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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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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以交叉檢索的辦 

法，快速掌握方言的歷史音變規則，研究漢語「肚」的音義來源及其

在方言中的表現。具體結論是： 

    （一）漢代由平聲端母「都」孳生出上聲「肚」，指稱人胃。福州

型及梅縣型方言讀端母，北京型及廣州型方言讀定母，呈現語詞孳生

以音別義的多樣性。 

    （二）後來從指稱人胃的本義引申，也指稱魚類及牲畜的胃。對

於這項引申，廣州型及梅縣型方言未以音別義，北京型及福州型則以

音別義：福州型將引申義讀為定母，北京型將引申義讀為端母。這項

引申除呈現音義變化的多樣性外，也增加了新一層的音義變化。 

    （三）廣州型及梅縣型因為方言接觸，受異讀影響而使「肚」的

語音發生變化，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感謝國科會（今科技部）對本資料庫的長期經費補助，以及歷任助理、工程師和工讀生的辛

勞。此外還要感謝中研院資訊所莊德明技師團隊的技術指導，並促成本資料庫與「小學堂

文字學資料庫」連結，增強本資料庫的語文檢索功能。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6 年第七屆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主辦，2016 年 12 月 1-3 日），粵語

「肚」的部分成果並曾發表於「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香港教育大學主辦，

2017 年 12 月 8-9 日），得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謹此一併申謝。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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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某些方言，其個別詞彙在音義區別上發

生混淆，也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五）縱觀「肚」的孳生及後來的詞義引申，其音義發展具多樣

性及多層性特點，造成現代方言異常複雜的面貌。 

關鍵詞：數位平臺、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漢語方言、音義研究、多樣

性、多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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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研究漢語方言「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為掌握方言材料，

曾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得到極大的便利。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國科會（今科技部）補助學者建置的語

言資料檢索系統。這個資料庫以《廣韻》的兩萬多字為基礎架構，輸

入上古、中古、現代三個階段的漢語語音資料。1 上古階段包括先秦、

兩漢音系；中古階段包括魏晉、南北朝、隋唐音系；現代部分包括各

大方言區的代表方言。古音輸入乃依據學者的研究成果，現代音輸入

則依據當代出版的各種語言調查報告。 

本資料庫輸入的語料是經過切割的音節。就現代音來說，一個音

節拆分成聲母、韻母、調類、調值，分開輸入，個別佔一個檢索單位；

研究者也還可以視需要將韻母再拆分出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用更

小的單位來觀察。就古音而言，《廣韻》各字所屬的調類、韻目、字

母、清濁、等第、開合、上字、下字、又音、又切，也都在資料庫中

個別佔一個檢索單位。這樣的資料建置方式，使研究者能夠配合研究

之需，設計各種條件來交叉檢索。由於拆分成很小的單位，使資料能

夠提供深入分析之用，這是本資料庫最重要的特點之一。 

    以下第二節舉例說明「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三種基本的檢索功 

能。第三節以一篇研究論文為例，顯示數位分析對方言研究所提供的

檢索之便。第四節為結語。 

 

                                                 
1 直至目前，「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所依據的研究成果及方言調查報告共 54 種。參見資料庫

首頁「參考書目」，網址：http://140.112.145.93/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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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功能 

（一）考察「古今音變」的功能 

    以北京話聲母溯源為例。從 http://140.112.145.93/ccr 進入資料庫

首頁之後，勾選古音檢索條件的「字母」，並點選「現代」─「官話」

─「北京」，在「北京」下的聲母欄位輸入「tʂ」，再按「確定送出」，

展開的第一頁顯示北京音 tʂ 來自知、章、徹、澄字母，第二、三頁顯

示來自知、章、莊，直到最末一頁，共有 200 筆資料。總體顯示北京

音 tʂ 主要來自知、章、莊、澄、崇母，另外徹、娘、精、從、昌、禪、

初母也都各有一個或兩個字讀 tʂ 聲母。 

知、章、莊屬全清類字母，澄、崇屬全濁類字母。對於這兩組字

母，使用者進一步檢索，可發現澄、崇母在北京分別都另外有送氣 tʂh

的讀音。究竟為什麼澄、崇母既可以讀 tʂ，又可以讀 tʂh，勾選加上其

他條件來交叉檢索，便能獲得解答。 

使用者可勾選古音「字母」項，在欄位內輸入「澄」字，並勾選

古音「聲調」項，在欄位內輸入「平」，按「確定送出」，可看到北京

話澄母平聲的讀法。接著用同樣的方法檢索出澄母上聲、澄母去聲及

澄母入聲的音讀，觀察聲調之異會不會是影響分讀的原因。按照以上

方法輸入選項後，展開的北京澄母字音共 53 筆，其中平聲字 28 筆都

讀送氣音，上聲字 4 筆、去聲字 11 筆、入聲字 10 筆都讀不送氣。這

樣的檢索結果，顯示北京話澄母分讀送氣與不送氣是因古今音變而造

成：古澄母演變到今天的北京音，平聲字讀送氣音 tʂh，仄聲字讀不

送氣音 tʂ。 

 

（二）發現「例外音讀」的功能 

檢索北京音 tʂ 聲母來源時，發現徹、娘、精、從、昌、禪、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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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字母的出現筆數非常少。經再次檢索，可發現這七種字母讀 tʂ 是

屬於例外音讀。 

以娘母字為例，勾選輸入「娘」字母，並點選「現代」─「官話」

─「北京」為檢索條件，按「確定送出」後，可發現北京音共收了 14

筆娘母字，其中 13 筆讀 n，只有 1 筆「粘」字讀 tʂ。這顯示娘母的北

京音規則讀法是 n，讀 tʂ 的那一筆是不規則讀法。至於為什麼會產生

這個不規則讀法，單從本資料庫的語音材料無法看出，但可以向外連

結「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相關的語文線索，嘗試找尋答案。 

根據《廣韻》，「粘」為娘母字「黏」的俗字，所以「黏」、「粘」

本為同音字。「粘」讀第一聲 tʂan55 頗為奇特，為了解其故，本文利

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與「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北京 tʂan55

的讀音，發現「沾」字也讀 tʂan55，並且「黏（粘）」與「沾」都有「連

結、附著、接觸」之義。大約由於「黏（粘）」與「沾」詞義相近，而

俗字「粘」的音義不及正字「黏」穩定，字形又與「沾」有相同的偏

旁，因此「粘」類推於「沾」而讀同 tʂan55，成了例外讀音。 

用資料庫檢索語音材料，例外音讀會因不符規則而在比例上顯現

出來。這些例外音讀來自特殊的語言現象，進一步查檢語義用法的線

索，常可發現產生例外音讀的原因。 

 

（三）可向外連結以獲取各種語文線索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除提供字音檢索功能外，點選「字號」可

連結到「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便於檢索察看相關的字形、字義及

用法。 

    例如輸入「朝」字檢索，可知有全清知母「陟遙切」、全濁澄母

「直遙切」兩讀，今北京音分別讀一聲 tʂau55、二聲 tʂhau35。點選

「朝」的「字號」，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教育部異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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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開放康熙字典」後可發現：「陟遙切」釋義為「旦也，指早」；

