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韻學(下)作業題目(3) 

作業三 〈中古聲母系統內部構擬練習〉 
(一) 製成〈中古42字母開合等第分佈表〉並擬測各個聲母的音讀。 

分佈表應顯示唇音(重唇與輕唇)、舌音(舌頭與舌上)、齒音(齒頭與正齒)、
牙音與喉音中兩類音互補或對立的關係，注意有些類格字數很少仍然要填進格子

裡，因為那可能是追究古音系統時很有意義的信息。譬如以下的齒音分佈表，三

等開口「俟」母只有一個「俟」字，二等合口的「莊」系字也很少。這些分佈上

的稀字與空音現象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內部構擬的訊息。請指出各個聲類的互補分

佈或對立的關係，判斷系統性空音或偶然性空音，并以此做基礎進行你認為最合

理的內部構擬。 

[答例]  

齒音 開 合 

一等 精清從心 ts, tsh, dz, s 精清從心 tsw, tshw, dzw, sw 

二等 莊初崇生 tsr, tshr, dzr, sr 莊初崇生 tsrw, tshrw, dzrw, srw 

1 莊初崇生俟 tsrj, tshrj, dzrj, srj,zrj 莊初崇生 tsrjw, tshrjw, dzrjw, srjw 
三

等 2 
章昌船書禪 tSj, tShj, dZj, Sj, Zj 

精清從心邪 tsj, tshj, dzj, sj, zj 

章昌船書禪 tSjw, tShjw, dZjw, Sjw, Zjw 

精清從心邪 tsjw, tshjw, dzjw, sjw, zjw 

四等 精清從心 tsj, tshj, dzj, sj  

齒音精系和莊系字是互補的，莊系只出現在二等及三等 1(《韻鏡》寄放在
二等位置)，章系只出現在三等 2(韻鏡放在三等位置)，精系只出現在一、四等及
三等 2(《韻鏡》寄放在四等位置)。三等 2同時出現章系和精系，可見章系和精
系是對立的。 

韻鏡二等齒音都有開合口的對立，如遇開三〈魚二〉：初助疏⋯，遇合三〈虞

二〉：芻雛數⋯；山開二〈山二〉：山殺⋯，山合二〈山二〉：拴刷⋯。這些對立都是

常用字，但是字數很少，還有四等合口也完全沒字，可見齒音 r和 w雖然沒有絕
對的結合限制，但也是比較有標的結合。 

 (二) 根據互補或對立的現象說明以下與內部構擬有關的問題： 

1) 重唇音和輕唇音呈互補分佈，重唇音在什麼條件下變成輕唇音？(注意那
些字在北京話和客家話會變成 f-？) 

2) 齒音可以分為三類：放在四等的是精系字，放在三等的是章系字，放在
二等的是莊系字。請問那兩個是互補分佈的關係，那兩個是對立的關係？

如果是對立的關係，他們的區別應該是什麼？如果是互補的關係，他們

之間的區別在那裏？提示：可能有一些是聲母的音值不同，有些是介音

的差異？如果是對立的關係，那是聲母音值的不同，如果是互補分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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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那只是是等第的不同，也就介音的差異，算不得是聲母的不同。(注
意三等字，如止攝字，在閩南語和海陸客家話，那兩組的字音比較接近？) 

3) 齒音的精系(齒頭音)和莊系(齒上音)成互補分佈的關係，舌音的端系(舌
頭音)和知系(舌上音)呈互補分佈，兩者的分佈關係是並行的，既然他們
是等第的不同，端系在什麼條件下會變成知系？精系在什麼條件下會變

成莊系？ 

4) 你發現到哪些音類位置存在著系統性空音嗎？唇音除了三等分開合之
外，基於一、二、四等只有一類，有開就沒有合，有合就沒有開？這樣

合口音類就成了系統性空音(systematic gap)，請問中古音系中那些音類是
系統性空音？ 

5) 系統性空音是內部構擬法中非常重視的現象。幫系與非系，端系與知系
精系與莊系因為成了互補現象，證明了兩者可以歸併成一類聲母。注意

群母、喻母只出現在三等，匣母卻又不出現在三等⋯⋯。這些現象說明

了什麼呢？ 

6) 重紐是什麼？有人說是主要元音的區別，也有人主張是介音的區別，你
認為中古的重紐應該是怎麼樣的區別？你注意到唇音、牙音、喉音的重

紐和舌音分端知、齒音分精莊，都是把三等分為二類，這種平行現象說

明了什麼？ 

7) 在五音中，只有齒音有兩套音的對立，即互補的精系、莊系與章系對立，
其餘都只有一套音，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舌音三等 1都是知系字，韻鏡
在三等，端系字韻鏡放在四等，我們歸類為三等 2，但這個音類只有「地」、
「爹」等幾個字，「爹」字是外來語，可以不談，「地」是常用字，常用

