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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獻的譜系關係：以《經史正音
切韻指南》為核心文本的初步考察 ∗
呂昭明 ∗∗

【提要】
本文擇以音類結構的觀點，考證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改併五
音集韻》兩部文獻內部的「表層結構」及其內部「層位結構」。經由相關問
題的分析，嘗試提出五點想法：
一，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改併五音集韻》兩文獻「互為體用」
的關係，恐非元劉鑑所為，而是由明代金臺大隆福寺僧人接軌而成。
二，今本《四聲等子》成書可能晚於《經史正音切韻指南》。兩文獻入
聲字組分位配置、韻類歸併路徑一致，然則兩者內部層位結構的近似性是主
∗

∗∗

本文初稿曾於 2014 年 11 月 22-23 日東海大學主辦「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紀念周法高先生百年冥誕國際學術研
討會」宣讀。特別感謝周世箴先生給予我一個向臺灣師長們請益問學的機會，謹將本文敬獻給周法高先生。論
文修訂期間獲得兩位匿名論文審查師長的指正，在此亦一併致謝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理教授
【要旨】この論文は「音類構造」という観念に基づいて「表層構造」
（surface structure）、「層位構造」
（stratum
structure）という二つの概念を運用し、『經史正音切韻指南』と『改併五音集韻』両文献の内部構造の依存
関係を考証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れに関わる問題を分析した上で以下のように初歩的な結論をまとめてみる。
第 1 に、明時代北京の僧侶が当時の言語音によって『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と『改併五音集韻』の音類を変
更した。このことによって両文献が互いに「体用関係」を持つことになった。第 2 に、『四声等子』より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の成書時間は早い。その判断基準の鍵は『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の「入声九摂」で示し
た音類の配置とその韻摂の順序に『四声等子』が配り分けられたという所である。第 3 に、『切韻指掌図』
の 3・4 等の「混ぜる」という現象を根拠にし、それは『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図經』が 3 等わけの転図形式と
する前の形成する条件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第 4 に、明・萬暦三十四年（1606）『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図經』
の「祝摂」、「塁摂」及び「拙摂」という韻摂の反切の来源が『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の「叶声韻」の中に記
載された音類の合併過程と一致することが判明した。この現象の背後は『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が明・弘治九
年（1496）の北京方言を反映するものと推定される。最後に、拙論は『四声等子』と『切韻指掌図』が宋元
時代と推測されていたが、「音類構造」の層位とその配列順序での観察によって、両文献が明・弘治九年
（1496）から明・萬暦三十四年（1606）までの文献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る。
キーワード:表層構造，層位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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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疑點。至於今本《四聲等子》的韻攝序列，與《經史正音切韻指南．門法
玉鑰匙．入聲九攝》所示音類條件相近，此為《四聲等子》晚出的關鍵內證。
三，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四聲等子》皆呈現相同等第和跨等
第韻類併合現象。然則今本《切韻指掌圖》近乎十三韻攝三四等韻類趨於混
併的現象，很可能是萬曆年間《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的先聲。
四，《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祝攝」、「壘攝」和「拙攝」內部音
類成份來源，符合《經史正音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叶聲韻》所揭示的音
類併合方向，是逆證《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為弘治年間北京音系的直接證據。
五，基於音類表層和層位結構的音理觀察，本文嘗試提出今本《四聲等
子》和《切韻指掌圖》很可能是於明代弘治至萬曆年間北京地區的文獻語料。

關鍵詞：表層結構

層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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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題的提出
明弘治 9 年（1496）金臺大隆福寺僧釋思宜所重刊的《經史正音切韻指南》
（ 後文省稱為《切韻指南》 ），附載了劉鑑自序的相關文字，其序末所謂「《經
史正音切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為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
讀來頗費疑猜

，其中問題至少有三：何以《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五音

集韻》是「互為體用」的關係？「互為體用」的實質意涵所指為何？如何可能
進行相關檢證？此三提問是本文的基本問題意識。
然而，相對於劉鑑序文所言，《四庫提要》所述則又有所延伸。其所提及
內容如次：「《經史正音切韻指南》一卷，元劉鑑撰，鑑字士明，自署關中人
也。關中地廣，不知隸籍何郡縣也。……鑑作是書，即以《指掌圖》為粉本，
而參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切行韻，取字乃始分明，故學者便之。
至於開合二十四攝，內外八轉及通廣局狹之異，則鑒皆畧而不言，殆立法之初
已多掛礙糾紛，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韻者，至今多稱《切韻指南》……今姑錄
之用備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釋真空〈直指玉鑰匙〉一卷，驗之，即真空
《篇韻貫珠集》之第一門、第二門。」
《四庫提要》所述文字隱含了三條線索：一，劉鑑隸籍於何處？無法明確
指稱。二，劉鑑撰作所謂的「格子門法」，然於「開合二十四攝，內外八轉，
及通廣局狹之異……皆畧而不言……今姑錄之用備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
釋真空〈直指玉鑰匙〉一卷」。三，《切韻指南》「即以《指掌圖》為粉本，
而參用《四聲等子》」而成。
首先，針對第一點的說法，限於史料闕付，歷來學者亦未有論述。在史料
相對條件不足的情況下，文獻內部音類結構關係的考證工作，成為判斷文獻存
在時間的可能指標

。

次者，第二點的說法，《四庫提要》作者所見《切韻指南》版本附載門法，
實為釋真空〈直指玉鑰匙〉的部份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陳澧《切韻考．外篇》
則又言及「明僧真空作〈門法玉鑰匙〉又增減之為十三條」。換言之，〈直指

對照京都大學圖書館近衛文庫所藏《切韻指南》版本，此處文字則誤植為「五為體用」。
參看本文第四節和第五節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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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鑰匙〉是否即為〈門法玉鑰匙〉？清儒之間恐已受到接觸版本的差異，而有
了不同的認識

。此外，何以《四庫提要》作者所見《切韻指南》為二十四

攝？此當為袁子讓《五先堂字學元元卷之一．二十四攝辟翕》的觀點：「門法
稱二十四攝，皆稱為內外八轉，只以十六攝盡之，蓋八合攝，即以八開攝兼之
也」。至於「格子門法」為何？則可由袁子讓《五先堂字學元元卷之四．四卷
格子門法題首》為首的相關內容，尋其概要。
再次，第三點的說法，恐怕需要嚴格對待。理由至少有二：其一，倘若釋
思宜所重刊《切韻指南》，其所附載劉鑑序文為真，《四庫提要》作者的說法
便帶有主觀性的認知，畢竟劉鑑序文僅言及「《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韓氏《五
音集韻》互為體用」。其二，倘若《四庫提要》的說法為真，《四聲等子》和
《切韻指掌圖》兩者與今本《切韻指南》的音類配置，需要找出其排序的可能
過程，用以檢證三者間的音類依存關係。
為了避免論題淆亂，本文採取劉鑑序文為真的假定，並藉由有明時期《切
韻指南》與《五音集韻》的相關版本，擇以「音類結構」的概念，論證兩部文
獻內部的音類層位結構關係（河野六郎 1954，遠藤光曉 1989）。同時，以其
音類結構內部層位分屬狀況，嘗試說明今本《切韻指掌圖》和《四聲等子》「成
書的時間與空間」的可能問題。本文所謂的「音類結構」，不同於「反切結構」
（龍宇純 1965），不同於「音位結構」（a phonemic structure），亦不同於「音
節結構」（a syllable structure），指稱的是：「韻書字例及其音切，其於韻圖
等位所構成的層位疊置結構關係

