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玉篇》入聲部韻類混切現象
The Confusion Phenomenon of Vowels of
Checked Tone in the Song Version Yupian
周歴
ZHOU Li
要旨 筆者は宋版を有する韻書《廣韻》と宋版の字書《玉篇》の音韻体系の比較を行うこと
を目的とし、
《廣韻》第 5 巻「入声」巻の所収字をデータ化した上で、
《玉篇》所収の入声字
を整理し、両書の反切を比較する作業を行った。本論文は《廣韻》と《玉篇》両書の反切を
比較することで得られた結果を分析し、中古音の入声韻類の発展変遷にかかわる用例を取り
上げ、介音・主母音・韻尾の順で論述を展開しながら、特に中古音における重要な課題とし
て、重韻同士・一等二等・三等四等・重紐と三四等韻などの相互混切（反切音の混用）を中
心とする考察を行うことで、音韻史における新たな事実の発見を企図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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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玉篇》是中國古代按漢字字形分部首編排之字書，作者顧野王，成書於南朝梁大同九年
（543）
。原本《玉篇》已失傳，現僅存約八分之一殘卷保存於日本。唐上元元年（760）孫強增
字本《玉篇》現亦失傳。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陳彭年、吳銳、邱雍等奉敕重修《玉篇》
稱《大廣益會玉篇》
（以下簡稱《玉篇》
）
，計 30 卷按 542 部首排列，收字 22000 餘。日本宮內
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宋本爲現存最早完整版本，嚴紹盪（2007：267）考證系南宋寧宗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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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1224）刊本。
《切韻》是中國古代按漢字字音分韻編排之韻書，作者陸法言，成書於隋仁壽元年（601）
。
原本《切韻》已失傳，唐開元二十年（732）孫愐《唐韻》亦僅存殘卷。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陳彭年、邱雍等奉敕編修《大宋重修廣韻》
（以下簡稱《廣韻》
）
，5 卷 206 韻，計收 26000 餘字。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宋本爲現存較早完整版本，嚴氏（2007：290）考證亦爲南宋寧
宗年間刊本。
本文通過比較宋版《玉篇》與宋版《廣韻》入聲字音韻情況，歸納《玉篇》入聲部韻類混
切情況，試分析其韻類歸併語音演變特點。筆者統計《廣韻》第五卷入聲部共收 5410 字，其中
異體 271 字,《玉篇》作非入聲 472 字，
《玉篇》未收 422 字，所剩兩書同收入聲 4245 字。其中
兩書注音切語相同 788 字，
《玉篇》切語與《廣韻》不同但音韻地位相同 1889 字，兩書入聲韻
同音字共 2677 字，佔總數 4245 字之 63%，可見《玉篇》與《廣韻》入聲部具有六成以上同音
