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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元本《中原音韻》，原藏常熟瞿氏鐵琴

銅劍樓。一九二二年，瞿氏後人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叢

書》據以影印，書名頁題為《元本中原音韻》，扉頁題「壬

戌十月古里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印」，館藏臺北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簡稱「瞿本」。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一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

社，1959年）收錄《中原音韻》，即以瞿本為底本，末附

校勘記。本書引用《中原音韻》據此；引用校勘記簡稱「集

成本校勘記」，不再注明出版處。

 瞿本多異體字或俗體字，如「輩」作「#」，「員」作

「"」等。為便於閱讀與排印，字形點畫依據「集成本」

改用正體字。若集成本字句或斷句有誤，根據瞿本校正。

 《中原音韻》前半部為十九韻部，簡稱「韻譜」。後半部

為〈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簡稱〈起例〉。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各條皆另起一行，以「一」字

區隔。本書引用加上編號，共二十七條。其中第二十一條

之後著錄周德清【中呂‧滿庭芳】小令四首，瞿本雖未以

「一」字區隔，仍獨立為一條。便於引用，簡稱〈起例〉

之一、〈起例〉之二，依此類推。

𦷪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第二十七條〈作詞十法〉，其

中第九法「末句」。為免繁瑣，引用末句譜式不再出注頁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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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第二十七條〈作詞十法〉，其

中第十法「定格」，選錄元曲四十首小令和一首套數。為

免繁瑣，引用曲文，若只取其中兩三句，不再出注頁數。

瞿本或集成本若未標注題目，依據《全元曲》或《全元散

曲》補入。

 明英宗正統辛酉（1441）有訥菴重刻本《中原音韻》，簡

稱「訥菴本」。陸志韋、楊耐思校勘《中原音韻――附中州

樂府音韻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簡稱「訥

菴本校勘記」。

 〔明〕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有明刊本二卷，僅收韻

譜，署題「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古吳葉以

震校正」。書名有三種：⑴書題《中原音韻》，萬曆辛丑

（1601）大業堂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等地。⑵書題《重

訂中原音韻》，九思堂藏板，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

圖書館等地。⑶書題《中原音韻問奇集》，三槐堂刻本，

現藏天津圖書館等地。後二者書名雖有別，序文（殘缺）、

凡例、內容一致，且均與書題《中原音韻》內容相同。因

九思堂藏板殘缺，本書據北京圖書館藏大業堂刻本。為避

免書名與周德清韻書雷同，採用《重訂中原音韻》書名。

行文之間，為區別之便，簡稱周德清韻書曰「周韻」，王

文璧增註《中原音韻》曰「增註本」。

𤳙 〔明〕程明善輯《嘯餘譜》收《中原音韻》，初刻於萬曆

四十七年己未（1619），覆刻於清康熙元年（1662），皆

館藏臺灣國家圖書館。本書依據萬曆本，簡稱《嘯餘譜》

本。



凡　例 035

𤴆 張玉來、耿軍校《中原音韻校本――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

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是最新出版的校本，

簡稱「張玉來《中原音韻校本》」。

 李惠綿《中原音韻箋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6年 1月），以瞿本為底本，以訥菴本、王文璧增註《中

