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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西 客 語 音 韻 的 保 守 與 創 新 

 
江敏華* 

 

摘  要 

 

本文探討閩西客家話在歷史上的若干音韻變化，主要是利用方言比較來判斷

音韻特徵的存古或創新。聲母方面，客家話精莊與知章分立的類型為保守，合流

則是創新；精、莊聲母相同則是保留古代「精莊同源」的音韻格局。韻母方面，

閩西客家話大體上比廣東客家話演變劇烈，然創新中亦有保守，如部分方言咸攝

一、二等見系字有別，以及遇攝具有魚虞有別的層次。此外，本文並以實例說明

語音演變如何對方言的音韻格局發生作用，並進而產生方言差異。結論有三：一、

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可能相對創新。二、在某一

項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可以和創新的方言再共享同一項創新，前提是這兩項創

新沒有必然的蘊涵關係。三、某一階段音值上細微的變化，可以為下一階段的創

新提供語音條件，而改變方言的音韻系統。 

 
關鍵詞：客家話 閩西客家話 漢語方言 漢語音韻 
 

一、 前  言 

「閩西」指福建西邊鄰近武夷山的地區，今閩西七縣：寧化、清流、長汀、

連城、上杭、永定、武平，學者認為屬於客家話區。其中寧化、清流隸屬三明市

管轄；長汀、永定、上杭、武平隸屬龍巖地區1，位於汀江流域，南接廣東客話

區；連城的地理理環境則十分特殊，它雖同屬龍巖地區，但因其位於汀江流域的

                                                 
* 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1 中古以來龍巖地區分轄兩大府治範圍，一是漳州府轄地的龍巖市、漳平縣，屬閩南客話區；一

是汀州府轄地，包括現在永定、武平、汀、連城縣，屬閩西客話區（《龍巖地區志》14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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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區與閩江流域閩語區的交界地帶，其境內有若干閩語分布區以及閩客混合方

言。閩西的方言情況十分複雜，尤其是遠離城關的鄉下地區往往系屬不易界定，

然而就影響力較大的城關方言而言，閩西七縣皆屬客語區，本文所指的「閩西客

語」，即指以上七縣的城關話。 

閩西客家話和以梅縣為代表的廣東客家話有很大的不同，一般認為是客家話

內部差異最大的客語區，因此近年來相當引起漢語方言學以及客語研究學者的注

意。方言的複雜固然有許多歷史、地理、人口的因素，然而就語言來說，一個顯

而易見的事實便是：語言沒有變化就不可能產生差異，方言的紛歧表示此地的方

言曾經或正在經歷許多不同的演變。歷史語言學中，比較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方

言，其中一個方言產生一項新的變化，即稱為「創新（innovation）」；相對於創

新，未發生此項變化的方言，就這個現象而言便稱為「保守（retention）」。如果

我們將閩西視為一個方言區域，那麼，閩西城關方言差異明顯卻同屬客語，具有

絕佳的比較基礎，其音韻現象便提供吾人研究漢語音韻史與客語音韻史的極佳窗

口。透過橫向的方言比較，可以彌補單個方言點和古音比較的不足；客語音韻現

象的存古或創新，都可在閩西客家話中表現出來。 

閩西客家話目前尚無完整的方言調查報告，相關的方言材料以各縣縣志所記

載的最為完整，本文以此為主要材料2，透過方言之間的比較，對閩西客家話的

幾個重要音韻現象是保守或是創新提出相對時間上的觀察，並嘗試從保守或創新

演變對方言音韻格局的作用，解釋閩西客家話之所以紛繁複雜的原因。 

 

二、 精莊知章的分合 

（一）長汀型 vs. 寧化型 

中古聲母精、莊、知、章在客家話中主要分為兩種類型，研究客語的學者早

已熟知，簡而言之，兩種類型可以下表一見梗概，前者我們稱為寧化型，後者稱

                                                 
2 少數例字亦參考林寶卿（1991）、李如龍、張雙慶（1992）、呂嵩雁（1999）、藍小玲（1999）

等作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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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汀型： 

 

表一 閩西客家話精莊知章「寧化型」vs. 「長汀型」 

 寧化型  長汀型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精 ts  ts  ts  ts 
莊  ts ts   ts ts 
知  ts ts   ts tS 
章   ts    tS 

 