「直遙切」釋義為「臣見君曰朝，臣下拜見君王也」。「朝」字聲母一

清一濁，詞性分屬名詞和動詞，是形態變化「清濁別義」派生的結果。 

再如輸入「出」字檢索，可知有去聲「尺類切」、入聲「赤律切」

兩讀，北京音只保留來自入聲的讀法，今讀 tʂhu55。點選「出」的「字

號」後，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開放康熙字典」，上有

《洪武正韻》的紀錄，曰「凡物自出，則入聲；非自出而出之，則去

聲」。這說明入聲讀是不及物動詞，去聲讀是使動用法，表示「使出」；

去、入兩讀具有「四聲別義」的派生關係。 

舉這兩字為例，是要說明漢字音、義之間常具有密切的關係。2 

要了解這些關係，就必須在語音檢索之後，繼續整合相關的語義線索，

並從各種字書及古文獻取得例證，進行研究，以獲取關於漢語詞彙音

義的系統性知識。3 

 

三、數位分析與漢語方言研究 

 

    本節以「肚」為例，探討它的音義表現及來源。在研究過程中，

對語音規則的掌握，以及對例外音讀的判斷，主要得力於「漢字古今

音資料庫」的檢索功能。有關「肚」的語源及詞義探討，則利用各種

古字書及文獻，也從本資料庫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

語義用法的資料。底下分三小節討論，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說明如

                                                 
2 語詞在初創時，音、義之間是約定俗成的，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孳生或派生之後的孳生詞或

派生詞，其音、義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草木初生卷曲的特徵名為「句」，其語義和語

音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而金屬鉤子名為「鉤」是因為它由「句」引申孳生而出，鉤之名為

「鉤」，與它的語義特徵具有必然的關係。每一個孳生詞或派生詞都可以說得出它如此命名

的道理，這個命名的道理來自它孳生或派生之所生，成為孳生詞或派生詞音義的來源。 
3 例如對「以音別義」、「一音多義」、「一義多音」等現象，進行形態變化、詞義演變、音韻層

次等不同的研究。 



數位平臺與漢語方言研究──論「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 

17 

何利用資料庫。 

 

（一）現代方言「肚」的音義表現 

    《廣韻》「肚」有「當古切」與「徒古切」兩讀，釋義均為「腹

肚」，4 看不出兩讀的詞義有無區別。檢查現代漢語方言「肚」的音義

表現，大別有四種類型。5 茲以客語梅縣話、粵語廣州話、官話北京

話、閩語福州話為代表，說明如下： 

1. 梅縣話「肚」只有上聲調 tu3 一讀，6 既指人的肚子（以下多

以「腹肚」代稱），也指牲畜魚類的胃（以下多以「魚肚」代稱）（黃

雪貞 1995: 28）。依梅縣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tu3 應來自「當古切」。

這類型主要出現在客語區，此外還有如閩南雷州話（張振興、蔡葉青

1998: 25、201）、海口話（陳鴻邁 1996: 24、171）、江淮官話的合肥話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等。 

2. 廣州話「肚」只有陽上調 thou4 一讀，兼用稱「腹肚」及「魚

肚」，如「肚餓」thou4 Nç6、「豬大肚（豬的胃）」tsy1 tai6 thou4（白宛

如 1998: 234）。依廣州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thou4 應來自「徒古  

切」。7 這類型主要出現在粵語區，此外還有江淮官話丹陽（蔡國璐

                                                 
4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年張士俊澤存堂本據周祖謨〈《廣

韻》校勘記〉校正），卷 3，頁 265。 
5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肚」字下分列「胃」

與「肚量」兩種詞義。根據有兩種詞義之分的北京話來看，前者指「動物的胃」，後者指「人

的肚子」。所收二十種方言音讀，詞義「胃」一讀或來自「當古切」，或來自「徒古切」；詞

義「肚量」一讀也同樣或來自「當古切」，或來自「徒古切」。本文又根據近二十年陸續出版

的多種方言詞典查檢，分析出方言「肚」有四種音義類型。 
6 本文以調號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

入、陽入八種調類。多於八種聲調的粵語，上陰入標為 7a，下陰入標為 7b。為行文方便，

有時標以調值。調值均為二位數或三位數，可與調類清楚區分。 
7 「豬肚（豬的胃）」的「肚」變音為 thou35，但「豬大肚（豬的胃）」、「豬小肚（作為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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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26）、中原官話萬榮（吳建生、趙宏因 1997: 52、255）、閩北建

甌話（李如龍、潘渭水 1998: 18、20）等。8 

3. 北京話「肚」有兩種音讀：第四聲「肚」用稱「腹肚」，三聲

「肚」用稱「魚肚」。根據北京話的古今演變規則，可知第四聲「肚」

來自「徒古切」，三聲「肚」來自「當古切」。這類型主要出現在官話

區、吳語區、贛語區和湘語區，例如西南官話柳州話（劉村漢 1995: 

37、224）、貴陽話（汪平 1994: 44）、山西太原話（沈明 1994: 24）、

山東牟平話（羅福騰 1997: 45、60）、蘇州話（葉祥苓 1993: 160）等。 

4. 閩東福州話「肚」有兩種音讀：「腹肚」讀上聲調，來自「當

古切」；「魚肚」讀陽去調，來自「徒古切」（馮愛珍 1998: 25、40）。9   

閩南潮州話也屬同一類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 

    以上是四種基本類型，在各類型之下，方言又有混讀。例如廈門

與福州同屬第四類型，但「肚臍」、「割腸割肚（形容心如刀割）」、「心腹

腸肚（引申指人的心思）」都與「魚肚」一樣讀陽去調（Douglas 1873: 517、

519，周長楫 1993: 52）。 

                                                 
豬膀胱）」、「豬肚襪（冬天所穿又厚又寬大的襪子）」的「肚」都讀陽上調 thou23（白宛如

1998: 234、73、74）。thou35 雖然調值與陰上相同，但必非來自「當古切」，因為 thou35 聲

母送氣，不會是「當古切」的讀音，而是來自「徒古切」清化後的表現。根據《廣州方言詞

典》所述，廣州話有 35 和 55 兩種變音，都是低調變為高調。最常見的是習慣性的臨時變

音，並不改變詞義，如「戴帽」的「帽」讀 mou22→35。另一種變音同時改變詞義（由原來

詞義衍生出來的），讀本調是原義，讀變音則與原義有所不同，如「眼眉毛」的「毛」讀本

調 mou21，「發毛（發霉而長毛）」的「毛」變音為 mou55。有的變音可以改變詞性，如「鉗」

khim21 多作動詞，而作名詞的「眉鉗」變音為 khim21→35。名詞單用或處於詞尾位置多讀

變音，若處非末尾位置時多讀本調，如「女（女兒）」變音為 nOy23→35，但「女仔（女孩

子）」的「女」讀本調 nOy23（白宛如 1998: 引論頁 21）。由此來看，變音可用來標記引申

義，也作為名詞的標記，或具有小稱的功能。比較「豬肚」與「豬肚襪」，可知「豬肚」的

thou35 是從 thou23 變來的，都反映「徒古切」一讀。 
8 建甌話以陽去「肚」稱牛肚、豬肚或人的肚子，但主要以「腹」稱人的肚子。 
9 福州話全濁上聲讀同陽去，一般均標以陽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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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北京話同屬第三類型的方言也有混讀現象。例如成都話牲畜內

臟「肚雜」讀「徒古切」（梁德曼、黃尚軍 1998: 53、54），武漢「腹

肚」讀「當古切」（朱建頌 1995: 209、210），吳語寧波話、崇明話、

溫州話，對食用的禽畜內臟，寧波稱「肚裡貨」（湯珍珠、陳忠敏、吳

新賢 1997: 45、46）、崇明稱「肚裡 lç2 zç2」（張惠英 1993: 20、89）、

溫州稱「肚底內」（游汝杰、楊乾明 1998: 302、304），都讀「徒古切」。

贛語于都話「魚肚」讀「徒古切」（謝留文 1998: 21、221）。贛語南昌

話（熊正輝 1995: 25、26）、湘語長沙話（鮑厚星等 1993: 126、128）、

婁底話（顏清徽、劉麗華 1994: 143、145）、雙峰話（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腹肚」都讀「當古切」。 