原音韻》為校勘本，兼具箋釋與校勘。依據原著內容，分

「韻譜之部」和「正語作詞起例之部」上下冊。本書是《中

原音韻箋釋》的研究成果，多所引用，除非必要，不再出

注。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

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收錄唐、宋、元、明、清重要

戲曲典籍，共十冊，四十八種。為免煩瑣，本書引用各本

曲籍，僅注明出自《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及其冊數、

頁數。

 周德清所謂「字別陰陽」指平聲分陰平、陽平。為行文之

便，或簡稱「陰陽」。

𪗆 周德清所謂「合口」指閉口音，一指雙唇塞音閉口入聲韻

尾 -p；二指平上去三聲雙唇鼻音閉口韻尾 -m。如〈起例〉

之十四：「《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

派入三聲亦然。切不可開合同押。」其所謂「無合口」指

沒有雙唇塞音閉口入聲韻尾 -p。所謂「切不可開合同押」，

非指介音的開口、合口，係指開口韻尾 -n與閉口韻尾 -m。

本書凡以介音區別中原之音的開口、合口、齊齒之別，其

「合口」與周德清使用之術語涵義不同。

 周德清有自注文字，為避免與正文混淆，以符號〔〕區



《中原音韻》北曲創作論與度曲論之研究036

隔，並以小號字體，如「一堆兒為一醉〔平聲〕兒」。引用

元明清曲籍，如有作者自注文字，亦然。

 〔宋〕陳彭年等撰《大宋重修廣韻》，依據余迺永《新校

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引

用〔宋〕丁度《集韻》，依據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鈔

本影印（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

𨫌 擬音依據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1985年）。擬音標示，前後用符號「/」區隔，例如

東 /tuŋ/。依照慣例，擬音應加上「*」標示，茲從甯繼福原

稿，省略之。

𤦫 吳語材料以蘇州方言為代表。現代蘇州方言音值，根據李

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

1988年）；葉祥苓《蘇州方言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1988年）；李榮主編《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

教育出版社，1998年）；〔日〕宮田一郎、石汝杰主編《明

清吳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丁邦

新編著《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引用現代方言音值解釋周

德清之舉例，以今證古，乃是權宜之法。

𤦎 判讀異體字，主要依據臺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資料庫，

http://dict 2 .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index.rbt，2000

年 6月臺灣學術網路一版，2012年 8月臺灣學術網路十二

版。

 〔清〕張玉書等編《康熙字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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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大詞典》，光碟繁體單機 3 . 0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

𤩎 普通話（現代漢語共同語）音讀，係根據《漢語大詞典》、

方言詞典、《異體字字典》資料庫等，其注音符號一律依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6

版），轉換為國際音標。

 元散曲、雜劇，除特定版本，主要依據徐征、張月中、張

聖潔、奚海主編《全元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簡稱徐征主編《全元曲》。引用書目不再詳列

作家作品。

𤧅 〔明〕臧晉叔編《元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重排版），楔子及各折之後有「音釋」，簡稱「臧晉叔音

釋」。

𤣳 引用上述瞿本、訥菴本、《嘯餘譜》本、王文璧增註《中

原音韻》、《廣韻》、《集韻》、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

擬音、蘇州方言音值、普通話音讀、《康熙字典》、《漢

語大詞典》、《異體字字典》等，為免煩瑣，不再出注。

 為便於掌握周德清舉例各支曲牌格律，茲以鄭騫《北曲新

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為依據。其〈凡例〉

第七條云：「本譜所定各牌調之格式，皆係根據元代及明

初之全部北散曲及雜劇，逐一勘對，比較歸納，然後作成

定論，力避前人只憑樂理臆測武斷之失。」又，〈凡例〉

第十五條云：「北曲所用為《中原音韻》，故本譜一切字

之讀音皆以周德清之《中原音韻》為標準，與古來一般韻

書及現代國語讀音不盡相同。」此譜平仄律之標示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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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音系，曲牌格律亦有嚴謹定式，足以為參照之規範。標

示平仄律之符號說明如下。

符號 說明 符號 說明

! 表協韻 ‧ 表協否均可

。 表不協韻之句 ＊ 表增句處

十 表平仄不拘 仄 表上去不拘

# 表平上不拘 $ 表宜上可平

卜 表宜上可去 厶 表宜去可上

△ 表句中藏韻 〔〕 表增出之句

六乙 表三、三句式 七乙 表三、四句式

， 表逗號 Λ 表藏否均可

 曲文及平仄律對照，如「定格」選錄馬致遠〈秋思〉【雙

調‧喬木查】套數，對照如下：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
平平去$‧ 十仄平平仄!十仄平平#去$!仄平平上

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十平平厶十‧十仄平平!

