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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贛方言一、二等與一等重韻的分別 1

江 敏 華 *

摘　要

本文全面性探討客贛方言一、二等的分別，以及開口一等重韻「咍

/泰」與「覃 /談」在客贛方言中的表現。在窮盡式考察客、贛方言語料，

以及注重韻類分合格局的前提下，本文指出，客、贛方言在這些韻類

的表現上，有其基本的一致性。尤其在客家話咸攝「覃 /談」的區別上，

過去很少文獻將客家話列為「覃談有別」的方言之一，然而，在一些本

字不明的客家話口語詞彙中，可以找到一個和贛語一、二等有別及「覃

/談」有別的覃韻字相對應的讀音層次，可以確認就是客家話「覃談有

別」的表現。此外，本文同時探討了在韻類分合格局上與重韻的「咍 /

泰」、「覃 /談」相當類似的桓韻、寒韻與山攝開口二等的分別，並指出

客、贛方言「桓 /寒 /山刪」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平行於「咍 /泰 /皆佳」

與「覃 /談 /咸銜」，都有類似的韻類分合格局。最後，本文指出，一、

二等有別與開口一等重韻「咍 /泰」、「覃 /談」的分別是客贛方言的一種

「共同存古」，它們在變化為目前不同的演變階段之前，應當具有相同

的存古類型。

關鍵詞：客贛方言、咍泰、覃談、寒桓、重韻、共同存古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 本文是國科會計畫「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音韻、詞彙與語法比較研究（NSC 
99-2410-H-001-093-MY2）的研究成果之一，寫作期間承蒙計畫助理何純惠小姐協助蒐

集與整理語料，特此誌謝。此外，本文更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並提

供寶貴的意見。當然，本文若有任何疏失，責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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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前 言

《切韻》音系一、二等在客家話和贛語中往往仍有分別的痕跡，而開

口一等重韻（蟹攝的咍、泰韻與咸攝的覃、談韻）在現代方言中也有多種

不同的反映形式。關於前者，過去曾有學者嘗試以客贛方言一、二等的表

現來區別彼此，
2 關於後者，則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針對客贛方言而作的討

論。由於開口一等重韻的分合往往和一、二等的分合有關，本文打算更詳

細地一併討論客贛方言在這兩類韻類的表現。我們以目前《中國語言地圖

集》、《漢語方言地圖集》或各調查報告歸為客、贛語的方言為研究對象，

儘可能窮盡式的收集各點語料，
3 觀察這些方言在一、二等與一等重韻分

合演變上的特色，從而探討客贛方言關係的其中一個面向。

本文除前言外，第二節討論客贛方言蟹、山、效、咸攝一、二等的分

別，第三節分別探討開口一等重韻的「咍 /泰」與「覃 /談」在贛語和客語中

的表現，兼及有相似平行表現的「桓 /寒」韻。第四節則為結論。

7.2 客贛方言蟹、山、效、咸攝一、二等的分別

《韻鏡》等早期韻圖中四等俱全的攝有蟹、山、效、咸四攝。現代漢

語方言中一、二等多已合流，而贛語幾乎是一、二等的分別保存得最完整

的方言。宜黃、南城、黎川、奉新馮川與高安老屋周家蟹、山、效、咸四

攝都有可區分一、二等的痕跡，如表7.1：

其中以黎川的元音對比最為整齊，一等為 o，二等為 a。元音「o：a」

的對比在客贛方言中皆十分普遍，而黎川由於蟹、山、效、咸四攝一二等

 2 如何大安（1986, 1988）。
 3 本文所有曾考察過的方言點及語料來源請見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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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分別，因此其「o：a」對立十分完整，-, -i, -u, -m, -n, -, -p, -i, -各

種韻尾前都有「o：a」的對立：

o io oi ou om on o io op oi o io
a ia ai au am an a ia ap ai a ia

如此整齊的元音對比，除去三等細音韻母外，「oi：ai」、「ou：au」、

「om/op：am/ap」與「on/oi：an/ai」分別為蟹、效、咸、山一、二等的對

立，o：a為歌一與麻二的對立，o：a為唐韻（一等）與庚二耕（二等）韻

的對比。因此，元音o：a的對比幾乎可以說是一等韻和二等韻的分別所在，

可以視為各方言演變的起點。

表7.1  贛語一、二等的分別

攝 例字 宜黃 南城 黎川 高安周家 奉新馮川

效一
寶 pu3 pou3 pou3 pou3 --

高 ku1 kou1 kou1 kou3 ku1

效二
飽 pau3 pau3 pau3 pau3 pu3

交 kau1 kau1 kau1 kau1 ku1

蟹一
該 kei1 ky1 koi1 ki1 ki1

在 （tai6） tai6 ti1 tai6 li6 tsi6 ti6

蟹二
街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齋 tai1 tsai1 tsai1 tsai1 --

山一
干 kn1 kn1 kon1 kon1 kon1

安 n1 n1 on1 on1 on1

山二
限 han6 han6 han6 han6 --

間 kan1 kan1 kan1 kan1 kan1

咸一
甘 km1 kn1 kom1 kom1 kom1

含 hm2 hn2 hom2 hom2 hom2

咸二
減 kam3 kan3 kam3 kam3 kam3

鹹 ham2 han2 ham2 ham2 h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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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攝的情形而論，則宜黃等五個方言都以效攝的對立最完整，各種