    第二類型比較集中的出現在粵語區，不過偏南的四邑片以及偏北

的花縣、從化、清遠、佛岡，與第一類型同讀「當古切」。增城、南

海、順德的「腹肚」、「魚肚」原本都讀「徒古切」，讀陽上 th-聲母；

後來「魚肚」大約受附近「當古切」類型的影響，聲調改讀陰上，使

「腹肚」與「魚肚」音讀有了區別（詳見下文）。 

    第一類型比較集中的出現在客語區，不過長汀、大余與第二類型

同讀「徒古切」。秀篆、寧化、寧都「腹肚」讀「徒古切」，「魚肚」讀

「當古切」（李如龍、張雙慶 1992: 28、29）。這些讀「徒古切」的方

言，如大余、寧都，位在江西省，長汀、寧化則臨近江西邊界。根據

方言調查報告，贛語區大多數方言「腹肚」讀「徒古切」，「魚肚」讀

「當古切」（李如龍、張雙慶 1992: 28、29）。大余、寧都等地與贛語

區接近，「肚」讀「徒古切」或許與地緣有關。 

    第三、第四類型都以音別義，區別「腹肚」和「魚肚」，但取音正

好相反。第一、第二類型都不以音區別詞義，第二類型讀「徒古切」，

第一類型讀「當古切」，取音也正好相反。 

    現代方言這種多樣而又不對應的音義表現，使同源詞之間無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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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本來應有的規則對應，10 影響歷史比較研究工作。為了從不規則對

應中，看出同源詞原本的規則對應關係，我們有必要從根本處了解其

原因。 

 

（二）漢語「肚」的音義來源 

「肚」字不見於先秦典籍，也不見於《方言》、《釋名》或《說文》。

《說文》只收「胃」，曰「穀府也」。11《廣雅》則收有「肚」字，曰

「胃謂之肚」。12《廣雅》這個說法出現在〈釋親〉篇。〈釋親〉篇收

錄親屬稱謂及人體各部位名稱，可知此處「肚」指稱人胃而非動物的

胃。後來「肚」也擴大範圍稱人的肚子，又引申指動物的胃。 

曹憲為《廣雅》注音，但沒有為「肚」字注音。《經典釋文》也沒

有「肚」的音義紀錄。13「肚」字《玉篇》釋為「腹肚」，有「徒古」、

「都古」清濁兩讀。14《廣韻》有「當古切」、「徒古切」兩讀，釋義

亦均為「腹肚」。15《集韻》也收同樣的清濁兩音，釋義皆為「胃   

也」。16 

如上所示，同一本韻書中，「肚」都有清濁兩讀，釋義也都一致。

                                                 
10 例如梅縣話與廣州話實際上不存在「梅縣上聲」對應「廣州陽上」的規則，但同源詞「腹

肚」在梅縣話讀上聲，廣州話讀陽上，並不符合一般的對應規則。 
11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影印經韵樓臧

版），卷 4，頁 17。 
12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據家刻本校刊），經部，冊 1，卷 6 下，頁 8。 
13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國學名著珍本彙刊》（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14 ［梁］顧野王撰，［宋］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張氏

澤存堂本），上篇，頁 36。 
15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卷 3，頁 265。 
16 ［宋］丁度，《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影印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卷 5，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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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表示同樣的詞義而方言或讀清聲母，或讀濁聲母，韻書兼收方

音，因而兩音並陳？或者其中一讀指稱人胃，另一讀指稱動物的胃？ 

就韻書、字書的系統來看，似乎直到明代的《字彙》，「肚」才有

以音區別詞義的紀錄。《字彙》曰「肚，徒古切，音杜，腹肚。又去

聲，獨故切，義同。又董五切，音覩，腸肚。」17《字彙》雖有三條

反切紀錄，但釋義只有兩種：「徒古切」與「獨故切」釋義相同，都是

「腹肚」；「董五切」則是「腸肚」。「腹肚」的兩種反切可能只是方音

異讀的紀錄，18 實際都對應《廣韻》的「徒古切」；「腸肚」的「董五

切」則對應《廣韻》的「當古切」。 

    《字彙》的「腹肚」與「腸肚」所指是否不同？我們認為應該是

的，否則為什麼另給不同的釋義。漢魏以後文獻常見以「肚」指稱動

物的胃，例如晉葛洪《西京雜記》曰「鹿肚、牛肝各一」，19 宋孟元

老《東京夢華錄》卷二有「金絲肚羹」，20 元曲關漢卿《竇娥冤》有

「我思量些羊肚兒湯吃」等。21《字彙》中，「腹肚」與「腸肚」反映

                                                 
17 ［明］梅膺祚，《字彙》，《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233，未

集，頁 182。 
18 《字彙》曰「肚，徒古切，音杜，腹肚。又去聲，獨故切，義同。」「徒古切」與「獨故切」

詞義相同，反切上字都是全濁聲母，反切下字則呈現為上、去的差異。《字彙》的全濁上聲

字幾乎都如此標注，例如「部，裴古切，蒲上聲。又去聲，薄故切，義同。」「待，蕩海切，

臺上聲。又去聲，度耐切，義同。」「抱，部巧切，庖上聲。又去聲，蒲報切，義同。」「戶，

侯古切，胡上聲。又去聲，胡故切，義同。」由於《字彙》的「徒古切」與「獨故切」詞義

相同，再根據中古之後廣泛發生的「全濁上聲併為去聲」變化來看，可以合理推測此處去聲

的「獨故切」正是由古代「徒古切」演變而來。當古代的「徒古切」已經變讀為「獨故切」，

而又仍然在《字彙》中同列全濁上聲一讀，不排除是因為有些方言演變速度較慢，因此兩讀

並存為又音。換言之，《字彙》的「徒古切」與「獨故切」都對應《廣韻》的「徒古切」，而

「獨故切」是演變後的讀音。 
19 ［西漢］劉歆等撰，［晉］葛洪集，向新陽、劉克任校注，《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1 年），卷 2，頁 108。新、舊《唐書》題晉葛洪撰，葛洪又稱作者為劉歆。 
20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卷 2，頁 74。 
21 ［元］王實甫、［元］關漢卿著，王春曉、張燕瑾評注，《西廂記‧竇娥冤》，《中國經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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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詞義應該是可能的。 

    明末的《正字通》與《字彙》頗有淵源，但《正字通》「肚」字兩

讀看不出詞義之別。22《康熙字典》編寫多參考《字彙》與《正字通》，

從《康熙字典》也看不出「肚」的兩讀有詞義區別。23 這兩種字書雖

然未能反映《字彙》的「腹肚」與「腸肚」之別，但從漢魏以來文獻

可知語言中的確將動物的胃稱為「肚」。 

    官話區有不少地方，如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成都、合肥、

揚州等，「動物的胃」讀「當古切」，「人的肚子」讀「徒古切」（北京

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字彙》作者梅膺祚為

安徽宣城（今安徽省宣城縣）人，今方言分區將宣城歸屬江淮官話，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字彙》讀「徒古切」及「獨故切」的「腹肚」指