 引用曲文分辨正字與襯字，各以大、小號字體區別，正字

與平仄律對齊。

𨫣 各句平仄如有不同作法，雙行並列之，上行為常用者，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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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甲式。下行較少用者，謂之乙式。如上引〈秋思〉，首

句「秦宮漢闕」有甲乙二式。

𡡤 引用曲文如有平仄律對應，或需強調平仄律，句讀根據

《北曲新譜》。

 根據《北曲新譜》，【山坡羊】原屬【中呂】，又名【蘇

武持節】，亦入【黃鍾】、【商調】。〈起例〉之二十六

〈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將【蘇武持節】歸屬【中呂】。

「定格」四十首選錄張可久〈春睡〉【山坡羊】，周德清

又將此首小令置於【商調】之下。本書引用〈春睡〉【山

坡羊】，依照「定格」所屬宮調；引用【山坡羊】其他曲

文，則歸屬【中呂】。

𥈡 瞿本、集成本誤作【四邊淨】，根據《北曲新譜》應作【四

邊靜】為是，屬【中呂】，本書引用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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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以「正語」概念建構理論體系

周德清（1277 - 1365），字日湛，號挺齋，江西高安暇堂

人。《中原音韻》自序寫於元泰定甲子秋天（1324），甯繼福

推斷初刻本刊行約於至正元年（1341），經羅宗信等奔走刊

行於吉安 1。全書不分卷，內容包括十九韻部（簡稱韻譜）和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簡稱起例）兩部分。韻譜之前有

五篇〈中原音韻序〉，依次為：虞集、歐陽玄、周德清、羅宗

信、瑣非復初。各序連續，序後署名。〈起例〉之末有周德清

〈中原音韻後序〉。

十九韻部係歸納關、鄭、白、馬等北曲作家作品常用的韻

腳而成；〈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係周德清擬定體例，闡述

要旨。〈起例〉以條列方式撰寫，共二十七條。前二十五條屬

「正語起例」之性質，主要闡釋中原音系及審音辨字等要義，

歸納其「正語」內容約有七點：

㈠ 說明韻譜音讀方法：《中原音韻》不別立反切，以易識字

為各小韻之首，依照頭一字即可誦讀其音 2。

㈡ 強調入派三聲：《中原音韻》為廣其押韻而將入聲派入

平、上、去三聲，然言語誦讀之間還有入聲之別 3。

1 冀伏（甯繼福）：〈周德清生卒年與《中原音韻》初刻時間及版本〉，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期（1979年），頁98 - 99。

2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十一、十五，頁211 - 212。
3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四、五、六、十八，頁210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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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闡釋平聲調類：《中原音韻》平聲分陰平、陽平，沒有

「陰陽類」4。

㈣ 辨明《中原音韻》和《廣韻》聲調有別：如魚模韻「父、

婦」二字，《廣韻》皆為全濁聲母，讀上聲；《中原音

韻》因濁母清化而讀去聲 5。

㈤ 辨明《中原音韻》和《廣韻》押韻或歸韻有別：如「否、

浮、阜」三字，《廣韻》屬流攝，《中原音韻》分別收入

尤侯韻平、上、去聲 6。

㈥ 辨明異讀：如「屈原」之「屈」，音矩 /kiu/；「屈伸」音

之「屈」，音曲 /k‘iu/7。
㈦ 辨明諸方語之病：如「龐涓」呼為「龐堅」，「陶淵明」

呼為「陶烟明」8。

最後兩條屬「作詞起例」性質，「作詞」即創作北曲。

〈起例〉之二十六〈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最早著錄北曲十二

宮調及其統攝之曲牌，以為北曲宮調及其聯套之用；最後一段

曰：「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9繼而接續〈起例〉之二

十七〈作詞十法〉，提出北曲創作十項重要律則，其中第十法

4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八、九，頁211。按：平聲分
陰、陽，詳〈中原音韻自序〉。

5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二十二、二十三，頁218 -
220。

6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一、七、十、十四、十六、十
九、二十、二十二，頁210 - 214、216。

7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三、十二、十三、二十五，頁
210 - 212、223 - 224。

8 相關論述，見《中原音韻》〈起例〉之二、十七、二十一，頁210、
212、214 - 218。

9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頁224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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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選錄四十首小令和一首套數，並有評點。不僅具體提