聲母條件下都對立；其他三攝則以舌根音的對立為主，僅蟹攝一等舌齒

音字有白讀 -i、文讀 -ai的現象，白讀的 -i 可說是以客家話的 -oi 變來的

（-oi＞ -i），是一種預期同化作用。此外，各方言的on （n、n）韻除山

攝一等舌根音字外，均同時包括一等合口舌齒音字，如「端短斷酸鑽算」

等，如表：

表7.2  贛語「干」、「安」、「短」、「算」讀音

方言點 干山開一 安山開一 短山合一 算山合一

宜黃 kn1 n1 tn3 sn5

南城 kn1 n1 tn3 sn5

黎川 kon1 on1 ton3 son5

高安周家 kon1 on1 ton3 son5

奉新 kon1 on1 ton3 son5

這樣的音韻格局，與客家話的情形如出一轍。

宜黃、南城、黎川、高安周家以外，蟹山效咸四攝中客、贛方言大多

只有二至三攝可以區別一、二等。其中贛方言多咸攝有別而效攝無別，
4 

客方言則多效攝有別而咸攝無別；然而這只是大致的趨勢，贛方言效攝

一、二等有別見於上述五個方言，客方言咸攝一、二等有別則見於閩西和

贛南：

表7.3  閩西客家話咸攝一、二等有別

例字 寧化 長汀 連城 清流 雩都

甘 k1 k1 k1 k1 k 1

敢 k3 k3 k3 k3 （ka3）

減 k3 ka3 ka3 ka3 ka3

鹹 h2 ha2 ha2 ha2 ha2

 4 贛語還有少數方言只有咸、山兩攝可分，如彭澤、鄱陽、樂平、景德鎮、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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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客家話的咸攝一、二等不分只是就大部分有音字對應的詞彙

而言，在口語詞彙中，大部分客家話仍然可以找到一個一、二等有別甚至

「覃 /談有別」的層次，詳見下節的討論。

關於效攝一、二等有別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客家話的效攝一、二等有

別，一等往往合流於果攝一等歌韻，而贛語的效攝一、二等為 ou：au 的

對比，一等 ou與果攝一等歌韻的 o仍有區別。除去這些韻類合流的差別

外，凡是一、二等能分的方言，客、贛方言事實上顯示其更大的一致性。

首先，在元音的對比上，二者都以 o：a 的對立為主。其次，在區分一、

二等的音韻格局上，效攝一、二等若有分別，皆無聲母條件；蟹攝一等舌

齒音字往往有 ai：oi （i） 的文白異讀或層次；山攝開口一等舌根音字的韻

母則必與合口一等舌齒音字的韻母相同。這些一致性反映韻類合流前結構

上的相似，應當加以重視。

7.3 「咍 /泰」、「覃 /談」與「桓 /寒」

事實上，「等」的分別對於蟹、咸、山攝而言還只是相當粗略的分法。

以韻類而言，蟹攝、咸攝、山攝分別還有許多「重韻」。蟹攝有一等開口

「咍 /泰」與二等「皆 /佳 /夬」的重韻；咸攝有一等「覃 /談」與二等「咸 /銜」

的重韻；山攝則有二等「刪 /山」的重韻。二等的「皆 /佳 /夬」、「咸 /銜」、

「刪 /山」重韻在現代方言中大多已經沒有分別的痕跡，客贛方言也不例

外。至於一等的「咍 /泰」與「覃 /談」，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則仍然可以找到

區別的痕跡，學者也多有討論。如王洪君（1999）從比較宏觀的角度比較

開口一等重韻在現代方言的反映形式，將之歸納為五大類型，並從中探討

漢語方言之間的歷史關係；吳瑞文（2004）也嘗試用現代方言覃談有別的

表現來區分方言。個別方言方面，秋谷裕幸（1999）探討吳語處衢方言慶

元、常山、江山和甌江方言溫州話覃談二韻舒聲的表現，並區分為兩個層

次；王福堂（2010）則探討紹興方言咍泰兩韻早期與現代合流方式的不同，

其取徑雖與單純尋找重韻區別的痕跡不同，但也顯示咍泰兩韻有特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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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地方。不過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全面性針對客、贛方言一等重韻

作討論的文章，這一節我們便針對客贛方言「咍 /泰」與「覃 /談」的韻類分

合進行討論。此外，山攝的「寒 /桓」在韻圖中雖然列為「開合口」的分別

而非「重韻」的分別，但在客贛方言中「桓 /寒」與「覃 /談」、「咍 /泰」等一

等重韻往往有平行的表現，
5 本文將會一併討論。

7.3.1	 贛語一等重韻的表現

客贛方言保留一等重韻的程度不一，以下先討論分別相對明朗的贛

語。首先必須說明，漢語方言中即使保留一等重韻的分別，重韻中的其中

一個韻母往往與二等同形，因此我們除了呈現一等重韻彼此間的分合之

外，還必須同時兼顧它們與二等韻的分合。

1. 贛語的「咍 /泰 /皆佳」與「覃 /談 /咸銜」

贛語蟹攝與咸攝重韻的表現有相當的一致性，可以一起討論。我們先

以這方面表現頗具代表性的宜豐話的韻類分合情況作為討論的起點。宜豐

蟹攝開口一等咍泰韻與二等開口的表現如下表：

表7.4  宜豐蟹攝開口「咍 /泰 /皆佳」的分合

咍
非見系 i 臺待代袋栽菜財（i 戴來）

見系 i 該改開礙海哀愛

泰
非見系 i 帶太蔡

見系 i 蓋害

皆佳 i 拜排埋階界械挨擺派牌買賣債街鞋蟹矮

咸攝開口一等覃談與二等開口的表現如下表：

 5 「談 /覃」與「寒 /桓」的平行關係魯國堯（2001）已有所論，讀者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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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宜豐咸攝開口「覃 /談 /咸銜」的分合

