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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學(下)作業題目(1-2)

作業一 〈了解廣韻的音韻結構〉
廣韻的編排相當複雜，並且有些不是常用字。〈方言調查字表〉選了一些常

用字，重新編排成字表，並且標示各字的聲母、聲調、等第、開合，對於了解
中古音的音韻系統相當有幫助。以下的作業可以幫助你了解〈廣韻〉所顯示的
中古音韻系統。

1) 以東、董、送、屋為例，把〈廣韻〉的每一串同音字的首字及其切
語劃出來。

2) 對照一下〈方言調查字表〉(通合一、通合三兩個表)，看看這一串字
裡有幾個常用字，什麼聲母、什麼等第、什麼聲調。

同時注意：現代華語、閩南語、客語同音的字，在廣韻裡可能分為兩類不
同的字，是那些字？這些字的分佈如何？

雖然只做東、董、送、屋一組韻母，希望每一個韻類都照這樣做做看。

作業二 〈切語讀取練習〉

2.1 反切原則與古音對應規律

〈廣韻〉用反切法紀錄了中古音讀，基本上是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聲
調包含在韻母之中)，合併成當字的音讀。

但因為古今音變的關係，今音不是一對一的對應古音，抓住了古今音對應
規律，才能根據切語正確的切出今音來，如果不了解古今音對應規則，沒有辦
法根據切語切出今音出來。練習讀取切語可以掌握古今音的對應規律。

漢語有許多方言，各個方言的音變規律不一樣，所以古今音對應規律也不
一樣，切語讀取規則也不同。以下列出的規律普遍地應用在現代漢語方言，但每
一個方言都只適用一部分。以下是根據北京話、閩南語、客家話三個語言重要的
古今音對應規律所擬訂的反切原則：

R1. 切取原則：上字取聲，下字取韻。

當字的音讀是取用切語上字的聲母和下字的韻母重新結合而成的，這是〈廣
韻〉就已經規定的基本原則。

下例顯示各個方言只用這個原則就可以正確地切出今音來。(注意北京語的
調序和閩客語不一樣，其實北京語的第 2 聲和閩客語第 5 聲都是陽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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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音例：「同」徒紅切。「徒」音 thu2、「紅」音 hung2，th[u2 h]ung2→thung2。

閩南文讀例：「同」徒紅切。「徒」音 too5、「紅」音 hong5，t[oo2 h]ong5→tong5。

閩南白讀例：「同」徒紅切。「徒」音 too5、「紅」音 ang5，t[oo2 ]ang5→tang5。

客語音例：「同」徒紅切。「徒」音 thu5、「紅」音 fung5，th[u2 f]ung5→thung5。

這個原則只有切語上下字聲母清濁相同，也就是聲調陰陽相同時才能運用。

R2. 陰陽原則：上字定陰陽、下字定四聲。

〈廣韻〉的切語下字本來就包含了四聲：平、上、去、入，因此當字的四
聲本來就該由反切下字決定。

但陰陽卻由反切上字決定，當反切上字和下字聲調陰陽不相同時必須運用
這個原則來糾正。這是因為中古聲母本來分清濁，現代漢語除吳語、老湘語以
外，濁聲母都清化了，但清濁分別的痕跡卻保存在今音的聲調裡，今音聲調的
陰陽正好反映了古聲母的清濁，古清聲母今音轉為陰聲調，古濁聲母今音轉為
陽聲調，所以今聲調的陰陽不是由反切下字決定而尤上字決定。

不過現代漢語方言並非所有的聲調都有分陰陽，北京音不但入聲消失了，
並且只有平聲分陰陽，上去聲都不分陰陽；閩南語和客語不但四聲保存完好，
並且大部分陰陽都分得很清楚，因此我們可以根據今音的陰陽判斷古音聲母的
清濁。不過上聲比較特殊，上聲通常只有一個，所以叫做「上聲」就可以，清
上聲歸上聲，但古全濁上聲歸陽去(謂之「全濁歸去」)，次濁上聲的變化比較
複雜。北京話歸入上聲，閩南語大部分也歸入上聲，但小部分白話音歸陽去，
如「雨」u2

