentifications. the fused of Xian2、 Shan1

rhyme group not only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 of the spread about Yan2

and ming2 period, but very important item to distinct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ese dialect keeping m-ending or not.

Key words: rhyme group of Xian2、 Shan1, north Chinese dialect,

spread and change degree

二、報告內容

A‧前言

中古時期的咸、山二攝包含收 m 尾的覃談鹽添咸銜嚴凡(舉平以賅上去入)

諸韻以及收尾的元寒桓刪山先仙(舉平以賅上去入)諸韻，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

在韻尾上，就主要元音同為、、、、來看，符合主要元音相同或相似的特

點，所以這兩攝字在中古時期的主要區別是著眼於韻尾。到了近代音階段，這兩

攝字開始合流，混而不分，此由《中原音韻》裡讓「煩凡范飯」等咸攝字改入寒

山韻內，可知當時已經開始了 m、n 合流的趨勢，待演變至現今北京音則已全部

讀成 an、ian、uan、yan 一類音了。咸山合流不僅是近代音階段語音演化的觀察

指標之一，即使現今區分南北方言差異的條件之一也是以是否仍保有韻尾為要

項，是以，探究咸山二攝的分合與演變，應具有歷時和共時上的價值。

B‧研究目的

本人在先前所執行過的計劃中，注意到不同方言間的共性與殊性，本計劃

即是在此立足點上，想進行咸、山二攝在華北方言中的共性呈現與殊性演變。近

一、二十年來，國內外的諸多學者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聚焦於漢語方言的研究，

也開展出豐碩的成果。然而，方言的研究不僅僅在田野調查，如何在方言調查的

基礎上，理出語音演變規律並進而詮釋音變現象、描繪語言分布地圖以及釐析語

音層次，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是以，本計劃係以現有方言調查記錄為藍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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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性地觀察、檢視咸、山二攝在不同方言區的讀音呈現和音變條件。

就個人所知，國內外對漢語方言的研究，有挑選某一主題從事廣泛地觀察

研究者，如平山久雄〈聲調調值系統在官話方言中演變的不同類型及其分布〉屬

之；有針對某一方言進行徹底研究者，如《河南方言研究》、《山東方言研究》屬

之；也有專對某一方言區的方言點加以記錄者，如《丹陽方言詞典》、《福州方言

詞典》等方言志屬之；另外還有針對某一方言區進行某一主題式的探索，如劉淑

學《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等不同類型。本計劃想進行的正是以

某一主題在華北方言中廣泛地觀察研究類型，而針對此一型態，就個人所知，目

前除了各方言志所記各省、各方言點的語音記錄時會提到該地咸山二攝合流後的

讀音呈現外，以及少數就某一方言點如〈永濟方言咸山兩攝韻母的分化〉(吳建

生、李改樣 1989)或某一地區如〈河西走廊的漢語方言〉(張盛裕 1993)曾進行局

部探索外，尚未有研究者專門針對此一主題就語言地理分布角度進行全面探索，

因此希冀透過本計劃的提出與執行，能讓漢語方言中的某些音變現象與條件成因

更顯豁，提供有志於方言研究者參考。

C‧文獻探討

本計劃主要是以《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語音卷) (1995)以及《漢

語方音字匯》(1989)裡的方言調查報告為基礎依據，再參酌其他方言志以及方言

研究的專書與單篇論文，如《河北方言概況》、《山東方言研究》、《河南方言研究》、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等。不過，各方言志與方言研究的專書僅止於描述語

音現象，並未著力於此一音變背後脈絡的追索以及範圍的分布，至於吳建生、李

改樣、張盛裕以及王臨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語音特點其流變》(2003)等已經注意

到區域性的方言特點與音變規律，因此在論述中曾經指出咸山二攝在該地區的語

音分合現象，對本計劃的執行頗有提燈引路之功，不過這些學者們並未從語言地

理分布上俯視咸山二攝在華北方言的整體語音面貌，也未提及當咸山二攝的鼻音

尾進一步弱化脫落轉為陰聲韻後，對語音系統又會造成哪些影響？

本計畫即以方言志所提供之調查報告為基礎，再以前輩學者目前為止的研

究成果為據，進一步深度掘發其音變現象、音變條件、音變影響以及音變範圍，

希冀藉此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

D‧研究方法

本計劃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

(1)收集各方言區語料

(2)釐析出咸山二攝今讀音的相關字例以及其他韻攝今音也讀同咸山攝字音

的其他字例

(3)觀察咸山二攝從古至今的分合情形、音變類型、音變條件或環境，追索語

音變化是否有擴散現象？然後詮釋音變原因，建立音變規律。

(4)觀察各方言區的演變是否平行？在地理分布上呈現何種態勢？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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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地理類型學上的意義？以及在演變層次上是否有脈絡可尋。

E‧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以《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語音卷)(1995)所收 58 個方言點

為基礎1，再輔以其他方言志材料，觀測例字是以《漢語方音字匯》(1989)內所

收為據，擬觀察華北地區漢語方言中咸山二攝的今讀音類型和分布態勢。經過

初步觀察，此二攝韻母的今讀音有如下的顯現：(以下例字僅列舒聲韻韻母，

不列聲母和聲調)