率，兩書音韻性質有高度近似性。然而《玉篇》另有 1568 個佔總字數 37%與《廣韻》音韻地
位不同所收字，其中一部分音韻差距甚大，一部分則具有語音演變或語音對應關係。後者在音
韻史上具有一定認識價值，本文特作類別考察，以饗識者。
2. 介音混切
2.1 洪音與細音混切
屋韻一等與三等混切有：磟 盧谷切（來屋合一）力竹切（來屋合三）1)/䪁 博木切（幫屋
合一）補目切（幫屋合三）/𠋩 方六切（幫屋合三）風木切（幫屋合一）/菐 方六切（幫屋合三）
方屋切（幫屋合一）/𦿁 方六切（幫屋合三）甫禄切（幫屋合一）/澓 房六切（並屋合三）防斛
切（並屋合一）/棴 房六切（並屋合三）扶木切（並屋合一）/𦱒 莫六切（明屋合三）莫卜切（明
屋合一）/㣎 莫六切（明屋合三）莫禄切（明屋合一）
，計 9 例。
陌韻二等與三等混切有：䞽 山戟切（生陌開三）山格切（生陌開二）/溹 山戟切（生陌開
三）所格切（生陌開二）/柵 測戟切（初陌開三）楚格切（初陌開二）/䜺 測戟切（初陌開三）
叉白切（初陌開二）/簎 測戟切（初陌開三）初格切（初陌開二），計 5 例。
2.2 開口與合口混切
一等混切有鐸韻：㘀 則落切（精鐸開一）祖郭切（精鐸合一）/椁 古博切（見鐸合一）古
莫切（見鐸開一）/槨 古博切（見鐸合一）古莫切（見鐸開一）/廓 苦郭切（溪鐸合一）苦莫切
（溪鐸開一）
，計 4 例。
二等混切有黠韻：劀 古滑切（見黠合二）公八切（見黠開二）/鱊 古滑切（見黠合二）古
八切（見黠開二）
，計 2 例。
三等混切有職韻：琙 雨逼切（云職開三）于洫切（云職合三）/洫 況逼切（曉職開三）呼
域切（曉職合三）/侐 況逼切（曉職開三）許域切（曉職合三）/𥄎 況逼切（曉職開三）火域切
（曉職合三）/𧹭 況逼切（曉職開三）呼域切（曉職合三）
，計 5 例。陌韻：銆 莫白切（明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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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二）莫伯切（明陌合二）/窄 側伯切（莊陌合二）側格切（莊陌開二）/笮 側伯切（莊陌合二）
側格切（莊陌開二）/蚱 側伯切（莊陌合二）莊額切（莊陌開二）/拍 普伯切（滂陌合二）普挌
切（滂陌開二）/魄 普伯切（滂陌合二）普格切（滂陌開二）/珀 普伯切（滂陌合二）普百切（滂
陌開二）/格 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頟切（見陌開二）/𢓜 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額切（見陌開
二）/茖 2)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頟切（見陌開二）/骼 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頟切（見陌開二）
/觡 古伯切（見陌合二）居額切（見陌開二）/鵅 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額切（見陌開二）/挌
古伯切（見陌合二）柯額切（見陌開二）/㦴 古伯切（見陌合二）古額切（見陌開二）/蛒 古伯
切（見陌合二）古額切（見陌開二）/𪌣 古伯切（見陌合二）古頟切（見陌開二）/𩹿 古伯切（見
陌合二）更白切（見陌開二）/鉻 古伯切（見陌合二）古額切（見陌開二）/宅 瑒伯切（澄陌合
二）除格切（澄陌開二）/擇 瑒伯切（澄陌合二）儲格切（澄陌開二）/澤 瑒伯切（澄陌合二）
