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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於唐宋韻書的方言形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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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為了區別語詞的詞性或語法功能，近代方言以改變語音徵性，

或利用層次異讀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音義結合體。例如客語梅縣

話從「上」的濁聲母分出清聲母一讀，以區別不同的使動結構。又

如閩南廈門話利用層次異讀，區別「櫓」的三種詞性。此外，現代

七大方言區都各有一些方言，利用層次異讀，來區別「兩」的數詞

與重量單位詞用法，說明了這種方言形態變化具有普遍性。 

近代方言因改讀語音而派生新詞，這與上古漢語的形態變化一

樣，都使詞彙系統保持適切的音義區別，是漢語極為重要的構詞手

段。 

 

關鍵詞：形態構詞 以音別義 層次異讀 

 

                                                 
* 本文為科技部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2-121-MY2）成果之一，2019 年

12 月發表於屏東大學主辦的「第八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承特約討論人林慶勳

教授惠賜評論，稿投本刊後，復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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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上古漢語因詞的句法功能不同而派生新詞性，古人多以語音區

別，「四聲別義」與「清濁別義」是其中最具規律性、最常見的類型。 

這種構詞的形態變化於上古之後便逐漸式微，1 但是在《經典釋

文》（以下簡稱《釋文》）及唐宋韻書等音義紀錄之外，仍可看到方

或以改變語音徵性的方法，或利用音韻層次的異讀，來區別語詞的

詞性或語法功能，使語詞在音義上具備較好的辨異性。 

方 這種減輕「同音異義」負擔的方法，與上古以音別義的構詞

形態變化，因時空差異而在取徑或表現上有些不同，不過同樣都使語

詞朝向「一音一義」簡化，因此增加了新的音義結合體，構造了新詞。

這正是漢語從古至今未曾間斷的形態構詞變化，詞彙系統因之而得以

更新成長，切合時用。 

時移世異，古今形態構詞在取徑或表現上有異，毋寧是自然的。

重要的是，它們具有相同的本質，目的都在維持語詞音義的辨異性，

也都增加了新詞。從這大的方面來看，近代方 這類語音改讀，也是

一種派生構詞的形態變化。不過這樣的語音改讀難以具體表現在漢字

上，因此這項派生構詞的事實並未受到足夠的關注。 

本文舉例說明近代方 如何改讀語音以區別語詞的詞性或語法

功能。底下第二節先簡介本文對形態變化的相關看法，2 以便第三節

展開討論。第三節根據古漢語的音義紀錄，檢討幾則近代方 的音義

表現，從形態變化觀點給予解釋。第四節結論。  

                                                 
1 根據 David Crystal 所著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沈家煊譯《現代語 學詞典》），

形態變化包括屈折變化（inflectional morphology）和構詞變化（derivational morphology）兩大類。

漢語屬孤立語，沒有屈折變化，但漢語利用語音改讀來派生新詞，是一種構詞的形態變化，屬於

後者。 
2 參見楊秀芳，〈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中國語 學集刊》第 10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298-328；及〈漢語方 的形態與音韻〉，「第十七屆國際暨第三十七屆全國聲韻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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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語形態變化的多樣性與多層性 

（一）形態變化的多樣性 

形態變化的多樣性，可從詞性轉化類別、詞義轉化類別、語音轉

化類別三個方面來說明。  

1. 詞性轉化類別多樣 

詞性轉化並不只限於過去常討論的名詞/動詞（如「種」、「量」）、

使動/非使動（如「飲」、「來」）、及物/非及物（如「敗」、「壞」）、

完成/非完成（如「解」、「繫」）等轉化類型，還可用來區別其他

語法功能。例如「語」後接直接賓語讀上聲（《莊子．秋水》「爾將

可與語大理矣」），3後接間接賓語讀去聲（《論語．陽貨》「居，

吾語女」）。4 又動詞「數」讀上聲，表示「計算」（《莊子．人間

世》《注》「不可稱數」）；5 副詞「數」讀入聲，表示「頻數」（《莊

子．讓王》「吾不忍數聞也」）；6 作中心語的名詞「數」讀去聲（《禮

記．表記》「不知年數之不足也」），7 作定語的「數」則讀上聲（《論

語．述而》「加我數年」）。8 

2. 詞義轉化類別多樣 

詞義轉化主要因認知角度不同而引起。「認知」作為一種語法範

疇，它對表示空間、時間、動作的語詞，可因視角之異而區分不同的

詞義。 

詞義轉化並不觸及外在事物，只是認知角度轉向，因而增加詞義

表達的範圍。核心詞義與詞性均未改變，句法功能也相同，其詞義之

                                                 
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563。 
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69。 
5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33。 
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986。 
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723。 
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01。 



．東海中文學報． 

 ．4．

別只能根據語境來判斷。詞義的這種派生，與詞義向外引申的孳生，

本質不同。9 

舉例而 ，從不同的方向來看動詞的動作，會使動詞詞義產生向

內/向外之分（如「買/賣」、「受/授」），向下/向上之分（如「養（上

養下）/養（下養上）」、「風（上化下）/風（下刺上）」），離心/向心之分

（如「鬥（相爭）/鬥（相助）」、「比（比較）/比（親附）」、「背（相違背

離）/背（背負承擔）」、「並（相較長短）/並（共同一起）」）等等。 

3. 語音轉化類別多樣 

漢語形態變化引發的語音改讀，除常見的「四聲別義」和「清濁

別義」外，還有「韻變別義」，也常見「不以音別義」的類型。 

（1）四聲別義 

以改變聲調的方式來區別詞性或詞義。如「種」讀上聲為名詞，

讀去聲為動詞。又「把」讀上聲為動詞，讀去聲為名詞。這是最常見

的一種別義方式。 

（2）清濁別義 

以改變聲母清濁的方式來區別詞性或詞義。如「朝」、「背」讀

清聲母為名詞，讀濁聲母為動詞。又「繫」、「別」讀濁聲母為不及

物動詞，讀清聲母為及物動詞。 

（3）韻變別義 

以改變韻母的方式來區別詞性或詞義。如古微部字「推」以一、

三等之異區別「意欲棄之」、「意欲薦之」兩種認知方向不同的詞義。 

（4）不以音別義 

詞是音、義的結合體，當詞性或詞義改變，語音即使不變，也不

再是原來的詞，其形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例如不及物動詞「息」，在

                                                 
9 「孳生」是詞義向外聯想引申，觸及其他事物而產生新詞。例如「亡」向外聯想引申，觸及目不

能視而孳生「盲」，觸及心不能記事而孳生「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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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動結構中轉為使動動詞，但音讀並未改變。10 又如上舉「鬥」、

「並」二字，都因認知角度不同而有詞義之別，但並未以音別義，分

別都只有一種讀音。 

（二）形態變化的多層性 

上古之後，以單音節詞改讀語音的派生法逐漸式微，改採增加音

節的方法來滿足原有的語法功能。例如先秦名詞「女」讀上聲，可轉

為動詞，改讀去聲，表示「嫁女」（《左傳．桓公十一年》「宋雍氏

女於鄭莊公」）；11 六朝之時，不改「女」的詞性，但前加動詞，

改說「嫁女」（《世說新語．賢媛》「趙母嫁女」）。12 雖然如此，

查檢文獻紀錄和方 語料，可知以音別義的形態變化並未絕跡，方

仍然視其所需，改讀語音來區別詞性或詞義。 

漢語在不同的時代或地域，利用形態變化來區別詞性或詞義，留

下異質成分沉積在語 中，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但可依據形態

變化原理，得到合宜的認識。這種異代異地形態變化帶來的異質成

分，和語 接觸所產生的異質成分相似，都不是歷史音變的產物。我

們可以借用音韻層次的概念，也以「層次」稱語 中沉積的形態異讀，

認為形態變化具有多層性。 

不同的是，音韻層次因語 接觸而產生，由此引發的語音移借常

是成系統的，同一層中會留下各種音類的痕跡。形態層次發生的原

因，則是某個詞有區別詞性或詞義之需，就其所需進行形態變化，因

此形態層次是以個別詞彙為單位，與音韻層次又有不同。 

周祖謨指出，北京話將「河沿」的「沿」讀為去聲，這是在動詞

平聲「沿」的基礎上進行形態變化，將名詞用法改讀為去聲。13 又

                                                 
10 《禮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曰「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使動動詞

