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韻論叢﹒第十九輯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頁的～l 12 

臺灣學生書局 20 1 7 年 5 月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

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

吳瑞文料

摘要

從《切音員》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訪lj ﹒音辭篇》的記載可知，

上古漢語到了六朝時期，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

河北方言（那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 1995﹞ ）根據梅祖麟（ 2001 、 2013 ）的假設，現代南方方言中的閩語、吳語

及北部讀語都存在一個江東方言的層次 。 在這個前提之下，本文準備利用閩語

的豐富材料，透過同源詞比較及層次分析，配合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研

究成果，構擬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閉口皆佐夫諸音員的音值 。 整體而言，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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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3 -24 ，臺北，東吳大學 ） 上宣讀，有幸得到講評人張屏生教授及與會的洪惟仁教

授、董忠司教授 、 姚縈松教授等人的批評指正，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 另外，本文若干內容

曾分別與語言所同仁林英津教授及到1芳青教授討論，是主謝他們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減少本文

在論述上的謬誤 。 文稿送交審查後，又獲得兩位不具名審查人詳盡的審查意見，將隨文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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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宜。下：

1. 利用中古切音員提供的音員攝框絮，觀察閩語各次方言中蟹攝二等閉口字的現

象，進而分析出不同的語言層次。

2. 根據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知識，判斷不同語言層之間彼此在時間上

的先後關條。

3. 利用相應的音韻層次來構擬六朝時期古江東方言蟹攝二等問口字的音韻形

式。

本文的研究指出，原始閩語中的蟹攝閉口二等皆佐夫韻具備條件分化，依

據聲母條件不同，可以分別構擬為＊－i:)i 皆佐捕幫切身之／＊－ei 開蚓、／＊－i:i 佳州莊系。從

漢語詞彙史及漢語音音員史的表現來看，南朝j工束方言的蟹攝二等閉口字也可以

構擬為相同的形式 。

關鍵詞：聞語蟹攝二等開口字古江東方言 r介音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閉口字的擬測 的

1.前言

本文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進行閩語間源詞的比較研究，同時利用層次

分析的觀點，離析聞語內不同的時間層次，進而利用相應的層次來初步擬測南朝古

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早期形式 ，同時也將論及若干相關問題。 Norman

( 1981 ）曾提出完整的原始閩語（proto Min）韻母系統構擬，我們可以在這個早

期韻母系統的基礎上，利用《切韻》提供的框架，來觀察原始閩語韻母中的種種現

象。以蟹攝開口二等字為例 ，在 Norman 原始聞語韻母系統中的擬音如下：（方塊

字後的阿拉伯數字為中古等第）

*e 街 2賣 2 I 細 4型 4

*u<}i 階 2 I 改 1

根據 Norman 的擬測，蟹攝閉口二等字在原始閩語中有＊e 和＊u<}i 兩種擬音。由

Norman 提出的同源詞證據看來，蟹攝開口二等字 ＊e 包含蟹攝開口的二等字與四

等字，屬於二四等問形的韻母﹔至於＊u<}i 包含蟹攝開口的一等字與二等字，屬於

一二等同形的韻母。然而， Norman 用以擬測的閩語的素材固然不少（包括八個次

方言），但所舉出之間源詞數量不多，因此若干韻母的構擬及其內部分合關係仍需

要進一步確認。 此外，由於篇幅所限， Norman 的材料固然能看出一個輪廓 ，但實

際上沒有詳述具體的語音演變過程。凡此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在進入正文的討論之前 ，有若干前提性的問題必須加以說明。 1

首先 ，中古時期漢語是否存在南北之另lj ？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丁邦新（ 2008 

﹝＝ 1995﹞）曾針對《切韻序》 「南北是非」的意義有深入而續密的討論。丁文詳細

考察7 《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顏氏家訓音辭篇》、討論《切韻》的南

北音韻學者之語言背景以及《切韻序》提到的其他五種韻書等共五項文獻材料，所

得的結論是 ：

1 居民謝審查人提出這些問題， 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對本文的論述基礎、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等各

方面有更深入的反省與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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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當時的方言確實有南北的差異 。 南指江南，就是江末，其代表方言

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都下，其實就等於洛陽。（丁邦新

2008[=1995]: 66) 

以上的論斷是以階庸之前的文獻紀錄為基礎，說法確鑿可信。 z

其次 ， 早期漢語文獻中既有 「江東方言」也有 「江東語」 。 這兩個語詞各自的

內涵為何？具體存在甚麼差異？對上述問題 ，何大安（ 2009﹝＝ 1999﹞ ）已經有過深

入而細膩的考察，結論認為：

郭璞「江東語」指的是東晉初相當於秦會稽郡一帶的方言，它的代表城市是

「吳 J （案：蘇州 ） ，不是「建康」 （案：金陵）。（何大安 2009﹝＝ 1999﹞：

191 ) 

至於 「江東方言」，何大安（ 2009﹝＝ 1999﹞： 186 ）認為 ：

「江東語」所代表的，只是郭璞所見所聞的一種「今」語，並不包括同一地

區早期和晚期的語言在內 。 如果要更廣義地在時間上加以概括，例如泛指整

個六朝，當然仍可稱之為「江東方言」

歸納起來 ，所謂 「江東語」 乃是指郭璞親耳聽間 ， 活躍於江東地區的某一語言 ﹔

「I工東方言」則是指江東地區某一個語言在時間發展上前後相承的連續體，這裡的

時間軸是六朝時期 。 總而言之 ，我們認為T邦新（ 2008 ﹝＝ 1995﹞ ）析論 「南北是

非」的南方方言 ， 與何大安 「江東方言J 的廣義內涵彼此相合 ，也就是本文題目所

謂南朝江東方言。

2 丁邦新 （ 2008﹝＝ 1995﹞ ） 進一步指 出， 《切音員》音芳：應當構擬為南北兩個不同的方言，一個是

都下 （ 河北 ） 音系，另一個是金陵 （ 江朱 ） 方言 。 同時梅祖麟（ 2013 ） 也已經承此思路，從

現代方言的詞彙表現及音韻現象提出方言分群的新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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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聞語是否有江東方言的來源？或者具有江東方言的成分？對於這個問

題 ， T邦新（ 1998﹝＝1988﹞ ： 254）觀察到現代閩語、 湖南平陽蠻話和麗水方言都具

有端知不分的音韻表現 ，同時詞彙上則都用「骰J 指「腳」和用「儂J 指「人J

並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論斷：

現在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 ，可能南北朝峙的英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

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

最近 ， T邦新（ 2008﹝＝2006﹞ ）再次透過語音層次和存古詞彙兩方面重加申論，他

觀察到（1）湖南吳語和聞語真有相對應的音韻層次 ﹔（2）湖南吳語和聞語共有若平六

朝時期只流行於江東地區的口語詞彙。 這正說明南北朝的江東方言與現代闆語之間

存在相當密切的關係。

根據以上學者極具前瞻性的見解 ， 我們相信閩語中確實有一個時間層次係導源

於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 3本文即擬利用閩語豐富的層次，擇取相應的層次構擬蟹

攝二等開口字在古江東方言中的早期形式 。

整體而言 ，本文研究的課題如下 ：

3 審查人提到「中古時漢語已經有南北之別應該只是大分，時唐以前的漢語，應該有各地的方

言 ，也就是說，對於漢語古今歷史應該有『歷代都有複雜的方言』這個概念 ， 而閩南語究竟

是由哪些方言？哪些少數民族語言所融合而成的？ 這些討論有助於語音構擬，建議作者一併

討論 。 」我們完全同意 「歷代都有複雜方言」這一論斷，只是在進行具體研究時，若某一古

代方言未能被文獻資料栽錄或在古代方言與現代方言之間無法找到語音或詞彙上的聯繁，則

古今方言彼此關餘的種種推演不免流於任意。這類過度詮釋是從事研究必須避免的。至於閩

南語（或閩語）是否有少數民族語言的痕跡？答案也是肯定的 ， 羅杰瑞典梅祖麟（ Norman

and Mei ’ 2000﹝＝1 976﹞）已經指出閥語中有來自南亞語的借詞，例如表小孩的「囝」 和表浮萍

「藻」 。 潑悟雲（ 1995 ）分析了 12 條語音現象，認為英閩方言的底層都是古百越話。董忠司

( 1996 ）探討潮沁吉苦﹝﹒OU﹞嶺母的形成，也認為﹝－OU﹞韻母是百越語底層影響使然 。 健管學者間

對於閩語底層為何意見未必一致，但閩吉吾存在非漢語底層則已是普遍共識 。 本文的研究著眼

於閔語的層次分析及其與漢語音音員史（尤其是江東方言） 的關餘，構擬主要仰賴閩語現在共

峙的材料 ，有關少數民族如何影響早期閩語，我們留待將來進一步深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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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中古切韻提供的韻攝框架 ，觀察閩語各次方言中蟹攝三等開口字的現

象 ，進而分析出不同的語言層次。

2. 根據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知識 ，判斷不同語言層之間彼此在時間上的

先後關係。

3 . 利用相應的音韻層次來構擬六朝時期古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音韻形

式。

本文的課題為閩語比較研究及層次分析 ，同時說明不同層次與漢語音韻史的關

係，屬於歷史語言學的基礎課題。以歷史語言學分群（ subgrouping ）的觀點來看 ，

Norman ( 1969: 187 ）認為原始閩語內部可先兩分為原始西部閩語（ Proto Wes tern 

Min ） 和原始東部閩語（ Proto Eastern Min ） ， 並分別構擬了原始聞語這兩個分支。

本文在基本觀點上採納 Norman 的策略並稍有更動。更動的地方是將原始東部閩語

細分為兩類， 一類是原始東南閩語 ， 一類是原始東北閩語，前者相當於本文的原始

閩南語，後者相當於本文的原始閩東語。至於 Norman 的原始西部聞語，相當於本

文的原始閩北語。 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最近李如龍提出的閩語分區（收錄於侯精

一主編 2002 : 216 ） ， 首先便是將閩語區分為沿海閩語和沿山間語 ， 然後沿海聞語

分為閩東、甫仙、閩南、瓊雷四區，沿山閩語分為閩北和閩中兩區。其中甫仙和閩

中兩者是屬於混合性質的方言，前者兼有閩南、閩東兩區的一些特點，後者由於西

邊與客方言連界 ， 受到客方言的一些影響。（侯精一主編 2002 : 230 、 234 ）丁邦

新（ 1998﹝＝ 1982﹞： 180）認為這類邊際方言，不用於擬測原始語，是比較謹慎的辦

法 ， 本文認同這一觀點。 5綜而言之 ， 本文在分群上主張閩語有三個主要的大分

支 ： 原始閩北語 、 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 ﹔根據這一分群概念 ，我們在這三大分

支內部分別擇取六個次方言 ， 總計以十八個方言的材料來討論原始聞語蟹攝開口二

4 與分群看似相似但本質不同的是分區 ，關於方言分區與分群的差異，可參看吳瑞文 （ 2007:

269 ) 

5 Norman 於構擬原始閔語時，採用歸屬有爭議的邵武方言 ，丁文因而有以上之建議 。 另一個類

似的方言個案，是閩西南的津平方言 。 ﹔幸平屬於閩吉吾閩南方言系統， f旦受到閩西客家話的很

多影響，因此具有閩南方言與客家方言過渡的特點 。 （參看張振興 1992: I ） 因此本文暫時

也將津乎這類方言擱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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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的層次問題。

