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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與方言所見「揭」的形態變化 
楊秀芳∗ 

【提要】 

本文根據《經典釋文》的音義資料，結合古籍和方言語料，利用形態構

詞的觀念，解釋祭部字「揭」的幾種音義關係，並解答聚訟紛紜的方言本字

問題。 

《經典釋文》所收音義有四大類：一為群母入聲自動詞的「上舉」義；

二為群母入聲他動詞「舉抬擔負」義；三為見母入聲他動詞「將物向上舉出」

義；四為溪母去聲他動詞「褰衣」義。 

第一類的使動用法，帶來濁母的清化，形成第三類的見母他動詞用法。

第二類他動詞為與第一類自動詞在語音上做出區隔，利用四聲別義之法改讀

為元部群母平聲，漢代寫作「揵」，更晚則作「掮」。第四類來自溪母字「攐」，

是為與「深則厲」押韻而改讀改寫的結果。 

閩南語反映古籍的這些音義，於今仍保有第一類（讀 kia/8/gia/8）、第

三類（讀 kia/4/gia/4）、及第二類（讀 kia5/gia5）的各種用法。現代漢語共

同語則保有第三類及第二類用法。 

 

 

關鍵詞：形態變化 詞族 同源詞 層次研究 

                                                 
∗   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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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古文獻和字書來看，祭部「揭」有「舉也」、「擔也」等多種義項；再

根據《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和《廣韻》來看，「揭」有見、溪、

群母多種讀法，聲調又有平、去、入的不同。「揭」的多音多義主要來自以聲

別義的變化，本文探討這些音義的關係，並透過對「揭」以聲別義的認識，檢

討聚訟紛紜的閩南語本字問題。古今互證，讓我們考知閩南語的本字；藉方音

證古，也讓我們對「揭」的音義用法有更清楚的認識。  

北方方言繼承「揭」的兩種音義，有「揭短」、「掮客」等說法。閩南白

話層 kia/8/gia/8 thau5（抬頭） 、kia/4/gia/4 tshi3（把戳入肉裡的刺挑出來）、

kia5/gia5 hue3（扛貨）繼承「揭」的三種音義，但由於音字脫節，本字不明，

一般或將 kia/8/gia/8 寫為「舉」，kia/4/gia/4 寫為「撠」，kia5/gia5 寫為「夯」。 

以下第二節將根據文獻，分析「揭」的幾種音義表現，並說明「揭」如何

而產生「揵」、「掮」的寫法。第三節說明閩南語的用法，論證「揭」、「揵」

為閩南語 kia/8/gia/8、kia/4/gia/4、kia5/gia5 的本字。第四節結論。 

二、「揭」的音義表現 

本節區分為三小節，首先分析祭部「揭」的同族詞，指出「上舉」義是這

個詞族的語源。以此為基礎，可以知道「揭」的各種用法都是由「上舉」引申

產生。其次分析「揭」的多音多義，探討這些音義之間的關係。再其次指出「舉

抬擔負」義透過四聲別義之法轉讀為元部平聲；漢代寫為「揵」，更晚又寫作

「掮」。  

（一）「揭」的同族詞 
《說文解字》（以下簡稱《說文》）曰「揭，高舉也。从手，曷聲  。」

「揭」古屬祭部，其同族詞至少有「謁」、「楬」、「 」、「碣」、「竭」、

                                                 
   本文以國際音標標音，並以 1、2、3、4、5、6、7、8、0 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

去、陽入、輕聲調，置音節尾。必要時亦標以調值。調值均為兩位數，不至與調類相混。「kia/4/gia/4」用斜

線區隔 kia/4、gia/4 兩個音，表示同一個詞而有不同的方音讀法：泉州音讀 k-聲母，漳州、廈門讀 g-聲母。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9 年 9 月），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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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鶡」、「羯」等，韻都屬上古祭部，聲母都讀牙喉音  ，都有「上

舉」之義，引申還可有「勇武矯健」之義。  

以下簡要說明上述諸詞都具有「上舉」義，顯示「上舉」是這個詞族的語

源義，由此而滋生各種同族詞。  

1. 「謁」 
《說文》曰「白也。从言，曷聲  。」《爾雅．釋詁》曰「謁，告也  。」

此為動詞。《釋名．釋書契》曰「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

所至詣者也  。」此為名詞。按：「謁」表示「稟告」、「書其姓名於上以

告」，又用表「晉見」，都由「上舉」義滋生而得。  

2. 「楬」 
《說文》曰「楬，楬櫫也  。」《說文通訓定聲》引《封氏聞見記》「物

有標榜皆謂之楬」，引《爾雅》「雞栖于弋為桀」，謂「桀猶楬也」。又引《周

禮‧蜡氏》「若有死于道路者，則令埋而置楬焉。」《注》「楬，欲令其識取

之。」謂以小木有所幖識  。按：立於地以作為標識的短小直木稱「楬」，

其外觀具「上舉突出」的特點，其作用在標識以使不至湮滅，「楬」之得名當

來自「上舉」之義。  

3. 「 」 
《說文》曰「 ，禾舉出苗也。」段《注》云「禾 初挺出於苗是曰 ，

既成則屈而下垂矣  。」《說文通訓定聲》曰「穗初出莖，如揭而未垂也  。」

按：禾穗初挺，上舉出苗，「 」可由「上舉」義滋生而得。  

4. 「碣」 
《說文》曰「碣，特立之石也  。」按：特立之石挺出於地表，「碣」

                                                 
   以上諸字《說文通訓定聲》都收在泰部「匃」之下，《廣韻》所收反切上字都是牙喉音字，顯示諸字古韻部相

同，聲母也相近。又，《說文通訓定聲》所稱泰部，其他古韻學者或稱祭部。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90。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2 月），頁 22。 
   東漢．劉熙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北京：中華書局，2008 年 6 月），頁 204。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273。 
   清．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臺北：藝文印書館，1994 年 1 月），頁 688。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327。 
   清．朱駿聲，《說文通訓定聲》，頁 688。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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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滋生自「上舉」之義。  

