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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翱反切所透露的語音訊息 

張慧美* 

摘 要 

清錢大昕跋徐氏《說文繫傳》說：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

易以音和。 

朱翱反切和大徐本反切不大相同。徐鉉用的是孫愐唐韻的反切，和今本廣韻的反切大致相同。

朱翱獨不遵用唐韻，也許是他根據當時實際語音而作反切，因此這便是語音史上的重要資料1，

值得仔細研究。 

本文將透過朱翱之反切，來看看其所透露出的語音訊息，包括（1）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

看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不混用。（2）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3）

從朱翱反切中可看出三、四等韻合流的跡象。至於朱翱反切中所透露之其他語音訊息，未來將

繼續撰文討論之。  

 

關鍵詞：朱翱反切、音韻問題、語音訊息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1 王力，〈朱翱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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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朱翱反切的音系問題，學者大多認為是一種方言。例如：嚴學宭〈小

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1943）一文中認為朱翱反切與秦音慧琳音切相近，並謂

或即洛陽近傍之一種方言；梅廣〈朱翱反切考〉（1963）、王力〈朱翱反切考〉

（1982）兩位先生認為可能是屬於吳語；張世祿〈朱翱反切考〉（1944）則認為

是唐五代時某處方音的一種代表。 
1943 年嚴學宭發表了〈小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用陳澧之反切繫聯法排

比成系，取小徐說文繫傳反切上下字，定聲、韻類，共得 43 聲類、192 韻類。

1944 年張世祿發表了〈朱翱反切考〉，也是按照陳澧之反切繫聯法，考證出 34
聲類、134 韻類。1963 年梅廣發表了〈朱翱反切考〉，所用的方法是直接拿說文

繫傳反切和廣韻切語做比較，來觀察這兩個語音系統音類的分合情形。1982 年

王力發表了〈朱翱反切考〉，王文未做全盤的統計，只舉出朱翱反切與廣韻切語

有不符合的地方，結論有 35 聲類、韻部的平上去聲分為 27 部，入聲獨立為 14
部。聲調部份，得出平聲不分陰陽，濁上不變去聲。 

本文將透過全盤的統計分析朱翱之反切，來看看其所透露出的語音訊息，

包括（1）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不混用。（2）從朱

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3）從朱翱反切中可看出三、四等韻

合流的跡象。至於朱翱反切中所透露之其他語音訊息，未來將繼續撰文討論之。 

1. 朱翱簡介 
朱翱的事跡，史傳上不見有記載，只有《說文繫傳》每卷上首提徐

鍇傳釋，朱翱反切。清錢大昕跋徐氏《說文繫傳》說：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而切字多異，

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翱與小徐同為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

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2。 

王鳴盛蛾術編「說文反切」條說： 

                                                 
2 參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前編（臺北：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 年臺三版），頁 22。 



 
 
 
 
朱翱反切所透露的語音訊息  

141 

徐鍇繫傳反切則不用孫愐而用朱翱，翱不知為何許人，每卷首與鍇

竝列銜稱臣，而鍇在前，翱在後，且翱官亦係祕書省校書郎，則其

為與鍇同時同官，同仕南唐無疑。然馬令、陸游南唐書皆無其人，

及吳任臣十國春秋亦無之。3 

南唐為五代十國之一，始祖李昪，即徐知誥，受吳禪，稱帝於金陵，建

立齊國，後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南唐疆土在後晉時包括今江西全省、

江蘇、安徽二省境內淮水以南之地，到後周時，南滅王閩，併有今福建

省（除東部閩侯以北屬吳越）之地，而長江以北淮水以南之地則為後周

所併，傳至李昪孫煜時，為宋所滅。自西元九三七年建國至九七五年亡

國，共歷三世三主，享國三十九年。 

朱翱的反切和大徐本的反切不大相同。徐鉉用的是孫愐唐韻的反

切，和今本廣韻的反切大致相同。朱翱獨不遵用唐韻，也許是他根據當

時實際語音而作反切，因此這便是語音史上的重要資料，值得仔細研究。 

2. 《說文解字繫傳》、作者與版本介紹 
《說文解字繫傳》凡八篇，四十卷。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慎《說文