覃
非見系 n/t 貪探潭南男參蠶（n/t 潭答搭踏納雜）

見系 n/t 感鴿含合暗

談
非見系 n/t 擔膽塌塔痰淡籃臘蠟

見系 n/t 甘柑敢

咸銜 n/t 站斬插減鹹狹衫甲銜艦鴨

比較上面兩個表可以發現，宜豐蟹攝開口「咍 /泰 /皆佳」的分合與咸

攝「覃 /談 /咸銜」的分合具有高度的平行關係。咍韻相當於覃韻，見系字

與非見系表現相同，主要元音為 --，非見系字有與二等元音相同的文讀

層；泰韻則相當於談韻，其見系字分別相當於咍韻和覃韻，非見系則與二

等相同，主要元音為 --。如果以下面的表格來呈現：

表7.6  「咍覃 /泰談 /蟹咸攝二等」見系與非見系的二分

咍	覃 泰	談 蟹咸攝二等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則宜豐話的分合方式為：

表7.7  宜豐話「咍覃 /泰談 /蟹咸攝二等」的分合

咍	覃 泰	談 蟹咸攝二等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其音值則為：

表7.8  宜豐話「咍覃 /泰談 /蟹咸攝二等」的音值

咍	覃 泰	談 蟹咸攝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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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類型的分合態勢，是贛語一等重韻的主要分合類型，也是贛方言中一

等重韻所出現的最大分別。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所有的方言材料中，都無法找到一等重韻有分

別、同時其兩個一等韻讀音又與二等有所區別的。也就是說，一等重韻的

分別同時也代表一、二等的分別。因此，當部分贛方言由於蟹攝一、二等

的區別逐漸消失時，連帶也使得其「咍 /泰」的分別幾乎不存在。北部贛語

如湖口、星子、德安、都昌、永修、安義、新建、南昌、橫峰、鷹潭、鄱

陽、永新等地蟹攝一、二等不分，這些方言「咍 /泰」兩韻也就沒有如宜豐

的分合類型了。

2. 贛語的「桓 /寒 /山刪」

贛語山攝「桓」韻與「寒」韻的關係，約略相當於「咍」「覃」韻與「泰」

「談」韻的關係，而略有不同；仍以宜豐為例，其與二等山刪韻的分合如 

下：

表7.9  宜豐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分合

桓
非見系 n/t 端短脫團斷緞奪暖亂捋酸

見系 n/t 官管灌寬闊歡完

寒
非見系 n/t 單攤炭彈達難蘭懶爛辣贊餐擦殘傘散

見系 n/t 肝杆幹割看岸漢寒旱汗安案

山刪開口 n/t 盞鏟察山產殺間揀眼閑限莧奸顏瞎晏

如果比照上面的分合圖，則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分合可以圖示

如下：

表7.10  宜豐「桓 /寒 /山刪」的分合

桓 寒 山	刪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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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音值則為：

表7.11  宜豐「桓 /寒 /山刪」的音值

桓 寒 山	刪

 

 

桓韻與寒韻的元音對比與「咍 /泰」、「覃 /談」的元音對比如出一轍，在客

贛方言中，將「桓 /寒」視為與「覃 /談」相當的一等重韻並無不可。
6 桓韻

見系字讀音不同，與寒韻見系字有別，則可以視為比「咍 /泰」、「覃 /談」

保留更多的韻類分別。

7.3.2	 客家話一等重韻的表現

1. 客家話的「咍 /泰 /皆佳」

客家話「咍 /泰 /皆佳」的表現與贛語的情形類似，「咍 /泰」非見系字

有所分別，但泰韻的讀音往往與二等同形，重韻有別的韻母同時也是一、

二等有別的韻母。以下以梅縣為例列出分合的例字：

表7.12  梅縣蟹攝開口「咍 /泰 /皆佳」的分合

咍
非見系

i 臺代袋胎貸來載在才菜財鰓賽

ai 待怠態災栽宰在猜裁彩

見系 i 該改概開慨礙海愛

泰
非見系 ai 帶大太泰乃奈賴蔡

見系 i 蓋害

皆佳 ai 拜排埋階界械挨擺派牌買賣債街鞋蟹矮

與贛語宜豐相較，除咍韻非見系字讀為 -ai韻者較多之外，其分合類

 6 或者可以換個角度想，將「談 /覃」視為與「寒 /桓」相當的開合口韻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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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抵並沒有結構上的不同。咍韻非見系字讀 -ai者，從「在」為文讀可以