5. 「竭」 
《說文》曰「竭，負舉也。」段《注》云「凡手不能舉者，負而舉之  。」

《禮記．禮運》曰「五行之動，迭相竭也。」《注》「猶負戴也。言五行運轉，

更相為始也  。」按：「負舉」至少包含兩個意義，一是手不能舉，一是負

戴舉之。五行依次遞相取代，正如前者力盡而後者舉之，因此稱「五行之動，

迭相竭也」。「竭」由「力盡而背負上舉」引申，遂亦有「竭盡」之義。  

6. 「偈」 
《詩．匪風》「匪風發兮，匪車偈兮。」《傳》曰「偈偈疾驅，非有道之

車  。」《釋文》曰「偈，疾也  。」《廣雅．釋詁二》「偈，健也。」《疏

證》曰「偈朅桀並通。……人之特立者謂之傑，木之特立者謂之楬，石之特立

者謂之碣，義並同也  。」又《莊子．天道》曰「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

《釋文》曰「偈偈，用力之貌  。」按：力量能「上舉」，表示力量能增強

或持久，因此源於「上舉」義的「偈」可以引申出「迅疾」、「強健」、「有

力」之義。 

7. 「鶡」 
《說文》曰「鶡，似雉，出上黨。」段《注》云「《後書．輿服志》虎賁

羽林皆鶡冠。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靈王以表武士，加

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  。」「上舉」義可以引申表示「勇武強健」之義，

鶡之稱「鶡」，當是取義於此。  

8. 「羯」 
《說文》曰「羯，羖羊犗也  。」《廣雅．釋獸》曰「羯， 也。」《疏

                                                 
   同上注，頁 50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2 月），頁 804。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2 月），頁 545。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臺北：鼎文書局，1972 年 9 月），頁 72。 
   魏．張揖撰，清．王念孫疏證，《廣雅疏證》（臺北：廣文書局，2005 年 9 月），頁 55。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 年 3 月），頁 479。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79。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157。 
   同上注，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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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曰「犍與 同  。」按：「羯」指稱去勢的羊。「犗」、「犍」、「 」

都指稱去勢的牛，也泛稱去勢的牲畜。就豢養牲畜來說，牛羊未去勢是為了留

作育種，這種牲畜容易衝動，不利於騎乘等用途。去勢的牛羊較溫馴，形體較

壯碩，有耐力，能負重，因此「犍」取義於「建」的「豎立撐持」義而命名  ，

又因「上舉」義可引申出「勇武強健」之義，因此滋生「羯」、「 」兩種名

稱。  

根據以上分析來看，「上舉」義是上述諸詞一致皆有的核心意義，本文認

為它是這個詞族的語源義。  

（二）「揭」字各種音義的關係 
《說文》曰「揭，高舉也。从手，曷聲。」段《注》云「見於詩者，〈匏

有苦葉〉《傳》曰『揭，褰裳也。』〈碩人〉《傳》曰『揭揭，長也。』〈蕩〉

《傳》曰『揭，見根皃  。』」  

我們根據《經典釋文韻編》查考「揭」的音義資料，分析出陸德明主要有

四種音義：一為群母入聲自動詞的「上舉」義；二為群母入聲他動詞「舉抬擔

負」義；三為見母入聲他動詞「將物向上舉出」義；四為溪母去聲他動詞「褰

衣」義  。  

《廣韻》「揭」字收有五讀：  

薛韻，渠列切「高舉。」 

月韻，其謁切「擔揭物也。」 

薛韻，居列切「揭起。」 

祭韻，去例切「褰衣渡水，由膝已下曰揭。」 

薛韻，丘謁切「高舉也。又擔也。」 

相當於第一讀薛韻「渠列切」者，《釋文》陸德明音「其謁反」。相當於第二讀月韻

「其謁切」者，《釋文》陸德明或以「其謁反」為主，或以「其列反」為主，兩讀相

當。相當於第三讀薛韻「居列切」者，《釋文》陸德明音「紀竭反」或「居竭反」。

                                                 
   魏．張揖撰，清．王念孫疏證，《廣雅疏證》，頁 387。 
   楊秀芳，〈從詞族研究論「天行健」的意義〉，收於《臺日學者論經典詮釋中的語文分析》（臺北：臺灣學生

書局，2010 年 8 月），頁 35-75。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609。 
   潘重規，《經典釋文韻編》（臺北：中華民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 年 7 月），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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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第四讀祭韻「去例切」者，《釋文》陸德明音「苦例反」。相當於第五讀薛韻

「丘謁切」者，《釋文》無此音讀。 

關於前四類音義，《廣韻》所錄與《釋文》釋義相符，聲母所屬類別一致，

僅韻母有薛韻與月韻之異。按：薛韻與月韻直到南北朝以後才區隔為二  ，

《廣韻》與《釋文》反切下字薛、月互用，顯示造反切之時，音讀其實無別。 

第五讀薛韻「丘謁切」的下字屬月韻，卻又將此讀收在薛韻，若非誤植，

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薛、月兩韻關係密切。「丘謁切」讀溪母，又兼收一二兩

讀自動與他動的釋義，可能是因為某些方言已經將群母清化為次清溪母，而一

二兩類音讀本來就沒有分別，所以才有這個釋義兼收自動與他動的「丘謁切」。 

以下依序引文獻資料為證，探討「揭」字四種音義的用法。  

1. 群母入聲自動詞 
《詩．衛風．碩人》曰：  

（1）河水洋洋，北流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

庶士有朅。 

《傳》曰「揭揭，長也 。」《釋文》曰「揭，其謁反。徐居謁反。長也 。」陸德

明讀群母入聲，也收了徐邈音。根據《釋文》體例，這表示「其謁反」是最主要的

音讀。陸德明特重音義的細微區別，本文分析以陸德明音注為主，其餘或為方音之

異，或由其他因素造成，必要時亦將提出討論。 

同樣以重疊詞「揭揭」表現的，還見於《楚辭．九歎．遠游》：  

（2）悲余性之不可改兮，屢懲艾而不迻。服覺皓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 

王逸《注》「揭揭，高貌也 。」又有《淮南子．兵略》： 

（3）因其勞倦怠亂，飢渴凍暍，推其搖搖，擠其揭揭，此謂因勢。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1975.頁
238-247.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266。《傳》曰「朅，武壯皃。」「朅」與「偈」