「息」表示「使田夫休息」，《釋文》並未改讀其音。 
1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25。 
12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787。 
13 周祖謨列舉北京話不見於舊書記載的語音變讀近三十例，這些異讀都不見於唐宋韻書或《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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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斡」（轉動）除了不及物動詞陰入 uat7 一讀，14 還派生出

及物動詞陽入 uat8 的讀法。這些都是在古漢語基礎上所進行的新一

層形態變化。  

認識到形態變化可具有多層性之後，我們便能知道，後代方 某

些語詞以改讀語音來區別詞性或詞義，可能正是一種形態變化。形態

變化在上古之後雖然式微，但改讀語音來區別詞性或詞義可使音義表

現更為清晰，這種語法手段其實古今漢語同樣需要。 

（三）形態變化的兩大內容 

形態變化的內容包含兩個部分：「詞性或詞義的改變」與「語音

的改讀」。前者是核心，只要詞性或詞義改變了，即便語音未改讀，

該語詞也已經發生形態變化，成為新詞了。例如上述不及物動詞「息」

在使動結構中轉為使動動詞，但音讀並未改變。後者「語音的改讀」

即「以音別義」，語詞在改變詞性或詞義之餘，如果也發生語音的改

讀，可以使派生構詞的區別更為鮮明。例如「種」的名詞與動詞之別，

因為分讀上聲與去聲，因此有清楚的音義區別。至於如果只是改讀語

音而沒有發生詞性或詞義的改變，則不能算是派生構詞的形態變化。 

形態變化的這兩部分內容不一定同時發生，有些語詞先發生「詞

性或詞義的改變」，而後再發生「語音的改讀」。例如「景」在先秦

因認知角度不同而有「日光」、「日影」二義，但都讀見母，「不以

音別義」；直到西晉葛洪《字苑》，才有「日影」義「景」字讀影母

的紀錄，更進而改寫為「影」。15 又如「毒」在先秦早有名詞、動

詞之別，但只有一種讀音，「不以音別義」；閩語利用層次異讀區別

                                                                                                                      
記載，它們可能是當時韻書失收的異讀，也可能是唐宋以後才產生的音義變化。參見周祖謨，〈四

聲別義釋例〉，《輔仁學志》第 13 卷第 1-2 期（1945），頁 75-112。又載周祖謨，《問學集》

（臺北：知仁出版社，1976），頁 81-119。 
14 本文以 1、2、3、4、5、6、7、8、0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

入、輕聲。粵語上陰入標為 7a，下陰入標為 7b。 
15 段玉裁引惠棟之說，認為東漢即有碑刻出現「影」字。參見楊秀芳，〈論「景」與「影」的派生

關係〉，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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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毒」的名詞與動詞，這項「以音別義」的變化晚到中古時期才發

生。此外，「語音的改讀」也不一定就會發生，例如上述「息」、「鬥」、

「並」雖然發生了詞性或詞義的改變，但一直沒有發生「語音的改讀」

而保持為「不以音別義」的類型。 

三、不見於唐宋韻書的方言形態變化 

語詞的音義條件各異，派生隨其條件運作，其實無法用少數規律

解釋所有現象。認識到派生具有多樣性和多層性之後，本節舉例說明

方 某些詞因為「以音別義」而區別出新的音義結合體，構造了新詞，

也正是一種派生構詞的現象。 

根據觀察，近代方 改讀語音來區別詞性或語法功能的，至少有

「改變語音徵性」和「利用層次異讀」兩種方式，這為詞彙系統解決

了「同音異義」的問題，使語法功能的區別更為清晰。 

（一）改變語音徵性 

這是指方 某個詞，較之古文獻或韻書的音義紀錄，在某項語音

徵性上有了改變，因此而為這個詞區別了不同的詞性或語法功能。 

上文提到北京話將原本讀平聲的動詞「沿」改讀為去聲，成為名

詞「沿」，便是因改變語音徵性而產生的派生現象。又如「斡」在古

漢語只有「烏括切」一讀，演變到閩南語讀陰入調 uat7，為不及物動

詞，表示「轉彎」，例如可說「彎彎斡斡」uan1 uan1 uat7 uat7（彎

彎曲曲）、「斡正手」uat7 tsiã5 tshiu3（轉向右手邊）。16 閩南語較

之韻書紀錄多了 uat8 陽入一讀，作為及物動詞，可造出「斡頭」uat8 

thau2 一語，表示「轉頭」。17 這多出的 uat8 一讀，也正是派生構詞

                                                 
16 「斡正手」的「正手」不是受事賓語，此處「斡」仍為不及物動詞。 
1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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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0.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London: Trubner & CO.,1873, 頁 350。又，本辭

典將「越」uat8 與「斡」uat8 並列在同一個字頭下，未能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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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 

關於閩南語 uat8 的來源，可能由於閩南語在「烏括切」外，增

加了濁聲母的一讀，這一讀後來演變為陽入調；也可能是後來在陰入

調之外增加陽入一讀。這兩種可能性在時間點上不同：若為前者，則

這個以音別義的派生時間較早，清濁聲母之別反映為後來的陰陽調之

分。若為後者，則這派生發生在「聲調分陰陽」之後，是陰入調 uat7

已經形成之後，由 uat7 派生出陽入調 uat8 的結果。 

底下再舉二例說明。 

1. 客語梅縣話的「上」 

古漢語「上」作不及物動詞讀去聲「時亮切」，表示「位居高處」，

如《禮記．樂記》「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上」表示「位居高處」。18 轉為使動詞則改讀上聲「時掌

切」，表示「使位居高處」。使動詞「上」可以表示「主事者使自己

位居高處」，如《莊子．逍遙遊》「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19「上」

表示「大鵬鳥飛上高空」。可接使動賓語，如《易．井》「巽乎水而

上水」，20「上水」表示「使水升上來」，亦即「汲水而上」。又可

接處所賓語，如《莊子．盜跖》「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21「上

車」表示「移動而使居車子高處」，亦即「登車」。 

客語梅縣話「上」也有這三種不同的語法功能，承自古漢語「時

掌切」。其讀音為：帶主事者如「上氣」（水蒸氣往上冒）讀陰平調

soŋ1，後接使動賓語如「上鞋」（使 /把鞋面和鞋底縫在一起）讀上

聲調 soŋ3，後接處所賓語如「上山」讀陰平調 soŋ1。22 同樣來自「時

掌切」，卻因處於不同的語法結構而讀為不同的聲調，可知這是後來

                                                 
1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304。 
19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 
20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3。 
21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001。 
22 黃雪貞，《梅縣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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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話所作的音義區別。  

那麼，為什麼是區別為這樣的兩個聲調？ 

根據梅縣話的古今音變規律，白讀層古全濁上聲字會演變為陰平

調，古清聲母上聲字會演變為上聲調，可知陰平 soŋ1 是來自古全濁

上聲的讀法，soŋ3 則是來自清聲母上聲的讀法。  

同樣來自「時掌切」，梅縣話卻區分為全濁上聲和清聲母上聲兩

種讀法，是因為梅縣話早在「全濁清化」之前，便發生了「將全濁聲

母改讀為清聲母」的派生變化，使接使動賓語者改讀清聲母，而接主

事者和處所賓語者仍讀全濁聲母，因而區分為不同的音義結合體。 

梅縣話這一項派生變化可以確定是發生在「全濁清化」之前，因

為必須在「時掌切」還讀全濁的階段，才有條件讓接使動賓語者從全

濁母改讀清聲母。經過這項派生變化之後，在梅縣話歷史音變規律的

影響下，接主事者和處所賓語者因讀全濁上聲而演變為陰平調 soŋ1，

接使動賓語者因讀清聲母上聲而演變為上聲調 soŋ3。 

2. 閩南廈門話的「現」 

「現」字不見於《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首見於《玉

篇》，23 是「見」字匣母一讀的後起寫法。《廣韻》收為「胡甸切」，

以之為「見」的俗字，釋義曰「露也」。24 

《說文》曰「見，視也。」从「目」「人」會意，徐鉉標為「古

甸切」。25 根據上古漢語及物動詞多來自不及物動詞使動化的趨勢

看，26「古甸切」的「見」是「胡甸切」「見」的派生結果，《說文》

以「見」的本義為「視也」，是以後起的及物動詞義作為本義。 

換 之，古漢語「見」因語法功能不同而有匣母去聲與見母去聲

                                                 
23 南朝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77。 
24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408。 
2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頁 412。 
26 如「別」、「斷」、「揭」、「折」、「敗」、「壞」、「繫」等，皆由不及物動詞派生出及物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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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讀法，匣母去聲者後來寫為「現」，見母去聲者仍作「見」，文