這兩種類型可以涵蓋目前所見的絕大多數客語，廣東客家話和閩西客家話都具有

這兩種類型；而二者究竟何為存古、何為創新，學者間有不同的說法3，不過相

關的討論多少涉及古音名目和演變的問題，古音學說不同結論也就因而有異。本

文則打算嘗試新的解決方法，完全站在方言比較的立場，暫時拋開每個字的古音

地位，而由聲母和韻母（尤其是介音）的互動來討論這兩種類型的存古或創新的

問題。試比較下列各字在閩西七縣的讀音： 

表二 閩西客家話精莊知章類型字例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酒 tsi´µ3 tsi´µ3 tsiF3 ts´µ3 -- t˛iu3 tsiu3 

秋 tsHi´µ1 tsHi´µ1 tsHiF1 tsH´µ1 tsHiu1 t˛Hiu1 tsHiu1 

晝 ts´µ5 tS´µ5 tSiF5 tS´µ5 tsiu5 t˛iu5 tsE5 

抽 tsH ´µ1 tSH ´µ1 tSHiF1 tSH´µ1 tsHiu1 t˛Hiu1 tsH E1 

臭 tsH ´µ5 tSH´µ5 tSHiF5 tSH´µ5 tsHiu5 t˛Hiu5 tsH E5 

 

 

A 

 

 

手 s´µ3 S´µ3 SiF3 S´µ3 siu3 ˛iu3 sE3 

 瘦 s´µ5 s´µ5 -- s´µ5 siÅ5 s´u5 sE5 

B 搜 s´µ1 s´µ1 sF1 s´µ1 siÅ1 s´u1 sE1 

                                                 
3 袁家驊（1989）、羅美珍、鄧曉華（1995）與藍小玲（1999）、李存智（2001）都曾討論過此問

題，其中袁、羅、鄧等人認為長汀型為存古，寧化型為創新；藍、李二人則持相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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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 tsH´µ2 tsH´µ2 -- tsH´µ2 -- s´u2 sE2 

 

單比較 A 欄的六個字，可以說寧化的 ts-在沒有介音的情況下演變為長汀的 tS-4，

或是相反，但是加入 B 欄的字作為比較，則必只有一種演變方向，即長汀的 tS-

演變為寧化的 ts-，否則無以說明寧化的 ts-在相同的條件下沒有完全演變，而各

方言卻又如此規則對應。比較清流和永定、上杭的情形，也可以很容易地得出清

流為存古、而永定、上杭為創新的結論，而武平可以視為是寧化型的進一步演變，

原來只有介音有無不同的兩個韻母演變為介音和主要元音皆不同。連城則是長汀

型的進一步演變，「酒、秋」二字進一步失去-i-介音。以清流的「tsi- : tSi」為演

變的起點，閩西七縣 A 欄各字的讀音演變如下（表三中的 R表示「規律」）： 

表三 閩西客家話塞擦音演變規律 

 酒 秋 晝 抽 臭 手  

 tsi- tsHi- tSi- tSHi- tSHi Si- 清流 

R1: -i- > Ω / S-_ tsi- tsHi- tS- tSH- tSH- S- 長汀、（連城）5 

R2: tS- > ts tsi- tsHi- tsi- tsHi tsHi si- 上杭 

R1 + R2 tsi- tsHi- ts- tsH- tsH- s- 寧化、武平 

R2 + R3: ts > t˛/_i- t˛i- t˛Hi- t˛i- t˛Hi- t˛Hi- ˛- 永定6 

 

R1和 R2都是一種創新的演變，在邏輯程序上，R1的運作必早於 R2，但是 R2

也可不經過 R1 而獨自運作，如上杭、永定的情形。而在 R1 這個演變上相對保

守的上杭、永定等方言，也可以和長汀等方言共享 R2這項創新，其前提則是 R1
                                                 
4 這裡所謂的「演變」，只是表示邏輯過程上的類型遞嬗關係，而不代表任何歷史上的繼承關係。 
5 連城 ts-聲母後-i-介音的消失限於少數元音前，由於並非涵蓋面極廣的規律，此處暫時略去不

論，而視為與長汀同類型。 
6 永定的 ts-和 t˛-並沒有音位上的對立，前者只出現在洪音前，後者則只出現在細音前，因此視

為 tsi : tSi的對立消失後，再一起顎化為舌面音。若不考慮顎化這個非音位性的變化，則永定

可視為和上杭同一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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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2沒有絕對的蘊涵關係。在這個例子中，僅僅兩個創新規律的運作或疊加與

