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语固有词的两个看法 

尹智慧1 

 

1．引言 

 

近十几年很多学者发表了论文提出部分韩语固有词依然保存着汉语上古音的观点，例

如，桥本万太郎(Hashimoto1977)，尚玉和(1981)，郑仁甲（1983），崔玲爱（1990），严翼

相（2007d、2008c），侯玲文（2009）等等。根据他们的主张，因为从古至今韩国和中国是邦

邻之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渊源流长，韩语和汉语也在诸多方面上自然而然地相互影响。他

们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韩语借用了一些汉语上古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

语固有词中存在上古时代韩语借用汉语的痕迹。与此相反， 徐廷范（1987），金知衡（200

1），吴世畯(2010，2013，2015)，潘悟云（2005，2013）将与汉语上古音相似的韩语固有词

作为这两个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证据，特别是吴世畯提出“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他

试图用一些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还提出了100多个同源词。可我们必须详细考察

其中一些论点：比如说，在音义方面上两个语言的类似程度是否高，上古汉语四等带流音l的

假说是否妥当等等。为了证明上古汉语和韩语的同源说，吴世畯还要说明在语言类型学上两者

的差异。但是，笔者发现吴世畯的研究并没有处理类似的论点和问题，加上他的研究还存在很

多问题。所以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以吴世畯先前发表的论文研究为中心，试图重

新掌握上古汉语与韩语之间的异同关系。同时，通过严格的分析，笔者将对上古汉语与韩语的

关系是同源，还是借用作出判断。 

 

2．对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语固有词的两个看法 

     2．1 借用论 

 

依据之前的研究，一些韩语固有词的确在音义方面与上古汉语非常相似。尚玉河（19

81），崔玲爱（1990），严翼相（2010）主张这些词汇表示上古时代韩语借用汉语上古音，他

们找到的例子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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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 汉语上古音 韩语词 

1 风 *pjəm(李方桂)/ *plum(郑张尚芳) param 

2 江 *kruŋ(李方桂)/ *krooŋ(郑张尚芳) karam 

3 吾 *ŋea(王力)/ *ŋaa(潘悟云) na 

4 尔 *ȵiai(王力)/ *njelʔ(郑张尚芳) nə 

 

从上面列出的例子来看，两者的声母和韵尾大体上一致。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三个解释，

像借用论的说法一样，这些词汇可能存在韩语借用汉语上古音的痕迹，但也有偶然一致的可能

性，这也许是证明两个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证据。可是历史语言学学者大部分都解释这是上

古时代借用的痕迹，笔者先考察为何他们支持借用论，然后将探讨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支持借用论的学者有郑仁甲(1983)，崔玲爱(1990)，李基文(2008)，严翼相(2008c)，

侯玲文(2009)，金泰庆(2010)等等，他们认为与汉语上古音相似的韩语词汇不是偶然一致的或

者汉语和韩语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证据，而是韩语借用汉语上古音的痕迹。侯玲文(2009)说明发

生学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两种语言的词汇有可能类似，但依据Cambell(2004)的研究，这些词汇

不过于词汇量的百分之五，而且都是人类共同使用的词汇，譬如，妈妈，爸爸，啊,布谷布谷

等等。可是到现在学者找到的词汇已经超过这个数量，这是指我们可以考虑的选择只有同源的

可能性和借用的，但是一般学者都会判断汉语和韩语不属于同一个语系。笔者接着看支持借用

论的学者为何不接受韩语与汉语的同源说。 

主张借用论的学者认为汉语是与藏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但韩语比较像日语以及阿尔

泰语系的语言2。严翼相(2015，2017)也在论文上提到韩语和汉语的差别。依照他的研究，古

代汉语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3，但古代韩语是从古代到现在保持多音节。而且，他从类型学

的观点来分析这两个语言，他说明韩语有SOV型语言的典型特征，可是汉语都有SVO型和SOV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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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特征4。再者，他引述发生遗传学的研究(2009)，韩国人有等量的阿尔泰系统和台-卡岱

系统的基因。在中国人的基因中，台-卡岱系统的基因占优势，与此相反，阿尔泰系统的基因

较低。日本人有大量的阿尔泰系统的基因。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基因信息与语言类型学的资料也

