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分布區域的接軌       

     

148      閩語的分布區域 ，福建原鄉區域之外，亦分布於江西東北上饒、廣豐、

玉山、鉛山、橫峰五縣（胡松柏 1998）、浙江江山（羅杰瑞 1990）、浙南平陽、

蒼南、泰順三縣（溫端政 1995）、廣東中山隆都（黃家教 1985、林倫倫

1994,1996,2006）、廣東徐聞（張振興 1986）、廣西合浦東部山口、白沙、西部瓦

聯、南部福成（梁猷剛 1986）和海南島、東山島、金門、馬祖、澎湖群島、臺

灣地區等等149。當我們企圖落實「移民與方言形成」的概念時，必須將歸屬於陸

塊區域的「閩方言島」（閩方言飛地 outlier）與「閩方言島嶼區域」作出明確的

分野。基本上，「閩方言島」的所處區域，其周圍方言多非閩語150，「閩方言的島

嶼區域」則是以閩語為主體的空間區域。根據目前的研究報告，閩北區域的方言

報告顯示閩東、閩南的人口來源，歸屬明代尤溪縣閩中一帶的大田廣平話，亦具

有「過渡」的混合性質（李如龍 1994），即便如此，仍不妨礙我們對於「閩方言

島」與「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認知。相對言之，從某種意義程度而言，所謂「過

渡性質」，則是補充說明方言地理學所言之「邊境殘存原則」的解釋效力（請參

看第一章第二節）。 
151   「閩方言島嶼區域」，目前研究報告數量、成果相較為多的區域是海南島 。

以海南島的移民問題言之，約略以閩南（本文以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稱之）、莆

田、潮汕地區為主要移民來源（雲惟利 1987 ,符玉川 1996），島內的漢語方言可

分為六類：一，閩語瓊文話，二，粵語系統的邁話，三，粵語系統的儋州話，四，

客家話，五，官話系統的軍話，六，「散居於本島各地農場和礦山的工人，有講

廣州話、肇慶話、潮州話和本島各地方言的，尚未形成有當地特色的方言點」（梁

猷剛 1984：264）。其中，屬於「其他」的第六類，說明「散居」人口保留原鄉

方言，不與該區域混併的實際情況，有助於我們推想澎湖群島在散列狀島形相同

                                                 
148 以分區或分群觀點，探究閩方言系屬關係問題，約略可分成兩種學說 ：一，福建分為「閩東」、

「莆仙」、「閩南」（「泉州話區」、「漳州話區」、「廈門話區」、「龍岩話區」和「大田話區」五區（周

長楫 1998）） 、「閩北」和「閩中」五個區域（潘茂鼎等 1963）。二，閩南與閩東具有較多共性

（Norman 1981、張振興 1987），可將閩方言分為閩東、閩西兩大區塊。 
149 此處分立這些島嶼是以「近陸」、「遠陸」為依準。 
150 李如龍（1985）曾提到閩東沙埕澳腰村、後港村講的是莆田話，澳腰話周圍則是使用接近泉

州、永春口音的閩南方言，因而判斷其為「島中之島」，事實上，由其移民的來源為莆田縣涵江

鎮，或許，可以顯示福建區域內部移民所形成的「次方言區域」，能否視之為「方言島」是有待

討論的。 
151 誠然，海南島時至今日仍是「漢語/民族語言」置於相同空間的情況，廣東、廣西仍保留一些

民族語言的「借詞」（林倫倫 1993）。然而，探究海南島漢語方言音韻問題的思考邏輯，則可以

適用於同為閩方言涵蓋的其他島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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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下，共時、貫時層面的語言問題，這是與「閩方言島」具有差異的因素之