關於聞語內部方言擇取問題 ， 除了以上分群考量外 ，同時也希望在地域上有較

大涵蓋面，以求我們的擬測可以解釋更大範圍的現象。以閩南語而言， 一般承認泉

州、 海州、潮i山是三個重要的次方言 ， 我們分別擇取兩個方言進行比較。以閩東語

而言 ，內部還可分為南北兩片 ， 我們在南北各擇取三個方言進行比較。 至於閩北

語 ，也是分為西北和東南兩片 ，我們也分別擇取三個方言進行比較。 6

本文以中古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三韻同源詞做為層次分析的對象 ， 在《方言調

查字表》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1 ）中收錄皆佳央三韻常用字共 56 個，

其中輔風箱、 懶把懶、缺腕上有缺兒 、楷麥諧 、指、楷、尬尷尬 、 簿授 、擺、篩 （麓）

篩子 、灑、曬、涯、 崖 、搓、懈、隘、邁等 18 個字在閩語中並無口語常用的同源

詞，抑或有而屬於後來傳入或人為折合的讀音，這類材料在進行比較研究時往往缺

乏論證效力。 扣去這些詞後 ，餘下的 38 個詞中也未必每個詞都能有成系統的文白

異讀 ，例如和諧的「諧」 只有文讀音 ， 沒有白話音﹔高矮的 「矮」 只有白話音，文

讀音在口語中罕見只能從韻書類推。使用這類讀音來進行比較研究時 ， 不能說毫無

敢發，但論證價值上遠不如口語常用詞。整體而言 ， 本文使用的皆佳央常用詞總數

為 20 餘個 ，約占 37 個常用詞的一半（ 54% ） ， 或有人質疑數量是否太少 ， 不具代

表性。我們的回答是 ：同源詞的音韻規則對應基本上只要能找到 3 個以上成系統的

例證便能說明現象。例如 Norman ( 1981 ）構擬原始閩語的韻母系統 ， 基本上每個

韻母都只列舉 8～4 個（或更少）同源詞例。又如李方桂（ 2011 ）擬測的原始台

語 ， 元音部分同源詞例有些舉出 23 個伺源詞例的（如 勻， 李方桂 2011 : 238-

239 ） ，也有只舉出 2 個同源詞例的（如 ＊划， 李方桂 2011 : 228 ）。本文用於構

擬的材料，基本上每種規則對應都有的～20 個左右可靠的同源詞例，而遇到零星

例外讀音也隨文指出。整體來看 ，衡諸以上學者的研究 ，本文論述的蟹攝開口二等

問源詞，數量並不算少也具有代表性。

本文的基本觀點主張閩語內部有三個大分支 ， 可能存在的問題是 ：本文似乎假

設閩方言（聞語）中各次方言 、 各土語都是同一時期直接從漢語依次分支的 ， 末考

6 主要根據侯精一主編（ 2002: 216-233 ） 的閩語方言分區，但我們有若干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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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各次方言可能分別在不開時期、由不同來源的中原漢語、或南方漢語、或閩方

言 ， 經由接觸轉換而來。 例如海州話是唐中葉以後成立的方言 ，可能包含比較晚期

的漢語讀法，其成分並非與泉州系方言為同一來源。 7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

的回答是：

第一 ，我們並非認為閩語各次方言是某一時期直接由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相反

地，我們主張原始閩語內部其實包含不同時期的漢語成分 ，也就是不間時期漢語疊

加而成 。 例如 Norman ( 1979）根據詞彙音讀表現 ，認為閩語有秦漢 、 南朝和晚唐

三個時間層次 ，前面兩個是白話音 ， 最後一個是文讀音。 T邦新（ 2008[=1983]: 

193 ）認為聞語白話音從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 ， 是兩漠之交 ， 最堅強的證據是來自

上古歌部的中古支韻字讀為－ia 。歸納以上兩位學者的說法，聞語的三個主要層次

是不同時期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層次在聞語各分支都找

得到。純粹從文白層次對立的觀點來看，我們顯然必須主張原始閩語成立時，其內

部至少已經存在秦漢和南朝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來源。換句話說，學者們正是考量到

閩語內部有異質性成分 ，進而不lj用比較方法來從事文白層次的分析，同時發展出時

間層次這一觀念及相關研究。 8面對聞語這類層次疊置豐富的語言，本文以「層次

分析」 這一觀點為出發點應當是相當妥當的。

第二 、關於聞語各分支的形成的具體時間，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比方李如龍

( 1997 : 25-3 l ）認為 ：（ 1）閩北與東晉南朝的移民有關 ﹔（2）閩南與初唐以來的征

戰、屯墾有關：（3）閩東則與五代時期的軍閥割據有關。以上所論係據與聞地相關

之史料立說 ，而非提供語言內部分群的音韻證據。 9又如潭州音於唐中葉之後成

立，外部證據可能是唐初（西元 669 年）陳政、陳元光父子先後率府兵三千六百員

及五十八姓軍校入閩鎮守潭浦。不過這只是證明陳氏父于帶來一批移民，同時帶來

7 ~謝審查人的提醒與提問。

8 何大安（ 2009﹝＝2000﹞ ： 177 ）指出 ，漢語方言學者對 「層」的認識已經由早期文、臼層兩分

進展至從「層次」角度探討語言接觸、融合及異常的音韻變化 。

9 歷史語言學中用來分祥的方法是「共同創新」 ( shared innovation ） 的有無，具有「共同創

新」即表示同屬一群，這是語言內部主董據 。 相對的，文獻上建置沿革或人口移動只是外部證

據，在論證效力上不如內部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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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教體系 ， 未必就能證明現在的潭州音於當時已經成立。 10至於閩南語內部泉潭

潮三個次方言的分化時間為何？在語言內部證據能與歷史具體階段相配之前，我們

無從陳述個別次方言分化出來的具體時間。 11但我們可以確定，即便潭州音在唐中

葉已經產生，距今歷經千年，也必然已發生種種變化，絕不會等同於現在的潭州

話，而本文用以論證的乃是現代的潭州系方言。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

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 ： 陰平

-1 、陽平，2 、陰上－3 、陽上 4 、陰去 －5 、 陽去 －6 、 陰入－7 、陽入－8 。閩北語

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 ，將陽平乙標為 9 。

本文的第 2 、 3 、 4 節分別分析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諸

韻的語音對應及層次表現﹔第 5 節重新省視「聞語中蟹攝開口三四等字同形J 這一

現象，並提出我們的觀察 ，接著根據閩語的音韻形式建構古江東方言的蟹攝開口二

等字形式 ﹔第 6 節是結論。

2.閩南語蟹攝閉口二等字的表現

2.1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ue／叫。i

閩南語蟹攝開口三等字的第一類規則對應包括泉州系方言的－ue 、禪州系方言

10 同樣的一段史料，其他學者（張光宇 1996 : 64-65 ） 的解讀則是陳氏父子為閥地帶來了文請音

的系統 。這手里我們無意判斷孰是孰非，不過學者闊的分歧正好顯示外部證據可以有不同詮釋

的具體事實 。

11 參看 Bynon ( 1977 : 266-267 ) : 

But, as we ha悶。lrea，吵 se帥，。family tree situates reconstructed Ian伊age S仰的 1月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only in terms 。frelative time, and this relatiνe chronology can be gi間n an absolute 

value on{y in so戶r as it is possible to戶t datable events into the tree model or relate them to it at 

specific points in 的 struc似re. If no points on the tree are datable on the basis of external 

evidence the entire construct will then remain uninterpretable in terms of the real time in which 

historians are used to operating. 

在實務操作上，某些大方言分文或許可以靠漢語音韻史的歷時發展推敲出分化的時間，但分

出後的原始語，其內部次方言的再分化就會如 Bynon 所說，於文獻難以稽考，無從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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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 以及潮仙系方言的－oi 。開源詞例如下： 12

表 1 閩南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ue/-e／﹒oi 對應之同源詞

永春 泉州 海州 東山 仙頭 揭陽

脾（主 phue5 phue5 phe6 phe6 phoi6 

買f4' bue3 bue3 be3 be3 boi3 boi3 

買1主 bue6 bue5 be6 be6 boi6 boi6 
齋皆 tse l tsel tse I tse I tsel 

釵（主 tshel tshel the ！ 聲！ the ！ 聲！ thoi I 聲1 thoil 聲！

thuel 聲f thuel 聲！

差﹛丰 tshel tshe l tshi: I tshel tshel tshel 

（責（主 tse5 tse5 tsi:5 tse5 tse5 tse5 

案央 tse6 tse5 tsi:6 tse6 tse6 tse6 

彌﹛上 le3 nel 調1

瘀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界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街往 kuel kuel kel kel koil koil 

值（主 kue2 kue2 ke2 ke2 koi2 koi2 

解～聞（打兒 kue3 kue3 ke3 ke3 koi3 koi3 

解會帥， ue6 e4 e6 e6 。i4 oi4 
F搶 bue6 bue4 be6 be6 boi4 boi4 

挨皆 ue l uel e l e l oil oi l 

鞋﹛上 ue2 ue2 e2 e2 oi2 oi2 

矮（主 ue2 ue3 e3 e3 oi3 oi3 

蟹（主 hue6 }rne4 hi:6 韻！ he6 hoi6 hoi6 

說明：

1. 牌，傍卦切（蟹攝開口三等去聲卦韻並母） ， 稻也， 又碑草似穀。今閩南語指

田間之雜草均用此字，保留早期文獻中的語義。 1山頭方言令讀鼻化音 phoi6'

12 吉吾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速通（ 1 993 ） 、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 （ 1 989 ） 、津州根

據林寶卿 （ 1 992 ） 、馬重奇 （ 2008 ） 、來山根據來山縣地方志編暴委員會 （ 1 994 ） 及中嗚幹

起 （ 1 979 ） 、沁頭根據林偷偷 、陳小楓 （ 1996 ） 及 Fielde ( 1883 ） 的 j山頭話音義字典、揭陽

根據茶俊明 （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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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是個別方言後起的現象。

2. 釵，楚佳切（蟹攝開口二等平聲佳韻初母），婦人歧拜也。在今閩南語次方言

中，釵的聲母有舌尖送氣塞音 th“與舌尖送氣塞擦音的h－兩種讀法。莊系字

在閩語中不乏讀為舌尖塞音 t－、 th－的表現，因此兩種讀音都可視為規則對

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韻母而言，釵與蟹攝開口四等齊韻字合流，比較

「替」 thue5/the5/thoi5 。關於這個現象，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如何解釋，但可能

與莊系字的早期來源有關。

3. 捕，奴禮切（蟹攝四等開口上聲齊韻泥母）與奴蟹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蟹韻

娘母）兩讀，其中奴禮切下的釋義為「楚人呼母J ’奴蟹切下的釋義為 「乳

也」。永春 le3 與揭揚的 nel 都是指母親。倘若嚴格地看待韻書中音切與釋義

的搭配關係’貝IJ閩南語永春讀為 le3 及揭陽的 nel 都應當來自四等的奴禮切。

4. 糙，有戶佳切（蟹攝開口三等平聲佳韻匣母） 、古攜切（蟹攝合口四等平聲齊

韻見母）和苦圭切（蟹攝合口四等平聲齊韻溪母）等三個反切。其中戶佳切的

釋義為魚名，出吳志。叉，《集韻》載「吳人謂魚菜總稱J 0 今閩南語用來指

稱以鹽酸潰的小魚小蝦甚至肉類，從音韻表現看來，應該源自蟹攝開口二等戶

佳切。這個詞或可寫作「脹」 （戶佳切，鵬也，肉食看也）

5. 解在古籍中是個一形多音字。據《廣韻》所載，其音讀包括：佳買切（蟹攝開

口二等上聲蟹韻見母）、胡買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蟹韻匣母） 、古隘切 （蟹

攝開口三等去聲卦韻見母）及胡懈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卦韻匣母）。其中閩

南語常用的是佳買切與胡買切。根據楊秀芳（ 2001 ）的研究，在閩南語中佳買

切一讀用來指以言語勸告，例如 kue3 尬。5 （解勸）﹔ 也可以用來指除去不良

的嗜好，如 kue3 tsiu3 （解酒）。胡買切一讀則用為情態動詞 ，可以用來指

「具備的能力」、「形勢上能夠如何」以及「判斷形勢上將會如何J 等用法。

以臺灣閩南語為例：

(1) il tsw6 sue5 han5 tio78 e6 bIJ3 pe78 tshat8 （他從小就會說謊話）

(2) sal bo2 tshi1]6 的 kam3 m36 （衣服沒穿會感冒）

(3) ma6 liau3 e6 khau5 （罵了會哭）

附帶一提 ，解的佳買切（ kue3 ）和胡買切（ ue6 ）這兩個音讀都保留在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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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次方言中 ， 音韻對應相當嚴整。