推論這是一、二等合流時所帶進來的文讀層。除去晚近的文讀層，客家話

「咍 /泰 /皆佳」的分合方式可以圖示為：

表7.13  客家話「咍 /泰 /皆佳」的分合

咍 泰 蟹攝二等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其音值則為：

表7.14  客家話「咍 /泰 /皆佳」的音值

咍 泰 蟹攝二等


a

不論是分合類型或音值，客、贛都有相當一致的表現。

2. 客家話的「覃 /談 /咸銜」

第貳節提到，在一、二等的分別中，贛語多效攝無別而客語多咸攝無

別；一等重韻的分合既然牽動到一、二等的分別，那麼，咸攝一、二等沒

有分別的客家話是否能夠保存咸攝一等重韻的分別呢？客家話的覃談韻大

部分字（貪探潭南男參蠶感含合暗等）今多已和二等韻合流，讀為 -am韻。

不過，在少數一般人可能不知本字的口語詞彙中，客家話可以找到一個可

能是覃韻讀音的 -em /-ep韻母層次，以梅縣為例（參表7.15）。

列這些詞彙都讀 -em 韻，考其本字則都來自覃韻字。
7
「kem2」一詞有

必要稍加說明。客家話的「kem2」是一種竹製的雞罩子，由於是外型似蓋

子，應與作為動詞的「kem3」同源，《廣韻》對「 」字的釋義中所謂「方

	 7 關於這些字的考證，請參考李如龍、張雙慶（1992）與顏森（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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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5  梅縣客家話 -em /-ep韻字例
8

讀音 釋　義 本	字	考

tsem3
~印，蓋章

由上而下捶擊小孩

頭部之體罰動作
8

撍，《廣韻》上聲感韻子感切：「手動」。

nem3 摟抱 揇，《廣韻》上聲感韻奴感切：「揇搦。」

kem3 蓋（動詞）

，《廣韻》上聲感韻古禫切：「方言云箱類，又

云覆頭也。」又《集韻》有「贛」字，上聲感韻古

禫切：「蓋也」，音義俱合。

kem2 雞~，雞籠 ，同上。

em1 捂住 盦，《廣韻》平聲覃韻烏含切：「《說文》覆蓋也。」

tep8 ~實，踏實

踏，《廣韻》入聲合韻他合切。按「踏」在韻書

中雖為透母字，但客家話讀為一、二等合流的

tap8則顯示其應有定母的來源，閩南語的讀音

亦為定母的來源。則「tep8實」一詞中的 tep8
可視為「踏」字相對於 tap8的白讀音。

言云箱類」，應即是作為名詞的此類用具。「 」作為名詞時聲調與動詞不

同，或即因聲別義的現象，「kem2」讀陽平不送氣正顯示其來源當有特殊

原因。客家話這些讀為 -em 韻的詞彙在口語語料較為豐富的調查報告中都

可發現，筆者過去所調查的東勢客家話亦有這些詞彙，
9 在客家話內部應

該相當普遍。此外，梅縣客家話讀為 -em 韻的咸攝字還有「含、喊」二字

的白讀；含為覃韻字，喊為談韻字。
10 總結上列這些 -em 韻字，梅縣客家

 8 此用法承審查人示知，謹此誌謝。

 9 東勢客家話作動詞「蓋」的 讀為kem2或kiem2，作名詞「雞罩子」的 讀k’em2或
k’iem2，皆讀陽平。

 10 「喊」在《廣韻》中有三個反切。一為呼覽切，曉母談韻上聲；二為呼豏切，曉母咸韻上

聲；三為下斬切，匣母咸韻上聲。然此字在一、二等有別的贛語中讀為一等的 -om 韻，

當為一等來源。或說hem1為《集韻》「呼含切，吼也」的「 」字。無論如何，hem1
都相對於贛語 -om韻字的讀音，屬咸攝一等與談韻舌齒音或咸攝二等字有區別的讀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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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m 韻來自覃韻見系（ 盦含）、非見系（撍揇）與談韻見系字（喊），
11 

則其咸攝「覃 /談 /咸銜」的分合類型當與宜豐相同，只不過文讀的勢力幾

已掩蓋白讀，看似一、二等無別，也看似覃 /談無別：

表7.16  客家話「覃 /談 /咸攝二等」的分合

覃 談 咸攝二等

（非見系）
（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表7.17  客家話「覃 /談 /咸攝二等」的讀音

覃 談 咸攝二等

em（白）
am（文）

am

以音值來看，客家話覃韻讀 -em 似乎十分特殊，與贛語的 -o-或 --元

音不同；事實上，這是由於客家話發生了 -om ＞ -em 的變化，其語音演變

機制與贛語蟹攝字發生 -oi＞ -i 的變化有異曲同工之妙。-m尾部位在前，

前面的後元音 -o- 因而發生預期同化作用，這是十分常見的變化。梅縣客

家話這些讀為 -em 韻的咸攝字在贛語的安義、黎川方言中皆讀為 -om：

表7.18  安義、黎川與梅縣「om：em」對比
1213

								例字方言
點

揇 盦 含 喊

安義 -- lm312 km3 m113 hm2 --

黎川 -- nom3 kom3 om1 hom2 --

梅縣 tsem3 nem3 kem3 em1 hem2 hem1

 11 此外尚有深攝莊系字也讀 -em，但來自深攝的 -em 韻與本文所討論者無關。

 12 安義n-與 l-在洪音前沒有區別，以讀 l-為常，因此其 l-聲母對應於黎川和梅縣的n-。
 13 安義影母開口字讀 - 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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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義讀為 -om韻的還有「貪探潭罈南男簪參蠶慘甘柑泔感敢橄贛堪勘