一。 

以「移民與方言形成」的概念言之，江西地區閩方言島形成的時間，約為清

初，移民來源為福建下四府：「興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和汀州府」。廣東、廣西

閩方言島的形成，則是順著移民史的方向：中原→福建→廣東（林倫倫 1993：

288）而成，相較於福建內部的移民動線，顯然單純的多。海南島漢語方言為閩

語主體（閩南語、閩東語），然而，海南島內的方言問題，學者間的意見大體是

以「混合、複雜」視之： 
152一，儋州村話是一種混合型的方言 「a mixture of other dialects」（Ting 

Pang-hsin1979）。 

二，「……據我們了解，以那大為圓心，以二十公里為半徑，在這個範圍內

的村莊墟集通行的話有六種：儋州話、客家話、軍話、白話、臨高話、黎語，這

種在小範圍內的居民使用多種語言（方言）的特殊情況，是造成那大鎮語言複雜

的重要原因」（梁猷剛 1985：67）。 

三，海南島邁話，是一種不屬於粵、閩或客贛方言，而是保有這四種方言的

部分特點的「混合型」方言（黃谷甘、李如龍 1987：268-275）。 

這三個論點所說明的共同問題是，海南島的漢語方言並非純粹為閩語，在族

譜資料殘缺、文獻史料記載不明確的情況下，欲以「移民與方言形成」的思路，

說明海南島漢語方言問題，便有必要先行提問、設想為什麼海南島會呈現所謂「混

合型」的方言類型？按照本文的初步設想，可以方言地理學「邊境殘存原則」提

出解釋（請參看第一章第二節），同時，這個原則絕非海南島獨有，而適用於閩

方言的島嶼區域，可將之視為「共通原則」（common principal），這是與「閩方

言島」具有差異的因素之二。 

進一步而言，以邊境殘存原則為設想，可以解釋閩方言島嶼區域音韻現象，

因不同人口來源產生「疊置」的可能性。為了讓我們的思路理論化，我們不妨回

顧橋本萬太郎（1978）以「畜牧型」、「農耕型」為主軸，探討漢語音韻、詞彙空

間分布問題所給予我們的啟發。閩方言島嶼區域，以漁業為主、農業為次的生活

型態，讓我們需要格外重視「漁獵型」概念範疇153，橋本先生所提出語言類型地

理學的內在思路，或可以「畜牧型」、「農耕型」、「漁獵型」鼎足為三的架構進行

                                                 
152 Ting Pang-hsin（1979）The Tan-chou dialect of Hainan ,第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會議論文。

丁先生並談到：「臨川話、台山話和閩語是構成這個混合體的可擇方言」。 
153 請參看橋本（1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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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重新觀察」 （renewal observation），這是我們想要提出的想法。其次，在閩

方言文獻語料的研究過程中，閩北系韻書向來以《建州八音》為代表155，多數學

者亦以《戚林八音》作為閩東系方言主要探討對象156，至於閩南系文獻語料，除

了具有傳承《戚林八音》形式結構纂作的韻書之外157，《彙音妙悟》、《拍掌知音》、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渡江書十五音》、《八音定訣全集》、《潮汕十五音》、《擊

木知音》是許多學者過去研究工作所倚重的材料。在閩方言島嶼區域皆未有直接

聯繫文獻語料的因素之下，為了說明方言地理學的基本思路，我們將這批文獻語

料轉以閩方言「內陸」、「鄰海」區域分別之，以落實本文在方法、方法論的取徑。 

    澎湖群島鄰近大陸東南方言（主要是閩方言區），以及臺灣閩南方言、南島

語的區域之間。以時間軸言之，有史時期澎湖群島的漢族移民早於臺灣地區，若

以空間分布言之，澎湖群島散狀島形以及島內聚落的散置，是閩語次方言得以各

自發展的條件。目前澎湖地區已遍尋不著南島民族的後裔158，若要繼續申論第一

章所討論的澎湖群島南島語島名的殘存問題，已無任何可能性。若是觀察近代漢

語文獻語料在各方言的區域分布，閩方言島嶼區域在「文獻語料殘缺」這方面具

有共性。文獻的共同殘缺問題，使得研究者的思路，轉而著重於日治時期人口普

查、族譜資料和移民史的歷史問題。「移民與方言形成」的概念向來為學者所重

159，但是，這個觀點具備一個論述前提：即是「語言現象與文獻語料的相互接軌」

（Cor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phonemenon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s），嚴格言

之，若無法在論證過程當中取得兩者銜接的一致性，單一方面的分類、分期，其

解釋的有效性，很可能都是需要重新檢證的。在閩方言島嶼區域文獻語料、史料

兩方面呈現空缺且相當不完整的情況下，面對漢語研究「語言邏輯並不等於歷史

邏輯」的命題，我們是必須加以正視的160。執是之故，在探討澎湖群島群島閩方

                                                 
154 以文化生態學、海洋民族學的學科概念為基礎，設想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區其他島嶼（屬於「瓊

文區」的海南島），皆可歸為「漁獵型地理類型」，這個設想，經由澎湖群島與鄰近區域「親屬稱

謂詞」、「人稱代詞」和「形容詞結構」類型的「語料分析」，似乎找到了立足的可能性。具體言

之，有了這一層思維，則本文「鄰海區域」的實質意涵，便不是單純以「閩東沿海區域」為限，

而含括廣東、廣西鄰海的閩方言點，「內陸區域」亦自然而然的疏通了「閩北」和「閩中」的障

隔，人稱代詞「誰」的層次性，則帶出了地理類型的「推移動向」，儘管地理類型所反映出的表

象是屬於靜態性質。 
155 可是以這部相對時間為晚所出現的韻書，作為分析音韻現象的基礎，其理據為何？又，有宋

以來，屬於閩北地區的相關語料，能否提供更為早期的音韻問題？ 
156 明代陳第對於該區域所描寫的語料，是否足夠提供我們繼續深入音韻問題的？ 
157 閩東地區皆有西方傳教士所編輯的字典，因而整合傳統文獻語料與傳教士以拼音方式所留下