」。

二、《切韻指南》、《五音集韻》相關研究論著概述
（一）
關於今本《切韻指南》的論著，著重於兩個研究方向：第一，採取類近《四
庫提要》的思路，說明《切韻指南》與《四聲等子》抑或與《切韻指掌圖》於
「時間軸上的聯繫關係」。第二，側重《切韻指南》門法十三條例的解讀。
第一個研究方向的可能問題有二：其一，史料上的侷限，使得文獻序文的

參看本文第三節的討論內容。
最初的「門法」概念，很可能只是為了說明韻書反切於韻圖等位的排列組合關係，參看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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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判讀產生游移的可能性。其二，韻圖內部音類分佈的檢證問題。這兩個問
題，可分別以趙蔭棠（1933）和董同龢（1948）作為討論的起點，分述於次：
一、趙蔭棠（1933）經由史料的例證考察，得出如次結論

：「自金陷

汴京之後，趙宋政治重心移至南方，北人與南人雜居，語言上自然起一種變化；
醞釀既久，所以有《四聲等子》與《韻鏡》混合的《指掌圖》產生。」以此結
論整合《四庫提要》的說法，可以寫出（1）兩條推演過程，如（1）所示：

（1）
a. 《四聲等子》＋《韻鏡》→《切韻指掌圖》
b. 《切韻指掌圖》＋《四聲等子》→《切韻指南》
倘若（1a）說法成立，（1b）《切韻指南》將是經歷兩次混合後的產物。
果若如此，諸家學說將面臨彼此相互矛盾的可能。為什麼？假定《四聲等子》
成書於 1220 年（寧繼福 1994）
，
《指掌圖》成書於 1176-1203 年（趙蔭棠 1933）
，
則（1a）的說法便不足以成立。（1a）既無法成立，《四庫提要》所言（1b）
的說法，便得再尋求可能的解釋方案。
二、董同龢（1948b：209-210）以《廣韻》 （主要材料） 、《集韻》音切
論析《切韻指掌圖》的音類分佈時，則是得出（2）的結論（1,2,3,4 數字表等第，
／斜線後為入聲韻類，(a)，(b)表開合，－表無相對韻類） ：

（2）
a. 高

豪1

肴2

b. 公

東冬 1／屋沃 1

東鍾 34／屋燭 34

c. 孤

模1

魚虞 34

d. 鈎

侯1

尤幽 34

e. 甘

覃談 1／合盍 1

咸銜 2／洽狎 2

f. 金
g. 干

宵蕭 34

鹽嚴凡添 34／葉業乏帖 34
侵／緝 34

（a）寒 1／曷 1

山刪 2／鎋黠 2

仙元先 34

請參看〈《切韻指掌圖》撰述年代考〉，附載於趙蔭棠《等韻源流》，（北京：商務印書館，2011 年 9 月。（1957
年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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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根

i. 歌

j. 剛

k. 恆

l. 該

（b）桓 1／末 1

山刪 2／鎋黠 2

仙元先 34

（a）痕 1／沒

－／櫛質迄 2

臻真欣 34

（b）魂 1／沒

－／質術物 2

諄文 34

（a）歌 1

麻2

戈麻 34

（b）戈 1

麻2

戈 34

（a）唐 1／鐸

－／覺藥 2

江陽 34

（b）唐 1／鐸

－／藥 2

陽 34

（a）登庚 1／德陌麥

耕 2／職陌昔錫

清青 34

（b）登庚 1／德陌麥

－／陌昔錫 2

庚清青 34

（a）咍泰皆佳夬 2
（b）皆佳夬 2

m. 基

（a）之脂支 1

之脂支微齊祭 34

（b）灰泰 1

脂支微祭廢齊 34

暫且不考量（2）分析過程內藴的可能問題

，觀察（2）的音類分佈狀

況，則可有一個直截的提問：為什麼今本《切韻指掌圖》韻類呈現「三四等合
流」的現象

？接續的可能問題尚有：其一，果若今本《切韻指掌圖》確實

為宋本，其韻圖內部近乎 13 韻攝皆為「三四等合流」的現象，該如何解釋？
其二，宋代相關文獻具有相近現象的語料為何？現在，依《四庫提要》所言《切
韻指南》是「以《切韻指掌圖》為粉本」的說法為假設基礎，提出（3）的兩
種設想，如次：

（3）
a. 假設今本《切韻指掌圖》為宋本，
（2）的音類分佈結構，可與已確知的有宋

主要問題在於《切韻指掌圖》所據韻書為何？只是如果假定今本《切韻指掌圖》韻圖內容為明代學者更易，則
取用《廣韻》反切，便可能符合當時文獻流布概況。
清儒以來，已為諸多學者確認非北宋司馬光所作的《切韻指掌圖》，其「精系止攝一等字改列四等」，以及南
宋朱熹《詩集傳》所示「舌尖前高元音」語音現象，究竟代表的是北宋「時音」，抑或南宋「時音」，或是兩
宋「時音」，還是兩宋「方音」？兩部文獻音類現象何以能夠接軌？凡此種種問題，本文僅能暫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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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文獻契合。
b. 假設今本《切韻指掌圖》的韻圖內容已非宋本原貌，亦即僅有序文相關資料
為真，韻圖字例等位關係的排定，已與有宋時期版本有別

。

本文暫時擱置有關（3a）設想的相關討論，採取（3b）設想的理由則有兩
點：
第一，以（1）所呈顯的不確定性為基礎，恐怕先得假設今本《切韻指掌
圖》已非宋本原貌。較為明確的說法，今本《切韻指掌圖》與清儒所見相同，
然與明儒所見可能有別。（2）的三四等合流，是一項重要的音類結構依據。
第二，（2j）「宕江結構」和（2k）「曾梗結構」的音類現象，則是其中
兩項證據