没有证明韩语与汉语的祖语一样的说法。考虑到这些研究资料，我们不得不从借用论的观点来

探讨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语固有词。这是因为如果接受借用论，我们会比较容易处理该问题。

因为文法上或者音韵上的差异对借用的语言现象没有影响，所以我们不必说明上面所说的两个

语言的差别。换言之，为了证明汉-韩语同源说，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2．2 同源说 

 

 吴世畯主张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之前，徐廷范(1987)，金知衡(2001)也提到韩语

和汉语的同源可能性。徐廷范首先注意到韩语和汉语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两个语言形成过程

中互相影响，因为韩国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因此，他主张韩语和汉语属于同一个语系，

还有说明两个语言很早就分化所以现在两者分歧非常大。金知衡深入地讨论两个语言的形成过

程，同时找出大量的例子，包括身体、自然、人称相关的词汇。除了他们以外，吴世畯(2010，

2013，2015)也主张韩语和汉语的祖语一样。他不但倡导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而且提出了

100多个同源词。潘悟云(2005，2013)刚开始研究该问题的时候，把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语

固有词看作上古时代的借用痕迹。但是，受到吴世畯的影响，他也接受了汉-阿尔泰语同源说。

上述的四位学者都从多角度探讨韩语源头，笔者尊重他们的研究，不过他们提供的解释和证据

不足。我们可以先仔细了解他们提出的证据。 

 

(1) 徐廷范(1987) 

 

眼睛的韩语固有词是‘눈[nun]’。与该词对应的汉藏语和日语词汇是如下。 

现代汉语 广东话 厦门话 藏语 缅甸语 日语 

[mu] [muk] [mak] [mik] [myessi] [ma/me] 

 

(2)金知衡(2001) 

 

                                           

4 他参考Dryer and Haspelmath(2013)和金立鑫(2016)的研究之后比较了韩语和汉语。如果想看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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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 韩语 

头＊dug 

颠＊tin 머리, 이마 

顶＊ting 정수리 

Dae-meo-ri(대머리) 

dae-gol(대골) 

do-ri-jil(도리질) 

 

(3)吴世畯(2010，2013，2015) 

 

訶 [*qhaal] / [*hrjar] (AC-大言而怒)
5
 

 

[kol] (MK-氣、火)、[kol-nɛda] (K-生氣)，[horodaho] (蒙-怒)、[kurkiren] (蒙-虎獸相

拒聲)、[qorqui] (書面蒙語-發怒)、[qorusul] (書面蒙語-痛苦、激怒)，[qorsočn](滿-恨、

發怒{)、[kur](滿-虎獸相拒聲)、[xor xar] (滿-大風雨聲)、[xoor xar] (滿-大風雨聲)，

[koroda] (EV-發怒)，[qorxoda] (Ul-使人生氣)，[qōo] (NA-使人生氣) 

 

(4)潘悟云（2005，2013） 

 

古韩语 ‘바라[para]’有土地，原野的意思，汉藏语中表示土地的词汇如下： 

藏缅语 景颇语 独龙语 羌语 阿侬怒 

语音 ka ga ʔ Khia La 

苗瑶语 兴发苗 石门坎苗 华严 养蒿 

语音 la lɦa Lua Q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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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引用了吴世畯的资料出处如下； 

AC Archaic Chinese (上古漢語):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 

P-Altaic Proto-Altaic (阿爾泰共同祖語):斯他(1991)以及本論文所擬原始阿爾泰共同祖語構擬音 

PKT Proto-Koreo-Tungusic (韓-通古斯共同祖語):金東昭(1981)構擬音 

PTM Proto-Tungusic-Manchu (通古斯-滿洲共同祖語):斯他(1991)構擬音 

AK Ancient Korean (古代韓國語): 高句麗、新羅、百濟文獻語 

PK proto-Koreanic (韓國語祖語):李男德(1985)、金東昭(1981)、 斯他羅斯天(1991)的構擬音 

PT Proto-Tungusic (通古斯祖語):金東昭(1981)構擬音 

MK Middle Korean (中古韓語):14C初-17C末韓國京畿方言、文獻語、南廣祐(1960)收入音 

K Korean (20C現代韓語):≪韓國方言辭典≫(崔鶴根 1977)、≪標準國語大辭典≫  

MOW Written Mongolian (蒙古文語):引自金東昭(1981)、斯他(1991)、語料 

Orhon T.Tekin(1993) 收錄音(古突厥語)，EV(Evenki語), Or(Orok語), NE(Negidal語), 滿(滿洲語), 

蒙(蒙古語),通(通古斯諸語),日(日語),土(土耳其語),NA(Nanay語),Ul(Ulcha語), 

Oi(Oirat語)，OC(Oroch語)，UD(Udihe語)，BU(Buriat語)，SO(Solon語) 

