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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的音類結構與時空擬推：以《諧聲韻學》為例 

 

呂昭明 

 

一、前言：論題的提出 

  假若文獻語料缺乏作者、序文等史料依憑，如何可能判斷文獻間的

譜系關係？面對本文的問題意識，清儒江永《音學辨微．康熙字典等韻

圖辨惑坿錄》提出了如次的觀點（1）1： 

  （1）按等韻圖有三：一曰《內含四聲等韻圖》，二曰《明顯四聲

等韻圖》，三曰《等韻切音指南》。前二圖出自一人，後一圖又出自一

人。三十六字母邦為幫本一音，易邦字者取筆畫少耳。羣為郡，牀為狀，

亦是一音。羣牀平聲，郡即羣之上，狀即牀之去，字易而位不易也。然

平聲明顯，用上去不如用平。而前兩圖填羣於溪母下，填牀於穿母下，

是以最濁者居次清，可怪也。不但此耳，凡次清最濁之字多混填，如強

狂窮渠喬葵勤术，皆誤作溪母。唐騰庭同提徒陶條屯壇甜團頭皆誤作透

母。茶長幢呈重池除鎚陳瀍傳紬，皆誤作徹母。藏牆層曹樵財秦存蠶前

欑全矬，皆誤作清母。乘崇巢柴愁，皆誤作穿母。夫平聲清濁，至易辨

也，而圖之誤偏在平聲，可怪也。謂其盡誤乎？則康阮輕空之填溪下，

台堆吞天之填透下，何以不誤也？何以當最濁位有字可填，而以圈空之

也。故前兩圖宜去，不宜存之之以滋惑也。 

  暫且不論江永於音理解釋的相關問題，細讀（1）的文字內容，其

要點在於江永選擇「音類」、「字群」以及韻圖「等位」的條件，用以

分析三部韻圖的關係，其分判過程實亦涵蘊著音類清濁等條件的音理邏

                                                           
1  參看江永《音學辨微》（臺北：廣文書局版本，1966年 1月）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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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概念。江永之後的學者，則是透過韻圖「歌訣」內容2和韻攝「音類

對應」3的觀察，持續論述《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三韻圖的時間

問題。此中，最為關鍵的問題，很可能是由趙蔭棠（1931）、（1932）

二文所導出4。前者提出《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是由《大藏字母

切韻要法》而來。後者首先藉由《諧聲韻學》避諱「玄」字，推測該文

本為康熙年間著作，次則依循江永於（1）的說解內容，推論《諧聲韻

學》的著作年代早於《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本文擬於江永、趙蔭棠的研究基礎之上，嘗試提出三組問題： 

  一，《諧聲韻學》「反切結構」（「自身切」，趙蔭棠 1932︰50）

背後的可能意義為何？如何可能透過《諧聲韻學》內部結構的觀察
5
，

推擬文獻的時空問題？ 

  二，果若依循江永以「音類」、「字群」與韻圖「等位」的方法，

能否進一步重新論證《諧聲韻學》與《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或是

《音韻闡微》的譜系關係？ 

  三，何以《康熙字典•等韻切音指南》於韻攝分合，取以果假、梗

曾通、止蟹遇、山咸、深臻、江宕、効、流的序次排列？前六條韻攝單

位併合背後的方言背景可能為何？如何可能再整合前兩組問題，提出一

套系統性的說解？ 

  本文即以此三組問題進行論述。 

二、《諧聲韻學》相關研究論著述評 

  關於《諧聲韻學》的相關論著，主要採取三個研究取徑：一，以

《三教經書文字根本》和《諧聲韻學》音類字組相同的基礎，推論《諧

聲韻學》當為同一作者所為。二，依憑史料線索，推估《諧聲韻學》和

                                                           
2  參看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雜論》光緒戊戌年間吳橋官廨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圖書館古籍線裝書、陳子怡〈釋《康熙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女師大學

術季刊》（1930 年 6 月），頁 410。 

3  參看趙蔭棠〈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

1（1931年 8月）頁 93-120。 

4  參看趙蔭棠〈元明清韻學考證之七諧聲韻學跋〉，《中法大學月刊》1：3（1932 年 1

月）頁 49-59。 

5  參看平田昌司〈《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與五家韻書（1）〉，《均社論叢》小

川環樹古稀記念號（1981 年 10 月）頁 161-175、〈《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與五

家韻書（2）〉，《均社論叢》11 號（1982 年 5 月）頁 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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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闡微》的可能關係。三，聯繫《諧聲韻學》和《重訂司馬溫公等