6. 羅杰瑞（ 1995 : 32 ）已經指出，閩語中表示不會的否定成分 「搶」 是閩南語成

音節否定副詞 m 與情態動詞 「解」 的合音 ， 合音之後 m－ 成為聲母 ， 韻母則

與 「解J 字相同，聲調為陽上或陽去。

由以上的同源詞證據來看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存在以中古聲母為條件的音

韻分化，中古聲母為幫系與見影系的讀為泉j、︱、1 -ue I 潭f‘︱、︱

莊系的讀為泉j、︱、I e I t章j、︱、I E ／潮？山－e 。可以表示如下：

表 2.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條件分化

蟹攝開口二等 幫系 見系 影系 莊系

泉州 -ue -ue -ue -e 

海州 -e -e -e - E 

潮？山 - 0 1 -01 - 0 1 -e 

I章州方言中有幾個詞沒有合乎規則對應，例如皆韻莊母的 「齋J 為讀為 －e ＇而佳

韻莊母的 「債」及夫韻崇母的 「賽」卻都讀為 －E o 現在擴大方言點來觀察一下：

表 3. 「齋債賽釵J 在潭州系各次方言的表現

海州 雲霄 南靖 詔安 華安 j章浦

齋皆 tse I tsei I [tsai I ］立論 [tsai I ﹞文論 [tsai I ﹞文誰 [tsai I ﹞文祝

﹛責（上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賽夫 tsE6 tsE6 tsE6 tSE6 tsE6 

釵（主 the I the I /thei I the I theil the I thEI 

整體而言 ， 現代潭州系方言中， 海外1 、 雲霄都有皆佳和佳央分別相混的表現﹔南

靖 、 詔安則是佳央混 ， 釵讀法又與同韻 「﹛責J 不同﹔ 華安 、 樟浦則是佳皆央一類 ，

但不知道 「齋J 的讀法 。 13雲霄 「釵」 甚至白話也有兩讀 ， 一類是 thei 1 ， 一類是

the l ’ thel 的讀法既不同於皆 ，也不間於間韻的 「﹛責」 字。 「釵J 字和其他同韻字

的 其他和平、龍海、 長泰其他津州系縣志方言紀錄 ， 材料都不敷使用 ， 這手里暫時從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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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有所不同 ，不妨暫時擱置。從各海州系方言的表現來看，可能顯示皆韻和佳央

韻在莊系字後保留某種區別。或者反過來說 ，皆韻的 「齋J 在津州系閩南語中一般

不讀為位置較低的 －£。

不過在早期潭州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中 ，似乎有相反的證據 ，例如皆韻

的「齋」字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譚為「嘉J 韻，相當於 tsd ，不讀為 tsel ﹔這

就是佳皆兩韻莊系字也同音了。而佳韻「釵、叉」兩字同音，「釵」讀－e 而

「叉」 讀 －£ ＇也可以見到佳韻莊系字並非都讀－£ 0 潭州話佳皆韻莊系字 屯的讀

法 ，可能只是外來讀音的疊加或混入 ， 不必然為閩南語的原始形式。“現在我們翻

檢《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15的材料來略加考察：

嘉字母韻 ： 齋 的ε1 、 差 tshd 、 叉 tshd 、 債 tsi:5 、 賽 tsi:6 ﹔

稽字母韻：釵 theil ﹔ 16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 ， 差、叉在《廣韻》中都是多音字 ， 差有楚宜、楚佳 ，初牙 、楚

皆等四個平聲切語﹔叉則有楚佳、初牙兩個平聲切語。嘉字母韻有很大一部分來源

是假攝開口三等 ，因此差和叉都可以認為是讀為假攝的初牙切 ， 與蟹攝無關。佳韻

的釵在《廣韻》中只有楚佳切一讀 ， 在這裡歸入了稽字母韻 ， 這是相當有敢發的。

附帶一提，從反切及歸韻上看 ， 叉與釵並不同音。

接著進一步來觀察皆佳央韻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分布：

嘉字母韻 －£ ：債（佳）／賽（央）／齋（皆）

稽字母韻 －ei ：碑街釵矮買賣鞋蟹解（佳）／階挨前（皆）

以中古音的框架來看：

皆韻

佳央韻

幫系

ei 牌買賣

“ 這是審查人特別提出的問題。

莊系

E 齋

見系

ei 階辨

E 債秦 、 ei 釵 I ei 街解

15 根據洪惟仁編（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中之廈門會文堂石印本。

影系

ei 挨

ei 矮鞋蟹

16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讀音戚們根據洪惟仁（ 1993 ）擬定的音值 ，他認為該書所據的基礎

方言是現在的洋浦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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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最關鍵的是 ， 佳央韻莊系字 「（責賽」 固然有讀為屯的，但皆韻的莊系字

「齋J 也絕不讀入稽字母韻（ -ei ）。這一現象和以上潭州系方言的表現完全一

致。

對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這個現象 ， 倘若認為是不同方言的疊加混合 ， 其

設想是存在兩種潭洲次方言， 一種是把 「齋／債／賽」 混讀作 －£ ＇ 一類是把 「齋／債

／賽J 混讀作剖，兩個方言現象都被收錄。則「齋」應當有讀為屯 的或「債賽」

也應當有讀為 －ei 的，然而書中看不到這個現象。其次就編暴而言 ，《彙集雅俗通

十五音》又名《增註雅俗通十五音》或《增註眛字十五音》于lj行於清嘉慶二十三年

（西元 1 8 1 8 年 ） ，為謝秀嵐所編。王育德（ 2007 : 97 ）認為 ， 有 「增註」 二字 ，

令人不免懷疑以前是否有刊行過同類書籍。這暗示《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一書初稿

可能早於 18 1 8 年， 今本內容是不同編著者在不同時期各自增補，材料最初或確以

某一方言為基礎，輾轉傳抄後腫事增華。由此看來，《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材料本

身就具備混合性質 ， 用這樣的材料來主張韻類相混，尤其應當審慎。 簡而言之 ，這

裡禮遇的問題是：現代方言與書面文獻不一致時，應當如何取捨？由於韻書存在成

書過程不明確的問題，我們這裡仍以現代方言的紀錄為主。

若依切韻的架構看來 ，上述閩南語潭州系方言 「齋 本債＝賽」 這一分別，顯示

早期禪州方言可能能夠區分蟹攝二等重韻皆與佳夫的分別，皆韻主要元音偏高或帶

有韻尾（如－e 或－ei ），佳央韻的主要元音則普遍較低（ -E ）。 17從高本漠的中古

音構擬來看 ，蟹攝開口三等皆韻擬為祉，佳韻擬為划，央韻擬為 －ai ， 就元音表

現而言 ， 與閩南潭州系方言的 －e : -E 之別若合符節 。 18值得注意的是，蟹攝閉口

二等重韻的分別，在樟州方言中只保留在莊系字後 ，其他聲母的環境下都已經混同

了 。 從這個角度看來 ，？章州方言將佳韻上聲的蟹讀為 hi;6 保存了中古佳韻的低元音

特﹛毀，其他見影系字的皆佳韻字都已經混而不分。

歸納以上的討論，蟹攝閉口二等皆佳央三韻在原始閩語的這一套規則對應，其

17 秋谷裕幸 （ 2003 ） 所構擬的原始處街方言 （ 西北片 ） 也存在蟹攝閉口二等佳皆兩韻的區別 ，

佳音員為＊－a 而皆官員為＊－ai ，也顯示中古二等童音員的區別 。 後文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

” 這手里引用的是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 1980 : 8-9 ） 更改後的高本溪中古音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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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存在的語音形式包括泉州系的 －ue 非縣字 I -e 師字 、潭州系的 －e ~聞系字 I -e 皆韻

莊系字 ： －ε （主央掛莊系字及潮仙系的 oi 非莊系字 I e 莊系字。其中非莊系字的形式 －ue 、毛、－oi

與同攝四等齊韻字完全相同。 這裡比照我們（吳瑞文 2014 ）之前處理閩南語齊韻

字的辦法 ， 將原始閩南語的蟹攝開口二等非莊系字構擬為九j;)j 。 ”至於莊系字的

對應是泉州、I -e 皆佳央／潭州、I -e 皆：毛佳央／潮仙”e 皆佳央 ， 我們根據海州系

統的表現 ， 將之分別擬測為＊也i （皆韻）與 ＊－E （佳央韻）。總而言之 ， 蟹攝開口

二等在原始閩南語中的構擬如下：

表 4. 原始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幫系 見系 影系 莊系

蟹攝開口二等皆 *-t:ll *-i:it *-t:ll *-et 

蟹攝開口三等佳 *-t:ll 丸i:ii *-t:ll *-E 

蟹攝開口二等夫 *-t:ll *-i:it *-i:it *-E 

從以上的擬音看來 ， 泉州系與潮仙系兩個閩南語次方言 ， 都發生了皆韻與佳央韻的

合併 ：

*> -e 

就擬測的音值來推論 ， 以皆韻而言是韻尾 －i 的失落 ， 以佳央韻而言則是元音高

化 ， 這兩種變化造成原先有分別的兩個韻類合併。

2.2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也i

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剖 ，這個韻母是蟹

攝三等開口字的文讀形式。同源詞例如下 ：

19 需要注意的是，閩南語中蟹攝閉口四等齊官員與閉口二等皆佳失音員的合併也只見於特定聲母條

件之後 ， 我們下文會進一步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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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閩南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ai 對應之同源詞

永春 泉州 樟州 東山 1山頭 揭陽

拜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15 pai5 

~~皆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早早（主 pai6 pai6 

擺﹛主 pai3 pai3 pai5 pai5 pai3 pai3 

排背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派（主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敗夫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買（主 bai3 bai3 bai3 bai3 

埋皆 bai2 bai2 bai2 bai2 mai2 mai2 

買（主 bai6 bai6 bai6 bai6 

邁夫 bai6 bai6 bai6 bai6 mai4 mai4 

彌1主 Jai3 lai3 nai3 nai3 nai3 nai3 

齋皆 tsail tsai I tsai I tsail 

釵（主 tshai I tshail tshail tshail 

柴﹛主 tshai2 tshai2 tshai5 tshai5 

苦才背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的hai2 tshai2 

差f4' tshai I tshai I tshai I tshai I 

ιt←1→匕 ';, 匕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n皆皆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挨背 ail ail ail ail 

介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界背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芥背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解﹛主 kai3 kai3 kai3 kai3 

械皆 hai2 調！ hai2 謂1 hai2 調1 hai2 調1 hai4 hai4 

從以上的規則對應看來 ，蟹攝開口三等字在各閩南語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為－ai'

在鼻音聲母後有時則會帶有可預期的鼻化成分， 其性質為文讀層的讀音 。 N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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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 已經指出 ，從詞彙層次而言，閩語的文讀音在時代上相當於晚唐時期 ， 本

文接受這個看法。蟹攝開口二等字文讀層在閩南語中可以直接構擬為 ＊－ai 。

2 . 3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零星對應

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中尚有若干比較特別而零星的音韻對應 ， 不容易構成

一個完整的層次，進一步深究其性質，有些純屬口語詞，屬於閩語早期的語言層

次，有些則與文字結合得相當緊密，顯然又晚於閩南語的文讀層。

2.3.l 早期零星對應

閩南語中純屬口語的早期零星對應列舉如下：

表 6.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永春 泉州 j章州 東山 仙頭 揭陽

埋皆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芥倩 kua5 kua5 kua5 kua5 kua5 kua5 