字上有了分工。 

據《釋文》的音義資料，「見」有四種不同的語法功能： 

（1）不及物動詞讀匣母去聲。如《莊子．齊物論》《注》「則

天地之籟見矣！」27《釋文》「見」讀匣母「賢遍反」，表示「顯露

出來」，後來字作「現」。 

（2）不及物動詞「見」有使動用法，表示「使露出」，可接使

動賓語。後來使動賓語被理解為受事賓語，「見」成了及物動詞，表

示「看見」，後來仍然寫為「見」。如《易．艮》「行其庭，不見其

人」《注》曰「相背故也。」《疏》曰「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

28 此處《釋文》「見」未有音注，表示讀「如字」，相當於《廣韻》

的「古電切」。29「見」若後接動詞，則成為被動用法，如《孟子．

梁惠王上》曰「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30 

（3）使動結構的「見」還可接處所賓語，如《莊子．人間世》

曰「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31「見夢」表示「出

現於夢中」。《釋文》「見」音注「胡薦反」，也讀匣母去聲，後來

字作「現」。  

（4）使動結構的「見」也可以表示「主事者使自己顯露出來」，

如《莊子．繕性》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32「見」、「出」、

「發」都是主事者隱士的動作，「見」為「表現」之義。《釋文》「見」

音注「賢遍反」，也讀匣母去聲，後來字作「現」。 

                                                 
2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5。 
28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249。 
29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407。《廣韻》的「古電切」音同於徐鉉的「古甸切」。 
30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5。 
31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72。 
32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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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更了解「見」的音義，可舉「上」與「見」作比較如下：33 

「上」 「見」 

義/例 音 義/例 音 

(1)不及物動詞，表示「位居

高處」「德成而上」 
禪母去聲 

(1)不及物動詞，表示「顯露

出來」「則天地之籟見矣」 
匣母去聲 

(2)使動詞，後接使動賓語「巽

乎水而上水」 
禪母上聲 

(2)使動詞，後接使動賓語「行

其庭，不見其人」 
見母去聲 

(3)使動詞，後接處所賓語「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禪母上聲 

(3)使動詞，後接處所賓語「櫟

社見夢」 
匣母去聲 

(4)使動詞，表示「主事者使

自己位居高處」「摶扶搖

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禪母上聲 

(4)使動詞，表示「主事者使

自己顯露出來」「非伏其

身而弗見也」 
匣母去聲 

「上」與「見」有平行的語法功能分工，但從音讀來看，二字「以音別義」

的策略不同，可知並非具有某種語法功能的就一定服從某種以音別義的

「規律」。 

「見」的這四種功能，閩南廈門話保留至今。34「見」文讀 kian5，

白讀 kĩ5。「現」的三種音義則分讀 hian6 與 hian5： 

（1）不及物動詞「現」，例如「出現」tshut7 hian6。 

（2）接使動賓語而派生的及物動詞「見」，例如「見面」kĩ5 bin6。

被動用法則用文讀形式，如「見怪」kian5 kuai5（被責怪）。 

（3）接處所賓語的「現」，例如「現世」hian6 si5（顯露於世

人面前，丟醜）。 

（4）「現」表示「主事者使自己顯露出來」，如「現胸」hian5 

hiŋ1（打開衣服露出胸膛）、「現開開」hian5 khui1 khui1（敞開露

出）。又有「現領」hian5 niã3 一詞，指向外翻露的衣領。襯衫的衣

領外露，便屬於這一種形制。35 

                                                 
33 楊秀芳，〈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頁 308-309。 
34 《廈英大辭典》，頁 132、213、218。 
35 臺灣閩南語除有「現胸」、「現開開」説法外，從田野調查還知道有「現領」一詞。又，唐代譯

經《大佛頂首楞嚴經》有「我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之說，後來蛻變出「現身説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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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現」雖可區分出不同的語法功能，但都讀匣母去聲。閩

南語則不同，「現」的三種語法功能分讀 hian6 與 hian5。分讀兩種

語音，這是閩南語「以音別義」派生的結果。 

與「斡」的情況相似，閩南語「現」的這項「以音別義」可能發

生在「聲調分陰陽」之前，也可能發生在「聲調分陰陽」之後。 

若「以音別義」發生在「聲調分陰陽」之前，則閩語在繼承匣母

去聲「現」之後，派生出改讀清聲母的一讀，36 與匣母去聲「現」

分別負擔不同的語法功能。後來經過「聲調分陰陽」的演變，清、濁

聲母演變成為 hian5、hian6 兩讀。 

若「以音別義」發生在「聲調分陰陽」之後，則在聲調分陰陽以

前，功能不同的「現」閩南語都讀匣母去聲，與古漢語一樣。經過「聲

調分陰陽」的演變，匣母去聲「現」演變為陽去 hian6。後來為了區

隔語法功能不同的「現」，遂將表示「主事者使自己顯露出來」的「現」

改讀為陰去 hian5。 

以上兩種假設都有可能，看不出可用來判斷時間早晚的依據。不

過可確知的是，它們都因此加強了語詞的音義區別。 

（二）利用層次異讀 

這是指方 利用音韻層次的不同讀音，來區別語詞的詞性或語法

功能。這些層次異讀，原本是音韻層次產生的異讀，方 就其取得之

近便，也用來為詞彙系統解決「同音異義」的問題，藉此提高語詞音

義的辨異度，使語法功能的區別能更加清晰。這和單純只有風格語體

之異的許多其他字的層次異讀（如「雨」的文讀 u3、白讀 hɔ6；「動」

的文讀 tɔŋ6、白讀 taŋ6 等等）是大不相同的。  

                                                                                                                      
語。此處「現」也表示「主事者使自己顯露出來」。 

36 明代字典《正字通》為「現」字標讀清聲母的「許戰切」，不過這不是形態變化濁母改讀清聲母

的現象，而是「全濁清化」之後的音讀表現。按：中古後期，全濁聲母發生「全濁清化」，明代

已經將「現」讀為清聲母，《正字通》為「現」所造的反切，其上字也就用清聲母字。除「現」

之外，古全濁母字如「厚」標「呼扣切」，「下」標「虛駕切」，「社」標「式夜切」等，都因

為全濁母已經清化，因此這些字自然可以用清聲母字來做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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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異讀」因語 接觸而形成為重要的異讀語音資料庫，普遍

存在各音類中，常可依據音韻結構探尋其系統性。「形態變化」則是

因個別字有區別音義的需求而才發生，若能取現成的層次異讀資料來

解決「同音異義」的問題，則可謂頗為利便。方 就其語音取得之近

便，利用層次異讀為詞彙系統解決這類問題，可說是方 「以音別義」

的特點之一。  

底下先舉閩南廈門話「櫓」、「毒」二例，說明如何以層次異讀

區隔語詞的詞性或語法功能，後再以「兩」為例，比較廣泛的探討各

種方 的這類音義表現。  

1. 閩南廈門話「櫓」 

《說文》謂「櫓」本義「大盾」，37 字又作「樐」，是古代作

戰使用的兵器，又指一種戰車。中古文獻也用來指搖船前進的大槳，

白居易《河亭晴望》詩即曰「晴虹橋影出，秋雁櫓聲來。」38 

「櫓」字《廣韻》音「郎古切」，39 閩南語有 lɔ3、lɔ6 兩個層

次異讀，lɔ3 屬文讀層，lɔ6 屬白讀層。讀 lɔ3 是為名詞，用如「船櫓」

tsun2 lɔ3（船槳）、「搖櫓」io2 lɔ3（搖動船槳使船前進）。讀 lɔ6

是不及物動詞，用如「櫓櫓 hian3」lɔ6 lɔ6 hian3（搖晃不穩的樣子）、

「喙齒著櫓」tshui5 khi3 ti6 lɔ6（牙齒搖晃不穩）。40 牙齒搖晃不穩

稱「櫓」是非常形象化的，因為牙齒根部還固著在牙床上，只是上端

搖晃不穩，其情狀就和搖櫓一樣，一端固著在船，以之為定點，搖動

船槳划水前進。「櫓」字原為名詞，現在「喙齒著櫓」用為不及物動

詞，經過了名詞派生為動詞的一番形態變化。 

說 lɔ3、lɔ6 是次濁上聲字「櫓」的兩個層次異讀，背後有系統性

                                                 
3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67。 
38 清．曹寅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七函第五冊，頁 1124。 
39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265。 
40 Douglas Carstairs，《廈英大辭典》，頁 316、317。tshui5 khi3 ti6 lɔ6 語音上「著」常弱化讀成短