相似，也是滋生自「上舉」義的同族詞。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62。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註》（臺北：藝文印書館，1968 年 11 月），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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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誘《注》「揭揭，欲拔也 。」 

（2）（3）兩例的「高貌」、「欲拔」是「上舉」義的引申。至於〈碩人〉

的「長也」，從葭菼這種蘆葦類植物的生長來看，它是葭菼向上長得很高之後，

在形體上給人的印象。 

毛《傳》曰「葭，蘆。」「菼，薍也。」《正義》引郭璞曰「蘆，葦也。

薍，似葦而小。」又引陸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

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葭菼初生，

其心挺出，向上生長，因此有「上舉」之義。上舉既高，莖度必長，因此《傳》

稱「長也」。「葭菼揭揭」描述葭菼上舉的狀態，與（2）（3）兩例一樣，「揭」

都是自動詞的性質。  

自動詞「揭」以單音節出現的用例，如《戰國策．韓策二》曰：  

（4）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 

高《注》「揭，猶反 。」「反」者，「翻」也。唇翻指嘴唇翻開，不能包覆牙齒，因

而導致齒寒。按：嘴唇翻開是來自嘴唇上舉之勢，此處「揭」本是「上舉」義，高

《注》依文本脈絡解釋，遂謂「猶反」。 

又《素問．五臟生成篇》曰：  

（5）多食酸，則肉胝 而唇揭。 

這個「揭」字，註解釋為「縮」 。大抵因嘴唇上舉掀開，帶來嘴唇後縮的印象，

因此這個用法可說也還是來自「上舉」義的引申。 

例（1）-（3）以「上舉」義重疊構詞，作為謂語，形容主語的狀態；例

（4）（5）「揭」單獨作謂語，說明主語的狀態。表現方式略有不同，但語義

詞性上同屬一類。《釋文》只收十四種經典的音義資料，因此只有例（1）注

有音讀；其餘諸句「揭」的語義詞性既與例（1）相同，本文也將之視為群母

入聲讀  。  

                                                 
   東漢．高誘注，何寧集釋，《淮南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10 月），頁 107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267。 
   西漢．劉向集錄，《戰國策》（臺北：九思出版社，1978 年 11 月），頁 969。 
   姚春鵬，《黃帝內經（上）素問》（北京：中華書局，2010 年 9 月），頁 103。 
   洪興祖《楚辭補註》頁 510「貌揭揭以巍巍」下注曰「揭，居謁切。」洪興祖將之讀為見母，與徐邈將「葭菼

揭揭」讀為見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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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母入聲他動詞 
「揭」字表「擔揭物」是他動詞的性質，這種用例如《莊子‧胠篋》：  

（6）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不固也。 

《釋文》曰「揭，徐其謁反，又音桀。《三蒼》云：舉也，擔也，負也 。」「桀」

也是群母入聲讀。「負匱」、「揭篋」、「擔囊」句法平行，三個動詞都後接賓語，是「舉

抬擔負」義的他動詞。 

「揭」如果隨帶賓語，語義會包含「上舉」與「擔負」兩個成分，缺一不

可。因為動詞帶著賓語，賓語在被舉起之後，必然成為主語的負擔。換言之，

「揭」如果隨帶賓語，「揭」就兼有「舉抬」與「擔負」義。  

這類用例再如《莊子．庚桑楚》： 

（7）若規規然若喪父母，揭竿而求諸海也。 

《疏》曰「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儋揭竿木，尋

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 ！」《釋文》曰「揭，其列、其謁二反 。」「揭竿」

是「舉抬背負竿木」，「舉起」在前，「背負」在後，是合成一個動作的兩個部分。又

如《莊子‧達生》： 

（8）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若揭日月而行也。 

《疏》曰「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污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

猶如擔揭日月而行於世也，豈是韜光匿耀，以蒙養恬哉 ！」《釋文》曰「揭，其

列反，又其謁反 。」「揭」表示「標舉頂戴」；「揭日月」指標舉日月之名，頂戴日

月之光，因此才能「昭昭明白」。這個「揭」也由「上舉」義和「負戴」義合成。再

如《莊子‧胠篋》： 

（9）故逐於大盜，揭諸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利者，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75。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782。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9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64。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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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 。」《釋文》曰「揭，其謁、其列二反