否，就可以產生四種類型，若再加上顎化等因素，其類型更為可觀。方言的分歧

複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由於不同的規律在已有的方言差異上作不同的加工而產

生的。 

    表二中的「酒秋」、「晝抽」、「臭手」與「瘦、搜、愁」等字分別為屬於中古

的精、知、章、莊聲母，我們既然認為客家話是 tS > ts的變化，很顯然地，純粹

站在方言比較的立場，「精莊：知章」對立的聲母格局（表一中的長汀型）應該

是保守，而寧化型則是創新。 

    僅就聲母而言，精莊知章聲母的分合可分為表一的寧化型和長汀型，而若考

慮聲母和介音的互動，則可以分為表三的清流型、長汀連城型、上杭永定型和寧

化武平型四種。必須指出的是，這些類型差異並非閩西客家話所獨有，四種類型

在廣東和臺灣的客家話都可找到例子： 

清流型：東勢、大埔、饒平、連南、揭西、秀篆 

長汀連城型：臺灣海陸 

上杭永定型：翁源、河源、清溪、 

寧化武平型：梅縣、臺灣四縣 

這四種類型中，清流在閩西客家話中是屬於最保守的類型，但是清流客家話

的其他語言特徵就必然是最保守的嗎？不然。下面幾節我們會看到，在其他特徵

的演變上，清流同樣具有許多創新的演變。 

 

（二）精莊同源 

前面我們用比較的方法確定了「精莊：知章」對立的聲母格局在邏輯過程上

早於「精莊知章」合流的類型。接下來要討論的是，精系字和莊系字、知系字和

章系字聲母在客家話中原來是否有分別？ 

客家話各個方言的知系三等字和章系三等字在同一攝中的讀音總是相同，從

比較的立場來說，我們不必因為知、章系字在《切韻》系韻書系統中為兩套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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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定客家話在更早的一個階段知、章系字也必為兩種不同的聲母，後來才合

流。值得討論的是精系字和莊系字在客家話中是否曾經經歷聲母二分的階段。客

家話的精、莊系字聲母雖然沒有分別，但是韻母往往不同。除上一小節所舉的流

攝例之外，以下再各舉效攝、宕攝、深攝例字說明7： 

表四 閩西客家話精、莊韻母有別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秋（流精三） tsHi´µ1 tsHi´µ1 tsHiF1 tsH´µ1 tsHiu1 t˛Hiu1 tsHiu1 

搜（流莊三） s´µ1 s´µ1 sF1 s´µ1 siÅ1 s´u1 sE1 

將（宕精三） tsiçN1 tsiçN1 tsiç‚1 tsiçN1 tsiç‚1 t˛iç)1 tsiçN1 

莊（宕莊三） tsçN1 tsçN1 tsç)1 tsçN1 tsç‚1 tsç)1 tsçN1 

心（深精三） siN1 seN1 sF N1 seN1 s´N1 seN1 siN1 

蔘（深莊三） sEN1 seN1 sE)1 sEN1 sE)1 sE)2 sEN1 

 

許多學者認為由精莊韻母的不同形式，可以看出精莊聲母曾經分立的痕跡，就如

同寧化的精系字與知章系字韻母的區別反映前一個階段聲母的不同。但本文認為

這兩種現象不能等同視之。精系字與知章系字的區別有的方言反映在聲母上（如

清流），有的方言反映在韻母或介音上（如寧化、武平），有的方言則同時反映在

聲母和韻母、介音上（如長汀）。但精系字和莊系字的區別在客家話中永遠表現

在韻母上，絕沒有表現在聲母上的，我們如何推斷精系字和莊系字的區別原來必

在聲母，而不能是韻母呢？ 

提出這項質疑，是考慮到客家話保留上古「精莊同源」的可能性。就文獻上

所呈現的古音演變情形來說，古代精莊同源，莊系字原來都是二等韻，和精系字

的一、三、四等韻互補。其後莊系字在二等韻的條件下，聲母與精系字分開，部

分韻母則變入三等，形成精、莊系字在三等韻前以聲母區別的現象。也就是說，

                                                 
7 此表中僅連城和長汀少數字為例外，都是可以解釋的後起變化。連城是由於精系三等在部分韻

母條件下-i-介音消失；長汀則是有層次混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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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精莊同源」，並非精系字和莊系字完全沒有分別，而是它們原來的分別在