出創作北曲之原理原則與鑑賞批評，亦是探索周德清曲牌格律

論的重要文獻。可知二十七條〈起例〉，非只針對韻譜而撰，

其內容豐富多元，不同於一般「凡例」。

元代曲壇稱散曲為「樂府」，稱雜劇為「傳奇」。《中

原音韻》所稱「樂府」取其廣義，以散曲為主，兼指雜劇 10，

成為「北曲」之總稱。〈中原音韻自序〉云：「言語一科，欲

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11周德清強

調必以中原之音為「正語」之依據，而後才能以「正語」創作

樂府。其語音基礎，或為大都音，或為汴洛音，各家或稱「近

代官話、元代國語、中州音」等等，不同稱呼往往代表不同觀

點，本書採用周德清使用「中原之音」一詞 12。

從〈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之標題，以及上引〈中原音

韻自序〉之語，周德清皆具體指出「正語」與「作詞」之間的

緊密關係。可知〈作詞十法〉固然是探討北曲創作論的主要文

獻，但必須以各條〈起例〉做為理論背景，深入掌握「正語」

體系的建構，才能進入創作論之堂奧。既以「樂府」為北曲之

10 周維培考證周德清所集韻腳主要依據是元代前中期的散曲。周維培：
《論中原音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頁40 - 41。
按：〈中原音韻自序〉舉《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越調．麻郎兒．

幺篇】首句：「忽聽一聲猛驚」；〈作詞十法〉亦以劇曲為例，如

《周公攝政》、《王粲登樓》等，凡七見。可知周德清所稱「樂府」

兼指雜劇。
11 周德清：《中原音韻》，頁175。
12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49。按：本書贊同楊耐思之說，並據周德清用語，採用「中
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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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稱，又強調作樂府切忌傷音律，則成為案頭之作，必當可歌

可吟；而歌者之唱念亦必以中原之音為依準。本書即以「正

語」為論述基礎，開展《中原音韻》北曲創作論與度曲論之研

究。

第二章〈正語概念之背景〉係掌握周德清提出「正語」概

念的戲曲背景。元代一統之後，杭州一帶是戲曲文化活動的重

鎮，並且是「北劇南戲」交化之中心。元代中葉以後，除了北

雜劇是劇壇主流，南戲創作與搬演亦有盛況。周德清觀聽當時

搬演戲文的唱念呼吸，平上去入四聲分明；而以中原音系為唱

念載體的北曲，則與戲文有別，故以中原之音為正語，視為創

作與唱念之首務。

考述元代南戲發展史的過程中，得知研究南戲的前輩學

者，大多異口同聲主張大約宋末或元初，或元中葉北曲雜劇南

下時，戲文大概已經流傳至大都，並有演出、編撰，亦有大都

隆福寺刻本。這個推測起自錢南揚（1899 - 1987）於一九八一

年問世的《戲文概論》，三十餘年來無人置疑，影響深遠。本

章先從宋元戲文流播浙、閩、吳、贛地區切入，以示其文獻斑

斑可考，卻無文獻證明戲文流播大都。其次論述元代戲文之盛

況，北劇南戲交會以及戲文編撰重心皆在杭州，戲文大量創作

在元代晚期天曆、至正年間（1328 - 1368），可知戲文難以在

南宋末或元初流傳大都。又從現存可考里居北方之戲文作家，

闡述鄧聚德雖籍貫大都，但不足以證明其戲文《金銀貓李寶閒

花記》已流播大都。再考察北京隆福寺建成於明代，鄧聚德

《金銀貓李寶閒花記》乃是明代隆福寺刊本。最後檢視《青樓

集》著錄，唯有一則記載專攻南戲的女伶是浙江婺州人，目前

未見大都演出戲文的表演史料。經過上述論證，得知錢南揚之

推測「理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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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清在北劇南戲交化的戲曲風潮中，強烈意識到兩個

