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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據諸多方言材料，訴諸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發音部位解除三

條規律，解釋宜蘭漳州腔「身軀」今讀 hun55[33] su55，並著眼方言差異及詞彙擴散，根據

規律演變的邏輯順序推測可能的方言形式，最終一一獲得證實。本文還主張以諧聲為

軸，適度跳脫中古分類，再依循方言橫向比較的內在邏輯，合理演繹語音的縱向發展。

兩個理論意義是：（一）有別於文獻將部分端透定母字讀作塞擦音視為後起的音變，本

文論證不排除存古。（二）方言偶發的端組塞音讀如見組、見組塞音讀如端組，並非單

純的塞音移轉，而分別體現舌根塞音塞擦化及塞擦音簡化的未然和已然。 

關鍵詞：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發音部位解除，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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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宜蘭漳州腔意指洗澡、一身說成 se42[55] hun55[33] su55、kui55[33] hun55[33] su55，1 和

臺閩語一般說成 se42[55] sin55[33] kʰu55、kui55[33] sin55[33] kʰu55 後二字音段組合差距很

大，2 這個特殊詞彙向來引人注目，但音讀緣由迄今成謎。3 本文主張 hun55[33] su55

本字就是「身軀」，臻開三書母字「身」應有合三淵源，因為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

聲門 (debuccalization)，「身」讀 hun (< sun < syn)，「軀」在歷經舌根塞音塞擦

化、塞擦音簡化後讀 su，和諧聲字「樞」同音。在規律演變速度因方言而異，或

在詞彙擴散理論 (lexical diffusion theory, Wang 1969; Chen and Wang 1975; Cheng 

and Wang 1977) 的前提下，相對存古的三個預測包括：（一）既有舌根塞音塞擦

化，精知莊章組應有讀如舌根塞音者，（二）既有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舌

尖塞音，端透定母應有讀如塞擦音、甚或舌根塞音者，（三）既有舌根塞音塞擦

化，繼而簡化成擦音，心邪生書母4 應有讀如塞擦音、甚或舌根塞音者。另一方

面，塞擦音簡化路徑若分道揚鑣，預測跨方言可見：（一）端透定母讀如擦音，

（二）心邪生書母讀如舌尖塞音。再者，特定方言若見塞擦音的雙線發展，端透定

母和心邪生書母都應兼具舌尖塞音和擦音形式。上述諸多預測都有方言實證。本文

還主張以諧聲為軸，適度跳脫中古分類，再依循方言橫向比較的內在邏輯，合理演

繹語音的縱向發展。兩個理論意義是：（一）有別於文獻將部分端透定母字讀作塞

擦音視為後起的音變，本文論證不排除存古。（二）方言偶發的端組塞音讀如見

組、見組塞音讀如端組，並非單純的塞音移轉，而分別體現舌根塞音塞擦化及塞擦

音簡化的未然和已然。 

本文藉由諸多漢語方言材料鋪陳，抽絲剝繭逐步解開宜蘭漳州腔「身軀」讀作 

hun55[33] su55 之謎，並一一檢視相關議題，文章架構如下：第二到四小節依序介紹

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三個音變；第五小節解析

宜蘭漳州腔「身軀」今讀的來龍去脈，並根據規律演變的邏輯順序推測可能的方言

                                                 

1 方括符內標記連讀調。 
2 因為發音部位同化，/sin/ 在 kʰu 前讀 [siŋ]。 
3 最近有宜蘭礁溪溫泉業者標榜「洗魂舒」招攬生意，望文生義頗有熱湯洗浴、心曠神怡的廣告效

果。根據百度閩南語吧 2011 年 3月 23、26日貼文，se hun su 的說法幾乎遍及整個漳州，包括薌

城、龍海、漳浦、華安、南靖、平和，宜蘭明顯保留原鄉說法。 
4 繼高本漢之後，學者對船禪母的構擬有擦音、有塞擦音，本文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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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第六小節披露精知莊章組部分讀如舌根塞音；第七小節闡述端透定母部分讀

如舌根塞音、塞擦音、擦音；第八小節揭示心邪生書母部分讀如舌根塞音、塞擦

音、舌尖塞音；第九小節總結本文並進行後續討論。 

二、舌根塞音塞擦化 

眾所周知，雙峰見溪群母讀如端透定母，5 主要涵蓋果遇止山臻宕梗通攝合口

三四等字，獨缺蟹攝，詳見 (1)。「覺腳卻劇茄」看似例外，其實不然，撇開「怯又

覺卻劇」的北京話今讀不說，「茄腳」讀如合口三四等的方言材料屢見不鮮，比方

皈塘和三溪（張雙慶 2000：53）「茄」分別讀作 kʰya、kʰye；「腳」柘榮讀

kyøk、寧德讀 kʰyk（小學堂）。本文關注音段，為行文方便聲調暫略。 

(1) 決 tue 文/tua 白、覺腳 tʊ (cf. 角 kʊ)、居拘駒橘舉據鋸句 ty、菊 ty 文/tiʊ 白、 

鋸 ty 文/kʰa 白、捲眷卷絹 tuĩ、均鈞君軍 tuan 

怯 tʰe 文/tʰia 白、缺 tʰue 文/tʰua 白、卻 tʰʊ (cf. 確 kʰʊ )、區驅屈 tʰy、 

去除~，離~ tʰy 文/ʨʰi 白、圈犬勸 tʰuĩ、券 tuĩ、傾頃 tʰuan 

茄 do、掘 tue 文/tua 白、局劇 ty、巨拒距具懼渠瞿 dy、櫃 gui 文/dy 白、 

倦權拳 duĩ、群裙瓊 duan (cf. 窮 ʥiɛn) 

見母讀 t、溪群母讀 tʰ 見瀏陽澄潭江（貝先明 2005：33），轄字集中山臻梗通

攝，詳見 (2)。雖然「趼粳」中古不歸合口三四等，從水口和攸縣「趼」分別讀作

ʨyen、ʨy （陳立中 2003：348）、陽朔驥馬「粳~米」讀 ky ，顯見音變條件相當

一致。 

(2) 均鈞君軍趼菊厥決訣蕨捲眷卷絹鵑粳 

傾文，~斜頃缺圈勸券犬 

瓊菌群裙郡拳權倦顴 

參酌古印歐語，馮蒸 (1991) 認為雙峰歷經中古唇化牙音聲母逢 i 導致的特殊

                                                 

5 根據貝先明 (2005: 33)，韶山話轄字或有些微差異，音韻行為與雙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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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變：6 

(3) kw- + i > t-    kʰw- + i > tʰ-    gw- + i > d- 

乍看之下，這個分析合情入理。鳥瞰漢語方言，更全面的蒐羅發現，見溪群母不僅

讀如端透定母，也讀 s 或 ʂ，而且不限合口三四等字。寧都湛田（邱鑌 2003）見

母部分讀 t/tʰ，溪群母部分讀 tʰ、部分讀 s。7 和寧都城關8 比較（詳參 (7)），明

顯可見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塞音或擦音的衍化歷程。 

(4) 雞 tai、九韭 təu、撿劍 tam、肩 tan、決 tat、急 təp、腳 tɔk、京 təŋ 

串 tʰon、級 tʰəp、菊 tʰuk 

瘸 tʰo、橋 tʰau、球舅 tʰəu、拳 tʰan、缺 tʰat、琴芹 tʰəm 

坵仇9 səu 

漢越語也有見母讀 t/s 的少數字例：10「車~馬炮」讀 sa、11「」兩讀 tɐm、kEm（李

連進 2000：42、179），12 溪母亦然，「 」讀 tɐp（李連進 2000：199）、13 讀 s/ʂ

者計有（李連進 2000：42、93、137、180、206、314）： 

(5) 企 si、敲巧 sau、掐 sap、刊 ʂan、腔 suaŋ、確搉~蒜殼 sak 

有趣的是，《說文解字》14 从斤其聲的「斯」及其衍生字「廝撕」漢越語讀 ki

（李連進 2000：89、90），中古劃歸心母字可能是舌根塞音塞擦化後再簡化所

致，對照从木契聲的心母字「楔~子」漢越語讀
khEt15 和溪母字「契~約」寧遠清水橋

                                                 

6 澄潭江濁音清化送氣，群母與溪母合流。 
7 和部分精知章組字合流。 
8 後文簡稱寧都。 
9 湘鄉壕塘口讀 giei 姓、diei（劉曉飛 2006：46）。「仇」又歸禪母字。 
10 無獨有偶，山開四見母字「繭」平樂青龍讀 ta:o、富寧剝隘讀 sən（李連進 2000：228）。 
11 昌母字「車」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78）讀 kʰio，南昌讀 tsʰa、萬載讀 tʰa（劉綸鑫 1999：

107）、徐聞下洋（陳雲龍、蔡藍 2005）讀 sia。 
12 諧聲字「兼謙嫌」寧都分別讀 tsam、tsʰam、sam（劉綸鑫 1999：156）。 
13 田東林逢讀 sɐp 又。 
14 下文簡稱《說文》。 
15 漢越語古溪母字多讀 kh，是一個稍帶塞擦音色彩的擦音，開始先發 k 音，緊接著發 h 音（李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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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tsʰɿ（李連進 2000：76、228）昭然若揭。此外，興寧（邱仲森 2005：36）見

溪母部分讀 ʂ，例如： 

(6) 稽去白墟器棄氣汽 ʂʅ、揭 ʂet、丘 ʂu、泣 ʂuk 

上述的情形亦見精知莊章組和來母，詳後。與其各自為政，不如貫徹解釋面越廣越

好的奧卡姆剃刀定律 (Occam’s razor)，一條塞擦音簡化規律就能一網打盡。據此，

本文主張見溪群母讀如端透定母，源自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舌尖塞音。 

現在就談舌根塞音塞擦化。寧都（李如龍、張雙慶 1992；劉綸鑫 1999）見溪

群母今讀三足鼎立：保留 k/kʰ、逢細音顎化讀 tɕ/tɕʰ、其他語境讀 ts/tsʰ。16 群母讀

如溪母，「共~用」兩讀 kʰuŋ、tsʰuŋ（劉綸鑫 1999：228）。又溪母字「丘」讀 səu

（李如龍、張雙慶 1992：76）值得一提。 

(7) a. 桂規龜軌歸鬼貴 kui、奎虧櫃 kʰui、鳩 kɛu、筐眶 kʰɔŋ、弓供~應拱 

kuŋ、恐共~產黨 kʰuŋ 

b. 寄饑基己記機幾季 tɕi、器欺起文旗汽 tɕʰi、繳叫 tɕiau、丘 tɕʰiəu、屈 

tɕʰiut、17 強 tɕʰiɔŋ、18 瓊 tɕʰiuŋ19 

c. 瘸 tsʰo、車~馬炮句 tsu、區具 tsʰu、雞 tsai、橋轎 tsʰau、糾 tsɛu、求

舅舊嗅 tsʰɛu、撿兼 tsam、鉗欠謙 tsʰam、金 tsəm、琴 tsʰəm、急 

tsəp、及~格 tsʰaip、建肩卷 tsan、件健牽圈拳勸權 tsʰan、結決 tsait、

傑缺 tsʰait、巾斤筋勁緊軍 tsən、勤近菌~菇裙 tsʰən、橘 tsət、薑生~ 

tsɔŋ、腳  tsɔk、經  tsəŋ、傾  tsʰəŋ、極  tsʰək、鏡頸  tsaŋ、 20  輕 

tsʰaŋ、21 供~雞 tsuŋ、窮 tsʰuŋ、22 菊畜~牧
23

 曲局 tsʰuk 

                                                 

2000：2）。實際發音方法待查。 
16 曉匣母今讀也分三類：h（逢 u 唇化讀 f）、逢細音顎化讀 ɕ、其他語境讀 s。比方，惠毀 fɛi、掀 

fian、血穴 fiet、訓 fin、行~時 həŋ、行出~ haŋ、兄 fiaŋ；戲 ɕi、休 ɕiəu、險 ɕiam、獻懸 ɕiɛn、

行品~ ɕin、胸凶 ɕiuŋ；靴 so、虛許 su、嫌 sam、現 san、歇 sait、熏勛 sən、香鄉響向 sɔŋ、

興~旺，高~ 形 səŋ。 
17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121) 記作 tsʰət。 
18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129) 記作 tsʰɔŋ。 
19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150）讀 tsʰən。 
20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141、146）文白異讀 tɕin、tsɑn。 
21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146）文白異讀 tɕʰin、sɑn。 
22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156）讀 sən。 
23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156)「畜~牧」讀 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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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根音逢細音顎化24 漢語方言俯拾即是，不贅舉。合肥見溪群母或保留 k/kʰ、

或逢細音顎化讀 tɕ/tɕʰ，唯獨蟹開四、止開三轄字讀 ts/tsʰ，25 詳見 (8)。聲調不

計，「溪」讀 sɿ 和曉組字「犧希稀喜系戲」同音。昭平馬江（鄧險峰 2008）流深

臻攝開三字見溪群母多讀 ts/tsʰ，詳見 (9)。26 群母字「仇」讀 sou 十分顯眼，又

《說文》从山今聲的「岑」兩讀 kɐm、sɶm，可能因為舌根塞音塞擦化，中古劃歸

崇母。 

(8) 稽雞飢~餓基幾~乎機譏己幾~個計繼寄技妓紀記忌既 tsɿ 

欺期時~奇~怪騎~馬祁其旗棋麒祈啟企起豈契~約器棄氣汽 tsʰɿ 

(9) 求球九久韭臼舅究灸咎救舊柩 tsou、今金 tsɶm、琴禽擒錦妗禁 tsɐm、 

巾斤筋勤緊謹近僅 tsɐn、急及 tsɐp 

襟欽 tsʰɐm、級給 tsʰɐp27 

江華碼市寨山話（夏俐萍 2003：12）部分見組也讀如精組，例如：九救吉 tsau、

緊舅 tsua，方言實證還見橫縣橫州、賓陽蘆墟（李連進 2000），不贅舉。 

此外，萍鄉見溪群母合口三四等部分讀 tʂ/tʂʰ（劉綸鑫 1999：240），28 字例

如 (10)： 

(10) 決 tʂʯɛ、車~馬炮句橘菊 tʂʯ、卷 tʂʯ 、軍 tʂʯŋ、供~雞 tʂəŋ 

瘸缺屈 tʂʰʯɛ、區曲局 tʂʰʯ、圈拳勸 tʂʰʯ 、菌菇裙傾瓊 tʂʰʯŋ、窮 tʂʰəŋ 

鑒於李新魁 (1963) 曉匣上古歸見溪群的說法，曉母字「畜~牧」萍鄉讀 tʂʰu，對照

徹母字「畜~牲」石城讀 kʰiuk（劉綸鑫 1999：225），見證舌根塞音塞擦化。《說

文》从宀八聲29
 的匣母字「穴」萍鄉又讀 tʂʰʯɛ（劉綸鑫 1999：180）、雙峰讀

tʰue 文、tʰua 白多少呼應《韻會》一讀古穴切，醴陵今讀 kueʔ（陳立中 2003：

361）、kʰie（李如龍、張雙慶 1992：111）進一步佐證「穴」的聲母源頭應是舌

                                                 