字的音變往往比較特殊，假使忽略了這個現象，假定三等 1知系的聲母
跟介音是 trj，舌音三等 2的聲母 tj就幾乎成了空音，這個空音位置給我
們什麼樣的啟示？ 

 [答例]  

就 2)的問題提示如下： 

(1) 章系字只出現在三等，而莊系字出現在二等及三等 1，精系出現在一
等、四等及三等 2，莊系和精系構成完全的互補，和章系聲母是對立的。 

(2) 海陸客語齒音分兩類(ts與 tS )，莊系字的唸法跟精系都是 ts, tsh, s,，而
章系字唸成 tS；閩南語止攝(這個攝只有三等字)，精、莊系的字都唸成
tsu, tshu, su，而章系字都唸成 tSi, tShi, Si，ts和 tS 雖然只是音值的不同而沒
有音位的對立，但是韻母精、莊系字相同，都是 u，但章系的聲母都是 i。可
見精系與莊系比較接近。 

(3) 莊系和精系既然成互補分佈關係，早期的中古音系兩組聲母應該是一樣
的，後來那些二等和三等 1的聲母演才變成「莊」系。精系字在現代漢
語沒有什麼語音差異，都是舌尖音，或者在細音前顎化，顯示齒頭音是

比較無標的音，所以比較穩定。莊系字在梵文中常和捲舌音對應，我們

可以假設中古音有個 r介音，精系聲母因為受到二等和三等 1的-r-介音
的影響演變成後世某些方言的捲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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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認為莊系字的古音也應該像精系字一樣是舌尖音(齒頭音)。章系
和精系同時佔著三等 2的位置，兩套音成對立的關係，應該擬為不同部位的齒
音。既然精系字擬為舌尖音，章系字應該是舌面音或舌葉音，茲擬為世界語言

比較普遍的舌葉音。 

(三) 說明一下由中古音到現代北京話、閩南語、客語的變化。你必須解釋
由你的擬音演變成現代方言的過程？說明為什麼現代方言會有這個那個不同的

變體。以下是幾個基本的例子，你可以再找更多的例子來解釋漢語的方言變異。 

8) 濁音怎麼變？所謂「濁音清化」指的是什麼音？全濁音和次濁音一樣嗎？
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變化規則？ 

9) 濁音清化時有兩個選擇，變成送氣音或不送氣音，各個方言濁音清化的
規則有什麼不同？送氣與否的選擇和聲調有什麼關係嗎？ 

10) 濁音清化和聲調的陰陽有什麼關係？請特別注意上聲、入聲全濁與次濁
分途變化的情形。 

11) 齒音最穩定的是齒頭音(精系)，至於正齒音莊系、章系的行為各個方言
不同，試比較官話、客語、閩南語的音變規則。 

12) 牙音、喉音有些字方言會顎化，有些不會。客家話、閩南語都沒有顎化，
但官話二、三、四等的字大部分顎化了，請問官話的顎化跟開合等第有

什麼關係嗎，他們為什麼會顎化，等第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動機嗎？ 

13) 重唇音輕唇化以後，變成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對應，
可是對照現代漢語有輕唇音的方言，非、敷、奉都混同了，為什麼？  

 [答例]  

以齒音為例，就 11)的問題說明例示如下： 

現代漢語方言有關精系、莊系、章系的對立有這樣的行為表現： 

(1) 精系字都唸成舌尖塞擦音及擦音，保存了中古「齒頭音」的發音方法。
但大部分的方言在介音 -i之前都顎化成舌面音了，如北京話「三」唸成 san，「心」
唸成 ˛in，閩南語「三心三」唸成 sam，「心心三」唸成 ˛im，都顎化了；但海陸客
語還保存齒頭音，如「三心三」唸成 sam「心心三」唸成 sim，並沒有顎化。 