劇種的語言音系有差異，故於韻譜首行「中原音韻」四字下自

注：「正語之本，變雅之端」，意謂中原之音可做為辨正《廣

韻》之標準，亦可做為矯正方音之病的根本；也是辨別北曲樂

府與宋元戲文等其他腔調劇種戲曲語音差異的依據。這是問題

意識的根由，第三章〈正語體系之建構〉，即以「正語之本，

變雅之端」八字做為正語體系之綱領和論述基礎。「正語之

本」旨在辨正《中原音韻》與《廣韻》音類與用韻的差異，分

別從《中原音韻》平聲分陰平、陽平，入派三聲，無閉口入聲

及押韻現象等進行論述。「變雅之端」旨在辨正諸方語之病，

分析周德清「正音」的對象，主要針對宋元戲文載體的吳語。

虞集（1272 - 1348）〈中原音韻序〉云：「我朝混一以

來，朔南暨聲教，士大夫歌詠，必求正聲，凡所製作，皆足以

鳴國家氣化之盛。自是北樂府出，一洗東南習俗之陋。大抵雅

樂之不作，聲音之學不傳也，久矣。」13所謂「雅樂」指北曲

樂府，與東南（閩、浙之音）地區的「戲文」相對而言。虞集

認為長久以來雅樂不作，聲音之學不傳，蓋因當時戲文的唱念

聲腔風靡盛行之故。自元代一統之後，文士創作北樂府以中原

之音為「正聲」，足以矯正戲文方音之病。虞集的觀點與周德

清建構「正語之本，變雅之端」相互呼應。何大安先生〈周德

清的「正語」之謎〉，提出《中原音韻》「正語」的對象是

《廣韻》和代表宋元戲文唱念的吳語，可謂切中核心要旨，甚

13 〔元〕虞集：〈中原音韻序〉，周德清：《中原音韻》，頁173。引
文注釋，參閱李惠綿：《中原音韻箋釋――韻譜之部》（臺北：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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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見 14。正因為戲文唱念的吳語特點和中原之音迥異，更能

洞察周德清必須以中原之音對比南戲唱念音系的歷史背景。

如上所述，「變雅之端」的宗旨在於辨正北曲和南戲語

音唱念之差異，「正語之本」的宗旨在於辨正《中原音韻》和

《廣韻》音類與用韻之差異。周德清提出，言語誦讀不宜泥古

非今，動輒引用《廣韻》之反切為證，透露語音演變的歷史

觀。兩本韻書「聲、韻、調」之音類差異，落實到個別字就是

音讀的不同。這是第四章〈四海同音之體現〉的問題意識，周

德清使用「四海同音」，是一個頗受聲韻學界爭議的語詞。然

其所謂「四海同音」，非指四海之人說相同的語言或有相同

的語音，而是指北曲創作與唱念所當遵循的音讀。周德清既

然強調語音宜通達時變，則《廣韻》與中原之音的差異，當是

其關注「四海同音」的核心旨趣。因此將韻譜讀音與《廣韻》

或《集韻》反切對照，同時運用〈起例〉與韻譜互涉之材料進

行探索，從「異讀」和「特殊音讀」兩個面向，闡述《中原音

韻》體現其所謂「四海同音」的兩大類型。歸納〈起例〉所舉

字例有「異讀、古讀變化為今讀、依邊傍字音、方言俗字之音

讀」四種，後三者姑且歸屬為「特殊音讀」。異讀與特殊音讀

兩大類型皆可於韻譜得到印證，證明韻譜和〈起例〉隱然形成

內在的對話。

掌握中原正語體系，明辨四海之人的音讀，才能落實創

作。〈起例〉之二十六最後一段云：「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

14 何大安：〈周德清的「正語」之謎〉，收入洪波、吳福祥、孫朝奮
編：《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5年12月），頁112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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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審其音而作之，庶無劣調之失。」15第五章〈曲牌格律之