24 除了 tɕ/tɕʰ，部分方言讀 tʃ/tʃʰ。 
25 止合三「季」讀 tsɿ例外，但廈門讀 ki、北京讀 tɕi，方言常讀如止開三。 
26 通合三群母字「窮」兩讀 kuŋ、tsuŋ。 
27 對照廈門讀 kʰip，曉母字「吸」也讀 tsʰɐp。 
28 不只方言今讀，中古又讀同樣揭露舌根塞音塞擦化，比方「笈」《廣韻》同歸群初母。 
29 由於舌根塞音逢 y唇化，「八」中古劃歸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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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濁塞音。又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見溪母開口一二等字多讀 tʂ/tʂʰ：30 

(11) a. 該改概蓋 tʂæ、高膏~藥羔糕稿膏~子：染料糕糟~告膏~油 tʂau、勾鈎溝狗苟垢

彀往上~夠構購 tʂou、甘柑感敢干肝竿乾~濕桿擀~麵條幹~事 tʂã、鴿合十~一升割

葛 tʂɤ、跟根 tʂ 、崗剛綱鋼缸杠 tʂaŋ、更三~半夜，~加 tʂəŋ 

b. 開凱慨 tʂʰæ、考烤靠 tʂʰau、摳口叩扣 tʂʰou、堪砍坎看~守，~書 tʂʰã、

磕 tʂʰɤ、懇墾肯 tʂʰ 、康糠慷抗炕 tʂʰaŋ、坑 tʂʰəŋ 

見組讀 tʂ/tʂʰ 還見洞口部分贛方言（龍海燕 2008）。溫州群母讀 dz/dʑ，語境互補

分布，字例如 (12)： 

(12) a. 茄 dzɿ/ga、技妓忌期時~奇~怪騎~馬祁其旗棋麒祈 dzɿ 

b. 傑竭件健鉗乾~坤虔強~大，勉~ dʑi、掘 dʑy 文/dʑiai 白、及劇 dʑiai、巨拒距

具懼渠水~瞿跪櫃倦權拳 dʑy、轎喬橋僑 dʑiɛ、臼舅舊求球 dʑiau、僅

近琴禽擒勤芹競 dʑiaŋ、群裙瓊窮 dʑyoŋ、狂共 dʑyɔ 

比較 (7) 到 (12) 語料發現，舌根塞音塞擦化結果殊異和聲母清濁、韻頭類型不無

關聯，音變細節無關本文主旨，又涉及捲舌音的發展始末（參酌第六小節），為免

行文失焦又過於冗長，細節另文詳述。最後，本節以溪母字「吃」的方言今讀作

結，語料引自《漢語方音字匯》（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者不標記出

處，下同。 

(13) 吃  kʰik 廈門 

  ʨʰi 武漢 

  tʃʰiʔ 雲和（小學堂） 

  tʂʰʅ 北京31 

  tsʰəʔ 太原 

                                                 

30 群母無開口一二等轄字。 
31 在「吃口~」一詞中讀作 ʨi，反映見母又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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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塞擦音簡化 

本節介紹塞擦音簡化。先看西河（李如龍、張雙慶 1992）精知莊母讀 θ，32 

清從徹澄初崇母讀 tʰ，33 (14)-(15) 依照音讀和聲母臚列字例： 

(14) 精母：左做 θɔ、姐偕 θia、租祖 θu、栽 θɔi、祭 θɛ、紫資子 θɯ、醉 

θui、糟早灶 θau、椒 θiau、走 θɛu、酒 θiu、尖 θiam、接 θiap、

浸 θim、節 θiɛt、尊遵 θun、卒 θut、葬 θɔŋ、作 θɔk、漿蔣醬 

θiɔŋ、精 θin、脊 θiak、棕粽 θuŋ、足 θuk 

知母：罩 θau、桌 θɔk、摘 θak、爭 θaŋ 

莊母：榨 θa、縐 θɛu、斬 θam、裝壯 θɔŋ、捉 θuk 

(15) 清從母：粗醋 tʰu、錯 tʰɔ、娶妻此 tʰi、菜蔡財 tʰɔi、催罪 tʰui、瓷慈 

tʰɯ、操體~草曹造 tʰau、秋就 tʰiu、參蠶 tʰam、雜 tʰap、簽 

tʰiam、千前 tʰiɛn、切絕 tʰiɛt、全 tʰɔn、親盡清情晴白靜 tʰin、

七  tʰit、村寸  tʰun、倉  tʰɔŋ、鑿  tʰɔk、槍搶牆  tʰiɔŋ、層 

tʰɛn、賊 tʰɛk、青 tʰiaŋ、蔥從 tʰuŋ 

徹澄母：茶 tʰa、站車~ tʰam、賺 tʰan、戳 tʰɔk、撐 tʰaŋ、拆 tʰak 

初崇母：叉查 tʰa、初 tʰɔ、抄炒巢 tʰau、插 tʰap、瘡牀 tʰɔŋ、窗 tʰuŋ 

例外包括：助崇柿崇自從字從 θɯ、愁崇 θɛu、集從 θip、雀精 tʰiɔk。從崇兩母學界擬作濁

音，清化後按照送氣與否分道揚鑣，西河出現塞音、擦音兩讀實不意外。唯獨

「雀」讀 tʰiɔk 不合中古分類，但《漢語方音字匯》中聲母只讀送氣和兼讀送氣、

不送氣者共計 17 個方言，遠遠多於僅讀不送氣的 3 個，似乎反映韻書失收。此

外，(16) 顯示邪母字應該源自塞擦音，否則西河今讀作何解釋。 

(16) 祠飼 tʰɯ、隨 tʰui、袖 tʰiu、尋 tʰim、像~不~ tʰiɔŋ、松 tʰuŋ、象 θiɔŋ、 

俗 θuk 

                                                 

32 齒間擦音 θ 對照部分方言讀 s。 
33 對照西河，廈門知澄母多讀 t、徹母多讀 tʰ 或許不是存古，而是後起的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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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聞下洋（陳雲龍、蔡藍 2005）清從邪徹澄初崇昌禪母讀 s 和西河大有分庭抗禮

之勢，又從母字「淨」讀 tʰe 展現例外的神來一筆，直指聲母源自塞擦音。再者，

船母字「剩」讀 to與揚州的 tsʰən、武漢的 sən相互對照，同樣揭露塞擦音簡化。 

(17) 殘藏蔥 saŋ、察賊 sak、徐除趨 si、粗 seu、秋抽愁 siu、促觸 sok、插

差 sa、冊 se、赤請成城車 sia、尺 sio、串34 村 sui、蔡 sua、倉瘡牀 

so、千 sai、唱槍牆 sio、參 sem、吹 sui 

漢越語（李連進 2000）精莊章組部分聲母也顯示塞擦音簡化成塞音或擦音，為節

省篇幅，字例從略。 

(18) 精母：ʨ, t, tʰ, d, s, ʂ 邪母：tʂ, t, tʰ, z 初母：tʂ, tʰ, s, ʂ  

崇母：ʨ, tʂ, t, tʰ, s, ʂ 章母：ʨ, tʂ, tʰ, z 船母：ʨ, t, tʰ, s, ʂ  

書母：ʨ, t, tʰ, s, ʂ 禪母：ʨ, tʂ, tʰ, s 

個別漢字的方言比較見證塞擦音簡化，一目了然，(19) 字例取自李如龍、張雙慶 

(1992: 25, 31, 56, 62, 65, 88, 94, 127, 145, 157)，其他實證無法窮舉。 

(19) 邪斜謝 tsʰia 翁源35 徐 tɕʰy 大余 

  tʰia 西河  tʰy 邵武 

  ɕia 永新  ɕy 茶陵 

隨  tsʰui 河源 臊 tsʰau 醴陵 

  tʰui 西河  tʰau 邵武 

  sui 寧都  sau 文 醴陵 

巢  tsʰau 醴陵 尋 tsʰim 梅縣 

  tʰau 南城  tʰim 西河 

  sau 梅縣  sim 建寧 

                                                 

34 「串」中古同歸昌見母，對照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讀 kʰu i、建甌讀 tsʰuɪŋ/tsʰyɪŋ、平南雅埠

（小學堂）讀 tʰuɐn/tʰui，舌根塞音、舌尖塞擦音、舌尖塞音、舌尖擦音唸法齊全。又臺閩語

「串」當量詞時讀 kũã，筆者認為書面語的一「掛」鞭炮、項鏈等應是語者不察，誤用至今。 
35 實際音讀聲母應該顎化。方言記錄或音位表式或語音表式，並不一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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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tsʰan 翁源 牀 tsʰɔŋ 梅縣 

  tʰan 西河  tʰɔŋ 西河 

  san 陸川  sɔŋ 南城 

成  tʃʰaŋ 文  西河 松 tsʰiuŋ 梅縣 

  tʰaŋ 白  吉水  tʰuŋ  西河 

  ʃaŋ 白 西河  siuŋ  邵武 

承上，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塞音或擦音，按部就班、水到渠成，(20) 取

材自劉綸鑫 (1999: 143, 196, 214, 228) 及小學堂。 

(20) 橋轎 kʰiau 石城 強 kʰiɔŋ 石城 

  tsʰau 寧都  tsʰɔn 上高 

  tʰau 南城  tʰɔŋ 南城 

  ɕiɛu 高安  ɕiɔŋ 高安 

輕  kʰiaŋ 石城 共 kʰiuŋ 石城 

  tsʰaŋ 寧都  tsʰuŋ 又 寧都 

  tʰaŋ 白 南城  tʰuŋ 南城 

  san 上高  səŋ 上高 

除了精知莊章見組，來母也見證塞擦音簡化。先看客贛方言（劉澤民 2004：

62、63）來母字「林淋凜」的特殊音讀： 

(21) 林：ʨʰim、ʨʰin、ʨʰiŋ、ʨʰiəŋ、ʨʰĩ、ʧʰin 

  ɕyn、ɕim、ɕin、ɕiŋ、ɕĩ 

  sən 

淋：ʣən 

  ʨin、ʨʰim、ʨʰin、ʨʰiŋ、ʨʰiəŋ、ʨʰĩ、ʧʰin、ʧʰən 

  tʂən、tsʰen、tsʰən 

  tʰin、tʰen、tʰən、tʰ  

  sə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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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tsʰən 

  ɕin 

  sen、seŋ、sɛm、sɛn、sɛŋ、səm、sən、sẽ、s  

仔細觀察，塞擦音基本兵分兩路：細音前讀 ʨ、ʨʰ、ʧʰ，餘皆讀 tʂ 或 tsʰ。36 擦音

亦然，細音前讀 ɕ，餘皆讀 s。從音韻的層次看，塞擦音擬設為 /ts/、/tsʰ/，擦音擬

設為 /s/。雖然「淋」只有峽江、安福、永新和金溪讀 tʰ-，客贛方言（劉澤民 

2004：58-61）多數來母字讀舌尖塞音，以 t 居多，tʰ、d、dʰ 零星分布，語境一律

在細音前，展現聲母和韻頭的舌體相容性。學界一般以 (22) 的規則解釋來母讀舌

尖塞音： 

(22) l → ld → d → t/tʰ 

又「林淋凜」都讀 /s/ 的 29 個方言點幾乎遍及江西各地。眾所周知，閩北、閩西

北和閩中部分來母字也讀 /s/，詳見陳章太、李如龍 (1991)。學界對此看法不一，

或視為存古、或後起演變，詳參吳瑞文 (2016)。前者基本主張來母讀 /s/37 源自早

期複輔音 *Cl-，後者如張光宇 (1990: 24) 從方言比較的角度提出 (23) 的音變： 

(23) l → {ɬ, z} → s 

上古漢語有否複輔音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見孫玉文為李建強 (2015) 作序），撇

開規律的可信度不說，(22) 和  (23) 流於見樹不見林。六沖（唐永亮  1994）

「鐮」讀 giŋ、壯圍詔安話（吳中杰 2009）「樑」讀 gioŋ，金門勉話（鄭宗澤 

1990）也有來母讀 g，例如：笠 gjap、量 ga:u、犁 gjai、藍 ga:m、利 gjai、淋 

gjam，甘谷（馬建東 2010）來母部分讀 ʨ、零聲母（詳 (24)），凡此種種又作何

解釋？ 

                                                 

36 方言細微的語音差異（ʨʰ/ʧʰ 和 ts/tʂ）暫且擱置，「淋」讀 dz- 詳後。 
37 部分方言顎化讀 [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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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ʨy：呂侶閭律葎寽捋旅膂率驢屢履削足適~屢慮濾 

ʨiɛn：輦臉斂38 

iɛn：連憐廉聯殮練 

從方言今讀來看，來母涵蓋輔音的各類發音方法，舉凡塞音、擦音、塞擦音、鼻

音、流音、39 半元音和聲化韻，無所不包。與其將中古字母構擬視為音變起點，

不如根據諸多方言今讀進行邏輯辯證，理出最有說服力的衍化途徑。筆者認為來母

（至少部分）源自上古40
 舌根濁塞音，41

 從金門勉話「淋」讀 gjam 以及 (21) 的

相關音讀可見，部分轄字歷經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舌尖塞音或擦音，更多

字例如 (25)-(26)： 

(25) 梨  gei  新寨（李雲兵 1997） 

  dzai  大坪（同上） 

  di 湖口（劉綸鑫 1999：131） 

  dʰi 平江（李如龍、張雙慶 1992：50） 

  ti 吉水（同上） 

  za 辰溪（曹志耘 2007） 

(26) 笠  gjap 金門勉話（鄭宗澤 1990） 

  dzup 藻敏勉話（同上） 

  dʰit 平江（李如龍、張雙慶 1992：87） 

  tit 吉水（同上） 

  tʰip 安義（同上） 

                                                 

38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183）「臉斂殮」讀 kim。根據《集韻》「臉」為見母字。 
39 筆者認為邊音 l來自 /ʣ/ 的弱化，旁證見日母漳州、廈門 dz~l 的對應，細節擱置。 
40 上古涵蓋的時間太長，撇開文獻引用，筆者根據《說文》和方言材料推理所指稱的「上古」不早

於漢代，本文無意以偏概全，讀者毋須過度解讀。 
41 馬建東 (2009) 從上古（引用原文，下同）文獻證明，至少在漢代，「臉」與「檢」、「呂」與

「拒」兩兩同音，再根據甘谷方言材料，馬建東 (2015: 317) 主張中古來母很可能源自上古舌根音 

*g，無怪乎中古之初的守溫字母將來母劃歸見系。筆者的看法大同小異，為了聚焦，有關來母的

歷時演變細節留待另文。因為濁音清化，來母讀 k 主要見金門勉話（鄭宗澤 1990）：路 kjau、螺 

kwei、龍 kuŋ，大理話（王鋒 2013）：硌 ka~腳、露 kɔ~水、兩 kou~個、老 ku~人、卵 kua 男生殖器；來

母讀 kʰ 如下：悝 kʰuei 北京、裡 kʰɯ~面 大理（王鋒 2013）、侖 kʰuoŋ 仙游（李如龍 2001：

151）、撩 kʰio~錢：積錢 明溪（李如龍 2001：202）、隆 kʰo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57）、犁 

kʰɤai 仫佬語（鄭宗澤 1990）、籠 khoŋm 漢越語（李連進 2000：361），後續音變結果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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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ɛ 白 建甌 