韻圖經》（後文省稱為《等韻圖經》），觀察官話文獻語料的音類結構。 

（一） 

  趙蔭棠（1931）、（1932）以文字避諱、音類單位字例成份，分

析《諧聲韻學》、《字母切韻要法》的分析模式，到了羅常培（1943）

產生了轉折6。羅常培（1943）將目光轉至以史料論證語料的方向，其

中，當以點出李光地《榕村全集•覆駁諧聲韻學劄子》一文最具影響力
7。現將〈覆駁諧聲韻學劄子〉主要文字內容，轉錄於次（2）： 

  （2）臣李光地謹奏，南書房奉旨發下《諧聲韻學》五冊，交臣看

閱，欽此臣看得等韻原有三十六母，今此書刪去十五，只存二十一母。

蓋等韻備清濁之聲，而此書不分清濁故也。……又每字母中所收平聲多

是入聲，入聲多是平聲，蓋此二聲北人多不能辨，故有此誤。又字樣多

係生造，似亦當用六書所有之字乃可行遠。 

  （2）的文字內容，至少有四個問題尚未有足夠的討論： 

  一，何以《諧聲韻學》僅存二十一母？倘若此書與《三教經書文字

根本》為同一作者，能否透過二書內部證據，找出可能的解釋8？ 

  二，入聲、平聲互易的現象，原因若是「北人多不能辨」，是否代

表《諧聲韻學》的方言背景可能是「北音」？ 

  三，《諧聲韻學》取以「生造」字樣構成反切，背後的因素究竟為

何？ 

  四，假若「南書房」始設於康熙十六年（1677）9，是否代表《諧

聲韻學》五冊已然在此時間點前成書？ 

（二） 

  陳子怡（1931）的問題意識，雖在於《內含四聲等韻圖》末行 

                                                           
6  參看羅常培〈王蘭生與《音韻闡微》〉，《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九思出

版社，1978 年 3 月）（原載《學術季刊》1：3，1943 年） 

7  參看林慶勳〈《諧聲韻學》的幾個問題〉，第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高雄：國

立高雄師範學院，1988 年 4 月）、詹福滿《《諧聲韻學稿》音系研究》，高雄師範學

院國文所碩士論文（1989 年 6 月）、馮蒸（1990）〈《諧聲韻學》作者蠡測〉，《漢

字文化》2（1990 年）頁 51-52,12、陳晨（1990）〈漢語音韻札記四則〉，《漢字文

化》4（1990 年）頁 22-32,11、黃雪晴〈《音韻闡微》與《諧聲韻學》文獻關係考

辨〉，《文獻》雙月刊 6（2013 年 11 月）頁 185-191。 

8  參看周賽華《諧聲韻學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7 月） 

9  參看陳晨（199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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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根源於華嚴字母。然則陸志韋（1948）則取以「單論古官話音，

不討論當時禪門的祕訣」和「據音理看來，《三教》跟《要法》決不是

同一類的著作」兩項主張，轉而尋繹《諧聲韻學》與《等韻圖經》的韻

攝對應關係10，如次（3）: 

  （3） 

a.1 止三開：（a）及攝開口   

a.2 祝五獨：（b）及攝合口正韻 

a.3 止四合：（c）及攝合口副韻 

b.山：干攝  c.通：庚攝  d.宕：罡攝  e.臻：根攝  f.蟹：該攝 g.拙：傑攝 

h.効：高攝  i.流：勾攝   j.壘：祴攝   k.果：革攝  l.假： 攝 

  （3）冒號「：」為本文所附加，代表冒號左右方單位成份具有對

應關係。冒號左方代表《等韻圖經》的韻攝單位，冒號右方代表《諧聲

韻學》的韻攝單位。 

  果若考慮到李光地〈覆駁諧聲韻學劄子〉所內藴的四個問題，陸志

韋（1948）取以古官話代表的《等韻圖經》思考《諧聲韻學》音類的

作法11，便可有相應的理解。 

三、《諧聲韻學》反切行為的時空設想 

  歷來學者歸納反切上字或是反切下字的「字群」，進行「字群」內

部成份的觀察，仍可能無法解釋內部現象形成的意義。原因在於字群或

字群「組成成份」的分類，是一種「綜聚合」的集合概念。「反切結構」

的分析，確實有賴「綜聚合」概念。但是，倘若涉及到反切結構的形成

機制，研究者必須再觀察字群成份間「橫組合」的關係，橫組合代表的

是反切結構的「反切行為」。  

  經過多年思考，若要仔細論述《諧聲韻學》的反切行為及其音類結

構的意義，很可能需要遵守兩個重要原則： 

  一，「由已知求未知」。研究者得先設想文獻的分布區域，先取決

這個條件，未有任何史料線索的文獻語料，方有可能進行時間軸上的推

擬。這是擬推文獻成書時空的第一個原則。 

                                                           
10 參看陸志韋〈記三教經書文字根本附諧聲韻學〉，《燕京學報》34（1948 年 6 月）

頁 15-20。 

11 參看姜信沆〈『박통사신석언해』내자음의음계〉《韓漢音韻史研究》（서울：태학

사，2003 年 10 月）頁 56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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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描寫出相同或相近區域，其文獻語料音類成份的排列組合規