「人的肚子」，讀「董五切」的「腸肚」指「動物的胃」。 

    整合韻書、字書、漢魏以來文獻及現代方言的音義表現，對   

於「肚」字，本文有如下幾點認識： 

1.「肚」原本指稱人胃，方言間有清濁不同的讀法，因此《玉篇》

以來的韻書都有「徒古切」與「當古切」兩讀。 

2.「肚」從本義引申，也指稱動物的胃。漢魏以來便有此用法。 

3. 韻書兩讀釋義相同，看不出詞義之別，原因可能是：方言之間，

「徒古切」既有用稱「腹肚」者，也有用稱「魚肚」者，「當古切」既

有用稱「魚肚」者，也有用稱「腹肚」者；編入韻書，兩讀便看不出

詞義之別。另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如廣州話和梅縣話這類方言，「肚」

只有一種音讀，兼用稱「腹肚」與「魚肚」，如此容易將兩者視為同

                                                 
書》（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264。 

22 ［明］張自烈，《正字通》，收入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 年），冊 4，頁 300。 
23 ［清］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年），頁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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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素，不覺其有分別。韻書作者的觀念或母語若屬這一類型，反映

到釋義上，自然就呈現不出詞義之別。 

如《廣雅》所述，「胃」、「肚」所指相同而名稱不同，它們取義的

來源各是如何？《釋名》曰「胃，圍也。圍受食物也。」24 這是說，

古人從平聲「圍」聯想，引申把能夠圍受食物的人體器官稱為去聲

「胃」。詞根「圍」與孳生詞「胃」都屬古微部，聲母均讀喻三，古音

相近，只有聲調不同。這是因為孳生之時，將聲調改讀去聲，以便與

「圍」區別。從「胃」、「圍」音義相近來看，兩者可具有孳生的關係。 

甲骨文以會意結構「 」表現孳生詞「胃」的本義（方述鑫等 1993: 

320），下半部從「肉」表示為人體器官；上半部囊內實以黑點，表示

將食物圍在胃中。此即《說文》所謂「穀府」。《釋名》這個看法給了

王念孫啟發，王氏也對「肚」的取義，提出類似的意見。 

《廣雅疏證》於「肚」字下，引《釋名》「胃，圍也。圍受食物

也」之說後，曰「肚之言都也，食所都聚也」。25「肚」、「都」皆屬古

魚部，聲母均為舌頭音，語音相近。「都」是「聚集」之義。王念孫此

說乃基於胃既可因圍受食物而名為「胃」，然則胃也是都聚食物之處，

由「都」聯想，也可引申而將這個器官稱為「肚」。26「肚」與「胃」

之命名，二事相當而又有異，乃因觀察角度不同而給了不同的名稱。

換言之，有的方言以圍受食物來認識胃的功能，遂名為「胃」；有的

方言以都聚食物來認識胃的功能，遂名為「肚」。這是極自然而可能

的。27 

                                                 
24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冊 115，卷 2，頁 60。 
25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 1，卷 6 下，頁 8。 
26 「肚」字為形聲結構。義符「肉」表示為人體器官，「土」是聲符。 
27 同一事物而給不同的名稱，是因為方言之間採取不同的觀察角度。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例

如閩南稱開水為「滾水」是因為水煮開時沸騰滾動；有些方言稱「開水」，則是因為水沸騰

時將壺蓋舉起打開。再如北京話稱縫紉時套在手指上的金屬箍為「頂針」，蘇州話則稱「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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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整合這一部分資料，我們對「肚」字有了更多認識： 

1.「肚」由魚部平聲端母「都」孳生，孳生之初用指人的胃。對

於這個孳生詞，古人以音別義，由平聲改讀上聲，方言間聲母或仍讀

端母，或改讀定母，因此後來韻書紀錄「肚」有「當古切」、「徒古切」

兩讀；梅縣型及福州型繼承端母一讀，北京型及廣州型繼承定母一讀。 

2.「肚」後來引申指動物的胃。對於這個引申的用法，梅縣型和

廣州型不以音別義，維持「人胃」的音讀。北京型和福州型則以音別

義：北京型由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由端母改讀定母。 

從漢語孳生的本質及其表現來看，以上對「肚」的音讀推測應該

是合理的，說明如下。 

孳生是以某個詞為詞根，經由詞義的向外聯想引申而孳生新詞。

孳生詞有些與詞根同音，有些則語音發生改變。例如古人根據草木初

生莖鬚卷曲纖細之狀，創制初文「 （丩）」，後來形變為「句」，並

以「句」為詞根，根據「彎曲」的語義特徵向外聯想，引申觸及駝背

的老人而孳生出「耇」，引申觸及彎曲的金屬而孳生出「鉤」；又根據

「纖細」的語義特徵向外聯想，孳生出「蚼」以指稱蚍蜉。在這些孳

生詞中，「鉤」與「句」同音，28 不以音別義；「耇」則改讀上聲，「蚼」

則改讀濁母三等，皆以音別義。 

由於孳生乃由母體孕育而出，與母體的音義極為相近，因此以音

別義者，語音改讀的範圍都限制為「音近」。所謂「音近」，就上古漢

語來說，大體可以諧聲關係為依據，具體包括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或

相近，韻部相同或具旁轉、對轉的關係，聲調則四聲之間可以轉換。 

「孳生」本是詞義引申帶來新詞分立的結果，後代方言的詞義引

申與上古的孳生新詞，其本質相同，都是創造語詞新用法的構詞行為。

                                                 
箍」（葉祥苓 1993: 212）。名稱不同，是因為北京話就其縫紉時「抵住針鼻將針頂過去」而

命名，蘇州話就其為套在手指上的金屬箍而命名。 
28 《廣韻》：「句，說文曲也。」與「鉤」同音「古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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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引申義如果以音別義，則它們與本義之間也應該具有當時的「音

近」關係。 

    根據王念孫之說，「肚」是由「都」的「都聚」義聯想，引申觸及

人體器官而孳生。「肚」不外「當古切」和「徒古切」兩讀，這兩讀的

聲母發音部位都與「都」相同，韻也維持與「都」相同的魚部一   

等，29 只有聲調改讀上聲，以及「徒古切」改讀同部位的濁聲母。據

此來看，方言間或讀「當古切」，或讀「徒古切」，都符合「音近」的

原則，是合理的以音別義辦法。 

    在「肚」引申用稱「魚肚」的詞義變化中，梅縣型和廣州型並不

以音別義，北京型從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從端母改讀定母，這種改

讀是否也合理？ 

    我們觀察到，語詞派生而以音別義時，會受環境影響而「就近」

讀為某音。30 詞義引申也會在以音別義時，「就近」選擇「音近」的

語音來區別。 

  

                                                 
29 從先秦到兩漢，端母一等 *t- 沒有音類的分合變化，魚部一等也仍然讀一等（李方桂 1971，

Ting Pang-hsin 1975）。 
30 這裡所說的「環境」，包括歷史音變或接觸帶來的語音變異。關於後者，下文即將討論。關

於前者，例如梅縣話「上（時掌切）」後接處所賓語及主事者讀陰平 soN1（如「上山」、「上

氣（水蒸氣往上冒）」），這是來自古全濁上聲的讀法；接使動賓語讀上聲 soN3（如「上鞋（使

╱把鞋面和鞋底縫在一起）」），則是來自清聲母上聲的讀法。梅縣話表現為這樣的派生結果，

是因為早在「全濁清化」之前，便發生了清濁別義的形態變化：接處所賓語及主事者維持為

全濁聲母，接使動賓語者改讀為清聲母。因此前者反映到今天讀為陰平調，後者反映到今

天讀為上聲調。又如廈門話「上（時掌切）」後接處所賓語者讀 tsiu ‚6（如「上山」），後接使

動賓語及主事者讀 tshiu ‚6（如「上水（使／把水汲上）」、「上白蟻（長白蟻）」）。廈門話表現

為這樣的派生結果，是因為廈門話具有歷史音變所產生的「清化讀送氣清音」與「清化讀不

送氣清音」兩種層次，而廈門話利用這種層次異讀，區別「上」的不同功能，讓後接處所賓

語者讀不送氣清音，讓後接使動賓語及主事者讀送氣清音。關於派生的形態變化，請參看

楊秀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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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調查報告，粵語許多方言點的「魚肚」和「腹肚」語音相同，

