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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介音在現代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屬於韻母部份，它位居聲母輔音與主要

元音間，可促使聲母和韻母產生音變，是以，介音在音節結構中實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在宋元時期的韻書韻圖裡，原則上按等、呼條件來列字，

因此當時的介音大別為開洪、開細、合洪、合細四類，此即所謂等呼，由

此可知，介音與等呼間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關係。

可是標誌着中古音「介音」這個部件的「等呼」，其實自宋代已開始發

生變化，原來，宋代的《四聲等子》雖仍維持二呼四等格局，實際上等和

等之間的界限已不那麼清楚了。進入元以後，四等二呼的界限逐漸泯滅，

因此從二呼四等到近代開齊合撮四呼，揭示出介音的漸變過程。耿振生

(1992：62)認為明確地從介音角度把韻母區別為四類的，應以桑紹良《青

郊雜著》(1581)最早，該書以「四科」取代四呼名稱，稍晚於桑紹良，有

徐孝、袁子讓、葉秉敬等人則用二呼二等的形式區別四呼。不過，真正變

等為呼、揭櫫開齊合撮各類呼口之名者，趙蔭棠(1985)認為乃始自梅氏《字

彙》後所附之《橫直圖》。

因此，本計畫把觀察時限定於明代中期的等呼發展，且選擇呼名最多

樣化又具代表性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韻法橫圖》以及《韻法直圖》

三部韻書韻圖為主要追索重點，希望透過對此三部語料中多達八至十三種

的呼名進行深入探析，釐析各呼名內容所指，並進而考察為何呼名在此一

階段竟然遠遠溢出介音指涉之範圍，達到高度發展、無所不包的地步。而

《私編》、《橫圖》二書音系融合了明代讀書音與江淮官話色彩；《直圖》更

是雜揉讀書音、皖南徽語以及吳語為一爐的混合音系著作，讀書音與不同

方音特點的層疊共構，是否主宰對呼名的指稱與使用？某些呼名的設立是

否因應特定方音的需求？這也是本計畫關注的要項，希冀為明代精彩紛呈

的多樣呼名以及此時期擴大的等呼徵性做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等呼、明代、書文音義便考私編、韻法直圖、韻法橫圖

Medial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syllable structural, is belong

final of syllable. It between initial consonant and major vowel, can

promote the change of vowel and final syllable, there fore medial is very

important in syllable structural. In the Rhythm book and Rhythm picture

at Song and Yuan Dynasty period, in principle arrange the word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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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of DengHu, so in this period the med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pen broad sound、 open Xi Yin、He Kou broad sound and He Kou Xi Yin four

types, it is call DengHu, hence we know medial and DengHu has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ut marked 〝medial〞 this part of DengHu in ancient Chinese Sound,

was began changed in Song Dynasty, and into Yuan Dynasty, the distinguish

of FourDengTwoHu was more and more ambiguity.

This project as concerns the development of DengHu in middle Ming

Dynasty, and choose those three books it is most variety change and most

representation about DengHu, ShuUenYinYiBianKaoSiBian、YunFaHengTu、

YunFaZhiTu to be observation, we wanded through the deep analyze about

eight to thirteen kind of the name of Hu, distinguish those name of Hu

it’s real meaning, and progressing investigate why the name of Hu was

highly development and including so many article .

Keywords ： DengHu 、 Ming Dynasty 、 ShuUenYinYiBianKaoSiBian 、

YunFaZhiTu、YunFaHengTu、

二、報告內容

A.前言

介音在音節結構中位於聲母輔音與主要母音之間的仲介部位，起著可影響

聲母與韻母發生變化的重要關鍵。中古時期的介音依開合二呼、洪細四等來分

類，其所肩負之語音性質與功能原本相當清楚，但在明清階段，介音與等呼間的

分際卻逐漸模糊、泯滅，甚而有擴大的趨勢，於是出現各式各樣不同的呼名，而

就這些呼名的內容來觀察，也往往已超出原本的介音徵性，達到包含聲母、韻尾

等部件在內。

本計畫主要以《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以下簡稱《私編》)、《韻法直圖》(以

下簡稱《直圖》)與《韻法橫圖》(以下簡稱《橫圖》)這三部出現于明萬曆年間

的韻書與韻圖為觀察主軸，通過三書把呼名分為八至十類不等，除開齊合撮四呼

外，尚列有閉口呼、捲舌呼、抵和正、開口捲舌呼、閉口捲舌呼、開合、混呼、

咬齒呼、舌向上呼等其他不同類型呼名，試圖藉由討論這些呼名來探究介音此一

部件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在明清之際會出現這些眾多呼名的語料？為何這

三部韻圖的呼名如此相似，彼此間是否具有繼承關係？而為何這股風潮延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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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不太長，至清中葉後便又回復至四呼名稱而定型延續至今？本計畫希望透過

