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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履恆 《形聲類篇》 「通合理論」 合韻 考古派與審音派 成均圖 音值

構擬 古韻分部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上古音的研究早在宋代吳棫與鄭庠就已開其端緒，但宋代的古音學畢竟

只能算是開創的實驗階段，一直到了明代的陳第，才具備了語言研究的

歷史觀念而稍具規模。至清代顧炎武有系統的研析之後，終於開啟了古

音學研究的大門。 清代古音學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較於前代更為科

學、具體。在古音學史上，清代無疑的是一個重要的承先啟後階段。清

儒的古音成就為民國以來學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合韻現象向來為古音

學者研究古音理論所憑藉之重要根據，其所揭示古與古異部、古與今異

部等合用現象與界限研究，使得古韻分部理論獲致相當成度的開展。是

以合韻現象所推演之通合理論更是學者建構其理論之基礎。我們可以假



定江永「數韻同一入」、段玉裁「異平同入」、戴震「陰陽對轉」、孔

廣森「轉紐」說、王念孫「通韻、轉韻譜」乃至於太炎先生〈成均圖〉

無不由「通合理論」推闡而得。可知「通合理論」在古音研究之重要

性。 陳師新雄〈清代古音學家的主流與旁支〉一文曾提及，雖然主流的

古音學家為我輩之研究對象，然而其旁支亦不容小覷。李師添富亦以

為，古韻理論之發展乃為「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之結果，是以探求古

音理論之建構時，不應專其「主流」而略其「旁支」。 清代語言學的發

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順治、康熙、雍正年間為第一階段，是開創風

氣的時期。乾隆、嘉慶年間為第二階段，是清代語言學發展的高峰，也

是中國古代語言研究發展最為傑出的一個時期。道光、咸豐年間至清末

為第三階段，是衰落時期。丁履恆生於清代中葉，其時正處古音學研究

之發展高峰。丁氏「通合理論」前承江永、段玉裁、孔廣森及張惠言等

人之說而自成系統，不僅在韻部遠近通轉關係上，有較段氏更為明晰之

論述外，對於韻部排列次第以及太炎先生「成均圖」之建構，更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是以丁氏雖僅列名於清代古音學家之旁支，然於「古韻理

論之長程接力賽」中，則有其一定之貢獻。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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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丁履恆十九部音值構擬 一 甲部上【東】 二 甲部下【冬】 三 乙

部上【侵】 四 乙部下【談】 五 丙部【蒸】 六 丁部上【陽】 七 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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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論清代語文學的成就〉 〈漢語上古音的

元音問題〉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 丁履恆 《形聲類篇》 《續修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下冊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聲韻學會 《聲韻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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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並雕齋文集 〈《詩經韻讀》答疑〉 王力文集 王力?李榮?李方桂?俞敏

等 〈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王士元 〈聲調發展方式一說〉 王立

霞 《李因篤的古音學》 王若江 〈試析“數韻共一入”與“異韻同

入”〉 王念孫 《古韻譜》 《高郵王氏之遺書》 王俊才 〈明清之際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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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者在古韻分部研究上的貢獻 支偉成纂述 《清代樸學大師列

傳》 方俊吉 《高郵王氏父子學之研究》 〈高郵王氏學述〉 孔師仲溫 

〈廣韻祭泰夬廢來源試探〉 〈論江永古韻入聲八部的獨立與相配〉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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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上古三十八部五元音系統為 i ɨ ǝ a u 說〉 何九盈 《中國古代

語言學史》 《中國現代語言學史》 〈乾嘉時代的語言學〉 〈上古音節

的結構問題〉 何九盈?陳復華 《古韻通曉》 〈古韻三十部歸字總論〉 

何大安 《聲韻學中的觀念與方法》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

構》 沈兼士 《廣韻聲系》 杜道德?侯亭章 〈“入聲短促”非入聲本

質〉 李元度 《國朝先正事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 李方桂 〈上古音研

究〉 〈聲韻結合的問題〉 〈上古音〉 〈語言學三講〉 〈論東冬屋沃之

上古音〉 〈切韻 a 的來源〉 〈論中國上古音的*--iwe 、*-iwek、*-

iweg〉 〈論開合口〉 〈論聲韻結合〉 李妍周 《顧炎武的古音學》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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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陰入相配說再商榷〉 〈「合韻」現象源流考〉 邱德修 〈段氏之脂支