調，聲母 t-也可能濁化為 l-，韻母元音也會低化為 e。參見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

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1992），頁 34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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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次表現作為依據：例如「有」文讀 iu3、白讀 u6；「雨」文讀 u3、

白讀 hɔ6；「遠」文讀 uan3、白讀 hŋ6 等等，這些次濁上聲字的白讀

層都讀陽去調，文讀層都讀上聲調，由此可推知「櫓」的 lɔ3、 lɔ6

也是同樣的層次表現。 

在不及物動詞 lɔ6 之外，臺灣閩南語「櫓」還有一個及物動詞的

用法，讀 lɔ3，表示「搖晃某物」。例如小孩換牙時，常用手指去搖

動牙齒，可使牙齒鬆動，慢慢脫離牙床而脫落，稱之為「櫓喙齒」lɔ3 

tshui5 khi3。又如將人從睡覺的狀態搖醒也叫 lɔ3。41 這個及物動詞

lɔ3，與不及物動詞 lɔ6 之間，也應該是派生構詞帶來的語音分化。 

綜合上述，閩南語在「郎古切」基礎上，除保留古漢語的名詞用

法之外，又派生了不及物動詞和及物動詞的用法。這三種功能不同的

用法，利用 lɔ3、lɔ6 兩個層次異讀來表現。 

試分析 lɔ3、lɔ6 的音義關係如下：（a）「櫓」最早應該是名詞

的用法，出現在白讀層階段。（b）因派生構詞，「櫓」產生了不及

物動詞的用法。派生之初，不及物動詞「櫓」與名詞「櫓」讀音相同，

並未以音別義。（c）後來文讀層進入閩地，帶來了「櫓」的文讀音。

文白競爭之後，形成音義的分工：名詞「櫓」改採文讀音，不及物動

詞「櫓」仍維持為白讀音。（d）不及物動詞「櫓」發生使動用法，

表示「使搖晃不穩」，後來被理解為及物動詞，表示「搖晃某物」。

這個及物動詞採行文讀音，以便與不及物動詞區別。（e）這樣的音

義分工，經過後來「聲調分陰陽」的演變，文讀今讀 lɔ3，白讀今讀

lɔ6。 

關於這項分析，需要做三點補充：首先是，語詞派生，初時可能

是只有詞性或詞義改變，語音未必區隔；而後來是否會發生以音別義

的變化，也因詞而異。例如上述「息」、「鬥」、「並」雖派生出不

                                                 
41 海口方 動詞 lɔu6 兼有不及物和及物兩種用法，不作區別，如可說「lɔu6 搖籃」。參見陳鴻邁，

《海口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頁 172。雷州方 只有及物動詞用法，讀

陽上調 lɛu4。參見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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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詞性或詞義，但一直都未「以音別義」。至於「景」字，派生的

「日影」義與「日光」義在先秦同讀見母，但到了西晉葛洪《字苑》，

出現「日影」義改讀為影母的紀錄。42 不及物動詞「櫓」lɔ6 具有白

讀層的特徵（詳下），可判斷「櫓」在白讀層便已存在，但一直要到

文讀層進入閩地的時代，才看到「櫓」以音別義，區別為兩種讀音。

因此可知，在文讀層進入之前，不及物動詞「櫓」與名詞「櫓」的讀

音應該相同，未曾分讀。  

其次是，名詞「櫓」今天雖採文讀音 lɔ3，但不表示名詞「櫓」

在閩語白讀層不存在，得靠文讀層借入。原因是：從不及物動詞「櫓」

lɔ6 來看，它的聲調顯示應與喻三字「遠」、「雨」白讀音 hŋ6、hɔ6

同層次，而 hŋ6、hɔ6 具有「喻三古歸匣」的特點，可知這個白讀層

次的時間應在中古之前。「櫓」作動詞的紀錄要到宋代才看得到，43 

在此之前似乎沒有，若閩語白讀層原本沒有名詞「櫓」，則恐怕無法

派生不及物動詞「櫓」。換 之，名詞「櫓」原讀白讀音，文白競爭

之後改採文讀音，遂與不及物動詞作了區隔。這是方 藉層次異讀進

行的一項以音別義變化。  

再其次是，及物動詞「櫓」很有可能由不及物動詞「櫓」派生而

得。漢語詞彙史上多見由不及物動詞派生出使動用法，而後被理解為

及物動詞的例子，如「別」、「斷」、「敗」、「壞」等，可見這種

語法性質的轉化在漢語是很常見的。由此來看，閩南語及物動詞「櫓」

很可能也就是來自不及物動詞「櫓」。這一項從不及物動詞轉化為及

物動詞的派生，也是利用層次異讀來區隔語音。  

                                                 
42 同注 15。 
43 三國時代張揖所著《廣雅．釋詁》有「 」字，釋義「強也」。「 」字後來被《集韻》收在「籠

五切」下，釋義「一曰動搖」。宋郭忠恕字書《佩觿》也收此字，曰「搖動」。這些資料顯示，

宋代韻書已可見到從名詞「櫓」派生為動詞的用法，不過假借《廣雅》「 」字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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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閩南廈門話「毒」 

《說文》曰「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44 經籍多以之

指毒物，如《易．噬嗑》「噬腊肉，遇毒」，《疏》曰「毒者，苦惡

之物也。」45「毒」又可做動詞，表示「投毒、下毒」，如《左傳．

襄公十四年》曰「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46 又如《山海經．

西山經》曰「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璞云「今礜石殺

鼠，音豫；蠶食之而肥。」47 

古漢語「毒」雖有名詞、動詞之異，《釋文》等字書、韻書卻都

只收入聲一讀，《廣韻》標「徒沃切」。48 對古漢語的這一個讀音，

閩南廈門話做了區別：表示「下毒」的動詞讀 thau6，指稱毒物的名

詞讀 tɔk8，以音區別了詞性。 

閩語這一段以音別義的過程，可以分析如下：古漢語「毒」本來

就有名詞、動詞兩種用法，都讀入聲。閩語繼承之後，白讀階段應該

也是名詞、動詞都讀入聲。後來文讀層進入，文白競爭之後，名詞義

改採文讀音，動詞義維持為白讀音，藉著層次異讀，將名詞、動詞的

音讀區別開來。 

就廈門話的層次異讀來看，tɔk8、thau6 分屬文白層次。「毒」

的白讀音 thau6 不讀入聲，是因為白讀*thak8 經過長久的音變，當舌

根尾-k 弱化變為-ʔ時，產生抵補音長的同部位舌根元音 u，因此*thak8

變為 thauʔ8，而後 thauʔ8 又進一步丟失-ʔ，成為 thau6。49 

從上古形態變化以音別義的結果來看，派生異讀區別了語詞的詞

                                                 
4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2。 
45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121。 
4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055。 
47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 30。 
48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459。 
49 具有這一類特殊白讀音的入聲字還包括「逐」tauʔ8（逐一的）、「篤」tauʔ7（確實的）、「哭」

khau5、「落」lau5、「曲」khiau1、「局」kiau3（賭局）、「著」tiau2（附著）等。「逐」、「篤」

還保有喉塞尾，其餘則喉塞尾也脫落，變為陰聲韻的讀法。至於聲調的表現，則並無一定的規則。

這些字主要都來自古幽、宵、侯、魚部，帶有舌面後元音及舌根塞音尾。主流漢語也有這類表現，

例如「罩」從宵部入聲「卓」得聲，演變成為效韻去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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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詞義，使語詞成為「一音一義」。近代方 的某些詞，其層次異