  ʃyɛ 白 三元（李如龍 2001：240）42 

基於語音起點相同的前提，進一步的佐證見深開三來母字「林」的諧聲串聯。

為節省篇幅，《說文》記載的字義從略，後列《廣韻》分類和北京話今讀（中國哲

學書電子化計劃字典），俾便讀者理解，下同。例 (27) 顯示舌根塞音塞擦化，承

上，从林从木的「森」既是會意字也是形聲字，《廣韻》劃歸深開三生母，例 (28) 

方言音讀明白呈現塞擦音的雙線簡化。 

(27) 禁：从示林聲。 深開三見母 tɕiən (< kiəm) 

郴：从邑林聲。 深開三徹母 tʂʰən 

(28) 森  tsʰɐm 橫縣橫州（小學堂） 

  t  澄城（孫立新 1994） 

  sɐm 中山石岐（小學堂） 

通合三來母字「龍」的諧聲串聯也昭示語音演變循序漸進： 

(29) 龔：从共龍聲。43 通合三見母 kuəŋ 

寵：从宀龍聲。 通合三徹母 tʂʰuəŋ44 

瀧：从水龍聲。 江開二生母45 ʂuaŋ 

底下列舉更多諧聲串聯佐證塞擦音簡化。先看效開三澄禪母字「召」（北京話今讀

tʂau、ʂau）的諧聲字串：46 

                                                 

42 合三淵源還見《廣韻》劃歸通合三以母的諧聲字「昱」。又《顏氏家訓．勉學篇》「皂」字下記

載蜀方言呼「粒」為「逼」，根據網路資訊，天水話「拉屎」讀作「巴死」（搜狐）、內蒙古烏

海「注意啦」讀作「豬尾巴」（中國百科網），在在反映舌根塞音逢 y唇化（詳注 81）。 
43 即便从龍共聲，錯誤更凸顯當時「龍」字音讀。 
44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讀 kʰuəŋ、張掖（王曉斌 2011：35）讀 kʰuən。 
45 又讀江開二、通合一來母。 
46 有趣的是，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召~開，號~昭招照詔」讀 kau、「超」讀 kʰau，下文「隹」的

諧聲字「錐椎」攸縣（李永明 2001：915）讀 ky，以及《說文》从刀歲聲的「劌」中古劃歸蟹合

三見母字（北京話今讀 kuei），都見舌根塞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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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昭：从日召聲。 效開三章母 tʂau 

超：从走召聲。 效開三徹母 tʂʰau 

貂：从豸召聲。 效開四端母 tiau 

迢：从辵召聲。 效開四定母 tʰiau 

紹：从糸召聲。 效開三禪母 ʂau47 

邵：从邑召聲。 效開三禪母 ʂau 

比較 (31) 和 (32)，「隹」的諧聲串聯也見塞擦音簡化、48 s 變 x/h（詳見第四小

節）的連續音變，同樣的演變歷程見蟹合三心母字「歲」的方言音讀。 

(31) 椎：从木隹聲。 止合三澄母 tʂuei、tʂʰuei 

脽：从肉隹聲。 止合三禪母 tʂʰuei49 

錐：从金隹聲。 止合三章母 tʂuei 

崔：从山隹聲。 蟹合一清母、蟹合一從母 tsʰuei 

推：从手隹聲。 止合三初昌母、蟹合一透母 tʰuei50 

㢈：从广隹聲。 蟹合一定母 tʰuei 

誰：从言隹聲。 止合三禪母 ʂuei、ʂei51
 

倠：从人隹聲。 止合三曉母 suei 

(32) 睢：从目隹聲。 止合三心母、止合三曉母 suei、xuei52 

(33) 歲  tsei 白  邵武（小學堂）53 

  tuei 澄城（張維佳 2005：83） 

  suei 文/xuei 白 福州 

  sue 文/hue 白  廈門 

                                                 

47 漢越語「韶紹邵」都讀 tʰiu（李連進 2000：144）。 
48 《說文》「唯」：諾也。雒鵬 (2011) 認為得聲同「堆」，以音近書作「對」，不無幾分道理。 
49 又《五音集韻》職流切，音周。 
50 又讀見證塞擦音簡化層出不窮，比方「折」《廣韻》劃歸山開三章母、山開三禪母和蟹開四定

母，北京話分別今讀 tʂɤ、ʂɤ和 tʰi（小學堂）。 
51 《五音集韻》是為切《玉篇》是推切，�音垂。今廈門話「誰」文白異讀 sui、tsui。 
52 《字彙補》曰唯切，音偉；从車召聲的效開三禪以母字「軺」北京話今讀 iau，聲母歷經 s → x/h 

→ ø。 
53 《說文》「劌」：利傷也，从刀歲聲，北京話今讀 kuei，邵武「歲」的音讀見證舌根塞音塞擦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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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腔發音部位解除 

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通常讀作[h]、[ɦ] 或 [ʔ]）的音變，一般看作輔音

弱化的亞型，從西方文獻看，語境分布不一，詞首、詞尾到元音之間都有。取材自

漢語方言，本節介紹 s → x/h。從 s 變 h 解除舌尖的動作，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

門毫無疑問，若變 x則不然，但方言 x/h通常不構成對立，無關宏旨暫且擱置。 

例 (34) 臚列江西客贛方言（劉綸鑫 1999：239、286；劉綸鑫 2001：283）

邪崇生船書禪母部分字讀 h-。從上文可知，塞擦音簡化讀 s，54 再解除口腔發音部

位即為今讀。以「唇」為例，衍化歷程詳見 (35)。 

(34) 湖口：謝~姓 ha 

樂平：輸書薯稅水樹 hʉ、事螄柿 hɛ、叔 huʔ 

永豐：輸書薯稅水樹 hʉ 

高安：輸書鼠薯稅水樹睡叔熟 hø、順 høn 

豐城尚莊：輸書鼠薯稅水樹 hœ 

新干縣郊：書水 hœ 

(35) 唇  tʂʰuən 北京 

  tuŋ  潮州 

  sœyŋ 文 建甌 

  hœyŋ 迪口（秋谷裕幸 2008：175）55 

其他散見 s 變 h的字例還有： 

(36) 善單姓 hien 五華（魏宇文 1997） 

蟾  hiam 同上 

                                                 

54 根據李連進 (2000) 漢越語心母絕大多數讀舌尖塞音 {t、tʰ、d}、少數讀 {ʂ、z}，*s 未必是所有

心母字的聲母源頭。澄城（孫立新 1994；張維佳 2005：83）心母逢洪音多讀如端母，臺閩語

「腮鰓」和「星腥」分別白讀 tsʰi、tsʰĩ，从水心聲的「沁」中古劃歸清母都值得參酌。 
55 建甌白讀 œyŋ，聲母歸零；南靖梅林（夏附閔 2013：118）讀 fiŋ (< huiŋ < hyŋ)，h逢合口唇化；

石陂（秋谷裕幸 2008：119）讀 bueiŋ口，牀唇邊：牀邊 可推溯舌根塞音源頭（詳後），諧聲字「晨辰」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文讀 kʰ  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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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hyŋ 松溪（小學堂） 

相扮~  hiaŋ 祁東東區話（李玲 2013） 

傻  ha  平樂張家（謝建猷 2007：348） 

灑  hi 正果畲語（吳中杰 2004：112）56 

徙  høi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90） 

沼~氣 hiu 扶綏龍頭（李連進 2000：143） 

嗽咳~ ha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153） 

瘦  hɔ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63） 

獸  hɔ: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164） 

涎  hin 百色那畢（李連進 2000：218） 

羨  him 龍州上龍（同上） 

宣  hyn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242） 

椽  hyn 橫縣橫州（同上）57 

恤  hit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272） 

鯗~魚 hɔ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294） 

晌~午餉 hEŋ 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299）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船書禪母逢細音多讀 x，昌母字「闡」、生母字

「疝」是孤例。 

(37) xi：濕失識飾室式適釋十實食蝕石拾射世勢誓逝 

xiɛ：設賒攝涉奢佘舌蛇折損～赦捨社射麝舍 

xiɔ：燒紹韶少多～邵少～年燒出霞 

xiou：收手首守受授獸壽售 

xiã：羶搧煽禪～讓，～宗蟬擅闡蟾嬋閃疝苫扇善膳繕鱔蟮鄯騸贍 

xi ：深身申伸紳呻神晨白辰白審嬸沈腎甚慎娠 

xiɑŋ：商墒殤傷晌～午嘗償償賞上尚緔～鞋 

xiəŋ：升聲繩盛～多少糧食盛興～剩勝聖 

                                                 

56 北京話又讀聲母顎化唸 ɕi、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5）讀 fai (< huai < suai)、曼谷潮州話

（小學堂）聲母歸零讀 ɑʔ，展現 x/h之後三種可能的音變類型。 
57 對照中古同歸山合三澄母的「篆」廣州市區讀 syn、橫縣橫州讀 ɬyn，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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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心母字「腮」瀘溪白沙讀 xo（瞿建慧 2008）、生母字「傻」東安高峰讀 xa（曾

芳 2007：39）。 

值得一提的是，昭平馬江白話（鄧險峰 2008）屬於粵語勾漏片，精清兩母主

要讀 t/tʰ，從心邪母以讀 f 為主。進一步說，從邪母因為塞擦音簡化和心母合流，s

變 x，再逢合口唇化讀 f。兩個例外字：精母字「濺」讀 fan、清母字「娶」fy。解

決的辦法有：（一）精清母偶讀 s，塞擦音簡化為擦音。（二）「濺」和從母字

「戔踐賤」、「娶」和從母字「聚」諧聲。換言之，聚焦個別漢字容易以偏概全，

諧聲字音讀同源，如果上述音變發生在濁音清化之前，問題就迎刃而解。此外，韻

書收錄未盡全面，中古開合等第和方言體現不能吻合時有所見，比方「廂湘箱襄鑲

相牆詳祥想橡象像相匠」讀 fiaŋ (< xuiaŋ < suiaŋ)，至少反映宕開三部分轄字另有

源頭。諸如此類非關本文主旨，就此打住。另外，知莊章組少數轄字也參與這場音

變盛事，包括：篆澄、側莊、測初、餿搜颼率生、戍書、瑞禪。影母字「穢」讀 fui (< 

xui < sui) 不免令人聯想到心母字「歲」和中古同歸曉影母（北京話今讀 xuei、

ye）的「噦」，58 連續音變 s → x/h → ø 毋庸置疑。 

(38) fi：絲司思斯廝撕詞祠瓷辭磁糍伺飼嗣死巳似祀四肆字自牸 

fu：訴素 

fy：需須徐聚娶序敘緒絮賜 

fo：唆梭蓑騷臊曹槽餿生叟嫂造掃 

fe：唆梭蓑瑣鎖坐座 

fie：些邪斜寫瀉瀉卸謝 

foi：腮鰓才材財裁在賽 

fɐi：西犀齊臍薺洗細婿 

fui：雖綏隨髓粹翠罪歲碎穢影瑞禪遂隧 

fou：修囚泅皂搜生颼生造秀綉銹嗽就袖 

fiu：屑悄俏宵消蕭硝銷簫霄小笑 

fam：三參蠶撒慚 

fɐm：心尋 

fim：潛漸 

fan：殘散傘散濺精 

                                                 

58 鬱林福綿「歲噦」都讀 ɬøi（李連進 2000：8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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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ɐn：辛新薪勛熏秦巡旬荀殉筍榫盡信訓訊迅 

fin：仙先鮮前錢癬鮮踐線羨賤 

fun：酸宣喧孫全泉存選損蒜算遜鏇篆澄旋 

fiaŋ：廂湘箱襄鑲相牆詳祥想橡象像相匠 

fuoŋ：桑嗓搡藏躲藏寶~臟 

fɐŋ：僧層曾贈 

fɛŋ：星腥情晴醒靖靜鉎姓性淨 

fuŋ：嵩鬆從松宋送訟誦頌 

fap：雜 

fɐp：集習襲 

fɛp：楔 

fip：膝~蓋捷 

fat：撒 

fɐt：戍悉膝率疾 

fit：泄屑薛膝截 

fut：雪絕 

fiak：削 

fɐk：測側 

fɛk：昔析錫息熄媳籍寂夕藉席蓆 

fuk：肅粟宿俗續族 

攸縣（陳立中 2005）和昭平馬江大同小異，澄昌船書禪母部分讀 f，字例如下： 

(39) fy：書輸樞抒舒殊薯誰暑曙署黍鼠水墅樹文戍豎庶恕睡稅 

fio：束叔勺孰熟塾屬贖 

fɛ：說術述 

f i：船椽 

五、宜蘭漳州腔「身軀」今讀始末 

背景知識俱足，本節揭開宜蘭漳州腔「身軀」今讀之謎。先看臻開三的方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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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鍾山公安（謝建猷 2007：809-829）絕大多數讀合口韻，影以母字更讀如合三

韻，舉例如下： 

(40) a. 彬賓檳~榔殯鬢 puã、鄰鱗磷吝~嗇 luã、進晉 tuã、親親~家 tʰuã、儘盡辛

新薪信訊  θuã、津珍鎮陣真診疹振震巾緊斤筋謹勤芹近  ʧuã、趁 

ʧʰuã、陳塵神身申伸娠辰晨腎慎 ʃuã、人仁忍刃認 ȵuã、銀 ŋuã、釁 

huã、民憫 mu 、榛臻真診疹 ʧu 、襯 tu 、筆畢貧弼 puə、疋一~布 

pʰuə、密蜜 muə、栗 luə、七漆 tʰuə、侄質吉 ʧuə、瑟虱 θuə、實失

室 ʃuə、日ȵuə 

b. 因姻印寅引 iuã、乙一 iuə 

賀州秉塘話（梁明權 2009）「身申伸神辰娠晨臣塵陳沉沈審嬸腎呻慎甚趁」讀

ʃuɐn、「因姻殷寅勻引尹隱癮印孕」讀 juɐn。梅縣部分臻開三轄字讀如合三，比

方：忍刃韌銀 ȵiun、僅謹 kiun、近勤芹 kʰiun、欣 hiun、隱尹姓 iun，福州亦然，

例如：巾斤筋 kyŋ、勤芹 kʰyŋ、欣 xyŋ、銀 ŋyŋ、忍文殷隱尹姓 yŋ。又連山布田

（小學堂）「殷因姻寅印引尹」讀 yɐn。有鑒於此，真韻字「身」或有合三淵源，

方言今讀進一步證實這個想法。參酌 (41)，韻頭 y 或衰變 (decay) 讀 i/u (Schane 

1984)，59 合理推測「身」在漳州地區有過 sun 的音韻層次，因為口腔發音部位解

除讀 hun。除了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41) 的材料取自小學堂。 

(41) 身 ɕiŋ 文/ɕy 白 開化 

 ɕiɪŋ 文/ɕyɪŋ 白 遂昌 

 sɪŋ 文/ɕy 白 玉山 

 sien  恩平牛江 

 ʃuɐn  連山布田 

 xi   富平美原 

                                                 