則」。漢語文獻語料的分布範圍，雖可由文獻版本的考察進行整理。但

是，若要以此尋找出文獻間的譜系關係，則需要理整出文獻間音類的排

列組合規則，歸納出內部的音理邏輯。因此，文獻語料的「反切行為模

式」，以及音類「單位和成份」關係，便是擬推文獻成書時空的第二個

原則。 

  先行觀察《諧聲韻學》反切行為的語料，歸納如次（4）： 

  （4）《諧聲韻學》反切結構的形式分析 

a.及攝 

干＋自  看＋自  岸＋自  丹＋自  貪＋自  男＋自→

 

半＋自  判＋自  蛮＋自  安＋自→自 罕＋自  藍＋自→

 

冉＋自→  官＋胡→  ＋于→  ＋于→  ＋于→  ＋于→

 

b.干攝 

吉＋言→  居＋袁→  ＋袁→  ＋袁→  支＋延→○ 蛆＋遠→

○     

立＋煙→○ 蘆＋歡→○ 呂＋鴛→○ 如＋鴛→○ 

c.庚攝 

吉＋盈→  古＋紅→  居＋容→  ＋容→  ＋容→  ＋容→

 

＋容→  蛆＋用→○ 支＋盈→○ 朱＋容→○ 立＋英→○  

d.罡攝 

古＋黃→  居＋床→  五＋黃→  魚＋床→  度＋黃→  ＋床→

 

土＋黃→  ＋床→  ＋床→  足＋床→  卒＋黃→  蛆＋床→

 

徐＋床→  朱＋床→  書＋床→○    

e.根攝 

祴＋痕→  吉＋寅→  古＋魂→  居＋云→  弟＋音→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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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女＋云→妘 夫＋云→  ＋云→  勒＋痕→  入＋魂→

 

f.該攝 

祴＋孩→  吉＋埃→  古＋懷→  居＋ →  去＋ →  魚＋ →

 

弟＋埃→  度＋懷→  剔＋埃→  土＋懷→  女＋ →  卑＋埃→

 

皮＋埃→  米＋埃→  夫＋懷→  ＋ →  無＋懷→  ＋ →

 

即＋埃→  卒＋懷→  足＋ →  士＋埃→  粗＋懷→  蛆＋ →

 

夕＋埃→  速＋懷→  徐＋ →  支＋埃→宅 入＋懷→  呂＋ →

 

如＋ →  

g.傑攝    

祴＋ →  刻＋ →  岸＋舌→  得＋ →  忒＋ →  ＋ →

 

貝＋ →  倍＋ →  美＋ →  則＋ →  墄＋ →  塞＋ →

 

＋ →  黑＋ →  勒＋ →  ＋ →  祴＋噎→  吉＋也→

 

乞＋也→  逆＋也→  尼＋也→  卑＋也→  皮＋也→瞥 米＋也→

 

吉＋夜→  弟＋夜→  剔＋夜→  古＋ →  苦＋ →  五＋ →

 

度＋ →  土＋ →  夫＋ →  無＋笍→  屋＋ →  戶＋ →

 

芦＋ →  入＋ →  

h.高攝   

祴＋豪→  古＋ →  古＋ →  居＋ →  度＋ →  ＋ →  

夫＋ →縛 ＋ →  無＋ →  無＋ →  卒＋ →  足＋ →  

芦＋ →  呂＋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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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鈎攝 