直格切（澄陌開二）/䕪 瑒伯切（澄陌合二）除格切（澄陌開二）/鸅 3)瑒伯切（澄陌合二）儲
格切（澄陌開二）/𩏪 瑒伯切（澄陌合二）直白切（澄陌開二）/䪝 一虢切（影陌合二）於白切
（影陌開二）
，計 26 例。
四等混切有錫韻：闃 苦鶪切（溪錫合四）苦壁切（溪錫開四）/鶪 古闃切（見錫合四）公
覓切（見錫開四）/湨 古闃切（見錫合四）古壁切（見錫開四）/犑 古闃切（見錫合四）公覓切
（見錫開四）/砉 呼狊切（曉錫合四）呼覓切（曉錫開四）/殈 呼狊切（曉錫合四）況壁切（曉
錫開四），計 6 例。
以上 57 例可見《玉篇》入聲部韻類介音混切主要表現爲屋韻、陌韻三等字介音脫落以及
鐸韻、職韻、錫韻、黠韻等合口韻字介音脫落。即洪音與細音、開口與合口混切，有歸併簡化
趨勢。
2.3 重紐混切
重紐指支、脂、祭、真、仙、宵、侵、鹽 8 個韻系韻母在與唇、牙、喉音聲母拼合時反切
存在三等與四等對立音韻分佈現象。
《玉篇》入聲部韻類有重紐三等、四等韻與普通三等、四等
韻交相混切情況 45 例。
重紐三等與普通三等混切有質韻：圪 魚乙切（疑質 B 開三）語訖切（疑迄開三）/肸 羲乙
切（曉質 B 開三）許乞切（曉迄開三）/訖 居乙切（見質 B 開三）居迄切（見迄開三）/䰴 居
乙切（見質 B 開三）居乞切（見迄開三）/迄 許訖切（曉迄開三）呼乙切（曉質 B 開三）/釳 許
訖切（曉迄開三）許乙切（曉質 B 開三）/屹 魚迄切（疑迄開三）魚乙切（疑質 B 開三）/𧆫 魚
迄切（疑迄開三）牛乙切（疑質 B 開三）/𢇓 其迄切（群迄開三）巨乙切（群質 B 開三）
，計 9
例。薛韻：𢷒 其謁切（群月開三）渠列切（群薛 B 開三）/竭 其謁切（群月開三）巨列切（群
薛 B 開三）/碣 其謁切（群月開三）其列切（群薛 B 開三）/楬 其謁切（群月開三）渠列切（群
薛 B 開三）/钀 語訐切（疑月開三）魚傑切（疑薛 B 開三）/朅 丘謁切（溪月開三）丘列切（溪
薛 B 開三）/藒 丘謁切（溪月開三）去竭切（溪薛 B 開三）/𡐤 丘謁切（溪月開三）去竭切（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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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B 開三）/蠍 許竭切（曉薛 B 開三）許謁切（曉月開三）/𤢔 許竭切（曉薛 B 開三）許謁切
（曉月開三）/訐 居竭切（見薛 B 開三）居謁切（見月開三）/羯 居竭切（見薛 B 開三）居謁
切（見月開三）
，計 12 例。葉韻：𦀖 居輒切（見葉 B 開三）居業切（見業開三）/㢵 虛業切
（曉業開三）虛葉切（曉葉 A 開三）/裛 於業切（影業開三）於曄切（影緝 B 開三）/浥 於業
切（影業開三）於立切（影緝 B 開三）/极 巨業切（群業開三）其輙切（群葉 B 開三）
，計 5
例。
重紐三等與普通四等混切有薛韻：𡶫 魚列切（疑薛 B 開三）魚結切（疑屑開四）/焆 於列
切（影薛 B 開三）於決切（影屑合四）
，計 2 例。葉韻：𤷾 去涉切（溪葉 B 開三）祛叶切（溪
怗開四），計 1 例。
重紐四等與普通三等混切有質韻：謐 彌畢切（明質 A 開四）莫橘切（明術合三）/熚 卑吉
切（幫質 A 開四）卑出切（幫術合三）
，計 2 例。薛韻：赽 古穴切（見屑合四）居劣切（見薛
B 合三）/闑 五結切（疑屑開四）魚列切（疑薛 B 開三）/訐 居列切（見薛 A 開四）居謁切（見
月開三），計 3 例。葉韻有：𣄉 於葉切（影葉 A 開四）於業切（影業開三）
，計 1 例。