庵暗憨函」等字，範圍包括全部覃韻及談韻見系字，與上文宜豐覃談有別

的分布情形相同。黎川則略有不同。黎川讀為 -om 韻的還有「甘柑泔感敢

橄贛堪函涵憾庵暗」等字，皆為覃談一等見系字，覃韻非見系的「貪探潭

南男參蠶」等字已讀為二等的 -am 韻。因此，黎川除「揇」一字，已幾乎

看不出「覃 /談」的分別了。事實上，我們由表五宜豐的例字看來，已可知

這是相當自然的發展。宜豐覃韻字讀 -n 者尚多，但非見字已率先出現文

讀 -n。當 -n 完全取代覃韻非見系的 -n，即成黎川的類型；客家話則更

進一步，連覃談韻見系字也幾乎改讀文讀，只留下少數不知本字的口語詞

彙可供尋找「覃 /談有別」的痕跡。

基於贛、客「om：em」對應的觀點，出現於其他客家方言口語中不知

本字的 -em/-ep韻字，如果能在贛語中找到對應的 -om/-op韻，也幾乎可以

確定它們來自覃韻或談韻見系字，從而尋找本字。以下略舉幾個例子：

⑴寧都km1，用頭碰（桌、牆等）：寧都的 -m韻除來自侵韻字外，

還相當於梅縣來源於覃韻及談韻見系字的 -em韻，如「 」字在寧

都讀為km3。贛語安義方言和高安（老屋周家）都有相當於寧都

km1的km6或kom6一詞，意為「撼」或「搖」，如「莫~桌子」，

與寧都音、義皆合。由寧都陰平和安義、高安的陽去對應來看，此

字應來源於全濁上聲字，萬波（2009：200）認為km6即為《廣韻》

上聲感韻胡感切的「撼」字。

⑵寧都m1，兩手捧：這個詞在高安（老屋周家）亦有om1的對應，

意為「兩手合起來捧，亦用作量詞，語意完全相同。溫昌衍（2006）

所記的梅縣方言這個詞讀為em1，黎川亦有語意完全相同的om1。

寧都和高安都是影母開口字讀 -聲母的方言，對應於梅縣和黎川

讀零聲母，則這個詞當是影母的來源。

⑶龍川 sm3，飯粒：贛語安義方言有「糂」字讀為 sm3，意為「飯

粒」，與龍川音義皆合。「糂」字《廣韻》上聲感韻桑感切：「羹糂，

墨子曰：『孔子厄陳，藜羹不糂。』或作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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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龍川 tsp7，用五指取少量東西：寧都客家話有 tsp7，梅縣、五華

客家話有 tsep7，均用作量詞，如「一~米」（一把米）、「一~鹽」（一

撮鹽），可以視為由動詞引申而來的五指所取之量，與龍川的 tsp7

應為同源詞。贛語方面，黎川有 tsop7，意為「用手指捏住少量細碎

物品，又用作量詞」，與客家話音義完全對應。安義方言咸攝入聲

字讀為 -t尾，亦有 tst7，用於「一 tst7米」，作量詞用，亦與寧都、

五華的用法相同。
14

⑸龍川kp7，佮，用於「佮本」（參加股份）、「佮藥」（配置中藥）與

「佮陣」（合群）：寧都方言有「佮伙」（合伙）讀kuop7，黎川方言有

「佮伙」、「佮攏嘴」、「佮得好」、「佮不來」等用法，語意皆與龍川

相同或相近，其中「佮」讀為kop7。高安（老屋周家）與安義方言都

有相應的「佮」字，分別讀為kop7與kt7，音、義皆與對應。「佮」

字《廣韻》入聲合韻古沓切：「併佮，聚也」。

⑹寧都hp8，用少量水燜熟食物：高安（老屋周家）有hop8一詞，意

為「煮」，音韻相對應，語義相同，二者當為同源詞。

⑺龍川km3，咳嗽：黎川方言有kom3，意為咳嗽，音義全合。

綜上所述，客家話由於咸攝一、二等的區別幾乎消失，連帶使得「覃

/談」的分別不十分明顯，但是在一些口語中可能不知本字的詞彙中，還可

以找到一個覃韻及談韻見系字讀 -em/-ep的層次，與贛語覃談有別的 -om/-

op韻的分布相同，而這個 -em/-ep讀音也往往對應於贛語的 -om/-op韻。可

以推測，客家話的 -em/-op韻（或 -m/-p、-m/-p等）正是從贛語的 -om/-

op韻演變而來的。

這裡還有一點需要補充，就是寧都的情形比較特別。在謝留文（2003）

所記的寧都話中，有 -uom/-uop韻對應於贛語的 -om/-op韻，如「甘柑感敢

庵暗函 /合鴿盒」以及上文第五條的「佮」等，都是本字相當確定的字。同

 14 這個詞許多方言調查報告直接寫作「撮」字。如《黎川方言詞典》認為來自《集韻》末韻

宗括切的「撮」，然韻尾收 -p與反切不合。tsep7或 tsop7應為覃韻入聲的來源。部分贛

方言另有讀為 tsot7的「撮」字，才是來源於末韻宗括切的「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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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有一些本字不是非常明確的 -m/-p韻字也對應於贛語的 -om/-op韻，