誼民（主 [phua5]20 

說明 ：

1. 「埋J ’ 莫皆切 ， 用為埋葬義的動詞 ， 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都一致的讀為舌尖

塞音 t－而不讀為明母 b－。從上古音看來 ， 埋上古屬於之部，之部字在聞語中

有叫這類規則對應 ，例如： 治 也ai2 、 要 lai6 、駛 sai3 等。根據 Norman

( 1981 ）的構擬 ，閩南語 tai2 這一音節在共同閩語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擬測為

句。i2 。如果認定 「埋」與閩南語 tai2 是伺源詞 ，則我們必須解釋聲母何以從

雙唇變為舌尖塞音？從「埋J 的上古音＊mrgg 看來，閩南語之所以讀為

tai2 ，可能與二等 ＊＋介音有密切的關係。

2. 芥，古拜切，菜也。芥菜 kua5 的hai5 一詞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用以特指一種葉

柄肥厚，葉片皺摺，葉緣有齒狀的凹陷的食用蔬菜，又稱為長年菜。從上古音

來看 ， 芥屬於歌祭部字，上古音為 kriads ， 今讀為 kua5 是祭部字在閩南語中

20 據李如龍 （ 2001 : 31 ） 閩南語南安方言補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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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對應 ， 其他同源詞例包括 ： 大 tua6 、蔡 tshua5 、 世 sua5 、 漂 tsua5 °根

據 Norman ( 198 1 : 44-45 ）的構擬 ， 祭部字在共同聞語中可以構擬為 ＊－ai

（蔡） ，「芥J 從上古音演變到共同閩語的過程是 ：＊kriads > *krai5 > ＊划的 。

3. 瓶 ， 匹卦切 ， 分流也。在閩南語南安方言中 ，「派J 用於指從渠中分水 ， 語義

上與 「分流J 完全符合。 「派J 上古屬於佳部二等 ， 佳部字在閩南語中往往與

歌祭部字混讀 ， 今讀表現為 －帥， 來自原始聞語的 ＊叫 。 「派」 從上古漢語演

變到共開閩語的過程是 ：＊phrigs > *phriai5 > *phai5 。

以上三個同源詞中古分屬皆韻（埋 、芥）與佳韻（派） ， 然而語音形式卻顯示

為上古之部與歌祭部的分別， 而非中古重韻的分別。由此可知它們應屬蟹攝開口二

等字在閩南語中最旱的時間層次。

2.3 .2 晚近零星對應

閩南語佳韻中有兩個字今讀為單元音 －a ＇ 與假攝二等麻韻間韻母。茲列舉如

下 ： （ 同時放入麻韻開口二等字的霸與家來觀察）

表 7. 閩南語各次方言中佳麻同韻的同源詞例

永春 泉州 潭州 東山 ¥LI.I頭 揭陽

罷﹛主 pa6 pa4 pa6 pa6 pa4 pa4 

（圭（主 kal ka l ka l ka l ka l kal 

霸騙 pa5 pa5 pa5 pa5 pa5 pa5 

家麻 ka l kal ka l ka l ka l ka l 

從韻書的材料上看 ， 宋末的《古今韻會舉要》中 ， 蟹攝的罷、佳分別放入該、佳二

韻：假攝的霸 、 家則分屬牙、 嘉二韻 ， 並未混悶。但到了元代《中原音韻》 ， 罷霸

及佳家已經分別同音。以上的文獻證據顯示 ， 閩南語中的罷佳兩字讀入麻韻是後起

的現象。同時就佳麻二韻的相對關係而言 ， 這個演變在閩南語中只是個另IJ語詞的例

外 ， 而非整個系統性的合併。本文認為 ， 罷佳兩字讀為 －a 是最為晚近才傳入的 ，

其時間不早於閩南語的文讀層。

根據以上的討論，就比較的觀點而言 ， 本節所謂零星對應係指透過《切韻》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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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框架，某些對應似乎不成系統。但若轉換視角，用不間音韻階段（上古韻部或

晚期韻書）來衡量 ，則可歸之於系統性對應。換言之，所謂零星或參差乃是取決於

標準不同。由於閩語層次疊積豐富，在構擬早期讀音時，我們必須運用閩語中相應

音韻階段的材料來構擬相應時期的語音形式。關於層次分析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梅

祖麟（ 2001 : 13 ）曾有說明：

為什麼要用比較方法來把吳語的魚音員、丈音員剖析成若干時間層次？目的是篩

選資料。太平的不要，太晚的不要，只有南朝層次的語詞留下。原因是我們

想構擬南朝的江東方言。

以上完全適用於本文的討論。就本文探討的蟹攝開口二等字而言，文讀音（ 2.2) 

是唐末五代之後傳入的讀音，本節所談的零星對應有的是上古音階段的表現，有的

是宋末之後的表現，在我們擬測南朝江東方言時，取捨之際應當謹慎。 21

2.4 小結

根據以上 2.1 至 2 .3 各節的討論，不難發現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

中都有三個明顯的時問層次，分別是：

表 8 蟹揭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E 層次E

蟹攝三等開口皆 *-;)i 理、＊－ai 芥 丸i;)i f存／＊－ei 齋 *-ai 埋齋界

蟹攝三等開口佳 *-ai 瓶 *-i;)i 皆／＊－E 債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央 一／＊－E 寮 *-ai 敗邁

以蟹攝開口二等字的三個層次而言，閩南語中同源詞例證最多的是層次H ，屬於白

話層的主幹﹔次多的是與之相對的文讀層次血，至於層次 I 貝IJ相對屬於少數。

21 在其他閩語次方言中都會發現或早或晚的零星對應，我們一律以相同方式來處理，後文不再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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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閩東語蟹攝閉口－＝－等字的表現

3.1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r./-e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靠前的低單元音 －f

或中單元音 ，e 。 同源詞例如下 ： 22

表 9. 閩東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r./-e 對應之同源詞

拓榮 壽寧 寧德23 間清 永泰 褔清

排皆 pE2 pE2 pE2 pe2 pe2 pe2 

牌i± pE2 pE2 pE2 pe2 pe2 pe2 

碑（主 phE5 phE5 phE5 pha5 phe5 phe5 

買1主 mt3 mE3 mt3 me3 me3 me3 

賈（主 mE6 mE6 mt3 me6 me6~ ma6 me6 

齋皆 ts El tsEI tse l tse l tse l 

差﹛4 tshe l tshe l tshe l 

爛﹛主 nE3 nt3 nt3 ne3 ne3 ne3 

街﹛主 kEI kt ! kt l ke l ke l ke l 

m背 kt5 kt5 kt5 ke5 ke5 

解～開i± kt3 kt3 kt3 ke3 ke3 ke3 

解會﹛主 £6 £6 t3 e6 e6~ a6 e6 

槍 mE6 mE6 mt3 ma6 me6~ ma6 me6 

挨背 El El El e l e l e l 

鞋（主 £2 £2 £2 e2 e2 e2 

矮﹛L t3 t3 t3 e3 e3 e3 

蟹﹛主 XE6 XE6 ha6 ha6 he6 

22 語料來源如下：拓榮早忌地方志編築委員會（ 1 995 ）、壽寧縣地方志編慕委員會 （ 1 992 ） 、寧

德市地方志編暴委員會（ 1 995 ） 、鬧清縣地方志編集委員會 （ 1 993 ）、永泰縣地方志編慕委

員會 （ 1 992 ） 、福清根據馮愛珍（ 1993 ) 

23 閩東寧德方言的上聲 41 與陽入 411 由於調值過於接近，在單元音韻母的環境下已經合併為一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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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個閩東語次方言中 ，拓榮、壽寧不存在變韻現象，寧德及永泰存在變韻現

象，但局限於若干特定的韻母。 24閩清與褔清則是所有韻母都存在變韻現象的方

言。 以褔清方言 －e 韻母為例，逢陰去與陽去調時讀為 －£ （變韻），其他聲調環境

則讀為－e （本韻），出現於陰去與陽去的－£在聲調發生變化時（比方居於其他音

節之前並進行連讀變調）會讀如－e ＇也就是讀國本韻。以上呈現的褔清方言材料

已經經過音位化的處理。在福州話中，與褔清－e 相應的本韻韻母為－£ ＇其變韻形

式是 －a ＇ 分化條件如下：（馮愛珍 1998)

褔

表 10. 福州方言－r./-a 的變韻

︱街︱排︱解︱ 碑

I k1:1 I p1:2 I k£3 I pha.s 出
由此觀之，問清碑讀為 pha5 、槍讀為 ma6 、蟹讀為 ha6 應當視為因為聲調而造成

的語音分化，並非別有異讀層次。附帶一提，永泰方言賣 、解、搶等詞彙存在－e

～－a 自由變讀的情況，恰恰顯示變韻的若干跡象。

由以上同源詞表看來 ，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語音形式主要是

－£ 與 －e ＇在有變韻現象的方言中，陰去字與陽去字則讀為較低的－α 或－a o 歸納

起來，原始閩東語的這一類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 0 

3.2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i

蟹攝閉口二等字在各閩東語次方言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為複合元音也。同源

詞例如下：

表 11. 閩東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ai 對應之同源詞

拓榮 壽寧 寧德 間清 永泰 褔清

擺（主 pai3 pai3 pai3 pai3 pai3 pai3 

漲ft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拜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24 寧德方言的變音員現象及其與歷時意義，可參看陳農﹔水、吳瑞文（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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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夫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埋皆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邁央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釵（主 tshail 的hail tshail tshail tshail tshai I 

差（主 tshail tshai I tshai I tshai I tshai I 

﹛責f.l'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奇才背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案夫 tsai6 tsai6 的ai6 tsai6 tsai6 tsai6 

F自H皆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階皆 kai l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f抖n1-fi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介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界背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已皆皆 xai2 xai2 hai2 

駭背 xai6 xai6 xai2 調！ xai6 械 hai6 

解快，姓 xai6 xai6 hai6 械 hai6 

挨背 ail ail ail ail ail ail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規則對應E是－ai ’在性質上屬於文讀層 ，

各方言對應相當嚴整。 這個層次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構擬為 ＊－ai 0 

3 . 3 閩東語蟹揖開口二等字的零星對應

閩東語中的蟹攝開口二等字有若干特殊而零星的音韻對應，其情況與閩南語相

間， 這類零星對應個別看來不容易建立一個完整的層次 ，而且在性質上有的純屬口

語詞 ，有的則又晚於文讀層。以最晚近的層次而言 ，閩東語中也可以看到罷佳兩字

個別讀入假攝麻韻 ， 這個現象上文已經討論過，以下從略。下面我們將閩東語中屬

於口語的早期零星對應分別列舉 ， 並加上若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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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4石榮 壽寧 寧德 間清 永泰 褔清

埋皆 tai2 tai2 tai2 muai2 muai2 [muai2]25 

芥皆 kua5 kuo5 kua5 

派﹛幸 phuoS phuai5 phuai5 

1. 表示埋葬 、 埋藏義的 「埋」 的詞在閩東語中有不同的語音形式：屬於閩東北片

的拓榮、壽寧 、 寧德等方言有讀為舌尖塞音 t－ 的，其詞彙形式與閩南語完全

相同﹔屬於閩東南片的閩清、永泰及福州則讀雙唇鼻音 ， 並帶有一個合口介音

-u- 0 表示埋葬義的動詞在閩東語有 tai2/muai2 兩個形式 ，從韻母上看是都從早

期之部的＊－.ii 演變而來，但 tai2 在聲母上不容易解釋， muai2 則增生了 u 介

主主
。日

2. 芥菜的 「芥」 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多讀為 kai5 ， 少數方言如壽寧 、閩清讀為

kua5 ， 寧德讀為 kuo5 ， 在形式上與閩南語的 kua5 相當接近。我們推測芥讀為

kai5 的屬於文讀層 ， 讀為 kua5 的屬於白話層 ， 後者是從早期歌祭部的 ＊也i 演

變而來。

3. 派 ，匹卦切， 分流也。在寧德方言中 ，「派」用於指在農田中引入溝渠之水來

灌溉’語義上與水之分流基本符合。 這個形式也是來自原始聞語歌祭部的失

αi 韻母。

另外兩個值得注意的詞是皆韻的階與佳韻的糙，其對應關係如下：

表 13. 階蛀兩詞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墮笠
蛀佳

說明如下 ：

才石榮 壽寧

kie226 

寧德

hi 

kie2 

閩清

kiel 

kie2 

25 據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 （ 1998: 161 ) 「埋」 詞條補入。