讀也發揮相同的作用，因此可以說，近代方 利用層次異讀之便，進

行了派生構詞的變化。 

3. 近代方言「兩」的音義表現 

《說文》曰「 ，再也。」段《注》云「再者，一舉而二也。凡

物有二，其字作 ，不作兩。兩者，二十四銖之稱也。今字兩行而

廢矣。良獎切。」50 

《說文》又曰「兩，二十四銖為兩。从一 ， ，平分也。 亦

聲。」段《注》云「律厤志曰，衡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

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按兩者， 黃鍾之重，故

从 也。良獎切。」51 

根據《呂氏春秋．古樂》記載，黃帝令樂官伶倫取竹造黃鍾之律，

以竹管長短定音律的高低標準。52 甲骨文「龠」即象編管之形。據

《漢書．律曆志上》所述，當時以黃鍾龠管的長短、容積及其所能容

納黍粒的重量為度量衡單位。長度單位有分、寸、尺、丈、引，以一

個中等黍粒的縱長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十丈為一引。容量單位有龠、合、升、斗、斛，一龠容千二百黍，十

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重量單位有銖、

兩、斤、鈞、石，一龠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

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53 

根據《說文》，「兩」是形聲兼會意的字，「 」既是聲符，也

是義符。從語詞的發生學角度來說，「 」是語源，從「 」的詞義

聯想，引申觸及「龠」這個基本重量單位而表示「兩倍於十二銖」時，

便孳生新詞「兩」，表示「二十四銖」。因此「 」、「兩」屬同一

                                                 
5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58。 
51 同上注。 
52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20-123。 
5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96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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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族，音義相近。54 

「兩」和「 」在經籍中不作區別，都寫作「兩」。作為數詞的

「兩」亦即「 」，常指匹偶成對的雙方。如《易．繫辭上》「是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55「兩儀」指天地。《莊子．齊物論》「是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56「兩行」表示「齊

是非」。「天地」與「是非」都是相對的雙方，因此以「兩」稱之。 

作為量詞的「兩」，除了是二十四銖的重量單位詞，另外還常作

為成雙事物的量詞。如《詩．齊風．南山》「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57 鞋類必成雙，因此以「兩」為其量詞。又《詩．召南．鵲巢》「之

子于歸，百兩御之」，58 古代車輛一般有兩個輪子，因此車輛的量

詞為「兩」。又《周禮．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

過五兩」，《注》曰「五兩，十端也。必 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

《疏》曰「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59 按：

《禮記．雜記下》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60 古制一尋

有八尺，五尋共四十尺，如此則一兩有四十尺，五兩為二百尺，相當

於二十丈。古禮嫁娶用二十丈繒帛，特以「兩」稱之曰「五兩」，是

取「成雙成對」的意思。  

「兩」還可作動詞。如《易．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61「而兩之」表示「加倍」。又《左傳．

桓公十八年》「兩政，耦國，亂之本也」、62《呂氏春秋．執一》「天

                                                 
54 這就像從語源「亡」聯想，引申觸及眼睛而表示「目不能視」，因此孳生新詞「盲」。 
55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340。 
5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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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1。 
58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75。 
5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30。 
6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435。 
61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375。 
6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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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63「兩」也是動詞，表

示「不統一而有兩套做法」。《戰國策．鷸蚌相持》「今日不兩，明

日不兩，即有死蚌」，64 動詞「兩」表示「蚌殼張口為兩片」，也

是「從一變成兩」的意思。 

根據上述，古漢語「兩」可作數詞、動詞、重量單位詞及成雙事

物（包括車輛、鞋襪等）的量詞。演變至今，數詞、重量單位詞、車

輛量詞（「輛」）都還有很高的使用頻率。 

《釋文》為經典作音注，「兩」作數詞、動詞、重量單位詞及車

輛量詞時，都讀「如字」，亦即上聲「良獎切」。但在《詩．召南．

行露》毛《傳》「純帛不過五兩」下則曰「兩音諒」，讀去聲；《詩．

齊風．南山》「葛屨五兩」下則收了上、去兩讀，曰「王肅如字，沈

音亮。」65 

《廣韻》無「輛」字，表「車數」者仍寫作「兩」，讀去聲。66 

根據《廣韻》的收音，以及現代「輛」多讀去聲來推測，鞋襪量詞「輛」

應該也讀去聲。 

《世說新語．雅量》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67 此處鞋襪

量詞「量」應是「兩」的假借字，估計應讀去聲，68 與《釋文》「葛

屨五兩」下所收沈重「音亮」同音。  

宋周密《浩然齋視聽鈔》集對偶之佳者，有「平生能著幾輛屐，

長日惟消一局棋」一對，69 書中未指明出處，唯若與《世說新語．

                                                 
63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頁 469。 
64 通行本《戰國策》「兩」作「雨」。清嘉慶八年黃丕烈刊刻的姚宏本引陸農師云「今日不兩，明

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闢口。」說見黃瑞雲，《新譯歷代寓 選》（臺北：三民書局，2010），

頁 211。「兩」、「蚌」能夠押韻，就文本情境而 ，也以「兩」字為勝，是鷸指責蚌若不張殻，

就會自作自受，自尋死路。 
65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頁 56、66。 
66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424。 
67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422。 
68 「量」字雖有平、去兩讀，但由於沈重的鞋襪量詞音「亮」，藉此可以推測，此處「量」比較可

能的是讀去聲，而非平聲。 
69 宋．周密，《周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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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比較，則是六朝人所用之「量」，宋人作「輛」。 

又，明楊慎《詞品》卷二「鞋韈稱兩」條下曰「高文惠妻與夫書

曰『今奉織成韈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

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辭末云『夜深著輛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

輛兩蓋古今字也。小辭用毛詩字亦奇。」70 

高文惠何人不可考，若與楊慎同時，則其妻信中以「量」為鞋襪

量詞，可知這種寫法明代仍然有之。楊慎就此論鞋襪量詞本應作

「兩」，後人作「輛」，為「兩」的後起字。末謂「小辭用毛詩字亦

奇」，可能當時口語並不用「輛（兩）」作鞋襪量詞，因此楊慎才以

應具口語風格的詞卻用古典的鞋襪量詞為奇。 

本文以為，這首《踏莎行》寫「輛（兩）」也可能是某些方 的

用法，未必是詞人有意仿古。楊慎的方 沒有這類用法，因此才以之

為「用毛詩字」。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之二「鞋襪稱兩」條下，徵引楊慎《詞

品》為說。71 據此來看，清代可能也有方 用「輛（兩）」作鞋襪

量詞，《堅瓠集》才會收「鞋襪稱兩」以為筆記。至於現代是否還有

這種用法，尚待查考。 

如上所述，《釋文》「兩」字作數詞、重量單位詞及車輛量詞都

讀上聲，而「純帛不過五兩」及「葛屨五兩」的「兩」有去聲讀法。

《廣韻》「兩」字作數詞、重量單位詞也讀上聲，但車輛量詞則讀去

聲，與《釋文》音讀不同。 

這些音義資料可以整合解釋如下：（1）「純帛不過五兩」及「葛

屨五兩」的「兩」，都是物體「加倍」而得，可說是從「加倍」義動

詞派生出的名詞用法。讀為去聲，正是這項派生「以音別義」的結果。

（2）車輛有兩個車輪，也是物體「加倍」而得，與「純帛不過五兩」

                                                 
70 明．楊慎，《詞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62。 
71 清．褚人穫，《堅瓠集》，收在《清代筆記叢刊》（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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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葛屨五兩」的「兩」相同，但《釋文》讀上聲，到後來《廣韻》

