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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藉由韻圖命名隱喻探究韻圖的修辭理據，擬參照認知語言學的「認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理論，以韻圖的命名隱喻為切入點，藉以觀察韻圖的形制差異及其設計
理念。全文內容分為兩大部分：首先，以三種不知撰人的宋代韻圖―《韻鏡》、《四聲等
子》及《切韻指掌圖》為對象，這些韻圖在流傳過程中，因不斷經由使用者遞相增補、層層
積累，其原圖舊式或許已逐漸模糊，但仍可料想韻圖名稱應是相對穩固，若能根據其命名隱
喻，一方面分析喻體的認知模型，另一方面檢視韻圖中特殊的分類、排序、術語或標號，或
可從兩者的映射關係中，窺探韻圖編撰者的設計理念及其創意；其次，觀察明、清等韻學之
蓬勃發展，不僅韻圖形態多種多樣，且往往被賦予超越實用層面的功能與意涵，本文擬對比
宋、元韻圖與明、清韻圖之名稱差異，觀察兩者在命名隱喻上的顯著變化，並試著從音韻思
想史的觀點解釋其中原因。
關鍵詞：音韻思想史、修辭、設計理念、隱喻、韻圖

通訊作者：王松木，E-mail: songmu226@gmail.com
收稿日期：2012/12/20；修正日期：2013/03/10、2013/04/07；接受日期：2013/04/10。
doi: 10.6210/JNTNULL.2013.58(2).06

z-vc272-06-王松木.indd 135

2013/10/28 上午 11:57:33

◆

136

◆

韻圖的修辭

王松木

壹、前言―必也正名乎
韻圖（或韻書）名稱蘊含著何種意義呢？當代學者似乎甚少深入地思考此一問題。1何以
如此？竊意以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到客觀主義語言學觀點的制約，普遍認為符號的能
指形式（韻圖）與所指內容（音系）之間具有「任意性」（arbitrary），因此韻圖名稱不過是
一種區別性的標號，無論其命名理據為何，並不會影響到韻圖所承載的音系。再者，當代學
者大多依循著高本漢研究典範，專注在「語音史」的課題上，以重構古代音系、探究歷時音
變為首要任務，至於「韻圖為何如此命名？」、「韻圖為何如此設計？」這類問題已涉及編
撰者或使用者的主觀思想，明顯偏離了「語音史」研究之正途，被歸屬於「無用之辯、不急
之察」，可存而不論。
筆者以為，以客觀主義的觀點詮釋韻圖不免過於狹隘，若改換文藝學或詮釋學角度看，
將韻圖定位為「有待讀者理解、詮釋的文本」，則詮釋韻圖時便能有更寬廣的視野，不僅留
意「韻圖」與「音系」之間的客觀對應關係，同時也將目光延伸到「作者」與「讀者」上
（如圖1所示），進而關注不同環節之間如何彼此影響、相互制約。

讀者

韻圖文本

作者

圖1

音系

韻圖詮釋的相關環節
詮釋韻圖如同觀賞萬花筒一般，具有多種觀看的可能性。換言之，詮釋者只要轉換不同

的角度，即可窺見韻圖文本的不同面向，開展出不同的研究課題。以往詮釋者多關注「語音

1

在歷代韻書與韻圖中，其命名理據最受當代學者關注者，應首推陸法言《切韻》，由於《切韻》是建
構古漢語音系的重要關鍵，追究其命名理據，當有助於確認《切韻》的編撰目的與音系性質。至於陸法言為
何以「切韻」為名？「切」字是指「反切」嗎？或如王顯於1961年所言，「切」字有「正確、規範」之意
呢？眾說紛紜，至今仍餘波盪漾，詳細資料請參見朱曉農。〈陸法言和《切韻》〉，載於《方法：語言學的
靈魂》，朱曉農（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7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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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側面，自然而然地聚焦在「韻圖—音系」的聯繫上，故常不自覺地漠視韻圖的命名理據
及其意涵；但倘若將焦點轉至「作者—韻圖」或「讀者—韻圖」上，便能發覺到「音韻學思
想史」（以韻圖編製者為主體）或「音韻學接受史」（以韻圖接受者為主體）這兩個隱藏的
側面，從而思考「音系」之外的問題，例如，等韻家如何設計韻圖？後世讀者應如何合理解
讀韻圖？等，如此則才能意識到，韻圖名稱往往反映出編撰者（或使用者）的心理認知，並
非只是一種區別性的抽象記號，其命名理據往往隱藏著不可輕忽的重要信息。
筆者認為，韻圖名稱具「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2與韻圖文本之間有著交互參照
的聯繫關係，兼具「標示」與「指引」雙重功用。解析韻圖的命名理據，有助於校準今人詮
釋韻圖的目光，不僅能認清韻圖的形式特點與預設功能，且更能窺探韻圖編撰者的設計理
念，尤其是以「隱喻」（metaphor）方式所創造的名稱，在詮釋某些編撰者不詳的韻圖時，
特別具有啟發作用。3因此，本文旨在藉由韻圖命名隱喻探究韻圖的修辭理據，擬參照認知語
言學的「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理論，以韻圖的命名隱喻為切入點，藉以觀察韻圖
的形制差異及其設計理念，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首先，以三種不知撰人的宋代韻圖―
《韻鏡》、《四聲等子》及《切韻指掌圖》為對象，這些韻圖在流傳過程中，因不斷經由
使用者遞相增補、層層積累，其原圖舊式或許已逐漸模糊，但仍可料想韻圖名稱應是相對穩
固，若能根據其命名隱喻，一方面分析喻體的認知模型，另一方面檢視韻圖中特殊的分類、
排序、術語或標號，或可從兩者的映射關係中，窺探韻圖編撰者的設計理念及其創意；其
次，觀察明、清等韻學之蓬勃發展，不僅韻圖形態多種多樣，且往往被賦予超越實用層面的
功能與意涵，本文擬對比宋、元韻圖與明、清韻圖之名稱差異，觀察兩者在命名隱喻上的顯
著變化，並試著從音韻思想史的觀點解釋其中原因。

貳、從命名隱喻看韻圖的修辭理據
何謂「韻圖的修辭」？如何探究韻圖的修辭理據？在一般觀念中，「韻圖」是客觀記
錄現實語音的音節字表；「修辭」（狹義）則是文學家所使用的修飾技巧，將兩種看似不相
干的概念套合在一起，不免讓人感到些許突兀。然則，本文所謂韻圖的修辭，是一種廣義的
2

法國文學理論家熱奈特將標題、副標題、前言、後跋、插圖等歸類為「副文本」（paratext），如同導
引讀者進入正文之門檻（threshold），具有辨識、描述與引導的功能。參見熱奈特（Gerard Genette）。《熱
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71。王瑾指出：「在熱奈特看來，副文本性
為讀者的閱讀提供了許多導向性要素—文本出版的時代、背景、目的等，告訴讀者文本應該怎樣閱讀，從
而有效地還原了作者的意圖。」參見王瑾。《互文性》（桂林市：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116。
3
隱喻是人們日常慣用的思維方式，亦是窺探古人內心世界的窗口。杜威‧德拉埃斯馬指出：「隱喻
既是一種文學的、科學的創造，又是一個時代、一種文化或一種氛圍的反映。透過隱喻，能看出創造這個
隱喻的人在幹什麼、想什麼。隱喻帶有當時的知識背景，本身就是一種記憶。」參見德拉埃斯馬（Douwe
Draaisma）。《記憶的隱喻―心靈觀念史》，喬修峰譯（廣州市：花城出版社，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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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rhetoric），4泛指各種人造器物的設計者，基於個人的設計理念，對器物的外在形
式進行細微調整，或增添不同的實用功能（積極修辭），或賦予某種獨特的象徵意涵（消極
修辭）。
那麼「韻圖」與「修辭」有何關聯呢？姑且以汽車的車體設計為例加以說明。眾所周
知，汽車是現代人日常要用的交通運輸工具，但汽車車體實際上有著各種不同的形態樣貌，
例如，金龜車、悍馬車、敞篷車、休旅車等，汽車設計者藉由調整車體的局部結構，或凸顯
出汽車某種特殊的功能，展現獨特的象徵意涵；使用者根據車體形態的細微差異，再配合汽
車的命名理據（如金龜車強調「外型」，敞篷車則凸顯「功能」），便能理解該類型汽車所
要強調的功能與意義，並進一步體會設計者的創意巧思。同樣道理，韻圖最初是用來協助拼
讀反切的實用工具，但不同韻圖設計者也會仿效舊有韻圖形制，並予以細部修訂調整，如重
析音類、調整排序、新創術語等，除了凸顯韻圖某種特定的實用功能外，同時也寄寓著個人
音學思想與設計理念。
然而，由於文化背景、社會環境的變遷，車體與韻圖兩者的示現性（affordance）5強弱
不同，今人若欲詮釋兩者之設計理念，在難易程度上便會有所差異。汽車是今人日常要用的
工具，處在具體可感的現實語境（context）之中，即使不知道汽車的命名理據為何，使用者
仍可從汽車外在形體的細微差異，合理地推斷設計者的創意理念，理解設計者所要凸顯的實
用功能與使用體驗。相較之下，等韻學是傳統文人亦深感艱澀的絕學，時至今日，韻圖早已
脫離當時的文化語境，且失去原有的實用價值，在今人眼中，韻圖只是一堆縱橫交錯的陌生
字表，圖中某些術語、記號難以確切知其所指，6又豈能冀望從韻圖形態的細微差異，推敲出
設計者的理據與意圖？

4

對於修辭學（rhetoric）的定義，有著中西、古今的差異，參酌評審委員意見，補充說明如下：在亞
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西方古典修辭傳統中，修辭被定位為「說服的藝術」，修辭活動所包容的對象與範
圍甚廣；近代以來，中國修辭學則將修辭的對象與範圍縮小，用以專指書面字句的修飾技法―修辭格。
然而，隨著社會語言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的發展，當代西方修辭學理論逐漸朝向亞里斯多德的人文傳
統回歸，傾向於將修辭現象置於廣闊的社會背景中，進而解釋話語使用的認知理據，此即本文所謂「廣義
修辭」，其研究任務即如鞠玉梅（《社會認知修辭學：理論與實踐》（北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1），30）所言：「修辭作為人類語言交際行為，它不僅涉及到語言層面的詞句選擇、修辭手段及技巧，
更重要的是修辭活動是在一定社會語境與認知語境中進行的，它還涉及到修辭話語的發出者、接受者、雙方
的認知結構、社會的要求、文化背景等非語言因素。」
5
「示現性」指使用者能根據器物本身所呈現出的物理特性，而誘發相應的行為。在具體的環境或共同
文化背景之下，設計者與使用者有彼此共同依存的概念結構，在此認知基礎上，設計者得以透過器物的外型
設計，引導使用者領會器物的預設功能或象徵意涵，從而讓使用者與器物之間能有良好互動。例如，在「刀
柄」上以木頭或塑膠裹覆，並蓄意留下幾道凹陷的痕跡，用以指引使用者意識到此為指掌握取之處。
6
以《韻鏡》詮釋為例，高明曾針對《韻鏡》內容，提出幾項疑惑難解的問題，例如，「內轉」、「外
轉」的意義為何？韻目或用陰文（黑底白字）或用陽文（白底黑字）原因為何？除「開」、「合」之外，又
有標示「開合」者，其意義為何？等。參見高明。《高明小學論叢》（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1971），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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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境模糊的情況下，想要探究韻圖的修辭理據，韻圖的命名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線
索。蓋因書名的地位或可比擬為建築中的「拱心石」（keystone），乃是全書內涵之總體概
括。編撰者（或使用者）提取書本的命名理據時，多從取材對象、內容要旨、創作動機、撰
述目的、編排體例、體裁形式等不同側面著眼，且往往選用精簡、鮮明的詞語，或直接表
述，或以象徵、隱喻的方式，凸顯某些特定的關鍵信息，讀者透過此種副文本—書名，不僅
能夠進一步確認觀看文本的角度與方向，同時也可以有效還原作者的創作意圖與設計理念。
自宋、元以來，韻圖命名方式多種多樣，其命名理據的呈現亦不相同。有些韻圖的命
名是平鋪直述、理據清晰的，書名直接顯露出韻圖的性質與功用，例如，金尼閣《西儒耳目
資》即用以「資助西儒之耳目」（預設功能），酈珩《切音捷訣》即為「拼讀反切的便捷要
訣」（著書目的）。有些韻圖則以隱喻方式命名，編撰者根據自身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
刻意選擇某種原型（prototype）物像作為喻體（來源域），將其功能屬性或形式結構投射到
音韻範疇（目標域）中，例如，明代呂坤《交泰韻》以《周易‧泰卦》「天地交泰」之卦象
為喻體，將卦象投射到韻圖編排與切語設計上；明代方以智《切韻聲原》「旋均圖」，則以
「陶均」（製作陶器的圓形轉盤）為喻體，作為韻圖分類、編排之張本。有些韻圖則是以
「轉喻」（metonymy）方式命名，即以具體物像的部分特徵代表全體，例如，清代都四德
《黃鍾通韻》，韻圖以傳統十二音律作為分韻、排序之理據，但取「黃鍾」7代表樂律。然
而，上述命名方式中，尤以隱喻命名最能激發多種可能的聯繫，最能指向編撰者的設計理念
與音學思想，亦最值得韻圖研究者關注。