解字》十五篇，篇析為二。凡鍇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臣鍇曰及臣

鍇案字以別之。繼以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

系述各一卷。故凡四十卷。 
本書之作者為徐鍇，徐鍇字楚金，會稽人。與其兄徐鉉同有大名於

江左。鍇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鍇，而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

以為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

陸不能及也。」（慧案：南唐李景初名景通，後改為璟，又改為景。） 
徐鍇為南唐人，酷愛讀書，盛夏隆冬，未嘗稍輟。其人博學強記，

尤精於小學。後因其兄徐鉉奉使入宋，且值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而得

疾。嘗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矣。」便於開寶七年（西元九七四年）

七月卒。鍇生於後梁貞明六年（西元九二 0 年）享年五十五。鍇卒之踰

年，南唐亡。（即開寶八年──西元九七五年） 

                                                 
3 同註 2，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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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鍇著有《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方

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其他文章凡若干卷。

後南唐亡，其遺文多散佚。世稱徐鉉為「大徐」，徐鍇為「小徐」。4 

張元濟跋宋槧殘本《說文解字繫傳》云： 

右天水《說文解字繫傳》卷三十至四十凡十一卷趙宋第二刻也。此

書元明未有刊傳。乾嘉以來汪氏、馬氏、祁氏始先後板行，三刻之

中祁本為最。 

據我所知，《說文解字繫傳》的版本至少有五種： 
(1) 四庫全書本。（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完成，用紀昀的家藏

本傳抄） 
(2) 新安汪啟淑刻本。（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汪依四庫校本

付梓） 

(3) 馬氏龍威秘書巾箱刻本。（此書出於汪刻，而略加校訂） 

(4) 祁寯藻重刻影宋足本。（道光十九年─西元一八三九年刊行。後來說

文解字詁林本的說文解字繫傳部分，則是影印祁本；而小學彙函本乃

覆刊祁寯藻重刻影宋足本。以後的叢書集成中之說文解字繫傳部分，

則是影印小學彙函本，併附龍威秘書本附錄一卷於後；而四部備要本

的說文解字繫傳也是根據小學彙函本校刊 ） 
(5) 四部叢刊本。（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一冊5。採用吳興張氏述

古堂影宋本（卷首至卷二十九），加上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之殘宋

本（卷三十至卷四十） 
以上是我對於《說文解字繫傳》這本書、作者及其版本的流傳問題

所作之簡單敘述。 

                                                 
4 以上之敘述，乃參考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宋史‧文苑傳》、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等資料。 
5 將原來的四面併為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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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朱翱反切中探討幾個音韻問題 

本節將透過朱翱之反切探討幾個音韻問題，並看看其中所透露出之語音訊

息，欲討論的課題包括 

(1)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不混用。 
(2)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 
(3) 從朱翱反切中可看出三、四等韻合流的跡象。 

1.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不混用。 
我於《朱翱反切新考》（1988）中，將朱翱反切先用繫聯法把聲類、

韻類皆繫聯出來，得出一個大略的系統；再將繫聯出來的朱翱反切與廣

韻切語作一比較，然後再用統計法求出其聲類、韻類之例外百分率，最

後再由統計出來之例外百分率的高低來定其聲類、韻類的分合。並且由

最後決定出之結果，重新來修正第一次繫聯的不周延處，得出一個我認

為較為合理的結果。 
本小節是將《朱翱反切新考》之第三章〈朱翱反切聲類考〉中之所

有聲類之繫聯語料，按照唇（包括重脣與輕脣6）、舌（包括舌頭、舌上

與半舌音）、牙、齒（包括齒頭、正齒與半齒音）、喉等發音部位，逐一

查出其被切字與反切下字所屬之聲調（若為入聲則註出其收尾為-p 或-t
或-k），繼而從這些進一步的資料中，全盤整理、歸納與統計，試圖從朱

翱反切之語料中，看出其所透露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混不混用的語

音訊息。以下茲將被切字與反切下字屬於入聲之語料，按以-k 尾切-k 者、

以-t 尾切-t 者、以-p 尾切-p 者臚列於下。例如： 

(1) 以-k 尾切-k 者7：共 88 次。 

                                                 
6 潘悟云（1983）指出，輕脣化分兩個階段：一是：「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分開；二是「非敷」