祴＋侯→  吉＋由→  古＋ →  居＋ →  度＋ →  剔＋由→  

夫＋ →  

j.祴攝 

干＋彼→  見＋誰→  見＋ →  卷＋随→  欠＋誰→  言＋誰→  

店＋誰→  田＋誰→  ＋随→  ＋随→  年＋誰→  卞＋誰→  

免＋誰→  ＋随→娷 ＋随→  尖＋誰→  千＋誰→  先＋誰→  

占＋誰→  諂＋誰→  山＋誰→誰 烟＋誰→  賢＋誰→  連＋誰→  

然＋誰→  

k.革攝 

吉＋ →  弟＋ →  剔＋ →   ＋濁→  ＋濁→  女＋濁→  

＋濁→  ＋濁→  足＋濁→   蛆＋濁→  徐＋濁→  入＋禾→  

如＋濁→  

l. 攝    

祴＋麻→  吉＋ →  弟＋ →  ＋ →  ＋ →  尼＋ →  

卑＋ →  皮＋ →  塞＋麻→  女＋ →  ＋ →  ＋ →  

足＋ →  蛆＋ →  徐＋ →  朱＋ →  于＋ →  入＋滑→  

  如何可能解釋（4）《諧聲韻學》「反切行為」背後的意義？這個

問題得再由兩個提問進行思考： 

  一，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雜論》雖未直接探究《諧聲韻學》，

僅是言及《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歌訣」內容，可見於《貫珠集》

和《玉鑰匙》。若不細論當中的細微末節，勞乃宣的說法仍有著相當程

度的啓發。理由在於：其一，今本《篇韻貫珠集》和《經史正音切韻指

南》皆與明代金臺僧人有所牽涉。其二，果若再考慮到趙蔭棠（1931：

94）援引宋景祐《天竺字源》，用以解釋《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十二攝的源起問題。是否可以設想《諧聲韻學》的「反切行為」與佛門

有所交涉？ 

   二，小川環樹（1951）言及反切知識、技術在道教當中有著神祕

的傳承，用以說明反切起源問題的說法，則於本文有著重大的啓發12。

                                                           
12 參看小川環樹〈反切の起原と四声および五音〉，《言語研究》19．20 号（1951 年

12 月）頁 35-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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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諧聲韻學》的「反切行為」是否可與陳子怡（1931）所留

心的華嚴字母有所聯繫？ 

  順著這兩個提問，本文意外發現今本《篇韵貫珠集》可以找到相應

的證據13，請看（5）: 

  （5）《篇韻貫珠集．梵音切身例》 

鸋 寧鳥切是切身        寧與反  林切 

 丁各反以上四字俱出封字凾第十亦是切身 

 寧委切  摩也切  寧也切  寧吉切  丁也切  亭夜

切 

 名餋反  帝孕切  名夜反  寧立切  名也反   尼也

反 

 并也反   宜央切   怛也切   惹也切   卑也切   尼

奚切 

 寧壹切   亭音反   尾黑切   孥奄反   寧孕切   尾

耶反 

 理也切   寧心反   亭必切   底也反   倪也切   亭

單反 

 亭羊切   亭曳反   丁演切   寧各反   尾臽切   吉

也反 

 企也切   達也反   波也切   尾孕反   寧曳切   羊

眉反
14
 

 你也切   其居反   丁六切   多也反 

  （4）、（5）所示「反切行為」的意義在於︰今本《篇韵貫珠集》

雖有兩種版本以上的差異，有意思的是，目前可知兩種版本，皆是由明

金臺大慈仁寺和大隆福寺僧人刊印。因此，這種反切構成的概念，很可

能是受到了當時北京僧人於音義認識的影響，便成為一種可能的解釋。

同時，這個因素的存在，或可藉以大膽假設《諧聲韻學》於音類單位的

取擇、音類分合關係的認定，很可能是以明代北京通語／方言為對象。 

四、《諧聲韻學》、《等韻圖經》音類結構及其時空擬推問題 

                                                           
13 該版本尚有〈梵音刱立音和切〉的語料內容。 

14 依據「羊眉反」的字例為「 」，則為此組字群唯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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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諧聲韻學》的音類分合確實以明代北京時音方言為依憑，如

何可能進行檢證？倘若《諧聲韻學》與《音韻闡微》確實關係密切，如

何可能證明？這兩個問題同時涉及到三部文獻的音類結構問題。換言之，

如何接續江永以「音類」、「字組」和韻圖「等位」分析此三部文獻的

譜系關係，便是接下來需要深入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可以先行補充兩點： 

  一，若以趙蔭棠（1931）和陸志韋（1948）兩者於《諧聲韻學》、

《三教經書文字根本》孰先孰後的歧異處談起。相較於二者，本文認為

《諧聲韻學》早於《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理由則有二：其一，依據目

前已知漢語史文獻的發展，韻書早於韻圖應該是個通則。其二，《三教

經書文字根本》重新排列了《諧聲韻學》的韻攝次序。 

  二，相較於詹福滿（1989）、馮蒸（1990）和陳晨（1990）重視

《三教經書文字根本》書前所言「漢人虞嗣訂集諧聲韻學」的依據，本

文則是認為該書另外載記「司馬溫公訂集二十一母」恐怕更值得重視。

原因在於此處所指的「司馬溫公」恐非指稱《切韻指掌圖》一書。換言

之，接續前文藉由反切行為，提出《諧聲韻學》方言背景為明代北京區

域的設想。果若能夠再進一步證明《諧聲韻學》與明代北京《重訂司馬

溫公等韻圖經》具有音類結構層面的內在聯繫，便可能再回應這一條內

部證據的具體意義。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可以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反切》所言：