參、唐、宋韻圖的命名隱喻與設計理念
依照韻圖的圖數、格位與歸字差異，羅常培從類型學觀點，將現存宋、元韻圖分為以下
三系：
一、《韻鏡》、《七音略》：分四十三轉，每轉縱以三十六字母為二十三行，輕脣、
舌上、正齒分附重脣、舌頭、齒頭之下；橫以四聲統四等。
二、《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各分十六攝，圖數有二十與二十四之殊。聲母排
列與《韻鏡》、《七音略》同，惟橫以四等統四聲。
三、《切韻指掌圖》：圖數與《四聲等子》同，但削去攝名，以四聲統四等；分字母
為三十六行，以輕脣、舌上、正齒與重脣、舌頭、齒頭平列。8
7

都四德刻意將「黃鐘」改為「黃鍾」，乃為迎合個人的音學思想，實有其特殊意涵，詳見王松木。
〈等韻研究的認知取向—以都四德《黃鍾通韻》為例〉，《漢學研究》，21卷2期（2003）：337-365。
8
羅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載於《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羅聖儀（北京市：商務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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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系韻圖互有差異，原因為何？羅常培考量時間因素，認為「綜此三系，體制各
殊，時序所關，未容軒輊」；9趙蔭棠則考量空間因素，認為三系韻圖之形制差異，可能與地
域之不同有關。10
個人以為，欲解釋三系韻圖形制之差別，除了應留心韻圖所承載的語音系統，可能因時
間、空間推移而有所差別之外，還得考慮到語言外部的可能因素—不同編排形制隱含著編
撰者設計理念之殊異。本文以《韻鏡》、《四聲等子》與《切韻指掌圖》為對象，運用「認
知模型」理論解析韻圖的命名理據，從而窺探三系韻圖有何不同設計理念。

一、以「鏡」（「鑑」）為喻―如鏡映物
《韻鏡》的命名理據為何？古人對「鏡」的認知，如何影響韻圖設計？探求隱喻命名，
對於提升《韻鏡》詮釋的精確性有何助益？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韻鏡》的命名理據
《韻鏡》為何以「鏡」為名？這得先從古人對「鏡」的認知談起。上古時期，先民以器
皿（鑒）盛水，透過平靜水面來照見自身容貌，稱之為「監」；後來，隨著冶煉鍛鑄工藝之
精進，古人便將金屬表面打磨光亮，使之能映照影像，即稱之為「鏡」。《韓詩外傳》云：
「明鏡所以照形也。」；許慎《說文解字‧金部》：「鏡，景也。」段玉裁注曰：「景者，
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謂之鏡。」若當「可照見影像之器物」解，「鏡」、「鑒」二字本
可通用。至於「鏡」的起始時代為何？根據沈從文11的考證：
從出土實物和文獻結合看來，鏡子大致和盥洗的「鑒」同時，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才比
較普遍應用。戰國時著名思想家莊周和韓非，文章中都引用過鏡子作為比喻，可見是
當時人已經熟習的東西。
「鏡」是古人日常要用的器具，在頻繁地使用過程之中，人們分別從材質、特性、功
用、形制等諸多面向上，體驗到「鏡」所具備的各項典型特徵，在心中建構出「理想化的認

館，2004），139。
9
同上註，139。
10
趙蔭棠從「地域」著眼，依照編撰者籍貫或韻圖刊印流傳之區域，同樣也將宋、元韻圖分成三派：
1.南派：《韻鏡》、《七音略》；2.北派：《四聲等子》、《切韻指南》、楊倓《韻譜》、邵雍《聲音唱和
圖》；3.混合派：《切韻指掌圖》。參見趙蔭棠。《等韻源流》（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57），55。
11
沈從文。〈鏡子的故事〉，載於《古人的鬍子》，沈從文（北京市：新星出版社，2011），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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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ICMs）。12古鏡的原型（prototype）具有以下特徵：以
金屬鑄造而成，正面平滑光亮，可用以映照容貌；鏡背則多有設有鏡紐與紐座，紐上有孔，
可以繫上絲帶，或用以手持，或用以佩繫。在鏡背留白之處，古人常飾以吉祥的圖樣或銘
文，用以寄寓美好的願望。其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 CM）如圖2所示（以粗體框線表示
《韻鏡》設計所凸顯的特徵）。

認知模型 1 材質：以金屬鍛鑄打磨而成

（正面）
認知模型 3 功用：映照容貌

圖2

認知模型 2 特性：能反射光線

（背面）
認知模型 4 外型：以扁狀、圓形者居多，
背面常有紋飾或銘文

「銅鏡」的理想化認知模型
隨著宗教思想與審美意識的發揚，「鏡」也逐漸超越了原本的工具價值，透過認知模型

的引伸與投射，而被賦予「信物」、「神器」等附加功能，從而轉變成具有象徵意涵的情感
符號。13
「隱喻」是書籍命名方式之一，如何選擇取譬對象呢？一般而言，多遵循著「近取諸
12

萊科夫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提出「理想化認知模式」的概念，用以解釋範疇結構（category
structure）與原型效應（prototype effect）。當人們與現實世界不斷互動的過程中，將透過身體經驗而形成
意象圖式、建立認知模式；當不同認知模式集合成具有整體性的完形（gestalt）結構，便是所謂「理想化認
知模式」。參見萊科夫（George Lakoff）。《女人、火與危險事物》，梁玉玲譯（臺北市：桂冠出版社，
1994）。
13
在歷史上銅鏡曾被人們賦予若干非實用的功能，參見曾甘霖。《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國古鏡研
究》（博士論文，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2009），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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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遠取諸物」的普遍原則。由於「鏡」是日常要用的器具，在使用過程中已累積了豐富、
深刻的體驗，自然也列入取譬的選項之一。翻檢歷代典籍之名稱，以「鏡」為喻者並不罕
見，非但年代久遠―上溯至南北朝、下至民國初年，且書籍內容所涵蓋的範圍甚廣，包羅
萬象，舉凡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均不乏以「鏡」為名者。以《新唐書‧藝文志》載目為
例，如蕭嵩《開元禮儀鏡》（儀注類）、崔少元《老子心鏡》（神仙家類）、武密《古今通
占鏡》（天文類）、陶弘景《真人水鏡》（兵書類）、段元亮《病源手鏡》（醫術類）、顏
真卿《韻海鏡源》（小學類）等。李并成檢索歷代以「鏡」為名的各類著作，認為「鏡」實
可視為一種古代文獻編撰體裁之通稱，並從形制結構與使用功能上，試著概括「鏡」類文獻
的共性，指出：
「鏡」類文獻是以「鏡」字假為概觀、一覽、察鑒、通鑒、指南之義，具有簡明扼
要、大處落墨、文省意賅、主旨鮮明、鑒古資今、簡便使用等特點。14
《韻鏡》亦當屬於「鏡」類文獻，編撰者基於「鏡」的認知模型來設計韻圖，將「鏡」
某些特質投射在韻圖修辭上，早期詮釋者亦多以「鏡」認知模型來解讀韻圖。宋代以後，
《韻鏡》雖在中國逐漸凐沒不傳，但此書卻早在十三世紀中葉（宋理宗年間）便已傳入日
本，七百餘年之間傳承不輟、蔚為風潮，孳衍出一系列以《韻鏡》為原型的相關論著，15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延續《韻鏡》而來的論著，其命名理據亦是依循著「鏡」的認知模式，例
如，1627年宥朔之《韻鏡開奩》、161744年文雄之《磨光韻鏡》及1842年大澤賚之《韻鏡發
輝》，17根據各書之命名理據，便可窺見編撰意圖及其相承關係。
由此可見，書名隱喻含藏著多元信息：不僅凸顯書本特點，更為讀者指出一條合宜的詮
釋路徑。當代學者想要合理詮釋《韻鏡》的編排方式、音類劃分與術語內涵，必須以「鏡」
的認知模型為基礎，觀察編撰者如何發揮創意巧思，將「鏡」的某些特點映射到韻圖形制的
設計上。

14

李并成。〈「鏡」類文獻識略〉，《敦煌研究》，1期（1999）：57。
關於《韻鏡》在日本的流傳與研究，參見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2011）。
16
「鏡奩」為收藏銅鏡的匣子。《急就章》：「鏡奩梳比各異工」，顏師古注：「鏡奩，盛鏡之器，若
今之鏡匣也。」
17
「磨光」蓋取諸「刮垢磨光」之意。文雄《磨光韻鏡‧韻鏡索隱》解釋以「磨光」為名之理據，云：
「卷惟四十三紙，目下瞭然，宛如懸一大圓鏡，妍媸自見。……《韻鏡》明明者也。於乎！明鏡被塵翳者，
殆乎千載，雄之此舉，欲一除塵翳，故以『磨光』題云。」參見【清】文雄：《磨光韻鏡》（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館藏本，日本延享元年刻本，1744），冊下，2。大澤賚《韻鏡發輝》一書，筆者未曾親見，但顧名思
義，應同屬校勘、闡釋《韻鏡》之作，意在使《韻鏡》得以重現光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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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鏡」認知模型看《韻鏡》的設計理念
《韻鏡》被學者公認為現存最早的韻圖類型，18其原型約莫產生於唐末，此後又經使用
者遞相增補、層層積累，終成今日所見之面貌。19南宋張麟之初刊此書時（紹興辛巳，1161
年），已不知撰人為誰。雖然欠缺作者的相關信息，今人詮釋《韻鏡》，仍可從韻圖隱喻命
名、形制結構入手，並結合使用者的反應，依然可以大致推敲出韻圖的設計理據。
張麟之《韻鏡‧序》論述《韻鏡》的內容體例，以及個人的使用體驗，云：
得友人授《指微韻鏡》一編，且教以大略。曰：反切之要，莫妙於此。不出四十三
轉，而天下無遺音。其製以韻書自一東以下，各集四聲，列為定位，實以《廣韻》、
《玉篇》之字，配以五音清濁之屬，其端又在於橫呼。雖未能立談以竟，若按字求
音，如鏡映物，隨在現形。久久精熟，自然有得。20
根據張麟之的親身體驗，《韻鏡》的精妙之處在於能「如鏡映物，隨在現形」，使用
者只需透過這些縱橫交錯的字表，便能「依切求字，即字知音」，免除「讀書難字過」的窘
境。試將「鏡」認知模型投射到韻圖的功能上，可構成以下類比：