。為什麼？

一，倘若以北宋范陽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第一聲》「果假攝」結
構為衡量依準

，今本《切韻指南》和《四聲等子》具有與其相近的音類條

，可以暫時假定三部韻圖的方言背景同屬北京區域

件下

。至於「梗曾結

構」則是考量《四聲等子》和《切韻指掌圖》可能為同一區域的另一項音類結
構現象

。

二，倘若《四聲等子》、《切韻指掌圖》和《切韻指南》的方言背景同為
北京區域，且前兩部韻圖皆早於《切韻指南》，便會遭遇到一個立即性的問題：
為什麼今本《四聲等子》（ 含括《四聲全形等子》 ）以及《切韻指掌圖》採取
的是「宕江合流」規律，然而後起的《經史正音切韻指南》卻是採取分別立圖，
即「表層結構」從分不從合的立場？以「守舊」或者「復古」評斷《經史正音
切韻指南》，無論如何，只能視之為一種外緣的解釋。
三，詩文押韻，所能觀察到的現象是韻類的分佈概率，唐遼宋金北京地區

倘若董同龢（1948b：201）所言及「《集韻》比較接近宋音，當然與《指掌圖》同者多而異者少」的論斷為真，
是否可進一步逆推《集韻》內部三四等韻類已然趨近合流？次者，何以先生續言「研究韻圖，最好不要先套上
《廣韻》的桎梏，尤其是《指掌圖》」（1948b：204）？前言後語之間，顯然有些許游移不定。
參看本文第五節的討論。
參看周祖謨〈宋代汴洛語音考〉，《問學集》（北京：中華書局，1966 年 1 月，第 1 版），頁 581-655。
此二部韻圖體例、字例和韻類編排近似，參看本文第四節。
促使本文如此假定的因素，主要是來自明袁子讓《五先堂字學元元．古四聲等子二十四攝》於韻圖解說注解文
字，時而提及《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和《洪武正韻》的影響。本文第四節則是對此假定的可能性，提出了具
體的論證過程。
為了避免衍生枝微末節的細部問題，本文暫時排除韻攝內部取字差異問題的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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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押韻的材料，由於與韻書、韻圖屬性不同，倚賴表層形式與統計方式交相
引證音韻關係，很可能需要建立起嚴格的檢證過程

。

至於第二個研究方向，即有關《切韻指南》的門法研究，除了門法條例的
釋讀外（董同龢 1948），甯忌浮（1992）提出了如次的結語：「等韻門法承
傳系似可寫作：？智公－韓孝彥－韓道昭－《四聲等子》－劉鑒－
真空」。其中含藏三個可能問題：
一，對照前文所徵引《四庫提要》所言「至於開合二十四攝，內外八轉及
通廣局狹之異，則鑒皆畧而不言」，則又該如何解釋釋真空與劉鑑間的「直承
關係」

？

二，劉鑑序文既言「《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為體用」，
則又該如何論證韓孝彥至《四聲等子》間的「線性聯繫」關係？
三，果若考慮到文獻的時空因素，韓孝彥與智公之間，其關聯性可能更為
疏遠。
簡而言之，若要印證甯先生的說法為真，必須再進行與此三提問相關的檢
證。

（二）
關於《五音集韻》的研究，主要是以版本考察為起始，次者為《五音集韻》
相關韻圖的「聲母」、「韻攝」以至於「門法」問題的討論。簡述兩點於次：
一，姜忠姬（1987：247-255）羅列出《五音集韻》15 種版本的內容梗概，
同時注意到《五音集韻》和《切韻指南》兩者「互為體用」的線索。
二，甯忌浮（1992）經由版本的比勘對校，提出「校訂《五音集韻》祇能
以《大明成化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為底本」的說法。
粗略言之，一、二兩點的可能問題，在於忽略了文獻語料考證的主體方向。
何以言之？既擇以《五音集韻》為考證對象，則與其關係密切的《改併五音類
聚四聲篇海》，若能納入考證的論題範疇之內，將有助於釐清文獻語料的內部
脈絡。《五音類聚四聲篇海》和《五音集韻》的底本雖同出於金人韓道昭孝彥
二人，今本《改併五音類聚四聲篇海》和《改併五音集韻》卻又同為明金臺大

參看丁治民，《唐遼宋金北京地區韻部演變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 年）
這個說法很可能是受到李新魁（1983）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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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福寺僧人「刪」、「補」。明金臺徐孝〈合併字學集篇部頭歌訣〉所謂「金
人番音淆漢音，傳訛沮壞難觀覩」，或可指代為有明金臺僧人「改併」金人字
書、韻書的思想動機。

三、《切韻指南》版本及其音類結構問題
韻書、韻圖皆非純粹的歷史文件，其相關史料的搜羅、引證固然重要，然
則其與文獻語料的內在關係果若過於疏遠，恐將有失文獻語料研究的題旨。漢
語史內部文獻版本紛雜，自不待言。更為煩瑣的是，同一部文獻往往又附載於
其它文獻內。在這個因素之下，若要確實考察文獻內部的各組成部份，單純倚
靠序文線索，容易將問題導出於文獻語料之外。關於文獻語料版本內部的考證
工作

，主要目的是為「尋找文獻間的音類結構關係」。換言之，文獻語料

版本考察所涉及的基本問題，關乎二者：字書、韻書的反切結構，和韻圖的層
位結構。此與將文獻依時間序列定位，而後述其「歷史關係」的研究方法並不
相同，可以視為兩個層面的問題。

（一）
今本《切韻指南》的早期版本，主要為以下六種：
（4）明弘治 9 年（1496）金臺大隆福寺釋思宜重刊本。
（5）明正德 10 年（1515）金臺衍法寺《重刊改併五音類聚四聲篇海》附載版
本。
（6）明正德 11 年（1516）金臺衍法寺釋覺恒重刊《改併五音集韻》附載版本
。
（7）明正德 11 年（1516）金臺衍法寺釋覺恒重刊《篇韻貫珠集》附載版本。
（8）明萬曆 5 年（1577）圓通如彩重刊本。

本文尚不擬討論林英津（1985）所提出「結構缺漏」和「結構限制」兩個概念，參看《集韻之體例及音韻系統
中的幾個問題》（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85 年 7 月），頁 322。
此與版本學所倚重的層面亦不相同。
京都大學圖書館近衛文庫或當為此版本所從出簡本。該版本內容可分部份：a.劉鑑序 b.通廣侷狹們、分五音、
辯清濁、明等第、交互音、檢篇韻法、檢篇卷數捷法、總括五姓分配例、定五臟錙銖之例 c.五音分譬之圖 d.
平仄指掌圖 e.f.直指玉鑰匙門法二十 g.易部十八字 h.入聲九攝通宕曾深江臻山梗咸 i.叶聲韻 j.輕唇十韻 k.五音改
併增添明頭十飜號頌 l.尋求背篇 m.內外混貼法 n.鄉談辨括 o.檢篇韻五音部頭 p.新編篇韻貫珠集（京都大慈仁寺
後學沙門清泉真空編）q.直指玉鑰匙門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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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四庫全書版本。
此六種版本內容的同異，可以分成四個層面簡要說明如次：
第一，（4）的版本的重要意義有二：
一，明成化丁亥 3 年（1467）《改併五音類聚四聲篇海》版本。該書雖經
金臺大隆福寺釋文儒、釋道遠和釋文通等僧人刪補，然序文所述「凡三繕稿，
具出思宜一手」的說法，鮮少受到應有的關注。可以初步推斷《改併五音類聚
四聲篇海》底本雖是出自金韓道昭、韓孝彥二人，然則學者研究所依據的今本
文獻，實經金臺大隆福寺僧人「刪補」、釋思宜「繕稿」的版本。這一點認識，
對於理解釋思宜於弘治 9 年（1496）「重刊」《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的思想動
機，當有某種程度的助益。
二，明成化庚寅 6 年（1470）大隆福寺貲刊《改併五音集韻》版本，其相
關韻類頁首部分附記有 91 處批注，其中 88 處與該書韻類直接相關，3 處與文
字音義有關。此部分批注便很可能是僧人釋思宜所為