文、hoo7
白，「老」lo2

文、老 lau7
白；客語次濁上次濁和全濁的行為不

一樣，次濁通常歸上聲，但有部分白讀全濁和次濁卻歸入陰平。另外，海陸客
話和四縣客話的聲調不同之處在海陸客話去聲分陰陽，四縣不分陰陽。

下表是三個語言簡單的的古今聲調對應規律，在本原則的理解上，請注意
古音清濁和今音陰陽調和平仄的關係。

表 2.1.1

古四聲 古四聲 北京話 閩南話 海陸客話 四縣客話

清 陰平 1 陰平 1 陰平 1 陰平 1

濁
平

陽平 2 陽平 5 陽平 5 陽平 5

清 上聲 2 上聲 2 上聲 3

次濁
上聲 3

上聲/陽去白 上聲/陰平白 上聲/陰平白

全濁

上

陽去 7 陽去/陰平白 去聲/陰平白

清 陰去 3 陰去 3

濁
去

去聲 4

陽去 7 陽去 7
去聲 3

清 入 無規則 陰入 4 陰入 4 陰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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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濁 陽平

次濁 去聲
陽入 8 陽入 8 陽入 8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各個方言的陰陽四聲和古音清濁四聲的對應規
則大體上是有規則的。雖然不免有例外，但上表所示的古今方言對應規律涵蓋
律可以達到 95%以上，相當有效。尤其熟記古音清濁和今音聲調陰陽的關係，
我們可以判斷古音是清是濁，雖然今音不分清濁，但是根據聲調的陰陽就可以
推斷古音的清濁，對於古音的聲母系統已經解決了一大半。

不過今音有混同合併的現象，碰到這種現象我們就很頭痛，譬如今音北京只
有平聲分陰陽，其餘不分，碰到上去聲就分不出古音是清是濁，必須參考閩南語
或客語才能判斷。

又如清入聲，現代北京話分派到今四聲中，完全沒有規則，到底古音是入聲
或舒聲，必須參考閩客語才能決定；全濁上聲歸入陽去聲，也使我們無法根據今
音分別古音是上聲或去聲(詳參 R4. 恢復濁上)。

古今方言陰陽四聲的調名很類似，但調序的算法北京話和閩客語不同，閩客
語採用南方傳統的調序，北京話採用北方傳統的調序，其對應關係在上表中也看
得出來。

以下的反切例子不用這個原則切不出正確的音來：

北京音例：「東」德紅切。「德」t2、「紅」音 hung2。如果只照規律一，t[2

h]ung2→*tung2，切出來的音不對。因為「德」字是端母，清音，本來應該像閩
客語一樣屬於陰入，後來雖然入聲消失，今音變成陽平，仍然決定反切的陰陽，
所以取音的規則應該是 t[(陰) h]ung(平)→tung1(陰平)才對。

閩南文讀例：「東」德紅切。「德」tik4(陰入)、「紅」音 hong5(陽平)，t[ik(陰)
h]ong(平)→tong1(陰平)。

閩南白讀例：「東」德紅切。「德」tik4(陰入)、「紅」音 ang5(陽平)，t[ik(陰)-]ang(平)
→tang1(陰平)。

客語音例：「東」德紅切。「德」tet4(陰入)、「紅」音 fung5(陽平)，t[et(陰)
f]ung(平)→tung1(陰平)。

R3. 送氣原則：平仄決定送氣、不送氣(北京之類方言)

古濁聲母發展為現代漢語，少數方言保存濁音(如吳語、老湘語)，但大部
分方言都變成清音。不過濁音清化之後，卻發生送不送氣的變異，其行為有許
多類型，台灣比較熟悉的類型有：

a. 「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型：官話。所有全濁聲母根據平仄決定是否
送氣，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b. 「全部送氣」型：客語。差不多所有的全濁音今音都送氣。

c. 「大部分不送氣，小部分送氣」型：閩南語。全濁聲母是否送氣沒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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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但大部分不送氣，小部分送氣。

舉例如下：

北京音例：「東」是端母，陰平、清音，所以唸 tung1不送氣；「同」是定母，
濁音，陽平，所以唸 thung2送氣；但「獨」定母濁音，雖然今音是陽平，但古音
是入聲(仄聲)，所以 tu2不送氣。北京話所有陽平而不送氣的字都可以根據這個
規則斷定為古入聲。