般凡丹氈贊干 邊監顛年煎延 端賺暖鑽官碗 卷全玄淵

1.北京 an ian uan yan

2.長治 a ia ua ya

3.邯鄲 a ia ua ya

4.蘭州  i u y

5.陽原  i u y

6.太原  ie u ye

7.林縣 a ia ua ya

8.平山  i u y

9.大同  i u y

10.離石  i(文) i(白) u y

如果以北京音為觀察的基準點，則可將上表讀音歸納為幾種類型：

A、北京和長治屬於同一類型，亦即咸山二攝合流後共同讀成韻尾，在華

北方言中有 33 個方言點都屬於此類。但二者的區別是，屬於北京型的保留了

n、兩類韻尾，換言之，咸山臻等攝收 n尾與曾梗通等攝收尾的區別相當明

顯；可是長治該地的陽聲韻尾卻僅剩下舌根鼻音尾一類，也就是說，曾梗通

1本文所觀察的 58 個方言點如下：1.北京、2.天津、3.河北省：承德、唐山、保定、滄州、石家
莊、邯鄲、平山、張家口、陽原。4.山西省：大同、忻州、離石、太原、臨汾、長治。5.內蒙古：
臨河、集寧、呼和浩特、赤峰、二連浩特、海拉爾。6.黑龍江省：黑河、齊齊哈爾、哈爾濱、佳
木斯。7.吉林省：白城、長春、通化。8.遼寧省：瀋陽、丹東、大連、錦州。9.山東省：煙台、
青島、利津、諸城、濟南、濟寧。10.河南省：商丘、林縣、原陽、鄭州、靈寶、信陽。11.陜西
省：白河、漢中、西安、寶雞、綏德。12.寧夏省：銀川。13.甘肅省：天水、蘭州、敦煌。14.
青海省：西寧。15.新疆省：哈密、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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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山臻等攝在該地一律合流為尾。因此，長治型的讀音實可視為尾的變型。

B、邯鄲、蘭州、陽原、太原可視為同一型，有 20 個方言點屬之。顯然這

些地區在歷經、合流後又進一步弱化為鼻化韻，僅管元音不同，但演化類型

都一致。此類的演化起點應是邯鄲的 a再漸次衍生出、、等其他型式，元

音開口度有由大變小、由低往高的趨勢。太原的讀音則顯示了兩種意義：一是

此類音讀可視為 B類和 C類間的過渡，暗示著鼻化韻的下一步發展即是全部轉

為陰聲韻，如同屬於山西境內的大同、離石皆讀成陰聲韻可證。二是從山西境

內部份方言點以及內蒙古境內絕大部份的方言點如臨河、集寧、呼和浩特、二

連浩特等地，也都是開口呼和合口呼讀 a、ua 鼻化韻；齊齒呼和撮口呼卻讀 ie、

ye 等陰聲韻來看，似乎介音的洪細也關係著韻尾的變化，洪音字較易保留鼻音

尾，逢細音字則加速韻尾的脫落，使其容易往陰聲韻發展。

C、林縣、平山、大同、離石則已徹底甩脫鼻音尾，全部讀同陰聲韻了，符

合此類音變的方言點有五個。本類型的讀音顯示，咸山攝字在華北地區的演變

歷經三個階段，→ → →，C類讀音所展現的正是自中古以來，咸山

有別而漸次合流不分，並進而轉化為陰聲韻的最後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讀音分布有由東向西蔓延的趨勢，從東北、河北讀[]

的固若金湯，但愈往西，歷經山東、河南、山西逐漸過渡成鼻化韻，至陜西、

甘肅、寧夏終於演變成陰聲韻、、等不同的陰聲韻變體。若以橋本萬太郎

在《語言地理類型學》中，就語音、詞匯、語法等條件來區分南北方言的角度

視之，則咸山攝讀音在華北的分布也具有語言地理分布上的意義，亦即鼻音尾

在華北方言中由東向西有漸次弱化削減的趨勢。在山西的忻州、離石等地，韻

母系統中僅剩下一個舌根鼻音尾，收來自中古通梗曾攝字；至於大同，則鼻

音尾全數消失，僅留下如「奔燈」讀[]的舌根濁擦音痕跡。更甚者，山西的

離石、永濟等地，還進一步把尾讀成尾或尾( →或是 yan→y)的特殊

型態，此種演變或見於文白異讀中，如離石；或見於不同聲調的分讀，如永濟

去聲讀，其他聲調讀。

因此，鼻音尾由東向西漸次脫落丟失、鼻音尾合併簡化為一類甚或轉為陰



6

聲韻、介音的洪細制約著鼻音尾脫落的速度以及聲調的不同也影響至鼻音尾消

失的快慢等因素，都使得當、尾消失後，對音韻系統造成或顯著或輕微、或

大或小的影響與改變。而此類音變無獨有偶地，在語言地理分布上同時在長江

流域的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等地，也可見到類似的語音變化，足見

此類音變全呈現東西向帶狀分布於華北和長江流域，是一種由東向西逐漸演進

的語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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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研究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預期可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執行完畢後符合預期目標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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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向來僅單一方言點的調查與分析方式，或是雖全面卻籠統而不夠深入

的描寫方法，匯整本論題所需之方言點資料進而做整體的分析研究。

2.達成咸山二攝字在各漢語方言區內的不同讀音呈現以及音變規律的掌握、

說明，同時也獲悉地理分布上的區域、音變特徵與關聯性。

3.藉由觀察分析，得知介音的洪細不同以及聲調的差異，可能影響至鼻音韻

尾脫落的快與慢，從而得知演變的先後順序。

不過，在執行期間發現：本計畫因範圍鎖定在華北，就長江以北的方言區而

言，咸山二攝間的不同變體固然已獲得掌握，然而長江以南因既有官話區又有如

廣東、廣西、福建等地區的漢語方言，韻母型態迥異於北方，是否也影響至咸山

二攝字的韻尾型態以及分合條件，恐怕尚需整體檢視閩、粵、客、吳、湘、徽語

的韻尾型態後，方能獲得音變規律以及音變類型上的解釋，而這也是本計畫仍待

持續追索與努力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