記錄。 
158 李壬癸先生曾提及語言學家相較於考古學者、人類學者有較大的研究限制。 
159 請參看張琨 1988, 張光宇 1996  
160 果若將兩者「邏輯倒置」，對於閩方言整體研究的「內在理路」（inner logic）則會帶來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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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音韻問題之前，至少有下列兩個觀點，需先行說明之： 

    第一，澎湖群島閩方言如何與原鄉區域閩方言聯繫的相關問題，尚未有系統

性的探究161。以文獻語料言之，今日閩方言區域文獻語料分布於福州、建甌和泉

州、漳州、廈門、潮州等地區，若以閩方言內部區域劃歸，則可將之分別為「鄰

海區域」和「內陸區域」，顯而易見的問題是，「鄰海區域」的文獻語料為多，「內

陸區域」次之，至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文獻語料則是未見記載。以音韻現象

言之，閩北方言中古濁聲母清化後送氣與否、聲調與聲母清濁問題，閩東方言聲

母類化、韻隨調分的問題，以及閩南方言鼻化韻、鼻化韻喉塞音的音節結構，幾

乎皆是學者們所曾關注的課題。澎湖群島在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閩南方言區域）

範圍之內，考量其音韻類型問題，固然當以閩南方言音韻現象為依準，問題在於

地理位置的因素，讓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的整體設想問題，需再進行較複雜的論

證過程，尤其明代「海賊」侵擾的海域在於閩南、閩東和日本琉球的三角區塊當

中（第一章第一節），許多史實線索的交相比對，促使採取族譜、日治時期戶口

普查資料，進而設想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現象問題的研究者，很可能必須擴大以

漳、泉兩個次方言為主的視角。以方言地理學思想而言，歷史、地理與文化層面

「非語言」的因素皆是需納入考量的。 

    第二，「西方地理語言學的特點是以方言地圖為基礎，進行”從語言的地理分

布考證語言的歷史演變”和”結合非語言因素解釋語言的分布狀況，探索語言變化

機制”的研究」（曹志耘 2006：179）。請特別留心「從語言的地理分布考證語言

的歷史演變」這句話，如果疏忽了前後邏輯，很可能會失去語言地理學研究的基

本精神，若是又未能貫徹這個信念，語言地圖繪製的意義，亦恐將受到質疑，而

這是本文所格外謹慎之處。 

 

         第一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歷時層面的相關課題 

 

    在漢語史發展過程中，文獻語料的傳承，亦可依其「區域」而歸類，永島榮

一郎（1941）、趙蔭棠（1957）皆曾將韻書歸納為南北音系統，其中，趙先生將

                                                                                                                                            
度的影響，同樣是我們有所自覺的。 
161 關於臺灣地區閩方言的研究，約略有兩個主要的方向：一，文獻語料與臺灣地區語言調查的

整合研究或以王育德（1968、1970）為最早。至於臺灣地區閩方言調查的語料，除了日治時期所

編纂的臺日、日臺字典外，可供研究的早期資料並不足夠。二，黃宣範（1994）以社會語言學（Social 
Linguistics）觀點思考臺灣閩方言的歷史問題。請參看《語言,社會與族群意識 : 台灣語言社會學

的硏究》，臺北，文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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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韻圖音系製成下表，請看【表 7】： 

 

    【表 7】宋元韻圖南北音系簡表 

 

                            《韻鏡》 

                        南  《七音略》 

                            《切韻類例》 

                        中  《切韻指掌圖》 

                            《四聲等子》－《切韻指南》 

                        北  《楊氏韻譜》 

                            《聲音唱和圖》 

 

   【表 7】具有相當程度的啟示性，如果說「《切韻》的價值在於提供一個音韻

間架，來討論比較各種現代方言的演變現象」（張琨 1988），宋明清時期各方言

區域所纂作的韻書、韻圖162，尤以明代文獻語料與現代方言的聯繫問題，顯得更

為直截。因此，系統性的統整宋元明清時期與閩方言相關的文獻語料，當是刻不

容緩的工作。但是，如何探討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現象，及其與「鄰近區域的文

獻語料」間的音韻類型與地理分布問題？對於缺乏文獻語料的澎湖群島，自然是

                                                 
162 有宋至明的階段，有一個現象必須指出，亦即漢代字書、或者隋唐韻書、韻圖的觀念，在此

時期顯示出大量資料的湧現，表面上看來，似乎已受到相當程度的研究，實際上，研究的材料涉

及多種民族語言、研究者本身的語言能力亦是一大挑戰。換言之，要以個人的能力建立出一套系

統架構的詮釋，應該是不可能，同時是不必要的。 
    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忽略了對於文獻語料「詮釋」的重要性。這裡所謂的「詮釋」，簡單

