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山東方言中 t與 t類型聲母的成因與演變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05-009- 
執行期限：90 年 08 月 01 日至 91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宋韻珊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計畫參與人員：董淑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王志璋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進修部大四學生 

 
一、中文摘要 
    中古時期知、莊、章三系聲母各

自分立，但到了近代音階段，因為音

變規律，三系先後合流共同組成現今

北京音裡的舌尖後音 t,t',，而
舌 尖 前 音 ts,ts',s 和 舌 尖 後 音

t,t',二組整齊對立的聲母遂
變成北方官話區裡的大趨勢。但是在

山東，卻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迥異

於大現象下的不同型態，如位於中西

部的濟南、明水等地如同北京般有

ts、t二套聲母；地處西南的濟寧、
黃縣和南部的棗莊則只有 ts 而無

t；位於膠東半島東北端的牟平則古

知、莊、章讀 ts 與 t兩套聲母；位
於膠東近中部的高密和安丘則有 ts、

t、t 三套聲母；再往東些的平度

更特別，居然有 t、t、t和 ts
四套聲母。鑑於山東境內聲母類型的

豐富多樣，本計畫以舌尖面音 t與齒

間音 t 為考察對象，觀察其中古來
源以及在現今山東境內的分布。 

    依據本文觀察，山東境內東西南

北中五個方位的幾個具代表性方言點

的聲母分布來看，北、中、西、南的

呈現較近於冀、豫二省，多數呈現 ts、

t對立的兩套聲母；而東部及近於中
部的平度、牟平、安丘、高密等縣，

顯然舌尖音與舌尖面音的型態豐富多

樣，如平度有 ts、t、t、c 四型,

安丘有 ts、t、t、t四型,牟平

有 ts、t、c三類，高密則是 t、t、

t、c 四類。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必
須觀察中古知莊章三系聲母的分合

外，精見二系聲母在開合口上的呈現

也必須一併列入考慮。經過比對，山

東境內 t聲母的來源顯然來自於精

系字，而 t類聲母多數來自於知莊章
三系、少數來自於精見二系的細音

字。因此，本研究對於釐清山東境內

知莊章精見五系聲母自中古以來的演

變、分化和流向，應當能提供方言研

究上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山東方言  舌尖面音  齒間

音  知莊章系  精見系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discuss about 

the change of Shandong dialect.the 

Blade-alveolar Vowel ts,ts’,s and 
Blade-palatal Sound 

t,t',,is two orderly 
opposite initial in north mandarin 

area .but at Shandong ,because the 

difference of geography ,there 

have many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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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s .For example ,at Ji Nan 

and Ming Shuei in the middle of 

Shandong (there is belong to Ji Lu 

mandarin area)there have ts,t 
two pattern of sounds,at Ji Ning 

and Huang Xian and Zao 

Zhuang ,there have ts but no t ;at 
Mu Ping ,zhi,zhuang,zhang three 

patterns is pronounce to ts and t. 

In my observation, the initial t in 
Shandong area is obviously come 

from 精系字, and the initial t most of 
come from 知莊章 three classifie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can make clear the 
知 莊 章 精 見 five classifies ,which 
change、dissension and mobility from 
middle ancient till now in Shandong 
area, and this study can provide 

important clue in the research of 

dialect too.  
 

keywords ： Shandong dialect   

Palatal-alveolar   Interdental 
 

二、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計畫之背景始於兩方面：

其一，家父為山東高密人，依據方言

資料顯示高密及其鄰近的安丘方言除

了具有 ts、t二套聲母外，又多了

t、t二類音，倘若仔細觀察比對山
東境內各方言點，便不難發現此種現

象僅存於膠東及接近中部地區的某些

地域，而非普及於山東全境。為何唯

獨這幾個地方存有舌尖面音 t和齒

間音 t是引起個人好奇並一思探究的
原因。其二，個人之前已做過遼寧語

音以及河南方音的探索，與此回針對

山東方言的計畫正可串連成一帶狀，

除可探知特殊類型聲母背後隱含的意

義外，也可提供北方官話區內大同與

小異下的良好證據。以上二點，為本

計畫提出的緣由與目的。 

 