對介音與等呼此一部件的討論，以明介音與呼名在音韻學史上所曾經開展出的語

音性質與功能。

B.研究目的

申請人於 1994 年開始對《韻法橫圖》以及《韻法直圖》進行初步研究、撰

寫碩士論文時，當時即已注意到此二圖在呼名上的繁複多樣，實頗具特色。然當

時一方面主要聚焦於內部音系的抉發，一方面限於學力，對於二圖內的「呼名」

僅進行過初步分析，並未從「等呼」角度進行歷時性音變的探索，不過，對此二

圖之關注並未稍減。後來，又漸次接觸研究了明清時期的一些語料，對於等呼在

宋以後歷經元明清階段的演變漸能掌握，遂更清晰地意識到等呼在元明清的近代

漢語階段實進行著語音徵性的擴大、混亂以及最終的回歸中古時期的單純本質，

而其中最繽紛多彩的高度發展階段實為明代中期，因此，本計畫把觀察時限定於

明代中期的等呼發展，且選擇呼名最多樣化且具代表性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

《韻法橫圖》以及《韻法直圖》三部韻書韻圖為主要追索重點，希望透過對此三

部語料中多達八至十三種的呼名進行深入探析，釐析各呼名內容所指，並進而考

察為何呼名在此一階段竟然遠遠溢出介音指涉之範圍，達到高度發展、無所不包

的地步。而《私編》、《橫圖》二書音系融合了明代讀書音與江淮官話色彩；《直

圖》更是雜揉讀書音、皖南徽語以及吳語為一爐的混合音系著作，讀書音與不同

方音特點的層疊共構，是否主宰對呼名的指稱與使用？某些呼名的設立是否因應

特定方音的需求？這也是本計畫關注的要項，希冀為明代精彩紛呈的多樣呼名以

及此時期擴大的等呼徵性做出合理的解釋。

C.文獻探討

目前與本計畫直接相關的國內外研究專書與篇章並不多，僅列出如下：

(一)通論

李新魁 1983 《漢語等韻學》，北京：中華書局。

李新魁、麥耘 1993 《韻學古籍述要》，陜西人民出版社。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趙蔭棠 1985 《等韻源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葉寶奎 2001 《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

盧紅紅 2009〈《韻法橫圖》研究綜述〉，《當代學術論壇》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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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某一主題專論

丁文豔 2009 〈《韻法直圖》中的知莊章〉，《安徽文學》4期

王松木 2005 〈韻圖的理解與詮釋─吳烺《五聲反切正均》新詮〉，《漢學研究》

第23卷第2期：257-288。

宋韻珊 1993 〈《韻法直圖》的體例與聲母現象〉，《第六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

集》，高雄師大。

宋韻珊 1994 〈《韻法直圖》的聲母系統〉，《中國語言學論文集》，中正大學。

宋韻珊 1996 〈關於《韻法橫圖》入聲字的兩個問題〉，《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論文》，新竹師院。

宋韻珊 2007 〈論《韻法直圖》的呼名指涉〉，《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總第

十期)：191-210。

宋韻珊 2009 〈論《韻法橫圖》的呼名與基礎音系〉，《第十一屆國際暨第二十七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輔仁大學。

李軍 2009〈論《韻法直圖》的語音性質〉，《中國語文》1(總第328期)：64-74,96。

邵榮芬 1998《〈韻法橫圖〉與明末南京方音》，《漢字文化》第三期。

麥耘 1987 〈韻法直圖中二等開口字的介音〉，《語言研究》2。

葉寶奎 2001〈試論《書文音義便考私編》音系的性質〉，《古漢語研究》3(總

第52期)：6-10。

董忠司 2008〈徽語介音有無的時空之變─附論徽語介音和吳閩客粵語的關係〉，

香港：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中國東南方國際研討會

裴澤仁 1989《韻法橫直圖呼法初探》，《漢字文化》第四期。

鄭榮芝 1999〈韻法直圖聲母系統的幾個問題〉，《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2。

(三)學位論文

丁文豔 2009 《韻法直圖》音系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宋韻珊 1994 《韻法直圖》與《韻法橫圖》音系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高永安 《韻法橫圖》音系研究 碩士畢業論文