「……惟欽定《音韻闡微》，用國書合聲之法定為反切。上一字必取麻

歌支微齊魚虞數韻同等之字，下一字清聲必取影母同等之字，濁聲必取

喻母同等之字。」作為檢驗的基準。簡要言之，倘若《諧聲韻學》與

《音韻闡微》關係密切，兩書的反切和音類構成成份得找出如勞乃宣所

理整的共同規律。進而言之，勞乃宣的分析可以視為對照組，原始文獻

語料的部份則為實驗組。為了避免論述過程產生不必要的分歧，本文暫

時省略第二個問題的討論。 

（一） 

  在進行《等韻圖經》與《諧聲韻學》音類結構對應關係分析之前，

有兩個前文提及卻尚未論述的問題，得重新整理於次： 

  一，何以《諧聲韻學》僅存二十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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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何以《康熙字典•等韻切音指南》書前取以果假、梗曾通、止

蟹遇、山咸、深臻、江宕、効、流的序次進行排列？ 

  如何可能仔細分析這兩個問題？或可回到前文所提出判斷文獻關係

的兩個原則進行考量。以「以已知求未知」和「以相同或相近區域文獻

語料於音類排列組合規則異同為準」這兩條原則而言，透過第三節於

《諧聲韻學》「反切行為」的觀察，已然證明今本《篇韻貫珠集》的可

能影響。此處則可再憑藉今本《篇韻貫珠集》的時空，以及《三教經書

文字根本》所記「司馬溫公訂集二十一母」的兩條線索，推測明萬曆徐

孝《等韻圖經》很可能是《諧聲韻學》的祖本。由於第二個問題尚且涉

及文獻分布的相關問題，為了集中本文的論述內容，將不擬詳論。 

  回到第一個問題，為何《諧聲韻學》僅存二十一個聲母？若是銜接

《等韻圖經》的聲類單位及其字群成份進行觀察，很可能受其影響所致，

參看（6）： 

  （6） 

《等韻圖經》 《諧聲韻學》 

聲類單位  反切上字字群成份 聲類單位  反切上字字群成份 

A.見 干▲高箇堅交桀古▲官▲孤國居▲涓局 

根庚岡告減公見光掘貢哥京及拱該雞 

鉤蓋紀乖江顧君改鳩貫皆貴鍋敢 

A.見 干見官卷祴吉古 

B.溪 堪考謙敲欺奇苦寬▲枯葵圈渠康區坑 

巧空匡權狂輕開慨丘起瘸羌茄愷遣 

B.群 看欠寬犬刻乞苦去 

 摳扣窮求科考犒穹謳鉗 C.疑 岸言頑元逆五魚△ 

C.端 丹▲到達貂牒都耑獨登當典東 

奪丁狄低兜歹豆多刀斗 

D.端 丹店端 得弟度 

D.透 貪▲討臺天▲梯田推吞湍頹瞪湯頭忝挑廳 

亭通□通 滔滕提團偷談同胎陶徒拖挺 

E.透 貪天團 忒剔土 

E.泥 乃南碾年▲努暖那女▲鳥農扭泥弩怒念你 

寧瑙奴▲能撓牛 

F.娘 男年 尼奴女 

F.幫 邊標鼻班箔崩餑扁別兵拔白彪博比板 

波補盃 

G.幫 半卞貝卑 

G.滂 偏漂皮▲潘蒲盤票平龐批烹普袍胼坡丕 

朋婆頗鋪陪 

H.滂 判片倍皮 

H.明 免▲苗綿迷卯蠻▲模猛滿埋妙眇買門米▲毛 

蒙梅民莫 

I.明 蛮免慢美米 

I.非 夫▲方扶范番房封凡▲汾分鳳府馮非粉 J.奉 凡 夫 

J.敷 □菲 □宣 □紑    

K.微 □尾 □紋 偉 K.微 万無  

L.精 栽早雜咎增糟宰贊走煎焦集剪津截 

旌租卒▲宗昨祖沮絕俊 

L.精 簪尖鑽  則即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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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清 