。

第二，（5）的版本，弘治戊午年（1498）釋真空《篇韻貫珠集》與正德
11 年（1516）釋覺恒所重刊的版本，「創安玉鑰匙門法歌決」和「類聚雜法
歌決」僅各約略有 7 條及 9 條類近門法內容

。但是，（5）的《切韻指南》

版本內部，除了雜有釋真空《篇韻貫珠集》「五音篇首歌決第一」，且附有二
十條門法內容以及一幅「平仄指掌圖」。
第三，（6）與（4）版本內容的差異在於，版本（6）于「經史動靜字音」
之後，另載有「新增篇韻拾遺並藏經字義附等韻指掌圖」，此部分的內容實為
衍法寺釋本贊所「新增印行」。問題在於，釋本贊所列十三幅指掌圖下，雖亦
對應了版本（4）《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十三條門法的術語及其序列，然
其門法內容有別，且其說解方式可能是受到釋真空所影響

。

第四，（7）所附載《切韻指南》版本雖與（6）相同，然先列有釋真空〈直
指玉鑰匙門法〉二十條內容。（9）的四庫全書《切韻指南》版本附有「五音

參看呂昭明，〈從文獻版本考證《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的門法涵義及其相關問題〉，《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3
回全國大會預稿集》（東京：日本中國語學會，2013 年 10 月），頁 322-326。
兩者內容分別是前三後一門、效麻韻不定之例、寄正音和門例、開合門例、就形門例、效昌黎創立四等音和例、
效內外門例；通廣門例、局狹門例、內外門例、輕唇憑切之例、校輕重例、校前三後一例、訂麻韻不定之例、
效就形門例、創立四等音和例。
參看呂昭明，〈從文獻版本考證《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的門法涵義及其相關問題〉，頁 3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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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譬之圖」，該圖亦僅見於（5）的版本。

（二）
今本《切韻指南》的六種早期版本，除了具有上述四點異同之外，其共同
問題則是：「止、遇、蟹、臻、山、果、梗、（效）、（流）」九韻攝當中，
韻圖欄位內的相關附注文字與該韻圖內部字例的聯繫關係為何？具體的問題
如次（10）：

（10）
a. 止攝入聲字見於臻攝

b. 遇攝入聲字在通攝

c. 果攝入聲字在宕攝

d. 假攝入聲字在山攝

e. 微韻宜併入脂韻

f. 代韻宜併入泰韻

g. 祭韻宜併入霽韻

h. 泰韻合口字宜併入隊韻

i. 廢韻宜併入霽韻

j. 殷韻宜併入真韻

k. 文韻宜併入諄韻
l. 元韻宜與仙韻通押，不當合入魂韻
m. 元韻宜與先韻通押不宜合入魂韻

n. 青韻宜併入清韻

o. 蟹攝一二入聲字在山攝，三四入聲字在臻攝
（本文依釋覺恒、釋如彩重刊版本增補）
p. 效攝一三四入聲字在宕攝，二等入聲字在江攝
（本文依釋如彩重刊版本增補）
q. 流攝入聲字在通攝（本文依釋如彩重刊版本增補）
進一步而言，《切韻指南》（10）a.至 q.「音類結構」歸併與調整的實質
意義為何？是本文所要討論的主要論題。

四、《切韻指南》音類的表層結構及其層位結構
本文所謂的「層位結構」（the stratum structure）指稱的是：「韻書字例
及其音切，其於韻圖等位所構成層位疊置結構關係」。韻圖字例所顯示的「表

．189．

．東海中文學報．

層結構」（the surface structure），代表著該作者近乎「捃選精切」（排取、
選擇）後的「優選值」。倘若兩部韻圖「優選值」相近，可以假設兩者取用韻
書相同為底設。次者，作者關乎音類歸併的說解內容，反映的是該作者於語音
抑或音韻層面的某種「認知」

。理論上，即便韻圖表層結構近似，認知過

程當有其個別差異存在，即使是在方言背景條件（ 言語環境 ）相同之下。

（一）
《切韻指南》韻圖欄位內部的「注解」的實質意涵為何？需要倚賴「表層
結構」和「層位結構」兩個概念進行分析。以今本《切韻指南》而言，與其具
有相近「表層結構」的韻圖為《四聲等子》。本文所據《四聲等子》有三種版
本，分別為：清姚覲元校咫進齋叢書版本、《四庫全書》所收《四聲全形等子》
以及明袁子讓《五先堂字學元元．古四聲等子二十四攝》

。相對於《切韻

指南》（10）的補注，《四聲等子》亦有近似的音類關係注解文字

，整理

如次（11）：

（11）
a. 東冬鍾相助

b. 效攝 本無入聲 蕭并入宵類

c. 宕攝內五 內外混等 江陽借形

d. 宕攝內五 內外混等

e. 遇攝 本無入聲 魚虞相助

f. 流攝 本無入聲

g. 蟹攝開口呼 本無入聲 佳併入皆韻

h. 蟹攝合口呼 本無入聲 祭廢借用

i. 止攝開口呼 本無入聲

j. 止攝合口呼 本無入聲

k. 臻攝開口呼 有助借用

l. 山攝開口呼 刪併山 先併入仙韻

幽併入尤韻

m. 山攝合口呼 刪併山 仙元相助
n. 果攝開口呼 本無入聲 內外混等 假攝外六
參看呂昭明〈論《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音類結構及其相關問題〉，《言語文化研究》（2013 年 9 月），頁
75-116。
今本《四聲等子》與《四聲全形等子》除了少數幾個異體字之外，其韻圖字例排等列位關係近乎相同，與（11）
所涉文字亦同。可以初步判斷兩韻圖的成書時間相近。
《四聲等子》韻圖欄位內尚有「重少輕多韻」、「重多輕少韻」、「輕重俱等韻」、「重輕俱等韻」和「全重
無輕韻」等術語，因屬於聲母輕重唇問題，本文不擬接續討論。根據本文的論證，今本《四聲等子》很可能時
代稍後於《切韻指南》。果若如此，這部份的術語概念，很可能是來自《切韻指南．緫括玉鑰匙玄關歌訣．唇
音》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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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果攝合口呼 麻外六 本無入聲 內外混等
p. 曾攝啓口呼 梗攝外八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q. 曾攝合口呼 梗攝外二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r. 咸攝 四等全併一十六韻