59 承上，可以解釋廈門臻開三絕大多數的音讀分類：（一）「忍文刃韌文欣」讀 im (< yn)，（二）

「賓貧頻民敏憫鄰磷津進晉盡親秦辛新薪信珍真診疹鎮陣文振震陳文塵文晨辰臣趁文襯文身文申文伸文神

腎文慎人文仁認緊僅謹因姻文寅印」讀 in，（三）「陣白塵白申白伸白忍白韌白巾斤筋近勤芹釁殷銀隱」讀

un。尤其「忍韌」文白異讀 im、un，「陣塵申伸」文白異讀 in、un更是畫龍點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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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百度閩南語吧 2011年 3月 27日貼文，hin su或 hun su都有說，方言另有「洗

身」se hin，筆者老家「洗身軀」快讀時說 se hiŋ kʰu也支持本文推論。 

接著看遇合三溪母字「軀」的發展軌跡。將諧聲串聯納入思考脈絡，先審視昌

母字「樞」的方言音讀，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塞音或擦音清清楚楚。(42) 

的語料取自小學堂者不標記出處。 

(42) 樞 kʰy 仙游城關 

 kʰu 曼谷潮州話 

 tɕʰy 上海三林塘 

 tʰy 湘鄉（李永明 2001：239） 

 ɕy 開化 

 tʂʰʯ  寧國南極 

 ʂu 北京 

 su 文/tsʰu 白 鎮遠（王貴生 2007：88） 

 su 漳州 

在音讀同源的前提下，諧聲字歷經一樣的演變路徑或可預期，60  宜蘭漳州腔

「軀」讀 su不無可能。61 不排除「身軀」在 sun su 的階段，因為異化 sun變 hun

以提高聽感辨識度 (perceptibility)。 

(43) 軀 kʰy 仙游城關 

  kʰu 廈門 

  tɕʰy 上海三林塘 

                                                 

60 參酌《廣韻》同歸果合一的三個諧聲字：「渦」兩讀見影母，北京話今讀 uo、見母字「鍋」桂陽

敖泉（范俊軍 1995）讀 uo、匣母字「禍」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讀 gʰu、融水縣城和德

慶（小學堂）分別讀 kua、uo。上列方言材料顯示，三字都以舌根聲母開始，以零聲母坐收。雖非

必然，諸如此類諧聲字衍化歷程相同不勝枚舉。 
61 或有人質疑「軀」在其他方言的音讀。除了塞音塞擦化及塞擦音簡化，溪母 *kʰ 的後續音變還包

括：（一）塞音擦化讀 x/h，（二）擦音顎化讀 ɕ/ʃ，（三）擦音唇化讀 f，（四）聲母歸零，

（五）鼻音增生。特定方言中溪母字的演變速度和路徑容或不同，遑論方言差異，不過即便音讀

迥異，都不出規律預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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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ʰu 寧都（謝留文 私人交流）62 

  tʰy 湘鄉（李永明 2001：239） 

上文庶幾都是外部證據，底下回應一位外審，利用內部證據63 提高「軀」讀 su 的

可信度。漳浦（小學堂）昌母呈現舌根塞音、塞擦音、擦音三種音讀： 

(44) a. 齒 kʰi64 

b. 春 tsʰun 

c. 出  sut/tsʰut、充衝銃 siɔŋ/tsʰiɔŋ、綽  siak/tsʰiak、尺  sioʔ/tsʰioʔ、赤 

siaʔ/tsʰiaʔ 、侈處 65  si/tsʰi 、觸  siɔk/tsʰiɔk 、吹炊  sui/tsʰui 、臭 

sau/tsʰau、川穿喘  suan/tsʰuan、蠢 66  sun/tsʰun、稱  sɛŋ/tsʰɛŋ、廠唱 

siaŋ/tsʰiũ、秤 sin/tsʰin 

d. 昌倡提倡 siaŋ 

饒富趣味的是《廣韻》兩讀遇合三見母、假開三昌母的「車」，漳浦三讀 ki、

tsʰia、sia，67 恰為溪母字「軀」讀 su 的謎團劃開一道破口。其實，昌母讀如溪母

不乏其他方言例證，(45) 依序臚列樂平（劉綸鑫 1999：135、177、186、240）、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及張掖（王曉斌 2011：

32、35）語料： 

(45) a. 處樞吹 kʰʉ、穿 kʰiɛn、春 kʰən、出 kʰəʔ  

b. 杵 kʰy、觸 kʰio 

                                                 

62 輾轉收到謝留文先生來信：「寧都方言『驅軀』和『樞』在方言裡都不是口語用字。在我的《客

家方言語音研究》中沒有收錄。從中古音韻地位來推導，『驅軀』是溪母字，應該讀 [tsʰu42] 陰

平，因為同是見組合口三等虞韻（以平賅上去）的『句』讀 [tsu22] 陰去，『矩』讀 [tsu213] 上

聲。『樞』字比『驅軀』更不常用，中古屬於昌母字，照例該讀 [tsʰu42] 陰平。……寧都方言口

語不用這個字，要讀字的話，應該……讀 [su42] 陰平，聲母是個擦音」。 
63 宜蘭先民來自閩南、閩西南及粵北（李信成 2015），大部分祖籍昔漳州府漳浦、南靖、平和、詔

安、龍溪、海澄等縣。 
64 撇開聲調，廈門「齒」和諧聲字「企~業」都讀 kʰi。此外，炮團酸湯話（謝玲 2011：22）和廣西

陸西村壯族私塾所讀漢字音（謝建猷 1991）「齒」分讀 tiɤ、ʃoi也見塞擦音簡化。 
65 讀去聲。 
66 漳州讀 tʰun、tsʰun。 
67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讀 kʰi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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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車扯 kʰiɛ、尺侈赤斥 kʰi、醜臭 kʰou、昌猖廠敞氅倡菖唱 kʰɑŋ、 

稱~呼，~重量秤 kʰəŋ 

d. 川穿喘舛串釧 kʰu 、充春蠢衝烈 kʰuən 

石陂、福安、福清、澄海（小學堂）四個閩方言「杵」分別讀作 kʰy、tsʰi、tʰy、

su，再度印證舌根塞音塞擦化和塞擦音簡化。兩相對照，並參酌例 (42)，溪母字

「軀」讀 su 演變歷程並無二致。其實「軀」讀 su 除了當名詞，如臺閩語「合軀」

haʔ su意指合身，還兼作量詞，比方一「軀」衫、西裝、長袍。 

本節藉由三條規律解開宜蘭漳州腔「身軀」讀作 hun su 之謎。68 在規律演變

速度因方言而異，或在詞彙擴散理論的前提下，相對存古的三個預測包括：（一）

既有舌根塞音塞擦化，精知莊章組應有讀如舌根塞音者，（二）既有舌根塞音塞擦

化，繼而簡化成舌尖塞音，端透定母應有讀如塞擦音、甚或舌根塞音者，（三）既

有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擦音，心邪生書母應有讀如塞擦音、甚或舌根塞音

者。另一方面，塞擦音簡化路徑若分道揚鑣，預測跨方言可見：（一）端透定母讀

如擦音，69（二）心邪生書母讀如舌尖塞音。再者，特定方言若見塞擦音的雙線發

展，端透定母和心邪生書母都應兼具舌尖塞音和擦音形式。上述諸多推論都有方言

實證，詳見第六到八小節。 

六、精知莊章組 

孫立新 (1992) 詳盡報導蒲城興鎮知組和章昌母開三字多讀 k/kʰ： 

(46) 知母：知蜘智致置 kɯ、肘晝 kou、沾粘展 kã、哲蜇 kɤ、珍鎮貞 

k 、70 張長生~漲帳脹 kaŋ、徵征 kəŋ 

                                                 

68 一位外審建議排除本字是「渾身」或「身子」的可能性。考慮「渾身」，宜蘭漳州腔未見鼻音韻

尾消失不留元音鼻化痕跡，因此「身」不可能讀 su；再看「身子」，上聲字「子」在非連讀調的

位置不讀陰平。韻母或聲調不符本字考據，「渾身」或「身子」之說可以放棄。此外，「渾軀」

也非本字，理由如下：（一）「渾軀」應和「渾身」同義，意指一身宜蘭漳州腔說 kui hun su，

（二）「渾」不歸臻開三（參注 59），無法解釋 hin su 一說從何而來。 
69 與客贛方言（劉綸鑫 1999）常見的透定母讀 x/h 不同，本文偏指讀 s、ʂ或 ʃ等。 
70 「鍞 」北京話今讀 kʰə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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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母：超 kʰau、抽丑 kʰou、趁 kʰ 、暢 kʰaŋ 

澄母：趙兆召~開，號~ kau、朝~代潮 kʰau、紂宙 kou、綢稠 kʰou、陣 k 、

沉塵陳 kʰ 、蟄驚~ kɤ、纏 kã、丈仗杖 kaŋ、長~短腸場 kʰaŋ、澄懲

程鄭 kʰəŋ、直值 kɯ 

章母：遮者蔗摺折浙 kɤ、昭招照詔 kau、周舟州洲帚文咒 kou、瞻占~地方

毡戰顫 kã、針枕真診疹振震 k 、執汁織職 kɯ、章掌障 kaŋ、

蒸證症正~月征整正政 kəŋ 

昌母：醜臭 kʰou、昌廠唱倡提~ kʰaŋ、稱~呼~，~斤兩秤 kʰəŋ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知章組各母都有讀 k/kʰ者，即便音讀未必相同，知組和

章昌母字例和蒲城興鎮多有重疊，餘不一一。個別轄字中古或有聲母又讀，(47) 

根據字義臚列富平美原船書禪母字與同樣讀如見組的其他方言材料。 

(47) 精母： 祭~墓：掃墓 ki 紅瑤平話（謝建猷 2001：73） 

  擠  ke 孔夫話（常亮 2014：15） 

  姊  ki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33） 

  剪  kan 雲梯畲話（吳中杰 2004：55） 

  淺  ken 電白霞洞（小學堂）71 

  津  kaŋ 羊牯官坑（何純惠 2014：133） 

  漿蔣 koŋ （同上） 

  足  ku 沅陵清水坪（楊蔚 2010：212） 

清母： 粗  kʰɤ 樂平（劉綸鑫 1999：286） 

  趨趣 kʰy  陽朔驥馬（小學堂） 

  妻  kʰie 浙江畲話（吳中杰 2004：92） 

  切  kʰe 田坪話（張光宇 2000） 

  砌  kʰi 海豐畲語（中西裕樹 2003：111） 

  竊  kʰie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10） 

  催  kʰio  增城畲語（吳中杰 2004：109） 

  菜  gai 羅香（李雲兵 1997） 

  鰍湖~：泥鰍 kiu 仙游（李如龍 2001：147） 

                                                 

71 《廣韻》又讀清母，晉江（李如龍 2001：84）白讀 kʰ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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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竄  kʰu  張掖（王曉斌 2011：32） 

  嗆~鼻 kʰaŋ 樂平（劉綸鑫 1999：664） 

  青  kʰaȵ  漢越語（黃文清 2009） 

從母： 聚  køi 富寧剝隘（小學堂） 

  齊  kʰi 孔夫話（常亮 2014：17） 

  截  kʰɐt 桂南平話（謝建猷 2001：42） 

  全  kʰuɛn 宜黃（劉綸鑫 1999：176） 

  秦  kʰeŋ 連城（何純惠 2014：133） 

  盡  kʰin 瀏陽鎮頭（貝先明 2005：78） 

  蹲  kʰun 麗水（游文良 2002：209） 

  層又 kʰaŋ 海豐畲語（中西裕樹 2003：104） 

心母： 壻女~ kʰEi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75）72 

  斯廝撕 ki 漢越語（李連進 2000：89、90）73 

  薩  kE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04） 

  掃  kia 海豐畲語（中西裕樹 2003：113） 

  芯白 kuĩ 晉江（李如龍 2001：88） 

  癬  kEn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217） 

  屑木~ kEp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228） 

  楔~子 kʰEi 橫縣橫州（同上） 

  挼  gye 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39） 

  醒  ken 新田青龍（樂虹 2007：31） 

邪母： 祀  ki  廣寧（小學堂） 

  斜  kʰuɛ 劍川金華（鐘江華 2014） 

  嶼又 ky 古田（小學堂） 

  囚泅 kʰiu 富川七都（同上） 

莊母： 縐  kiu  秀篆（李如龍、張雙慶 1992：74） 

  皺  giau 南部臺閩語 

  髽  kuA 張掖（王曉斌 2011：27） 

                                                 

72 《說文》从木夋聲的心母字「梭」漢越語讀 tʰɔa（李連進 2000：8）、北京話讀 suo，推溯前身讀

tsʰ-。鑒於从人夋聲的精母字「俊」在宜章大地嶺讀 kyen（詳見 (48)），如果「梭」讀如溪母絕非

空穴來風。 
73 呼應《說文》「斯」：析也。从斤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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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癢 kua  萍鄉（劉綸鑫 1999：659） 

  爪  giãu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63）74 

  輜~重 kʰiȵ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05） 

  窄  kak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329） 

  眨  kɔʔ 績溪（平田昌司 1998：48） 

  拃  kua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34） 

  茁  kio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 

  捉  kfɤ   張掖（王曉斌 2011：21） 

  莊裝壯妝 ku  張掖（王曉斌 2011：32） 

  爭  gianh 古漢越語（黃文清 2009） 

初母： 柵~欄 kan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334） 

  揣~摩 kʰuɛ 張掖（王曉斌 2011：24） 

  窗瘡創 kʰu  張掖（王曉斌 2011：32） 

崇母： 柿  kʰi 廈門75 

  仕  kʰi 泰順（秋谷裕幸 2005：58） 

  鋤助 kʰɤ 樂平（劉綸鑫 1999：286） 

  岑  kʰɐm 橫縣橫州（小學堂） 

  浞水濕   kfɤ   張掖（王曉斌 2011：21） 

  撰狀 ku  張掖（王曉斌 2011：32） 

  牀  kʰu  （同上） 

生母： 傻  kua 蒲城興鎮（張維佳 2005：79） 

  梳  kʰa  惠東畲語（吳中杰 2004：109） 

  數~錢 kʰieu 仙游（李如龍 2001：148） 

  產  kʰin 海豐畲語（中西裕樹 2003: 82） 

  澀  kip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195） 

  刷  kwat 平南大新（馮泉英等 2012） 

船母： 蛇  gʰio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78） 

  船  kʰyeŋ 醴陵（李如龍、張雙慶 1992：108） 

  順  kʰun 湘鄉谷水（劉曉飛 2006：16） 

                                                 

74 原文記作語音表式 ŋiãu。南部臺閩語「爪抓~癢」都讀 giau，聲調不計。 
75 臺閩語章昌崇母部分字讀 k/kʰ，例如：支枝肢吱梔指動詞痣 ki、齒柿 k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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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kʰəŋ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剩  gin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9）76 