三部分用說商榷〉 〈觀堂對乾嘉古音學的承襲〉 林 尹 《中國學術思想

大綱》 《訓詁學概要》 〈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學術文章〉 林尹?林師炯陽 

《中國聲韻學通論》 林平和 《李元音切譜之古音學》 林語堂 《語言學

論叢》 林慶彰 《明代考據學研究》 林慶勳 《段玉裁之生平及其學術成

就》 林慶勳?竺家寧 《古音學入門》 孟傳書 〈古漢語異讀字說〉 孟蓬

生 〈四聲一貫說之我見〉 金泰成 《黃侃古音學之研究》 金鐘讚 〈論同

聲必同部〉 〈段玉裁的歸部與其古十七部諧聲表〉 邵榮芬 〈古韻魚侯

兩部在後漢時期的演變〉 〈古韻魚侯兩部在前漢時期的分合〉 〈古韻

幽宵兩部在後漢時期的演變〉 竺家寧 《古音之旅》 《聲韻學》 姜亮夫 

《中國聲韻學》 祝敏徹?張文軒 〈論初期“協韻”〉 段玉裁 《六書音

均表》 《段玉裁遺書》 姚榮松 〈由上古韻母系統試析詩經之例外押

韻〉 〈黃季剛先生之字源、詞源學初探〉 〈文始?成均圖音轉理論述

評〉 胡望安 《通假字彙》 胡楚生 〈顧亭林對於清代學術之影響〉 胡 

適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周斌武 〈錢大昕與清代音韻學〉 周法高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 〈論上古音〉 〈論古代

漢語的音位〉 周祖謨 問學集 凌紹雯纂修?高樹藩重修 《康熙字典》 唐

作藩 《音韻學教程》 《漢語音韻學常識》 〈論清代古音學的審音派〉 

〈對上古音構擬的幾點質疑〉 馬宗霍 《音韻學通論》 《中國經學史》 

夏 炘 《詩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說》 夏 燮 《述韻》 高本漢 《中國音韻學

研究》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中國古音之系統及其演變〉 

高 明 《小學論叢》 〈中國歷代韻書的韻部分合〉 麥仲貴 《明清儒學家

著述生卒年表》二冊 徐世昌 《清儒學案》中國學術名著歷代學案 《清

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 徐芳敏 〈古韻分部中若干聲符的歸屬問

題〉 徐復觀 〈清代漢學衡論〉 莊述祖 《珍埶宦遺書》 陳師新雄 《古

音學發微》 《鍥不舍齋論學集》 《音略證補》 《文字聲韻論叢》 《古

音研究》 〈從詩經的合韻現象看諸家擬音的得失〉 〈戴震答段若膺論

韻書對王力脂為分部的啟示〉 〈論談添盍帖分四部說〉 〈民國古音學

研究的開創人黃侃〉 〈蘄春黃季剛先生古音學說是否循環論證辨〉 

〈戴震答段若膺論韻書幾則聲韻觀念的啟示 〈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

究》的幾點質疑〉 〈清代古音學之主流與旁支〉 〈黃侃的古音學〉 

〈黃季剛先生及其古音學〉 〈怎樣才算是古音學上的審音派〉 〈上古

陰聲韻尾再檢討〉 〈章太炎先生轉注假借說一文之體會〉 陳振寰 《韻

學源流述評》 陳梅香 《章太言語言文字學研究》 〈章炳麟成均圖古韻

理論層次之探析〉 陳 第 《毛詩古音考》 陳彭年 宋本《廣韻》 陳慧劍 

《入聲字箋論》 陳 燕 〈試論段玉裁的合韻說〉 陳 澧 《切韻考》 郭錫

良 〈也談上古韻尾的構擬問題〉 莫友芝 《韻學源流》 《清代文集篇目

分類索引》 清國史館 《清代列傳》清代傳記叢刊 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 張文軒 〈論初期協韻〉 〈論協韻和讀破的關係〉 〈顏師古

的“合韻”和他的古音學〉 張文彬 《高郵王氏父子學記》 張世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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