 。」因竊國而成為諸侯，標舉頂戴諸侯之名，故曰「揭諸侯」。「揭諸侯」、「竊仁

義」都是述賓結構，「揭」是為他動詞。 

《淮南子．齊俗訓》曰：  

（10）亂世則不然，為行者相揭以高，為禮者相矜以偽，車輿極於雕琢，器

用逐於刻鏤。 

高《注》「揭，舉 。」「相揭以高」是「互相以高名舉抬對方」，這個「揭」字的賓

語是雙方的高名，舉抬彼此使皆負有高名，因此「揭」也是「舉抬擔負」義。《釋文》

未收《淮南子》音義，衡諸例（6）-（9），我們知道例（10）「揭」也應該是群母入

聲的他動詞。 

群母入聲「揭」有「舉抬擔負」之義，「何」也有同樣的意義。甲骨文「何」

字象人荷戈之形  。《說文》曰「何，儋也。」段《注》引《小雅．無羊》

「爾牧來思，何蓑何笠，或負其餱」毛《傳》「何，揭也」之說，曰「揭者舉

也，皆擔義之引申也  。」《釋文》為此處毛《傳》的「揭」注音，曰「揭

音竭，又其謁反  。」也讀群母入聲。  

根據先秦文獻來看，「揭」用為「舉抬擔負」義多見於《莊子》，此義在

《詩經》多用「何」字。「何」屬古歌部，「揭」屬古祭部，歌祭二部原可互

通  ，匣母字「何」和群母字「揭」上古聲母又同為*g- ，「何」「揭」音

義俱近，它們在語源上應該具有密切的關係。 

「舉抬擔負」義的「揭」，音讀與「唇揭齒寒」的「揭」一樣，但前者為

他動詞，後者為自動詞。漢代有元部群母平聲字「揵」亦表「舉抬擔負」，我

們懷疑這是為區分自動、他動，而利用四聲別義之法將「舉抬擔負」義的他動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352。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75。 
   東漢．高誘注，何寧集釋，《淮南子集釋》，頁 820。 
   方述鑫、林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金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年 11 月），頁 579。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375。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79。 
   在諧聲及押韻現象上，歌、祭、元三部常可互通。李方桂先生為之擬相同的元音，以及同部位的韻尾輔音。參

見李方桂，《上古音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 年 5 月），頁 50-56。 
   《廣韻》「何」有「胡歌切」和「胡可切」二讀。上古漢語*g-演變至中古，三等韻讀群母，一、二、四等韻

讀匣母。參見李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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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改讀平聲的結果  。  

3. 見母入聲他動詞 
群母入聲自動詞「揭」表示「上舉」，在句中作為謂語，說明主語的狀態，

如例（4）（5）所示。文獻另有表「將物向上舉出」的他動詞，讀見母入聲。

這一組清濁詞性不同的近義詞，可以用「清濁別義」的構詞規則解釋：見母入

聲他動詞「揭」是由群母入聲自動詞「揭」的使動用法派生的結果  。  

見母入聲他動詞「將物向上舉出」的用例，如《詩．大雅．蕩》：  

（11）文王曰「咨！咨女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葉未有害，本實

先撥。』殷鑒不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顛，仆。沛，拔也。揭，見根貌。」《箋》云「揭，蹶貌。撥，猶絕也。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葉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 。」《釋文》曰「揭，

紀竭反，根見貌。見，賢遍反，謂樹根露見。王如字，言可見 。」 

自動詞「揭」的使動式表示「使根向上舉出」，因此是「見根貌」。這一

段藉周文王警告諸臣之事，說如果不能以殷商為鑒，就會像從根腐朽斷裂的樹

木，其傾頹之勢，將會把土中深埋的樹根拔舉而出。「大木揭然將蹶」描述樹

木的傾頹之勢會把樹根向上拔出，這樣的「揭」，《釋文》讀見母，是群母「揭」

使動式聲母清化的結果；轉為他動詞後，表示「將物向上拔舉而出」。  

這類「將物向上舉出」的用法，文獻所見又有《詩．小雅．大東》： 

（12）維南有箕，不可以簸揚。維北有斗，不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

其舌。維北有斗，西柄之揭。 

毛《傳》曰「挹， 也。」《正義》曰「所以不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

其舌而已；維北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

列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便而不言之耳。又西

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不類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

                                                 
   詳見下文。 
   蔣紹愚，〈內動、外動和使動〉，《語言學論叢》第 23 輯（2001 年 3 月），頁 36-50。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364。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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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各隨其義，故不同也 51。」 

這一段詩文，在說南箕不能簸揚，北斗不能挹酒漿，虛列而無所可用。由

於「箕、斗之形，成於柄、舌」，詩人以柄代稱北斗，因此「西柄之揭」說的

是北斗不能挹酒漿。詩旨表明：斗之為物，本應能舀取酒漿，但北斗高懸天上，

「徒西其柄之揭然」，像是手持斗柄以舀酒漿的樣子，徒具其狀而無所可得。 

「揭然」表示「揭之貌」，有舀酒漿之形而無舀酒漿之實。這個「揭」原

本是自動詞，其使動用法「使酒漿向上舀舉而出」後來成為他動詞，表示「舀

取酒漿而出」。這個用法的「揭」，《釋文》曰「揭，居竭反。徐起謁反  52。」

陸德明讀見母，是群母「揭」使動式聲母清化的結果。  

我們在陸羽《茶經》卷中「四之器」看到一條很具啟發性的材料：  

（13）鹺簋，以瓷為之，圓徑四寸，若合形。或瓶或罍，貯鹽花也。其 ，

竹制，長四寸一分，闊九分。 ，策也 53。 

「 」收在《廣韻》月韻「居竭切」下，為「揭」之俗字。《茶經》所記載的 ，

是用來從鹽罐中挑取鹽花的竹片。這個用具之名為「 （揭）」，當是因為「揭」有

「向上舀取」之義。拿《茶經》這條材料與「西柄之揭」合觀，可以幫助我們確認

「西柄之揭」的「揭」表示「向上舀舉酒漿而出」。 

《公羊傳》莊公 12 年曰「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魯侯之淑，魯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魯侯爾。』」關於這段故事，何休《注》曰：  

（14）萬見婦人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不如魯侯美好 54。 

《釋文》曰「訐，九列反，九謁反。一音九刈反。又一本作『揭』。其例、去列二反

 55。」 

「訐」是他動詞，「揭發人陰私」之義，陸德明讀見母入聲。又根據陸德

明所見，「訐」字一本作「揭」，此處「揭」應當也是「揭發人陰私」之義。 

                                                 
 5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922。 
 52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83。 
 53   唐．陸羽等著，宋一明譯注，《茶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 11 月），頁 25。 
 54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2 月），

頁 174。 
 55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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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在「又一本作揭」之後，又注群母去聲與溪母入聲兩讀。如果這