  塍田~ kən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323） 

書母： 螫  kʰio  泰寧（李如龍 2001：367） 

  鼠  kyi 龍巖營話（郭啟熹 1996：203） 

  翅  kʰie 邵武（陳章太、李如龍 1991：249） 

  伸  kʰuiŋ  四堡（程俊源 2014） 

  適又 kʰɯ  雷古坊（孫立新 2014） 

  始  kʰi 龍勝紅瑤（謝建猷 2007：519） 

  弛  kʰi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攝~相：照相 kʰia 小滄畲語（吳中杰 2004：26） 

  ~寡：眨眼 gi 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30） 

  爍~電：閃電 giɔ 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33） 

禪母： 睡  kʰoi 雷州話（林倫倫 2006：58） 

  社  gio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82） 

  誰  kʰui 湘鄉谷水（劉曉飛 2006：16） 

  嗜  kʰi  平南大新（馮泉英等 2012） 

  蟾~酥 kɐm 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185） 

  蜍蟾~ kʰøy 廣州（嚴修鴻 2006） 

  拾白 kʰioʔ 臺閩語77 

  勺~子芍~藥 kao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300） 

  腎又 kʰɐn  雲浮雲城（小學堂） 

  售  kʰiu  政和鎮前（秋谷裕幸 2008：127） 

  仇報～酬 kʰou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蟬善白，好 kʰã （同上） 

  晨文辰文 kʰ  （同上） 

  常嫦 kʰɑŋ （同上） 

                                                 

76 原文僅列字義，對照冷水灘杉木橋（宋艷旭 2008：17）白讀 ʥyn，筆者推測應是本字。 
77 《說文》「拾」：掇也，从手合聲，「合」《廣韻》劃歸見匣母，「拾」《集韻》又讀極葉切和

極業切，都見舌根音淵源。中山隆都和漳浦分別文白異讀 sɐp/kʰap 撿起來、sip/tsap（小學堂），見

證舌根塞音塞擦化和塞擦音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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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丞 kʰəŋ （同上） 

  成城誠 kʰəŋ （同上） 

精組讀如見組還見諸多湘南土話（劉祥友 2008：106）： 

(48) 道縣壽雁：卡 kʰɔ 

江華粟米塘：在 ki 

江華寨山：最 kuei、津薦箋 ken 

雙排江村：宗 kie78 

宜章大地嶺：際 ki、績跡脊籍疾 kie、焦剿 kiau、薦 kian、津晶 kien、

俊 kyen、雀 kʰye、俏 kʰiau、侵 kʰien、寂 ki、絕 kye、

嚼 kiau、賤 kian、靜 kien 

冷水灘嵐角山：宗白 kei、卡 kʰa 文/kʰo 白 

資興南鄉：疾 kei 

江華碼市寨山話（夏俐萍 2003：11、22）字例包括：疾即集鯽 ke、妾捷 ki、囚 

kiəu、踐濺薦津 kin、爵 ky。 

總的來說，精知莊章組各母都有讀如見組者。精知莊章組源自見組的想法或許

過激，但是因為部分轄字，其間的某種關聯不容否認。除了軟顎來源，李存智 

(2014) 聲稱章組字還有雙唇、齒齦來源，79 演變規律如下： (p >) t > ʨ > ʧ > tʂ > 

ts。80 以「豹酌釣」的諧聲關係為例，筆者認為涉及舌根塞音唇化、81 舌根塞音塞

                                                 

78 「�」：《玉篇》古螢切，音琮（《說文》从玉宗聲），透露「琮」的舌根音讀。 
79 不同於漢語聲韻學、方言學的慣用語，本文用主動發音器官 (active articulators) 舌根、舌尖取代

軟顎、齒齦，畢竟某些方言所謂的齒齦音並不像英語 “alveolar”，舌尖碰觸的部位其實是上牙 

(upper teeth)。 
80 李存智 (2014) 認為雙唇塞音移至齒齦的條件是後接一個具輔音性質的高元音或 -j- 介音，若以从

鬼白聲的「魄」《廣韻》劃歸梗開二滂母、宕開一透母為例，如何確定存在音變條件 -j- 是個問

題，雖然廈門今讀 pʰik，漢越語（李連進 2000：327）卻讀 fɐt (< huɐt)。又「 」《廣韻》劃歸

效開四見母、梗開二滂母，透露舌根塞音唇化的一絲端倪，在諧聲字音讀同源的前提下，舌根塞

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舌尖塞音或許能為「魄」又讀透母解套。這樣的思考理路不無佐證：對照

《說文》从馬甹聲的徹母字「騁」蒲城興鎮讀 kʰəŋ（孫立新 私人交流），从耳甹聲的「聘」想必

歷經舌根音唇化（詳後），所以《廣韻》劃歸滂母，音變條件從 y 衰變（參 (41)）「聘」在興

寧、五華（邱仲森 2005：102）讀作 pʰin、pʰun 可見一斑。舌根塞音塞擦化的另線發展見北京話

「騁」讀 tʂʰəŋ，進一步簡化成擦音見漢越語（李連進 2000：339）「聘」讀 ʂi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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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化、塞擦音簡化，詳見 (63)、(64) 及相關論述。捲舌音的歷時演變文獻汗牛充

棟，本文無意旁生枝節，就此打住。 

七、端透定母 

本節先利用下列澄章昌母字歷經舌根塞音塞擦化，繼而簡化成舌尖塞音的材料

作為引子，檢視端透定母讀如塞擦音、甚或舌根塞音。 

(49) 鐲 kʰuəʔ 手~ 東鄉（劉綸鑫 1999：527） 

  ʨiʊ 文/tiʊ 白 雙峰 

 囑祝 kio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 

  ʨiʊ 文/tiʊ 白 雙峰 

 隻 kɯ  興鎮、雷古坊（孫立新 2014） 

  tʂʅ 文/to 白 雙峰 

 臭 kʰou 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 

  ʨʰiʊ 文/tʰiʊ 白 雙峰 

 尺 kʰi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tʂʰʅ 文/tʰo 白 雙峰 

文獻將端透定母讀作塞擦音視為後起的音變，比方汾河流域部分方言（王臨惠 

2003：33、44）端組與精組在細音前合流讀 ʨ/ʨʰ： 

(50) 底=擠  ti 文/ʨi 白 寧武、靜樂、婁煩／ ʨi 霍州 

天=千  ʨʰiɛ 寧武、靜樂／ ʨʰie 婁煩／ ʨʰiaŋ 霍州82 

聽=青  ʨʰiŋ 文/ʨʰi 白 靜樂、婁煩、霍州／ ʨʰiŋ 寧武 

                                                 

81 「鵝」崇安（陳章太、李如龍 1991：148）讀 gyai、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讀 bai~雪 以及寧遠

清水橋（李連進 2000：278）「群」的詞彙異讀 ʨʰyən~眾 (< kʰyən)、pʰən一~鴨 見證舌根塞音逢 y唇

化。古代文獻也留下舌根塞音唇化的跡證，比方：从斗 聲的「 」《廣韻》劃歸山合三敷母、

山合三見母，北京話今讀 tɕyan；从攴 聲的「變」則屬山合三幫母（彼眷切），因為唇音限制北

京話今讀 pian。从共龍聲的「龔」《廣韻》劃歸通合三見母，北京話今讀 kuəŋ；从广龍聲的

「龐」劃歸江開二並母，北京話今讀 pʰaŋ。 
82 「 」：《篇海》吉典切，音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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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齊  ʨʰi 寧武、靜樂、婁煩、霍州 

甜=前 ʨʰiaŋ 霍州／ʨʰiɛ 靜樂 

碟=截 tiəʔ 文/ʨiəʔ 白 靜樂、婁煩／ tiaʔ 文/ʨiaʔ 白 寧武／ ʨʰiɛ 霍州83 

同樣的情形還見澄城話（張維佳 2005：83）。合肥止開三、蟹開四端透定母在舌

尖元音 ɿ 前讀 ts/tsʰ，84 和精見組合流： 

(51) tsɿ：低底抵牴帝弟第遞地 

  擠祭際濟救~劑 

  稽~查雞饑~餓基幾~乎機譏己幾~個計繼寄技妓紀記忌既季 

tsʰɿ：堤梯題提啼蹄體替涕剃 

  妻淒欺期時~齊臍 

  奇~怪騎~馬祁其旗棋麒祈啟企起豈契器棄氣汽 

後起的音變說看似合理，(52) 漢韓語（李得春 2005）端透定母讀 ts/tsʰ 的語境卻

不能一以貫之。 

(52) 底 tsə、的 tsək、鳥 tso、鐵 tsʰəl、跌 tsil、地 tsi、調跳 tso 

端母字「耽」漢越語（李連進 2000：170）讀 tʂɐm、透母字「拖」綏德（喬全生 

2005）讀 tʂʰəŋ85 似乎也找不到舌尖塞音變塞擦音的共時語音條件。86 (53)-(56) 四

例定母讀作擦音 s或 z，塞擦音的雙線簡化毋庸置疑。 

(53) 痰  tsʰan 修水（李如龍、張雙慶 1992：80） 

  tam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175） 

  tʰam 鬱林福綿（同上） 

                                                 

83 「碟」：《集韻》食列切，音舌。从艸聲的「葉姓」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64）讀 giap；从

水聲的「渫」《廣韻》劃歸咸開二崇母、山開三心母，北京話今讀  tʂa、ɕie；从言聲的

「諜」劃歸咸開四定母，北京話今讀 tie，相關論述詳後。 
84 鑒於端母字「堆」北京、濟南又讀 tsuei，透母字「推」潮州讀 tsʰui，定母字「隊」梅縣又讀 

tsui，若將中古聲母視為音變起點，塞擦化的條件就要放寬。 
85 鼻音韻尾來自增生。 
86 可從諧聲串聯找到線索，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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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馬山喬立、富寧剝隘（同上）87 

(54) 鈍88 tuən 北京 

  tʰun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66） 

  suən 臨桂兩江（同上） 

(55) 犢89 tsu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360） 

  tu 寧遠清水橋（同上） 

  su 臨桂兩江（同上） 

(56) 動  dzəɯ 古丈（曹志耘 2007）90 

  tuəŋ 北京 

  zɿ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360） 

透母字「唾」北京話讀 tʰuo、橫縣橫州讀 søi（李連進 2000：6），91 參酌諧聲的

「錘」北京讀 tʂʰuei、福州讀 tʰuei、tuei、蒼梧本地話（鐘梓強 2015）讀 ʃui，見證

塞擦音簡化。 

結合諧聲及方言材料，底下全面開展部分端透定母字讀作塞擦音、甚或舌根塞

音反映存古的理論分析。首先，聲符「氐」《廣韻》劃歸知端母，北京話今讀 

tʂʅ、ti，部分諧聲字臚列如 (57)，編輯體例仿照 (27)，下同： 

(57) 胝：从肉氐聲。 止開三知母 tʂʅ 

泜：从水氐聲。 止開三章母、止開三澄母 tʂʅ、tʂʰʅ 

低：从人氐聲。92 蟹開四端母 ti 

                                                 

87 除了孤例，定母讀 t/tʰ，後文臨桂兩江、寧遠清水橋亦同，雖然字數懸殊，依舊體現特定方言裡塞

擦音的雙線發展。透定母讀擦音還見古丈（曹志耘 2007）「痛」讀 səɯ、「道」讀 sɑ，臨武楚江

（尹凱 2014）「捅」讀 suəŋ，成都「盾人名」舊讀 suən。 
88 「屯」《廣韻》劃歸臻合三知母及臻合一定母，北京話今讀 tʂuən、tʰuən，从金屯聲的「鈍」見塞

擦音的雙線發展並非無中生有。又从糸屯聲的「純」《集韻》一讀規倫切，音鈞，攸縣新市（陳

立中 2005）讀 kʰuəŋ，諧聲串聯的聲母討論起點上溯舌根塞音。 
89 諧聲的船母字「贖」靈川三街、漢越語和龍州上龍分別讀作 tsu、tʰukm、sok（李連進 2000：

378）。 
90 《說文》「動」：作也，从力重聲，而「重」《廣韻》劃歸澄母，塞擦音讀其來有自。 
91 諧聲字「垂錘捶」攸縣（陳立中 2005）讀 kʰy，因為舌根塞音唇化（參注 81）「唾」平南雅埠

（謝建猷 2007：314）讀 pʰuoi，若將中古字母視為語音討論起點只能訴諸原因不明的塞音部位移

轉，兩種分析高下立判。 
92 「底抵牴」和「低」諧聲，《廣韻》都劃歸蟹開四端母，北京話今讀 ti，聲調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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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舌尖塞音，從「」93 今北京話三讀 tʂʰʅ、ʂʅ、i（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字

典）看來，塞擦音另線簡化走向擦音。在諧聲字語音起點相同的前提下，「氐」的

聲母討論起點或可上溯舌根塞音，證據來自平南雅埠（小學堂）「低」兩讀 tiɛ、

kɛ，都帶陰平調，94 印證漢語方言普遍的舌根塞音、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的

系列演變。音變的速度或因方言而異，合肥「低底抵牴」及漢韓語（李得春 

2005）「底」聲母都讀塞擦音可能存古。再從「適」95 的方言音讀發想： 

(58) 適  kʰɯ 又  雷古坊（孫立新 2014） 

  ʂʅ/tʂʰʅ  興鎮（同上） 

  tʰeȶ 漢越語（李連進 2000：345） 

  seiʔ 文/teiʔ 白 福州 

並在諧聲串聯的架構下審視合肥「帝」讀 tsɿ、「啼蹄」讀 tsʰɿ 或是存古的可能

性。「適」：《說文》从辵啻聲，《廣韻》劃歸章端書母，昭示塞擦音的雙線簡

化。「啻」：从口帝聲。聲符「帝」《廣韻》劃歸端母，根據 (59) 臚列的幾個諧

聲字加上「 」：《集韻》丁結切，音窒（北京話今讀 tʂʅ），塞擦音簡化的脈絡

顯而易見： 

(59) 諦：从言帝聲。 蟹開四端母 ti 

締：从糸帝聲。 蟹開四定母 ti 

啻：从口帝聲。 止開三書母 tʂʰʅ 

雖然「啼」：〔古文〕謕《說文》同，「啼」：〔古文〕蹏，96 基於同音簡化

字形的手法司空見慣。文獻著眼特定方言的共時音韻，端透定母讀作塞擦音訴諸音

變；本文側重歷時音韻，兼納橫向的方言對比及縱向的文獻析理，主張端透定母讀

作塞擦音反映存古。 

                                                 

93 一般寫作「舐」，北京話讀 ʂʅ。 
94 「低」：从人氐聲，「�」：塞口也，从口，氐省聲。氐音厥。 
95 《廣韻》歸章端書母見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三種音類。 
96 「謕」中古劃歸蟹開四透定母、止開三心母，北京話今讀 tʰi、sɿ，「蹏啼蹄」中古都劃歸蟹開

四定母，北京話今讀 t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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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釋親》97 父之晜弟，98 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晜」：《廣