 



 与上面资料一样，虽然汉语上古音和韩语的一些词汇在音义方面上有对应的关系，但

他们的主张和证据存在几个问题。例如，徐廷范没有区别汉语上古音和现代方言，其实他没有

掌握汉语上古音的基础知识。拿金知衡来说，他提出的韩语和汉语的词汇在音译方面不太相似。

潘悟云找到的例子也很少，所以光靠他举证的例子进行判断是困难的。下一节笔者详细探讨这

些问题。 

 

3．汉-阿尔泰诸语同源说与相关问题 

 

 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下面简称为同源说）是吴世畯建议的学说名称
6
，这个同源

说是指汉语和阿尔泰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他近十几年发表几篇相关论文。吴世畯(2009)以提

出下几点理由而主张汉语和阿尔泰语言为何有同源的关系。  

 

（1） 

a.“汉-阿对应”呈现非偶然性、成系統性的集体对应。 

b．此“汉-阿对应”材料大部分属非文化性的基本词汇。比如，“韋聲”系为例，“韋、圍、

違、煒、韡、偉、葦、湋、媁、緯、禕、諱”等对应例可说是非文化性的基本词汇。 

c．和上古汉语对应的阿尔泰固有词往往有不能被借用的动词类。如“韋聲”系的13个对应例

中有四例(違、湋、媁、諱)属动词类, 占30%。 

d．假若是上古时期的借用，“在我们不可了解的远古时期进行的，和一般借词不同的，我们

只能将它们看成共同祖语。”(金芳汉 1988:323) 

e．上古时期的借词应呈现个别、散发性的。而我们的对应材料均属同一“谐声”体系内成系

统地对应，不像一般上古借词。 

f．一個汉字词(汉语上古音)同时对应多数阿尔泰诸语词。 

 

 分析同源说的问题之前，笔者得要说明韩语的语系。虽然吴世畯把韩语加进阿尔泰语

系，但一般历史语言学者都不把韩语看做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这点表示即使汉语和阿尔泰语言

的词汇呈现集体对应，我们不能说韩语跟汉语也有对应关系。换言之,(1f)不能成为韩语和汉

语有亲属关系的证据。但笔者不是反对他举证的所有根据，也觉得一些韩语固有词与汉语上古

音相似是非偶然性的语言现象。可笔者还是怀疑他举证的其他根据，因为发现了他举例的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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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韩国固有词在音义方面上不太相似，并且他列出的词汇当中的基本词汇非常少，下一节

笔者会仔细探讨这个问题。第四个理由也是有问题，吴世畯说远古时期进行的借用和一般借用

不一样，所以我们把韩语固有词保留的汉语上古音看成同源的根据，这点也需要详细的说明。

如果没有批评这点就接受同源说，就会造成假设有人主张远古时代亚洲地区的语言互相影响，

进而根据借用邻近地区语言的词汇，就可以认定远古时代亚洲语言是同一个语言，那么我们就

没有理由反驳这个主张。为了让其他学者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慎重地研究这些主题。  

接下来，笔者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吴世畯引述郑张尚芳和龚煌成构拟的汉语上古音，

但是他随意把流音[l]插入有些词汇的介音位置，这是他依照自己和schuessler(1974)提倡的

‘上古汉语四等带流音[l]说构拟的，然而问题是其他学者不接受这个说法。下列汉字畦，圭，

刲都是属于四等的字，所以吴世畯插入流音[l]，但是著名学者没有加入[l]。 

 

（2） 

 畦 圭 刲 

吴世畯 Gwlee Kwlee Kwlee 

郑张尚芳 ɢʷee kʷee khʷee 

李方桂 gwig Kwig Khwig 

白一平 gʷe kʷe khʷe 

潘悟云 gʷee kʷee khʷee 

 