才讀去聲。本文以為，這是車輛量詞在「以音別義」的詞彙擴散中，

發生時間較晚的緣故。72（3）重量單位詞「兩」由黃鍾重量「加倍」

而得，但《釋文》及唐宋韻書都沒有去聲的紀錄。這應該是因為重量

單位詞「兩」一直沒有發生「以音別義」的變化，屬「不以音別義」

的類型。 

《廣韻》車輛量詞「兩」讀去聲，它與《釋文》音讀的關係如何？ 

《廣韻》所收車輛量詞「兩」的去聲讀，如果與《釋文》所收漢

魏舊音的上聲讀有承繼關係，則表示漢魏舊音「兩」的上聲讀後來改

讀去聲。這樣的改讀並非歷史音變，因為並未看到當時有「次濁上聲

演變為去聲」的規則變化。若非歷史音變，則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

由於「兩」有同音而詞性不同的用法，若將車輛量詞改讀去聲，可以

減輕「同音異義」的不便。如此來看，車輛量詞「兩」改讀去聲，是

以漢魏舊音為基礎，所發生的新一層派生變化。  

另外一種假設是，《廣韻》所收車輛量詞「兩」的去聲讀，與《釋

文》所收漢魏舊音的上聲讀並無承繼關係，《廣韻》的去聲讀是《釋

文》未收錄的其他方 讀法。如此，則漢魏之時，車輛量詞「兩」在

方 間有上、去兩種異讀。73 這兩種異讀的產生，顯然是由於某些

方 「以音別義」，將上古車輛量詞「兩」改讀去聲，而另一些方

則「不以音別義」，車輛量詞仍然維持讀上聲。方 之間有不同的音

義形態，或「以音別義」，或「不以音別義」，呈現出形態變化的多

樣性。 

                                                 
72 如上所述，周祖謨指出北京話「河沿」之「沿」讀去聲，是動詞「沿」派生為名詞的結果。不過

據《漢語大辭典》，「沿」的動詞、名詞兩種用法都讀平聲。又，《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以平

聲為動詞，去聲為名詞，但名詞詞例「床沿」、「溝沿」仍標平聲，只有「河沿」標去聲，顯然

以音別義的變化並未擴散到所有名詞。由此來看，形態構詞也存在詞彙擴散的現象。參見楊秀芳，

〈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頁 299。 
73 《詩．齊風．南山》「葛屨五兩」下，《釋文》收了上、去兩讀。車輛和鞋襪都是成雙的物事，

鞋襪量詞在方 間既可有上、去兩讀，則同屬成雙物事的車輛量詞，具有上、去兩讀也是極為可

能的。 



．東海中文學報． 

 ．22．

今天北京話計數車輛的「輛」讀去聲，與《廣韻》一樣。我們查

檢《漢語方音字匯》，發現西安、漢口、成都、揚州、雙峰的「輛」

都讀上聲。74 這些方 點將「輛」讀為上聲，與《釋文》所收車輛

量詞的上聲讀正好呼應，是否即為這類古音的遺留，值得關注。 

檢視《釋文》及《廣韻》、《集韻》這類唐宋韻書，數詞「兩」

及重量單位詞「兩」同讀「良獎切」。現代北京話也不作區別，同讀

第三聲。客、粵、閩、吳則有許多方 點以音區別這兩種詞性，其故

安在？ 

韻書收音總有遺漏，我們不免懷疑是否「兩」字在韻書有失收的

問題，以致韻書較之客、粵、閩、吳方 少了一讀。以下將說明這不

是韻書少收一讀，而是客、粵、閩、吳方 「兩」有兩層異讀，這些

方 利用層次異讀來區別詞性，將古漢語「兩」的「同音異義」，重

整為「一音一義」的格局。 

《客贛方 調查報告》所收 17 個客方 點中，有 15 處區別「兩」

的詞性。75 重量單位詞（以下舉例以「兩斤~」表示）幾乎都讀陰平，

數詞（以下舉例以「兩~個」表示）讀上聲。底下以梅縣話為例，說

明客方 如何利用層次異讀來進行這新一層的形態變化。 

梅縣話「兩斤~」讀陰平 lioŋ1，「兩~個」讀上聲 lioŋ3。76 根據

客語的歷史音韻規則，lioŋ1 是白讀層「次濁上聲讀同陰平」的表現，

lioŋ3 讀上聲調，屬後來的文讀層次。77 

「兩」作為數詞與經常用到的重量單位詞，應該是梅縣話早已有

之的核心詞彙，同讀「良獎切」。在文讀層出現之前，「兩」不論是

數詞或重量單位詞，原本都讀一樣的白讀音。文讀層進入客方 之

後，在文白競爭之下，「兩~個」改採文讀音，「兩斤~」仍維持白讀

                                                 
74 北大中文系語 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頁 232。 
75 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 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頁 125。 
76 黃雪貞，《梅縣方 詞典》，頁 227、228。 
77 江敏華，「客贛方 關係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2003 年 6 月），頁 1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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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因此原本「同音異義」的「兩」，形成為「一音一義」的格局。 

這文白層次「兩」的異讀，經過歷史音韻變化後，白讀層演變為

陰平調，文讀層演變為上聲調，因此形成今天梅縣話「兩斤~」讀陰

平 lioŋ1，「兩~個」讀上聲 lioŋ3 的音義表現。78 

《客贛方 調查報告》所收 17 個贛方 點中，有 12 處不區別「兩

斤~」、「兩~個」。宜丰、平江、修水、安義、余干 5 個方 點「兩~

個」讀零聲母 0-，「兩斤~」則讀 l-或 dh-、th-聲母，79 利用聲母的層

次異讀區別「兩斤~」與「兩~個」。 

 

 宜丰 平江 修水 安義 余干 

兩~個 iɔn3 iɔŋ3 iɔŋ3 iɔŋ3 iɔŋ3 

兩斤~ lɔn3 dhiɔŋ3 dhiɔŋ3 thiɔŋ3 lɔŋ3 

 

贛語來母細音字除了讀 l-之外，普遍有讀舌尖塞音 d-或 t-的現

                                                 
78 在「利用層次異讀」區別詞性的部分，審查人提出兩個疑問。提問一：「兩」與「㒳」有孳生關

係，語義上「兩」之所以為重量單位，與「㒳」有關聯，必須有古代度量衡系統的文化背景才能

進行詞義轉換，構成形態變化。然而後代重量單位詞「兩」已經失去其「㒳黃鍾之重」的語義背

景，數詞「兩」與重量單位詞「兩」在語義上有極大的差異，對說話人而 應該是兩個不同的詞

彙，毋須刻意「以音別義」。它們在方 中讀為不同層次的讀音，是不是應該視為單純的因語

接觸而產生的層次異讀？對提問一，本文說明如下：「 」與「兩」原本固然有別，但先秦典籍

都寫作「兩」。古人誦讀經史典籍，看到的「兩」兼為重量單位詞與數詞，而又同讀「良獎切」，

如此就有了以音別義的需求。近代方 這項以音別義的改讀，是立基在「兩」字「同形同音異義」

的音義問題上，與上古「兩」、「㒳」的音義無關。提問二：我們設想，如果一個方 原本並沒

有「兩」的重量單位（如同現代漢語方 沒有「銖」一樣，也如同現代很多漢語方 沒有以「輛」

作為車輛計數量詞），透過移民或文教的力量將其他有「兩」重量單位的漢語方 帶進本方 ，

這就只會是個單純的層次異讀，與詞性區別無關。對提問二，本文說明如下：方 繼承古漢語，

如果近義詞多，則方 間容易出現不同的選擇。例如成雙事物除上文所引的「一兩」外，又可選

擇或用「一雙」、或用「一對」。但如果近義詞少，則各方 的選擇性少，甚至只能共用有壟斷

性的詞彙。例如「眉」、「手」、「鼻」等，幾乎是共有的詞彙；但「眼」與「目」為近義詞，

方 間就會有不同的選擇。「兩」自古便是重量單位系統的一個常用單位，明載典籍。尤其在度

量衡必須明定標準、共同遵守的條件下，恐怕各方 都會用到「兩」這個不太輕也不太重的單位。

我們還可以藉梅縣話的「兩」來反思這個問題：梅縣話重量單位詞「兩」採白讀音 lioŋ1，數詞

「兩」採文讀音 lioŋ3。我們應該不會以為梅縣話原本沒有數詞「兩」，但明明數詞「兩」採文

讀音。既如此，可知因重量單位詞採文讀音而便懷疑原本無重量單位詞的想法未必能成立。 
79 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 調查報告》，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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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各方 轄字不一，是 l-受細音韻母影響音變的結果。80 既能以歷