是表示此處「揭」不讀見母入聲而只讀群母去聲或溪母入聲，則「揭」作為異

文，與「訐」音義頗為不同，恐怕並不合理。根據《釋文》體例來看，比較好

的理解應該是：「揭」作為異文，與「訐」有同樣的音義表現，而諸家對於「揭」

又有群母去聲和溪母入聲的異讀，《釋文》因此列在最後，以備一說。  

這個異文寫作「揭閔公」，當是因為「揭」有「將物向上舉出」之義，在

此表示「將閔公（隱私）向上舉出」，這也就是「揭發閔公」的意思。  

關於自動詞「揭」的使動用法，再如《漢書．陳勝項籍傳》所見：  

（15）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嚮應，贏糧而景從。 

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讀之者為負揭之揭，非也 56。」顏師古「揭」讀群

母薛韻，「謂豎之也」。這樣的「揭」是自動詞「上舉」義的使動用法，後接使動賓

語「竿」，表示「使竿向上舉出，豎起以作為軍旗」。這與《莊子》「揭竿而求諸海」

以「揭」為他動詞「舉抬擔負」義不同。 

同樣稱「揭竿」，因「竿」或為真賓語、或為使動賓語的不同，「揭」的

語義有了差異。顏師古指出的這種誤讀，是因為後人根據對「揭竿而求諸海」

的刻板印象，將「揭竿為旗」的「揭竿」也理解為「舉抬擔負」之義了。  

準此來看「揭竿起義」，它和「揭竿為旗」同樣是標舉旗幟以號召人民，

因此這個「揭」也應該理解為「豎之也」，是「將竿向上舉出」的結果。  

關於「揭」的群母、見母這兩種音義用法的關係，可以從漢藏語比較研究

獲得解釋之道。許多學者指出，藏文的*s-詞頭有使動化和名謂化的兩種功能，

上古漢語*s-詞頭也同樣有這些功能  57。*s-詞頭的使動化和名謂化，使古漢語

的自動詞派生出他動用法，也使名詞變為動詞。語音上則*s-使全濁聲母清化，

因此表示「上舉」的群母入聲自動詞「揭」在使動用法中清化讀為見母入聲  58。 

                                                 
 56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2 年 6 月），頁 1824。 
 57   梅祖麟，〈內部構擬漢語三例〉，《中國語文》1988 年第 3 期。收於《梅祖麟語言學論文集》（北京：商務印

書館，2000 年 10 月），頁 352-376。又〈漢藏語的「歲、越」、「還（旋）、圜」及其相關問題〉，《中國

語文》1992 年第 5 期。收於《梅祖麟語言學論文集》，頁 377-402。 
 58   相似的例子，如龔煌城先生根據漢藏比較材料，構擬原始漢語「別」的自動、他動兩讀，分別是： 
    PC*N-brjat＞OC *brjat＞MC bjät 《廣韻》異也、離也 
    PC*s-brjat＞*s-prjat＞OC *prjat＞MC pjät《廣韻》分別 
  原始漢語帶有鼻音詞頭*N-的形式是自動詞，帶有詞頭*s-的是他動詞；詞頭在影響後面的聲母使之成為濁聲母

或清聲母後消失。參見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第 1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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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能夠掌握的古漢語材料來看，古人會以「四聲別義」或「清濁別義」

之法來區別詞性或詞義，但這種方法並未發生在所有語詞身上，方言之間也不

一致  59。「揭竿為旗」的「揭」雖然是自動詞的使動用法，但顏師古仍然讀

為群母，顯示的就是清濁別義的不一致現象。 

自動詞「揭」由於後加使動賓語而轉為他動詞，因此「揭榜」表示「公告

榜單」，「揭短」表示「指出他人的短處」。這樣的「揭」也常常後加補語，

例如「揭開」、「揭發」、「揭曉」、「揭明」、「揭露」表示「掀開覆蓋物

而暴露出內容」。  

現代漢語共同語多將「揭」理解為他動詞，如「揭短」、「揭開」、「揭

發」、「揭曉」、「揭露」是常用的說法；自動詞「上舉」義多只出現在僵化

的成語如「唇揭齒寒」中，幾乎已經沒有能產力了。  

4. 溪母去聲他動詞 
《詩．邶風．匏有苦葉》曰：  

（16）匏有苦葉，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傳》曰「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

淺則揭矣 60。」《釋文》曰「苦例反。褰衣渡水也 61。」「揭」字為何讀溪母去聲，

頗不易理解，而此讀僅見於「褰衣渡水」一例，頗受限制。這些跡象顯示這個音義

可能由特殊原因造成。 

「褰衣渡水」之義，《鄭風．褰裳》作「褰」，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箋》云： 

（17）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 62。 

《釋文》曰「揭，欺例反，又起列反 63。」除了注溪母去聲讀，還有溪母入聲一讀。 

                                                                                                                                      
（2000 年 7 月）。收於《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

專刊系列之四十七，2011 年 9 月），頁 165-186。又〈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1 複聲母的構擬〉，《臺

大文史哲學報》第 54 期（2001 年 5 月）。收於《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論文集》，頁 187-216。 
 59   《釋文》廣收諸家音義，其方音之異，有部分就來自是否以聲別義的差異。例如以徐邈為代表的方言以聲母清

濁來區別「微也」與「近也」之異，其他方言則無此區別，一律讀見母平聲。參見楊秀芳，〈論「幾」的形態

變化及其在閩南語的反映〉，《臺大中文學報》第 43 期（2013 年 12 月），頁 121-176。 
 60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63。 
 61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58。 
 6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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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說文》，「褰」本義「絝也  64」。「絝」是「脛衣也  65」。今作