26 這個或音根據我們前往拓榮進行實際田野調查的資料補入。

永泰

kiel 

kie2 

褔清

kiel 

ki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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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閩東語中表示台階這一語義的詞是 「階座」， 其中蟹攝開口二等皆韻的 「階」

有兩種讀法 ，北片寧德方言讀同 「街」，屬於規則對應。但南片方言往往讀入

蟹攝開口四等 ， 音同 「雞」

2. 「蛙」 kie2 在閩東語中指的是酪製海魚且帶汁液的一道菜館。從聲調讀為陽平

推測，閩東語的 kie2 應當來自開口二等匣母 ，而不會是合口四等的見母或溪

母。然而就韻母而言 ， 戶佳切讀為蟹攝開口四等的 －ie ，則是例外的表現。

關於蟹攝開口二等 「階艦」之所以讀為同攝四等，與蟹攝開口三等字在原始聞

語中的形式有關 ， 後文我們將有進一步的解釋。

3.4 小結

歸納以上 3.1 至 3.3 的音韻表現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中至

少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分別是：

表 14.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E 層次E

蟹攝二等開口皆 *-:ii 埋、＊－ai 芥 ＊ －£ 排齋m *-ai 埋齋界

蟹攝二等開口佳 九αi 祇 ＊－£碑債解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夫 ＊－£賽 *-ai 敗邁

從上表看來，蟹攝開口三等字在閩東語中轄字最多的層次是＊－£ （層次 II ） ， 其次

是文讀音 ＊－ai （層次 Ill ）。至於最早的層次 I 貝lj只有個別的同源詞。

4 . 闖北語蟹攝閉口二等字的表現

4.1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也i/-f,

從既有的現象上來看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的對應規則遠不如

閩南語及閩東語複雜，基本上多數閩北語次方言的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諸韻都讀為

複合元音 －ai ， 少數方言讀為 －f 。同源詞例如下 ： 27

27 語料來源宜。下 ： 建陽、泰安根據李如龍（ 2001 ） ， 建風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

教研室（ 2003 ） ，石陵、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 （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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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聞北語次方言－ai/-E 對應之同源詞

建國 建陽 崇安 石阪 鎮前 迪口

排皆 pail/3/5 f3ai9 f3ai2 bai2 pai2/9 pE2 

牌﹛幸 pai3 f3ai9 f3ai2 bai2 pai2/9 pf 9 

擺﹛生 pai3/5 pai3 pai3 pai3 pai2 pE2 

碑佳 phai6 phai6 hai6 phai6 phai6 phE7 

敗央 pai6 。ai5 f3ai6 bai6 pai5 pai6 

買（丰 mai3 mai3 mai3 mai3 mai3 m£3 

買（主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m£7 

彌佳 nai3/5 nai3 nai3 nai3/nai5 nai3 n£3 

齋皆 tsail tsail tsail tsai I tsail tsE I 

釵（丰 tshail thail thail tshail tshail tshfi 

差佳 tshail thail thail tshai I tshail tshEI 

（責f生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5 

街ft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kfl 

解l:E/見 kail kai3 kai3 kai3 kai3 k£3 

解會佳相 ai5 ai6 hf 8 

槍 mai8 mai6 mai5 mai5 mai5 m£8 

瘀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5 

駐佳 kai3 gai2 kai9 kf9 

鞋｛± ai3 fiai9 xai2/5 fiai2 hai9 h£9 

矮佳 ai3 ai3 ai3 ai3 ai3 £3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這一類規則對應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rei 。從＊咽i 這個

韻母看來，多數聞北語方言保留早期的形式，但主要元音變成一般的 a ﹔迪口方言

則進行了單元音化的演變：＊也i > -f 。

4.2 閩北語蟹揖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ai

蟹攝開口三等字在闆北語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讀為 －ai ’ 與前一類不同的是，

這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完全一致。同源詞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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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闇北語次方言的－ai 對應同源詞

建歐 建陽 崇安 石阪 鎮前 迪口

拜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派f±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敗犬 pai6 ~ai5 ~ai6 bai6 pai5 pai6 

埋背 mai5 mai2 mai6 mai5 

車才背 tsai3 lue2/lai9 lai2 dzai2 tsai9 

雪慧犬 tsai6 tsai6 tsai6 tsai9 tsai6 

主E』三『匕至 .鬥匕 kail kail kail kail 

19'自匕皆 kai2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界背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芥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駭皆 xai6 xai3 xai l 

械皆 xai6 kai6 xai6 xai6 hai6 hai4 

蟹﹛主 xai6 xai6 xai6 xai l hai6 hai4 

挨皆 ail ail ai l ai l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的早期形式也可以構擬為 ＊剖，而且各閩

北語次方言都有相當準確的對應。

4 .3 聞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零星對應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中也存在若干特殊而零星的規則對應，不過在現象上

比起閩南語和閩東語相對單純 。 茲列舉如下 ：

表 17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建國 建陽 安山宗 石阪 鎮前

kua5 

迪口

kua5 芥皆

皆背

kuE5 

kol 

kue5 

kuil 

guai5 

kuil 

1. 芥 ，古拜切（蟹攝開口三等皆韻） ，上古為祭部字 ， 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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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來自上古歌部讀為同一類韻母，顯示出上古音的格局。比較：建國破

phuc:5 、騎 kuE6 、我 UE8 ： 建陽拖 huel 、倚 ue3 、我恥的﹔石阪~ thuail 、倚

?uai3 、鎮前倚 ua3 、迪口 藹 thua4 。由此看來 ，闆北語的芥來自歌祭部的

＊．α1 。

2. 階，古諧切（蟹攝開口二等皆韻） ，在今個閩北語次方言中往往與蟹攝開口一

等或合口讀為同一個韻母。比較建廠袋 to6 、 灰 xol ﹔ 建陽袋 lui6 、灰 xuil ﹔

崇安袋 lui6 、 灰 xuil 。這個現象顯示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 「階J 其實是變

入了蟹攝一等 。如果接受這個觀點，或許 Norman ( 1980 ）以 「F皆改」兩詞所

構擬的＊－u:)i 韻母，是蟹攝開口一等的讀音。 28

4.4 小結

歸納以上 4. 1 至 4.3 的層次分析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現代閩北語各次方言中至

少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分別是：

表 18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E 層次E

蟹攝二等開口皆 *-ai 芥 *-rei 排齋1芥 *-ai 埋齋界

蟹攝二等開口佳 *-rei 碑債解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央 (*-ai）敗” *-ai 邁

以上＊－ai 只分布於皆韻，＊－rei 韻買IJ有皆、佳韻的同源詞例 ，＊－ai 則廣泛見於

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三韻。其中需要說明的是 ＊－rei 的構擬 。從上面表 15 . 來看 ，

本文採用的六種閩北語方言中，只有迪口方言可以區別 ＊－rei （層次 II ）和 ＊引

（層次 III ）這兩個原先不同層次的韻母 ， 多數閩北語方言則已經將它們混讀為

28 關於蟹皇島開口一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讀音， Norman ( 1981 ） 構擬了＊－;ii （菜栽來）、＊－u;ii

（改）、丸。i （袋） 、＊－ai （帶蔡蓋）等不同形式 ，我們將另以專文處理 。

29 根據表 15. ，中古失音員的「敗」在迪口也讀為 pai6 ，並不績為 pE6 。這個續音的性質有兩種可

能 ： 第一種可能是迪口的 「敗」屬於文讀音 pai6 ﹔ 第二種可能是迪口的 「敗」 pa尚屬於臼話

音。但由於失音員字少 ， 這裡不容易判斷其性質，只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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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換句話說 ，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多數閩北語中存在 「異層同形J 的表現 ， 皆佳

央儘管令讀都是 －ai ’ 但只要嚴謹而妥善地運用比較方法 ， 藉由觀察同源詞的音韻

對應 ， 可以有效地分析出表面間形 ， 其實來源有異的語言成分 ， 從而把握早期存在

的音韻區別 。

5.原始閑言吾蟹攝閉口二等字的擬測

根據以上 3 節對閩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層次分析 ， 本節進一步說明兩個重要的

問題 ：（ 1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語中是否存在二四等問形的表現？ (2）閩語中的古江

東方言蟹攝閉口二等字音值是甚麼？

5. 1 閩語中的蟹攝閉口二四等字的分合

在 Norman ( 1 98 1 ）的原始問語（proto Min）中 ， 他以「街賣細型」 等同源詞

構擬了 ＊－e ＇其中包括蟹攝開口二等字與四等字。從漢語音韻史來看 ，＊－e 的擬測

相當於提出了原始聞語中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這一主張。 30稍後 ， 張光宇（ 1990 : 

1 72 ）明確地指出 「很少方言像閩方言一樣顯示四等和二等問韻 ： 皆佳央與齊為

何1 ••••• • （下略）」 。最近 ，杜佳倫（ 2014 : 103-104）的研究也認為閩南 、閩東及

閩北各方言都存在一個蟹攝二四等同讀的層次。

然而 ， 若仔細觀察閩南、閩東及閩北三個方言的聲母條件及同源詞表現 ， 不難

發現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與四等齊韻在原始聞語中應當是有分別的 。先觀察以下這

個表 ： （皆代表皆佳央三韻 ，以永春 、 褔清 、 建歐分別代表閩南、閩東和間北 ， 表

中所列皆為既有音讀 ， 方便參照）

表 19. 聞語各次方言蟹揖開口二四等的音韻分布

幫 見影 端 精 莊 泥來

皆 齊 皆 齊 皆 齊 皆 商F斗哀 皆 芳戶散司 皆 商戶司巨

碑 批 街 雞 底 細 ﹛責 捕 主立

永春 phue6 phue l kue l kue l tue3 sues tseS lue2 

30 請留意這是基於切音員等第觀點提出的詮釋 ， 提出擬音的學者不必然存在這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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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清 lphi:S lphiel lki:I lkiel tie3 SE5 ltsE5 nE3 11£2 

建歐 lphai6 tai sai5 ltsai5 nai3 llai 

上表說明如下 ：

1. 從閩語內部三個大方言的表現看來 ， 只有閩北語將蟹開二與蟹開凹完全歸併為

-ai ( < *-ai ） ， 並且在任何聲母條件下都是如此 。

2. 至於閩南語，幫系的碑批聲韻俱間，見系的街雞完全同音 ， 都讀為 －ue 。 但請

注意皆齊兩韻在精系字與莊系字（今讀為塞擦音聲母 ts－、 tsh- ' s－）的表現不

同，皆佳央莊系字讀為－e ＇齊韻精系字讀為 ﹒肘， 這個現象顯示閩南語的皆

齊兩韻只在幫、見兩系合流，在精莊系字則截然有別 。

3. 閩東語的情況與閩南語不間 ， 幫系的問批和見系的街雞都呈現出－£ : -ie 的韻

母對此 ， 只有在精莊系字（今讀塞擦音聲母的－、“h- ' s－）後混讀為 －f 。這個

現象顯示閩東語皆齊兩韻只在精莊系字局部合流 ， 在幫見影系則截然有別。

歸納起來，閩語中的蟹攝開口二四等字同形，就聞北語而言是全面合併，就閩

南語和閩東語而言則是局部合流。更重要的是 ，閩南語和閩東語的局部合流 ， 分別

在不同的聲母條件之後 ，彼此是互斥的 。這也就是說 ， 在原始閩語的階段 ， 蟹攝開

口二等皆佳央韻與蟹攝開口四等齊韻是有分別的。

5.2 原抬閩語中蟹攝開口二等字的形式

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證蟹攝開口三等皆佳央與同攝閉口四等齊韻在原始閩語中應

分別構擬為兩個形式 ， 本節進一步說明蟹攝聞口二等皆佳央在原始閩語中應當如何

擬測。前人有關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四等的擬測 ， 無論是如 Norman ( 1981 ）擬為