合流。潘先生考證第一階段發生在八世紀中葉（中唐），第二階段發生在九世紀中葉（晚唐）以後。

我在〈朱翱反切聲類考〉中，所得出之結果也與此相合。 
7 表示反切下字是入聲-k 尾而被切字也是入聲-k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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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音部分： 
伯8[不白]、北[補或]、博 [本泊]、碧[彼力]、辟[卑僻]、僻[篇石]、拍 
[普百]、白[陪陌]、薄 [盆各]、脈 [莫獲]、木 [門逐]、墨 [沒黑]、福 
[夫木]、服[伐六]。（共 14 次） 

舌音部分： 
得 [多則]、的 [顛歷]、惕 [他狄]、摘[他狄]、禿 [他哭]、逿 [他歷]、
忒 [他得]、笛 [田溺]、敵 [田溺]、狄 [田溺]、特 [頭墨]、謫 [張伯]、
直 [陳力]、宅 [直摘]、澤 [澄赫]、勒 [郎忒]、洛 [勒託]、落 [勒託]、
力[留質]、略 [留腳]、六 [栗菊]、歷 [連的]、敕 [暢陟]、陟 [竹力]。
（共 24 次） 

牙音部分： 
角 [古捉]、國 [古或]、各 [根莫]、格 [鉤索]、穀 [孤速]、擊 [堅歷]、
鞠 [堅祝]、鶪 [涓寂]、曲 [牽六]、客 [慳革]、刻 [慳黑]、卻 [丘逆]、
極 [其息]、逆 [言碧]、頟 [顏客]。（共 15 次） 

齒音部分： 
即 [煎弋]、則 [遭德]、作 [憎託]、昨 [自莫]、寂 [才狄]、賊 [殘忒]、
族 [昨木]、息 [消式]、昔 [思益]、速 [孫卜]、夕 [辭易]、席 [辭尺]、
側 [齋食]、測 [察色]、石 [神隻]、食 [神隻]、射 [神隻]、色 [疎憶]、
隻 [真石]、職 [章直]、燭 [專玉]、赤 [昌夕]、尺 [昌夕]、式 [申力]、
飾、[申力]、叔 [尸竹]。（共 26 次） 

喉音部分： 
屋 [烏谷]、戹 [晏索]、郁 [於六]、勖 [喧六]、鬩 [許璧]、赫 [歇宅]、
易 [移尺]、亦 [移赤]、翼 [以即]。（共 9 次） 

(2) 以-t 尾切-t 者9：共 48 次。 

                                                 
8 表示被切字是脣音，以下皆同，茲不贅述。 
9 表示反切下字是入聲-t 尾，而被切字也是入聲-t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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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音部分： 
八 [北拔]、必 [畢聿]、 畢[卑聿]、匹 [篇七]、筆 [碑乙]、沒 [謀骨]、
滅 [彌悅]、密[美弼]、拂 [分勿]、弗 [分勿]、伐 [扶月]、弼 [皮密]。 
（共 12 次） 

舌音部分： 
脫 [徒活]、達 [騰剌]、律 [留筆]、栗 [力必]。（共 4 次） 

牙音部分： 
骨 [古没]、屈 [居屈]、橘 [居律]、訖 [幾迄]、吉 [經栗]、挈 [輕節]、
渴 [刻曷]、闕 [區越]。（共 8 次） 

齒音部分： 
節 [即血]、卒 [臧勃]、七[秋日]、竊 [七屑]、切 [七屑]、疾 [慈悉]、
悉 [息逸]、察 [叉札]、實 [市日]、瑟 [師訖]、拙 [燭悅]、叱 [真密]、
啜 [昌蹶]、出 [尺律]、失 [詩必]、設 [施孑]、熱 [爾絕]、日 [而吉]。
（共 18 次） 