韻》古渾切，北京話今讀 kʰuən。99 新華平地瑤語（劉鳳麗 2010：52）「第」讀

tuei、「梯剃」讀 tʰuei，浦北小江（顏麗娟 2008）「弟第」讀 -uai，對照北京話

今讀反映合三淵源。從 (60) 可見「梯」涵蓋舌尖、舌根兩種塞音，若將中古聲母

視為語音討論起點，塞音部位移轉的語音理據何在不好解釋；若從舌根塞音出發，

諸多方言音讀藉由塞擦化、塞擦音簡化一一收編。有鑒於此，「弟第涕剃」合肥讀

塞擦音未必是後起的演變。 

(60) 梯 kʰue 樓~ 上猶（劉綸鑫 1999：577）100 

 tʰy 白/ʨʰy 如皋（鮑明煒、王均 2002：90） 

 tsʰɿ 合肥 

 tʰi 北京 

 tʰuɛi 武平（李如龍、張雙慶 1992：41） 

从示虒聲的「禠」《集韻》翹移切，音祈、常支切，音匙、相支切，音斯，101 顯

示舌根塞音、塞擦音、擦音的系列音讀。又諧聲字「 」《集韻》賞是切，音弛、

田黎切，音題、相支切，音嘶，从衣虒聲的「褫」《廣韻》劃歸徹澄母，从鼠虒聲

的「鼶」兩讀定心母。基於諧聲字語音起點相同，从辵虒聲的定母字「遞」合肥今

讀塞擦音應是存古。個別漢字的演變路徑和速度容或不同，中古收錄未必全面，也

未必代表語音起點。另外，「池弛馳」的方言今讀（見 (61)）同樣展現舌根塞

音、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的差異，「馳阤地施」的中古聲母分類（見 (62)）

也披露塞擦音以降的諸多演變，因此合肥「地」讀 tsɿ 恐非音變而是存古。除了富

平美原，其餘語料取自小學堂。 

                                                 

97 以文字考慮，《爾雅》最有可能在周秦之際，漢武帝（已見《爾雅注》）之前成書。 
98 「昆」：《說文》同也，从日从比，《廣韻》兄也，後也，同也。「昆弟」意指兄弟應為「晜

弟」同音替代。又衍生自「晜」的「�」北京話今讀 pʰi。 
99 又��：古文雉字，「雉」《集韻》一讀口駭切，音鍇，台山台城（小學堂）今讀 kʰi，間接反

映聲符「弟」的舌根塞音淵源。 
100 龍南、全南、寧都、石城等客贛方言也讀舌根送氣聲母。另外，「階」上猶讀 kæ，龍南、全

南、寧都、石城都讀 kai（劉綸鑫 1999：119），應非本字。 
101 「禠」又讀余支切，音移、下文「 」又讀演爾切，音迤，聲母歸零前應歷經如「 」的曉母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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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池弛 kʰi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池馳 ʥi 玉山 

  dzɿ  靖江 

  tɕi 慶元 

  tsʰʮ  仁化 

  tʃʰi 桂平縣城 

  tʰi 斗門斗門鎮 

  ʃi 連山布田 

  zʮ  蘇州 

(62) 馳：从馬也聲。102 止開三澄母 tʂʰʅ 

阤：从阜也聲。 止開三澄母、止開三書母 tʂʅ 

地：从土也聲。 止開三定母 ti 

施：从 也聲。 止開三書母、止開三以母103 ʂʅ、i 

根據《說文》「堤題提」諧聲，聲符「是」歸禪母，今廈門文白異讀 si、tsi。

「堤提」中古又歸禪母，前者北京話今讀 ʂʅ、後者讀 tʂʰʅ。再者，从羽是聲的

「翨」《廣韻》居企切，音、施智切，音翅；从竹是聲的「 」《集韻》堅奚

切，音雞、常支切，音匙、田黎切，音題；从示是聲的「禔」《集韻》章移切，音

支、常支切，音時、田黎切，音題。按照文獻普遍的構擬，橫向的舌根塞音、塞擦

音、舌尖塞音、擦音四種聲母反映縱向的連續音變，合肥「堤題提」讀 tsʰɿ許是古

音遺存。又聲符「勺」104 幾個諧聲字的北京話今讀見證塞擦音的雙線簡化： 

(63) 酌：从酉勺聲。 宕開三章母 tʂuo 

釣：从金勺聲。 效開四端母 tiau 

妁：从女勺聲。 宕開三章禪母 ʂuo 

端母字「的」：《說文》作旳，从日勺聲，漢韓語（李得春 2005）讀 tsək 應為存

古。值得一提的是：方言材料顯示諧聲系列的聲母討論起點上溯舌根塞音，參酌今

                                                 

102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5）以母字「也」文讀 gie。 
103 仙游（李如龍 2001：144）兩讀 tsʰi 姓/hi~捨，後者來自 si，見證口腔發音部位解除（詳見第四小

節），《廣韻》一讀以母肇因於聲母進一步歸零。 
104 《廣韻》兩讀宕開三章禪母，北京話今讀 ʂ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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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約」一讀 ye、「酌灼」讀 tʂuo，合三淵源一目了然，因為舌根塞音逢 y

唇化、後續因應唇音限制衍生的韻母演變，加上入聲消失，「豹」中古劃歸效開二

幫母，「杓」歸效開三幫滂母。105 諧聲字聲母音讀看似殊異，實則循規蹈矩。 

(64) 約  giok 公~ /gio 猜測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4、66） 

酌灼 kio 白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 

勺  kui   福安（游文良 2002：196） 

  kao~子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300） 

芍  kao~藥  同上 

接著考慮端母字「鳥」的方言今讀，若將中古聲母視為演變起點終將窒礙難行，不

僅濁化與漢語方言清化的演變大勢背道而馳，塞音部位移轉的語音理據何在也是難

題。 

(65) 鳥  giau 香港西貢（李如龍、張雙慶 1992：69）106 

  giɯ 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34） 

  ʨyə 溫州江北（張淑萍 2014：200） 

  tsiau 廈門 107 

  ʨʰiɔ 白 張掖（王曉斌 2011：25） 

  tiau 白 北京 

  duei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2） 

「 」：《集韻》鐵古作 ，依照字形結構當衍生自从戈雀聲的從母字

「截」。宜章大地嶺（劉祥友 2008：106）「雀」讀 kʰye、桂南平話（謝建猷 

2001：42）「截」讀 kʰɐt，或為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25）「鐵」讀 kʰi 提

供了一絲線索，漢韓語（李得春 2005）「鐵」讀 tsʰəl可能是透母前身。再看聲符

「失」的諧聲串聯，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俱足： 

                                                 

105 中古又讀梗開四端母及宕開三禪母，北京話今讀 ti、ʂau。 
106 「梟」：《說文》不孝鳥也，从鳥頭在木上，《廣韻》劃歸效開四見母，多少佐證同韻字「鳥」

的舌根音讀。又新田青龍（樂虹 2007：41）、明溪（小學堂）「鳥」分別讀作 ye、iau，聲母歸

零的原因或同下文「佚軼」。 
107 根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字典，「 」今北京話兩讀 tu、ʂuei 視為塞擦音簡化的雙線發展。 



細說宜蘭漳州腔 hun55[33]su55的成因及其相關議題 

 

371

(66) 失：从手乙聲。 臻開三書母入 ʂʅ 

：从氐失聲。 臻開三知母入 tʂʅ 

抶：从手失聲。 臻開三徹母入 tʂʰʅ 

秩：从禾失聲。 臻開三澄母入 tʂʅ 

跌：从足失聲。 山開四定母入 tie 

雷古坊（孫立新 2014）「秩」讀 kɯ、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讀 kʰi更將聲母討

論起點上溯舌根塞音。从言失聲的「詄」《集韻》徒結切，音迭、弋質切，音逸、

矢利切，屍去聲，除了兼具舌尖塞音、擦音形式，更體現零聲母，本文猜測和从人

失聲的「佚」及从車失聲的「軼」同樣歷經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再歸零的衍化

過程。在諧聲字音讀同源的前提下，個別漢字的演變速度或因方言而異，不排除漢

韓語（李得春 2005）「跌」讀 tsil 反映存古。接著審視聲符「周」的諧聲串聯，

結合方言材料和古代文獻，漢韓語（李得春 2005）「調」讀 tso 應非後起的音

變。 

(67) 周  kou 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 

綢稠  kʰou （同上） 

  tʂʰou 北京 

  tiu 廈門108 

  sou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161） 

  ʃɐu 蒼梧本地話（鐘梓強 2015） 

(68) 綢：从糸周聲。 流開三澄母、效開一透母 tʂʰou、tʰau 

稠：从禾周聲。 流開三澄母 tʂʰou 

調：从言周聲。 流開三知母、效開四定母 tʂou、tiau、tʰiau 

聲符「兆」及其諧聲串聯的聲母討論起點也是舌根塞音，詳見 (69) 方言材料： 

(69) 兆  kau 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 

  kɔ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晁  kʰiɔ （同上） 

                                                 

108 廈門「稠」白讀 t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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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giau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9） 

挑  kʰiau~擔母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3） 

桃  kɔu  藻敏勉話（鄭宗澤 1990）109 

跳  kuai~房 修水（劉綸鑫 1999：448） 

  khiu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48） 

基於諧聲字音讀同源，參酌 (70) 聲符「兆」自塞擦音以降的演變，定母字「桃」

大坪江勉語（鄭宗澤 1990）讀 ʨa:u、沁縣（張振鐸 1990）讀 ʨʰiɔ；「跳」漢韓

語（李得春 2005）讀 tso、富川八都（小學堂）讀 tsʰəɯ、陽新（李如龍、張雙慶 

1992：69）讀 tsʰiø 應屬存古。 

(70) 兆  ʥiau 全州縣城（謝建猷 2007：589） 

  tʂau 北京 

  tʃiu 桂平縣城（小學堂） 

  siu/tsiu 寶安沙井（同上） 

  tiau 廈門 

  ʃiu  貴港南江（小學堂） 

總的來說，端透定母讀如塞擦音未必是音變使然，存古的可能性必須正視，但過度

概化 (overgeneralize) 則失之偏頗，比方「太」及其諧聲串聯筆者迄今未見舌尖塞

音以外的形式。(71) 臚列更多端透定母讀作舌根塞音的字例，並嘗試從諧聲的角

度提供一點思考： 

(71) 端母： 妒 kou 潮州 

  到 kau 俗 廈門、潮州、福州 

  倒打~ kɔ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24） 

透母： 糶 khiu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47） 

  舔 kEm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189）110 

                                                 

109 「桃」：《集韻》徒刀切，音陶、他彫切，音祧、上與切，音墅、直紹切，音趙，揭示塞擦音簡

化痕跡。 
110 從諧聲的角度著眼，透母字「 ~筆」臨桂五通讀 tɕan、百色那畢讀 tim（李連進 2000：189）揭

示舌根塞音塞擦音繼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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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 kʰan 洞口城關（龍海燕 2008：279） 

  禿 kʰuʔ 樟坪畲語（吳中杰 2004：150） 

定母： 掉 khiu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48） 

  突 kʰuɯ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66） 

《說文》从女戶聲的端母字「妒」連山布田（小學堂）讀 dy，西安、武漢和成都

分別兩讀 tu/kou、tou/kou 及 tu/kəu。聲符「戶」中古劃歸匣母字，湘鄉谷水（李

麗穎 2010）讀 gʰu、宜章（陳立中 2003：243）讀 kʰu，再度印證李新魁 (1963) 

曉組上古歸見組的觀點。衍生字「戽~水」浦北縣城讀 kʰəu（小學堂）；从隹戶聲的

「雇」中古一讀見母，北京話今讀 ku。基於諧聲字音讀同源的前提，「妒」讀舌

根塞音就不顯突兀。《說文》「到」：至也，从至刀聲。本文認為應是从刀至聲，

理由如下：（一）左邊部首，右邊聲符才合乎形聲字結構常態，況且「至」非部

首，（二）从艸到聲的「菿」中古同歸知端母，111（三）效開二知母字「 」《說

文》讀若「到」，（四）鑒於「侄姪致」聲母都見舌根塞音（詳例 (72)），廈

門、潮州、福州「到」俗讀 kau、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24）「倒打~」讀 kɔ

的原因就豁然開朗。很可能許慎成書以前聲母已有轉變故而不察，112 中古劃歸端

母應該是塞擦音簡化所致，113  同樣的思考邏輯可以解釋為什麼《說文》不說

「室」从宀至聲，中古劃歸書母但古丈六保話（鄒曉玲 2013）讀 ʨi。 

(72) 侄  kɯ 雷古坊（孫立新 2014） 

姪  kʰi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114 

致  kɯ 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 

  ki 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9）以母字「耀光~躍~進」讀 giau 為諧聲字「糶」的漢越

語今讀下了注腳，廈門「耀」白讀 tsʰio 見證塞擦音形式。對照从日難聲的「 」

                                                 

111 「�」：《集韻》都教切，音罩。「�」：《集韻》�本字。 

112 《說文》「筆」：从聿从竹，「律」：从彳聿聲。參酌成書年代更早的《爾雅》：不律謂之筆，

許慎不說从竹聿聲應該就是礙於聲母，根據「建健鍵」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120）都讀

kyiŋ，「筆」想來歷經舌根塞音唇化。又諧聲字韻類對轉時有所見。 
113 對照「侄」北京讀 tʂʅ、廈門讀 tit、道縣壽雁平話（賀凱林 2003）讀 ɕyE，雙線簡化清清楚楚。 
114 《廣韻》兩讀澄定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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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一讀 kʰuai，从手難聲的「攤」洞口城關讀 kʰan 就不那麼令人詫異。《說

文》「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從匣母字「禾」漳平永福

（張振興 1992：44）、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和定西（孫立新 2014）分

別讀 gue、gʰu、kʰuɤ 莊~：莊稼，可以理解「禿」讀舌根聲母。「罩」海豐語（中西

裕樹  2003：88）讀 kʰɤ、「綽焯」攸縣（李永明  2001：915）讀 kʰyo，加上

「 」廣州話讀 kek、扶綏龍頭讀 kʰek（李連進 2000：338），露出漢越語「掉」

讀如溪母字的一點端倪。最後，漢字組成部件「犬」提供「突」讀 kʰ- 些許的解釋

空間。李冬香 (2005: 42) 指出隆回司門前「突」讀 pfʰu，115 本文猜測來自 tsʰu，

歷經和關中、魯西南（錢曾怡 2001：44）相同或類似的變化。116 進一步對照隆回

鴨田鎮（李冬香 2005：43）「苦褲」讀 pfʰ-，「突」中古劃歸定母很可能源自舌

根塞音塞擦化（橫峰和新餘（小學堂）分別讀作 tɕiɛʔ、tɕʰiɔə），117 繼而簡化成舌

尖塞音。 

相反地，如果將舌尖塞音視為討論起點，(60)「梯」、(65)「鳥」、(69)「挑桃

跳」及 (71) 字例今讀舌根塞音的條件不明，如何服人？再說《說文》从口刀聲的

「召」及其衍生字「昭招118 照詔超」蒲城興鎮和富平美原都讀舌根塞音，119 而

「刀」中古劃歸端母。120「合」《廣韻》同歸見匣母，从鼓合聲的「 」同歸溪透

母，从艸合聲的「荅」則歸端母，凡此種種顯見端透定母讀如舌根塞音說是存古比

較合理。深入挖掘，端母字「多」上古聲母應讀舌根塞音，塞擦化再簡化成舌尖塞

音後為韻書收錄，121 理據如下：（一）从車多聲的「 」《廣韻》劃歸溪母，

（二）昌母字「袳」《集韻》一讀遣禮切，音，（三）从人多聲的「侈」富平美

原（徐朋彪 2011）讀 kʰi，（四）从口多聲的「哆」《廣韻》四讀知徹昌端母、从

多聲的「卶」兩讀昌書母見證塞擦音的雙線簡化。再者，从貝今聲的透母字

                                                 