*-e 或張光宇（ 1990 : 172 ）擬為 ＊剖， 都是建立於二四等同形的基礎上立論 。 然

而比較證據顯示 ， 蟹攝開口皆佳央韻與齊韻在原始閩語中是有分別的，因此應遵循

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的基本原則 ， 由下而上（bottom up ) 

逐步構擬。簡言之 ， 基本原則是根據子代語言 （下位語言）構擬原始語 （上位語

言），凡是原始語中建構出來的成分 ，在子代語言中都必須有所交代，說明該成分

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

根據第 2 節到第 4 節的討論 ， 就層次分析的觀點，我們得出以下的對應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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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闇語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時間層次對應

閩南語 閩東語 間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I *-;:ii 、＊-QI *-;:ii 、＊-QI ＊．αi 芥 埋、芥派

層次E *-!;:);U '*er*-£ *-£ *-rei 碑賣齋﹛責街蛙挨鞋

層次班 * -al *-a1 *-ai 排敗齋差皆解界械

以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韻而言 ， 層次 I 的語音形式表現出上古韻部的特徵， 不過同

源詞例較少，分別來自＊。i （埋）和 ＊－ai （芥、派）。 31至於各閩語次方言的蟹攝

開口二等層次E表現的是宋代以後岡攝一二等合併的現象 ，本文將之直接構擬作

。 32-a1 

本節進行擬測的重點是閩語各次方言的層次E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這個層次

屬於白話層 ，也就是閩語中的江東方言層。 關於閩語內部各次方言的擬測結果已經

如上所示。以下分別說明：

1. 在原始閩南語方面，我們為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的非莊系字（碑買賣階挨界街

鞋解艦） 構擬了 丸間， 請留意這個形式與齊韻字是相同的 。 丸Jgi 可以妥善解

釋閩南語各次方言的音韻變化：

___, gi > ei > e 潭州

*-igi ~ we > ue 泉州、︱

-------- ugi > oi 潮仙

為何原始閩南語這批岡源詞可以構擬出元音性的介音 干 ？理由是這批岡源詞

往往跟同攝四等齊韻開口字有相同的音韻行為。 例如：

表 21. 閩南語齊韻字與皆佳韻字的表現

永春 泉州 i章州 東山 抽頭 揭陽

盤空 phue l phuel phel phel phoil phoil 

到 這兩個原始形式，你根據 Norman ( 1981 ）原始閩諾頓母的構擬 。

32 最近 ;J_杰瑞（2011 ）發表的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中，也恰好將蟹攝一

二等都構擬為＊－ai ’ 讀者可 自行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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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主 phue6 phue5 phel phel phoil phoil 

雞齊 kuel kuel kel kel koil koil 

界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街（生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泉州系的方言為帶介音的 MY 型複合元音結構，潮？山系方言為帶韻尾的 VE 型複合

元音結構，潭州是 V 單元音結構。現在原始閩南語必須有一個形式（X）能夠演變

為這三種結構 ，那麼只須假定 X 是一個 MVE 的三合元音結構 ，就可以輕易地解釋

三種次方言的演變。韻尾方面 ， 從結構來看只有潮仙保存元音性韻尾寸，因此我

們根據潮泊的表現將 E 構擬為 －i 。至於元音何以構擬為央元音 ﹝3﹞ ？理由是潮仙今

讀為後央的 ﹝o﹞ ’泉州和潭州則讀為前央的 ﹝e﹞’ 擬測為央元音 ﹝3﹞ 最便於解釋：

在潮仙後化句＞ o ，在泉潭則是前化＊::i ＞巴。至於介音，只有泉州系方言保存介音

成分－u－， 然而我們不將原始閩南語構擬為＊－u缸， 原因是上面巳經看到 ， 這批同

源詞與四等間形，若將之構擬為＊－u缸， 就必須主張蟹攝二四等開口字在閩語中變

讀為合口，這是相當怪異的。反過來說，若是將介音構擬為叫，整個音節結構為

丸1::ii ，就不需要假設開口演變為合口的變化 。同時 ， 三合元音丸i::ii 也有助於解釋

演變。我們認為 ，主要元音＊。前後兩個前高 干成分彼此互相排斥而產生的異化

作用（ dissimilation ） ，就是閩南語泉海潮三個次方韻母結構殊異的根本原因。 33

至於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莊系字 ，在嚴格的比較方法下 ，由於潭州還能區別皆韻

與佳央韻，因此我們將皆韻構擬為＊剖，佳央韻構擬為＊屯 ， 這兩個構擬都是根據

1章州系方言的表現。泉州與潮仙兩系的方言已經把兩個韻母混讀為 ＊－e o 表列如

下 ：

I章州系方言 泉州系、潮i山系方言

*-ei 一一－e ：~：i 7 -e 
＊吃一一－£

總的來說，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韻在原始閩南語方言中的形式是：

33 另外還可參看吳瑞文（ 2014: 75-76 ）對齊官員字的構擬。



94 

皆

佳夫

聲韻論叢第十九輯

表 22. 原始閩南語中蟹攝開口二等韻的擬測

幫見影系 莊系

*-I:ll *-ei 齋

*-E 債察

特別要說明的是 ， 為何「債賽J 沒有韻尾－i ？因為所有的閩南語次方言中，

這兩個詞都沒有韻尾成分，只要沒有證據，就不能夠任意擬測。 「齋」能夠構

擬為 ＊剖， 主要是根據潭州系的雲霄方言，今讀為 tseil o 再者 ，「釵」 是佳

韻莊系字，但韻母的演變行為與 ＊－i;;ii 一致 ，在原始閩南語中應當構擬為

*thi;;iil ’我們將之視為特字。

2. 閩東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基本對應都是 －f ＇ 在原始閩東語的形式可直接構擬

為＊－E 。

3. 閩北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基本對應多數方言都是 剖，只有迪口讀為－f ﹔迪口

的讀音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得以區分不同音韻層次。原始閩北語的形式

應構擬為 ＊－rei ’ 這個韻母在迪口變為 －f ＇ 在其他閩北語方言變為 －ai 。

現在把以上的討論歸納為下表 ， 並進一步建構原始聞語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韻

的早期形式：

表 23. 原始聞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擬測

皆佳央 原始閩南 ︱ 原始閩東 ︱ 原始閩北

江東方言層次H I *-i;;ii/*-ei:*-r I *-E *-rei 

原始閩語

* . ;1* "·* -1;;i11 -e1. -n 

由以上述各閩語大方言的表現看來 ， 蟹攝開口二等字江東方言層的音節結構有

MVE 、 VE 、 v 這幾類。前人如 Norman ( 1981 : 38 ）擬為 ＊舟 ， 又有張光宇

( 1990 : 153 ）擬為 ＊－ai 。 構擬的目的是為了解釋演變 ，＊－e 與 ＊－ai 在演變上都必

須假設相當繁複的演變過程。比方 Norman 主張原始聞語的 ～ 在各聞語次方言中

有強烈的元音分裂傾向（ *-e > -ai 或＊－e > -ia）。張光宇（ 1990 : 80 ） 則主張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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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 -ue ( -ui ） ， 其中主要元音後化之後高化 。 M

與演變過程相比，上述兩位學者更需要留意的問題，乃是「蟹，攝開口三四等同

形」這一理論假設。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蟹攝開口二四等韻只在閩北語合流，在

閩南語及閩東語則是局部合流，而這兩種局部合流又是互斥的。經由方言交叉比

對，原始閩語的蟹攝開口二四等應當析為兩類。原始聞語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之前

提既然不存在，那麼擬音乃至於演變過程都有進一步商榷之必要。

底下根據間語內部的材料提出新的擬音形式。如上表所示，我們將蟹攝開口三

等皆佳央韻在原始聞語中的形式分別構擬為不同的韻母： 三合元音叫；｝i 、複合元

音＊－ei 和＊－Ei 。其中＊叩i 是皆佳央幫、見 、影諸系字，＊－ei 是皆韻莊系字 ，叫i

則是佳央韻莊系字。針對上述構擬，說明如次：

1. 我們為原始閩語的皆佳央諸韻的非莊系字擬測了一個央高的介音成分 v 其原

因是要解釋原始閩南語中皆佳央韻幫見影系字與齊韻幫見影系字局部合流的現

象。齊韻字為三合元音的＊－i缸，那麼將皆佳央幫見影系字擬為三合元音

叫況，就解釋演變而言是較為簡易的策略。在原始閩南語中，我們只需要假設

前高的丸卜和央高的叫，合流為一類丸i－即可。

2. 另一方面 ，從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看來，皆佳央三合元音 叫；｝i 的介音成分

叫－幾乎無跡可尋 ，這是因為介音 干與主要元音 ＋都屬於央元音，彼此相

互排斥造成＋的失落。＊－i;}i 在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的演變如下：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問＊bhi;}i5 > phEi5 > phE5 

街＊ki;}il > kEil > k£l 

*bhi;}i5 > phrei5 > phE5 

*ki;}il > kreil > kEl 

由以上原始閩東和原始閩北的表現來看，介音成分叫，的丟失，伴隨著主要

元音的低化。

3. 上文 3.3 提到的階 kiel 、駐 kie2 ，在閩東語中例外地讀為四等。我們推測這兩

個詞在原始閩語的早期形式分別是＊ki;}il 與＊gi;}i2 ， 這兩個同源詞從原始閩語

34 張光字（ 1990: 80 、 87 、 153 ）將蟹攝閉口四等齊官員與二等皆佳央音員都構擬為＊－ai ，並指出演

變上有相同之處，以上4寄：徵引張文對齊頭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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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代閩東語的演變歷程是：

階 吐白il > kiEil > kifl > kiel 

挺可1::ii2 > giEi2 > kiE2 > kie2 

換言之，閩東語「階、桂」之所以與齊韻字同讀為也’是因為在原始聞語中

蟹攝開口二等本來就存在一個介音＊干使然。

4. 原始閩南語中存在蟹攝開口二等重韻皆與佳央之間l ，在原始閩語中我們將之擬

測為＊－ei 和＊－Ei ，這兩個韻母在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已經看不出區別，必須

根據原始閩南語的證據予以重建。

5. 比較上位的原始閩語及其下位方言原始閩南、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的形式，很

顯然原始閩南語保存最多原始閩語的區別，包括三合元音 MVE 的韻母框架 、

皆韻與佳央韻的主要元音差異以及蟹攝閉口二等韻母的介音 ＊＋ 。另一方面，

原始閩北完整地保留了原始聞語蟹攝二等開口的元音性韻尾 叫，對於整體音

節結構的擬測也有所做發。

5.3 *-iai 、九ei 、＊－ei 韻母在原蛤聞語韻母系統中的位置

基本上 ，本文係以 Norman ( 1981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為基礎 ， 一方面增加方

言比較的數量 ，同時由下而上 ，利用分層構擬的方式全面檢視 Norman ( 1981 ）既

有的構擬是否合理。就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構擬而言 ，本文得出的結論與 Norman 頗