並不以音區別詞義。例如廣州、佛山、番禺、三水等地都讀「徒古切」，

江門、新會、開平、鶴山等地都讀「當古切」。花縣（花山）「腹肚」

讀陰上 th- 聲母，「魚肚」讀陰上 t- 聲母，兩種詞義的聲母有送氣和

不送氣之別（詹伯慧、張日昇 1987: 28、29）。這樣的以音別義如何造

成？ 

    從花縣（花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古全清上聲字今讀陰上調。

「魚肚」、「腹肚」既然都讀陰上調，可以推測花縣原繼承「當古切」

稱「腹肚」，引申的「魚肚」義原本未以音別義，因此兩種詞義都讀

陰上 t- 聲母。後來大約受到南邊廣州等地的 th- 聲母影響，使「腹

肚」聲母改讀 th-，因此「腹肚」、「魚肚」聲調相同而聲母有了差異。 

    如此推測的原因在於，花縣東邊的從化以及北面鄰接的佛岡、清

遠都讀「當古切」，而花縣南面與讀「徒古切」的廣州鄰接，往來密

切。花縣（花山）處在「當古切」類型的南端，與「徒古切」類型的

語言接觸頻繁，受這類異讀影響而改變音節的部分音讀，是常見的一

種語言現象。 

    花縣在受廣州等地 th- 聲母影響時，只有「腹肚」聲母改讀 th-，

「魚肚」仍舊讀 t-，造成兩種詞義語音有別的結果。這裡饒有興味的

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只有「腹肚」的音讀發生改變？ 

花縣本來「魚肚」、「腹肚」語音無別，這表示兩者包裹為一，是

同一個詞素。按道理說，花縣受廣州話影響而改變的，應該是包裹為

一的「魚肚」、「腹肚」讀音一起變，尤其廣州話本身這兩種詞義也不

區別音讀。但事實是，花縣只有「腹肚」聲母改為 th-。 

我們懷疑這是因為廣州話異讀對花縣的影響以「詞彙擴散」的方

式進行，花縣的「腹肚」先受到影響而「魚肚」則未，因此使兩種詞

義的語音變得不同。 

下文將可看到，斗門（上橫水上話）、增城、南海（沙頭）、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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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良）、台山（台城）也和花縣（花山）一樣，由於位處不同類型接

觸的地區，就近熟悉的異讀使得「魚肚」、「腹肚」之一的語音發生改

變：斗門（上橫水上話）「腹肚」聲母改為 t-，增城、南海（沙頭）、

順德（大良）「魚肚」聲調改為陰上，台山（台城）聲調改為去聲。而

東莞（莞城）所受異讀影響較為徹底，「魚肚」和「腹肚」都改讀聲母

為 t-。 

    由此來看，因接觸而變得熟悉的異讀形式，可能進入本地語系統，

造成方式不一、先後不一、程度不一的語音改讀。 

    在「肚」引申出「魚肚」義的變化中，梅縣型和廣州型沒有發生

語音改讀，這與孳生新詞常見的不以音別義（如「鉤」）屬同一類現

象。至於北京型方言在這引申的變化中，從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方

言從端母改讀定母，這是「就近」利用「音近」的異讀來以音別義。 

    已知方言之間「肚」不外「徒古切」與「當古切」兩讀，對移民

遷徙頻繁的漢語方言來說，移民遷徙提供了「就近」而且「音近」的

改讀選項，因此從「徒古切」改讀為「當古切」，或從「當古切」改讀

為「徒古切」，「就近」利用「音近」的異讀來區別引申的「魚肚」義，

應該是很有可能的。 

 

（三）粵方言「肚」的音義表現 

    本節根據方言調查報告，以粵語為對象，具體觀察「肚」的音義

表現。《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

言研究所等 2012: 127）粵語下分廣府、四邑、高陽、勾漏、吳化、邕

潯、欽廉七片，廣府片是粵語最具影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片方言，

主要分布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四邑片與之緊鄰，在「肚」的音

義表現上，兩片各有特色，又互有影響，本文選取作為主要研究的對

象，也旁及粵西、粵北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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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語料主要取自《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詹伯慧、張日

昇 1987），另外也搭配利用《香港新界方言》（張雙慶、莊初昇 2003）、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張日昇 1998）和《粵北十

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張日昇 1994），用以觀察四鄰方言的

表現。這些語料已經輸入「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見於「現代」「粵語」

下的「廣府片」、「四邑片」、「勾漏片」、「莞寶片」、「香山片」，本文

利用來進行檢索，以協助分析各方言點的音變規則。 

    為便於掌握各方言點的位置，以下轉引《中國語言地圖集》（中

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 1987）B13「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一圖，

供作檢視。31 

  

                                                 
31 不轉引 2012 年《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地圖的原因，是第 2 版所標示的

地名較少，於檢視頗有不便；而 1987、2012 兩版在方言片劃分上並無大異，不影響本文的

說明。又，「邕潯片」、「欽廉片」分布在廣西省，因此未包括在本文所引圖一「廣東省的漢

語方言」中。 



數位平臺與漢語方言研究──論「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 

29 

 

圖一：廣東省的漢語方言（部分） 

 

    根據《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25 個粵方言點「肚」的音義

表現可分析為以下五種類型。(1)-(4)是不以音別義的類型，(5)類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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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魚肚」音讀有別。 

(1)(a)陽上 th-：廣州（市區）、番禺（市橋）、佛山（市區）、三

水（西南）、香港（市區）、［東莞（企石鎮）］32 

(b)上聲 th-：中山（石岐）、珠海（前山）、澳門（市區）、寶

安（沙井） 

(c)陽上 t-：東莞（莞城） 

(2)(a)陰上 t-：斗門（斗門鎮）、江門（白沙）、新會（會城）、開

平（赤坎）0-、鶴山（雅瑤）0- 

(b)上聲 t-：恩平（牛江）、從化（城內） 

(3)去聲 th-：高明（明城） 

(4)陰平 th-：香港（新界錦田） 

(5)(a)陽上 th-（魚肚）／陽上 t-（腹肚）：斗門（上橫水上話） 

(b)陰上 t-（魚肚）／陰上 th-（腹肚）：花縣（花山） 

(c)陰上 th-（魚肚）／陽上 th-（腹肚）：增城（縣城）、南海（沙

頭）、順德（大良） 

(d)去聲 0-（魚肚）／陰上 0-（腹肚）：台山（台城） 

(1)(a)類方言讀陽上 th-，廣州、番禺、東莞（企石鎮）、佛山、三

水在地理上連成一片，香港（市區）因為移民的關係，受廣州話很深

的影響，語言接近。這片方言繼承「徒古切」表示「腹肚」，對引申的

「魚肚」義不作語音區別。聲母依廣府片白讀層全濁清化的音變規則，

讀送氣 th-，調讀陽上。33 

(1)(b)類不分陰陽上，合併為一上聲調，聲母讀 th-。中山、珠海、

澳門連成一片，北接(1)(a)類方言，與珠江口對岸的寶安隔水相望，同

屬一類。據其古今音變規則，古全濁上聲字白讀層今讀上聲，聲母都

                                                 
32 承廣州中山大學劉燕婷君賜告，東莞企石鎮方言讀同廣州類型，今增補於此。 
33 粵語廣府、四邑、高陽、邕潯、欽廉五片的白讀層全濁聲母清化後，平、上聲調讀送氣清