s. 深攝 獨用孤單韻

（10）和（11）說解內容的近似性，迫使本文必須擴大原先的論題範圍。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10）和（11）的內容？為了仔細說明這個問題，得
先重新理順前文的論述脈絡：
第一，以文獻體例的表述模式，以及韻圖字例所呈顯表層結構的近似性而
言，今本《切韻指南》和《四聲等子》同出一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文於「同
出一源」的界定是：假定兩部韻圖取用相同韻書。今本《切韻指南》和《四聲
等子》可能取用的韻書為何？本文則是假定金臺大隆福寺所貲刊今本《改併五
音集韻》為其可能選項。
第二，暫時不計韻攝內部取字問題的條件下，一方面由於今本《切韻指南》
重刊於明代北京大隆福寺僧人釋思宜之手，另一方面，「果假攝」結構又是《切
韻指南》和《四聲等子》、《切韻指掌圖》同步的音類歸併取向。前文便據以
假定「果假攝」類近結構的形成，可以宋代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為起
點，用以代表有宋至明北京地區共同遵守的規律

，同時，依照遞移律的原

則，今本《四聲等子》和《切韻指掌圖》的方言背景區域，或可以設想為北京
地區。
第三，「宕江攝」結構、「曾梗攝」結構，雖可見於《四聲等子》和《切
韻指掌圖》。今本《切韻指南》卻選擇「宕江攝」、「曾梗攝」分別立圖的體
例，似乎直接否定了第二點假設的可能性。但是，至少有兩組問題，很可能需
要多加考慮：
一，歷來所謂「宕江攝合流」「曾梗攝合流」，甚而至於「果假攝合流」
的說法，很可能是模棱兩可的概念。「合流」是如何「合」，又是如何「流」？
是全然混合，部份混合？即便全然混合抑或部份混合，其內部的字組等位的音
理邏輯次序為何

？

參看馮蒸，〈中古果假二攝合流性質考略〉，《古漢語研究》第 4 期，（1989 年）頁 61-66。
事實上，結構的觀察是一種音韻推理的學問，既存有「宕江攝」、「曾梗攝」音類結構現象，則對此現象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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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學者所言「果假攝合流」為例，若是轉換敘述方式，其所指稱的或
者是「假攝部份屬字歸入果攝」的意涵。還可以提出的問題是：假攝部份屬字，
歸入的範圍是整個果攝的四個等第，抑或單純一二等？三四等？當這些問題未
能由音類結構內部獲得解釋之前，採取構擬、對音資料分析音類歸併的意義，
很可能有待進一步的商榷。

（二）
《切韻指南》與《四聲等子》表層結構的入聲字例等位分佈，可圖示如次
（∥、≠兩符號代表韻圖表層結構等位字組相同與相異）：
（12）
a. 止攝入聲字見於臻攝：
(a).止∥臻三開：暨組字

(b).止∥臻三合：亥組字

(c).止∥臻四開：吉組字

(d).止∥臻四合：橘組字

b. 遇攝入聲字在通攝：
(a). 遇∥通一：穀組字

(b)遇∥通三：輂組字

c. 果攝入聲字在宕攝：
(a).果∥宕開一：各組字

(b).果∥宕合一：郭組字

d. 假攝入聲字在山攝：
(a).假果∥山開二：鶷組字

(b).假果∥山合二：刮組字。

（13）
a. 止攝開口呼

本無入聲：

(a).止≠臻三開：暨組字：訖組字
b. 止攝合口呼

本無入聲：

(a).止≠臻四開：塹組字：吉組字
c. 遇攝

(b).止∥臻三合：亥組字

(b).止∥臻四合：橘組字

本無入聲：遇∥通三：菊（輂）組字

d. 效攝 本無入聲：

解，便成為音韻推理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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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效∥宕開一：各組字
e. 蟹攝開口呼

(b).效∥宕開三：腳組字

本無入聲：

(a).蟹∥山開一：割組字
f. 蟹攝開口呼

(b).蟹∥山開二：戛組字

本無入聲：

(a).蟹∥山開三：揭組字
g. 蟹攝合口呼

(b).蟹∥山開四：屑組字

本無入聲：

(a).蟹∥山合一：括組字
h. 蟹攝合口呼

(b).蟹∥山合二：刮組字

本無入聲：

(a).蟹∥山合三：訐組字
i. 流攝

(b).蟹∥山合四：結組字

本無入聲：

(a).流∥通一：
（谷）穀組字

(b).流∥通三：菊組字

（12）、（13）表面上是顯示入聲字的分佈配置，實則兩部韻圖有著共通
的基本假定，即是：入聲和非入聲之間

，並非截然區劃。分述於次：

第一，《四聲等子》（11）b.e.f.g.h.j.j.n.o.，含括效攝、遇攝、流攝、蟹
攝、止攝和果攝六攝，皆標注「本無入聲」。言下之意，即如《切韻指南》於
（10）a.b.c.d.所示「X 攝入聲字見於 Y 攝」的概念。單純對比（12）（13）的
內容，會產生一個可能的疑惑：為何今本《四聲等子》入聲字混併於無入聲的
韻攝數量，相較《切韻指南》為多？最主要的因素是，尚未考量到《切韻指南．
門法玉鑰匙》的內容，具體言之，（10.o）（10.p）和（10.q）的入聲音類歸
併觀察，實際上是由〈門法玉鑰匙．入聲九攝〉推演而出，並非是後起的音韻
行為（phonological behavior）。從一點看來，今本《四聲等子》很可能晚於《切
韻指南》，此為內部證據之一。
第二，分析《切韻指南》和《四聲等子》於（12）、（13）的語脈形式，