參慘才倉曹猜殘采雌慈操 

僉秋齊淺秦侵妻欺青錢俏崔粗▲ 

矬聰徂搓攢▲催從摧蛆▲全▲筌趣取 

M 從 叅千攢全墄 七蛆粗 

N.□心  □思 □腮   □洗 □性   □蘇 □松  □宣 □須    

O.心 三▲思掃四散僧桑賽傘□腮 腮燥仙席祥星尋 

西宵邪辛蘇隨松□松 雖須旋宣▲□宣 峻旬 

N.邪 三先宣塞夕速徐 

P.照 中濁占▲齋宅逐昭直住征珠莊專▲章閘軸 

支▲展 

O.照 占專支朱 

Q.穿 充吹垂抄詀釵池蟲寵初蚩稱柴川除楚昌 

抽茶產船 

P.床 諂穿尺出 

R.稔 冗戎蕤冉嚷然▲饒乳擾仍柔如▲忍熱軟 

刃穰閏 

Q.日 然輭日入如 冉 

S.審 梳拴▲蜀山▲閃篩韶誰禪稍詩時商生舌書▲ 

神雙充 

R.審 山栓失書 

T.影 安蛾焉妖衣宜烏彎窩吾淤淵原俺哀敖英 

堯雍汪翁王遠魚▲恩寅文崖威完氳雲矮 

言▲溫牙襖謳牛桅因以 

S.影 烟袁 乙屋于 

U.曉 咍曉何希香畦呼歡胡玄▲罕▲酣寒孩興掀 

賢▲荒桓兄喧烘黃亨豪旱呵回虛海行灰 

哄欣洪呼凡休靴協穴薰匣 

T.曉 賢患玄黑希戶虛罕 

V.來 覽來斂連▲梨魯樂盧呂▲戀老藍樓楞領良伶 

倫龍卵▲欒籠冷雷令柳律濫了流林弄亂閭 

勞賴 

U.來 連卵攣勒立呂芦 

  關於（6）的語料內容，符號「▲」代表《等韻圖經》和《諧聲韻

學》取用相同的反切上字，此外有兩點現象值得注意： 

  第一，《諧聲韻學》保留中古濁聲類單位，而《等韻圖經》則是將

濁聲類字群併入清聲類。 

  第二，《等韻圖經》將有音無字的情況，稱之為「無形等韻」。例

如：「敷」母的反切上字字群為「□菲 □宣 □紑 」，徐孝並逐一為之另立反切。

相對而言，《諧聲韻學》的反切結構，則可能是依據《篇韻貫珠集．梵

音切身例》的概念而訂立。 

（二）  

  果若再整合《等韻圖經》三種版本的語料，可再由反切下字韻類單

位及其字群成份，觀察《諧聲韻學》與《等韻圖經》韻攝的對應關係，

如次（7）： 

  （7） 

              《等韻圖經》                                  《諧聲韻學》 

 



《東亞漢學研究》第 7 號 

 50 

韻類單位     反切下字字群成份                     韻類單位  反切下字字群成份         

A1.通開 1 增亨僧登庚坑.冷▲耿. 贈亙鄧.          A1.庚開正  楞盲.冷猛.倰孟. 

              楞▲恆層滕能           

A2.通開 3 英▲興旌青京丁星廳輕. 郢醒井請    A2.庚開副   盈.影.應.英 

                 景領頃頂挺茗. 淨性命幸令敬慶 

                 聽. 伶行盈▲情檠寧亭名 

A3.通合 1 翁▲烘▲宗松公聰東通 猛▲哄攏竦總  A3.庚合正   紅.貢.汞.烘翁 

                 拱孔董. 孟▲汞▲弄瓮粽控迸痛動. 