要素〉就是在「識譜」的立論之上開展，從而進入本書創作論

的主題。換言之，北曲創作的基本條件就是要具有辨識文字

格律譜的能力。北曲成為元代新興的韻文學，其格律較之於

詩詞更為複雜多變。曾永義先生〈論說「建構曲牌格律之要

素」〉16，提出「字數律、句數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

偶律、長短律、句中音節單雙律、詞句語法特殊結構律」等八

項要素。永義先生建構曲牌格律之八要，啟發筆者沿波討源，

上溯北曲音韻格律之祖的周德清，並借用永義先生對八項要素

之定義，分析《中原音韻》吉光片羽的提點，論述周德清建構

北曲曲牌格律之要素有：「句數律、字數律、襯字律、聲調平

仄律（包含入聲作平聲律、陰陽律、仄仄律）、末句律、收煞

律、協韻律（包含開合口分押、雙聲疊韻、短柱韻等戒律）、

務頭律、對耦（偶）律」。最後評議其得失，彰顯周德清立基

開創北曲格律的歷史地位。

北曲曲牌格律之要素有「務頭律」一項。「務頭」係周德

清創發的術語，由於周德清並未給予具體精確的文字定義，因

而引發明清以來諸多曲論家不同詮解，「務頭」遂由格律要素

轉變為創作概念與批評術語，理當專文論述，釐清其原始涵義

及其發展演變，是為第六章〈務頭術語之源流〉。曾永義先生

解釋，就複詞結構而言，「務頭」實為帶詞尾之複詞，「頭」

者，詞尾也，有如「子、兒」等，本身並無意義。而「務」

15 周德清：《中原音韻》，頁231。
16 曾永義：〈論說「建構曲牌格律之要素」〉，《中華戲曲》第44期
（2011年12月），頁98 - 137。收入氏著：《戲曲與偶戲》（臺北：
國家出版社，2013年），頁99 -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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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也，意謂於此必須講究聲、韻、律，亦即此處或為

此句、或為此調、或為此套最為美聲者。曲中之主腔性格即由

此而發，故亦必須配搭俊語，方能使聲情、詞情相得益彰 17。

所謂「聲情、詞情相得益彰」，符合周德清賦予務頭的涵義。

筆者考述〈作詞十法〉出現三次務頭的涵義，進而分析「定

格」評點為務頭之曲例，證明務頭確然有「調、句、字」三種

類型；且和語言修辭、音韻格律、音樂旋律皆密切相關。最

後站在周德清賦予務頭涵義的高度，俯瞰明清以來對務頭之演

繹。

周德清創發務頭術語，並用以評點曲例，使其具有豐富的

內涵。不僅具備「文律雙美」之特質，又與歌唱有關，跨越創

作論與度曲論，因而開展本書第七章〈文律雙美之演繹〉與第

八章〈度曲評點之形成〉。

北曲發展至中後期，隨著政治中心從大都南移至杭州，不

僅北籍作家長期居住在南方，大量南籍文士亦參與北曲創作。

北方文士以中原之音為通語，而南方文士慣說自己的方言，誠

如虞集〈中原音韻序〉所說：「五方言語，又復不類。……

吳人呼『饒』為『堯』，讀『武』為『姥』，說『如』近

『魚』，切『珍』為『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18虞集

以四組字例描述當時吳人的音讀，意在說明「五方言語」和

「正音」的對照，總結吳人呼「饒」為「堯」等讀音，皆非正

音，不宜用以唱念北曲。必須依照中原之音誦讀才是正音，和

周德清的「正語」概念相互呼應。文士曲家各有自己的「五方

17 曾永義：〈論說「歌樂之關係」〉，臺灣大學戲劇系主編《戲劇研
究》第13期（2014年1月），頁28。

18 虞集：〈中原音韻序〉，周德清：《中原音韻》，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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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將難以精確掌握北曲音韻格律，例如開口韻、閉口韻

同押等，因而普遍存在「文律俱謬」的現象。周德清雖為南方

江西高安人，然其「通聲音之學、工樂章之詞」19，恪遵「作

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音律論）以及「成文章曰樂府」

（修辭論）的創作理念，務求臻於「文律雙美」；而以中原之

音為「正語」，即是創作文律雙美的重要基礎。文律論中的

「修辭」與「音律」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涵容的關係，例

如「襯字、對耦、末句、陰陽、務頭」五項雖屬音律，亦與修

辭相關。不僅如此，周德清對造語修辭和文字音律往往講求能

聽能歌。從「不分務頭，亦不能喝采」之說，乃至文律雙美講

究「要聳觀，又聳聽」，顯見周德清的創作論和度曲論形成緊

密繫聯。雖然沒有像李漁具體說出「填詞之設專為登場」20，

然大量從音樂歌唱的角度評點北曲，極力闡述「歌其字音必其

字」的美學訴求，足以說明度曲評點始於周德清。

唱曲者得以體現「歌其字音必其字」，一方面是作者填詞

必須恪守平仄音律，一方面是歌者唱念每個字的聲韻調必宗中

原之音，可知「欲作樂府，必正言語」；而欲知度曲，亦必正

言語。換言之，歌者的咬字吐音要唱得「字真句篤」，必以中

原之音為依準。對作者而言，韻譜用以押韻；對歌者而言，韻

譜據以唱念。此外，〈起例〉具體舉證「正語」的七點內容，

如《中原音韻》入派三聲、平聲分陰陽等（詳上文），亦是作

者與唱者所當遵循的四海之音。再次印證第三章〈正語體系之

建構〉，第四章〈四海同音之體現〉，是掌握《中原音韻》創

19 〔元〕歐陽玄：〈中原音韻序〉，周德清：《中原音韻》，頁174。
20 〔清〕李漁：《閒情偶寄．演習部．選劇第一》，收入《中國古典戲
曲論著集成》，冊7，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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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論與度曲論的理論基礎。