三、結果與討論 

依據錢曾怡、張樹錚、羅福騰

(2001)的研究，山東境內的語言因聲、

韻、調的不同分為東、西二區，以古

知莊章三系聲母字的分合來看，東區

分為兩套音：支≠知，巢≠潮，生≠聲；

西區則多數合為一套：支═知，巢═
潮，生═聲。若以古精見系聲母在細音

韻母前是否分尖團來看，東區分尖

團：精≠經，清≠輕，星≠興；西區大多

不分尖團：精═經，清═輕，星═興。

再根據東西兩區的內部差別，把東區

分為東萊和東濰兩片，把西區分為西

齊和西魯二片。本計畫的考察重點在

觀察舌尖面音 t與齒間音 t上，依

據本文的研究，山東境內讀 t聲母的
類型有三：一是來自中古知系三等字

和章系開口字，榮成、文登、乳山、

海陽、青島、昌邑、昌樂、青州、沂

南等地屬之。這些地點偏於山東東部

及中部，不見於西部及北部。二是來

自中古精系細音字，利津、濱州、廣

饒、長島、蓬萊、龍口、招遠、萊西

等地屬之，集中在東區的膠東半島

上，少數在北部。三是來自於中古見

系細音字，昌樂、諸城、五蓮屬之。

除昌樂在山東中部外，諸城和五蓮都

位於山東南部。 

其次，山東境內讀 t聲母字的都
集中在古精系字上，其類型有二：一

是來自中古精系洪音字，新泰、平度、

高密、膠州、諸城、膠南、五蓮、沂

源、莒南、臨朐、即墨、城陽、安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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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沂水、莒縣、蒙陰等地，集中

在山東中部及東南部。二是來自中古

精系細音字，日照、莒南、沂源屬之。

沂源位於山東中部，日照、莒南則地

處山東南部。 
綜合以上觀察結果來看，顯示出

t、t二類型聲母在山東境內的分布
偏向於山東東部，間及中部及南部地

區，卻不見於山東西部和北部，顯然

山東東部聲母的類型和數量遠多於西

部，使得東部的聲母現象自成一格，

與西部聲母類型近於冀豫的現象迥

異。倘若再從人口遷徙的角度來看，

明初山東人口稠密地區為魯中南山地

東北麓及膠萊平原地區，這些地方由

於人口相對過剩，於是政府便將之西

遷以填充魯西北的空曠地區。引人注

意的是，當時移入魯西北的人口，除

了來自山東境內的魯東南登州萊州等

處外，主要還接收了來自河北棗強、

山西洪洞以及其他各省的外來人口，

其中尤以山西、河北為多。人口遷徙

的結果勢必產生方言接觸、方言融合

的情況，因此，現今山東鄰近河北交

界的一些縣份，語音特點上近於河

北，而鄰近河南的地帶，則帶有河南

方言的色彩。現今山東境內之所以同

時存在著冀魯官話、中原官話和膠遼

官話三種不同類型的方音，人口移徙

扮演著不容忽視的因素。個人初步以

為，山東西部的 ts、t聲母類型繼承
自中古音→近代音→山東方言的演化

路線，而山東東部在居於人口輸出以

及未受外來其他方言的明顯影響下，

卻分化出 t、t等多種類型的聲母，
個人以為此種分化當早於近代音，可

能在中古音階段後即獨自走上演化之

路(亦即中古音→山東方言)，而此種分

化適為現今區分山東境內方言為二區

四片的主要依據。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經執行後，達成以下幾項

原訂目標： 
1.整合向來只是單個方言點的調查與

記錄方式，匯整本論題所需之方言點

資料進而做整體的分析研究。 

2.山東省在明清時期連接河南、河

北、東北，形成一條便捷移民的路

線，清代著名的〝闖關東〞即是山東、

河南、河北諸省人民向東北遷徙開墾

的結果。由於得海路之便，地理上又

接近東北，大量山東人移入東北後不

但充實了東北的人口，東北人的語言

亦深受影響，此由清初年希堯《新纂

五方元音全書》中可窺見一般。是

以，研究山東方言不僅對了解其他漢

語方言有助益，從人口結構的變動著

眼亦有助於明瞭明清時期中國境內

人口波動的實況與型態。 

3.參與計畫的助理人員藉由收集語

料、輸入語料中獲致方言上的辨析與

訓練。 

 

當然，本計畫在執行中亦遭遇原

先預期可能出現的問題，即在取現今

山東方言語音相對照時，或因引用資

料中調查點的不夠全面、或是匱乏而

只得改採同一方言片或是方言點相近

之記音來彌補，使得當中或許會產生

某種程度上的差異。此外，人口流動

對語言現象的影響與解釋也還不夠全

面，這都是本計畫於執行完畢後仍需

繼續補強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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