                 籠紅▲從朋蒙同 

A4.通合 3 雍兄扃穹封.永▲捧. 用▲鳳                 A4.庚合副   容.永.用.壅 

                .龍雄容▲窮馮                                                                                    

B1.止開 1  資慈思▲.子▲此死▲(爾).自四▲次.慈 B1.及開正 自詞.死子.四字.思貲 

B2.止開 3 衣希韲西雞衣欺低梯. 李喜以紀米   B2.及開副   移.矣.易.乙 

                 洗比起擠. 利係義細積計氣的匿替 

                 砌密譬.梨畦宜席集及奇狄泥鼻提皮迷 

B3.止合 1 沮區虛.呂許取.律序去. 魚渠            B3.及合正   胡.虎.戶.忽 

B4.止合 3 淤▲虛沮蛆區居.呂許與舉女取苴.   B4.及合副   于.雨.浴.淤 

                 律旭玉序律局去句趣聚.閭徐魚渠局 

C1.祝獨 1 烏呼租粗孤都枯鋪蘇. 魯虎▲祖苦古 

                 魯覩土補普. 祿戶▲足素顧杜兔怒庫悟 

                 布撲.盧胡吾徂獨奴徒蒲模卒 

C2.祝獨 3 夫蘇.府虎▲.福  .扶胡                                                                        

D1.蟹開 1 哀咍▲栽腮該開.乃海▲宰愷矮改歹采.  C1.該開正    孩海亥咍 

                 賴亥▲艾賽在蓋慨帶泰蔡柰. 來孩▲崖 

                 才來 

D2.蟹開 3 皆揩.解  .薤戒.椰諧                                 C2.該開副    埃矮隘挨 

D3.蟹合 1 歪乖.買擺蒯買拐.快壞▲賣外怪派拜.     C3.該合正    懷怪壞乖 

                 槐埋牌 

D4.蟹合 3 歪乖.買擺拐蒯.外壞怪拜派. 槐埋牌        C4.該合副      揣踹                                                                    

E1.壘開 1 盃丕.壘啡每.類配昧類內貝▲. 雷陪梅     D1.祴開正    彼北貝悲 

E2.壘開 3 盃丕.壘啡每餒.內配類昧貝▲. 雷陪梅     D2.祴開副     誰  

E3.壘合 1 威灰▲堆崔威歸盔.委悔▲嘴癸腿. 味      D3.祴合正    回悔會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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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最翠愧對退.桅回▲摧葵頹 

E4.壘合 3 飛盃.匪悔.沸遂.肥頹                                 D4.祴合副    隨髓歲雖         

F1.効開 1 蒿▲糟高刀滔.老好▲襖草稿考討早.奧     E1.高開正    豪好号蒿 

                皓潦燥到告套皂糙到.勞豪▲敖曹撓陶 

F2.効開 3 妖鍫交宵.了曉咬剿狡巧鳥挑表巧悄          E2.高開副    爻宎要夭 

                眇.料孝要▲笑教吊竅妙俏苗 

F3.効合 1 包胞.卯保  .貌泡報.毛袍                            E3.高合正        

F4.効合 3 包胞.卯保  .報泡貌.毛袍                            E4.高合副                             

G1.果開 1 阿訶哥珂.我可哿.絡賀▲惡箇諾渴.           F1.革開正    何荷賀呵 

                 蛾何▲ 

G2.果開 3 阿訶哥珂.我可哿.略約削爵雀角▲卻.       F2.革開副      覺  角 

                 嚼學 

G3.果合 1 波梭窩搓鍋科多拖.左火▲裸臥錯             F3.革合正    禾火貨霍 

                 坐過課臥惰懦破博.羅活訛矬羅昨 

                 陀奪那婆奪陀箔 

G4.果合 3 多坡鍋梭搓拖科.左妥裸火果鎖朵             F4.革合副     濁所矍朔 

                 跛頗.課   .佛訛                                                                                

H1.假開 1 他鰕.喇哈塔打.辣靸擦辣荅榻納.              G1.開正    麻馬罵帓 

                 拿達雜 

H2.假開 3 鴉鰕加掐.雅閜嘎.亞▲下恰架. 牙匣          G2.開副    啞亞押 

H3.假合 1 窊花▲誇.把馬咵瓦寡.化▲罵卦跨霸怕    G3.合正    滑  化花 

                 罵.娃滑▲拔麻杷 

H4.假合 3 窊花誇.馬咵瓦寡.法跨.乏娃                      G4.合副                          

I1.拙開 1 爹蝎癤些呿迦.野且寫哆姐. 勒黑厄            H1.傑開正      噎 

               塞革刻德忒則.劾特 

I2.拙開 3 爹些癤.野且寫.列歇夜▲屑借結妾喋帖      H2.傑開副     耶也夜噎 

               捏帖滅.耶協截桀茄牒別 

I3.拙合 1 曰靴嗟抉.  .百拍墨嚄.白惑                         H3.傑合正      雪 

I4.拙合 3 曰▲靴抉.  .劣血月▲缺厥.穴絕瘸掘          H4.傑合副      曰悅  曰          

J1.臻開 1 恩哏▲根.怎狠▲懇.恨▲艮掯.垠痕▲         I1.根開正      痕狠恨哏 

J2.臻開 3 因欣侵津巾欽賔.凜寢引▲品謹敏.吝          I2.根開副      寅引印音 

               印▲信進近擯沁.林寅▲尋民秦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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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臻合 1 溫村尊昏▲敦坤奔噴.本忖撙損穩滾           I3.根合正      魂惛慁昏 

                惛▲盹捆本.悶混問寸棍囤褪嫩困. 