這些內部證據代表入聲的調類結構已然鬆動，恐非與平上去三調類截然劃分。果若再考慮到《切韻指南》聲類
和韻類併合的內部證據（參看《切韻指南．交互音》和本文第四節於《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入聲九攝》的
論述內容），則本文推論今本《切韻指南》實為明代北京區域文獻語料的可能性，將大為提高。次者，需要附
帶說明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本文意外發現今本《四聲等子》和《切韻指掌圖》的韻類分佈結構，其與《切韻
指南》幾近等同。儘管細節部份仍有待深論（以本文的立論基礎言之，則得再考量《四聲等子》和《切韻指掌
圖》的相關版本和文獻空間分佈問題，而非單純時間線軸上的前後關係），然則結構性的證據恐怕已為三者的
系譜關係，留下了重要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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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為「X 攝入聲字（見）在 Y 攝」，後者則為「X 攝本無入聲」。兩者的
表述形式，意義不盡相同。簡而言之，（12）、（13）的說解可有兩種解釋：
一，《四聲等子》作者是在參照《切韻指南》某攝入聲字歸於某攝之後，
提出某攝｀本無入聲＇的說法。這一種解釋的理由在於《切韻指南》和《四聲
等子》，同是關注於止遇蟹效果流等陰聲韻攝，且（12）、（13）的附注，僅
在部份例字以及字例的聲母條件歧出。
二，《切韻指南》和《四聲等子》兩者所參照韻圖相同，因此兩部韻圖作
者得出了近似的入聲分配結果。如果採取優選論的思維，設想當時兩韻圖作者
各自掌握到客觀的分韻標準，進行相同字組的排取、選擇，確實無法全然排除
該可能性。不過，本文不擬採取第二種解釋的原因在於《四聲等子》韻攝併合
的排列次序，與《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入聲九攝》說法近似，這個因素的
存在，同時動搖了第一點的可逆性，即《切韻指南》作者是在參照《四聲等子》
之後所為。換言之，今本《四聲等子》很可能晚於《切韻指南》，此為內部證
據之二。
第三，《切韻指南》與《四聲等子》字例表層結構的分布差異，可以歸納
為三點，分別描寫於次：
一，蟹山攝併合條件相同，歸併方向（→箭頭所示）不同：

（14）
a. 蟹攝開合二：山→刪（
《切韻指南》
）
b. 蟹攝開合二：刪→山（
《四聲等子》
）

（15）
a. 蟹攝開三四：祭廢韻→臻攝質韻（
《切韻指南》
）
d. 蟹攝合三四：祭廢韻→臻攝術韻（
《切韻指南》
）

（16）
a. 蟹攝開三：祭廢→山攝薛
b. 蟹攝開四等：霽→山攝屑（《四聲等子》）
c. 蟹攝合三：祭廢→山三月（山四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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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蟹攝合四：山四屑：山三薛（《四聲等子》
）
二，果宕攝屬字雖同併攝有別：

（17）
a. 效攝一果攝開一宕攝開一：各組字

效三宕開三：腳組字（
《切韻指南》
）

b. 果攝合一宕攝合一：郭組字（《切韻指南》
）

（18）
a. 效攝一宕攝開一：各組字

效三宕開三：腳組字（《四聲等子》）

b. 宕攝合一：郭組字（
《四聲等子》
）
三，流通攝三等屬字雖同韻類有別：

（19）
a. 流通攝三等燭：輂組字（
《切韻指南》
）
b. 流通攝三等屋燭：菊組字（《四聲等子》）

（三）
觀察《改併五音集韻》內部層位的形式框架（21），其入聲韻類排列配置
與《切韻指南》並不全然一致。這個現象背後的意義有二：
第一，儘管兩部文獻皆由明代金臺大隆福寺僧人重刊，兩者相距時間近三
十年，其差異可能反映的是主要作者於時音和方言的觀察線索。簡單說來，陰
聲 韻 攝 和 入 聲 韻 攝 之 間 ， 可 能 存 在 著 「 中 介 」 的 語 音 層 次 （ medium/interval
stratum）

。

第二，以《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檢韻十六攝．內八轉外八轉》所透露
的內容訊息而言，節錄於次（20）：

（20）
a. 遇攝

魚語御屋

虞麌遇燭

b. 止攝

脂旨至質

微尾未物

c. 果攝

歌哿箇鐸

戈果過鐸

模姥暮沃

這個部份需要再藉由構擬過程進行檢證，因已超出本文論題，僅能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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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流攝

尤有宥燭

e. 蟹攝

齊薺廢霽祭質 皆駭怪鎋

灰賄隊未

f. 效攝

宵小笑藥

豪皓号鐸

g. 假攝

麻馬禡鎋

侯厚候屋

肴巧効覺

咍海泰代曷

以（20e）的排列次序言之，可以解釋《四聲等子》蟹攝合口呼標注「祭
廢借用」的意義（參看 23.2h）。次者，若以（20）與（21）（a,b,c,d 表示韻
圖內一至四等等位，韻類右旁數字表示該韻類所屬等位，ⅠⅡ表示韻類於韻圖
等位內部的層位疊置關係）《改併五音集韻》內部層位結構圖示相較，兩者差
異在於（21.d）（21.m）（21.e）（21.i）無入聲音類層，此外，（21.j）宕攝
亦無入聲音類層。具體言之，釋思宜重刊《切韻指南》並補注（12）的內容，
用以說明（21.d）（21.m）（21.e）（21.i）（21.j）陰聲韻攝、陽聲韻攝部份
字組和入聲韻攝間的來往交涉，或可證明《四庫提要》所言：「至於開合二十
四攝，內外八轉及通廣局狹之異，則鑒皆畧而不言，殆立法之初已多掛礙糾紛，
故姑置之耶。」當為真。再次，《改併五音集韻》效攝二等入聲韻類為「藥」
韻，《切韻指南》修改為「覺」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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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據《改併五音集韻》於（21）所示音類層位框架，果若重新分析其例字
音切於《切韻指南》的等位配置，可以先行解釋《切韻指南》（10）e 至 n 音
類歸併的具體內容，圖示如次（22）（ →箭頭代表歸併方向 ）：

（22）
a. 微韻宜併入脂韻：微合三非組四字→脂合三
b. 代韻宜併入泰韻：代一→泰一；
c. 祭韻宜併入霽韻：祭三→霽三
d. 泰韻合口字宜併入隊韻：泰一→隊一；
e. 廢韻宜併入霽韻：廢三→霽三
；
f. 殷韻宜併入真韻：殷三→真三（例外：欣殷三）
；
g. 文韻宜併入諄韻：文三→諄三（例外：羣分芳汾文熏文三）
h. 元韻宜與仙韻通押，不當合入魂韻：元三→仙三；
i. 元韻宜與先韻通押不宜合入魂韻：元三→仙三
j. 青韻宜併入清韻：青四→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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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韻指南》於（22）所揭示的現象，是置放在韻攝同等第間的併合。
（22a）
止攝三等、（22b,c,d,e）蟹攝一三等、（22f,g）臻攝三等、（22h,i）山攝三等、
（22j）梗攝四等。《四聲等子》雖於（23.1f,g）顯示流攝三等、蟹攝二等同
等第併合，（23.1b,l）則是效山攝四等併三的跨等第併合現象。
現在，如何檢驗第四節設想《四聲等子》亦是以《改併五音集韻》為底本
而從出的韻圖？首先，將（11）劃為兩組，分別進行韻類歸併層面的交互檢證。
如次（23.1）和（23.2）：
（23.1）
b. 效攝