「袴」。此處用「褰」是假借之法，本應作「攐」。《說文》曰「攐，摳衣也

 66。」「摳，繑也。一曰摳衣。」段《注》云「攐篆下曰摳衣也，然則此當

云一曰攐衣。〈曲禮〉曰摳衣趨隅。摳，提也。衣，裳也  67。」  

根據以上資料，可知「提起下裳」古稱「摳衣」，又稱「攐衣」。「攐」

字古屬元部，《廣韻》音溪母「去乾切」。我們懷疑祭部「揭」讀溪母的「褰

衣渡水」一義，與「攐」字有關。 

「揭」表「褰衣渡水」的最早文獻是〈匏有苦葉〉的「深則厲，淺則揭」，

詩中「揭」與「厲」字押韻。一個合理的推測是，詩人原意為「淺則攐」，為

了與去聲字「厲」押韻，因此將「攐」字轉讀為韻部相近的祭部去聲，並改寫

為同樣有「上舉」之義的祭部音近字「揭」。 

董同龢先生根據江有誥的《唐韻四聲正》，進一步分析古韻語「平自韻平，

上去入自韻上去入」之外的異調通押現象，其結論指出「去與入多兼叶」，「去

入韻尾不同而多兼叶，是因為調值似近  68」。據此來看，「攐」字轉讀祭部

去聲而寫為聲韻相近的入聲字「揭」，是因為「揭」不止與「攐」語義相近，

調值也與去聲相近，因此寫為「揭」字。再進一步說，上古去、入本可通押，

即便將「攐」轉讀為祭部入聲「揭」，也不妨礙它與「厲」字押韻。 

《釋文》為〈匏有苦葉〉「淺則揭」注去聲「苦例反」，但在〈褰裳〉鄭

《箋》的「揭」字下，除了注去聲讀，也收了入聲讀。鄭《箋》所以稱「揭衣」，

乃是因為承〈匏有苦葉〉「淺則揭」而來，並且《釋文》也因而注去聲讀。《釋

文》又收入聲一讀，應當是因為「揭」字本讀入聲的緣故。  

《禮記．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不涉不撅。」《注》云「撅，

揭衣也  69。」這個「揭」字，《釋文》除了去聲「起例反」、入聲「起列反」

之外，又收平聲「起言反  70」。標為去、入聲的緣故如上所述。標為溪母平

                                                                                                                                      
 63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65。 
 64   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397。 
 65   同上注，頁 661。 
 66   同上注，頁 600。 
 67   同上注。 
 68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3 年 9 月），頁 309-313。 
 6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頁 974。 
 70   唐．陸德明，《經典釋文》，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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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應該與「攐」字有密切關係，反映的是「攐裳」本來的音讀。  

（三）「揭」與「揵」、「掮」 
「舉抬擔負」義先秦寫為「揭」，讀群母入聲。漢代文獻有「揵」字與之

詞義相同。「揵」字到近代又寫為「掮」。  

以「揵」表示「舉抬擔負」義，如司馬相如〈上林賦〉： 

（18）揵鰭掉尾，振鱗奮翼，潛處乎深巖。 

李善《注》「揵，巨言反。」引郭璞曰「揵，舉也。鰭，背上鬣也 71。」魚鰭在背，

宛如以肩背舉之，所以「揵鰭」表示「背負魚鰭」。「揵」讀群母平聲，作為他動詞，

表示「舉抬擔負」之義。又如《後漢書．輿服志上》： 

（19）皆帶劍，持棨戟為前列，揵弓韣九鞬 72。 

這裡的「揵」也是他動詞，「舉物背負」之義。 

這個群母平聲的「揵」古屬元部，與祭部群母入聲的「揭」同樣表示「舉

抬擔負」。兩漢承上古而來，祭、元還有密切的對轉關係  73，漢代將「舉抬

擔負」義寫為「揵」字，應該是由於音近，從「揭」改讀改寫的結果。  

從祭部群母入聲「揭」改讀為元部「揵」，估計應該是為了別義。如上所

述，群母入聲「揭」有自動、他動兩種用法，為了區別詞性，古人利用四聲別

義之法將他動詞「揭」改讀為元部平聲。寫為「揵」字則是因為「揵」屬「建」

詞族的一員，具有「豎立撐持」之義  74，與「揭」的「舉抬擔負」義相關。  

「揭」的語源義是「上舉」，「揵」的語源義是「豎立撐持」，聲母都讀

牙喉音，古韻又有祭元對轉的關係，我們懷疑這兩個詞族在來源上也具有密切

的關係。  

「掮」字後起。據教育部《異體字字典》所引，《儒林外史》第十四回曰

                                                 
 71   梁．蕭統編，唐．李善、呂延濟、劉良、張銑、呂向、李周翰注，《六臣注文選》（北京：中華書局，2012

年 5 月），頁 158。 
 72   宋．范曄撰，唐．李賢等注，《後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5 年 5 月），頁 3652。 
 73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1975.頁
238-247. 

 74   楊秀芳，〈從詞族研究論「天行健」的意義〉，頁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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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掮著一把傘，手裡拿著一個衣包  75。」這樣的「掮」，語義與「揭」、「揵」