喉音部分： 
鬱 [迂拂]、遏 [戹渴]、抉 [縈節]、忽 [呼兀]、歇 [軒謁]、逸 [移七]。 
（共 6 次） 

(3) 以-P 尾切-P 者10：共 4 次。 
舌音部分：輒 [陟聶]。 
牙音部分：汲 [飢泣]。 
齒音部分：涉 [常攝]。 
喉音部分：挾 [羊帖]。 
麥耘（2003）〈漢語語音史上中古時期內部階段的劃分－兼論早期韻

圖的性質〉一文中說： 

                                                 
10 表示反切下字是入聲-P尾，而被切字也是入聲-P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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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聲韻尾消變。晚唐墓誌銘用韻中，臻攝入聲韻與梗、曾攝入聲韻

合為一部，可見-t 尾與-k 尾的相混已開始。…晚唐（839 年開始）。

-t 與-k尾開始合併11。 

說文解字繫傳之作者為徐鍇，徐鍇為南唐人，鍇生於後梁貞明六年（西

元九二 0 年）卒於開寶七年（西元九七四年），享年五十五。朱翱與徐鍇

同為祕書省校書郎，徐鍇為說文解字繫傳做通釋，朱翱為說文解字繫傳

做反切，可見其二人所處之時代相當，皆為十世紀左右。而從以上朱翱

反切之語料中可知，朱翱反切中以-k 尾切-k 者共 88 次，以-t 尾切-t 者共

48 次，以-p 尾切-p 者共 4 次。-p 、-t 與-k 尾無一混用。可見在朱翱反切

中透露出-p、-t 與-k 尾仍然是分別得非常清楚的。 

2.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 
何大安〈「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1994）12一文中說： 

「濁上歸去」是唐代中期以後北方開始發生的一項變化。這項變化

不見於當時的南方，而今天卻幾已波及整個的漢語方言，可見它是

一條影響面極廣的演變規律。 

以下茲將朱翱反切中全濁上聲不變去聲之語料，按唇（並、奉母）、舌（定、

澄母）、牙（群母）、齒（從、邪、牀禪母13）、喉（匣喻母14）之發音部

                                                 
11 原載潘悟云主編，《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3 年）。本文所參考之版本見於 

http://www.eastling.org/bookstore/bookstore.asp，頁 5、6，此版本稍有修改。 
12 見何大安，〈「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聲韻論叢》第二輯（臺北：學生書局，1994 年），頁 267。 
13 慧案：朱翱反切中，「牀二、牀三、禪」（以下皆以「牀禪母」表示）紐混用的情形非常多，如時(神
持)、甚(神朕)、石(神隻)等神母字用作禪母字的反切上字（以下均簡稱以「某」切「某」）者共有

四十一字；神(是鄰)、實(市日)、船(市緣)等以「禪」切「神」者共有十九字；韶(士遙)、佋（士遙）

兩字為以「牀」切「禪」；雛(善于)、儕(蟬差)、豺(蟬齋)、鉏(蟬於)、愁(蟬搜)五字為以「禪」切「牀」；

士(實史)一字為以「神」切「牀」。由此可知牀禪紐混用的例子共有六十八字，而不混的情形有一

五字，可見混用的情形約佔全部的百分之三十一，因此我將此三紐合而不分。 
14 慧案：「匣喻」紐中，由繫聯的結果，表面上看來，「匣」、「喻」似乎分的很清楚，其實若再拿繫

傳反切與廣韻反切來比較，就可發現「匣」「喻」互切的情形很多。如匣母字用作喻四母字之反切

上字共八字；喻三母字用作匣母字的反切上字者共七字；喻四母字用作匣母字的反切上字者共四

十字。「匣」「喻」混用的有五十五字，屬於大量的反切了，因此我認為「匣」「喻」紐不分較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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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次臚列於下。例如： 

唇音部分：共 13 次。 
並母15：部16(上)[盤五（上）]、婢(上)[頻旨（上）]、並(上)[頻靜（上）]、

陛(上)[頻啟(上)]、辯(上)[皮緬 (上)]。 
奉母：斧(上)[浮甫(上)]、父(上) [浮甫(上)]、奉(上) [附恐(上)]、婦(上) 

[符九(上)]、阜(上) [符九(上)]、斐(上) [斧尾(上)]、匪(上) [斧
尾(上)]、 篚(上)[斧尾(上)]。 

舌音部分：共 12 次。 
定母：杜(上)[徒土(上)]、道(上) [徒討(上)]、稻(上) [徒討(上)]、待(上) 