音，去、入聲調讀不送氣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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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氣；34 古清聲母上聲者，今讀上聲不送氣。因此(1)(b)這片方言「肚」

繼承「徒古切」而非「當古切」。 

(1)(c)類的東莞（莞城）讀陽上 t-。依古今音變規則，東莞讀陽上

顯示它是「徒古切」的規則讀法，但聲母 t- 不符合音變規則。因此合

理的推測是，東莞（莞城）「肚」來自「徒古切」，原本反映讀為陽上

th-，後來聲母改讀 t-。聲母改讀 t-，從地緣關係看，可能受鄰近的客

語區惠州及東莞清溪「肚」讀「當古切」t- 的影響。35 東莞企石鎮讀

th- 則可說是保留了原來「徒古切」的規則讀法。 

(2)(a)類方言中，開平、鶴山讀零聲母比較特別，而這是四邑片特

色之一：古端母經過歷史音變，於今讀為零聲母。從開平、鶴山「肚」

讀零聲母來看，顯示這是來自「當古切」一讀。 

斗門（斗門鎮）、新會、江門、鶴山、開平地理上連成一片，調讀

陰上，聲母為 t-（開平、鶴山再變為 0-）。根據古今音變規則來看，

這些方言的「肚」可確定乃繼承「當古切」而來，「腹肚」、「魚肚」語

音無別。 

    (2)(b)兩個方言點並不相連，但都讀上聲 t- 聲母。根據聲調的古

今音變規則來看，這兩處方言的古清聲母上聲字今都讀上聲，恩平古

全濁上聲字今讀去聲，從化古全濁上聲字今讀陰去或陽去。再從聲母

的古今音變規則來看，這兩處方言古全濁上聲字今日應讀送氣清音。

根據這些音變規則，可確知恩平、從化「肚」讀上聲 t- 是繼承「當古

切」而非「徒古切」。 

    恩平與從化，南北相隔遙遠。恩平與(2)(a)類開平、新會、江門等

連成一片，屬於四邑片，「肚」都來自「當古切」。粵北的佛岡、清遠

「肚」來自「當古切」（詹伯慧、張日昇 1994: 108、109），《中國語言

                                                 
34 古全濁上今讀去聲者，聲母不送氣，是來自文讀層的表現。 
35 惠州（市區）及東莞（清溪）「腹肚」、「魚肚」都讀陰上 t-（詹伯慧、張日昇 1987: 28、29），

應同來自「當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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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集》(1987)顯示佛岡、清遠與從化之間隔著「粵客相混區」，36 然

而客語「肚」幾乎都讀「當古切」，因此這一片方言可說類型一致，

都繼承「當古切」。恩平、從化雖然兩地相隔遙遠，但今讀特點相同，

因此本文同列(2)(b)類。 

    (3)類只有高明一個方言點，看似孤立，其實與鄰近的(1)(a)類有

相同的繼承，都來自「徒古切」。高明全濁上聲字讀送氣去聲是規則

讀法，而全清上聲字不讀送氣去聲，37 據此可知高明「肚」繼承「徒

古切」。 

    (4)類只有香港（新界錦田）一個方言點。香港新界粵語與香港市

區粵語差異不大，但香港新界粵語的聲調表現較為特別，古清聲母平、

去聲字及濁母上聲字今讀為陰平調（張雙慶、莊初昇 2003）。據此可

知(4)類與(1)類、(3)類「肚」同樣繼承「徒古切」，其定母清化後讀 th- 

也是規則讀法。 

    (5)類的「腹肚」、「魚肚」語音不同，其原因為何，要看個別具體

的音讀表現。 

(5)(a)斗門上橫水上話兩種詞義都讀陽上，只聲母有 th-（魚肚）、

t-（腹肚）之異。由於聲調都讀陽上，我們可先檢視是否來自「徒古切」。

根據古今音變規則來看，斗門上橫水上話古全濁上聲今應讀送氣陽

上，讀不送氣陽上是例外，38 而古全清上聲字讀陽上也只有少數例 

子。39 據此可以先合理推測：斗門上橫水上話繼承「徒古切」表示「腹

肚」，引申的「魚肚」義未以音別義，因此「腹肚」、「魚肚」同讀陽上

th-。然而何以「腹肚」聲母今讀為 t-？ 

                                                 
36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2012)將清遠、佛岡、從化都劃在客語區。 
37 唯「澡」、「礦」、「鑛」讀送氣去聲。「礦」、「鑛」《廣韻》記為見母上聲，今方言多讀送氣去

聲，高明亦同。 
38 只有「婢」讀 p-。 
39 共有「慫」、「嫂」、「髓」、「盌」、「隱」等約十個例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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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的斗門鎮，「肚」讀陰上 t-，來自「當古切」，與附近的四邑

片屬同一類型。斗門上橫水上話「腹肚」原來的聲母 th- 可能正是受

斗門鎮聲母影響而變讀為 t-。這類語音變讀從「腹肚」義開始，尚未

擴散及於「魚肚」，因此兩種詞義語音有別（參看上文三（二））。 

斗門鎮「肚」來自「當古切」固然與附近的四邑片屬同一類型，

斗門上橫水上話讀「徒古切」也不是孤立的現象。根據學者研究，珠

江三角洲水路密布，水上族群的語言「水上話」（疍家話）廣泛分布

在廣州、南海、順德、三水、高明、江門、開平、恩平、新會、台山、

斗門、東莞、香港等許多漁村，語言自有其傳承與特色（馮國    

強 2015）。香港新界大埔三門仔的水上話「肚」來自「徒古切」（張雙

慶、莊初昇 2003）；斗門上橫水上話，如本文分析，也來自「徒古切」；

四邑片的台山（台城）雖然繼承「當古切」，但音讀受到「徒古切」影

響，這與境內漁村散布不無關係（詳見下文）。我們懷疑，珠江三角

洲一帶廣大漁村的水上話可能「肚」都來自「徒古切」，水上族群雖

屬弱勢，但經過歷史上長久的接觸，也有可能發生影響力。 

關於(5)(b)花縣（花山）「魚肚」和「腹肚」的音義表現，上文三

（二）已詳細討論，茲不贅述。 

    (5)(c)增城（縣城）、南海（沙頭）、順德（大良）以陰上 th-（魚肚）、

陽上 th-（腹肚）區別兩種詞義。從聲母都讀 th- 來看，最有可能的是

「肚」來自「徒古切」。根據這些方言點的古今音變規則，古全濁上

聲字今讀送氣陽上調， 據此可知這些方言繼承「徒古切」表示「腹

肚」，讀陽上 th-。引申的「魚肚」義原本未以音別義，同讀陽上 th-，

後來大約受到附近讀「當古切」的方言影響，「魚肚」聲調改讀陰上，

而這項改讀並未擴散到「腹肚」義，遂使這兩種詞義的音讀有了區別

（參看上文三（二））。 

    增城北鄰繼承「當古切」的從化，東邊又是客語區，「魚肚」受

地緣關係影響而改讀陰上是可能的。南海、順德西南鄰近讀「當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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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鶴山、江門，這樣的地緣關係，也提供了改讀陰上調的環境。 