                崙渾文存門屯盆 

J4.臻合 3 氳薰君分.允▲粉  .論訓運俊忿郡.倫          I4.根合副      云允韻贇 

               旬雲群汾                                                                                            

K1.山開 1 安酣叅堪丹干貪.俺罕▲覽傘敢坎毯.        J1.干開正      含罕汗憨 

                 濫旱暗散幹勘但炭粲.藍寒殘談南 

K2.山開 3 焉掀煎僉堅仙謙偏邉.歛險演▲淺減         J2.干開副      言演宴烟 

                 剪遣典扁免碾.煉現厭線踐件欠店 

                念件茜.連賢言涎鉗年田胼綿錢 

K3.山合 1 彎歡▲官寬湍耑.卵緩晚短管暖▲滿  .      J3.干合正      還緩患歡 

                 亂換玩蒜貫斷彖判半慢. 欒桓完團 

                 盤蠻 

K4.山合 3 淵喧涓宣圈  .遠▲選愃犬捲. 戀院            J4.干合副      袁遠怨鴛 

                 鏇愃喧眷勸.攣玄原旋權凡                                                                 

L1.宕開 1 桑臧夯岡當康湯.朗▲党慷倘  .盎吭          K1.罡開正     郎朗浪俍 

                 浪葬扛炕宕  .郎▲杭昂唐囊 

L2.宕開 3 央鎗香漿江.兩亨仰搶蔣兩享講  .              K2.罡開副     羊養樣秧 

                 亮向漾象醬絳釀嗆.良祥陽墻孃強 

L3.宕合 1 汪荒▲光匡邦.莽謊牲廣.望晃▲誑眶         K3.罡合正      黃晃擴荒 

            漭.龐忙狂王黃▲ 

L4.宕合 3 方光.訪廣.放晃.房狂                                    K4.罡合副      床  創瘡            

M1.流開 1 謳偷齁▲鉤兜摳.簍吼▲嘔狗口斗走         L1.鈎開正      侯吼后齁 

                 .陋嗽厚豆叩奏耨.樓侯▲頭 

M2.流開 3 幽休▲揫秋鳩丟丘.柳朽有九糗.餾嗅         L2.鈎開副     由酉又憂 

                  就秀又▲救謬.流酋尤囚牛繆 

M3.流合 1 捊摳兜.   剖.       .謀裒                                L3.鈎合正           

M4.流合 3 □紑秠.否.   .                                                  L4.鈎合副           休 

  （7）的要點亦有二： 

  第一，《諧聲韻學》與《等韻圖經》反切下字具有規則對應關係。

相對於《等韻圖經》依「平上去如」的順次列等定位，《諧聲韻學》則

是往往是以「如上去平」的序次排列。 



文獻的音類結構與時空擬推：以《諧聲韻學》為例 

 53 

  第二，《諧聲韻學》韻攝「單位」的取決，多是以《等韻圖經》

「韻攝開口見母一等或三等字例」為條件，例外僅有「祴」、「罡」和

「革」三攝。 

  這兩點發現，顯示《諧聲韻學》與《等韻圖經》兩者的音類結構，

實則具有區域的連續性。同時是證明《等韻圖經》很可能是《諧聲韻學》

祖本的關鍵證據。 

五、結語 

  本文運用音類結構的學說觀點（河野六郎 1954、賴惟勤 1974、平

田昌司 1982、遠藤光曉 1989），用以擬推《諧聲韻學》的時間與空間

問題。透過相關問題的討論，得出了初步的三點結論： 

  一，《諧聲韻學》「反切行為」，即「X（切上字）+Y（切下字）

→XY（被切字）」所示反切結構概念，很可能是受到《篇韻貫珠集．梵

音切身例》的影響。 

  二，《諧聲韻學》作者於聲類、韻攝單位以及字群成份的取決，往

往可與《等韻圖經》取得音韻條件層面的規則對應，顯示兩部文獻的音

類結構具有區域的連續性。 

  三，《諧聲韻學》於聲類、韻攝單位以及字群成份的取擇，很可能

是以《等韻圖經》（萬曆 34 年）為祖本。次者，清康熙 16 年始設南書

房之前，《諧聲韻學》當已流入清宮。換言之，《諧聲韻學》的成書時

間，很可能介於萬曆 34 年（1606）以至於清康熙 16 年（167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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