史音變解釋，則 l-與 d-、t-屬相同的層次，是該層次中演變階段不同

的音。 

至於來母細音字讀 0-，從《客贛方 調查報告》看到的例子不

多，除宜丰等地「兩~個」之外，還有「呂」字陽新讀 y3、宿松讀 Ɩ3。

本文認為 0-這一讀屬於「來母讀同日母 0-」的層次。關於日母的音

讀，據劉澤民統計研究，最常見的依序是 0-、l-、ȵ-。ȵ-是代表《切

韻》最早的一層，0-是中古後期到近代的一層，l-是最晚的文讀層。81

日母字讀 0-，如平江「讓」iɔŋ6、永新「日」iɛ17 等。82 日母字讀 l-，

如修水「讓」lɔŋ6、永新「日」liɛ17、安義「日」lɤt7A 等。83 日母

讀 l-，屬「日母讀同來母 l-」的晚近文讀層。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宜

丰、平江等地是利用聲母的層次異讀來區別「兩斤~」與「兩~個」。 

至於粵語，據《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所見，有 14 個方

點以聲調區別「兩斤~」、「兩~個」，有 11 處不作區別。84 區別詞性

的那 14 處，「兩斤~」都讀陰上調，「兩~個」大多數讀陽上。據《粵

西十縣市粵方 調查報告》所見，則有 9 處區別「兩斤~」、「兩~個」，

「兩斤~」都讀陰上，「兩~個」則大多數讀陽上。85《粵北十縣市粵方

調查報告》則有 4 處有區別，凡「兩斤~」都讀陰上，「兩~個」有 3

處讀陽上。86 

綜合以上資料，約半數以上粵方 點區別兩讀，「兩斤~」都讀

陰上，「兩~個」多半讀陽上。粵語次濁上聲字文讀層讀陰上，白讀

                                                 
80 江敏華，「客贛方 關係研究」，頁 109-111。 
81 劉澤民，《客贛方 歷史層次研究》（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5），頁 91-113。 
82 「日」iɛ17 表示陰入 1 與陰平 7 同調。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 調查報告》，頁 128、115。 
83 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 調查報告》，頁 128、115、115。同一類別來源而又分化為兩種聲

調的，在數字後另加 A、B 表示。如「日」lɤt7A。 
84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廣州：新世紀出版社，1987）。 
85 詹伯慧、張日昇，《粵西十縣市粵方 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86 詹伯慧、張日昇，《粵北十縣市粵方 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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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主要讀陽上，87 可知「兩斤~」屬晚期層次，「兩~個」屬早期層次。

不區別兩讀的那些方 點，則仍然維持「同形同音異義」的音義格局。 

以東莞莞城方 為例，「兩斤~」讀陰上 ŋøŋ3，「兩~個」讀陽上

調 ŋøŋ4。88 這種以陰上、陽上的層次異讀區別「兩斤~」與「兩~個」

的辦法，是粵方 中最常見的類型。89 

閩南語廈門話「兩斤~」讀上聲 niũ3，「兩~個」讀陽去 nŋ6，這

也是利用層次異讀區別詞性的結果。根據閩南語的歷史音韻特點看，

「兩~個」nŋ6 讀陽去調，來自早期的白讀層；「兩斤~」niũ3 讀上聲，

來自晚期的白讀層。90 從韻母來看，-ŋ、-iũ 都具有白讀層特徵，是

                                                 
87 廣州次濁上聲一字而有陰上、陽上兩讀的例子很少，多半或讀陽上，或讀陰上。陰上、陽上的關

係如何？我們根據層次異讀的兩種特性，判斷陰上應屬文讀層，陽上則屬白讀層：（一）常用字

的層次異讀，方 可以各取其音，未必有規範。例如「大學」一詞，廈門用白讀音 tua6 oʔ8，臺

灣閩南語多用文讀音 tai6 hak8。粵語許多次濁上聲字在個別方 的表現不同，例如廣州「扭」nɐu3
（擰）讀陰上，花縣、增城、三水、斗門、江門、新會、台山也讀陰上，但番禺、佛山、南海、

順德都讀陽上。不同的字，各方 或讀陰上，或讀陽上，看不出規則。這是因為陰上、陽上屬不

同的層次，方 各取不同的層次異讀，因此看不出規則。（二）若不是常用字，看字讀音往往受

標準語影響，或是採取系統內的文讀音。《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收字取法《方 調查字表》，

其中「裸」、「甬」、「冗」、「阮」、「兗」、「卵」等不屬於粵語常用字；由於沒有日常語

的用例，因此《廣州方 詞典》未予收錄。這些字在《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或者無法全

面收音，如「兗」、「甬」許多方 缺音；或者收了音，但收的幾乎都是陰上調。由此我們可以

判斷陰上應屬文讀層，陽上則屬白讀層。 
88 詹伯慧、陳曉錦，《東莞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47、205。 
89 根據《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廣州話「兩斤~」讀陰上調，「兩~個」讀陽上調。但《廣州

方 詞典》將「兩斤~」標為陽上調，並註記這個陽上要變為陰上，所舉詞例「四兩鐵（手槍的

別稱）」sei5 lœŋ4 thit7b，標注 lœŋ4 要變為陰上第三調。參見白宛如，《廣州方 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149、390-391。由於廣州話並不是每個陽上調字都會連讀變為陰上

調，再根據《珠江三角洲方 字音對照》的資料來看，我們懷疑「四兩鐵」的「兩」本來就讀陰

上第三調，它並非由陽上調連讀變來。 
90 次濁上聲字的層次異讀，如「有」文讀 iu3，白讀 u6；「裡」文讀 li3（衣裡子），白讀 lai6（裡

面）；「雨」文讀 u3，白讀 hɔ6；「耳」文讀 ni3，白讀 hi6；「遠」文讀 uan3，白讀 hŋ6 等。從

聲母（「雨」hɔ6、「遠」hŋ6 喻三白讀 h-聲母；「耳」hi6 日母白讀 h-聲母）、韻母（「裡」lai6
古之部字白讀-ai 韻母；「有」u6 尤韻白讀-u 韻母；「遠」hŋ6 白讀為成音節鼻音韻）的表現來

看，顯示與白讀聲韻母搭配的陽去調應屬白讀層，上聲調則屬文讀層。以上諸次濁上聲字的文讀

聲調為第三調，與「兩斤~」niũ3 同屬一個聲調層次，這是因為 niũ3 屬晚期白讀層，其聲調表現

與時代接近的文讀層同步。關於這層次之間的關係，可以藉「罔」、「網」的層次表現來說明。

「罔」是宕攝合口三等次濁上聲字，文讀音 bɔŋ3（姑且）。「罔」的晚期白讀層讀 baŋ3（指「精

怪魍魎」。如「變罔」同於國語「作怪」，裝神弄鬼之意），與 bɔŋ3 一樣讀上聲調。換 之，

文、白同讀上聲調。這是因為它們雖分屬文白層，但時代接近，就聲調而 ，同在一個時間層次

之內。廈門話「罔」只有 bɔŋ3 與 baŋ3 兩種異讀，我們可以另藉同音字「網」來看層次問題。「網」

的白讀音為 baŋ6，讀陽去調顯示它屬早期白讀層。合「罔」、「網」來看，它們有 baŋ6、ba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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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讀層中可再細分的兩個層次：-ŋ 是三等讀同一等的層次，其時間

層次早於-iũ。91 換 之，廈門話在音韻層次競爭中改採晚期白讀層

的是「兩斤~」，維持早期白讀層的是「兩~個」。這種策略與梅縣話

「『兩斤~』維持早期層次，『兩~個』改採晚期層次」不同。顯然，不

同的方 在各自的層次競爭中，如何利用層次異讀來區別詞性，各有

不同的做法。  

就目前所見，無論在閩南、閩東、閩北，同樣都以音韻層次來區

別「兩斤~」和「兩~個」。如漳平永福方 「兩斤~」讀 liŋ3，「兩~個」

讀 lŋ6。92 潮州話「兩斤~」讀 nio3，「兩~個」讀 no4。93 粵西閩語雷

州話「兩斤~」讀 lio3，「兩~個」讀 no4。94 閩東福州方 「兩斤~」

讀 luoŋ3，「兩~個」讀 laŋ6，也有少數例子讀 luoŋ3。95 閩東寧德虎

浿方 「兩斤~」讀 lɔŋ3，「兩~個」讀 laŋ6。96 閩東寧德咸村方 「兩

斤~」讀 lɔŋ3，「兩~個」讀 laŋ6。97 浙南閩東區泰順方 「兩斤~」讀

liɔ̃3，「兩~個」讀 lɔ̃6。
98 浙南閩東區蒼南方 「兩斤~」讀 lõ3，「兩

~個」讀 lõ6。99 閩北建甌方 「兩斤~」讀 liɔŋ3，「兩~個」讀 niɔŋ8。
100 閩北浦城石陂方 「兩斤~」讀 liɔŋ3，「兩~個」讀 sɔŋ1。101 閩北