    (5)(d)台山（台城）以去聲 0-（魚肚）、陰上 0-（腹肚）區別兩種詞

義。從台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零聲母來自古端母，而古全清上聲字

今讀陰上調是規則讀法，古全濁上聲字則今讀陽上調或去聲調。因此

從歷史音變規則看，最具有解釋力的看法是台山繼承「當古切」，這

一方面可說明「腹肚」為何讀陰上 0-，一方面可說明「魚肚」為何讀

0- 聲母，唯一需要解釋的是「魚肚」為何讀去聲。 

    台山除了與開平、新會等四邑方言共同繼承「當古切」外，由於

台山南臨南海，海岸線長達 649.2 公里，境內有大小島嶼 265 個，40 

星羅棋布的漁村通行「水上話」（馮國強 2015），而根據已發表的資料

來看，水上話「肚」繼承「徒古切」（張雙慶、莊初昇 2003，詹伯慧、

張日昇 1987），它對台山方言「當古切」音讀造成影響是極有可能的。 

    據此我們推測台山「肚」可能的音義發展是：「魚肚」原本讀同

「腹肚」的「當古切」陰上調，後來受水上話影響，聲調改從「徒古

切」，今反映讀為去聲，聲母則仍保留原讀，因此今讀 0- 聲母去聲調。

由於這項改讀未擴散至「腹肚」，因此兩種詞義的音讀不同（參看上

文三（二））。 

    總結以上五類音義表現，《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25 個方言

點中，有 19 個不以音區別「腹肚」和「魚肚」，其中 12 個點繼承「徒

古切」，7 個點繼承「當古切」。以音區別這兩種詞義的有 6 個點，都

在「肚」後來的音義發展變化中，經過至少兩次語音變讀的過程：第

一次是「腹肚」引申出「魚肚」的變化，不以音別義。第二次受語言

環境影響而改變音讀，例如東莞（莞城）的「腹肚」及「魚肚」改讀

為陽上 t-；又如(5)類的六個方言，因為只改變「腹肚」或「魚肚」的

                                                 
40 轉引自「百度百科」網站之「台山」條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 

B1%B1（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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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結果使兩種詞義有了語音的區別。 

    從歷史比較的觀點看，「不以音別義」也是一次變讀的過程，對

音義形態做了一次決定，使它與其他以音別義的方言有了區別。這個

過程提供花縣在兩種詞義都讀陰上 t- 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腹肚」

聲母改讀為 th-，從而與「魚肚」有了分別。換言之，花縣「肚」必須

經過第一次的不以音別義，才能夠發展到第二次的聲母改讀。花縣

「肚」的今讀是無法以一次性的語音變讀來解釋的。 

    引申出「魚肚」的第一次音義發展，粵語不以音別義，這是原始

粵語的類型表現。第二次改讀是後來粵語內部因方言接觸所帶來的混

讀，發生在「徒古切」與「當古切」頻繁接觸的地區。 

    如上所述，漢語在詞義引申孳生的過程中，或者不發生語音的改

讀，或者發生語音的改讀。這樣的語音改讀，性質和語音變化不同，41 

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但可利用語義引申孳生的原理，得到合宜

的認識。這些因引申孳生而產生的語音異讀，和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

音異讀相似，都不是歷史音變的產物，它們在語言中沉積成層，成為

漢語方言音韻表現的一部分來源。本文借用音韻層次的概念，也把引

申孳生產生的音義痕跡稱為「層次」。 

    例如從「都」孳生出指稱人胃的「肚」，語音改讀為端母上聲或

定母上聲，這是一個層次。「腹肚」引申出「魚肚」，方言或不以音別

義，或以音別義，在語言中留下了第二層痕跡。後來因方言接觸帶來

異讀，使某些方言進一步改讀語音，在語言中留下了第三層痕跡。 

    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方言混讀也是第三層留下的痕跡（參見上文三

                                                 
41 例如從平聲「卑」（府移切）可以孳生出平聲「鼙」（部迷切）、去聲「稗」（傍卦切）、上聲

「婢」（便俾切）等新詞，這種因引申孳生而發生的「語音改讀」不是「語音變化」，不是歷

史音變的現象，否則無法解釋為何平聲「卑」又能變為去聲「稗」，又能變為上聲「婢」。方

言詞義引申帶來的改讀亦然。例如從「腹肚」義引申出「魚肚」義，北京型方言從定母改讀

為端母，福州型方言從端母改讀為定母，這也不是「語音變化」，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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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讀的形式是方言自身兩種詞義音讀的沾染，同樣沉積成 

層，無法以音變規則解釋。 

    根據《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只有雲浮區別「魚肚」與

「腹肚」的音讀，其餘九個方言點都不以音別義。肇慶、四會、廣寧、

德慶、封開、新興、羅定、郁南都繼承「徒古切」；42 懷集讀陰上 t-，

來自「當古切」。 

    雲浮「魚肚」讀陰上 t-，「腹肚」讀陽上 th-。從「肚」的本義看，

「腹肚」讀陽上 th- 是來自「徒古切」的音讀，與四鄰肇慶、新興、

羅定、德慶有相同的古語繼承。引申的「魚肚」讀陰上 t-，不論聲母

或聲調都顯示為「當古切」的規則讀法。 

    根據學者調查，粵西閩語是閩、粵、客語在此經過深度接觸之後

的語言，與粵東、福建等地閩南語頗有不同（張屏生 2014）。就「肚」

的表現來說，郁南連灘閩南話「魚肚」、「腹肚」都讀「徒古切」，雷

城、電白、徐聞閩南話「魚肚」、「腹肚」都讀「當古切」，與上述九個

粵西粵方言點同樣不以音別義。由於粵西地區閩、粵、客語接觸頻繁，

我們懷疑雲浮的「肚」受到「當古切」讀法的影響，因此「魚肚」改

讀陰上 t-。 

    根據《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清遠、佛岡、陽山、連縣、

曲江、仁化六個方言點「魚肚」和「腹肚」語音無別：（1）清遠、佛

岡地區相鄰，讀陰上 t- 聲母，是「當古切」的規則讀法，地理上與南

邊讀「當古切」的從化、花縣相連。（2）陽山、連縣、曲江位置偏北，

是遙相對望的三個相鄰地區，都讀陽上。陽山、連縣聲母 t-，曲江聲

母 th-，都是該方言全濁清化的規則讀法。據此可判斷這三個方言點

                                                 
42 據《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肇慶、德慶、封開、羅定、郁南讀陽上，四會讀去聲，

廣寧讀陽去，新興讀陽平，都是各方言全濁上聲字的規則讀法。其中肇慶、新興、羅定讀送

氣音，四會、廣寧、德慶、封開、郁南讀不送氣音，也都是各方言的規則讀法。又承學者賜

告，今肇慶也有部分人以音區別「魚肚」與「腹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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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徒古切」一讀。（3）仁化在曲江、韶關北面，「魚肚」、「腹肚」