身體 → 鏡子 → 映照容貌 → 端正衣冠


反切 → 韻鏡 → 找釋音字 → 讀出時音

觀察《韻鏡》的列字，應是依據唐代某種《切韻》系韻書的反切而來。21然而，韻書中

18

據張麟之《韻鏡‧序作》所述，當時有多種以「鏡」為名的韻圖，如《指微韻鏡》、《切韻心鑑》、
《七音韻鑑》等，這些韻圖既均以「鏡」（「鑑」）為喻，應與《韻鏡》屬同一原型。參見【宋】張麟之
（刊印）：《韻鏡》，《等鏡五種》（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3-4。
19
魯國堯云：「切韻圖無論從框架結構上或是列字上都是在時間的長流中不斷增刪修改的，都有前面韻
書韻圖的或多或少的成分、痕跡，又有可能滲進同時代其他韻書韻圖甚或後代韻書韻圖的因素。我們認為，
切韻圖是層累地造出來的。」（參見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論〉，載於《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
魯國堯（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350。）至於《韻鏡》有哪些積累層次？如何重構《韻鏡》原
型？對這些問題可參見潘文國。《韻圖考》（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1997）；楊軍。〈《韻鏡》所標「開
合」及相關問題再研究〉，《古漢語研究》，2期（2005）：44-49；劉華江。《〈韻鏡〉考論》（博士論
文，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2010），已有深入論述。
20
【宋】張麟之（刊印）：〈序〉，《韻鏡》，《等韻五種》，1。
21
劉華江詳細比對《韻鏡》與相關韻書的對應關係，指出：「綜合考慮韻目、韻序、四聲相承關係、
《韻鏡》與各相關韻書的相似度以及具體列字等因素，《韻鏡》所據的韻書，當與《唐韻》關係最為密
切，《韻鏡》據《唐韻》同時期或前後不遠的某一種《切韻》系韻書來列字的可能性最大。」參見劉華江。
〈《韻鏡》列字所據韻書再探〉，《古漢語研究》，3期（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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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語來源多樣、複雜，其中摻雜著古今方國之音，如何在韻圖中妥善安置這些來自異質音
系的切語呢？如何區分韻圖格位，才能讓宋代讀書人能夠輕易地檢索到相對應的釋音字？這
都是設計韻圖時必須考慮的基本要點。除此之外，《韻鏡》既為「鏡」類文獻之屬，在編排
體例與功能特性上，也得力求切合「文省意賅」、「鑒古資今」、「便於實用」之文體規
範。總合以上各項要素，《韻鏡》編撰者在設計韻圖形制時，至少得考量以下三項制約條
件：
1.音系層面：忠實地展示《切韻》系韻書切語的聲類與韻類。
2.操作層面：便於使用者以「上字定位、下字橫呼」的歸字法，檢索到反切的釋音字。
3.形式層面：盡可能以最精簡的圖數、最勻稱的格位呈現。
韻圖的編排樣式理應有多種可能性，但編撰者各自考量到不同制約條件，致使韻圖形
體結構互有差異，形成各自不同的修辭特色。以下即根據上述三項制約條件，解釋《韻鏡》
形制中的兩項特殊安排：一是為何將36字母列為23行；一是為何將來母、日母移居眾字母之
末。
（1）36字母列為23行
若從音系層面著眼，考量制約條件1，《韻鏡》必須能夠充分辨析切語的聲類與韻類，
並將不同的音類盡悉展現在不同格位中，構成一套縱橫交錯的字表，具體可行的作法為：聲
母方面，依照36字母列位，先按發音部位分成脣、舌、牙、齒、喉五音，每音再依發音清濁
再分成若干聲類；韻母則依據《廣韻》206韻，先依照「平、上、去、入」四聲相承關係歸
納成61個韻系，各韻系再依介音之開合（發音時脣吻開合之異）分圖，各圖之中橫列四欄，
以區分四聲，每一聲調則再依介音之洪細（發音時口腔弇侈之分）分為二等。如此，可依
照開口、合口之分，將61韻系分列於85張圖，每圖縱分36行（36字母）、橫分8行（四聲二
等），韻圖大致樣態當如表1所示（局部凸顯舌音字母，以便與下圖對比）。
表1
洪
細

喉

齒

牙

音

音

音

韻圖排列的可能形式
音舌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脣
音

然而，《韻鏡》並非只是用以展現《切韻》音系，想要達成「依切求字、即字知音」，
在韻圖設計上還得同時考量制約條件2。蓋就操作層面觀之，使用者透過韻圖尋找釋音字，
就如同操作織布機一般，遵守「縱向定位、橫向推移」原則，22張麟之《韻鏡‧歸字例》以
22

《韻鏡‧調韻指微》：「不知象類，不足以言六書八體之文；不知經緯，不足以論四聲七音之義。
經緯者，聲音之脈絡也。聲音者，經緯之機杼也。縱為經，橫為緯，經疏四聲，緯貫七音。知四聲，則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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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弓反」為例，說明檢索釋音字的常規要訣，云：
先就十陽韻求「芳」字，知屬脣音次清第三位；卻歸一東韻尋下「弓」字，便就脣音
次清第三位取之，乃知為「豐」字。蓋「芳」字是同音之定位，「弓」字是同音之對
映。歸字之訣，大概如是。23
此種歸字要訣若要合用，前提必須是切語所依據的音系是同質的、單一的，如此方能使
上、下字能在韻圖中精準契合―「音和」。然則，《切韻》系韻書的切語來源複雜，其中
摻雜著古今方國之音，並非出自同質、單一的音系，倘若依照歸字之常例，必將遇到無法精
準對應的情況，因而造成所謂「類隔」。為了解決類隔切語所造成的等位落差，讓使用者得
以順利地檢索到釋音字，《韻鏡》編撰者必須顧及切語的歷史來源，在韻圖的排列方式上有
所調整，作法是：取消36字母各自成行，刻意將「重脣／輕脣」、「舌頭／舌上」、「齒頭
／正齒」三組類隔聲母疊置並列，前者（重脣、舌頭、齒頭）為古本音之洪細，居於表格兩
端；後者（輕脣、舌上、正齒）為今變音之洪細，居於中間格位。經過縮減與調整，縱向觀
之，聲母格位由平列36行將縮減成23行；橫向觀之，韻母格位由「四聲二等」（8行）擴增
為「四聲四等」（16行）。如此設計，不僅可讓使用者檢索類隔切語時，能夠藉由門法的指
引，在上、下鄰近格位之中，迅速、精準地找到釋音字，如表2所示。
表2

《韻鏡》的排列形式（局部）
舌音

洪
細

喉

齒

牙

音

音

音

泥

定

透

端

娘

澄

徹

知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脣
音

相較於楊倓《韻譜》將聲母橫列為36行，《韻鏡》的23行格式更能提升檢索釋音字的效
率，故張麟之《韻鏡‧序作》依照個人使用體驗，批評《韻譜》之淆亂、不便，云：
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為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一
目無遺；楊變三十六，分二紙，肩行而繩引，至橫調則淆亂不協，不知因之則是，變

昇降於闔闢之際；知七音，則能辯清濁於毫釐之間。欲通音韻，必自此始。」參見【宋】張麟之（刊印）：
《韻鏡》，《等韻五種》，5。
23
【宋】張麟之（刊印）：〈歸字例〉，《韻鏡》，《等韻五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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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也。24
再者，如前文所述，「鏡」類文獻具有篇幅簡短、便於實用的結構特點。為求名符其
實，《韻鏡》設計亦當力求精簡，必須將制約條件3一併納入設計考量之中。倘若韻圖空格
過多或是編排形式不夠勻稱，與一般書籍常規形制不合，不僅徒留空格、浪費頁面空間，且
將造成使用者攜帶或收藏之不便，故韻圖設計者在格位安排上，必須力求結構勻稱、疏密適
中。潘耒（1646～1708）《類音》「等韻辨淆圖說」即是從「形式層面」論述韻圖的設計，
云：
應以三十六母並列一格，而以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則出切行韻，畫一
分明，有何門法之可立哉？乃作等韻者，見各韻中，或止有開齊 蟹效流
深咸等，或止有合撮
遇
攝

，或止有開合江果
等攝，遂謂兩等足以置之，而縱列三十六母為三十六行則太密，橫列二

等則太疏，乃取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幫滂並明之下，照穿牀審
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蹙為二十三行，橫列四等，合平上去入為一等，（按：此為
《四聲等子》的格局）共十六格，欲令疏密適中。25
總括而言，《韻鏡》將36字母列為23行，不僅強化檢索釋音字之便捷性與精確性，同時
也能帶來讓韻圖形制更顯精簡、勻稱之附加效益。
（2）來、日二母移居於眾字母之末
除此之外，來、日兩母的排列位置亦值得關注，此中透顯著編撰者的特殊考量。《韻
鏡》將來、日二母標為「齒音舌」，別立於唇、舌、牙、齒、喉五音之末。但若依照發音部
位歸類，來母理應置於舌音位置（或可置於泥、娘之後），日母應當置於齒音三等（與章組
字相屬），為何韻圖編撰者特意將來母、日母移至所有聲類之末？張麟之《韻鏡‧調韻指
微》試著解釋來、日分立的源由，云：
舌、齒一音，而曰二何耶？曰五音定於脣、齒、喉、牙、舌，惟舌與齒遞有往來，不
可主夫一。故舌中有帶齒聲，齒中而帶舌聲者，古人立來、日二母，各具半徵、半
商，乃能全其秘。若來字則先舌後齒，謂之舌齒；日字則先齒後舌，謂之齒舌，所以
分為二，而通五音曰七。故曰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

24

同上註，〈序作〉，3-4。
【清】潘耒：《類音》，《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冊253，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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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之的說法顯然是受到鄭樵《七音略》影響，以「七音」解釋為何來、日二母之
26

分， 但卻未能解釋來、日二母何以移居聲母末位。《韻鏡》原型約產生於唐末，降至南宋
之時，前後相隔三百餘年之久，南宋士人已無法全然理解《韻鏡》編撰者之設計理念，故只
能以「七音」勉強說之。然則，若重新考量韻圖設計的制約條件，推求何以來、日別立於眾
聲之末，筆者贊同潘文國的推斷，原因在於使韻圖顯得整齊、美觀及勻稱，潘氏指出：27
在齒音的四行中，一、二、四行都是五個聲母，只有第三行章組有六個聲母，多了一
個「清濁」（按：日母），看起來很是彆扭，而舌音一組也比唇牙喉音等組多了一個
「清濁」（按：來母）。於是韻圖作者就乾脆把這兩個聲母抽出來，在「五音」之外
另立一欄，寫作「齒音舌」。這三個字包含兩個內容，從右面讀起是「舌音」，從左
面讀起是「齒音」，分別指分出來的來母和日母。
總結以上所論，韻圖並非單純只是客觀記錄際語音的字表，設計韻圖不止考量「音系層
面」，還得同時顧及「操作層面」與「形式層面」的相關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韻
鏡》的設計理念。但如何找尋可能制約韻圖設計的相關條件？韻圖的命名隱喻無疑提供了重
要的線索。

（三）從韻圖設計看「等」的形成原因
掌握《韻鏡》的編排理據之後，可反過來思考有關音值擬測的問題。「一、二、三、四
等」的音值差異何在？「等」是如何產生的？《韻鏡》將韻母分為四「等」，這是編撰者自
覺的、刻意的區分呢？或只是在韻圖排設過程中，經由不同層面的各項制約條件統合運作，
所湧現（emergent）28的結果？對這些問題，學者曾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
當前學者多數認為「等」的區分是等韻家自覺審音的結果，詮釋「等」的內涵時，大
多引述江永（1681～1762）《音學辨微》的說法：「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