韻母而不在聲母；韻母的分別後來演變為聲母的分別，即成精系與莊系兩套不聲

母。由客家話的材料看來，客家話極可能並沒有參與這項演變，因此精、莊的分

別總是在韻母而不在聲母。客家話精莊系字有一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即莊系字

總是和同攝一等精系字同音： 

表五 閩西客家話三等莊系字讀同同攝一等精系字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秋（流精三） tsHi´µ1 tsHi´µ1 tsHiF1 tsH´µ1 tsHiu1 t˛Hiu1 tsHiu1 

搜（流莊三） s´µ1 s´µ1 sF1 s´µ1 siÅ1 s´u1 sE1 

走（流精一） ts´µ3 ts´µ3 tsF3 ts´µ3 tsiÅ3 ts´u3 tsE3 

將（宕精三） tsiçN1 tsiçN1 tsiç)1 tsiçN1 tsiç‚1 t˛iç)1 tsiçN1 

莊（宕莊三） tsçN1 tsçN1 tsç)1 tsçN1 tsç‚1 tsç)1 tsçN1 

倉（宕精一） tsHçN1 tsHçN1 tsHç)1 tsHçN1 tsHç‚1 tsHç)1 tsHçN1 

徐（遇精三） tsHi´µ2 tsHi2 tsHy2 si2 tsHu2 tsHi2 tsHi2 

梳（遇莊三） su1 s™1/su1 su1 s™1 su1 su1 s™1 

粗（遇精一） tsHu1 tsHu1 tsHu1 tsH™1 tsHu1 tsHu1 tsH™1 

息（曾精三） si/6 si2 si3 si6 se/7 ˛ie/7 si/7 

色（曾莊三） sF /6 se2 sF3 soa6 sE/7 sE/7 sE/7 

賊（曾精一） tsH F5 tsHe6 (塞 sF3)8 tsHoa5 tsHE/8 tsHE)/8 tsHE/8 

粟（通精三） si´µ/6 si´µ2 sy3 -- s´/7 si´u/7 siu/5 

縮（通莊三） su/6 su2 su3 s´µ6 s´/7 sou/7 -- 

族（通精一） tsHu5 tsHu6 tsHu/7 tsH ´5µ tsH´/8 tsHou/8 tsHu/6 

 

聲母上精莊總是相同，而莊系字的韻母總是表現為洪音而不同於三等韻，這種現

象事實上正表示客家話的莊系字始終保持古代精莊同源的格局，莊系字由於保持

                                                 
8 清流語料無「賊」字，取音韻地位相近、不影響本文推論的「塞」字作為比較。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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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等而沒有變入三等韻，因此讀為洪音；其後在一、二等合流的潮流下，莊系

字總是與同攝一等精系字同音。 

 
 

三、 陽聲韻的變化 

閩西客家話和廣東客家話最為學者注意的特點之一，就是廣東客家話具有

-m, -n, -N與-p, -t, -k等六個子音韻尾，而閩西客家話則只有-N, -/尾和鼻化韻。二

者何為存古、何為創新，在不依傍古音、純粹站在方言比較立場的情況下，可以

判斷廣東客家話應為存古，而閩西客家話為創新，因為閩西客家話的-N尾在相同

的元音環境下分別對應於廣東客家話的-m, -n, -N，喉塞尾-/也在相同的元音環境

下分別對應於-p, -t, -k，若非合流我們無法解釋-N或鼻化韻在什麼音韻條件下分

化出三個發音部位不同的子音韻尾。試以梅縣客家話-m, -n, -N三韻尾的最小對比

為例： 

表六 客家話 -m, -n, -N 三韻尾最小對比例 

 梅縣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衫 sam1 sAN1 saN1 sa ‚1 saN1 sA‚1 sE‚1 saN1 