吴世畯说从《说文》的谐声资料来看上古汉语四等字和二等字[-r-]有密切的关系,潘

悟云（2014）也提到塞音前置的时候流音[r]跟[l]互相谐声，他举例的汉字如下： 

 

（3） 

 
汉字 李芳桂构拟的上古音 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音 

a. 湅-㶕 
*
glianh/

*
krianx 

*
g·reens/

*
kreen 

b. 莛-莖 
*
diŋ/

*
griŋ 

*
l'eeŋ/

*
greeŋ 

c. 挑-撓 
*
thiagw/

*
nragwx 

*
lhaaw/

*
rŋaaw 

 

上面列出的汉字中左边的是上古汉语四等字，右边的都是跟左边的汉字谐声的字，并

且都是二等字[-r-]。从李芳桂构拟的上古音体系来看，我们无法理解各组的两个字怎么谐声。

但把流音[l]加入上古汉语四等字的介音位置，我们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有谐声的关系。可是，

对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音来说，这样的问题不出现。这就是说，郑张尚芳没有把流音[l]插入

所有的上古汉语四等字，但只有上古汉语四等字与二等字[-r-]有关的时候，他加入流音[l]。



换句话说，因为吴世畯引述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音，他不必把流音插入所有的上古汉语四等字。 

吴世畯的上古汉语四等带流音[l]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四等以外属于三等的汉

字也被插入流音[l]，鞦, 鰍, 楸, 鍫, 湫都属于三等的字，这些字本来没有流音[l]才是对的。 

 

（6） 

 鞦, 鰍, 楸, 鍫, 湫 

郑张尚芳 [*shɯw] 

吴世畯 [*khslɯw] 

李方桂 [*tshjəgw] 

白一平 [*tshjiw] 

潘悟云 [*shɯw] 

 

 这点是吴世畯必须详细说明的，而且schuessler和吴世畯揭示的例子必需检讨。学者

构拟汉语上古音时一般参考各种材料包括亲属语言的词汇，有关文献等等，考虑谐声关系是不

言而喻的。但是吴世畯揭示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在《说文》上找到的，或是只管谐声关系而构拟

的。虽然schuessler用上古汉语和汉藏语的同源词试图证明四等字带流音[l]说，可是，其数

量太少。笔者还是没有找到支持四等字带流音[l]说的有力证据，所以暂时不接受这个说法。 

 

4．上古汉语与韩语固有词比较 

 

 根据语音类似程度，笔者把吴世畯所举的例子分成三个等级，类似程度最高的例子分

为3级，最低的是1级。‘河’的汉语上古音构拟为*gaal/*gar，古代韩语的是*gūl，两个构拟

音都有g的声母和l的韵尾，所以这个例子有三个相似的地方所以分为2级。‘韋’的汉语上古

音是*Gwɯl，它的韩语古代语音是*kul, 古代韩国人没有区分浊音和清音，我们可以说它们共

有一样的声母，母音，韵尾以及音节，所以这个例子分为第3等级7。 

 

（7） 

等级 例子 

                                           
7
 笔者把ɯ和u的读音看做相同的语音，因为两个都是属于闭元音，而且发音这两个语音的时候，舌的位

置在后面。 



3级 黥，橿，畺，疆，韋，圍，篍，罣，街，蛙，柯，稽, 媁 

2级 

鯨, 麖，䲔, 麠, 繮, 韁, 畕, 甲，鍏，偉，禕，葦，湋，諱，緯，解，檞，

澥，𨼬，秋，鞦，楸，鍫, 湫，卦, 挂，註, 絓，娃，桂，觟，佳，鼃，黊，𦓯, 

奚, 𪓷, 騱，谿, 鞵, 𦫬, 溪, 雞，河，舸，訶, 鴚，阿，蚵，指，脂，耆, 鮨, 

鬐，𨪌，鰭，詖, 彼, 貱, 破, 披, 耚, 翍, 㱟, 驍，披, 𨧦，疲, 𪊨, 翹 

1级 
柙, 鴨，違，懈，蟹，鰍，䖯，袿，刲，奎，䯓，崖 畦, 鷄，恉，㞓，㚛，簸，

顤, 堯, 嶢, 獟  

 