26

張麟之解釋「七音」之分，顯然是晚年受到鄭樵《七音略》的影響所致。蓋古人論及聲母類別者，大
多只言「五音」，具體宣揚「七音」之說，當始於鄭樵。張麟之於紹興辛巳年（1161年）所撰寫的《韻鏡‧
序例》中，附有「五音清濁」，尚且只言及「五音」而非「七音」；但在嘉泰3年（1203年）所寫的《韻
鏡‧序作》及「調韻指微」中，卻可見其徵引鄭樵《七音略‧序》的說法，轉而談論「七音」之別。
27
潘文國，《韻圖考》，78。
28
「湧現」原指在複雜系統中，由次級單元之間的簡單互動所引發的複雜現象。本文借用此一術語，用
以說明「四等」之分立，既非單純從聲母而來，也非單純從韻母而來，而是在各項制約條件統合運作下，從
聲母、韻母的搭配關係中所湧現出來的。因此，「四等」並非韻圖作者憑自身審音能力所做的精細分類，而
是因緣聚合所產生的意外結果。依照達爾文演化論，就好比生物形態是因個體不斷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浮現，
並非由全知全能主宰所設計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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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尤細。」29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即據此進一步解釋：「其實所謂『等』者，即指介
音[i]之有無及元音之弇侈而已。」30然則，有少數學者排除眾議，提出不同的詮釋觀點，認
為《韻鏡》之所以分出四等，並非編撰者自覺審音的結果，而是在韻圖排設過程中自然浮
現。史存直31執此觀點，云：「『等』不僅和『韻』有關，和『聲』（紐）也有關。說它是
『聲』（紐）和『韻』拼湊出來的，不免有語病，因為它並不是『聲』（紐）和『韻』的機
械拼合，而是韻圖製定者考慮了所有『切語』，找出它們的配合關係，製出圖之後才看出
的。」潘文國承繼史存直的論點，質疑「等」在韻圖編撰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說法，32試著重
新還原《韻鏡》的初始樣態，並大膽斷言：「四行的形式（按：四等分立的格局）是在排圖
過程中在客觀上形成的，並不是細緻審辨音值的產物。」33換言之：「不是『等』造成了韻
圖，而是韻圖導致了『等』。」34
仔細分析當前主流的觀點，實乃建構在兩項基本假設之上：
1.《韻鏡》是客觀記錄實際語音的字表；韻圖的分類與排列，單純只是基於語音層面考
量。
2.《韻鏡》編撰者有過人的審音能力，能夠辨析各「等」之細微差異；換言之，《韻
鏡》每個格位之歸字，編撰者均能逐一讀出不同字音。
倘若上述兩項假設無法成立，則所得到的推論亦成問題。根據上文所述，韻圖設計應涉
及「音系」、「操作」及「形式」等不同層面，絕非單純只是考量如何精準記錄現實語音；
再者，《韻鏡》編撰目的在於「依切求字、即字知音」，韻圖所依據的是具書面性、綜合性
的《切韻》系韻書，編撰者的意圖在於透過韻圖找到與切語對應的釋音字，至於韻圖每個格
位能否讀出不同音值？恐怕未必。35至少在張麟之的口中，《韻鏡》某些分置不同格位的字
音，其實際音讀早已混而不分了，例如《韻鏡‧歸字例》：

29

【清】江永：《音學辨微》，《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冊253，72。
30
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臺北市：里仁書局，1982），44。
31
史存直。《漢語音韻學論文集》（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309。
32
潘文國（《韻圖考》，45-47）認為，「等」的概念在韻圖產生之前並不存在，提出以下幾點理由：
1.唐代中期以前的所有音韻材料中，不管是韻書、字書、經音義，還是域外譯音和對音，都沒有關於「等」
的記載；2.韻書中反切上下可以分類，不能證明在韻圖前已有了「等」的概念；3.潘耒、陳澧等人，曾指出
韻書和韻圖在「等」上有著許多舛誤不合之處。
33
潘文國，《韻圖考》，78。
34
同上註，50。
35
賴江基主張《韻鏡》是宋人拼讀反切的工具書，而不是表現隋代語音系統的音節表，指出：「《韻
鏡》確實把寓於《切韻》系韻書的反切系統全面地展示了出來，其43張圖所列的字幾乎都是《廣韻》206韻
的代表字，……如果把《韻鏡》是《切韻》音系的音節表這一說法僅限於指這一情況，那是沒有疑問的。但
是，如果認為這一說法還指韻圖表現了《切韻》音系每個小韻（反切）的隋代古讀（音值），因而所列之字
無一同音的話，那就有問題了。」參見賴江基。〈《韻鏡》是宋人拼讀反切的工具書〉，《暨南學報》，2
期（1991）：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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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歸難字，橫音即就所屬音四聲內任意取一易字，橫轉便得之矣。如：千竹反，
「鼀」字也，若取「嵩」字橫呼，則知平聲次清是為「樅」字，又以「樅」字呼下入
聲，則知「鼀」為「促」音，但以二冬韻同音處觀之可見也。36
筆者以為，想要理解「等」的形成，必須先釐清韻圖的編撰目的與設計理念。《韻鏡》
細分四「等」，不必然是編撰者刻意地、自覺地劃分，也有可能是「音系」、「操作」及
「形式」層面之制約條件相互統合運作的湧現。

二、以「等子」（戥子）為喻―權衡輕重
何謂「等子」？應先從「等」字談起。許慎《說文解字‧竹部》云：「等，齊簡也。」
段玉裁注：「齊簡者，疊簡冊齊之，如今人整齊書籍也，引伸為凡齊之稱。凡物齊之，則高
下歷歷可見，故曰等級。」可知「等」字之本義為「整理簡冊」（動詞），而後逐漸分化出
「整齊」、「等級」、「類型」、「比較」及「等同」等引申義。後人又以「等」為詞根，
附加後綴「子」，另外創造表示名物之新詞―「等子」（戥子），泛指「可用以區分等級
或類型之物」；至十世紀之後，「等子」詞義逐漸縮小，專門用以指稱「等秤」。清人馬自
援解釋「等」之取義，云：
昔人舊有等韻之名，其「等」字取義，謂韻中有四等也，是「等」字為階等之等矣。
今援是集亦名曰《等音》，而「等」之取義則有不同，其說有六：一曰等者，類也，
取其類集眾音也；二曰等者，齊也，齊眾音於一也；三曰等者，等俗作戥也，其於字
之輕重清濁，若權之於物而無所逃也；四曰等者，級也，以各母次第之位出自天然，
真有不容倒置，若階之於升而不容攙越者也；五曰等者，輩也，以每韻中各位勢若合
璧，雖強增減之而不可得，聲如連珠，偶一停思而竟無聲以續矣；六曰等者，比也，
以五音中各韻首不必遍讀，止讀熟一韻首之字，而五音六十五韻首之字即皆自通，如
物之相比而出也。37
隨著紙張取代竹簡成為文字書寫的主要載體，「整理簡冊」的行為，便不再為人所熟
悉。此外，宋代以後，市民階層的興起，各種交易活動日趨頻繁，「等子」成為百姓日常要
用的衡器，其鮮明的形制結構與功能特徵，可供作為辨析語音細微差異時，用以取譬之對
36

【宋】張麟之（刊印）：〈歸字例〉，《韻鏡》，《等韻五種》，11-12。
【清】馬自援，梅建校訂：《重訂馬氏等音》，《四庫存自叢書‧經部小學類》（臺南市：莊嚴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7），冊216，67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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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四聲等子》即是以「等子」為喻，38將韻圖類比於「等秤」，用以衡量不同語音之間
的細微差異，即如《四聲等子‧序》所云：「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
畫為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39

（一）《四聲等子》的命名理據
《切韻‧序》云：「剖析毫釐，分別黍累」，陸法言以「黍累」比喻語音細微差異。後
世談論音韻者，亦常用「輕重」表述語音差異。可見，將表述「重量」概念投射在「語音」
範疇上，可謂其來有自。《四聲等子》以「等子」為命名隱喻，與過往論韻學者共用相同的
「根隱喻」（root metaphor），即認為「語音差異」等於「物體輕重」。
今人所謂「等子」（或簡稱為「等」），是一種秤量細微重量的繫盤小型桿秤，用以秤
量金銀、藥材等需要精細計量的物品，具有輕巧、靈敏、便於攜帶的特點。關於「等子」的
稱謂來源，清人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忽絲毫釐分錢」條曾有考證：
今俗，權貨物者曰「秤」，權金銀者，曰「等子」。宋初皆謂之「秤」，劉承珪所定
銖二十四，遂成其秤是也。元豐以後，乃有「等子」之名。李薦〈師友談記〉：「邢
和叔（邢恕）謂秦少游文章銖兩不差，非秤上稱，乃等子上等來也。」宣和中又有玉
等子。40
「等子」原本並非專指小型桿秤，而是泛指各種用以區分等級與類型的「標準參照樣
本」，或用以鑑定玉石之品色等級，故有「玉等子」、「金等子」之名。41宋太宗時，崇儀
史劉承珪（950～1013）奉詔更定權衡法式，於端拱元年（988年）至淳化3年（992年）之
間，製作出「一錢半」和「一兩」兩隻精密小等秤，並交付使用，隨著等子廣泛製作，以
「等子」為權衡器名之資料便逐漸增多。42至於「等子」一詞，在宋人語彙中有何涵意？郭
正忠考察「等子」的行用意義，云：

38

金周生最早注意到《四聲等子》與「等子」之間的關聯，並撰文討論。詳見金周生。〈說「等」「等
子」「四聲等子」〉（論文發表於第十一屆國際暨第二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輔仁大學，
2009年5月23～24日）。
39
【宋】不詳：〈序〉，《四聲等子》，《韻等五種》（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1。
40
【清】趙翼：《陔餘叢考》（臺北市：世界書局，1965），卷30，623-624。
41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卷5，32。曾提及兩種等子，云：「大
觀中……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
法。」
42
郭正忠：「宋代等子的廣泛製作雖缺乏載錄，但有關『等子』的其他資料，卻在熙寧4年（1071年）
開放民製斗秤之後日漸增多。」參見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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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籍記載來看，宋代有過各種各樣的「等子」，這些等子均各有所用，不可混為一
談。宋人語彙中的「等子」，有一個共同的意涵，即喻指具有法定規格和比照鑒識功
能的標準樣器。等者，比也，同也。正如「金等子」、「玉等子」、「招揀等子」是
用於鑒識金玉和兵士身材的標準器物那樣，權衡中的「等子」或「等秤」的本意，似
亦指用於檢秤驗權的標準比照器物—即最準確的小型樣秤。43
根據郭正忠44對於「等子」的相關考述，可從形制、操作、功用、特性等方面勾勒出宋
人對「等子」可能存有的認知模型，如圖3所示。