重紐四等與普通四等混切有薛韻：撆 普蔑切（滂屑開四）普滅切（滂薛 A 開四）/丿 普蔑
切（滂屑開四）普折切（滂薛 A 開四）/瞥 普蔑切（滂屑開四）匹烈切（滂薛 A 開四）/瞥 普
蔑切（滂屑開四）匹烈切（滂薛 A 開四）/缺 傾雪切（溪薛 A 合四）祛決切（溪屑合四）/蒛
傾雪切（溪薛 A 合四）苦決切（溪屑合四）/妜 於恱切（影薛 A 合四）於決切（影屑合四）
，
計 7 例。葉韻有：擪 於葉切（影葉 A 開四）烏協切（影怗開四）/靨 於葉切（影葉 A 開四）
於協切（影怗開四）/嬮 於葉切（影葉 A 開四）於協切（影怗開四）
，計 3 例。
可見《玉篇》入聲韻重紐混切主要表現爲質韻重紐與迄韻、術韻，薛韻重紐與月韻、屑韻，
葉韻重紐與業韻、怗韻之間混切。三等與四等混切一個顯著特點爲重紐三混普通三等與重紐四
混普通四等，用例分別有 26 例與 6 例，佔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說明此混切形式爲重紐歸併
主要演變模式，證實其他唐宋音韻材料所反映類似現象。
3. 主元音混切
3.1 重韻混切
《玉篇》入聲部韻類重韻混切情況 72 例。其中一等 22 例，二等 45 例，三等 5 例。
重韻一等混切有屋韻一等與沃韻：䑁 烏谷切（影屋合一）烏酷切（影沃合一）/碡 徒谷切
（定屋合一）徒篤切（定沃合一）/䧊 空谷切（溪屋合一）苦篤切（溪沃合一）/竺 丁木切（端
屋合一）丁沃切（端沃合一）/熇 呼木切（曉屋合一）許酷切（曉沃合一）/嚛 呼木切（曉屋合
一）火沃切（曉沃合一）/督 冬毒切（端沃合一）都谷切（端屋合一）/𡰪 冬毒切（端沃合一）
都谷切（端屋合一）/䗱 蒲沃切（並沃合一）步木切（並屋合一）/傶 將毒切（精沃合一）宗禄
切（精屋合一）/𪇰 博沃切（幫沃合一）布族切（幫屋合一）/濼 盧毒切（來沃合一）力谷切（來
屋合一）
，計 12 例。合韻與盍韻：褡 都合切（端合開一）都盍切（端盍開一）/靸 蘇合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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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開一）先盍切（心盍開一）/搚 盧合切（來合開一）吕闔切（來盍開一）/𪇹 盧合切（來合開
一）力盍切（來盍開一）/魶 奴荅切（泥合開一）奴臘切（泥盍開一）/𤸱 烏合切（影合開一）
於盍切（影盍開一）/𣣹 呼合切（曉合開一）火盍切（曉盍開一）/鞳 吐盍切（透盍開一）他合
切（透合開一）/㽺 呼盍切（曉盍開一）呼合切（曉合開一）/榼 苦盍切（溪盍開一）苦閤切（溪
合開一），計 10 例。
重韻二等混切有黠韻與鎋韻：㱜 側八切（莊黠開二）壯殺切（莊鎋開二）/蚻 側八切（莊
黠開二）側轄切（莊鎋開二）/𩡩 博拔切（幫黠開二）布戛切（幫鎋開二）/扒 博拔切（幫黠開
二）鄙殺切（幫鎋開二）/㺴 博拔切（幫黠開二）補戛切（幫鎋開二）/哵 博拔切（幫黠開二）
補戛切（幫鎋開二）/玐 博拔切（幫黠開二）班戛切（幫鎋開二）/釟 博拔切（幫黠開二）補戛
切（幫鎋開二）/䕓 初八切（初黠開二）初戛切（初鎋開二）/戛 古黠切（見黠開二）古札切（見
鎋開二）/楔 古黠切（見黠開二）革鎋切（見鎋開二）/殺 所八切（生黠開二）所札切（生鎋開
二）/蔱 所八切（生黠開二）所戞切（生鎋開二）/礣 莫八切（明黠開二）莫轄切（明鎋開二）
/𧷎 胡瞎切（匣鎋開二）胡八切（匣黠開二）/聐 五鎋切（疑鎋開二）儀黠切（疑黠開二）/𩮝
五鎋切（疑鎋開二）五縖切（疑黠開二）/刹 初鎋切（初鎋開二）初八切（初黠開二）/擖 古鎋