周德清於〈起例〉之十五云：「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

見行刊雕。」21逐字解註釋義的刊雕本，惜今不傳。《中原

音韻》不別立反切，時至明代弘治十六、十七年之間（1503 -
1504），有吳興王文璧《中州音韻》刊刻本，僅有韻譜，署題

「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校正」22。約一百年之後，又

有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又名《重訂中原音韻》）刊行，

現存較早為萬曆辛丑（1601）大業堂刻本，僅有韻譜，署題

「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古吳葉以震校正」23。

這兩本皆有反切釋義，以王文璧的用語，稱之曰「翻切圈註

本」。

王文璧兩本韻書皆署題「高安周德清編輯」，當與周德清

韻書有關，而學者大多將兩本韻書混而為一。筆者撰寫《中原

音韻箋釋》，運用元刊本（以瞿本為代表）與明刊本（以訥菴

本為代表）相互校勘，統稱「的本」系統。再運用王文璧兩本

「翻切圈註本」勘誤「的本」系統。得知兩種系統有一脈相承

的關係，其中並有諸種議題有待釐清與考辨，這是第九章〈填

詞度曲之圭臬〉問題意識的起源。

本書除緒論、結論之外，以周德清「正語」概念為「圓

心」，展開第二章至第八章畫成一個「圓」，每一章論題皆向 
 

21 周德清：《中原音韻》，頁212。
22 王文璧《中州音韻》有兩個較早的版本。㈠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

閣文庫本（1503 - 1504），簡稱「內閣本」。㈡上海圖書館藏本，簡

稱「弘治本」，相關考述詳第九章。
23 王文璧增註本有三種書名：㈠書題《中原音韻》。㈡書題《重訂中原

音韻》。㈢書題《中原音韻問奇集》，相關考述詳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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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心輻輳，涵括《中原音韻》各個部分。因此各章皆擬定副標

題，以指示該章主要論證的內容或切入論題的視角，彰顯本書

雖以北曲創作論與度曲論為書題，卻不再囿於〈作詞十法〉。

由於全面運用〈正語作詞起例〉二十七條文獻，故其涉及的音

韻義理皆必須深入探究，使本書不僅成為跨戲曲與音韻領域的

著作，亦可彰顯周德清的曲學成就與貢獻，並從各個面向闡述

其對後世深遠的影響。第十章「開啟先河與引領後進之曲學成

就」，即是將周德清置於金字塔的頂端，觀照元明曲學史的演

變與發展，並為全書結論。

《中原音韻》的性質原是北曲創作、押韻、唱念之依據，

〈起例〉之二十三提及《廣韻》「逐一字調平上去入，必須極

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24南曲戲文四聲

分明，北曲入派三聲，周德清編撰《中原音韻》的核心宗旨，

一則強調中原與《廣韻》音系不同，二則彰顯北曲填詞的聲調

押韻與唱念呼吸，實與南曲戲文迥異。《中原音韻》呈現的音

韻語料，除可做為近代音之文獻研究，亦可從北曲創作與搬演

唱念的視角觀照，實踐本書對「戲曲音韻學」的耕耘開拓與研

究成果。因此各章論述大量運用現存元曲為例，意在回歸元曲

文本，使《中原音韻》的語料和字例，得以和現存元曲形成實

際的對話和印證，從而彰顯音韻學在元曲文學藝術中具有生機

活潑的語言意義。

後記：

國家出版社將本書分別送審音韻和戲曲學者，兩位審查

先生不約而同惠賜高見，意謂：「本書共分九章，前置〈緒

24 周德清：《中原音韻》，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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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將〈緒論〉列為第一章，則是十全十美。」先生所言

甚是，謹採納雅言，修訂之。非常感謝兩位審查先生，肯定拙

著致力於戲曲音韻研究之苦心，並極力推薦本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