認知模型 1 形體：小型桿秤，輕

認知模型 2 結構：包含秤盤、衡桿、

巧靈敏，便於攜帶

提紐、秤鉈等部件

認知模型 3 功用：用以秤量細微重量

認知模型 4 操作：一手持提紐，一手調
整秤鉈位置，使之與被秤物保持平衡

圖3

「等子」的理想化認知模型

（二）《四聲等子》的設計理念
《四聲等子》不知何人所撰， 45因其附載於遼僧釋行均所撰《龍龕手鑑》（997年）之
43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97。
同上註。
45
學者或懷疑《四聲等子》為沙門智光所撰，因燕僧智光《新修龍龕手鑑‧序》云：「……沙門智光，
利非切玉，分忝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俛仰而強為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持
鸞鏡，形容斯鑑，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4卷，以平上去入為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又撰
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然而，今本《龍龕手鑑》已不見「五音圖式」，但卻有
《四聲等子》；再者，《四聲等子‧序》有「關鍵之設，肇自智公」之語。綜合上述線索，高明﹙《高明小
學論叢》，363﹚認為：《四聲等子》當即作於智光之手，或後人以「五音圖式」為底本加以修訂而成，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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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而得以流傳。《龍龕手鑑》是專為閱讀佛典而編製的實用字書，為何特別將《四聲等
子》載錄於卷末？其目的何在？
唐五代時期，寺院並非單純只是宗教信仰的場所，同時也擔負民間教育的功能。沙彌
在寺院中成長並接受教育，研習佛教經典成為基本功課，然而佛典為翻譯文體，與先秦兩漢
書面語為代表的儒家經典有所不同，再加上久經傳抄，致使佛經寫本無論在字形、讀音或字
義上，不免有所分歧、譌誤，為了滿足佛門僧眾閱讀佛典之實際需要，必須編撰更易於翻檢
字形、字音的工具書，方能辨正字形、闡明詞義，並讀出正確的字音。由此可知，重校《龍
龕手鑑》時，校勘者特意將《四聲等子》收錄於卷末，其主要原因乃是基於閱讀佛典時「審
音」與「正音」之實用需要。《四聲等子‧序》記述其來源與撰著目的，云：
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於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不一，脣齒不分，既類
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附以《龍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
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46
《四聲等子》如何達到「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的理想目標？必須仰賴韻圖設計。
「等子」是用以稱量細小物體的小型桿秤，若將「音系」類比於稱量的「物體」，則韻圖即
是為審辨語音細微差異所設計的「等子」，誠如周春（1729～1815）《小學餘論》所云：
「《四聲等子》固指其分等第而言，亦謂如等子稱物，不爽錙銖也。上下二文，自宜恰
稱。」47
如何打造出理想的「等子」呢？以下根據韻圖的命名隱喻，觀察編撰者如何將「等子」
認知模型投射到韻圖形制上，試從形制改易、功能凸顯兩方面，論述《四聲等子》的設計理
念。
1.形制改易—重排五音之序
早期韻圖《韻鏡》及《七音略》分四十三轉圖，列字大多依傍著《切韻》系韻書而來，
韻圖所反映的是「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綜合性音系，因摻雜著古今方國之音，故韻圖形
制顯得格外龐大。相較之下，《四聲等子》依照宋人時音，參酌舊有韻圖而予以合併、刪
改，總括成十六攝二十圖，在韻圖形制上顯得輕巧、簡便，符合「等子」（小型桿秤）的形
象特徵。
對比《四聲等子》與《韻鏡》、《七音略》的形制之同異關係，在聲母分類上三者
相同，均以36字母標示聲類，並分列為七音23行，但在聲類排序上，則有幾處差別：一是
其體例，蓋出自智光無疑。筆者以為，此一推論欠缺堅強證據，尚有待進一步論證。
46
【宋】不詳：〈序〉，《四聲等子》，《等韻五種》，2。
47
【清】周春：《小學餘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嘉慶9年刊本，1804），卷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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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鏡》與《七音略》以「唇舌牙齒喉」之序排列，48而《四聲等子》則調整為「牙舌唇齒
喉」；一是將「影曉匣喻」之順序，改換成「曉匣影喻」。
為何《四聲等子》刻意改以「牙音」字母居首？筆者以為，此舉乃是參照梵語悉曇章的
聲類排序而來。因梵語悉曇章以牙音（K-組）字音居首，49而將脣音（P-組）列於舌音（T組）之後，《四聲等子》附載於《龍龕手鑑》之末，其使用者應多為佛門僧眾，初撰者（或
改編者）可能是為了顧及使用者之檢索習慣，因而在聲類排序上有此設計。至於將「影」母
後移，使之與「喻」母並列，此舉應側面地反映當時語音實況，反映出中古影母已經趨向弱
化，實際音值已與「喻」母無別。
2.功能凸顯—以「等」權衡聲母與韻母
《韻鏡》以「鏡」為喻，強調「如鏡映物，隨在現形」，韻圖設計以四聲統四等—先
分平、上、去、入四聲調，各聲調再細分成四等，目的在於協助使用者「依切求字，即字知
音」，能在縱橫交錯的表格中檢索釋音字，進而讀出正確字音。相較之下，《四聲等子》的
韻圖設計，則以四等統四聲—先分出四等，每等再分出平、上、去、入，此種設計刻意突
出「等」在語音辨析上的關鍵作用。因此，選擇以「等子」為喻，強調以韻圖為等秤，可用
以權衡聲母、韻母之輕重。在《四聲等子》十六攝韻圖前，特別繪製以「等」為分類基準的
概括性總圖，用以展示聲類之等次，高明評論曰：「《韻鏡》、《通志‧七音略》皆未嘗以
聲類定等別。定聲類之等別，蓋始於《四聲等子》此圖矣。」50
《四聲等子》以「等」區分聲母與韻母，其目的不是為了提高檢索釋音字的便捷性，
而是基於審辨語音之考量。試以「德洪切」為例，比較《韻鏡》、《四聲等子》在歸字方法
上的細微差異。依《韻鏡》之歸字例，欲檢索「德洪切」之釋音字，首先須檢索上字―
「德」，於德韻（第四十二圖）求之，知屬「舌音全清第一位」；其次，再歸一東韻尋下字
「洪」（東韻匣母一等，第一圖）；最後，由「洪」字橫推，便可於「舌音全清第一位」之
格位處，找到對應的釋音字「東」。相較之下，《四聲等子》的檢字過程則較為不易，《四
聲等子》「辨音和切字例」論述歸字之法，云：
謂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所攝，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
48

參見【宋】鄭樵：《七音略》，《等韻五種》（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後提及《七音略》不
另加註。
49
梵語悉曇章以k-組聲母居首，但沈括《夢溪筆談》所記載的三種切韻法，均是以脣音起始。魯國堯指
出：「梵語悉曇體文ka組，漢譯名稱『牙聲』、『喉聲』、『喉中聲』、 『舌根聲』、『舌本聲』不一，
異名而實同。觀《大正藏》所載空海、安然、淳祐、明覺諸人的悉曇學著作，梵文體文均以ka組為首，我們
完全有理由推測，很早時期的切韻法必有以牙音為首的一系，只是資料散佚罷了。十二世紀的那些牙音起始
的切韻法是淵源有自的。」參見魯國堯。〈沈括《夢溪筆談》所載切韻法繹析〉，載於《魯國堯語言學論文
集》，魯國堯（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322-323。
50
高明，《高明小學論叢》，369。

z-vc272-06-王松木.indd 153

2013/10/28 上午 11:57:35

◆

154

◆

韻圖的修辭

王松木

母下，係入聲第一等（按：第一等第四格）眼內字；又調「洪」字，於協聲韻所攝圖
中尋「洪」字（按：第一等第一格），即自「洪」字橫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
內，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其間或有不在本等眼內者，必屬類隔、通廣、侷狹
之例，與匣喻、來日。51下字或不識其字，當翻以四聲，一音調之，52二者必有一得
也。
沈括（1031～1095）云：「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53雖然《四聲等子》
與《韻鏡》亦遵循相同的切字方法，但因兩者編排體例有別，若將《韻鏡》的檢字規則施
用於《四聲等子》，不免會有參差齟齬、捍格難安之處。若想要在《韻鏡》中檢索「德洪
切」，使用者必須牢記切語上字「德」在圖中的確切「格位」（舌音全清第一位），猶如射
箭時必須先確立標靶，以下字「洪」橫推時，方能一箭中的；若是以《四聲等子》檢索，使
用者則須先辨識「德」所屬之聲母與等次（端母一等），至於「德」的確切格位為何，則不
再重要。如此，標靶位置是浮動的，當切語上下字無法切中時，必須仰賴使用者以「四聲」
調之。
由此可見，《四聲等子》與《韻鏡》的預設功能有所不同，即如各自命名隱喻所示—
「鏡子」、「等子」功能有別，《四聲等子》不再是專門用以「依切求字、即字知音」的實
用工具，編撰者更想凸顯出韻圖具備區辨語音細微差異的功能。

（三）《四聲等子》的取法對象
韻圖的創製具有延續性，新韻圖之設計，通常是以某種既有的舊圖為樣本而加以適度改
造。觀察切韻之學54的發展歷程，早在宋代之前，已有許多切韻圖與切韻法流傳於世，沈括
《夢溪筆談》卷15「切韻之學」條，總括切韻法的發展，云：「大多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
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處在切韻學龐
駁多門之世，《四聲等子》之設計應非無中生有，必是前有所承。究竟編撰者如何設計出權
51

宋本《切韻指掌圖》有「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辨來日二字母切字歌」，但現存《四聲等子》卻
沒有這兩則切字之例。黃耀堃懷疑這段說明原非《四聲等子》所有，可能是《四聲等子》「檢例」的編印者
從別處抄來。參見黃耀堃。〈宋本《切韻指掌圖》的「檢例」與《四聲等子》比較研究〉，載於《黃耀堃語
言學論文集》，黃耀堃（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1），145。
52
此乃辨讀難字之法。依《四聲等子》「辨音和切字例」所述，以「四聲」調之，即為「登等嶝德」，
依「平、上、去、入」之序縱向讀之；以「一音」調之，則為喉音聲母「烘洪翁○」，依「曉匣影喻」之序
橫向讀之，依照此法加以類推，縱使難識之字亦能正確讀出字音。
53
【宋】沈括：《夢溪筆談》（臺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269。
54
「切韻」是指依照切語上下字拼讀字音，《盧宗邁切韻法》云：「兩字反切歸其字者，謂之切韻
法。」據魯國堯考證，從唐代迄於元代，韻學家論及字音拼切之理者，只用「切韻」一名，至於「等韻」一
名，則始於明代，故應正名為：宋元切韻學、明清等韻學。參見魯國堯，〈沈括《夢溪筆談》所載切韻法繹
析〉，31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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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語音的「等子」呢？取法對象為何？是否與智光的「五音圖式」有關？由於語料欠缺，我
們難以掌握確切的取材對象，但仍可以從韻圖中的特殊形制與音韻術語略窺一二。
早期韻圖分四十三轉圖，同韻之字可再依發音唇吻開閉之狀態分成兩圖，《韻鏡》各以
「開」、「合」標之，《七音略》則以「重中重」、「輕中輕」等名目55予以區分。《四聲
等子》參照早期韻圖，並根據時音而將圖數整合成二十圖，不僅權衡各圖之「輕重」多寡，
在部分韻圖中亦同時標註「開合」。茲以通攝、效攝、宕攝、蟹攝為例，對比《四聲等子》
與早期韻圖之間的對應關係，如表3所示。
表3