[投在17(上)]、隋18(上) [特妥(上)]、澹(上) [徒敢 上)]、誕(上) [特
坦(上)]。 

澄母：篆(上) [直選(上)]、歭(上) [直里(上)]、詭(上) [馳委(上)]、湛(上) 
[宅減(上)]、趙(上) [池沼 (上)]。 

牙音部分：共 10 次。 
群母：件(上) [其輦(上)]、巨(上) [求許(上)]、距 (上) [求許(上)]、技

(上) [強倚(上)]、揆(上) [虬癸(上)]、湀(上) [虬癸(上)]、檢(上) 
[其閃 (上)]、儉(上)[其閃 (上)]、臼(上) [伎酒 (上)]、舅(上) [伎
酒 (上)]。 

齒音部分：共 21 次。 
從母：粗19(上) [全魯(上)]、靜(上) [寂逞 (上)]、靖(上) [寂逞 (上)]、

                                                                                                                                       
理。至於這五十五個反切，我在〈評張世祿、王力兩家對朱翱反切聲類畫分之得失〉（1989）一文

中，皆詳細錄出，茲不贅述。 
15 反切上字是並母（全濁聲母），反切下字是上聲，被切字仍為上聲而不變為去聲。以下皆同，茲不

贅述。 
16 被切字在廣韻中若有上聲與去聲二讀者，則不取。例如：在 [前采]，「在」在廣韻中有【昨宰】、【昨

代】兩反切，故不取。 
17 「在」在廣韻中有【昨宰】、【昨代】兩反切。 
18 「隋」在廣韻中有【他果】、【旬為】兩反切。 
19 「粗」在廣韻中有【徂古】、【倉胡】兩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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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上) [寂泯 (上)]、踐(上) [寂衍(上)]、漸20(上) [就冉(上)]。 
邪母：似(上) [詳紀(上)]、像(上) [似獎 (上)]、象(上) [似獎 (上)]、

緒(上) [徐呂(上)]、序(上) [夕與(上)]、祀(上) [祠此 (上)]。 
牀二、牀三、禪母：是(上) [善紙(上)]、善(上) [石遣(上)]、市(上) [辰

止(上)]、士(上) [實史(上)]、俟(上) [牀史(上)]、豎(上) [韶乳

(上)]、盾(上) [樹忍(上) ]、棧(上) [助眼 (上)]、仕(上) [鉏里

(上)]。 

喉音部分：共 8 次。 
匣喻母：戶(上) [桓土(上)]、限(上) [侯產(上)]、很(上) [遐懇(上)]、

旱(上) [遐緩(上)]、踝(上) [戶把(上)]、亥(上) [候乃 (上)]、莕

(上) [限猛(上)]、幸(上) [恨耿 (上)]。 
以上所臚列出之朱翱反切中全濁上聲不變去聲之語料，筆者再將它

們拿與徐鍇之《說文解字篆韻譜》作一比對，發現這些字也都出現在《說

文解字篆韻譜》卷三上聲的部分。 

麥耘（2003）〈漢語語音史上中古時期內部階段的劃分－兼論早期韻

圖的性質〉一文中說： 

慧琳音中有一部份全濁聲母上聲字讀作去聲。其他資料也可證明這

一變化從中唐已經開始。…中唐（766 年開始）。濁上變去開始發生
21。 

何大安〈「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1994）一文中說： 

文獻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濁上歸去的現象，最早見於盛唐及中唐詩

人…的詩歌押韻。慧琳《一切經音義》（810）的反切、韓愈的《諱

辨》（周法高 1948/1975），《悉曇藏》（880）中著錄傳漢音的「表」

法師的聲調系統（平山久雄 1987），以及李涪《刊誤》（895 以前）

中對《切韻》濁上、濁去字所作分別的批評（周祖謨 1958/66，1988）。

                                                 
20 「漸」在廣韻中有【慈染】、【子簾】兩反切。 
21 原載潘悟云主編，《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3 年）。本文所參考之版本見於  

http://www.eastling.org/bookstore/bookstore.asp，頁 6，此版本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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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最遲從八世紀初開始，也就是《切韻》成書一個世紀之後，