如上文第一條的km1（搖、撼）、m1（兩手捧）及hp8（燜煮食物），此

外，用於「花含子」（花蕾）一詞中的「含hm2」字，贛語黎川方言「含」字

在相同詞彙中讀為 hom2，也是完全對應。因此，寧都客家方言覃談有別

（或一、二等有別）的讀音似乎還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15 一為 -uom/-uop，

另一個則為 -m/-p，其中 -m/-p可能是較早由 -om/op變來的，-uom/-uop

則是較晚再由贛語傳來的層次。雖然這兩個層次都還缺乏覃韻非見系字的

例子，但同源詞的對應十分明確，至少在已知的例子中，可以確定其屬於

覃談有別（或一、二等有別）的層次。

雖然客家話還有不少不知本字的 -em韻字，但我們並不認為所有的 

-em韻字都應該在覃韻或談韻見系字中尋找本字，只有在客家話 -em韻字

對應於 -om韻時，才比較能確定它的來源韻類。例如，多數客家話都有

的 tem3（跺腳）一詞，由於黎川方言也讀 tm3，在現有的材料中，都沒

有找到「em：om」的對應，這個詞的來源韻類或其本字，也就暫時存疑 

了。

3. 客家話的「桓 /寒 /山刪」

在山攝「桓 /寒 /山刪」韻的分合上，客家話的表現看似較為複雜，但

整理過後，其類型也與贛語如出一轍，表7.19仍以梅縣為例。

客家話「桓 /寒 /山刪」的讀音雖然種類較多，但經爬梳整理，許多現象並

不難解釋。首先，桓韻見系字的un/t與n/t為不同聲母條件下的語音變

體，讀n/t韻的字其聲母皆為 f-或v-，根據我們對客家話 f-、v-聲母的產

生和演變的了解，我們知這它們的韻母原來都有合口的 -u介音，其早期韻

母形式應該和今讀 f-、v-聲母以外的桓韻見系字一樣，都讀為un/t。桓韻

見系字的uan/t與an/t也是不同聲母條件下的語音變體，可以視為同一組韻

母讀音。un/t（n/t） 與uan/t（an/t） 雖沒有明顯的文白異讀，但根據咍韻

	15 秋谷裕幸（1999：102）也發現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的覃韻有兩個層次，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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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覃韻的平行現象，uan/t（an/t） 韻母可以分析為相對於un/t（n/t）的文

讀層。同理，寒韻見系的n/t與an也是白讀層與文讀層的關係，文讀層反

映的是一、二等合流讀同二等的讀音層次。二等山刪韻見系字的 -ian韻則

是漢語方言中常見的見系二等增生 -i介音的現象。上表中，只有寒韻非見

系的n/t韻讀同桓韻非見系字比較難以解釋，在客家話中大多只見於「餐」

一字，其分布也相當有限，在臺灣客家話中雖普遍可見，但在大陸的客家

話中僅見於梅縣、清溪、揭西、秀篆、武平等地。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經過爬梳整理後的梅縣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分合可以圖示

如下：

表7.20  梅縣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分合

桓 寒 山	刪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表7.19  梅縣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分合

桓

非見系 n/t 端短斷鍛段團暖卵亂鑽酸算蒜/奪脫掇捋

見系

un/t 官觀冠管館貫罐灌

n/t 歡緩喚煥換碗腕

uan 款

an/t 豌完/闊

寒

非見系
an/t 丹單攤炭彈難蘭懶爛贊殘傘散/辣達擦

n 餐

見系
n/t 肝杆幹看漢寒旱汗安案/割葛渴喝

an 刊岸

山刪開口
an/t 盞鏟山產閑限還莧瞎晏殺察煞

見系 ian 間艱奸簡柬揀眼雁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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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音值則為：

表7.21  梅縣山攝一、二等「桓 /寒 /山刪」的音值

桓 寒 山	刪

 a

u（白）
ua（文）

（白）
a（文）

以白讀層次的表現來看，客家話與以宜豐話為例的贛語有相同的分合類

型。

7.4 結 語

本文全面性探討客贛方言一、二等的分別，以及開口一等重韻「咍 /

泰」與「覃 /談」在客贛方言中的表現。在窮盡式考察客、贛方言語料，以

及注重韻類分合格局的前提下，本文指出，客贛方言在一、二等有別，以

及開口一等重韻「咍 /泰」與「覃 /談」的表現上，有其基本的一致性，它們

都表現為如下的韻類分合格局：

表7.22  客贛方言開口一等重韻「咍 /泰」與「覃 /談」的韻類分合

咍	覃 泰	談 蟹咸攝二等

非見系 非見系 非見系

見系 見系 見系

其中，在客家話咸攝「覃 /談」的分別方面，雖然過去由於認為客家話

咸攝一、二等沒有分別，而使得「覃 /談」的區別隱微不彰，不過，透過田

野調查的經驗，以及對口語詞彙記載比較詳細的方言材料，我們發現，客

家話在一些本字不明的口語詞彙中，還存留一個和贛語一、二等有別以及

「覃 /談」有別的覃韻字相對應的讀音層次，可以確認就是客家話「覃 /談」

有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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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同時探討了在韻類分合格局上與重韻的「咍 /泰」、「覃 /