《四聲等子》與《七音略》、《韻鏡》重輕開合對照 56

四聲等子

七音略
重中重

通攝

重少輕多

效攝

全重無輕

宕攝

陽唐重多輕少

宕攝

重多輕少

蟹攝

輕重俱等

開口呼

蟹攝

輕重俱等

合口呼

江攝

全重開口呼

韻鏡
開

廣韻
東

56

輕中輕

開合

冬鍾

重中重

合（？）

豪肴宵蕭

重中重

開／開合

陽唐江

輕中輕

合

陽唐

重中重

開

咍皆祭齊

重中輕

開

泰佳祭

輕中重

合

灰皆祭齊

輕中輕

合

泰佳祭

55

「輕重」是一組含混模糊的音韻術語，在不同的韻學典籍中，具有不同的所指意涵，常令後世學
者感到迷亂眩惑。《七音略》既分「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又有小注「內
重」、「內輕」諸目，其中「重」「輕」之確切所指為何？參見羅常培。〈釋重輕〉，載於《羅常培語言
學論文集》，羅常培（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4），105-114，106。參校宋元等韻諸譜，指出：「竊意所
謂『重』『輕』者，固與『開』『合』異名而同實也。」然則，就「重中重」、「輕中輕」諸目觀之，首
字之「重」、「輕」確實能與「開」、「合」對應，至於下二字之「中重」、「中輕」，所指為何？則眾
說紛紜，迄今仍無定論。趙克剛認為：「重中重」應分開讀為「重」、「中重」，「輕中輕」則分開讀為
「輕」、「中輕」；「中重」、「中輕」分別標示不同的介音類型。凡標「中重」者，韻圖中必有照二系
字，故假設此類字應帶有-r-介音；凡標「中輕」者，韻圖中必無二等字，卻必有三等字，可假設此類字帶
有-j-介音。參見趙克剛。〈四等重輕論〉，載於《音韻學研究》第三輯，中華音韻學研究會（北京市：中
華書局，1994），42-48。依趙克剛之見，《七音略》分「重」、「輕」、「中重」、「中輕」四種，彼此
為並列關係，然而曹正義卻另有不同的解讀，認為：依《七音略》標示「重輕」之模式，可分解成：「A中
B」、「A中B內C」二類，其中A與B、C並非並列關係，而是包含關係；換言之，B、C是對A（開口、合
口）的細部分類，用以標示不同類型的三等韻，如「輕（A）中輕（B）」應解讀為「合口（輕）中具有獨
立三等韻（輕）」。參見曹正義。〈《通志‧七音略》「重」、「輕」探疑〉，載於《音韻學研究》第三
輯，中華音韻學研究會（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49-56。
56
《韻鏡》第二圖、第三圖、第四圖、第十二圖均標註「開合」。「開合」與「開」、「合」並舉，
究竟「開合」是傳抄之錯誤呢？或是自成一獨立音類？或者表示圖中所收之字兼有「開」、「合」二呼？或
者是圖中所置韻系之元音介乎開合之間？學者對於「開合」的意涵為何，至今仍是眾說紛紜。各家之說法為
何，參見劉華江。〈也談《韻鏡》的「開合」〉，《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期（201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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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等子》的性質如等秤一般，可用以精細秤量韻母之細微差異，從而分出「重少輕
多」、「重多輕少」、「全重無輕」及「輕重俱等」四類。令人疑惑的是，權衡輕重多寡之
客觀標準為何？從表3中可以看出，《四聲等子》與《七音略》的音韻術語具有相承關係，
《四聲等子》各圖對於「輕重」多寡之估量，應是以《七音略》所標示之「輕重」為基準。
觀察《四聲等子》韻字來源，凡「輕中輕」多於「重中重」者，即註曰「重少輕多」，
例如，通攝歸併了《七音略》第一圖「東，重中重」、第二圖「冬鍾，輕中輕」，「重」者
僅有「東董送屋」四韻，而「輕」者則有「冬鍾腫宋用沃燭」七韻，兩相權衡而得其輕重，
故標註「重少輕多」。相較之下，宕攝歸併了《七音略》第三圖「江，重中重」、第三十四
圖「陽唐，重中重」與第三十五圖「陽唐，輕中輕」，就韻圖收字的數量觀之，前二圖（重
中重）所收字多，後一圖（輕中輕）所收字少，故為「重多輕少」。由此推測，《四聲等
子》創製之初，編撰者應當參考過《七音略》一系的韻圖。
經過後人遞相增補，今日所見之《四聲等子》，早已不是初創時的本來面貌。仔細審查
現存《四聲等子》之形式與內容，不難發現其中有許多後人增修之後所遺留的痕跡，例如，
攝次排列散亂無序、57雜入金代韻書之字、58卷首檢例從他處抄錄而來59等，這些依據其他韻
書、韻圖所摻入的成分，使得韻圖的編排體例、音韻術語、檢字條例等漸趨駁雜難解，更模
糊了韻圖的設計理據與修辭特色。

三、以「指掌」為喻―瞭若指掌
《切韻指掌圖》託名司馬光所撰，而真正作者為誰，至今已難以考究。至於《切韻指掌

57

陳新雄：「今本《等子》以深攝居圖末，而攝次則為內七，則顯經改變。蓋《等子》隨《龍龕手鑑》
傳入北宋後，宋人覺其與《廣韻》等韻次不合，乃將之改易，升曾攝於前與梗攝合圖，而殿以收脣音韻尾
[-m]之咸深二攝也。」參見陳新雄。《聲韻學》（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5），冊上，426。
58
依據甯忌浮與唐作藩的觀察，《四聲等子》與金人韓道昭（約1170～1230）《五音集韻》關係極為密
切，《四聲等子》某些小韻代表字未見於《廣韻》、《集韻》，但卻收錄在《五音集韻》之中，且音韻地位
亦相對應，例如，《四聲等子》深攝一等（第二十圖）有「怎」（精母上聲）、「吽」（曉母上聲）二字，
「怎」字不見於《廣韻》、《集韻》，但《五音集韻》有此字，屬上聲寢韻，注云：「子吽切，語辭也」。
「吽」雖見於《廣韻》、《集韻》，但讀音有別。《廣韻》歸上聲厚韻，呼后切；《集韻》有三讀：一同
《廣韻》；一歸侯韻，魚侯切；一歸侵韻，于金切。《五音集韻》歸上聲寢韻，呼怎切，正與「吽」字在
《四聲等子》中的音韻地位相符。參見唐作藩。〈關於《五音集韻》—寧忌浮《校訂五音集韻》序〉，載
於《漢語史學習與研究》，唐作藩（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1），143-150；唐作藩。〈《四聲等子》研
究〉，載於《漢語史學習與研究》，唐作藩（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1），212。
59
對比《四聲等子》卷首檢例與韻圖內容，其中存有許多不相吻合之處，可知檢例與韻圖應非出自同一
人之手。黃耀堃仔細比較宋本《切韻指掌圖》及《四聲等子》二書之檢例，察覺現存《四聲等子》所依據的
材料，不論音系或形態均晚於宋本《切韻指掌圖》，進而推測《四聲等子》檢例可能是抄自宋本《切韻指掌
圖》。參見黃耀堃，〈宋本《切韻指掌圖》的「檢例」與《四聲等子》比較研究〉，13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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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撰寫年代為何？趙蔭棠、 60董同龢及 61陳新雄 62均認為其成書不應晚於南宋，約莫在
十二世紀末期。63
就韻圖排列與歸字觀之，《切韻指掌圖》與早期韻圖相比，呈現出幾處明顯差異：
（一）韻的歸併：將同攝同等的幾個韻併為一圖，如支、脂、之三韻相併；（二）字類音韻
地位的變動：調整早期韻圖的歸位，如將止攝開口三等精系字「茲雌慈思詞」改列在一等的
位置；（三）入聲兼配陰陽：入聲韻與陰聲韻的關係更加密切。《切韻指掌圖》在歸字上的
細部調整，體現出語音的歷時演變，表示韻圖不再完全受到《切韻》系韻書與早期韻圖的羈
絆，而更貼近使用者口頭的實際語音—南宋北方話音系。
為何編撰者選擇以「指掌」為名？其命名理據為何？分別論述於下。

（一）《切韻指掌圖》的命名理據
關於《切韻指掌圖》的命名理據與構造方式，有以下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以轉喻方式
命名，因宋本《切韻指掌圖》附有指掌之圖（如圖4所示），為凸顯此項特點，特意以部分
（指掌圖）代表全體；二是以隱喻方式命名，「指掌」是眾人所熟知的身體部位，以「瞭若
指掌」指稱事物之簡明易知，64故以「指掌圖」命名，蓋取其「簡明易知」之意。
筆者以為，上述兩種可能的解釋，當以後者為佳，理由有二：一是「指掌圖」為古代
文獻體式，歷代典籍中以「指掌」為名者，絕不罕見，65但並非所有題為「指掌」之論著均
有附掌圖，以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為例，該書匯集歷代行政區劃之地圖，其中無掌狀之
圖；反之，附有掌圖之文獻，並不一定以「指掌」為名，如《盧宗邁切韻法》即附有掌圖。
其二，以「指掌」為名者，大多強調該書具備「簡明便捷」、「了然易曉」之特點，試觀以
下所述。
1.《切韻指掌圖‧敘》：「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縱橫上下，旁通曲
60

趙蔭棠，《等韻源流》，95。
董同龢。〈《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載於《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丁邦新（臺北市：
食貨出版社，1974），83-100。
62
陳新雄，《聲韻學》，冊上，452。
63
《切韻指掌圖》卷首之司馬光自序，清人鄒特夫（1819～1869）已指出是抄錄自孫覿（1081～1169）
《切韻類例‧序》，由此推測《切韻指掌圖》之成書上限，不應早於十一世紀；再者，董南一於南宋寧宗泰
嘉3年（1203年）刊印《切韻指掌圖》並撰寫序文，加上孫奕《示兒編》（1205年）亦曾徵引此書，總合上
述兩條線索，當可推測其成書下限不應遲至十三世紀。趙蔭棠斷定：「《切韻指掌圖》是淳熙3年以後與嘉
泰年以前（1176～1203年）的產物。」參見趙蔭棠，《等韻源流》，95。
64
《論語‧八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65
宋代以降，以「指掌」為名之典籍逐漸增多，李紅翻查「二十五史」，發現以「指掌」、「指玄」為
名者共有23個，其中有15個出於《宋史》，指出：「『指掌圖』是宋代三教合一大潮流下的產物。書籍中出
現『指掌』在宋當為一種時尚的潮流，不能據此定義《切韻指掌圖》的作者為僧人，也不能定義其用途為術
數所用。」參見李紅。《〈切韻指掌圖〉研究》（博士論文，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2006），1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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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名之曰《切韻指掌圖》。」66
2.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經典載籍具有音訓，學者咸遵用之。然五方之人，語
音不類，故調切歸韻，舛常什二三，曩以為病。暨得此編，瞭然在目，頓無讀書難字過之
累，亦一快也。」67
3.《歷代地理指掌圖‧序》：「古今輿地，披圖了然，如親履而目見之。庶乎可以不出
戶而知天下，因命之曰指掌。」68
4.清代張序賓《聲韻指掌》：「等韻法直橫二圖，以一部字典盡統其中，誠以簡馭繁，
辨字審音之捷徑也。等韻熟後，不惟平上去入一審即知，凡未經辨別之字，蒙混不清之音，
屈指一掐，自明確無差錯。」69
由以上所述，應可推論：《切韻指掌圖》以「指掌」為名，其命名方式應是「隱喻」而非
「轉喻」。換言之，編撰者命名用意不在於以部分（掌圖）代表整體（整本韻圖），並非以
凸顯掌圖來傳達某種神秘的術數思想，70乃是藉由「指掌」之意象來強調韻圖簡明易知，俾
使讀者對於審音之理能「瞭若指掌」，茲將「指掌」的認知模型表述如圖4。

（二）《切韻指掌圖》的設計理念
《切韻指掌圖》的編撰目的在於協助士人辨正字音， 71 以免除「五方之人，語音不
類」、「讀書難字過」之病。想要達成此一預設目的，編撰者應當如何設計韻圖呢？為求強
化韻圖的實用功能，務使讀者透過韻圖而能對切韻之法「瞭若指掌」，《切韻指掌圖》的
韻圖設計特別強調「簡明易知」，不僅圖中省去繁雜的音韻術語—未標「內外」、「開
合」，在格位劃分、編次排序上，亦與早期韻圖有所不同。就聲母格位觀之，早期韻圖以36
66