切（見鎋開二）公八切（見黠開二）/猰 古鎋切（見鎋開二）公八切（見黠開二）/趏 古䫄切（見
鎋合二）古滑切（見黠合二）/䫄 丑刮切（徹鎋合二）丑滑切（徹黠合二）
，計 22 例。陌韻與
麥韻：𪄱 陟格切（知陌開二）知革切（知麥開二）/𪐏 陟格切（知陌開二）竹革切（知麥開二）
/𥧮 陟格切（知陌開二）陟厄切（知麥開二）/齚 鋤陌切（崇陌開二）仕革切（崇麥開二）/齰
鋤陌切（崇陌開二）仕革切（崇麥開二）/礊 苦格切（溪陌開二）口革切（溪麥開二）/𩚬 烏格
切（影陌開二）於革切（影麥開二）/㿭 丑格切（徹陌開二）丑革切（徹麥開二）/𥋿 呼格切（曉
陌開二）呼革切（曉麥開二）/矠 楚革切（初麥開二）叉白切（初陌開二）/𣑭 楚革切（初麥開
二）楚格切（初陌開二）/㮝 下革切（匣麥開二）何格切（匣陌開二）/膈 古核切（見麥開二）
古額切（見陌開二）/厇 陟革切（知麥開二）竹格切（知陌開二）/矺 陟革切（知麥開二）竹格
切（知陌開二）/溹 山責切（生麥開二）所格切（生陌開二）/䩹 五革切（疑麥開二）牛格切（疑
陌開二）
，計 17 例。洽韻與狎韻：狹 侯夾切（匣洽開二）下甲切（匣狎開二）/𤲍 侯夾切（匣
洽開二）下甲切（匣狎開二）/珨 侯夾切（匣洽開二）胡甲切（匣狎開二）/䀫 古洽切（見洽開
二）古狎切（見狎開二）/霅 丈甲切（澄狎開二）丈洽切（澄洽開二）/梜 古狎切（見狎開二）
公洽切（見洽開二）
，計 6 例。
重韻三等混切有屋韻三等與燭韻：𦥑 居玉切（見燭合三）居六切（見屋合三）/䪁 封曲切
（幫燭合三）補目切（幫屋合三）
。物韻與術韻：𡲬 衢物切（群物合三）巨律切（群術合三）
。
昔韻開口韻與陌韻開口三等韻：擲 直炙切（澄昔開三）雉戟切（澄陌開三）/擿 直炙切（澄昔
開三）雉戟切（澄陌開三）。合計 5 例。
《廣韻》韻部系統中重韻配置亦反映主元音近似性特點，以上《玉篇》混切顯示一等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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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沃韻、合韻與盍韻，二等黠韻與鎋韻、陌韻與麥韻、洽韻與狎韻，三等屋韻與燭韻、物韻與
術韻、昔韻與陌韻已有歸併合流跡象。
3.2 一等與二等混切
一等與二等混切有山攝一等曷韻與二等鎋韻：齾 五割切（疑曷開一）魚轄切（疑鎋開二）
/菝 蒲八切（並黠開二）蒲達切（並曷開一）/鶷 胡瞎切（匣鎋開二）胡達切（匣曷開一）/獺
他鎋切（透鎋開二）他達切（透曷開一）/鴰 古䫄切（見鎋合二）公活切（見末合一）/姡 下刮
切（匣鎋合二）胡括切（匣末合一）
，計 6 例。咸攝一等合韻與二等洽韻：鞈 古沓切（見合開
一）公洽切（見洽開二）/𢂷 古沓切（見合開一）古洽切（見洽開二）/韐 古洽切（見洽開二）
古荅切（見合開一）/𨂁 烏洽切（影洽開二）於合切（影合開一）/凹 烏洽切（影洽開二）烏合
切（影合開一）/圔 烏洽切（影洽開二）烏合切（影合開一）/韐 古洽切（見洽開二）古荅切（見
合開一）/𨂁 烏洽切（影洽開二）於合切（影合開一）/凹 烏洽切（影洽開二）烏合切（影合開
一）/圔 烏洽切（影洽開二）烏合切（影合開一）
，計 6 例。咸攝盍韻一等與二等狎韻：鑞 盧
盍切（來盍開一）盧甲切（來狎開二）/鉀 古盍切（見盍開一）古狎切（見狎開二）
，計 2 例。
《廣韻》中一等與二等元音相近，中古以來均呈現相繼歸併局面，語音合一。
《玉篇》中混
切現象已見其先機。
3.3 三等與四等混切
梗攝三等昔韻與四等錫韻：㴒 羊益切（以昔開三）盈歷切（以錫開四）/磧 七迹切（清昔