115 隆回司前門（李冬香 2005：42）透定母逢合口讀 pfʰ 還見：吞 pfʰu 、吐 pfʰu、徒圖 pfʰu、度 

pfʰu、退 pfʰui (pfʰuei)、脫 pfʰua、斷 pfʰuaŋ、團 pfʰuaŋ。 
116 參酌太原、濟南和西安「專」讀 ts 、tʂ 、pf ，「川」讀 tsʰ 、tʂʰ 、pfʰ 。 
117 祁門（平田昌司 1998：138）「突」讀 tʰy:ə，為其他方言的齊齒呼、合口呼音讀提供了背景。 
118 「招」《集韻》一讀祁堯切，音翹。 
119 《說文》「釗」：从刀从金，《廣韻》同歸章見母也反映舌根音淵源。「初」：从刀从衣，很可

能也不是會意字。筆者猜測兩者曾經都讀刀聲，因為聲母演變許慎不察。 
120 參酌 (30) 字例見證塞擦音簡化。 
121 基於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號」讀 gʰɤ，从食號聲的透母字「饕」想必演變歷程相

同。又从金占聲的「鉆」《廣韻》兩讀群透母，而章母字「占~地方」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讀

kã；从邑奠聲的澄母字「鄭」富平美原（徐朋彪 2011）讀 kəŋ、蒲城興鎮（孫立新 1992）讀

kʰəŋ，聲符「奠」分屬端定母，林林總總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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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上古也讀舌根塞音，122 論證基礎在於：（一）聲符「今」和从矛今聲的

「矜」中古同歸見母、从衣今聲的「衾」則歸溪母，（二）从山今聲的崇母字

「岑」漳州（馬重奇 1996）白讀 kʰim 姓，（三）从心今聲的泥母字「念」香港西

貢（李如龍、張雙慶 1992：86）讀 giam、123 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2：29、

39）讀 geiŋ/gyeiŋ、甘谷（馬建東  2015：306）讀 tɕiɛn (< kiam)。 124（四）

「欿」：《說文》欲得也，从欠臽聲，讀若貪，《廣韻》劃歸匣母，今北京話讀

kʰan，與从心臽聲的溪母字「惂」同音，加上从�臽聲的匣母字「陷」湘鄉金藪

（蔣軍鳳 2010：68）讀 gʰa，从門臽聲的以母字「閻」廈門讀 giam。此外，从糸

冬聲《廣韻》劃歸章母的「終」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讀 kuəŋ、張掖（王曉斌 

2011：35）讀 kuən、北京話今讀 tʂuəŋ 反映舌根塞音塞擦化，从鼠冬聲的章母字

「鼨」《集韻》兩讀之戎切、徒冬切昭示塞擦音簡化，端母字「冬」和定母字

「疼」一脈相傳。在在凸顯不能拘泥韻書分類，否則治絲益棼如何廓清音韻演變脈

絡？ 

八、心邪生書母 

本節檢視心邪生書母讀如塞擦音、舌根塞音甚或舌尖塞音。先看廈門部分心母

字文讀擦音、白讀塞擦音： 

(73) 泄 siɛt 文/tsʰuaʔ 白、粟 siɔk 文/tsʰik 白、鬚 su 文/tsʰiu 白、腮鰓 sai 文/tsʰi 白、 

髓 sui 文/tsʰe 白、臊 so 文/tsʰo 白、羞 siu 文/tsʰiu 白、鮮新~ siɛn 文/tsʰĩ 白、 

癬 siɛt 文/tsʰũã 白、星腥醒 siŋ 文/tsʰĩ 白 

澄城（孫立新 1994）非常特別，心母細音前讀 s、洪音前讀 t，對照上列廈門心母

字白讀塞擦音，雙線簡化明明白白。125 

                                                 

122 參酌从林今聲中古兩讀徹生母的「棽」。 
123 从口今聲的疑母字「吟」廈門讀 gim，有關鼻音聲母的歷時演變另文闡述。 
124 衍生字「趝」《廣韻》劃歸咸開四見母，今北京話讀 tɕiɛn，又从口念聲的「唸」和从言念聲的

「諗」分屬端書母見證塞擦音的雙線簡化。 
125 漢越語（李連進 2000）心邪母多讀 t、書母多讀 tʰ，無關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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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a. 些 sia、寫 sie、泄薛楔 siɛ、消簫蕭 siɔ、鮮~為人知，新~癬 siã、信迅 

si 、箱鑲象像相丞~ siaŋ、星腥性姓 siŋ 

b. 撒飯~了薩撒~種，~手灑颯 ta、塞往進~嗇澀 tei、私思司打官~斯撕廝絲死四肆 

tɯ、騷臊~氣難聞嫂掃掃~帚臊~子，害~騷搗蛋 tɔ、三參散懶~傘鏾~子散分~ tã、桑文 

喪~事嗓搡推~喪~失 taŋ、桑白唆蓑索嗦鎖瑣嗩 tuo、雖綏髓歲碎 tuei、嵩

慫聳宋送 tuəŋ 

心母字「癬屑」的方言材料也呈現舌根塞音、塞擦音、舌尖塞音、擦音的系列音

讀： 

(75) 癬  kEn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217） 

  sian 文/tsʰuã 白 廈門 

  ʨʰyẽ 簡陽踏水（鄭玉華 2013：176） 

  tʰien 邵武（李如龍、張雙慶 1992：97） 

  ɕyan 北京 

  suaŋ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17） 

(76) 屑  kEp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230） 

  kʰe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27） 

  tsɐi 不~，木~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759） 

  tsʰɐi 不~，木~ 富川七都（同上） 

  tEt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30） 

  ɕiE 文/sɔ:白 平樂青龍（同上） 

接著進一步闡釋「癬」的聲母發展始末。《說文》「癬」：乾瘍也，从疒鮮聲。

「鮮」廈門文白異讀 siɛn、tsʰĩ，和「癬」漢越語同讀 tEn（李連進 2000：217），

中古劃歸心母來自塞擦音簡化。雖然《說文》「鮮」：从魚，羴省聲，126 本文主

張从魚羊聲，理由如下：（一）金文就是魚、羊的字形組合，（二）从女羊聲的

「姜」和从人羊聲的「羌」《廣韻》都歸宕開三，分屬見溪母，（三）龍巖城關

（郭啟熹 1996：92）「羊文洋文佯」讀 giaŋ，（四）《說文》未收錄但見《墨

                                                 

126 即用省略了兩個「羊」的「羴」作聲旁。山開二曉母字「羴」及衍生的山開二初母字「羼」北京

話分別今讀 ʂan、tʂʰ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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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莊子》等的「佯」《廣韻》劃歸以從母，（五）「痒」：瘍也，从疒羊

聲，《廣韻》劃歸以邪母，《集韻》膚欲搔也，或作「癢」，127 今廈門文白異讀

iɔŋ、tsĩũ 切合中古分類，（六）諧聲的邪母字「祥詳」博白縣城、開平赤坎（小學

堂）、潮州分別讀作 tsʰiaŋ、tʰiaŋ、siaŋ 舉證塞擦音的雙線簡化。此外，橫縣橫州

（李連進 2000：303）「羊洋」讀 heŋ 肇因於塞擦音簡化後擦音部位移轉，128 旁

證昭平馬江（鄧險峰 2008）「癬」讀 fin (< xuin < suin < syn < tsʰyn)。許慎囿於共

時音韻，加上缺乏大規模的方言蒐羅，自然錯失歷時的演變軌跡，本文認為當時

「鮮」、「羊」聲母有別，羴省聲多半穿鑿附會。129 

一如心母，澄城邪母細音前讀 s、洪音前讀 t，與例 (16) 西河不同；雙峰邪

母兼具塞擦音、塞音和擦音三種音讀。 

(77) 澄城： 習席 si、餳 siŋ 

  巳祀辭詞飼 tɯ、隋隨遂毛~，~心 tuei、松頌訟誦 tuəŋ 

雙峰： 邪斜 ʥio、辭詞祠似祀寺飼 dzɿ、囚 ʥiʊ、旋~轉 dzuĩ/tsʰuĩ、尋

ʥiɛn、循旬巡 dzuan、祥詳翔像象 ʥiɒŋ、誦頌訟 dzan、徐序敘

緒隨隋穗遂 ʥy/dy、袖 ʨʰiʊ 文/ɕiʊ 白、夕習 ɕi、襲 se 文/ɕia 白、席 

ɕi 文/ʨʰio 白、橡 ɕiɒŋ、松 san 文/dzan 白 

邪母字「祀130 斜131」的討論起點更上溯舌根塞音，方言材料如 (78)-(79)： 

                                                 

127 以母字「癢」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2）讀 giaŋ 文、通霄客語（李存智 1994）讀 gioŋ，舌根

塞音（或經濁音清化）塞擦化後的諸多形式如下：麻溪鋪和八什坪（楊蔚 2010：258）分別讀

dzoŋ 與 dʑiẽ、建甌讀 tsiɔŋ 白、明溪讀 tsʰioŋ 白，塞擦音簡化見泰寧城關 tʰioŋ 單字讀/sioŋ 白、常山 zõ

及遂昌 ʑiɔŋ（小學堂），發音部位從口腔移至聲門見橫縣橫州讀 hEŋ（小學堂），其後聲母歸零

語料俯拾即是，顯示語音演變循序漸進，有條不紊。 
128 參酌「向」中古同歸書曉母，而从食向聲的書母字「餉」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299）今讀

hEŋ 忠實反映聲符走過的演變路徑，只是速度較慢。 
129 《說文》匪夷所思的還有「薅」：从蓐，好省聲、「季」：从子，从稚省，稚亦聲、「牄」：从

倉爿聲、「錦」：从帛金聲、「磔」：从桀石聲，不一而足。尤其，「牆」：从嗇爿聲、

「薔」：从艸嗇聲，更顯矛盾。 
130 从走巳聲的「起」《廣韻》劃歸止開三溪母。 
131 諧聲字「余餘」通霄客語（李存智 1994）讀 gi，「除」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49）讀 gy、

嶽陽（陳淩 2011）讀 ky、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讀 kʰ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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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祀  køi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104） 

  ki 南寧亭子（同上） 

  tsi 文/kʰi 白 中山三鄉（小學堂） 

  su 文/tsʰai 白 廈門（同上） 

  dzu 石陂（同上） 

  tʰy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8） 

  sɿ  北京 

(79) 斜  kʰuɛ 劍川金華（鐘江華 2014） 

  ʥyɤ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ʨʰya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8） 

  ʧye 臨桂五通（謝建猷 2007：343） 

  sia 文/tsʰia 白 廈門 

  tia 文昌（謝建猷 2007：279） 

  tʰy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8） 

  zei 溫州 

  ɕyɛ 勛縣（王玉霞 2009：28） 

  sɛi 全南城廂（劉綸鑫 2001：190） 

生母字「篩」從化呂田（小學堂）讀 tsʰei、廈門讀 sai 文/tʰai 白，「森」平南雅

埠（小學堂）讀 tsʰim、澄城讀 t 、北京話兩讀 sən、ʂən，「滲」龍州上龍讀 

tsɐm、鬱林福綿讀 tɐm、廣州市區讀 sɐm，132「衫」海口閩語（張光宇 1989）讀

ta、梅縣讀 sam，133 方言橫向比較見證塞擦音簡化，特定方言的雙線發展見漢越語

（李連進 2000），舉例如 (80)： 

(80) 省~長省節~ tiȵ、縮 tukm 

蒐瘦 tʰɤu、漱~口 tʰokm、滲 tʰɐm、栓閂 tʰɔan 

沙 ʂa、灑 ʂai、傻 ʂɔa、瑟蝨 ʂɐk、生牲笙甥 ʂaȵ 

                                                 

132 梅縣「滲」讀 səm/tsʰam、廈門「搜」讀 sɔ 文/tsʰiau 白、「生」讀 siŋ 文/sĩ 白/tsʰĩ 白 顯示個別方言音

韻層次的疊積，另外「產」南昌讀 tsʰan、梅縣讀 san 同樣見證塞擦音簡化成擦音。 
133 中古音韻分類相同的「杉」梅縣讀 tsʰ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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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產傻澀」還見舌根塞音淵源，「產澀」的後續演變不必贅述，「傻」則明

顯再歷經擦音部位移轉然後歸零。134 

(81) 產  kʰin 海豐畲語（中西裕樹 2003：82）135 

  ʨʰya 丹寨（王貴生 2007：76）136 

  tʂʰan 北京 

  tsʰan 南昌 

  tʰãi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137 

  san 梅縣 

(82) 澀  kiap 馬山片聯（謝建猷 2007：692） 

  ʥi  衡山馬跡（王曦 2008） 

  ʨyei 丑溪口（楊蔚 2010：237） 

  ɕyɛ  麻溪鋪（同上） 

  siap 廈門 

(83) 傻  kua 蒲城興鎮（張維佳 2005：79） 

  ʨʰyɛ 江永河淵（謝玄 2004：27） 

  sua 永福桃城（謝建猷 2007：349） 

  xa 東安高峰（曾芳 2007：39） 

  iɐu 崇左四排（謝建猷 2007：348） 

廈門書母部分文白異讀擦音、塞擦音，部分僅讀塞擦音： 

                                                 

134 同理，書母字「舂」雲和（小學堂）讀 ioŋ、「伸」寧遠北路（李文 2008：34）讀 ie。一如

「廈」在橫縣橫州、富寧剝隘、馬山喬立及賓陽蘆墟（李連進 2000：15）分別讀作 sa、ha、ia、

ȵia，「傻」的演變路徑也終至鼻音增生（理論細節擱置），比方富川七都、八都（謝建猷 

2007：349）讀 mɔ、ma，凱里（王貴生 2007：31）讀 ŋa，北流唐僚（小學堂）「澀」讀 ȵap

應無二致。 
135 《說文》「產」：生也，从生，彥省聲。所謂「省聲」就是取同音字做聲符，但在結構上未取全

形，只取部分。「彥」廈門今讀 gan 和海豐語「產」讀 kʰin，不僅聲母同為舌根塞音，韻母都

歸山攝，淵源頗深。 
136 「鏟剷~嘴巴：使勁打嘴巴」也讀 ʨʰya。 
137 「鏟」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80）讀 tʰyiŋ、泰順（秋谷裕幸 2005：49）讀 tʰiaŋ 以及

「剷~草」仙游（李如龍 2001：153）讀 tʰyã 白、臺閩語（筆者母語）讀 tʰuã 同樣見證塞擦音簡化

成舌尖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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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試 si 文/tsʰi 白、書 su 文/tsu 白、舒 su 文/tsʰu 白、叔 siɔk 文/tsik 白、 