【宋】不詳：《宋本切韻指掌圖》（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1-2。
同上註，5。
68
【宋】不詳：《宋本歷代地理指導圖》（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
69
【清】張序賓：《聲韻指掌》，《罕見韻書叢編》（二）（香港：長城文化出版公司，1995），
1284。
70
平田昌司懷疑《切韻指掌圖》受到術數家影響而摻雜語言神秘思想，理由有三：1.《切韻指掌
圖》卷首掌圖具有鮮明的術數色彩；2.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以三十六字母統三百八十四聲」，
「三百八十四」乃《易經》卦爻之總數（64卦×6爻＝384），是具有術數色彩的神秘數字；3.《切韻指掌
圖》之所以託名司馬光，因司馬光素與邵雍友善交往，故為後世學習「聲音律呂之學」的術數家所推崇。參
見平田昌司。〈《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試論語言神秘思想對宋代等韻學的影響〉，
《東方學報》，56期（1984）：179-215。李紅反對平田昌司的看法，認為《切韻指掌圖》並非術數家的工
具，指出：「《切韻指掌圖》的圖表簡捷易懂，並不像祝泌的《起數訣》那樣附會了很多玄虛的術語，除了
所附的『掌圖』之外，再也沒有與陰陽術數牽扯到一起的東西。」參見李紅，《〈切韻指掌圖〉研究》，
17-18。本文贊同李紅說法。
71
《切韻指掌圖》的功用為何？李紅分析《指掌圖》的相關問題，並檢視前人所提出的各種意見，得到
以下結論：《指掌圖》不是為反映韻書而作，與術數思想無關，既不適合作為科舉考試的工具，也非專為學
習經典所作；《指掌圖》編纂參考了大量早期韻圖，它的功用似乎很簡單，只為審音。參見李紅，《〈切韻
指掌圖〉研究》， 420-42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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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 結構：含五個手

CM2 位置：是人體上

指與一個手掌

肢的末端

CM3 關係：容易被觀察到

CM4 操作：用以握取物件

的肢體部位

的肢體部位

◆

圖 4 「指掌」的理想化認知模型

字母分列23行，因顧及歷史分化的條件，特意將具類隔關係的字母並陳疊置；《切韻指掌
圖》則採取與楊倓《韻譜》相同的體例，將36字母一字排開，始於見母，而終於來、日二
母，72列為36行，每行只標示一個字母，俾讓讀者依此辨識聲類，得以一目了然。就韻母格
位觀之，則以四聲統四等，承襲早期韻圖之舊例。
《切韻指掌圖》之創製，同樣也汲取各家韻圖之特點，在韻圖形制、韻攝歸併、入聲分
派上，與《四聲等子》頗為相似，但韻圖列字則反倒與《韻鏡》最為接近。73李紅全面檢視
《切韻指掌圖》的形式、內容，指出：「我們可以肯定《指掌圖》的作者，先根據各家韻圖
結合時音確定了圖面的格式，綜合了各家韻圖的特點，做到最大的簡單化，確定完格式後，
按照《韻鏡》或其他相似韻圖進行合併，選擇性地列字。」74
李紅更進一步推測《切韻指掌圖》併圖、列字的邏輯過程：
1.同攝的圖盡量併為一圖，以體現是同一音位大類。
2.最大可能精簡圖的總數。
3.併圖時擇一圖為主，若主圖中字涉生僻或有空格時，則從併入圖中取字。

72

早期韻圖之字母排序以脣音「幫滂並明」為始，《切韻指掌圖》則改以牙音「見溪群疑」為始，此一
特點與《四聲等子》相同。然而，《切韻指掌圖》之喉音依序為「影曉匣喻」，《四聲等子》則為「曉匣影
喻」，此點則反與早期韻圖相同。
73
遞亞榮將宋元韻圖五種與《廣韻》用字相比，發現《韻鏡》與《切韻指掌圖》二者最為相近，與《廣
韻》的相合比例高達90％以上，表明此二圖之收字主要來源於《切韻》系韻書。相較之下，《四聲等子》與
《廣韻》最不相近，兩者相合比例僅85.58％。參見遞亞榮。《宋元韻圖五種用字研究》（博士論文，華中
科技大學人文學院，2011），221。
74
李紅，《〈切韻指掌圖〉研究》，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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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圖的選擇以原韻圖中字數較多的大圖為主。
5.併韻後，在列字中盡量呈現主圖韻目字。
6.併韻過程中，參考不同的韻圖，調整韻字的取捨。75
《切韻指掌圖》撰成之後，在流傳的過程中，使用者、刊印者也會不斷加以增訂修補，成
為接力式的集體創作，今日所見宋本《切韻指掌圖》（刊印於紹定庚寅，1231年）雖年代
與韻圖祖本最為接近，但業已摻入後人補綴的異質成分，例如，韻圖與檢例有所矛盾； 76
「開」、「合」圖次排列失序；77圖中收字歸位失當、前後不一78等。凡此，莫不顯示出宋
本《切韻指掌圖》是層層積累而成，並非出自一人之手。
總結以上所論，《韻鏡》、《四聲等子》及《切韻指掌圖》三種不同形態的韻圖，其
形制設計均側重於實用層面，但卻各自有不同的修辭特點：《韻鏡》以「鏡」為喻，強調具
有「如鏡映物」的功能，韻圖設計側重於全面呈現《切韻》系韻書音系，以便於使用者檢索
與切語對應的釋音字。《四聲等子》最早流傳於佛門僧徒之間，以「等子」為喻，將韻圖視
為權衡語音細微差異的審音工具，故韻圖設計上特別凸顯出「等」的層級，以彰顯其秤量聲
母、韻母之功效。《切韻指掌圖》以「指掌」為喻，取「瞭若指掌」之意，韻圖設計強調以
簡明易曉形式辨析語音，故採納與楊倓《韻譜》相同的設計，將36字母列為36行。儘管韻圖
初始設計理念有其不同的修辭考量，但韻圖在傳播、刊印過程中，後來使用者或刊印者常將
各式韻圖彼此參照、相互增補，致使今日所見之韻圖已非昔日原貌，不僅設計理據因混同而
趨於模糊，韻圖的修辭特色亦隨之黯淡。

肆、從命名隱喻的變換看韻圖性質的變異
宋、元韻圖流傳至今者寥寥可數，但至明代中葉以後，等韻學開始蓬勃發展，不僅韻圖
的數量急遽增多，且韻圖形態更加多種多樣，呈現出「晚明韻圖大爆發」79的繁榮景象，就
75

同上註，417-418。
《切韻指掌圖》卷首檢例與韻圖形制不盡相合，應是後來從他處抄來的。例如，「辨分韻等第歌」
云：「見溪群疑四等連，端透定泥居兩邊，知澈澄娘中心納……」，歌訣所對應的是將36字母分23行之體
例，與《四聲等子》相合。至於《切韻指掌圖》將36母列成36行，並無端系居一、四等，知系居二、三等的
情形。
77
依《切韻指掌圖》「二十圖總目」所示，其圖次編排以不分開合之「獨」韻居前（第一圖至第六
圖），第七圖以後則依「開」、「合」之序排列，但自第十五圖開始，便失去原有「開」、「合」交替的次
序，致使體例前後不一。
78
關於《切韻指掌圖》歸字不當或前後不一的情形，李紅已有詳細討論，限於篇幅，茲不贅述。參見李
紅，《〈切韻指掌圖〉研究》， 418-419
79
在地球物種演化過程中，約距今5.3億年的寒武紀前期，地球生物種類在短短一、兩千萬年之間突然
急遽增加，古生物學者稱之為「寒武紀生物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本文假借此一術語，用以指稱
晚明時期韻圖種類突然急遽增加的奇特現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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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振生《明清等韻通論》觀之，書中所列舉的明清韻圖竟達180種之多，與現存的宋、元韻
圖數量相比，兩者差距頗為懸殊。韻圖種類與數量為何在晚明時期突然爆增？促發韻圖急遽
增多的動力為何？耿振生從外部因素解釋明、清韻圖的多樣性，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環境
與學術思潮之轉變，指出：
有明二百七十餘年間的音韻學，大致以嘉靖年間（1522～1566）為界分前後兩期，前
期與後期有著顯著的反差。前期的音韻學頗為蕭條冷淡，著作不多，而且其中的多數
還是以「述而不作」為特色。後期的音韻學則相當繁榮，特別是萬曆年間（1573～
1620）及以後數十年，稱得上「音韻蜂出」，尤可稱道的是大多數作者都在努力推翻
前人的成說，創立自己的體系，標新立異成為一時的風尚。前後兩期的音韻學之所以
迥然不同，跟社會上的主導思想和文化潮流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前期整個文化界
在朱學籠罩之下都循規蹈矩，十分沉悶；後期因心學的風行而導致全社會的思想解放
和學術開放。80
社會環境、學術思潮等外部因素，固然提供了孕育創意的環境，但明、清韻圖之所以多
種多樣，更需要仰賴強大的內在動力，唯有當內、外因素同步運作、交互作用，方能引燃創
新的火花。至於促發晚明韻圖大爆發的內在動力為何？筆者以為，有以下兩項關鍵因素：一
是音韻學知識的累積與傳播，提供了更多可以仿效的範例；一是韻圖設計超越實用層面的需
求，融入等韻家個人的主觀想像。

一、音韻知識的累積與傳播
宋、元時期切韻之學方興未艾，非但韻圖種類不多，且並非唾手可得，雖然《四聲等
子》與《切韻指掌圖》之編撰者亦參考過各式舊有韻圖，但畢竟能夠取法的對象極為有限，
就如同物種的基因種類太過單一，難以繁衍出特殊變異的後代。明代中葉以降，宋、元韻圖
與現實語音之間差距逐漸增大，致使門法日益繁瑣、艱澀難學，明代學者為針砭舊說之謬
誤，紛紛提出個人的韻學主張；再者，隨著物質文明發達，書籍的刊印與流傳更為便利，音
韻學者得以取得更多的韻學論著，作為革新韻圖的參考範例。這些有利的外在條件，給予明
末等韻家創新的內在能量，這從明末大學問家方以智（1611～1671）身上，可以看見鮮明的
例證。
在音韻知識交流便利的環境中，方以智得以取得韻學典籍，廣泛接觸前人之韻學舊

80

耿振生。〈明代學術思想變遷與明代音韻學的發展〉，載於《聲韻論叢》第九輯，中華民國聲韻學學
會（臺北市：學生書局，2000），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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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進而對比諸家異同，並加以融合會通。《切韻聲原》「韻攷」中，方以智羅列諸家分
韻：「古韻」、「華嚴字母」、「神珙譜」、「邵子衍」、「沈韻」、「唐韻」、「徽州朱
子譜」、「中原音韻」、「洪武正韻」、「郝京山譜」、「金尼閣」及「陳藎謨皇極縱橫
圖」，在《切韻聲原》亦論及諸家對「五音配位」的不同主張：
自鄭漁仲、溫公、朱子、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章道常、劉鑑、廣宣、智騫、呂
獨抱、吳敬甫、張洪陽、李真如、趙凡夫皆有辯說，聚訟久矣。今以配位通幾言之，
以《易》律徵之，學者省力，不易便乎？請從此入。81
由此可以看出，方以智所能接觸到的音韻學說不僅數量甚多、門類亦雜，遠遠超越宋、元時
期所能企及的範圍。不同音韻觀點透過書籍傳播而得以會聚，從而激盪出各種前所未有的創
意。

二、等韻家個人的主觀想像
環境自由開放與知識取得便利，讓晚明音韻學家儲備了顛覆傳統的必要能量，但要使
得韻圖如此多種多樣的真正關鍵在於，韻圖設計者能超越實用層面之外，加入個人的主觀想
像。正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所云：「想像力比知識重要。知識是有限
的，想像力可囊括世界。」；科技史家巴薩拉（George Basalla）考察技術發展演進的歷程，
同樣也留意到「想像力」對於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指出：「『技術夢想』（technological
dreams）指技術人員出自幻想產生的機器、技術建議及技術假想。它們反映了技術專家們意
欲超越技術禁區的傾向。類似的虛擬創造使我們得以瞥見人類豐富的想像力，也讓我們理解
了西方技術創新的泉源所在。傳統習慣將技術專家描繪成一個受功利的眼光支配、有理性、
講實用、不動情的人，技術夢想卻向這種認識發出了挑戰。」82想像力如同心靈的翅膀，讓
設計者得以大膽地超越實用層面的制約。若以技術進化論觀點審視宋、元至明、清時期等韻
學的飛躍性發展，我們也能察覺到相應的情況，即韻圖不再只是拼讀切語、辨正字音的實用
工具，其中更寓含著韻圖編撰者對理想音系的主觀想像。
除了基於實用層面的考量外，明、清等韻家在設計韻圖時，還預設哪些超越功利之上
的崇高目標？如何將個人對理想音系的想像，融入韻圖設計中？「命名隱喻」是考究等韻家
心理認知的窗口，從韻圖命名理據得以窺見等韻家如何將概念框架引入音韻學範疇中。以耿
81