山 san1 saN1 saN1 sa ‚1 sa1 sA‚1 sE‚1 saN1 

生 saN1 sAN1 saN1 sa ‚1 saN1 sÅ‚1 sE‚1 saN1 

梅縣客家話「衫、山、生」三字不同音，聲母、主要元音皆相同，其差別只表現

在韻尾上；閩西七縣客家話則沒有三字讀音完全對立的。就橫向的方言比較的立

場，梅縣的-m, -n, -N必為存古，而閩西的-N或鼻化韻則是創新的表現。 

這一節主要討論的是：閩西客家話在韻尾的表現上既為創新，閩西七縣的創

新的實質內容為何？各個創新形式又是在怎樣不同的差異上運作不同的規律而

產生的？為方便討論，以下仍依中古音的聲母、韻類名目論其分合演變情形，以

收執簡御繁之效。 

（一）咸山梗(白讀)攝開口洪音的分合 



 9

    廣東客家話咸、山、梗(白讀)攝元音偏低，而深、臻、曾、梗(文讀)元音偏

高，閩西客家話韻尾合流或消失後，韻攝間的分合也大致依這兩組態勢而發展。 

咸山梗攝洪音的分合，閩西七縣共分為四種類型。為方便說明起見，本文以下列

格式表示： 

表七 閩西客家話咸、山、梗(白讀)分合類型9 

咸一

(其他)

山一

(其他)

梗二 咸二 

(見系) (見系)

山二

 

六種類型分別為： 

1. 寧化、連城                         2. 長汀、清流 

  

aN(寧)

a(連)

  

aN(長) 

a‚(清) 

    

A N(寧)

aN(連)

çN uaN,oa

 

 

  

Å N,ç‚ u‚N,ua‚  

 

3. 永定、武平                          4. 上杭 

  

E ‚(永) 

aN(武) 

 

 

 

A ‚ 

   

 u‚o,uE N

   

 

Å ‚ 

 

 u‚o 

 

 

                                                 
9 此表為閩西各縣咸山梗攝開口洪音字所可能出現的最大分別。在下面的各個類型圖中，分隔線

取消的表示二類已混同，如寧化表示咸二、梗二與咸一非見系合流。以下各表的表示法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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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幾個圖形透露出幾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上面四種類型中，除

了全部合流的情形外，不是咸山合流就是咸梗合流，說明咸攝的-m 尾是最不穩

定，並且可能是最早發生變化的。其次，閩西各方言山攝一、二等見系字必保持

區別，此與廣東客家話相同，但寧化、長汀、清流和連城的咸攝一、二等見系字

有分別，則是廣東客家話中極為罕見的現象： 

表八 閩西客家話咸攝一、二等有別字例 

 梅縣 寧化 長汀 連城 清流 

咸一 

甘 
kam1 kçN1 kÅN1 kçN1 kç‚1 

咸二 

減 
kam3 kAN3 kaN3 kaN3 ka ‚ 

 

在漢語語音史中，咸攝一、二等有別是一種存古的現象，就上表的比較也可以得

出相同的結論。也就是說，閩西客家話雖然在韻尾的弱化、合併上有許多創新的

表現，但並不妨礙它們在其他特徵上可以具有保守的一面。上一節提到清流客家

話在精莊知章聲母的表現上在閩西客家話中是屬於相對時間上最為保守的一

種，但是在咸山梗攝洪音的分合上，清流客家話卻並非最保守的。 

 

（二）咸山梗(白讀)開口細音的分合 

    咸山梗攝細音在閩西也是分為六個類型，其中長汀和連城屬同一類型。本文

用下列的格式來表現其分合情形： 

表九 閩西客家話梗、咸、山三四等分合類型 

梗三四

(知章)

咸三四 

(知章) 

山三四 

(知章) 

(其他) (其他) (其他) 

 

1. 寧化                                   2. 長汀、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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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 N  

 

aN 

iaN iEN  iaN 

 

i‚N(長汀) 

e（連城） 

 

 

3. 清流                                   4. 永定 

yi‚  

 

A N E ‚  

ia‚ 

i‚  iA N 

 

iå 

iE‚ 

 

5. 上杭                                   6. 武平 

Å E ‚  

 

aN 

ia‚ ie‚  iaN iEN 

 

細音的情形顯示，細音似乎比洪音更能維持原有的音韻區別，漢語方言中此例不

勝枚舉。這是由於介音影響元音走向所造成的結果。 

 

（三）深臻曾梗(文讀)的分合 

    深、臻、曾、梗(文讀)在閩西客家話中呈現較大的一致性，共分四種類型。

本文以下列格式表現其分合情況： 

表十 閩西客家話深、臻、曾、梗(文讀)分合類型 

深(莊) 梗二 臻一 曾一 

深(知章) 梗三四(知章) 臻三(知章) 曾三(知章)