為不間， Norman 構擬為 ＊－e （街買 ） ，本文則構擬為 ＊－i::ii 。這個韻母在整個原始

閩語韻母系統中是否合理？現在來看一下 Norman 構擬的原始聞語元音系統：（這

裡只觀察陰聲韻，陽聲韻和入聲韻從略）

Simple Monophthongal Finals （單元音韻母）

y e o a 

Diphthongs （複合元音）

iu y1 m eu ::i1 ::iu 

01 au mαu 

1e 10 ia au m 1::i 

ye 

Tripthongs （ 三合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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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u iα1 ugi uai 

uαI yai 

從分布上來看， Norman 的原始閩語陰聲韻包括 5 個單元音韻母， 17 個複合元音和

6 個三合元音。從 Norman 的系統來看，元音系統分布相當不均衡，有三個前元音

i 、 y35 、 v 一個後元音 。， 一個低元音 a 。某些元音不能單獨出現，例如 a 和 α 。

在本文中，我們取消了＊－e 韻母 ， 並為原始閩語擬定T *-igi , *-ei 、＊－Ei 這三類韻

母。

從原始閩語內部構擬（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 和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 ，

丸ei 、＊－Ei 兩類韻母可能還可以簡化， 這已超出本文範園。但原始聞語 ＊也i 的擬測

應當是相當合理的，理由是從韻母系統來看 ， 三合元音有 丸側 ， 吳瑞文（ 2014) 

給齊韻構擬了 ＊－igi 0 倘若假設原始閩語有 ＊＋介音 ， 貝！J整個系統中的三合元音就

有相當整齊的表現：＊－ugi 、丸igi 、＊ igi 。

進一步問題是 ， 原始聞語二等韻的介音 叫－ 是否是一個普遍性的成分？抑或

是蟹攝開口二等獨有的？這個問題相當關鍵，在沒有全面觀察前不容易回答 ， 這裡

先提出若干旁證。我們（吳瑞文 2010 ）曾考察過模攝開口字在閩語中的音韻層

次 ， 便攝開口二等在原始閩語中有一個層次帶有 ＋ 介音，這個層次也源自江東方

言。 36例如：

表 24 . 原始聞語及其下位方言中檀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闆北 原始閩語

拆 *thia77 *thiak7 *thia?7 *thiak7 

摘 *tia77 *tiak7 *tia77 *tiak7 

額 *hia?8 *1Jiak8 *nia77 *1Jiak8 

行 *kia2 *kiar]2 *kial)5 *gial)2 

35 我們 （吳瑞文 2009 ） 曾經檢討 Nonnan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y 的擬測，結論是這個韻母應當

改擬為＊﹒j:iw ( * i:iu ）。 另外，原始閩語中帶勻的成分（ *yi 、＊ye 、＊yai ） 也都相當可疑，我

們預計另文討論 。

“我們 （吳瑞文 2010）並沒有討論校攝開口二等字在闖北語中的表現，下表中的原始閩北是本

文補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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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等字在各閩語次方言中都必須擬測一個＊－i－介音。從等第的觀點來看，參

照本文蟹攝開口二等字擬測為 叫－的方式 ， 這些模攝三等開口字在原始閩語中也

可以構擬為＊呵。值得注意的是，原始閩語的呵呵韻母變為＊－i呵的時代相當

早 ，因此和同攝三等清韻和四等青韻無從區別 。 37把蟹攝開口二等和模攝開口二等

的同源詞證據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原始聞語＊刁－介音可以出現在 a , ；）元音之前 ，

至於其他環境中的＊＋介音情況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5.4 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5.4.1 閩語音韻層次的斷代問題

從《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可知，上古

漢語到了六朝時期 ， 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 ， 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

（那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 1995﹞）根據

梅祖麟（ 2001 、 2013 ）的假設 ，現代南方方言中的閩語、吳語及北部韻語都存在一

個江東方言的層次。以本文的音韻層次分析而言 ， 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央諸韻在原始

聞語中有三個層次 ： 其中層次 I 要由上古韻部來解釋其演變 ： 層次血為文讀層蟹攝

一二等合流的形式，這兩個層次都不能用來擬測江東方言。 所以本文認為，聞語

中能夠用來構擬古江東方言的只有層次H的失I;)i/*-ei: *-c:i 等韻母。

以上關於層次的推論是排除式的論證，屬於消極的論述手段 。 我們還可以觀察

其中若干岡源詞在文獻中出現的年代 ，配合語義及語法演變 ，從而積極地推斷音韻

層次可能的時間。底下以 「解」以及 「駐J 為例分別說明 。

梅祖麟（ 2002）指出，聞語中表示「能」、「會J 的助動詞 ， 其語源是 「解」

（胡買切）。 「解」作為助動詞的用法出現於文獻上的年代是南朝。 例如：

晉明帝解占家宅，聞郭璞為人葬， {fr微服往看 。（ 《世說新語﹒術解》）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 「解作彼家端正舍不？」 （南齊 ，求那由此地譯《百喻

經》）

37 我們 （吳瑞文 2010）曾根據閥語的同源詞證據，將校攝二等耕韻、清韻和青音員在原始閩語中

的形式擬測為＊－i呵，讀者可以參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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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蕭綱〈摧歌行〉）

「解J 用為助動詞的用法在閩語中相當普遍（臺灣閩南語 的、福州的、建陽

ai6），罕見於其他漢語方言。 38另一方面，現代多數漢語方言表示 「能J 、「會」

的助動詞則是「會J ’例如北京 xuei5 、蘇州、I U£6 、溫州、／ vai6 、長沙 fei6 、雙峰

仙的、梅縣 v::>i5 、廣州州i4 等。”由此觀之，閩語以 「解」 （原始閩語擬音為

刊臼i4 ）表示 「能」、「會J 乃是承白南朝的用法。

「艦」 這個字形在漢語韻書中至少有五種反切切語：古攜切或涓哇切（蟹攝

合口四等見母平聲）、苦圭切或頃田圭切（蟹攝合口四等溪母平聲）、戶佳切（蟹攝

聞口二等匣母平聲） 、 烏蝸切（蟹攝合口二等影母平聲）和戶瓦切（假攝合口三等

匣母）。其中在語義上與酷魚、魚菜有關的是戶佳切。 40

《廣韻》載：戶佳切，魚名，出吳志。《集韻》載：戶佳切，吳人謂魚菜總

稱。表魚菜的「艦」這個詞彙在漢語歷史文獻中並非常用詞，兩漢乃至於唐代文獻

的用例擇要如下：“

實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採三百匹，交廣市蛙珍。（樂府詩集／卷第七

十三／雜曲歌辭十三／焦仲卿妻 ）

我入其家內，架上有臼米餘，幾種娃，我暫過扯下，戲，啤無故犯我，我打

其脊，使鋒當時悶絕，久之乃蘇。（新校搜神記／搜神記／卷十五） （江泌）

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銓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共有生意也。（南齊書

／列傳／卷五十五列傳第三十六／孝義／江泌）

（周）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硝苦之﹒後遣人j寄出

38 與閻吉吾關 f寄：密切的新南吳語則有若干方言也以胡賈切的「解」作為表「會」的助動詞，下文

將進一步討論「解」的音韻演變。

39 詳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 1995 ），頁 473 。

也0 至於其他反切的語義，請分~＇］參看《廣音員》或《集音員》的相關說明。

41 以下例句均由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檢索而得，特此說明並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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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川郡市魚銓胡三省注：吳人總稱魚菜為娃。（陳書／列傳／卷三十 Ji. f1J 傳

第二十九／周迪）

（庚系之）清貧 自業，食唯有益蓮、淪婪、生主雜菜 。或戲之曰：「誰謂庚

郎貧 ，食銓常有二十七種 。 J 言三九也 。（南齊書／列傳／卷三十四列傳第

十五／庚果之）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 。 故人能領客，攜﹔西重相看 。 自愧無銓菜，生煩在F

馬鞍。移樽勸山簡，頭臼恐風寒。（全唐詩一／卷二二六／杜甫／玉竟攜泊高亦

同過共用 寒字）

為文先見萃，釀熟偕共觴。新果及異娃，無不相符嘗。（全唐詩一／卷三八

三／張籍／祭退之）

以上的「艦J 指的是可食用的菜館，從文獻的時代上看，「桂」用來泛指魚菜是東

漠之後。在東漢左右 ，「陡」這個方塊字專指有毒的河豚。 例如：

敦義之水出 焉 ，而西流注于j幼澤 。 出于昆侖之朱先隅，實惟河原 。其中多赤

赴郭璞注：今名鯨始為J娃魚，其獸多兒、花牛，其鳥多為鳩。（山海經／山

經／卷三 北山經（山海經第三）／北山經／敦義 山 ）

毒贅涯者，在蟲則為竣、蛇、峰、贅，在草則為巴豆、﹔台葛，在魚則為銓與

靜、轍，故人食銓肝而死。（論衡校釋／第二十二卷／訂鬼第六十五）

所謂「鯨魚的，《說文》謂「胎，海魚名。 J 段注謂「魚台，亦名侯船，即今之河豚

也J 0 需要注意的是 ， 表示河豚的 「桂」 讀音為古攜切 ， 異體字作 「蝴」， 其語義

跟表魚菜的 「蛙J 相去甚遠。由文獻用例推敲 ，「鞋」這個方塊字表示魚菜且廣泛

使用，應在魏晉之後。目前的閩語都以戶佳切的「艦」 ( *gi:}i2 ）指酷潰的魚或蝦

蟹 ， 是承自上述 「鞋珍」和「桂菜」的用法。

根據以上閩語中常用的 「解J 和「桂J 兩個同源詞在漢語歷史文獻中的用法及

演變，我們可以推測 ＊－i:}i 不屬於秦漢層次，也早於文讀層 ， 其時間落在魏晉六朝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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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漢語音韻史的觀察

接著我們利用漢語音韻史的既有成果，進一步說明原始聞語＊叩1 更為確切的

時間。根據何大安（ 1981 ）對南北朝韻部的歸納與分析，魏晉到南北朝的皆佳夫三

韻有以下的演變 ：

表 25. 蟹攝開口二等字從魏雷到南北朝的演變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惰 切韻 例字

riei ne1 re1 ei ai" 佳 佳解

f;}I f;}i rn1 re1 ai 皆 戒駭

rad (mi) a1 a1 ai 夫 薑梧

從上表看來，皆佳央諸韻最晚到了齊梁陳北周隔時期，已經從原本的 MVE 型的三

合元音轉變為 VE 型的複合元音。因此，古江東方言的叫gj 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

的時間必然早於齊梁陳北周惰，我們推測應當落在宋北魏前後期之間。伺峙，觀察

魏晉到北魏前後期的擬音形式，江東方言叫。i 的介音＊干可以理解為二等韻介

音 －r－ 弱化後的痕跡。這顯示當時的古江東方言保留了上古音系中一個重要的音韻

成分。

5.4.3 湖南吳語的初步觀察

本文以原始閩語的層次分析為起點，嘗試運用閩語層次分析後的結果，結合漢

語音韻史既有的成果，綜合地推測古江東方言中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早期形式。本文

擬測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三等字的證據全部來自閩語內部，這意味著 ，本文獲致的

結論仍然可以參照其他方言（例如吳語和北部輯語）的現象提出驗證或修改的看

法 ， 不過這已超出本文的範圍。然而 ，作為初步嘗試，我們不妨參看一下目前既有

的吳語早期形式的構擬以及相關漸南吳語的材料，看看與本文提出的觀察是否有太

大的距離。

首先觀察蟹攝開口二等佳皆重韻的區別。秋谷裕幸（ 2003 ）構擬了吳語處衛方

言的西北片 ， 材料包括常山、玉山、江山和廣豐四個處衛片方言。在原始吳語處衛

方言（西北片）中，蟹攝開口二等皆韻為 ＊－ui ’蟹攝開口二等佳韻既有＊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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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a 。這個現象顯示，原始處備方言 （西北片）能夠區分佳韻（＊．α ） 和皆韻