盧紅紅 2009《韻法橫圖》音系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權淑榮 1998《書文音義便考私編》音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就申請人所見可分為三類，一是通論類，早期如趙蔭棠、李新魁、耿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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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前輩在書中簡要介紹了這些韻書韻圖的體例內容、聲韻調系統以及其重要性與

影響力，提供後來研究者在深入探究時的良好基礎。二是選擇語料中的某一部份

進行深度探析，或是就聲母系統、或是從語音性質、或是自呼名設立來立論，希

望藉由不同視角一窺內容實質。此中與本計畫直接相關的是邵榮芬、麥耘、裴澤

仁以及宋韻珊的論述，他們的討論對於本計畫的執行有直接的助益與影響。三是

目前可見與本計畫論題直接相關的學位論文，這些學者就單一語料所進行的全面

性深入剖析，提供了本計畫堅實的語音基礎，實為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比較可

惜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較偏向於個別語料的探賾且比重不均，《直圖》、《橫圖》

顯然是其中多數人的研究焦點，但即使是邵榮芬、裴澤仁以及宋韻珊的論述，也

偏向於對《直圖》、《橫圖》的內部比較，並未納入《私編》和其他語料。再則，

相形之下，對於《私編》的研究便顯得不足。這是否與《直圖》、《橫圖》仿作多、

較受重視有關？而對於「等呼」特性的釐析甚或「呼名」在明代等韻的開展與演

變，這方面的研究也仍顯欠缺，是以，希冀藉由本計畫的執行，能稍稍彌補其間

的空缺，提供研究近代漢語音韻者參考。

D.研究方法
本計劃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步驟為：

a.收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文獻材料、專書與論文著述、與本計畫相關之方言區

語料。

b.釐析出三書其呼名內容所指稱的韻目，包含單一語料的個別指稱以及不同

語料間的交錯蘊含關係。

c.觀察三書呼名在音節結構上所包含的部件與特點，其間是否具同質性或殊

異性。

d.取與本計畫相關之方言語料進行對當，觀察呼名的設立與使用是否與方言

相關？

E.結果與討論

經過本計畫的研究與分析，我們可初步得悉《私編》、《直圖》和《橫圖》

裡呼名訂定所採行的標準與條件：

1.依據介音的開合洪細來設立─如開齊合撮四呼。

2.以介音增生或脫落後與聲母的搭配來命名─如捲、抵。

3.從聲母和介音的發音形狀來命名─如齊齒捲舌呼。

4.從主要元音與聲母拼合時的舌體狀態以及口唇形狀來命名─如咬齒呼、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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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呼、正與抵之分。

5.從韻尾的收音態勢而定─如閉口呼。

6.考量介音和韻尾特徵來決定─如閉捲、抵閉、開捲、抵開。

7.同時結合聲母、介音以及韻尾特徵來決定─如齊齒啟脣呼、齊齒捲舌而閉。

8.就韻攝間的內外轉合併、開合口互混或是發音部位、聲調歸字上的相互混

讀來設定─如開合、混呼、平入開口呼，上去混呼。

從以上八類呼名條件可知，三圖呼名的設立實際上包羅了音節結構中聲韻調的各

個部份，對韻類與音值的區分和界定，可謂相當精細。特別的是，傳統開口細音

今歸為齊齒呼的字，在《私編》裡卻不見任何與齊齒有關的呼名，反而是以捲、

開捲等名稱來取代，顯得與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部韻圖所使用的呼名如此近似，其中是否具有承傳或