談」相當類似的桓韻、寒韻與山攝開口二等的分別。本文認為，客贛方

言「桓 /寒 /山刪」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平行於「咍 /泰 /皆佳」與「覃 /談 /咸

銜」，都有類似的韻類分合格局，甚至在音值上也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如

果能夠破除韻、攝或開合口的框架，純粹就方言之間音韻分合格局來比較

方言、探討方言的演變，相信客贛方言的歷史音韻還有許多值得開展的課

題。
16

現代漢語方言中，吳、閩、贛、徽、粵、客、湘與核心晉語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一等重韻的分別，其中除閩語屬於獨立的類型外，其他吳、閩、

贛、徽、粵、客、湘與核心晉語的類型都可算是同一類型的先後不同演

變階段。
17 一、二等有別與一等重韻的分合上，客贛的不同事實上只是存

古程度的不同，而不是造成結構重大變異的創新。就類型關係而言，山

攝「寒 /桓」在客贛方言中的表現完全平行，而客家話保存較好的蟹攝「咍 /

泰」韻與贛語保存較好的咸攝「覃 /談」韻也具有高度平行關係，可見它們

在變化為目前的不同演變階段之前，正是具有相同的存古類型。

本文認為，一、二等有別與開口一等重韻「咍 /泰」、「覃 /談」的分別

是客贛方言的一種「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s或 shared archaisms）18
」。儘

管並非所有的客贛方言都在這些特點上保存得十分完整，不過在一、二等

有別和重韻有別的音韻格局上，客、贛方言仍保存基本的共同點，客、贛

方言核心區的元音系統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此外，一、二等有別與重韻有

別並非客、贛方言專屬的特點，符合「共同存古」的特徵；一、二等不分

與重韻不分也只能算是十分普通的合流現象，不適合視為共同創新。因

 16 審查人之一曾提及宕開一 -ong、宕合一 -uong與梗開二 -ang之間也具有類似的平行對

立，這便是一個很值得開展的切入點；只是宕攝唐韻與梗攝庚耕韻的聲母轄字分布仍

與蟹、咸、山攝有較大的不同，當另文討論。

 17 王洪君（1999）對《切韻》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有具體而微的類型分析。王文

指出吳、贛、徽、粵、客、湘的類型可以是同一系方言發展的先後不同階段，本文則

加入王文中的核心晉語，細節無法在此一一論述。

 18 參Trask（199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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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認為客、贛方言一、二等有別與重韻有別的現象可以當作一項

「共同存古」的特點。在歷史語言學的分群原則下，共同存古不能證明兩

方言具有特別親密的關係，但是擁有共同存古並不妨礙兩方言具有親密關

係。
19 這是由客贛方言一、二等與一等重韻的分別所得出的客贛方言關係

的其中一個面向。

 19 參Hoenigswald (1990：443): ‘While shared retentions are compatible with a subgrouping, 
innovations are indicative of one.’



138

附錄1  本文所用客贛方言語料

1.	 客家話
20

表7.23  臺灣的客家話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臺灣

東勢 江敏華 1998

北部四縣 《客話辭典》、個人田調

南部四縣 鍾榮富 2001

海陸 詹益雲 2003

表7.24  粵台片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梅惠小片

梅縣
黃雪貞 1995、溫昌衍 2006、《漢語

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版）2008

興寧 饒秉才 1994、邱仲森 2006

大埔 何耿鏞 1993、江俊龍 2003

惠州市 劉若云1991

惠陽 周日健1987

東莞清溪 李&張 1992、陳曉錦 1993

增城程鄉話 羅兆榮 1996、王李英 1996

增城長寧話 王&羅 1998、王李英 1996

香港 劉鎮發 2004

 20 除臺灣的客家話外，客家話的分區據謝留文、黃雪貞（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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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小片

五華 魏宇文 1997

豐順 高　然 1998

河源 李&張 1992

龍川 侯小英  2008

曲江馬壩 周&馮 1996

新豐 周日健 1990、1992

英德東鄉（魚灣） 邱前進、林亦 2007

連山小三江 陳延河 1994

連南 李&張 1992

揭西 李&張 1992

饒平 詹伯慧 1993

表7.25  海陸片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廣東省
海豐 張為閔 2008

陸豐 盧彥杰 2006

表7.26  粵北片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廣東省
仁化長江 莊&李 1998

翁源 李&張 1992

表7.27  粵西片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廣東省

陽西塘口 李如龍 1999

陽春三甲 李如龍 1999

化州新安 李如龍 1999

信宜思賀、錢排 李如龍 1999



140 天何言哉 

高州新垌 李如龍 1999

電白沙琅 李如龍 1999

廉江石角 李如龍 1999、練春招 2002

廉江青平 李如龍 1999

表7.28  汀州片

地　區 方言點 語料來源

福建省

長汀 縣志、羅美珍等（2004）

長汀紅山 Oshima 2000

長汀涂坊 龍巖地區志

永定城關、坎市 縣志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3

上杭城關、古田 縣志

上杭藍溪 邱錫鳳 2007

武平岩前 李&張 1992

連城城關 縣志

連城文亨岡尾 秋谷裕幸 1992

連城四堡 龍巖地區志、李　玉 2006

連城新泉 項夢冰 1997

寧化城關、安遠 縣志

清流城關 縣志

詔安秀篆 李&張 1992

詔安白葉、霞葛 陳秀琪 2006

平和九峰 莊&嚴 1993、周&林 1993

平和大溪、長樂 陳秀琪 2006

南靖書洋曲江 莊&嚴 1993

南靖梅林 陳秀琪 2006

雲霄和平、下河 陳秀琪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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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9  寧龍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省