閩南文讀例：「東」是端母，清音，所以唸 tong1不送氣；「同」是定母，濁
音，tong5也不送氣。但「蟲」是澄母，濁音，thiong5送氣。

閩南白讀例：「東」是端母，清音，所以唸 tang1不送氣；「同」是定母，濁
音，tang5也不送氣。但「蟲」是澄母，濁音，thang5送氣。

客語音例：「東」是端母，清音，所以唸 tung1不送氣；「同」是定母，濁音、
平聲，所以唸 thung5送氣；「獨」定母，濁音、仄聲，所以唸 thuk8也送氣。

R4.濁上還原：濁上聲與濁去聲混同

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都適用這個原則，就是全濁上聲和濁去聲混同，俗稱為
「濁上歸去」(參見表 2.1.1)。所以根據現代方言往往分不清中古是全濁上聲或
濁去聲。碰到這種混同現象往往切錯音，需要死記古上、去聲的分別。如：

北京音例：「董」多動切。「多」音 to1、「動」音 tung4。按反切原則可能切
成 *tung4，但這是錯的。因為「動」是定母(濁)、上聲，所以取音時應該還原為
陰上聲，即 tung3。

閩南文讀例：「董」多動切。「多」音 to1、「動」音 tong7。按反切原則可能
切成 *tong7，但這是錯的。因為「動」是定母(濁)、上聲，所以取音時應該還原
為陰上聲，即 tong2。

閩南白讀例：「董」多動切。「多」音 to1、「動」音 tang7。按反切原則可能
切成 *tang7，但這是錯的。因為「動」是定母(濁)、上聲，所以取音時應該還
原為陰上聲，即 tang2。

客語音例：「董」多動切。「多」音 to1、「動」音 thung7(白話音 thung1)。按
R1 取音原則可能切成 *tung7，但這是錯的。因為「動」是定母(濁)、上聲，所
以取音時應該還原為陰上聲，即 tung2。

R5. 入聲還原：

北京話入聲舒化時清入歸聲無規則，全濁入歸陽平、次濁入歸去。北京話
沒有辦法判斷是舒聲或入聲，可以參考閩、客語，如果閩、客語是入聲，古音
也一定是入聲，至於古音的清濁也可以根據閩客語是陰入或陽入來判斷。

R6. 顎化原則：在 i 元音前面變成顎化音

北京話的齒音和牙、喉音在 i 前面都變成顎化音，所有的*ki 和*tsi 都要唸
成 ti，*khi 和*tshi 都要唸成 thi，反切上字出現 ti 或 thi 時就分不清是齒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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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喉音，必須參考客語和閩南語才能判斷。客語和閩南語沒有這條音變規律，
所以不需要這個切音原則。

北京話反切取音示例

請以北京音、閩南語文讀音、閩南語白讀音、客語音等三種音讀做一做對
應練習，看看以上的五條讀取切語原則如何適用在各個音讀系統。

作業模式如下，請模倣以下的範例再舉 2 個其他的唇音、舌音、齒音、牙
音、喉音等為例做做看。

請模倣以下北京話的反切示例。根據上面的反切取音規律，作北京話、閩
南語和客語三種語言(如有文白區別文白都要做)的取音練習。

例一、「獨」徒谷切

北京話：tu2

a. 切取原則：th[u2 k]u3 → *thu3 (取「徒」的聲母 th 和「谷」的韻母
u3)

b. *陰陽原則：陽[平+?]上 → 上聲 (北京話上聲不分陰陽，所以這條原
則不需要運用，以下不需運用的原則可以省略)

c. 送氣原則：*thu3 → *tu3 (「谷」字閩南語唸成 kok4，客語唸成 kuk4，
所以知道中古屬入聲，也就是仄聲，所以不送氣)

d. 濁入歸聲：*tu3 → tu2 (「徒」是陽平聲，所以知道「獨」應該是濁
入聲，「濁」又是舌音，所以知道古音是全濁聲母，北京話全濁入聲歸陽平)

例二、「董」多動切

北京話：tung3

a. 取音原則：t[uo1 t]ung4 → *tung4

b. 恢復濁上：*tung4 → tung3(查廣韻得知「動」是定母(濁)、上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