的「舉抬擔負」相同。北方方言又有「掮客」一詞，用指代人買賣之人。這是

因為以肩扛舉貨物，因此稱「掮客」。  

我們認為這個「掮」是「揵」的後起字，寫為「掮」是因為文字結構可以

表示「以肩扛物」。「掮」於今天北方方言讀為陽平調的清送氣舌面音聲母，

這是因為群母平聲字清化為送氣聲母後，又進一步顎化的結果。  

分析《釋文》「揭」的音讀，可簡述其關係如下：（茲按照上文討論的次

序，分類標以數字，並以 k、kh、g 分別代表見母、溪母、群母。例如以「揭

g1」代表第一類的群母讀，以「揭 k3」代表第三類的見母讀。餘類推。）  

（A）「揭 g1」作為自動詞，說明主事者的動作（如「唇揭」）。「揭

g1」的使動用法產生了「揭 k3」他動的「將物向上舉出」義。  

（B）「揭 g2」作為他動詞，與「揭 g1」詞性不同，但語音相同。後來

利用四聲別義之法來區別「揭 g2」與「揭 g1」，他動詞「揭 g2」轉讀元部群

母平聲，漢時寫為「揵」，後來改寫為「掮」。  

（C）「揭 kh4」的「攐衣」義來自元部「攐」，是為押韻之需而產生的

轉讀。  

三、「揭」、「揵」在閩南語的音義表現 

Douglas 1873 頁 107 收錄 gia5、gia/4、gia/8 三個音  76。gia5 之下又收 kia5

（同安音）、ka5（泉州音）；gia/4 之下又收 kia/4（同安、泉州音）；gia/8

之下又收 kia/8。根據我們對閩南歷史音韻的了解，這是因為同安、泉州音保

持比較早期的 k-聲母讀法，而 k-後來弱化讀為濁聲母的 g-，成為今天普遍的

讀法  77。  

泉、漳方言並沒有將鼻音聲母讀為清塞音的現象，因此同安、泉州的這些

k-聲母不會是來自疑母字的清化。由於同安、泉州將這些詞讀為 k-聲母，可以

見出廈門這些 g-的讀法不會是來自疑母字。同安、泉州的這些 k-聲母讀法對

                                                 
 75   取自教育部《異體字字典》網路版 2014 年 11 月 10 日。 
 76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London. 1873。 
 77   Douglas 1873 所見，又有「錦」讀 gim2（泉音 kim2），「別」讀 bat4（同安音 p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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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探討歷史問題可說是意義重大，它說明這些語詞的 g-來自見母 k-的濁化，

或群母清化為 k-之後的濁化，而非來自鼻音疑母的去鼻化  78。具體來說，見

母反映在閩南讀為 k-，群母清化為不送氣音也是 k-，同安、泉州多能保留這

個音讀，漳州、廈門有些例子則濁化為 g-。  

以下說明 gia5、gia/4、gia/8 的詞義，來跟文獻「揵」、「揭」互證做比

較，說明群母平聲字「揵」是 gia5 的本字，見母入聲字「揭」是 gia/4 的本字，

群母入聲字「揭」是 gia/8 的本字。  

Douglas 1873 頁 107 說明 gia5 表示「用雙手或肩背舉起體積很大的重物」、

「背負重物」、「蒸汽把鍋蓋掀開」等，所舉用例，如 gia5 khui1（把東西舉

起移開）、gia5 ke5（舉著枷鎖，比喻背負重擔）等。這些用法和《莊子》的

「揭篋」、《後漢書》的「揵弓韣九鞬」可說完全相同。 

gia/4 表示「挑起、挖出」，例如將衣物上縫好的線挑破，或是將戳入肉

裡的刺挑取出來，是一種向上挑挖的動作，可以使深埋的東西因此而被挖出。

gia/4 tshi3 表示「將小刺挑取出來」，gia/4 phua3 表示「刺破（皮膚上的水泡）」，

gia/4 khui1 表示「經由挑挖的動作而打開某物」，gia/4 laN5 e5 iN5 a2 su7 表

示「揭人之私」。這與「顛沛之揭」、「揭閔公以此言」的「揭」一樣，都有

「將物向上拔舉而出」之義。  

gia/8 表示「舉起、抬起」，是自動詞。例如 gia/8 thau5 是「頭抬起來」，

gia/8 tshiu2 是「手舉起來」，gia/8 bak8 是「眼睛抬起來（注視）」。「頭」、

「手」、「目」雖然放在動詞 gia/8 後面，但其實都是主事者。這個「揭」與

「唇揭者其齒寒」的「揭」用法相同。  

此外，閩南語 gia5 ti7（舉起箸）、gia5 pit4（舉起筆）也是一種舉抬擔負

的動作，雖然物品並不沈重，但舉起之後便成為手的負擔，因此也用「揵」表

示。「揵箸」、「揵筆」泉系變調之後讀 kia11 tμ33、kia11 pit32，這個「揵」

與「揭頭」kia11 thau13 的「揭」同樣讀低平調 11，因此泉系方言的人 kia5 和

kia/8 常常混淆。不過漳系陽平變調讀 33，陽入變調讀 11，便能夠區別「揵箸」

                                                 
 78   「濁化」是一種常見的語音變化，閩南語有不少常用詞有清聲母濁化的現象。例如表示「認識、能辨別」的 bat4，

泉音讀 pat4。bat4 是 pat4 濁化的結果。此外，「遮」讀 dzia1 是從 tsia1 濁化而來，「縐」讀 dziau3 是從 tsiau3
濁化而來，「爪」讀 dziau2 是從 tsiau2 濁化而來，「跡」讀 dzia/4 是從 tsia/4 濁化而來，「字」讀 dzi7 是從 tsi7
濁化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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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 gia33 ti33，「揭頭」讀 gia11 thau13，「揵」和「揭」不會混淆  79。  