開三）千的切（清錫開四）/汐 祥易切（邪昔開三）辭歷切（邪錫開四）/塉 秦昔切（從昔開三）
情迪切（從錫開四）/㱸 房益切（並昔開三）蒲狄切（並錫開四）/疫 營隻切（以昔開三）俞壁
切（以錫開四）/坄 營隻切（以昔開三）唯壁切（以錫開四）/垼 營隻切（以昔開三）唯壁切（以
錫開四）/鈠 營隻切（以昔開三）營歷切（以錫開四）/鐴 必益切（幫昔開三）補狄切（幫錫開
四）/劈 普擊切（滂錫開四）普辟切（滂昔開三）/癖 普擊切（滂錫開四）匹辟切（滂昔開三）
/僻 普擊切（滂錫開四）匹亦切（滂昔開三）/㔏 郞擊切（來錫開四）郎石切（來昔開三）/䵂
徒歷切（定錫開四）徒赤切（定昔開三）/勣 則歷切（精錫開四）子亦切（精昔開三）/𪄸4)則歷
切（精錫開四）子亦反（精昔開三）/䈿 莫狄切（明錫開四）莫辟切（明昔開三）/䠐 苦鶪切（溪
錫合四）丘役切（溪昔合三）/鼳 古闃切（見錫合四）吉役切（見昔合三）/𥍟 呼狊切（曉錫合
四）呼役切（曉昔合三）
，計 21 例。
《廣韻》三等與四等在中古前語音相差甚遠，進入隋唐時代已漸行漸近，以致不分。
《玉篇》
入聲三等與四等對立韻組中有山攝三等薛韻、月韻與四等屑韻，咸攝三等葉韻、業韻與四等帖
韻，梗攝三等昔韻與錫韻等分佈，以上所見用例僅限於梗攝，不見山攝、咸攝用例，難以索解。
但梗攝用例足見三等與四等合流在《玉篇》中已成不爭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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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音與主元音均相混
4.1 洪音與細音混切
一等與三等混切有通攝屋韻一等與三等燭韻：趢 盧谷切（來屋合一）力足切（來燭合三）
/趗 千木切（清屋合一）且足切（清燭合三）/渌 力玉切（來燭合三）力木切（來屋合一）/䚄
力玉切（來燭合三）來卜切（來屋合一）/娽 力玉切（來燭合三）力谷切（來屋合一）/逯 力玉
切（來燭合三）力谷切（來屋合一）/碌 力玉切（來燭合三）力木切（來屋合一）/䟿 力玉切（來
燭合三）力谷切（來屋合一）/㪖 力玉切（來燭合三）力谷切（來屋合一）
，計 9 例。臻攝三等
術韻與一等沒韻：捽 慈䘏切（從術合三）存兀切（從沒合一）/卒 子聿切（精術合三）作沒切
（精沒合一）/䬍 許勿切（曉物合三）呼沒切（曉沒合一）
，計 3 例。山攝三等月韻與一等曷韻：
閼 於歇切（影月開三）於達切（影曷開一）/𢉥 於歇切（影月開三）烏達切（影曷開一）
，計 2
例。宕攝三等藥韻與一等鐸韻：䀩 離灼切（來藥開三）來各切（來鐸開一）/雘 烏郭切（影鐸
合一）於縛切（影藥合三）/蠖 烏郭切（影鐸合一）於縛切（影藥合三）/嬳 烏郭切（影鐸合一）
乙縛切（影藥合三）
，計 4 例。曾攝三等職韻與一等德韻：朸 林直切（來職開三）旅得切（來
德開一）/𣮊 丁力切（端職開三）多則切（端德開一）/仂 盧則切（來德開一）六翼切（來職開
三）/䁇 莫北切（明德開一）眉力切（明職開三）
，計 4 例。咸攝一等合韻、一等盍韻與三等業
韻：㭘 古沓切（見合開一）居業切（見業開三）/砝 5)居盍切（見盍開一）居業切（見業開三）
/罨 於業切（影業開三）烏荅切（影合開一）/𩋊 於業切（影業開三）於合切（影合開一）
，計
4 例。
一等與四等混切有山攝一等曷韻與四等屑韻：巀 才割切（從曷開一）才結切（從屑開四）
/嶭 五割切（疑曷開一）五結切（疑屑開四）/粖 莫結切（明屑開四）亡達切（明曷開一）/𩱷
莫結切（明屑開四）亡達切（明曷開一）
。咸攝四等怗韻與一等合韻、一等盍韻：䕹 在協切（從
怗開四）才帀切（從合開一）/䑜 他恊切（透怗開四）湯蠟切（透盍開一）