【明】方以智：《切韻聲原》，《方以智全書》，《通雅》（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50，冊1，1473。
82
巴薩拉（George Basalla）。《技術發展簡史》，周光發譯（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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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所列180種韻圖名稱為主要的觀察對象，可以察覺到下幾項顯著特
點：
（一）屢見以「元」（或「原」、「源」）命名者，例如，濮陽淶《元聲韻學大成》、
喬中和《元韻譜》、方以智《切韻聲原》、陳藎謨《元音統韻》、袁子讓《字學元元》、吳
繼仕《音聲紀元》、樊騰鳳《五方元音》、是奎《太古元音》、裕恩《音韻逢源》、熊士伯
《等切元聲》等。
（二）宋、元韻圖以「鏡」、「等子」、「指掌」等日常熟悉的具體實物為喻體；明、
清韻圖除以日常實用之物為喻外，更取具哲學思想意涵之「易卦」、「樂律」為喻體，如呂
坤《交泰韻》、周贇《琴律切音》。
（三）邵雍（1011～1077）《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受到明、清等韻家的高度推崇，
衍生出「皇極」為名的韻圖，如陳藎謨《皇極圖韻》、趙撝謙《皇極聲音文字通》、張森
《皇極韻譜》。
為何明、清韻圖命名有上述幾項趨向呢？對於等韻學發展史而言，命名趨向轉變又代表
何種意義？應試著從「音韻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解釋。
試想，明、清韻圖中，為何屢見以「元」（或「原」、「源」）命名？「元」字本義為
「首」，後引伸為「初始」、「本源」之意。明、清等韻家編製韻圖並非只為客觀記錄實際
語音，而是想要追溯聲音的初始源頭，以窮盡語音歷時演變之理，所謂「天地元音」即是等
韻家心中能切合聲音本源之理想音系。以下舉袁子讓《字學元元》、吳繼仕《音聲紀元》、
方以智《等切聲原》為例，藉以觀察韻圖的預設目標與命名理據。
天地有元聲元音，不能自聲其妙，而人實代之，代固非其元矣。……字學之誤，誤在
失其元，而以己見成其是。夫吾之有聲，已恐不能得天下之無聲，況益以吾之有心，
安能得天下之無心乎？元者，天地之心，所謂無心者也。予作是《元元》，正見其無
心之心，以宣其無心之體。83
紀元者何？紀音聲之所自始也。……余之紀元者，循天地自然之音聲，一一而譜之，
毋論南北、毋論胡越，雖鳥獸昆蟲，總不出此音聲之外，憑而聽之，皆可識矣。以治
曆制樂，庶乎其旨哉。84
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所以為氣者，無有無，統天地之天也。氣發而為聲，聲氣不壞，
雷風為《恆》，世俗輪轉，皆風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鳥獸得其一二聲，而人
83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自序》，《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冊255，172。
84
【明】吳繼仕：《音聲紀元》，《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北京圖書館藏明唐曆刻本，上海
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25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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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千萬聲。通其原、盡其變，可以通鬼神、格鳥獸。蓋自然感應，發於性情，莫先於
聲矣。85
明、清等韻家將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天地元音」投射在韻圖命名上，因而湧現出
許多以「元」為名的韻圖。然則，「天地元音」是抽象、虛幻的概念，無法直接與現實世界
某個音系完全對應，等韻學家以隱喻方式導入不同概念框架，以此作為韻圖設計理據，方能
建構出切合個人理念「天地元音」，由於個人所導入的概念框架不同，韻圖形制便因此而顯
得格外多樣。86有哪些概念範疇，最常被映射到明、清韻圖設計上呢？相較於宋、元韻圖以
日常實用器物―「鏡」、「等子」、「指掌」、「指南」作為隱喻，明、清等韻家則常以
「易卦」、「樂律」作為隱喻，此種轉變表徵著韻圖性質變異，即明、清韻圖不再只是拼讀
切語、辨正字音實用工具，更是展現等韻家對音韻認知的象徵符號。
至於為何邵雍〈聲音唱和圖〉在明、清等韻學中異軍突起？如前所述，韻圖設計具有
延續性，新創韻圖通常以舊式韻圖作為範例，由於宋、元韻圖側重實用層面，故《切韻指掌
圖》及《四聲等子》多以早期《韻鏡》、《七音略》為仿效對象，儘管邵雍《皇極經世‧聲
音唱和圖》成書甚早，但該圖依附於象數易學，為術數占卜之流所推崇（如祝泌《皇極經世
解起數訣》），非專為拼讀切語、辨正字音而作，故顯得獨樹一幟、自成一脈，居於宋、元
切韻學的主流之外。降至明、清時期，韻圖之創製逐漸超越實用功能，等韻家以「天地元
音」目標，而邵雍〈聲音唱和圖〉以聲音推衍宇宙萬物生成法則，其音學思想恰能適應當時
學術環境需要，因而成為等韻家取法的範例，不僅不少等韻學家屢屢徵引邵雍的音學思想，
更有直接以〈聲音唱和圖〉為底本者，派生出以「皇極」為名的韻圖。
總結以上所論，科學研究的典範轉移，常伴隨著隱喻的替換；依據同樣原理，韻圖命
名隱喻的變異，也可作為觀察學術歷時發展趨勢的風向球。宋、元時期，韻圖設計講究實用
性，故多以「鏡」、「等子」、「指掌」這類客觀、具體的事物作為隱喻；明、清時期，韻
圖設計更添入了意涵性的考量，韻圖不再只是實用工具，也是表達思想的媒介，追溯「天地
元音」成為許多音韻家夢想的目標，因此，韻圖命名亦隨著韻圖性質變異、學術趨向轉易而
有所不同：韻圖以「元」為名者，大量增多；以「易卦」、「樂律」作為韻圖設計理據，成

85

【明】方以智：〈《等切聲原》序〉，《浮山文集》（後編），《續修四庫全書 • 集部別集類》（上
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398，361。
86
耿振生指出：「不同的作者為這個抽象物（按：指「元音」或「正音」）尋找客觀依據時就把它和不
同的語言實體聯繫起來，設計出不同的體系。就像許多人在為同一個神靈塑像，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想像來塑
造它的形象，結果出現了千姿百態大相逕庭的很多偶像。」參見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市：語
文出版社，1992），126。耿振生雖意識到「元音」摻雜了主觀想像的成分，但他認為韻圖多樣性是來自韻
圖所對應的「語音實體」有別。個人以為，造成明、清韻圖多樣性的關鍵因素，不在於「語音實體」差異，
而在於等韻家所導入的「概念框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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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股新興的潮流。

伍、結語―形式追隨功能
美國建築師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 1856～1924）有句名言：「形式永遠追隨著
功能」（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87以此論之，自唐、宋以來，傳世韻圖各自具有不同的
形式，也應當各自蘊含著各種不同的功能。本文跳脫語音史研究框架，從韻圖的命名隱喻入
手，關注韻圖形式設計與預設功能之間的對應及其歷時變異。總結全文所述，試著歸納出以
下幾項意見。

一、韻圖除了實用性功能外，可能兼具著某種思想意涵
所謂「功能」，實際上可以分成實用性（utility）與意涵性（significance）兩大類型，88
宋、元韻圖側重實用性，編撰者往往得針對使用者實際需要而予以適度調整修改，以提高其
使用效率，如《韻鏡》以「鏡」為喻，全面反映《切韻》系韻書音系，作為協助拼讀切語的
工具；《四聲等子》乃強調權衡聲音之細微差別，供作辨正語音之用；《切韻指掌圖》凸顯
「簡明易曉」的特色，讓使用者對於切韻之理得以「瞭若指掌」。降至明、清，韻圖除延續
本有實用價值之外，韻圖設計更增添表達思想意涵的功能。不少明、清等韻家，同時也是傑
出的思想家，故常將其哲學思想以隱喻方式映射到韻圖設計中，或透過「易卦」，或透過
「樂律」，衍生出各種不同韻圖形式，促使「晚明韻圖大爆發」，將等韻學發展推向歷史高
峰。

二、韻圖名稱並非只是識別符號，命名隱喻包孕著韻圖的設計理念
如何察覺韻圖表象下所潛藏的預設功能呢？本文認為，韻圖的命名隱喻是一把揭密的鑰
匙。觀察韻圖編撰者如何使用隱喻，如何將喻體的認知模式投映到韻圖設計上，便能挖掘出
韻圖的功能及編撰者的創意。然則，當代韻圖研究者多只從「語音史」角度著眼，將韻圖視
為客觀、獨立的文本，未能察覺韻圖形式與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在詮釋韻圖時，常不自覺

87

此句名言出自於沙立文〈高聳辦公大樓的藝術考量〉，參見Sullivan, Louis H. “The Tall Ofﬁ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 Lippincott’s Magazine, 57 (1896): 403-409.
88
赫斯科特解釋「實用性」與「意涵性」的概念，云：「實用性可被定義為使用過程中的適合性。這就
表示它所關注的是事物運作的方式、設計的實用效果範圍，以及設計的示能性或可能性的範圍（反之又會產
生怎樣的後果）。……意涵性闡釋了在使用過程中形式呈現意義的方式，或者說形式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和
意義。形式常常是習慣模式或儀式中強有力的符號或象徵。與強調效率相反，意涵性更多關注的是表達和意
義。」參見赫斯科特（John Heskett）。《設計，無處不在》，丁珏譯（南京市：譯林出版社，2009），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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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割裂韻圖與編製者、使用者之間的聯繫，自然也就鮮少有人論及命名問題，亦無從認識其
中隱含的信息，因而遺漏了破解韻圖奧秘的關鍵鑰匙。

三、詮釋韻圖除釐清內含的音系外，也應關注設計者的創意與使用者的感受
對於學者忽視文本形式及其功能，于亭89曾提出批判：「長期以來，研究者已經習慣把
古書文本看成是毫無生命的封閉的礦藏，粗魯地加以採掘和利用，卻不忖度和觀察各類古代
文本的生成和演化、氣質和理脈、施受和變異。須知對於文本本體更加內在的觀察，原本應
是利用文本從事一切研究的先導。」如何矯正韻圖形式與功能斷裂的弊病呢？筆者以為，對
於韻圖詮釋應當全面觀照「作者」、「文本」、「音系」、「讀者」等環節，不能只從「語
音史」角度探究「韻圖文本—音系」關係，同時也要從「音韻學思想史」、「音韻學接受
史」的立場，關注「韻圖文本—作者」、「韻圖文本—讀者」之間的關聯，留意設計者的意
向與使用者的感受。唯有如此，漢語音韻學才能蛻變成科學與人文兼容貫通的學問。

89

于亭。《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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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hetorical evidence by exploring the naming metaphor of the rime
table and, based o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bserves the formal differences
and the design idea of the rime t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ming metaphor. The content
can be divided into 2 parts: ﬁrst, the 3 anonymous books of the rime table writte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Yunjing, Sishen Dengzi, and Qieyun Zhizhang Tu—are discussed. Because of the additions
of users throughout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table remains unclear. However,
we can discern the design idea and the creativity of the editors of the table based on their naming
metaphor,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the vehicle and by surveying the particular
categorization, sequencing, terminology, or punctuation. Second,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onolog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s that the rime table was dynamically
developed, and was endowed with a function and signification that transcended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H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 naming metaphor of the rime tables
between the Song-Yua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we explain the ca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phonolog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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