水 sui 文/tsui 白、少 siau 文/tsio 白、笑 siau 文/tsʰiau 白、手首 siu 文/tsʰiu 白、 

守 siu 文/tsiu 白、申伸 sin 文/tsʰun 白、嬸 sim 文/tsim 白、升 siŋ 文/tsin 白 

鼠 tsʰu、深 tsʰim、舂 tsiɔŋ 文/tsiŋ 白 

漢越語書母體現塞擦音的雙線簡化，舉例如 (85)： 

(85) 升 tɐŋ138 

書舒暑鼠黍庶恕 tʰɯ、識式 tʰɯk、叔束 tʰukm 

奢賒捨舍 sa 

赦 ʂa、飾 ʂɯk 

此外，書母字「舂伸束」的諸多方言形式同樣披露舌根塞音、塞擦音、舌尖塞音、

擦音的系列演變： 

(86) 舂  kʰuəŋ 攸縣新市（陳立中 2005） 

  tɕiei 八什坪（楊蔚 2010：268） 

  tsuŋ 南昌 

  tsʰuŋ 樂平（劉綸鑫 1999：227） 

  tuŋ 高安（同上） 

  suŋ 寧都（同上） 

  ɕyɑ 壽昌（曹志耘 1996：84） 

(87) 伸  kʰueŋ 連城（程俊源 2014）139 

  ʨʰye 伸長 泰順（秋谷裕幸 2005：50） 

  sin 文/tsʰun 白 廈門 

  tʰɐn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59） 

  suan 江華寨山（劉祥友 2008：52） 

(88) 束  kʰiei  湘鄉（李永明 2001：230） 

  ʨʰiʊ 雙峰140 

                                                 

138 為漢越語書母讀 t 孤例。 
139 許慎的時代「申伸呻」想必不讀舌根塞音，所以《說文》未標註溪母字「坤」从土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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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ʧʰʊk  廣州 

  tsʰou 武漢 

  tʰəu 會同（李永明 2001：656） 

  su 建甌 

李存智 (2011) 以時間、地域、音變類型解釋擦音字母與塞音（含邊音）、塞擦音

的關係，並認為擦音字母的塞音讀法早於塞擦音類型，塞擦音類型異讀又早於擦音

讀法，此種語音邏輯順序有漢語文獻記錄與方言發展事實支持。本文大致認同上述

觀點，不過塞音部位與其他音類的順序關係密切，舌根塞音最早出現，舌尖塞音和

擦音都是塞擦音簡化的產物。 

九、結語與討論 

本文根據諸多方言材料，訴諸舌根塞音塞擦化、塞擦音簡化、口腔發音部位解

除三條規律，解釋宜蘭漳州腔「身軀」今讀 hun55[33] su55，並根據規律演變的邏輯

順序推測可能的方言形式，最終一一獲得證實。本文還主張以諧聲為軸，適度跳脫

中古分類，再依循方言橫向比較的內在邏輯，合理演繹語音的縱向發展。兩個理論

意義是：（一）有別於文獻將部分端透定母字讀作塞擦音視為後起的音變，本文論

證不排除存古。（二）方言偶發的端組塞音讀如見組、見組塞音讀如端組，並非單

純的塞音移轉，而分別體現舌根塞音塞擦化及塞擦音簡化的未然和已然。 

一個立即面臨的問題是：為什麼端透定來母、精知莊章組部分轄字都有舌根塞

音淵源？141 (89) 所列《廣韻》聲母字數提供了思考方向： 

(89) 幫組：幫 861、滂 654、並 1118 

端組：端 614、透 540、定 1022 

見組：見 2029、溪 1071、群 716 

曉組：曉 1112、匣 1312 

                                                 

140 諧聲字「娕敕誎」《廣韻》分別劃歸初徹清母，「梀」同屬清徹心生母，對照心母字「速」歙縣

（平田昌司 1998：75）今讀 tsʰo，塞擦音簡化班班可考。 
141 因為舌根塞音唇化，幫非組亦然，細節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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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二個現象：（一）並母字多於幫滂母字，定母字多於端透母字，群母字卻

明顯少於見溪母字，142（二）見母字多於幫端母字，143 溪母字多於滂透母字，群

母字卻明顯少於並定母字。本文先試圖解釋為什麼群母字數特別少，因為清濁加上

送氣與否，上古漢語同部位塞音應有四種對立（詳後），到了中古只剩三種，所以

並母字多於幫滂母字，定母字多於端透母字。濁塞音比清塞音有標 (marked)，從

語言出現頻率看，前者相對少見；從語言習得看，前者較晚出現；從音系簡化看，

前者傾向消失。《廣韻》幫端組濁塞音遠多於個別清塞音，看似違反語言普遍現

象，實乃歷時演變所致。除了端透定來母、精知莊章組部分轄字方言今讀 g-，曉

組的歷時演變也對群母字明顯少於見溪母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新魁 (1963) 

宣稱曉匣上古歸見溪群，基於濁音清化的原則可從 (90) 三個曉母字的方言材料推

溯聲母討論起點 *g，進一步的佐證見 (91)。144 

(90)   kya 仙游（李如龍 2001：145） 

  kʰya 沙縣（李如龍 2001：286） 

轟  kuɐŋ 廣州、陽江 

  kʰuaŋ 連縣四會（張曉山 1994） 

黑  kja 金門勉話（鄭宗澤 1990） 

  kʰei 瀘溪鄉話（鄒曉玲 2013） 

  git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17）145 

(91) 歪  guai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7）146 

昏  gun 白，暈倒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3） 

枵  giau 肚空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0） 

戇  goŋ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94）147 

歡  gyan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96） 

                                                 

142 尤其群母字大約只占見母字的三分之一。 
143 見母字超過幫端母字數倍有餘。 
144 龍巖城關、漳平永福和過山瑤話音系都有 k/kʰ，曉母讀 g 至為關鍵。但本文無意宣稱曉母字都來

自 *g甚或 *gʰ（詳後），溪母擦化不容抹煞。 
145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2、74、80、85、88、89、95、98）匣母部分亦讀 g，例如：畫白話白

划白，~船 guɛ、禾白 gue、肴淆 giau、完丸文皖 guan、渾白，~水 gun、螢文 gin、螢白 giã、黃 gũi、換白

guã。 
146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13）也讀 guai。 
147 《廣韻》又讀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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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堯」的部分諧聲串聯為例，g 濁音清化依送氣與否一分為二，kʰ 擦化即為

曉母。 

(92) 翹：从羽堯聲。 群母 

驍：从馬堯聲。 見母 

趬：从走堯聲。 溪母 

曉：从日堯聲。 曉母 

漢語方言常見曉母字存古讀如溪母，例如： 

(93) 欣掀 kʰin 豐陽（小學堂） 

歡喚煥 kʰuɐn 龍勝紅瑤（同上）148 

葷  kʰuaŋ 鍾山公安（同上）149 

麾揮輝徽 kʰw
Ei 南寧亭子（同上） 

昏婚 kʰwən 扶綏龍頭（同上） 

熏薰勛 kʰuɐn 連山布田（同上） 

亨  kʰəŋ 百色那畢（同上） 

休  kʰiau 賀州九都（同上） 

毀  kʰui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歇蝎 kʰiet 英德（邱前進、林亦 2007） 

犧熙希稀喜嬉戲 kʰi （同上） 

訓  kʰuan 信都鋪門（謝建猷 2007：861） 

喝  kʰua~酒 平南雅埠（謝建猷 2007：1586） 

楦  kʰuẽi 鞋~子 道縣梅花（沈明、周建芳 2017） 

鄺  kʰuaŋ 北京 

豁  kʰyt 桂平山塘山（凌海波 2009） 

霍藿郝 kʰuak （同上） 

火  kʰuai 白 泰寧（陳章太、李如龍 1991：238） 

                                                 

148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匣母字「換」讀 gʰuɛ，基於諧聲字音讀同源，曉母字部分溯及 

*gʰ（詳後），演變路徑應是 g ʰ → g → kʰ → x/h。 
149 諧聲的匣母字「渾」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讀 gʰu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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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呼 kʰu 臨武楚江（尹凱 2014） 

旭  kʰiəu 瀏陽澄潭江（貝先明 2005：89） 

虎  kʰu 建甌 

花  kʰo 白 溫州 

靴  kʰuɔ 福州 

薅  kʰau~草 臺閩語 

今北京話「迄」讀 tɕʰi、「朽」一讀 tɕʰiou、「況」讀 kʰuaŋ 亦然。依循 (g →) kʰ 

→ x/h 的後半規律，廣州話溪母多數讀如曉母 h 眾所周知，150 據此思索《廣韻》

溪母字數約是見母折半或可理解。鑒於雙峰型 x/ɣ 和蘇州型 h/ɦ 曉匣分立，並考慮

語音規律的平行性，匣母應是 gʰ → ɣ/ɦ 的產物，方言材料支持匣母的討論起點上

溯 *gʰ： 

(94) 划  kɛ  昭平（黃群 2006）151 

  kʰua 博白縣城（謝建猷 2007：1183） 

  guɛ~船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72） 

  gʰo~船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蟹  kuai 螃~ 萍鄉（馬春玲 1996） 

  kʰuai 新餘（王曉君 2010） 

  guai 兩岔河（李星輝 2004：48） 

  gʰai 平江（陳立中 2003：260） 

處州方言（王文勝 2008：215）匣母部分讀如群母，152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

68）匣母多讀 gʰ，字例分列如 (95)-(96)： 

(95) 糊：gu 遂昌黃沙腰、guo 遂昌應村 

懷：gua遂昌黃沙腰、guɒ 雲和安溪 

                                                 

150 少數進一步歸零或逢合口讀 f。 
151 「划」《廣韻》又讀見母，因為舌根塞音唇化，今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讀 pia、惠東畬語

（吳中杰 2004：109）讀 pʰia、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讀 bɤ。 
152 廈門曉母部分讀 kʰ，例如：吸呼白許白，匣母部分讀 k（多是白讀），例如：合峽划~船滑糊懷繪

號~碼猴厚含寒鹹銜~冤懸汗縣行~走莖，溪群母音讀體現曉匣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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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ga 景寧英川 

厚：gu遂昌黃沙腰、gəɯ 雲和赤石、giɯ 縉雲大洋 

含：gəŋ遂昌黃沙腰、gɛiŋ 龍泉八都、gaŋ 龍泉城北 

峽：gaʔ 遂昌應村、gɒʔ 松陽象溪、gɔʔ 龍泉八都 

汗：guɛ遂昌黃沙腰、gu  遂昌垵口 

滑：guaʔ 遂昌黃沙腰、guɒ 縉雲雙川 

(96) gʰu：何河和~氣荷禾胡湖壺狐賀禍和~麵戶互護 

gʰia：霞 

gʰo：華划~船畫下劃 

gʰio：夏廈 

gʰa：蟹 

gʰe：害 

gʰɛ：恆痕衡 

gʰue：回茴匯~票會 

gʰua：懷槐淮還環壞 

gʰui：匯~集繪惠慧 

gʰɤ：豪壕毫號呼~侯喉猴浩號后厚候 

gʰiɤ：淆效校學~校上~ 

gʰa：含函鹹閑銜寒韓陷餡限莧 

gʰi：嫌賢現 

gʰuɛ：幻旱罕汗銲換 

gʰuɐn：孩鞋魂餛渾橫~直混 

gʰaŋ：行航杭黃簧皇蝗項巷 

gʰin：行~為行品~形型刑幸杏 

gʰɐn：宏紅洪鴻恨虹 

承上，中古群母字少於並定見溪母字只是表象，而且上古聲母讀作舌根塞音的漢字

應該明顯多於讀作雙唇、舌尖塞音者，即便並非所有漢字都見上古，粗估前者字數

不僅遠遠超出後二者的總和，分別比較其間的差距可能多達數倍之譜。為什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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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的對比本文暫時無解，153 為追求音系的平衡，削強是必要的手段，但是

條件俱足才產生音變，絕非亂無章法。 

總的來說，從上古到中古，聲母演變繽紛多彩，中古字母未必是語音起點，而

是漢語發展長河中的中繼站（李存智 2014）。存在方言差異古今皆然，韻書收錄

大致不過其中一二，與其拘泥材料來源有限又不能清楚表音的古代文獻，面對方言

特殊音讀或束手無策、或牽強附會，不如廣泛比較具體的方言今讀，靈活運用西方

語言學的邏輯辯證，嘗試還原漢語方言的縱向發展。趙元任 (Chao 1968: 99) 明

言：「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變上的階段。所以橫裡頭

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裡頭的差別。一大部分的語言的歷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佈看得

見。」可謂鞭辟入裡。本文並主張以聲符為軸，利用諧聲串聯，佐以宏觀的思考格

局，條分縷析地演繹語音的來龍去脈，毋寧是更值得信賴的研究取徑。 

 

（責任校對：李育憬） 

                                                 

153 一個觀察是：在出生 3到 4 個月的 ah-gooing 或 cooing階段，英語環境裡的嬰兒常發 gu，臺閩語

環境的嬰兒常發 gɨ。語言習得以前，似乎不分中外舌根塞音出現得很早。因為肌肉大些，舌根運

動比舌冠容易（麥傑 私人交流）；嬰兒一呱呱墜地，吃奶需要吸吮，雙唇運動自不待言。韓語

牙牙學語 (babbling) 及單詞 (one-word) 階段，塞音部位都依雙唇、舌根、舌尖的順序攻克 (Jun 

2007)，與 Fromkin, Rodman and Hyams (2011: 339) 針對輔音部位習得的概述吻合。生理機制的

發展是否攸關不同部位的塞音在聲母的出現頻率尚待研究，不過《廣韻》端組塞音轄字最少倒是

不爭的事實。一位外審提到大陸幼童將「蘋果」說成「蘋朵」，筆者見過某習得臺灣華語的 2 歲

小孩有系統地以舌尖塞音替代舌根塞音。塞音部位的習得順序存在跨語言（比較 So and Dodd 

(1995) 及司玉英 (2006)）、個別（比較 Li (1978) 及司玉英 (2006)）差異，語料取得方式、習得

衡量標準、音節位置  (syllabic position)、音素頻率（phoneme frequency，詳 Beckman et al. 

(2003)、Ambridge et al. (2015)）、送氣與否、清濁等都是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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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zhou Dialect and Its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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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wide range of dialect materials, this paper appeals to velar stop 

affrication, affricate simplification, and debuccalization to explain the 

pronunciation of hun33 su55 ‘body’ in the Yilan Zhangzhou dialect. Possible onset 

predictions following logical orders of rule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ialect variation and lexical diffusion are all empirically borne out. With Xiesheng 諧

聲 as a pivot,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synchronic phonologies 

rather than ancient rhyme books. Two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lie in: (a) sporadic 

affricate pronunciations of Middle-Chinese Duan 端, Tou 透, and Ding 定 initials 

reflect ancient relics, as opposed to a later sound change advocat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b) sporadic pronunciations of velar stops for Middle-Chinese Duan, Tou 

and Ding initials and dental stops for Middle-Chinese Jian 見, Xi 溪, and Qun 群 

initials do not simply indicate stop conversion, but rather manifest incomplete and 

complete velar stop affrication and affricate simplific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velar stop affrication, affricate simplification, debuccalization, 

Xiesheng 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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