。合計 6 例。
二等與三等混切有山攝三等月韻與二等鎋韻：跀 魚厥切（疑月合三）五刮切（疑鎋合二）
/𧿁 魚厥切（疑月合三）五刮切（疑鎋合二）/刖 五刮切（疑鎋合二）五厥切（疑月合三）
。梗
攝二等麥韻與三等昔韻：焃 呼麥切（曉麥開二）許赤切（曉昔開三）/𪕶 伊昔切（影昔開三）
於革切（影麥開二）/𪐏 竹益切（知昔開三）竹革切（知麥開二）
。咸攝三等業韻與二等洽韻：
袷 居怯切（見業開三）古洽切（見洽開二）
。合計 7 例。
二等與四等混切有山攝二等黠韻、二等鎋韻與四等屑韻：䦖 胡八切（匣黠開二）胡結切
（匣屑開四）/𪃈 古黠切（見黠開二）古屑切（見屑開四）/𡿖 五鎋切（疑鎋開二）魚結切（疑
屑開四）/㩢 莫鎋切（明鎋開二）亡結切（明屑開四）
。梗攝二等麥韻與四等錫韻：覛 莫獲切
（明麥開二）莫狄切（明錫開四）/𧵬 莫獲切（明麥開二）莫狄切（明錫開四）/虉 五革切（疑
麥開二）魚激切（疑錫開四）
。咸攝四等怗韻與二等洽韻、二等狎韻：梜 古協切（見怗開四）
公洽切（見洽開二）/𠗉 胡甲切（匣狎開二）胡頰切（匣怗開四）。合計 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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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開口與合口混切
一等有山攝合韻與末韻：𢃴 盧達切（來曷開一）力末切（來末合一）/末 莫撥切（明末合
一）莫曷切（明曷開一）/昩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割切（明曷開一）/䴲 莫撥切（明末合一）
莫達切（明曷開一）/𨣱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割切（明曷開一）/䬴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達
切（明曷開一）/秣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葛切（明曷開一）/靺 莫撥切（明末合一）亡達切（明
曷開一）/粖 莫撥切（明末合一）亡達切（明曷開一）/𩱷 莫撥切（明末合一）亡達切（明曷開
一）/𥽘 莫撥切（明末合一）亡達切（明曷開一）/抹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葛切（明曷開一）
/妺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葛切（明曷開一）/𠇱 莫撥切（明末合一）摩葛切（明曷開一）/𢗿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達切（明曷開一）/癶 北末切（幫末合一）補葛切（幫曷開一）/帗 北末
切（幫末合一）布達切（幫曷開一）/筏 北末切（幫末合一）布達切（幫曷開一）/拶 姉末切（精
末合一）子葛切（精曷開一）/眓 呼括切（曉末合一）呼達切（曉曷開一）/𢇷 蒲撥切（並末合
一）步達切（並曷開一）/菝 蒲撥切（並末合一）蒲達切（並曷開一）/茇 蒲撥切（並末合一）
蒲達切（並曷開一）/䯋 蒲撥切（並末合一）蒲葛切（並曷開一），計 24 例。
二等有山攝黠韻、鎋韻、黠韻：㑻 莫八切（明黠開二）莫刮切（明鎋合二）/䀨 呼八切（曉
黠開二）火刮切（曉鎋合二）/劀 古䫄切（見鎋合二）公八切（見黠開二）
。梗攝陌韻與麥韻：
嘖 側伯切（莊陌合二）壯革切（莊麥開二）/𤖼 普伯切（滂陌合二）普麥切（滂麥開二）/湱 虎