蕭并入宵類

f. 流攝

幽併入尤韻

g. 蟹攝開口呼

佳併入皆韻

l. 山攝開口呼

刪併山

先併入仙韻

（23.2）
a. 東冬鍾相助
c. 宕攝內五

內外混等

d. 宕攝內五

內外混等

e. 遇攝

魚虞相助

h. 蟹攝合口呼

祭廢借用

k. 臻攝開口呼

有助借用

江陽借形

m. 山攝合口呼 刪併山

仙元相助

n. 果攝開口呼

內外混等

假攝外六

o. 果攝合口呼

麻外六

內外混等

p. 曾攝啓口呼

梗攝外八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q. 曾攝合口呼

梗攝外二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r. 咸攝

四等全併一十六韻

s. 深攝

獨用孤單韻

解讀（23.2）的內容之前，必須先行理解當中所提及「鄰韻借用」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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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混等」兩個術語的意涵，可分兩點闡述：
第一，「鄰韻借用」一詞，需從檢視《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入聲九攝》
說起。其具體內容如次：「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流遇四等通攝
借，咍皆開合在寒山，齊止借臻鄰曾梗，高交元本宕江邉，歌戈一借岡光一，
四三并二卻歸山」。可將此段文字逐一拆解說明如次：
一，「流遇四等通攝借」：指稱的是流攝、遇攝四等入聲字組，皆來自通
攝（參看 10.b.和 10.q.）。
二，「咍皆開合在寒山」：蟹攝與山攝一二等入聲字組相同（參看 10.o.）。
三，「齊止借臻鄰曾梗」：蟹攝三四等入聲字組、止攝入聲字組見於臻攝
（參看 10.o 和 10.a）。
四，「高交元本宕江邉」：以效攝一等高組字二等交組字為例，說明效攝
與宕江攝的鄰接關係。（參看 10.p）。
五，「歌戈一借岡光一」：宕攝一等借入果攝一等。（參看 10.c）。
六，「四三并二卻歸山」：假攝三四等并入果攝二等，果攝二等入聲字組
為山攝。（參看 10.d）
按此六點內容，重新檢視《四聲等子》「通效宕遇流蟹止臻山果曾咸」的
韻攝次序，可以發現其與上述移借關係若合符節。相較之下《切韻指南》「通
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宕曾梗流深咸」的排列順序，反倒是顯得相去甚遠。進一步
而言，《四聲等子》「鄰韻借用」的術語概念，很可能是藉由〈門法玉鑰匙．
入聲九攝〉推估所得。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言及韻攝次序的鄰接
排定，已然暗示了今本《四聲等子》的成書時間，很可能晚於《經史正音切韻
指南》。
第二，「內外混等」究竟代表什麼意義

？

儘管《四聲等子．辨內外轉例》言及「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更無第二
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音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流通括
內轉六十七韻。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此段文字僅只交待
內外轉屬韻，至於何謂「混等」？未有說明之外，且未列舉任何字例音切，讀
來頗不合情理。理由有二：
薛鳳生（1982）以音位學學理為依據於此問題進行說明，此與本文藉由文獻空間分佈進行考證的方法取徑並不
相同。參看薛鳳生，〈論音變與音位結構的關係〉，《語言研究》2（19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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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韻指南．玉鑰匙門法．內外門》雖僅言及「內外者，謂唇牙喉舌
來日下為切，韻逢照一內轉切三，外轉切二，故曰內外」。然通觀《切韻指南．
緫括玉鑰匙玄關歌訣》的思路要旨，則可以「內三外二」的概念，貫串牙音至
半舌半齒音的解釋。更具體的意義是，「內三外二」為門法玉鑰匙的思路核心，
音切和字例關係可順此取得相應的答案。此當為華僧釋思宜所注解門法的原始
意涵。
二，摘錄袁子讓（1603）《五先堂字學元元卷之二．古四聲等子二十四攝》
於果攝開合口所標示補注：其一，（果開）「此二攝皆果假共攝，謂之內外混
等，一等為果，內轉入同宕。二三四等為假，外轉入同山」。其二，（果合）
「假合果入同宕，假入同山」。兩處文字與今本《四聲等子．辨內外轉例》同
是觀察韻圖的「表層結構」而來，因而取用相較單純的「內外混等」之說。
根據《改併五音集韻》內部音切及其與《切韻指南》韻圖字例等位所構成
的層位關係，可以解釋（23.2a）「東冬鍾相助」、（23.2m）「仙元相助」的
可能意涵。前者所指（21a.）通攝平聲一等：第一層東韻，第二層冬韻。三等：
第一層鍾韻，第二層東韻。四等：第一層鍾韻，第二層東韻。東冬鍾三韻的分
屬關係。後者所指（21g.）則為山攝三等平聲開合口第一層為仙韻，第二層為
元韻的係屬關係。除此之外，最為難解的莫過《四聲等子》（23.2 k）所謂「臻
攝開口呼

有助借用」的說法，若非（21f.）所揭示臻攝二等上去二聲各具兩

層音類的線索，實不知《四聲等子》擇以隱焮二韻由源本末。逆而證之，倘若
《四聲等子》作者未嘗參照今本《改併五音集韻》，恐難有如此「巧合」。從
這些層面看來，今本《四聲等子》很可能晚出於《切韻指南》，此為內部證據
之二。

五、《切韻指南》與《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的時空繫聯
《改併五音集韻》於（21）韻攝層位結構的形式框架，可用以疏解（22）、
（23.1）和（23.2）韻攝內部韻類關係。簡單說來，今本《切韻指南》與《五
音集韻》兩者內部所呈顯「互為體用」的關係，恐非劉鑑所為，實為明金臺大
隆福寺僧人所接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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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以第二節執守《切韻指掌圖》三四等之合，而致疑該文獻之時代問題？
依從前文（10）至（13）的討論內容，現在，以（21）《改併五音集韻》所揭
示音類疊置關係，集中觀察《切韻指南》入聲三四等韻類及其例字反切下字，
參看（24）（符號ⅠⅡ代表層位，數字為該等第例字反切下字使用次數。）。
（24）具有兩點音類意義：
第一，何以同一等第開合韻類，字例間的反切下字互用？此等現象可由對
照《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辨開合不倫》的說解，取得相應的理解。內容徵
引於次：「諸韻切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兩處韻中校
訂，始見分明」

。

第二，三、四等字例的反切下字，可依遞用原則互通有無，顯示韻攝內部
三四等第間部份字組呈現歸併的趨勢。檢視已知條件：一，《經史正音切韻指
南》和《切韻指掌圖》同為十三韻攝，二，兩部韻圖皆依從「果假」、「曾梗」
和「宕江」三種併合結構類型（ 《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的「宕江」結構可能僅為
部份字組歸併 ）。依照音韻類型地理分佈的概念，第四節假定兩部韻圖為同一

方言區域的設想，應當不至於過於離譜。問題在於，倘若《切韻指掌圖》與《經
史正音切韻指南》方言背景同為北京區域。何以時代為早的《切韻指掌圖》於
（2）幾近韻攝內部三四等皆已混併，然而時代為後的《經史正音切韻指南》
各韻攝情況不一？即便（24）（ c,d 表示韻圖內的三等和四等等位，切語下字字例
右上數字代表其於韻圖等位內的出現次數，ⅠⅡ表示同一韻類等第的不同層位 ）僅是