( *-ui ）。 42 （秋谷裕幸 2003 : 61 ）底下把秋谷和我們的構擬放在一起，進一步說

明閩語和吳語的差異 ：的

表 26. 皆佳兩韻在原始聞語和原指吳語處雷方言西北片的表現

幫系 泥娘母 莊系 見系 影系

佳韻 原始閩語 ＊－臼l *-t~i *-El *-i~I *-t~i 

皆韻 原始閩語 *-i~i *-t~i *-ei *-i~I *-t~i 

佳韻 原始吳語處衛西北片 *-a *-a *-a *-a *-a 

皆韻 原始吳語處衛西北片 *-ai * -Ul *-UI 

針對上表 ， 可以有幾點觀察 ：

第一 、從切韻的框架來觀察這兩種原始語 ，可以發現 ：原始閩語只在莊系聲母前保

留了二等重韻佳皆的區別 （佳 ＊－Ei ： 皆＊－ei ），在其他聲母環境都已經合

流為一類（＊也i）﹔原始吳語處衛西北片則在各種聲母環境都保留了二等重

韻佳皆的對立 ， 佳 ＊－a ：皆＊－ui 。

第三 、從兩種原始語構擬的語音形式來看 ， 原始聞語的擬音在不同聲母後分別保留

了三合韻母 MVE 型結構（介音、主要元音及元音性韻尾）及複合元音 VE

型結構（主要元音及元音性韻尾）結構。原始吳語處衛西北片則只保留 VE

型結構（皆韻）和單元音 v 型結構（佳韻）。從歷史的觀點來看 ， 原始閩

語的形式保留更多的原始語成分 ， 但在對立上有所簡省。 原始吳語處衛西北

片則在脫落介音成分之後 ， 藉由音節結構差異來保存二等重韻對立。

第三 、上一節我們看到 ， 根據何大安（ 1981 ）的看法 ， 佳皆兩韻在 「齊梁陳北周

情」 這個階段已失落了三等 ＊－r－介音 ， 成為複合元音 VE 型 ，並透過主要

元音展現區別。由原始吳語處衛西北片二等重韻佳 ＊－a ： 皆 ＊甜的音韻形

岳2 失音員字少且只分布在雙唇及莊系，而且在秋谷（ 2003 ）的構擬中沒有同源詞例，以下的討論

以佳皆兩音員為主。

的 「 J 代表在秋谷（2003 ）的擬測中該類聲母缺乏同源、詞例 。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j工束方言蟹攝二等問口字的擬測 103 

式來推測 ， 這一音韻層次從古音中分化出來的時間，最早僅能追溯到 「齊梁、

陳北周惰」時期。參照書面漢語的音韻發展，與原始閩語相較，原始吳語處

衛西北片分化出來的時間相對較晚。

其次，若干湖南吳語中若干零星的語音及音韻現象 ，就共時觀點不易索解 ，但

從歷時發展的角度或許可以提出解釋。底下以表能力的助動詞「解」以及「芥」的

文白異讀為例略加申論。

根據曹志耘等（ 2000 : 295 ）的說明 ，吳語處衛方言的玉山和廣丰兩個方言表

能力的助動詞是「解」 （蟹攝二等上聲蟹韻胡買切），例如玉山 fiai4 、廣丰 xa4 。

值得注意的是，聞語表能力的助動詞及情態動詞也用「解」’例如永春 ue4 、福清

的、建陽 ai5 。另外，曹志耘等還提到，開化說 w::6 、常山說 UE4 、江山說 u~4 。這

三種說法的聲調都符合 「解」’介音符合 「會」 。 可能是固有詞 「解J 受到外來詞

「會J 的影響而形成的混合詞。對此我們提出另一種解釋。從共時層面上看 ， 吳語

處衛方言的「解」有兩種形式，一類不帶合口成份”U﹒（玉山、廣丰），另一類則

有合口成份－u- （開化、常山、江山）。底下嘗試構擬「解j 從古江東方言到現代

吳語處衛方言的演變：

解勻的＜

/ UE4 常山

,, *fiuuiι－ ure4 江山

'*fiαi 「一－ fiai4 王山

""'- xa4 廣丰

秋谷裕幸（ 2003 : 63 、 64 ）的原始吳語處衛方言西北片的韻母系統中已經為助動詞

「解」構擬了＊fiuαi4 和＊fiαi4 兩讀 ， 這是非常有見地的 。簡而言之，從演變的角

度來看 ，「解」之譚為 ＊fiuui4 ， 其合口介音並非無中生有 ，而是 ＊－r－介音弱化之

後的痕跡。

在處衛吳語慶元方言中，「芥」字存在文白異讀的表現，白話音為 ie5 ，用於

指稱芥菜﹔文讀音為 ku5 ，用於指稱芥蘭菜。（曹志耘等 2000: 224）這裡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屬於見母的芥讀為零聲母 ie5 ，並且韻母與蟹攝開口三等祭韻 、 四等齊

韻有相同的韻母表現，比較慶元方言祭 tGie5 、世 ιie5 （以上祭韻）、米 mie4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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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3 、齊的2 （以上齊韻）

在湖南不少吳語方言中 ， 古知 、 章、見母字會讀為零聲母 ， 這一現象鄭張尚芳

( 2012﹝＝1995﹞：“－96 ）稱為 tG－聲母零化， 並指出 tG－聲母零化的過程為 tι－ ＞

?di.－ ＞ 斗。以慶元方言而言 ，具體例證包括：著知 iu?7 、煮常 ie3 、種章 ， 去聲 ioIJ5 、據

見 iu5 、雞兒 iel 、寬此ye3 。我們認為慶元方言古拜切的芥 ie5 也經歷 tι－ 聲母零化的

演變。從慶元方言 tG－ 聲母零化的例字來看 ， 多數是中古三四等細音字，也就是帶

有三等介音寸或四等介音 －i－的成分。少數是中古二等字 ，例如輝以及芥。 倘若

細音成分是 tG－聲母零化的條件，那麼中古二等字的條件從何產生？

慶元方言「芥」 ie5 與「雞」 iel 除聲調有別之外，聲母韻母完全相悶。 這一現

象對於上述問題有重大的敢發。首先 ， 慶元方言與閩南方言都有蟹攝開口二四等問

形的表現，比較閩南語永春 「前」 kue5 、「雞」 kuel ﹔ 海州「前J ke5 、「雞J

kel ﹔揭陽「前J koi5 、「雞」 koil 。我們可以推測，早期慶元方言曾經有一個蟹攝

一四等合流的層次。其次 ，就慶元方言內部而言 ，「芥」 之所以會發生 tG－聲母零

化， 其原因乃在於它帶有介音成分 ，現在共時平面的音值為 ．卜， 其前身則來自二

等介音 ＊－r－ 。 以下嘗試擬測慶元方言 「芥」和「雞」的演變過程：（聲調暫時不

論）

芥 ＊kr;)i 、

雞＊ki;) 一一斗 ki;)i > ki;) > tGi;) > td'.l.i;) > tie 

以上的演變顯示 ， 同屬見系的芥、雞兩詞原先存在介音差異 ， 之後三等 ＊－r－介音

弱化為元音性的干 ， 與四等齊韻合流 ， 從而引發後續 tG－ 聲母零化 。換句話說 ，

上古二等 川－ 介音在古江東方言中弱化為 干， 為見母二等字參與 tG－聲母零化創

造語音上的條件 。 嫁也可以有平行的解釋： ＊kra5 > kiu5 > tGiα5 > ?d'.l.iα5 > ?ia5 。

最後說明一點。上文我們討論 「解」和「芥」 這兩個詞在湖南吳語中的讀音，

讀者或許會有以下的疑問：間樣是 ＊＋ 介音的痕跡 ， 為何有時弱化為﹒心， 有時

弱化為 －i- ？ 對此我們的解釋是 ：相較於三等輔音性介音 刊－和四等元音性介音

丸卜， 二等介音 ＊＋是最不穩定的。 ＊－r－的不穩定性具體反映為演變上的多種可能

性 ： 弱化為 －u－、弱化為 ＋ 或者直接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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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本文利用聞語豐富的音韻材料 ，透過嚴謹的同源詞比較，觀察中古蟹攝開口二

等皆佳央諸韻的語言現象並離析其中的規則對應，進而參照漢語音韻史的演變 ，建

立蟹攝開口三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對應關係。本文獲得以下若干認識 ：

第一、透過嚴謹的同源詞比較，我們發現儘管轄字多寡不同 ，但蟹攝開口二等

皆佳央三韻在各聞語次方言中都具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具體結論如下：

蟹開二皆佳央 閩南語 閩東語 閩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I *-:ll’、＊－α1 *-;}i 、＊ -QI *-ai 芥 埋、芥派

層次E *-i ;}i/*-e1:*-r *-f *-re1 牌賣齋債街挺挨鞋

層次血 *-ai *-ai *-ai 排敗齋差皆解界械

第二 、前人指出，蟹攝開口二等字與四等字在閩語中有合併的現象 ，本文重新

檢視閩語內部的材料，發現蟹攝開口三四等完全合併只存在於閩北語，至於閩南語

及閩東語則分別在不同的聲母條件之後維持區別。歸納言之，原始閩語中的蟹攝開

口二等字可構擬為＊－臼i 佳皆央幫地影 I *-ri ﹛圭蚓莊系 I *-ei 軒的莊系 ，蟹攝閉口四等字則是

*i;}i 。以幫見影系聲母而言 ，蟹攝開口二等與四等的不同僅在於介音 ： 二等帶有央

高的 t介音 ，四等則有前高的 i 介音。

第三 、根據閩語中 「解」和「桂」的音韻表現及具體用法，我們推斷南朝江東

方言蟹攝閉口二等字也可以擬測為＊悶。參照魏晉到惰代的音韻變遷，我們發現三

等介音 ＊于 是魏晉二等韻介音＊＋ 弱化後的痕跡 。相較於閩語中古江東方言的

＊悶 ， 聞語中也有來自上古層次的蟹攝開口二等字 ，如芥＊kui5 ( < OC. *kriads ) 

然而在這個層次中，已完全沒有二等介音 ＊－r－的痕跡 。

第四、本文初步比較了湖南吳語中與江東方言層次有關的音韻和詞彙現象 ， 我

們發現原始吳語處衛方言西北片仍然保存了六朝時期蟹攝開口二等字重韻的區別：

佳 α ：皆 αi 。同時 ，湖南吳語若干詞彙還保留了 ＊－r－介音成分的痕跡 ，例如助動

詞解，常山 uε4 、江山 ua:4 都來自刊uui4 (< *yriei4） 。還有慶元方言芥 ie5 ， 來自

早期的 ＊kr;}i5 。這些結構上和詞彙上的證據 ，也顯示吳語和聞語都存在一個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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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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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nrounded 
Grade 2 Finals of Xie Rhyme Group in 

Jiangdong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Min 

Wu, Rui-w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ten documents (e.g. Qie Yun Introduction, Jing Dian 

Shi Wen Introduction and The Yin Ci Chapter of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dialect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e 

is Ye Xia dialect and the other is Jin Ling dialect. (Ting 2008[=1995]) Furthermore, Mei 

(2001&2013) proposed a hypothesis that the Min dialect, Wu dialect and northern Gan 

dialect share a common stratum descended from Southern Dynasty Jiang Dong Dialect.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is paper will reconstruct the phonological forms of the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i.e. Jie, Jia and Guai rhymes, of Xie rhyme group through 

comparison of modern Min dialec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ims of this article are: 

1. to investigate the cognate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亡 rhyme group in Min 

dialects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strata with the Qie-yun framework. 

2. to clari。 the sequence of different strata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Chinese lexical history. 

3. to reconstruct the value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e rhyme group with 

correct phonological stratum in Mi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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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honological form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e 

rhyme group in proto Min are ＊刁針，＊－i:: i and *-ei in different consonant environments: 

＊－臼i is after bilabials, velars and glottals, whereas *-i::i and *-ei are both after 

postalve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medial *-i- of 

final *-i:}i in proto M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medial *-r- in old Chinese. 

Keywords: proto Min,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e rhyme group, Jiang Dong 

dialect, medial *-r-,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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