上文已經說明 gia5、gia/4、gia/8 分別來自 kia5、kia/4、kia/8 的濁化，

底下說明何以「揵」可以讀 kia5，何以「揭」可以讀 kia/4 和 kia/8，從語音上

證明「揵」、「揭」之為本字的可能性。  

古元部字反映在閩南語的異讀中，有一個-ia )韻母的白話層，「燃」hia )5、

「健」kia )7、「顯」hia )2、「拚」pia )3 都屬於這個層次。平聲群母字「揵」來

自古元部，按規則可讀為 kia )5。如果 kia )5 的鼻化成分丟失，便成為 kia5。  

鼻化韻丟失鼻化成分而讀為陰聲韻，這在漢語方言中不是罕見的現象。例

如泉、漳閩南語「門簾」、「布簾」本來應讀鼻化的 mN5 ni )5、pç3 ni )5，但 Douglas

詞典所收便讀 mN5 li5、pç3 li5；「相」本來讀 siç )1，但 Douglas 詞典所收為陰

聲韻，如「相合」sio1 kap4（合在一起）。同屬閩南語的雷州方言甚至把所有

相當於泉、漳的鼻化韻都讀成陰聲韻，顯示鼻化成分已經進一步丟失。例如「錢」

tsi5、「鼎」tia2 等  80。我們可以合理懷疑 kia5 是「揵」kia )5 丟失鼻化成分的

結果  81。  

「揭」來自古祭部。古歌、祭、元部有合韻對轉的密切關係，這三部在閩

南白話層分別讀為-ua、-ua/、-ua )，語音相近，反映歌、祭、元能合韻的事實。

例如歌部「歌」kua1、「破」phua3、「沙」sua1，祭部入聲「割」kua/4、「撥」

pua/4、「殺」sua/4，元部「寒」kua )5、「搬」pua )1、「山」sua )1。這樣的韻

母對應表現，說明閩南語承繼了古歌、祭、元部對轉的結構，在古語繼承及層

次研究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及參考價值。  

除了-ua、-ua/、-ua )對應的層次之外，歌部還有「鵝」gia5、「騎」khia5、

「寄」kia3，祭部有去聲「艾」hia )7、入聲「挖」ia/4 82，元部有「燃」hia )5、

                                                 
 79   漳、泉居民接觸日久，漳系口音的人會受泉系影響而將「揵筆」變調讀成 gia11 pit32，而泉系口音的人也會將

k-濁化讀為「揵箸」gia11 tμ33、「揵筆」gia11 pit32、「揭頭」gia11 thau13。 
 80   張振興、蔡葉青，《雷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年 12 月）。 
 81   閩南語的 gia5，本字也可能是歌部平聲「胡歌切」的「何」。《說文》曰「何，儋也。」根據我們對歌部的了

解，它在閩南有-ia 韻母的一層。匣母字「何」在上古階段聲母為*g-，中古以後全濁清化讀 k-，後來若因語音

濁化，「何」可以讀為 gia5。「何」另有上聲「胡可切」「負荷」一讀，義同平聲「何」。疑因平聲「何」兼

有虛詞用法，古人遂另以上聲讀專表實義。 
 82   「挖」字原作「穵」。《廣韻》「穵」在黠韻，有開合二讀：合口「烏八切」釋義「手穵為穴」，開口「烏黠

切」釋義「說文云空大也」。《說文通訓定聲》謂「今蘇俗謂竊賊穴牆曰穵」。閩南語稱在牆壁挖洞為 ia/4 pia/4，

本字應即為「穵壁」。閩南語又有 ia/4 khaN1「穵空」（挖洞）、ia/4 bak8 tsiu1「穵目珠」（挖眼睛）、ia/4 han1 
tsu5「穵番 」（挖番薯）之說。比較歌部二等疑母合口字「瓦」泉州讀 hia6（廈門、漳州 hia7，濁上讀同陽

去調），及元部二等疑母開口字「顏（姓氏）」讀 hia)5，可知祭部入聲二等影母字「穵」讀 ia/4 是這一個層次

的規則性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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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kia )7、「拚」pia )3，顯示這三部在閩南白話層還有一個-ia、-ia/、-ia )對

應的層次。 

「艾草」hia )7 tshau2 的「艾」讀鼻化韻，可能來自「艾」的疑母讀，也可

能因閩南語鼻化韻豐富而增生鼻化成分。就「艾」為陰聲字而言，在這一個層

次中顯然原本應讀-ia 韻母。  

祭部讀-ia、-ia/的例字，目前可考知的雖然不多，但我們可以利用歌、祭、

元部的層次結構關係，來加強說明祭部入聲「揭」字可以讀-ia/。就其為見母

來說，反映至今讀為陰入調的 kia/4，再濁化則為 gia/4；就其為群母來說，則

反映讀為陽入調的 kia/8，再濁化則為 gia/8。  

四、結論 

本文根據《經典釋文》的音義資料，結合古籍和方言語料，利用形態構詞

的觀念，解釋祭部字「揭」的幾種音義關係，並解答聚訟紛紜的方言本字問題。 

《經典釋文》所收音義有四大類：一為群母入聲自動詞的「上舉」義；二

為群母入聲他動詞「舉抬擔負」義；三為見母入聲他動詞「將物向上舉出」義；

四為溪母去聲他動詞「褰衣」義。 

第一類的使動用法，帶來濁母的清化，形成第三類的見母他動詞用法。第

二類他動詞為與第一類自動詞在語音上做出區隔，利用四聲別義之法改讀為元

部群母平聲，漢代寫作「揵」，更晚則作「掮」。第四類來自溪母字「攐」，

是為與「深則厲」押韻而改讀改寫的結果。  

閩南語反映古籍的這些音義，於今仍保有第一類（讀 kia/8/gia/8）、第三

類（讀 kia/4/gia/4）、及第二類（讀 kia5/gia5）的各種用法。現代漢語共同語

則保有第三類及第二類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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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phology of 揭Jie(<*giat)  
as Reflected in Classics and Southern 

Min Dialect 
Yang, Hsiu-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morphology of 揭 Jie (<*giat) by using 

evidences drawing from the classics and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cognates and 
the etymological origins of the word family of 揭 Jie are also explored. 

Four forms of 揭 Jie could be attested in classical documents: (1) intransitive 

verb *giat; (2) transitive verb *giat; (3) transitive verb *kiat; and (4) transitive 
verb *khia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kiat of form (3) was derived from *giat of form 
(1) by the process of devoicing. This is the usual way to produce a transitive verb 
from a causativized intransitive one with voiced initial. The *khiad of form (4) is a 
modified form of 攐 Qian (<*khian) for the purpose of rhym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make distinction from the *giat of form (1), the *giat of form (2) 
became *gian through the derivation of the “Si-sheng Bie-yi” (四聲別義). The 
new form was written as 「揵」in Han Dynasty, and later as「掮」in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morphological alternations stated above 
exist in the modern dialects. For example,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distinctions among the forms (1), (2), and (3) are preserved very well, and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usage of form (2) still remains, in addition to form (3). 

 

Keywords: Morphological alternation Word family Cognate Strata research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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