這項演變就已經發生了22。 

徐鍇與朱翱二人所處之時代相當，皆為十世紀左右。何大安：「最遲從八

世紀初開始，也就是《切韻》成書一個世紀之後，這項演變（慧案：濁

上變去）就已經發生了。」然而從上面所舉出的語料得知，朱翱反切中

的全濁上聲，在當時還是保持著上聲的唸法，而沒有變為去聲。辛世彪

〈濁音清化的次序問題〉（2001）中云： 

毎一種方言都有它的歷史，毎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結構規律。方言音

變是多層次、多類型、多因素的。……濁音清化是受共同語影響，

在全國範圍逐漸發生的，然而受各方言結構規律的制約，濁音清化

呈現出不同面貌23。 

那麼由以上朱翱反切中全濁上聲不變去聲之語料，包括唇音 13 次、舌音

13 次、牙音 10 次、齒音 21 次、喉音 8 次等，共 65 次。這些數據是否

意味著朱翱作反切的時候，這些全濁音已經清化了，所以上聲才不變去

聲？抑或是有其他之原因？ 

3. 從朱翱反切中可看出三、四等韻合流的迹象。 
茲將朱翱反切中三、四等韻混用的語料，按「以三等切四等24者」

及「以四等切三等25者」，依次臚列於下：例如： 

以三等切四等者  
(1) 以仙切先者：天[聽連]、酀[一遷] 等六字26。 
(2) 以獮切銑者：顯[呼衍]、琠[的輦]、丏[彌件] 等六字27。 

                                                 
22 同註 12。 
23 參見辛世彪〈濁音清化的次序問題〉，《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十九卷第一期，（2001
年），頁 17。 

24 反切上字是三等韻而被切字是四等韻。 
25 反切上字是四等韻而被切字是三等韻。 
26 因為有些被切字在電腦中無法直接打出，所以其餘例子請參見張慧美，《朱翱反切新考》，東海大

學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45。以下皆同，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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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線切霰者：薦[子徧]、眄[弭釧]、麵[彌釧]、驠[於釧]共四字。 
(4) 以薛切屑者：屑[私列]、玦[涓雪]、闕[傾雪]、臬[魚滅]、衊[彌悅]等

九字28。 
(5) 以清切青者：并阝[脾并]有一字。 
(6) 以靜切迥者：迥[余請]、泂[余請]、竝[瀕靜]共三字。 
(7) 以勁切徑者：徑[居正] 有一字。 
(8) 以昔切錫者：皙[思益]、戚[千益]、慽[千僻]、壁[卑僻]、鵙[古役]等

共七字29。 
(9) 以鹽切添者：笘[所炎]、濂[連鹽]等共四字30。 
(10)以葉切帖者：帖[逷輒]、燮[相聶] 等共十字31。 

由上可知，以三等切四等者共有五十一個反切。 

以四等切三等者 ，例如： 

(1) 以先切仙32者：遷[七先]、等五字33。 
(2) 以銑切獮者：輦[里典]、等五字34。 
(3) 以霰切線者：賤[自見]、徧[比薦]有二字。 
(4) 以屑切薛者：子[經節] 等二字35。 
(5) 以青切清者：營[玄經]、塋[玄經] 等三字36。 
(6) 以錫切昔者：璧[并激]、迹[子壁] 有二字。 
(7)`以添切鹽者：廉[連兼]有一字。 
(8) 以忝切琰者：檿[烟口兼]等有二字37。 

                                                                                                                                       
27 同註 26，頁 146。 
28 同註 26，頁 148。 
29 同註 26，頁 181。 
30 同註 26，頁 182。 
31 同註 26，頁 184。 
32 切下字是先韻（四等韻），被切字是仙韻（三等韻）。 
33 同註 26，頁 145。 
34 同註 26，頁 146。 
35 同註 26，頁 148。 
36 同註 26，頁 179。 
37 同註 26，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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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帖切葉者：曄[元帖]等有三字38。 
由上可知，以四等切三等者共有二十五個反切。 
麥耘（2003）〈漢語語音史上中古時期內部階段的劃分－兼論早期韻