伯切（曉陌合二）火麥切（曉麥開二）/捇 呼麥切（曉麥開二）呼虢切（曉陌合二）
，合計 7 例。
4.3 洪細音與開合口綜合混切
山攝有：拔 蒲撥切（並末合一）蒲八切（並黠開二）/帓 莫鎋切（明鎋開二）亡撥切（明
末合一）/袺 古屑切（見屑開四）公曰切（見月合三）/㸅 子結切（精屑開四）子曰切（精月合
三）/瀎 莫撥切（明末合一）莫結切（明屑開四）/炦 蒲撥切（並末合一）步結切（並屑開四）
/袺 古黠切（見黠開二）公曰切（見月合三）/鱴 莫結切（明屑開四）莫括切（明末合一）
。梗
攝有：𤂥 瑒伯切（澄陌合二）直赤切（澄昔開三）/砉 虎伯切（曉陌合二）呼覓切（曉錫開四）
。
合計 10 例。
以上 79 例可見《玉篇》入聲部韻類介音與主元音均相混主要爲同攝內主元音混切，加上
介音在不同開合與四等之間混切特點。即介音與主元音均相混不拘洪音與細音、開口與合口，
有歸併簡化趨勢。
5. 韻尾混切
《玉篇》入聲部韻類韻尾混切 15 例。其中[p]與[t]混切 1 例，[p]與[k]混切 4 例，[t]與[k]混
切 10 例。[p]混切爲[t]有：苶 奴協切（泥怗開四）奴結切（泥屑開四）
。[k]混切爲[t]有：肭 女
六切（娘屋合三）女滑切（娘黠合二）/𩣡 蒲角切（並覺開二）步忽切（並沒合一）/唧 子力切
（精職開三）子栗切（精質開三）
。[t]混切爲[k]有：轢 盧達切（來曷開一）力的切（來錫開四）
/𤁢 姉末切（精末合一）子昔切（精昔開三）/耫 查鎋切（崇鎋開二）仕革切（崇麥開二）/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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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結切（精屑開四）子力切（精職開三）/𤁢 子結切（精屑開四）子昔切（精昔開三）/𪕯 胡結
切（匣屑開四）胡的切（匣錫開四）/覈 胡結切（匣屑開四）胡革切（匣麥開二）
。[k]混切爲[p]
有：噈 子六切（精屋合三）子合切（精合開一）/𣤶 子六切（精屋合三）子合切（精合開一）
/䱜 七雀切（清藥開三）倉合切（清合開一）/䱜 倉各切（清鐸開一）倉合切（清合開一）
。
《玉篇》所見三種入聲塞音韻尾混切字分佈，字數少且較分散，加上各相關韻之間音韻特
色參差不齊，難以解釋爲蘊含入聲韻尾歸併趨向之音韻現象。
6. 結論
本文以入聲韻爲研究對象初步探討《玉篇》反切與《廣韻》音韻之相關性，在數據支撐前
提下，我們一方面認識到《玉篇》反切系統很大一個部分與《廣韻》其實殊途同歸，表裡相依。
這具有說服力地印證了《大廣益會玉篇》是一部典型中古字書，包括它以單個字音爲載體之音
韻部分。但從本文入聲部反切比較探究結果審視，可以窺見《玉篇》中具有一個比《切韻》
、
《廣
韻》更具有音韻發展前瞻性之層次，饒有學術意義，亦是新學術發現。其中一些現象尚待全面
整理深入挖掘做出更合乎學術理念之解釋，筆者需要繼續努力。
注
1）各字條先列字頭，次列該字《廣韻》反切與音韻地位，其後爲《玉篇》反切與音韻地位。下同。
2）“茖”字《玉篇》音格。“格”字《玉篇》柯頟切。
3）“鸅”字《玉篇》音擇。“擇”字《玉篇》儲格切。
4）“𪄸”字《玉篇》音積。“積”字《玉篇》未收，
《篆隸萬象名義》子亦反。
5）“砝”字《玉篇》音劫。“劫”字《玉篇》居業切。
研究資料
（漢）許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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