深(其他) 梗三四(其他) 臻三(其他) 曾三(其他)

    這個表首先必須說明的是，正如第一節所討論的，客家話是保留古代精莊同

源的方言，其莊系字仍保持為二等字，而沒有變入三等。深攝雖只有三等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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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系字仍應視為二等，其韻母在閩西客家話中往往與梗二、臻一與曾一走向相

同，因此表十中四者放在一起比較。 

四種類型分別為： 

1. 寧化、清流、永定、上杭 

 

E N(寧)  EÚ(清、永、上) 

µN(寧) iF N(清) eN(永) ´N(上) 

iN(寧、永) FN(清) i´N(上) 

 

2. 長汀 

eN 

 

ieN eN 

 

3. 連城 

 EN 

eN 

ieN 

 

4. 武平 

EN 

iN 

 

長汀、連城深攝字未與其他攝完全合流，並不令人意外，因為廣東客家話梗、

曾、臻三攝文讀合流，而深攝保持獨立；此外，閩西客家話內部的比較也顯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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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字是相對時間上最晚併入其他攝的，寧化、上杭的深攝陽聲韻字雖與梗、曾、

臻攝合流，入聲字（部分聲母條件下）則保持區別： 

 

表十一 寧化、上杭深、臻、曾、梗攝字例 

 深攝 臻攝 曾攝 梗攝 
 急 及 七 漆 息 即 積 席 

寧化 kie6 kHie6 tsHi/7 tsHi/7 si/7 tsi/7 tsi/7 si6 

上杭 tsie/7 tsie/7 tsHe/7 tsHe/7 se/7 tse/7 tse/7 se/7

 

長汀曾、臻兩攝與梗、深攝有別，似乎代表某一層次的讀音。閩西各縣都有

一批曾臻兩攝的字讀為 eN，其轄字範圍則涵蓋《切韻》的三等字與合口字。此

現象目前不好解釋，當另文討論。 

 

四、 入聲韻的變化與陰、入聲韻的互動 

廣東客家話陽聲韻的-m, -n, -N韻尾與入聲韻的-p, -t, -k成對出現，形成幾乎

平行的音韻格局。而閩西客家話的韻尾弱化甚至消失時，陽聲韻與入聲韻卻不一

定平行發展，上一節提到深攝字與臻、曾、梗攝字的分合，陽聲韻與入聲韻的表

現不同即是一例。此外，閩西客家話鼻音韻尾大多還保持舌根音-N，但塞音韻尾

則-p, -t, -k尾皆已弱化為喉塞音，甚至與陰聲韻合流，此為陽、入聲韻不平行發

展之另一例。上一節討論陽聲韻攝的合流時，均未提及通攝與宕江攝，這是由於

通攝與宕江攝的陽聲韻字大多仍保持獨立，未與他攝合併10。然而在入聲韻中，

通攝與宕江攝在閩西客家話中卻有較大的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陽聲韻與陰聲

韻合流11的過程中，陰聲韻本身也不斷產生創新的變化所致。因此，這一節我們

                                                 
10 只有在上文提到的咸攝一、二等見系字有別的方言中，咸攝一等見系字會與宕攝合流。 
11 閩西客家話不少方言入聲字仍有喉塞尾與獨立的聲調，事實上並未完全與陰聲韻合流，這裡

所說的合流只是大體的傾向，其意義則在於它可以推測出下一階段喉塞尾進一步消失後的音韻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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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焦點放在通、宕12兩攝入聲韻尾弱化後與陰聲韻攝間的互動。 

（一）宕攝 

閩西客家話宕攝字入聲韻尾弱化後，若不計喉塞尾的差異，則韻母大部分與

果攝字相同，如寧化、長汀、清流、連城： 

 

表十二 寧化、長汀、清流、連城宕、果攝字例 

 宕一 宕三 果一 果三 
 各 腳 哥 茄 

寧化 ko/7 kio/7 ko1 kHio2 

長汀 ko2 tSio2 ko1 kHio2 

清流 ko3 kio3 ko1 kHio2 

連城 kµ6 ki´µ6 kµ1 kHi´µ2 

 