模仿的關係呢？由三圖成書年代頗為相近，地理上亦距離不算太遠，梅膺祚又把

《直圖》與《橫圖》取來附於《字彙》之後來看，這些呼名很可能是由李登開始

使用的，到了《直圖》與《橫圖》時再略做修改而成，只是，倘若要追究《直圖》

與《橫圖》的先後關係，個人尚不敢如邵榮芬般肯定一定是《橫圖》先，《直圖》

模仿，尚需更多證據才行。

介音與等呼間的關係，從宋代的《四聲等子》雖仍維持二呼四等格局，實

際上已「上二等開發相近，下二等收閉相近，須分上下等讀之。」1，到了袁子

讓和葉秉敬進而提倡合併四等為二等之論，再至清代的四呼，中間經歷了不算短

的演進時程。其間，明確地從介音角度把韻母區分為四類的，耿振生(1992)指出

大抵以桑紹良《青郊雜著》(1581)為最早，該書雖未用開齊合撮的名稱，而是把

它分為四科，卻已具四呼實質。耿氏並指出，開口、齊齒、合口、撮口這幾種名

稱的使用始見於李登《私編》和無名氏《韻法直圖》(1612 以前)，此二書皆較

《青郊雜著》晚出，但在審辨四呼方面卻不如桑氏。

但趙蔭棠(1985)的觀點卻頗為不同，趙氏認為真正變等為呼、揭櫫開齊合

撮各類呼口之名者，認為乃始自梅氏《字彙》後所附之橫直圖。趙氏甚至稱許《直

圖》設立呼名的作法是韻學史上的大事，因為舊等韻的四等說的骸骨，到此時才

完全埋葬；新等韻的四呼的生命，自此時才算開始。由此不難看出趙氏認為《直

圖》裡的呼名實具有積極性的開創之功2。

1 此語為袁子讓《字學元元》裡所言，轉引自趙蔭棠《等韻源流》(1985)。
2 趙蔭棠(1985：161)認為開、齊、合、撮之名，始見於梅氏《字彙》所附《橫直圖》。但耿振生(1992：63-65)
卻持不同看法，他指出開口、齊齒、合口、撮口這幾種名稱並用始見於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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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檢視過三圖裡的呼名與內容所指後發現，因明代適值由二呼四等過

渡至四呼的中介階段，在介音與四呼未定型前的元明時期，許多著作的不同呼名

適顯現了當時介音與等呼的過渡與發展痕跡，一如這三部韻圖所展現的多樣化呼

名般，透露出等呼在元明階段發展與過渡中混亂而未統合的真實狀態。換言之，

即因呼名尚未確立，使得音韻研究者得以也是必須在自身韻學基礎上，或是基於

審音的考量，或是依據當時標準語或方音的需求加以新創或變造，因此才會出現

呼名眾多的紛雜景況。也正因為李登等人勇於嘗試的創新精神，才留下雖不夠完

善、可能被批評為審音不精，但卻在當時堪稱前衛的可貴記載，使後人得以循線

勾勒當時音韻演變的一番景況，記錄指稱「等呼」的「介音」這個部件，曾經在

明代階段擴大其音韻徵性，或是單指介音，或是指涉韻尾，或是兼具形容聲母、

介音、韻尾的多項特點。顯然此一時期的呼名，已遠遠超出介音此一部件在音節

結構中原本所承載的角色與屬性，而達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

當然，這三圖裡眾多呼名同時並陳的結果，也飽受後人批評，勞乃宣、賈

存仁、胡垣等人皆曾對《直圖》裡「混呼」、「捲舌」等名稱提出質疑，或是認為

除四呼外其餘為蛇足，或是指出「混呼」的設立不當、呼名多似是而非，也正因

為如此，所以至潘耒《類音》時，便捨棄其他眾多呼名，僅留下開齊合撮四呼。

相較於清以後介音又回歸中古時期的單純本質，三圖裡精彩紛呈的呼名容

或龐雜或不當，也或許審音不精、多混雜、似是而非，但正因呼名的多元化才更

突顯出韻與韻之間、聲母與韻母之間的差異與特性。相較於吾人在研究古文獻語

料時，常苦於敘述過少、文字缺乏的遺憾下，這三部韻圖裡多樣化的呼名，就展

現並記錄明清等韻音韻現象而言，也許反而是更有價值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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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等韻學的高度發展下，因投入的人力多、勇於提出對傳統韻圖型制的

變革，呼名的多樣化與擴大化，可能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結果。

2.透過共同參與本計畫的執行與追索，讓兼任研究助理人員也能獲得相關能

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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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發略盡棉薄之力，提供其他漢語音韻研究者在學術上的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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