抽樣觀察《經史正音切韻指南》入聲韻類切語下字的屬字關係，仍舊不甚合乎
音理邏輯。進一步而言，今本《切韻指掌圖》「果假」、「曾梗」和「宕江」
韻類併合的結構類型，代表的是該韻圖的空間條件。至於三四等併合結構，則
代表時間條件。若以此為判斷標準，今本《切韻指掌圖》的成書時間，很可能
晚於《經史正音切韻指南》。

參看呂昭明〈從文獻版本考證《經史正音切韻指南》的門法涵義及其相關問題〉，《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3 回
全國大會預稿集》（2013 年 10 月），頁 3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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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前文相關考證內容，今本《切韻指南》所反映的音類結構，很可能是
明成化至弘治年間的北京音系。如何可能再行證明？本文採取由已知求未知的
方式。換言之，萬曆年間金臺徐孝所撰作《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其內部
音類層位結構，是個逆證的重要依準。分兩點說明於次：
第一，〈門法玉鑰匙〉說解的原意，主要是為了解釋韻書例字（含括音切）
於韻圖列等置位的「原則」，原是為了觀察韻書層位結構所設
字例偶合，例證未有系統性的可能缺陷

。然而潛藏

。直到明萬曆金臺徐孝為《重訂司

馬溫公等韻圖經》「改立音切」，方才徹底解決門法與韻圖字例音切無法全然
相合的問題。此間內在線索的交涉，反映的是韻圖作者思路的時空繫聯。
第二，《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叶聲韻》所謂：「梗曾二攝與通疑，止
攝無時蟹攝推，江宕略同流叅遇，用時交互較量宜」，究竟意旨為何？可再分
成兩部份進行解釋：
一，請注意此處所言「江宕略同流叅遇」的「略」字，實際上是說明何以
《切韻指南》宕江二攝依然分別立圖的因素，因其僅只代表部份屬字併合，而
非「江宕合流」。
二，現在需要接續說明的問題是：「梗曾二攝與通疑」、「止攝無時蟹攝
推」和「流叅遇」此三處文字的意涵。當持續採取音韻類型於空間分佈的觀點，
重新檢視《切韻指南》的時空條件，意外發現明萬曆年間（1602-1606）金臺
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其通攝開口、祝攝、壘攝和拙攝開合口內部
音類結構的組成成份（25）（a,b,c 表示《等韻圖經》的三個等第；ⅠⅡⅢ表
示中古音類來源類別，數字為其韻類等第），與此三處文字相互呼應。具體言
之，這個現象背後至少有三點意義：
其一，今本《切韻指南》既由金臺大隆福寺僧人釋思宜於弘治年間重刊，
此與陳澧依韻書提出反切繫聯的原則，思路概念並不相同。
此處的判斷實則有誤，需要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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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反映的音韻系統，應是明成化至弘治年間的北京音系。
其二，根據前文第四節的相關討論，今本《四聲等子》雖與《切韻指南》
於音類結構三方面相同或相近，然其韻攝序列的排定與《切韻指南．門法玉鑰
匙．入聲九攝》所示音類調整條件卻又不謀而合。換言之，《四聲等子》作者
若無參照今本《改併五音集韻》以及弘治年所重刊《切韻指南》，恐難有如此
相近思路。
其三，接續一、二兩點的論點，倘若再考量第五節推論所得，本文所要嘗
試提出的想法是，今本《四聲等子》與《切韻指掌圖》，很可能是明弘治 9 年
（1496）至萬曆 34 年（1606）北京地區的文獻語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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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今日可見文獻版本與歷史上存在的版本，是否相同？是一個問題。其內容
是部份相同或是全然等同？是另一個問題。單純倚靠文獻序文聯繫史料，容易
忽略文獻語料內設的音類結構關係。
歸納前文的分析與討論，本文所要提出的初步結論為以下五點：
一，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五音集韻》「互為體用」的關係之所
以可能，實與明代金臺大隆福寺僧人釋思宜有著直接而密切的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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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與《四聲等子》兩文獻於「表層結構」的
入聲字組分配、「層位結構」的韻類歸併路徑一致，促使本文設想兩者有共同
的起點，即參酌取用今本《改併五音集韻》（這一點可以解釋甯繼福（1992）
何以取用《四聲等子》觀察《五音集韻》音類，主要在於兩者亦能夠通解的因
素）。至於推斷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早於《四聲等子》的關鍵證據，則
是《經史正音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入聲九攝》所揭示的音類移借關係，其
與《四聲等子》韻攝次序若合符節。
三，「果假」、「曾梗」和「宕江」三種結構類型，是繫聯《經史正音切
韻指南》、《四聲等子》、《切韻指掌圖》三韻圖為同一區域的「空間條件」。
判斷三部韻圖的「時間條件」則為「等第併合」。今本《切韻指掌圖》多數韻
攝三四等「混併」的現象，是決定其可能晚於《經史正音切韻指南》和《四聲
等子》的直接因素。
四，《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祝攝」、「壘攝」和「拙攝」內部音類
結構成份，符合《經史正音切韻指南．門法玉鑰匙．叶聲韻》所提出的併合條
件，是逆證今本《經史正音切韻指南》音類結構，實為明成化至弘治年間北京
音系的直接證據。
五，依據本文的論述脈絡，明代弘治至萬曆年間北京地區的四部韻圖，其
先後序列可排列如次：《經史正音切韻指南》－《四聲等子》－《切韻指
掌圖》－《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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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logical Study of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Lu,Chao-ming∗

【Abstract】
There is not much previous literature concerning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rime
tables in general, and even less have written about logical translation of
phonological category of rime tables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 paper thus aim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rime table phonological thought in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
The paper consists of six sections. Section 1 introduces the philological
transcription between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 and Wu-yin ji-yun （五
音集韻）while Section 2 discusses generic relationship of rime tables with regard
to phonetic category, phonetic order, phonolog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anqie glosses between divisionⅢ and divisionⅣ. Then Section 3 conducts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phonological transcriptions of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 in terms of earlier editions while Section 4 applies stratum structure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rime tables. Section 5 discerns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 and Chong-ding si-ma wen-gong
deng-yun tu-jing（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while Section6 finally summarize the
content and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n our analysis,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rime tables is licensed by th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tratum structure. This analysis, the Si-sheng deng-zi（四聲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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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s out to be structurally the same as Jing-shi zheng-yin qie-yun zhi-nan（經史
正音切韻指南）, suggesting that both tables are recensions of a single early form,
of which the Qie-yun zhi-zhang-tu（切韻指掌圖）is probably a later adaptation,
will naturally account for the linear order of the rime tables.
Key words: surface structure, stratu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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