圖的性質〉一文中說： 

《切韻》三等韻基本上自有一套反切上字，而四等韻與一、二等韻

用同一套反切上字，顯示三等韻有前腭介音而四等韻沒有。初唐玄

應音、盛唐何超音均同《切韻》。而中唐慧琳音三、四等韻用一套反

切上字，與一、二等反切上字有別，說明四等韻產生了前腭介音，

與三等韻合流了39。 

馮蒸（1995）〈《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三、四等韻合流〉中云：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音圖》（慧案：指的是《爾雅音圖》）中純四等

韻與三等韻的相混情況。從前引諸例證中可以看出，無論是舒聲韻

還是入聲韻，純四等韻不但分別與各自所配的重紐三等韻發生了合

流現象，而且還與其他音值相近的三等韻（多數是同攝三等韻），也

發生了合流現象，這說明純四等韻卻已產生了i介音。這種合流演

變的方向，顯然是純四等韻變入三等韻。看來三、四等的合流音變

在五代末宋初已全部完成。那麼也證明中古後期四等韻已產生 i介

音。40 

由上所臚列朱翱反切中三、四等韻混用的語料中可見，在朱翱反切中，

以三等切四等者有五十一個反切，以四等切三等者共有二十五個反切，

所以三、四等韻混用的反切共有七十六個。這樣的數據應非偶然的，而

是透露出四等韻已產生了 i 介音，因此三、四等韻的界線漸漸的消失， 有

別於《切韻》系統的一、二、四等為一類，三等為一類，而是三、四等

韻漸趨於合流了。 

                                                 
38 同註 26，頁 184。 
39 原載潘悟云主編，《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3 年）。本文所參考之版本見於  

http://www.eastling.org/bookstore/bookstore.asp，頁 4，此版本稍有修改。 
40 參見馮蒸，〈《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三、四等韻合流〉，《漢字文化》第 4 期（1995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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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文透過朱翱之反切探討了幾個音韻問題，並從其中看到了朱翱反切所透

露出的語音訊息，包括： 

(1)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入聲字的-p-t-k 塞音韻尾不混用。茲將以-k 尾

切-k 者、以-t 尾切-t 者、以-p 尾切-p 者在各發音部位出現不混用的情形，

列表於下： 
 

 出現次數  -p-t-k 

       

發音部位 

以-k 尾切-k 者 以-t 尾切-t 者 以-p 尾切-p 者 

唇音 14 次 12 次 0 次 

舌音 24 次 4 次 1 次 

牙音 15 次 8 次 1 次 

齒音 26 次 18 次 1 次 

喉音 9 次 6 次 1 次 

總計出現次數 88 次 48 次 4 次 

 從上表可知，朱翱反切中以-k 尾切-k 者共 88 次，以-t 尾切-t 者共 48
次，以-p 尾切-p 者共 4 次。-p、-t 與-k 尾無一混用。可見在朱翱反切

中-p、-t 與-k 尾仍然是分別得非常清楚的。 

(2) 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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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部位 

出現 

次數 

聲 

類 

唇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並、奉母 13 次     

定、澄母  12 次    

群母   10 次   

從、邪、 

牀禪母 

   21 次  

匣喻母     8 次 

 從上表得知，朱翱反切中的全濁上聲，在當時還是保持著上聲的唸

法，而沒有變為去聲。 

(3) 從朱翱反切中可看出三、四等韻合流的跡象。 
 茲將以三等切四等者、以四等切三等者出現之次數及總數，列表於下： 

 

以三等切四等者 以四等切三等者 

51 次 25 次 

總計 76 次 

由上表可見，在朱翱反切中，以三等切四等者有五十一個反切，以四等切

三等者共有二十五個反切，所以三、四等韻混用的反切共有七十六個。這樣的

數據應是透露出四等韻已產生了 i 介音，因此三、四等韻的界線漸漸的消失， 有

別於《切韻》系統的一、二、四等為一類，三等為一類，在朱翱反切中已是三、

四等韻趨於合流了。 
從筆者之《朱翱反切新考》（1988）中得知，朱翱反切中尤、侯韻唇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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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讀如虞、模41；全濁上聲不變去聲42，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朱翱反切不代