值得注意是，連城的果、假二攝涉及 a→o→µ的鏈動變化（chain change），亦即

假攝 a→o，果攝 o→µ，而三等的 *io→iµ 之後，又進一步與流攝的 -i´µ 合流，

其結果則是宕攝三等字與通攝三等字合而不分13（如「藥 i´µ5」=「育 i´µ6」）。

由此可見，鏈動變化看似沒有改變原來韻母的對立格局，但音值的改變，卻可能

為下一階段的音韻分合提供語音條件，從而改變了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流原亦有鏈動變化的跡象，但假攝 a→o之後，果攝的 o只有極少數的字

變為 u（如「過 ku5」），因而大部分果、假二攝的字合而不分（如「哥 ko1」=

「家 ko1」）。 

    永定、上杭的宕攝字則與果攝字略有差異： 

 

表十三 永定、上杭宕、果攝字例 
 宕一 宕三 果一 果三 

                                                 
12 客家話江攝字多與宕攝字走向相同，以下皆以宕攝字為例，不另舉江攝字。 
13 連城通攝三等入聲字韻尾弱化後歸入流攝，詳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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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腳 哥 茄 

永定 kç/7 t˛iç/7 kçu1 kHiçu2 

上杭 kç/7 tsiç/7 kçu1 kHiçu2 

 

永定、上杭雖然尚未發生像連城的鏈動變化，但果攝字往後高元音方向的演變已

初露端倪14。尤其是上杭的假攝已經往後元音-Å發展，推測其下一步的發展即為

假-o：果-u的格局。這一鏈動變化並不像連城一樣有宕攝字參與其中，則是因為

永定、上杭入聲字仍有喉塞尾，且陰入、陽入皆有獨立的聲調，與陰聲字尚未完

全合流所致。可見兩個獨立的創新變化在方言中因發生時間的落差，會導致音韻

格局的差異。 

    宕攝入聲字最特別的是武平，其宕攝主要元音與效攝字相同： 

 

表十四 武平宕攝主要元音與效攝字同 

 宕一 宕三 效一 效二 效三四 
 各 腳 高 交 驕 
武平 kç/7 tsiç/7 kç1 kç1 tsiç1 

 

合流的韻類雖然特殊，就音理上卻不難理解：武平客家話宕攝字的主要元音較

低，接近效攝的-ç而與果攝的-o 不同。 

 

（二）通攝 

    閩西客家話通攝入聲字或與遇攝字合流，或與流攝、效攝字合流，然因遇攝、

流攝本身變動較大，因此在閩西客家話中形成許多種不同的類型。以下我們先看

遇攝字在閩西客家話中的表現。 

    遇攝字在閩西客家話都有少數「特字」表現出魚虞有別15的現象。以寧化字

                                                 
14 上杭 o→ çu，與效攝一二等合流。 
15 漢語方言中的魚虞有別，已有不少學者在吳語和閩語的研究上作出許多討論，相關的討論請

見陳忠敏（1998、1999）、梅祖麟（2001a、2001b、20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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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最多，永定、武平的字數最少： 

 

表十五 閩西客家話「魚虞有別」字例 

寧化 F/iF 呂 liF 豬 tsF1 苧 tsH F1 初 tsH F1 鋤 tsH F2 梳 sF1

  煮 tsF3 暑 sF 女 NiF3 佢 kF2 魚 NF2 鋸 kF5

  去 kH F5 許 hF3     

長汀 e 居 ke1 魚 Ne5 鋸 ke5 去 he5   

連城 oi 墟 hoi1 佢 koi1 魚 Noi2 鋸 koi5 去 hoi5 許 hoi3

清流 F 墟 hF1 佢 kF1 魚 NF2 鋸 kF5 去 kH F5  

永定 ei 魚 Nei2 漁 Nei2     

上杭 ei 佢 kei3 魚 Nei2 去 kHei5 鋸 kei5   

武平 e 佢 ke2 魚 Ne2     

 

以上這些字的韻母形式都只出現在各方言的魚韻字，且均為白讀，我們認為即是

古代魚虞有別層次的遺留。關於客家話魚虞有別層次所顯示的意義，以及魚虞有

別層音讀的構擬，當另文討論，此處不能詳談。將以上這些特字的音讀略去以後，

閩西客家話遇攝三等魚虞不分，而通攝入聲字韻尾弱化後和陰聲韻的合併情形可

以分為四類：  

1. 通攝知章系字歸遇攝三等知章系（-u），餘歸流攝三等（-i´µ或-iu）：如

寧化、長汀、永定、武平。 

2. 通攝全部歸流攝三等（-´µ/知章，-i´µ/其他），如連城。 

3. 通攝全部歸遇攝三等（-y），如清流。 

4. 通攝歸效攝三四等非知章系（-i´），見於上杭。 

合併情形雖然複雜，就通攝本身的語音性質來說，卻不難理解。第一類知章組字

之所以與其他聲母字不同，和上文第一節所指出的-i-介音消失的規律（R1）有

關；-i´µ韻則是由*iu變來的（*-iuk→*-iu/→*-iµ→-i´µ）。清流客家話沒有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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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 R1 規律，因此知章組與其他聲母字平行演變，*-iu→-y。連城沒有-u 韻