同讀陰上 th-。《中國語言地圖集》將仁化劃歸客語區，「肚」當來自

「當古切」，因此讀陰上。聲母本來應讀 t-，大約受到南邊韶關、曲江

讀 th- 的影響而改讀送氣音 th-，並且兩種詞義步調一致，全都改讀。 

    粵北的英德、韶關、樂昌、連山，兩種詞義語音有別。其別如下： 

英德：上聲 t-（魚肚）／上聲 th-（腹肚） 

韶關：陰上 t-（魚肚）／陽上 th-（腹肚） 

樂昌：陰上 t-（魚肚）／陽上 t-（腹肚） 

連山：陽上 d-（魚肚）／陽去 t-（腹肚） 

    英德屬廣府片，又與客語區相鄰。根據這樣的方言歸屬與地緣關

係，以及英德的古今音變規則——全濁上聲和清聲母上聲今讀都是上

聲調，我們推測英德「腹肚」繼承「徒古切」，讀上聲 th-；後來受客

語類型的影響，「魚肚」改從「當古切」而讀上聲 t-。兩種詞義今讀的

區別是來自「徒古切」與「當古切」的差異。 

    韶關也劃歸廣府片，又與客語區相鄰。根據韶關的古今音變規則，

全濁上聲字白讀層讀送氣清音陽上調，文讀層讀不送氣清音陽去調；

全清聲母上聲字則讀不送氣清音陰上調。根據這些，我們可以推測韶

關「腹肚」繼承「徒古切」，因此讀陽上 th-；後來受客語類型的影響，

「魚肚」改從「當古切」而讀陰上 t-。與英德一樣，兩種詞義今讀的

區別是來自「徒古切」與「當古切」的差異。 

    樂昌在《中國語言地圖集》劃歸粵語廣府片，四周被韶州土話和

客語區包圍。根據樂昌的古今音變規則，「徒古切」讀陽上 th-，「當古

切」讀陰上 t-。據此我們推測樂昌「腹肚」繼承「徒古切」，因此讀陽

上 th-；後來受客語影響，「魚肚」改從「當古切」因而讀陰上 t-。在

客語強大的影響之下，「腹肚」聲母並且由 th- 改讀為 t-。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連山劃歸粵語勾漏片。根據連山的古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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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規則，全濁母清化後都讀不送氣清音，幫、端母字讀 b、d；43 清聲

母上聲字今讀陰上，全濁母上聲字今讀陽上或陽去。據此來看連山

「肚」的聲母以及聲調，可以推測「腹肚」來自「徒古切」，因此讀陽

去 t-；「魚肚」來自「當古切」，因此聲母讀 d-；但「魚肚」聲調今讀

陽上，看來是受到「徒古切」的影響。 

    本文從珠江三角洲出發，擴大也看粵西、粵北的材料，分析得知

繼承「徒古切」的包括珠江三角洲 16 個點（其中 4 個又受「當古切」

影響）、粵西 9 個（其中 1 個又受「當古切」影響）、粵北 7 個（其中

4 個又受「當古切」影響）。這個分布，從東南角的香港市區向西北綿

延到粵西的廣寧、封開、郁南等地，扣除掉受「當古切」影響的 9

（4+1+4）個方言點，共有 23 個方言點「腹肚」和「魚肚」都讀「徒

古切」。讀「當古切」的，南有比較集中的四邑片 6 個方言點，北有

成片的從化、佛岡、清遠、懷集等地，分布在讀「徒古切」地區的南

北兩側。 

    除去「腹肚」、「魚肚」同讀的方言點之外，粵北的英德、韶關、

樂昌、連山與客語區緊密相鄰，珠江三角洲一帶幾個與客語區或四邑

片鄰接的方言點，都因方言接觸的緣故，受異讀影響而有程度不等的

改讀。 

    據《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李如龍、張雙慶 1992），17 個客方言

點中，以音區別「腹肚」和「魚肚」的有 5 個點，其餘 12 個點並不

以音別義。12 個點中，繼承「當古切」的有 10 個點，繼承「徒古切」

的有長汀、大余 2 個點。 

    上述以音區別兩種詞義的 5 個點中，秀篆、寧化、寧都「腹肚」

讀「徒古切」，「魚肚」讀「當古切」。此外，河源讀陰上 t-（魚肚）／

陰上 th-（腹肚），贛縣讀陰上 t-（魚肚）／去聲 t-（腹肚），「腹肚」都是

                                                 
43 此處所記 b、d，即相當於《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所記錄的內爆音∫、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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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當古切」，引申「魚肚」義時不以音別義，後來河源「腹肚」聲

母由 t- 變讀為 th-，贛縣「腹肚」聲調由陰上改讀為去聲，都受「徒

古切」類型的影響而變讀。 

以這有限的客語和粵語資料來看，粵語「腹肚」以繼承「徒古切」

為多，客語以繼承「當古切」為多。這兩大方言對引申的「魚肚」義

並不以音別義，但在方言異讀接觸頻繁的地區，都各有少數方言點語

音發生改變，使「腹肚」和「魚肚」音讀有了區別。 

 

四、結語 

 

本文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研究漢語「肚」的

音義來源及部分方言的表現。具體結論是： 

（一）漢代由平聲端母「都」孳生出上聲「肚」，指稱人胃。福

州型及梅縣型方言讀端母，北京型及廣州型方言讀定母，呈現語詞孳

生以音別義的多樣性。 

（二）後來從指稱人胃的本義引申，也指稱魚類及牲畜的胃。對

於這項引申，廣州型及梅縣型方言不以音別義，北京型及福州型則以

音別義：福州型引申義改讀定母，北京型引申義改讀端母。這項引申

除呈現音義變化的多樣性外，也增加了新一層的音義變化。 

（三）廣州型及梅縣型因為方言接觸，受異讀影響而使「肚」的

語音發生變化，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四）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某些方言，其個別詞彙在音義區別上發

生混淆，也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五）縱觀「肚」的孳生及後來的詞義引申，其音義發展具多樣

性及多層性特點，造成現代方言異常複雜的面貌。 

    本文利用交叉檢索的辦法，快速掌握了方言歷史音變的規則，享

受到資料庫的便利性。在檢索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深切體會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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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設計者若將資料拆分得越細緻，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研究組合的可能

性就越高，而研究者能夠自主決定如何利用資料庫進行研究的空間也

就越大。另一方面，從資料庫可以檢索出哪些規則，以及檢索出規則

之後，如何利用或解釋，繫乎研究者的眼力及目的。研究構想不同，

資料庫所提供給研究者的助益就不同；學者除了要善加利用資料庫的

檢索功能，更要培養解釋材料的洞察力。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目前只能配合使用者的操作，作靜態的呈

現。電腦技術日新月異，數位分析的觀念不斷進步，我們期待有資訊

工程師願意投入心力，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龐大語料，開發

出更靈活、更強大的功能。 

（責任校對：李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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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latforms and Chinese Dialect Studies 
 

Hsiu-Fang Yang*, Chiu-Lan Y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CCR database to research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du 肚 in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肚 was generated from the character 都 in the Han 

dynasty to denote the human stomach. It could be read *t- or *d- in 

different dialects. In the Fuzhou 福州 and Meixian 梅縣 type dialects it 

was read *t-, while in the Beijing 北京 and Guangzhou 廣州 types it was 

read *d-. Second, the meaning of 肚 was extended to refer to animal 

stomachs after the Han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this semantic extension, 

the Guangzhou and Meixian types kept the original sound, but the Beijing 

type changed its initial sound from *d- to*t-, and the Fuzhou type changed 

it from*t- to *d-. In addition, both the Beijing and Fuzhou types 

distinguished human stomachs from animal stomachs. Third, in the 

Guangzhou and Meixian types, dialect contact caused the change in sound. 

Fourth, in the Beijing and Fuzhou typ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stomachs got mixed up in some dialects. Fifth, the above points 

reflect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ayered nature of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character 肚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digital platforms, CCR, Chinese dialects, sound and meaning, 

diversity, multilaye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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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