寧都梅江 謝留文 2003、劉綸鑫 2001

全南城廂 劉綸鑫 2001

龍南 劉綸鑫 1999

定南 劉綸鑫 1999

表7.30  雩信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省

雩都 謝留文 1998、劉綸鑫 1999

南康蓉江 劉綸鑫 2001

大庾南安 李&張 1992、劉綸鑫 1995

上猶社溪 劉綸鑫 2001

瑞金 羅肇錦 1989

瑞金澤覃 劉澤民 2007

安遠欣山 劉綸鑫 2001

表7.31  銅桂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省

井崗山下七 盧紹浩 1995

井崗山黃坳 劉綸鑫 1999

銅鼓三都 李&張 1992

銅鼓 劉綸鑫 1999

奉新澡溪 劉綸鑫 1999

修水黃沙橋 劉綸鑫 2001

湖南省
耒陽 王&鍾 2008

炎陵縣水口鎮 陳立中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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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贛語
21

表7.32  昌都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

南昌
熊正輝1994、《漢語方音字

匯》(第二版重排版 )2003

南昌 (老派城裡話 ) 張燕娣2007

新建望城 縣志

永修江益 劉綸鑫1999

永修吳城 肖萍2008

星子 劉綸鑫1999

都昌 李&張1992

都昌土塘 陳昌儀1991

湖口 劉綸鑫1999

安義 高福生1988、李&張1992

武寧 Sagart 1990

武寧禮溪 鍾明立2004

修水 李&張1992

修水義寧 劉綸鑫1999

表7.33  宜瀏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

宜春市 陳昌儀1991

宜豐 李&張1992

上高 Sagart1989

新余渝水區 劉綸鑫1999

新余 王曉君2010

 21  贛語的劃分根據謝留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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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馮川鎮 劉綸鑫 1999

高安老屋周家 顏　森 1981

萬載 劉綸鑫 1999

湖南 瀏陽 夏劍欽 1998

表7.34  吉茶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

吉安市 劉綸鑫 1999

吉水 李&張 1992

泰和 劉綸鑫 1999、謝&張 2006

永豐 劉綸鑫 1999

蓮花 劉綸鑫 1999

萍鄉 魏綱強 1990、1998

蘆溪 劉綸鑫 2008

永新 李&張 1992

湖南

攸縣 董正誼 1990

茶陵 李&張 1992

醴陵 李&張 1992

表7.35  撫廣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

撫州市 陳昌儀 1991

撫州臨川上頓渡 付欣晴 2006

宜黃 縣志

南城 陳昌儀 1991

黎川 顏　森 1993、1995

東鄉 劉綸鑫 1999

南豐琴城 劉綸鑫 1999、大島廣美 1995

福建 建寧 李&張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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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6  鷹弋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江西

鷹潭市月湖區 胡松柏等 2009

貴溪市雄石鎮 胡松柏等 2009

余江縣鄧埠鎮 胡松柏等 2009

萬年縣陳營鎮 胡松柏等 2009

樂平 劉綸鑫 1999

樂平市樂平鎮 胡松柏等 2009

景德鎮市珠山區 胡松柏等 2009

餘干 陳昌儀 1991

余干縣余干 胡松柏等 2009

鄱陽縣鄱陽鎮 胡松柏等 2009

鄱陽縣謝家灘鄉莽塘村 胡松柏等 2009

橫峰縣岑陽鎮 胡松柏等 2009

弋陽縣弋江鎮 胡松柏等 2009

鉛山永平 胡松柏、林芝雅 2008

鉛山縣河口鎮 胡松柏等 2009

表7.37  大通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湖北

大冶 趙元任等 1948

通城 曹志耘 2009

陽新國和 李&張 1992

監利 趙元任等 1948

湖南

平江南江 李&張 1992

平江西江 朱道明 2009

臨湘路口 楊時逢 1974

岳陽柏祥 李冬香 2007

華容 楊時逢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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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8  耒資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湖南

耒陽東鄉 鍾隆林 1987

常寧 吳啟主 1998

安仁禾市街 陳滿華 1995

表7.39  洞綏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湖南 洞口 龍海燕 2008

表7.40  懷岳片

地　區 方	言	點 語料來源

安徽

懷寧 孟慶惠 1997

岳西 孟慶惠 1997、儲誠志 1987

潛山 孟慶惠 1997

太湖 孟慶惠 1997

望江 孟慶惠 1997

宿松 孟慶惠 1997、孫宜志 2002

宿松高岭 唐愛華 2005

東至 孟慶惠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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