政和鎮前方 「兩斤~」讀 lioŋ5，「兩~個」讀 ɬau6。102 閩北建甌迪口

                                                                                                                      
bɔŋ3 三個層次。baŋ3、bɔŋ3 的聲調同在一個時間層次之內；baŋ6、baŋ3 的韻母同在一個時間層

次之內。關於「罔」bɔŋ3、baŋ3 的考證，參見楊秀芳，〈《三六九小報》在本字研究上的貢獻〉，

《臺灣文學學報》第 22 期（2013），頁 1-26。 
91 參見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 
92 張振興，《漳平方 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56。 
93 蔡俊明，《潮語詞典》（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6），頁 258、260。 
94 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74、207。 
95 馮愛珍，《福州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314、261。 
96 秋谷裕幸，《閩東區寧德方 音韻史研究》，《語 暨語 學》專刊系列之六十（臺北：中央研

究院語 學研究所，2018），頁 60、61。 
97 同上注，頁 200、199。 
98 秋谷裕幸，《浙南的閩東區方 》，《語 暨語 學》專刊甲種之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語

學研究所，2005），頁 71。 
99 同上注，頁 96。 
100 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221。 
101 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 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 學研究所，2008），頁 113、114。 
102 同上注，頁 1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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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兩斤~」讀 liɔ3，「兩~個」讀 liɔ8。103 根據各方 的音讀特徵，

可以知道，維持早期層次的都是「兩~個」，在音韻層次競爭中改採

晚期層次的都是「兩斤~」。這些閩方 與廈門話如出一轍，其利用

層次區別「兩斤~」和「兩~個」的策略是相同的。  

吳語區紹興、寧波不作區別。紹興不分「兩斤~」和「兩~個」，

都讀 liaŋ4；104 寧波不分「兩斤~」和「兩~個」，都讀 liã6。105 蘇州、

崇明區分「兩斤~」和「兩~個」：蘇州「兩~個」讀 liã6，「兩斤~」讀

liã3；106 崇明「兩~個」讀 ɦliã4，「兩斤~」讀 ɦliã6。107 根據調類來

看，蘇州讀陰上，以及崇明讀陽去的「兩斤~」屬晚期層次。  

與閩語鄰接的浙南吳語，幾乎都區別這兩種詞性，並且與閩語一

樣，「兩~個」屬較早的白讀層，「兩斤~」採行較晚的白讀層。以《吳

語處衢方 研究》所收七個浙南吳語來說，龍游不分「兩斤~」和「兩

~個」，都讀 liã4。108 其餘六個方 點都區分：開化「兩斤~」liã6、「兩

~個」lã6；109 常山「兩斤~」liã4、「兩~個」lʌ̃4；
110 玉山「兩斤~」liã4、

「兩~個」læ̃4；111 遂昌「兩斤~」liã6、「兩~個」lǝ̃4；
112 雲和「兩斤~」

liã3、「兩~個」la3；113 慶元「兩斤~」liɑ̃4、「兩~個」lã4。114 從各方

的歷史音韻表現來看，「兩~個」都屬較早的音韻層次。 

湘語婁底方 以韻讀層次區別兩者，「兩斤~」讀 niɔŋ3，「兩~

個」讀 nin3。115 從韻讀看來，「兩~個」不讀舌根音，屬較早的層次。 

                                                 
103 同上注，頁 204。 
104 王福堂，《紹興方 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15），頁 313、321。 
105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寧波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213。 
106 葉祥苓，《蘇州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 182。 
107 張惠英，《崇明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 151。 
108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吳語處衢方 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 No.12（東

京：好文出版，2000），頁 159。 
109 同上注，頁 63、62。 
110 同上注，頁 98、99。 
111 同上注，頁 131、133。 
112 同上注，頁 183、180。 
113 同上注，頁 209、202。 
114 同上注，頁 238、236。 
115 顏清徽、劉麗華，《婁底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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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不區別「兩斤~」和「兩~個」，都讀第三調。根據《現代

漢語方 大詞典》查檢，膠遼官話的牟平以及西南官話的武漢、成都

也不區別這兩種詞性。116 

中原官話區的萬榮，以韻讀層次區別兩者，「兩~個」讀 liɤ3，「兩

斤~」讀 liʌŋ3。117「兩~個」已經丟失陽聲韻尾，是屬於較早的韻讀層

次。 

綜合以上，得知（1）客語梅縣話「兩斤~」採取早期的層次，「兩

~個」採取晚期的層次。（2）粵語廣州話、閩語廈門話、吳語蘇州話

在音韻層次競爭中改採晚期層次的是「兩斤~」，維持早期層次的是

「兩~個」。（3）官話、湘語、贛語目前看到的材料還很有限，不過

各區都有方 點利用層次異讀區別「兩斤~」和「兩~個」。 

底下略以表格呈現七大方 區代表方 點（以梅縣、廣州、廈門、

蘇州、婁底、安義、萬榮話為代表）「兩」的音義表現，以及各異讀

在時間層次上的早晚不同： 

 

 梅縣 

（客）

廣州 

（粵）

廈門 

（閩）

蘇州 

（吳）

婁底 

（湘）

安義 

（贛）

萬榮 

（官話） 

「兩~個」 lioŋ3 

（晚）

lœŋ4 

（早）

nŋ6 

（早）

liã6 

（早）

nin3 

（早）

iɔŋ3 

（早）

liɤ3 

（早） 

「兩斤~」 lioŋ1 

（早）

lœŋ3 

（晚）

niũ3 

（晚）

liã3 

（晚）

niɔŋ3 

（晚）

thiɔŋ3 

（晚）

liʌŋ3 

（晚） 

 

如上所見，七大方 區都有方 點以音區別「兩」的詞性之異，

說明近代以音區別詞性的現象具有普遍性。如果拿《釋文》和唐宋韻

書的形態異讀資料與此互相印證，可知形態變化一直是漢語發展中重

                                                 
116 羅福騰，《牟平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朱建頌，《武漢方 詞典》（南

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梁德曼、黃尚軍，《成都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 
117 吳建生、趙宏因，《萬榮方 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1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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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語 現象，不曾消失。 

四、結論 

總結本文所論，重點可略述如下： 

（一）為了區別語詞的詞性或語法功能，近代方 以改變語音徵

性，或利用層次異讀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音義結合體。 

（二）「改變語音徵性」之例。如客語梅縣話從「上」的濁聲母

分出清聲母一讀，以區別不同的使動結構。又如閩南廈門話改變「現」

的語音徵性，區別了「主事者使自己顯露出來」的用法。 

（三）「利用層次異讀」之例。如閩南廈門話利用層次異讀，區

別「櫓」的三種詞性。此外，現代七大方 區都各有一些方 ，利用

層次異讀，來區別「兩」的數詞與重量單位詞用法，說明了這種方

形態變化具有普遍性。 

近代方 因改讀語音而派生新詞，這與上古漢語的形態變化一

樣，都使詞彙系統保持適切的音義區別，是漢語極為重要的構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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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of 
Chinese dialects not found in the 

rime dictionarie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ang, Hsiu-F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grammatical usages of a word,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use strategies, such as changing phonetic features or 

employing stratum-induced variation, to create a new combination of 

sound and meaning. For example, by devoicing the original voiced 

initial of Shang(上), Meixian Hakka creates a new for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causative structures. In Amoy Min, the method of 

stratum-induced variation is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part of speech of the word Lu(櫓). In fact, the existence of the 

alternation of stratum-induced variation of Liang(兩), by which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numeral and weight units is safely made, in 

all seven dialectal branches of modern Chinese reveals that this kind of 

morphology is universal. 

Sinc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as ancient Chinese exhibi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of phonetically differentiating the grammatical 

roles of a word,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this kind of deriv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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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reating new word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differentiation by sound, stratum- 

induced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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