母，其遇攝三等字讀音特別，為-iE, -yE與-uE，三韻母不對立，並與模韻字合流，

我們認為這是魚虞韻的*-y 與模韻的*u 發生高元音裂化音變16所造成的，而這種

裂化音變甚至可能是上文 a→o→µ 鏈動變化的一環17。原為高元音的遇攝字既

已變走，連城通攝字塞音尾消失時，便與語音性質相近的流攝字合流。 

    上杭通攝入聲字與效攝合流，在閩西客家話中最為特別。上杭通攝陽聲韻字

已經演變為 i´N（*iuN→*ioN→i´N），入聲韻變為 i´/可以視為平行演變。倒是上

杭效攝字與流攝字的發展十分特別，顯示其經歷過較大的變動： 

 

表十六  

流一 流三 
i´ 流一（精）iÅ 

效三 
i´ 

流三（莊）iÅ 

 
效一二 

çu 
效三（知章）iÅ  

 
i´ 

 

除了流攝一、三等不分之外，流攝、效攝也進一步合流。由效攝一、二等讀 çu，

我們推測效攝與流攝的 i´合流過程為： 

       效*içu  

                     *i´u         i´ 

       流*ieu 

五、 結語 

 

閩西客家話過去在材料缺乏、文獻不足徵的情況下，一直披著神秘的面紗，

許多重要的音韻現象尚未被發掘出來，也未作出合理的解釋。本文以過去對於閩

                                                 
16 高元音裂化音變在吳語、贛語等的分布範圍很廣，請參陳忠敏（1998）。 
17 亦即由於高元音發生變化，而牽引後元音高化與低元音後化的拉力鏈（drag chain），或者是由

a開始的一系列推力鏈（push chain）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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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客家話「內部差異極大」這個印象式的描述為起點，一方面觀察閩西客家話幾

項重要音韻特徵的保守與創新，一方面也在整理其音韻特徵與演變的過程中，嘗

試了解音韻特徵的保守與創新如何造成方言的差異，從而抽繹出閩西客家話之所

以複雜的原因。 

在閩西音韻現象的整理方面，我們的成果無疑只是一個起點，遠距離的鏡頭

捕捉僅能初得其輪廓，方言的清晰面貌則有待各個角度的近距離特寫。就本文所

觀察討論的現象歸納而言，聲母方面，客家話精莊與知章分立的類型為保守，合

流則是創新；精系與莊系聲母相同則是保留上古「精莊同源」的音韻格局。客家

話精莊知章聲母的各種類型都見於閩西客家話，保守與創新兼具，其差異則是由

兩條創新的規律參差運作所形成的。韻母方面，閩西客家話大體的傾向上比廣東

客家話演變劇烈，然創新中亦有保守的一面，表現在部分方言中咸攝一、二等見

系字有別，以及遇攝中具有魚虞有別的古代層次遺留。 

漢語方言的繽紛多彩，自二十世紀的方言調查工作開展以來，日見其新，令

入此寶山者流連忘返。語音的演變是造成方言差異的原因之一，此理眾所皆知。

至於演變的實質如何對音韻格局發生作用，進而產生方言差異，本文藉由對閩西

客家話的分析，嘗試提出幾點具有概括意義的結論。其一，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

保守的方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可能相對創新；此例極多，是本文反覆申說的重

點之一。其二，保守的方言可以和創新的方言共享同一項創新，前提是這兩項創

新沒有必然的蘊涵關係；例如本文所討論的精莊知章聲母合流與知章系字-i-介音

消失可以各自運作而不互為依存。其三，某一階段音值上細微的變化，雖未影響

此方言的音韻格局，卻可以為下一階段的創新提供語音條件，從而改變了方言的

音韻系統；閩西客家話入聲韻尾的變化最能說明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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