表秦音43。 
由於朱翱反切和北方的秦音大不相同，因此我們推測朱翱反切是屬於南方

方言，其理由如下（1）朱翱反切中，牀禪紐不分44，同現在的吳語合。 
      （2）朱翱反切中，匣喻紐不分45，也與今吳語合。 
可是朱翱反切有一點則與吳語不合。因為朱翱反切中，從、邪兩紐是不混

用的46。所以也許有一部分的吳語方言，到了宋初時從、邪兩紐還可分，而從、

邪之合則遠在牀禪紐合之後。至於顏之推所說的「南人以錢為涎，以賤為羨，

以石為射，以是為舐」。前兩句是說從、邪不分；後兩句是說牀、禪不分。指的

是一部分的南方方言，而不能代表全部的吳語方言。所以從、邪相混在朱翱時

尚未發生。 
徐鍇的方言與朱翱的方言，也許相同或類似，否則就不會請他作反切。而

徐鍇原籍會稽（相當於現在的浙江紹興），屬於吳語區，後來遷居廣陵（相當於

現在的江蘇揚州）47。當時的都城是金陵（相當於現在的南京）；而現在揚州和

鎮江相對，三者皆屬於下江官話區48。因此可能在宋初，江南的金陵（南京）、

京口（鎮江）和江北的廣陵（揚州）都屬於吳語區。 

                                                 
41 同註 26，頁 331-332。 
42 參見本文第二節之第二小節「從朱翱反切中可明顯看出全濁上聲不變去聲。」 
43 根據周師法高研究的結果（見〈玄應反切考〉，《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 163-168。），當時流行於

關中的秦音有三個特點（1）侯、尤韻唇音字讀如虞、模（2）精系自舌尖元音成立（3）全濁上聲

和去聲混。 
44 同註 26，頁 54-55。 
45 同註 26，頁 19-22。 
46 同註 26，頁 10-13。 
47 參見陸游，《南唐書》「鍇字楚金，會稽人。四歲喪父，乃遷居廣陵。故宋史以為揚州廣陵人」 
48 鮑明煒，〈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語文研究集刊》第一輯（江蘇：教育出版社，1985 年）：「隋

唐兩代對金陵都採取了抑制政策，但是由於金陵的重要地位，還是逐步恢復起來了。南唐健都金

陵，經濟文化都相當繁榮。……五代時期北方大亂，南唐較為安定，金陵客戶應多來自北方。但

是南唐享國不長（937-975）宋兵南下，…… 金陵人口又經歷了一次大聚散，北方人參與其間，

推動金陵話繼續向北方化轉變。」，頁 380-381。 
 「南京話由吳方言轉變為北方方言，一千多年來應分為幾個階段，由量變到質變，分水嶺在什麼

時代？因材料不足，這些問題現在都還不能認定。」，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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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Revealed  
in the Fanqie of Zhu Ao 

Hui - mei Cha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what Shuo Wen Jie Zi Xi Zhuan quoted from Qing Dynasty 
Qiandaxin’s preface for Xu. Daxu's Fanqie used Sunmian's. This article uses Zhuao's 
Fanqie. The phonic system is the same as Sunmian's Fanqie, but Fanqie is quite 
different. Sunmian's Fanqie is separated by category. Use the phonic of the merger, 
Zhuao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Daxu. Xuxuan uses Sunmian's Fanqie of Tangyun. 

Xuxuan's Fanqie is very similar to Guangyun. Zhuao alone fails to comply with 
Tangyun. Perhaps he is based on the prevailing voice and make Fanqie. This 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voice and worth careful stud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anqie of Zhuao and includes: 
(1) From Zhuao's Fanqie clearly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ord p-t-k and 

Plosive Rhyme that do not mix. 
(2) From Zhuao's Fanqie clearly distinction between Voiced Shangsheng 

unchanged Qusheng. 
(3) From Zhuao's Fanqie third and fourth rhyme signs of convergence . In 

addition, Zhuao's Fanqie have been revealed in other voice messages.  

Keywords：Fanqie of Zhu Ao,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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