 笔者发现属于1级与2级的例子超过一半，特别属于2级的例子最多，而且不接受‘汉

语四等带流音[l]说’的话，百分之三十的例子下降一级。最后笔者想指出上面例子大部分都

取[kVR-]的音韵形态，[pVR]，[mVR]的形态非常少，只占百分之五8。为了增强汉-韩语同源说

的可信度，吴世畯揭示的例子音韵形态还需要多样化。 

虽然吴世畯揭示的例子在语音方面没得到很高的类似程度，但如果这些例子在语义方

面表示很高的类似程度，情况不一样了。甚至其中包括的基本词汇数量多的话，汉-韩语准同

源说的可信性会增加。根据在语义方面上的对应程度，笔者下列的例子分成三个等级，对应关

系最明显的字属于3级。 

 

（8） 

等级 例子 

3级 

鯨，麖，䲔, 麠, 繮, 韁, 畕, 畺, 疆，甲, 柙, 鴨，湋, 鍏，偉, 葦, 諱, 

緯，解, 懈, 蟹，秋, 鞦, 鰍, 鍫, 湫，挂, 街, 卦, 罣, 刲, 䯓, 絓，奚, 河, 

柯, 鴚，脂, 鮨, 鬐, 𨪌 

2级 

黥，橿，圍, 媁，違，檞，畦, 鼃, 蛙, 崖, 袿, 𦓯, 𪓷, 谿, 鞵, 𦫬, 騱, 

溪，壵, 顤, 堯, 嶢，翹, 驍，訶, 舸，指, 耆, 𪊨, 鰭，㚛，㞓，簸，破, 披, 

耚, 翍, 疲, 㱟, 罷, 𨧦 

                                           
8
 K,P,M各个是指舌根爆音，双唇爆音，双唇鼻音，这里说的爆音指塞音。V是指母音，R表示流音。 



1级 
韋, 禕，澥, 𨼬，圭, 佳, 桂, 奎, 娃, 觟, 註, 黊，䖯，雞, 鷄，蚵，獟， 

恉, 稽，詖, 彼，貱 

 

虽然吴世畯的例子在语义方面上显示很高的类似程度，可惜的是属于2级到3级的例子

没有包括大量的基本词汇。历史比较语言学者调查印度语言，拉丁语以及希腊语的时候，考察

这些语言的基本词汇在音义方面上有没有对应关系。当时语言学者发现印度语言，拉丁语以及

希腊语之间有非常密切对应关系，所以认为这些语言都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换言之，我们判断

上古汉语和古代韩语的关系时必定考虑这两个语言的基础词汇在音义方面是否对应。为了检查

例子里面有没有基本词汇，笔者参考了Swadesh的基本词汇目录，只有‘河’,‘奚’,‘甲’

这三个字包含在三级。 

经常被借用的词汇形态大部分都是名词的词汇，动词类比较少。可是如果揭示的例子

里包含大量的动词，而且这些动词词汇在音义方面上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汉-韩语准同源说的

可信度会稍微提高。上面揭示的动词词汇有破, 披，挂，訶, 違，湋等等，而且在音义方面上

有很高的类似程度，但Swadesh的基本词汇目录没有包含这些词汇，因为它们都与生活上常用

的词汇无关。把上面的资料综合起来进行考量，‘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的证据确实是缺

乏的，所以为了解决‘汉-阿尔泰诸语准同源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找到其他的证据。 

 

5．结论 

 

 韩-阿尔泰诸语的同源说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存在局限性。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不但

要求研究人员持有慎重的研究态度，而且要高度掌握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学的基础知识。通

过本稿，笔者检查了吴世畯主张的‘汉-阿尔泰语言同源说’妥当与否，他在论文中举的例子

在音义方面没有呈现很高的类似程度，何况两个语言在文法、音节结构、音系上存在差别。结

果是我们确认了汉-阿尔泰语言同源说的缺点，与此相反，借用论不太会受到限制。因为虽然

两个语言的文法、音节结构、音系上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不影响借用的现象，所以笔者想用借

用论来说明与汉语上古音类似的韩语固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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