(2) 章系字有四種主要的變體，一是唸成舌尖音，和精系混同。如粵語、
閩語、西南官話、四縣客話，如閩南語「新心三」、「申審三」都唸成 sin。章系和精
系構成對立的方言，一是把章系唸成捲舌音，和莊系混同，大部分的北方官話

方言，如北京話「心心三」唸成 ˛in、「審審三」唸成 ß´n屬於這一類；四縣客話章
系和精系混同了，都唸舌頭音，海陸客話和大埔客話，「心心三」唸成 sim、「審審

三」唸成 Sim，維持舌尖音和舌葉音分別。湘語的雙峰方言擦音「心心三」、「審審三」

都唸成 ˛ien混同了，唯「村清一」唸成 tshuan，「春穿三」唸成塞音 thuan，這個唸
法給擬測古音時很重要的啟示，就是說章系字的古音可能舌音，而不是齒音；

閩南語雖然聲母不能分清楚精系和章系，但文讀音章系字都有介音 i，精系字沒
有。如「思心三」唸成 su，「始審三」唸成 si，有些字還是有分別的。 

(3) 莊系字比較複雜，有分化現象，韻母的性質可能影響音變，也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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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異讀現象。以下是莊系聲母三個漢語方言的行為。 

閩南語莊系都和精系、章系不論二等、三等都唸舌尖塞擦音或擦音。雖
然如此，同樣是三等字，章系字都有一個介音 i，精系和莊系字卻往往沒有介音
i。如「屎審三」唸成 si，但「師生三」和「思心三」一樣唸成 su，也就是說莊系和精
系比較類似。這個現象顯示原始閩南語莊系二「師生三」的 r介音脫落 *srji→*sji
和精系的「思心三」*sji混同了，然後一起變成 sˆ (有如現代泉州音)，再變成 su，
章系字「始審三」唸舌葉音 *Sji，聲母在舌葉音後面並沒有央化為 ˆ，保存唸 i，
後來舌葉聲母和舌尖聲母混同了，所以 *Sji→si。 

北京話莊系和章系基本上已經混同成捲舌音，如「屎審三」、「師生三」都唸

成 ßˆ，唯「思心三」唸成 sˆ。1但有些字是用韻母來區別莊系和章系的，譬如同樣

是宕開三的字，「將精三」唸成 t˛iaN，「章章三」唸成 tßaN，在聲母上區別，但是「莊
莊三」卻唸成 tßuaN，聲母和「章」混同，在韻母多了一個 u介音，這個 u介音是
由 r介音變來的2。而有些有文白異讀，白讀唸捲舌音，文讀唸舌尖音，如同樣

是梗開二的字，「窄」白讀 tßai，「責」文讀 tsF，有些字同一個字就有文白異讀，
如「色生三」ßai白/sF文。這個現象顯示文讀音和白讀音是兩個系統，來自兩個不
同方言的重疊，文讀層的規則是 r或 rj脫落了，混入精系，白讀並沒有脫落，
所以保存了捲舌的特徵。 

客家話的規則比較單純。四縣客語已經喪失了舌尖、舌葉的區別，所以精
系、莊系、章系已經都無法區別了，因此只有一套齒音。不過海陸客語有兩套齒

音，莊系字都唸成舌尖音，和精系字混同了，如「責莊二」tsit、「策初二」tshet、「色
生三」set，但章系字都唸成舌葉音，如「紙章三」tSi、「齒昌三」tShi、「屎審三」Si。原始
客方言莊系聲母的介音 r早就脫落，所以和精系混同了。 

 

                                                 
1  北京話所有齒音後面的前高元音韻母都有央化現象 ji→ˆ，但章、莊系和精系在聲母上區別。 

2  北京話 aN 韻前面、莊系字後面的三等介音-rj-變成了 u，如「莊」tsrjang→tßuaN，但在二等
韻母前面莊系字後面的 r只是使得莊系變成捲舌音，如「爪」tsrau→tßau。至於-r-介音在二等
韻時變成了 i，如「間」kan→kian→t˛ian，「交」krau→ kiau→ t˛iau。 

 4 


	作業三 〈中古聲母系統內部構擬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