的說，就是將個別字書、韻書、韻圖分析，再整合出一個整體框架的思路。有宋至明的階段，許

多字書、韻圖、韻書的作者，可以地理區域作一歸屬。 
    次者，高本漢所運用的韻圖並非是《韻鏡》，而是《切韻指掌圖》，可是為什麼高氏所構擬的

中古音韻系統，與後來學者依從《韻鏡》所作的分析相近呢？答案其實顯明，分成三點說明：其

一，《切韻指掌圖》屬於《韻鏡》的類型。其二，我們仍舊依循高本漢的方法，亦即全然忽略每

部韻書、韻圖作者所作的說明，換言之，《廣韻》的音類，遠遠凌駕各部韻書韻圖作者重新的歸

類，因此，「材料」由《切韻指掌圖》換成《韻鏡》之後，我們的「方法」還是跳不開高本漢的

思路，這個問題的產生與我們從來未對一部韻書韻圖所有的文字內容，進行全面具體的描述、詮

釋（interpretation）有著密切的關聯性。其三，只是高本漢仍是站在當時西方漢學家的基點前進，

而與我們受到清儒小學成就影響，從而忽略宋元明時期韻書韻圖的形成背景，有著相近的屏障。 
    但是，唐宋時期與《韻鏡》原型相近的韻圖，目前已經殘存無幾，可供推求的資料可以是鳳

毛麟角，這個問題，其實同樣可以有一個簡單的解釋，亦即經過遼、金、元外族洗禮之後，產生

一批不再專守漢語的韻書韻圖，轉而成為如何溝通漢語與民族語言的材料。經過這一層衝擊，明

清時期產生許多反映個地方言的韻書、韻圖，順此而大量的湧現。具體的說，異族統治者關心的

是漢語的學習問題，而漢族人本身則是意識到官話、鄉音、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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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個需要提出討論的問題

以明清時期而言，面對宋元韻圖當中所言及的「門法」，各家韻圖、韻書作

者不再僅僅「墨守成規」，而是依據個人的思路、所接觸的方言環境，提出一套

可能的詮釋套路。我們認為這些「思考路徑」，是明清時期作者們面對宋元韻圖

的「問題意識」164，從學術史的角度而言，則是一種對於宋元音韻研究的「自省」

但是，如何將這些文獻語料納入語言類型概念的思路？或可以橋本萬太郎

（1980：407）所言作為基礎，請看： 

 

      言語の類型発展を、単に文献資料によってタテにたしかめるばかりでな

く、地域変種をヨコにしらべることによって、タテの観察うらうちして

いくことが、可能になったことである。しかも、そのスケールは、一大

陸、一亜大陸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データの機械処理の援助もえて、数大

陸にも、わた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ある。前代の言語学徒のユメみたと

ころの、言語の共時相と通時相の統一的な把握ということは、このよう

なかたちでも、実現しようとし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ある。165

 

    橋本先生這段文字，可有兩點啟示： 

    一，語言類型的研究，應當朝著結合「文獻語料」和「語言調查」兩個軌跡

同時並行的方式。 

    二，大陸板塊的語料，可以藉助機械輔助予以整理，從而實現充分掌握語言

歷時、共時研究的可行性，這方面是現代學者與古之學者的重要差異。 

166 167，目前可以劃歸閩方言的文獻語料 ，粗略可分為閩    以閩方言區域而言

                                                 
163 果若從共時（synchronic）的層面，進行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問題的相關思考，能夠擴展閩語

「漳泉片」的視野，則閩方言地理類型的討論將朝向「內陸區域」、「鄰海區域」和「島嶼區域」

三個面向（three dimension），另外以歷時（diachronic）的走向而言，「鄰近區域的閩方言文獻語

料」，對於思考澎湖群島閩方言的「層次」問題，應當具有啟示性，但是，目前學界對於「層次」

的定義上未有具體的一致性。 
164 可惜的是，近代的語言學家，所關切的問題主要在於「文獻語料」，並不涉及作者個人的相關

思想，當然，對於作者思想與文獻語料之間的種種問題，自然走向「評而不論」的研究取徑，嚴

格而言，這與時代的研究環境有所聯繫，只是，若要更為深入漢語音韻學的課題，相信文獻語料

當中任何蛛絲馬跡，都是值得追加討論的。 
165 筆者譯文：將語言的類型發展，並不是單方面依據文獻語料得以確立，以田野調查所掌握的

區域變體，從不同層面檢證所建立的觀察資料，則是可能的事。然而，其規模，當然是指大陸區

塊、亞洲大陸，同時以電腦處理語料作為輔助，即便是數個大陸板塊，仍是足以跨越的。觀察到

上一代語言學者，所謂掌握語言共時、歷時的發展，這樣的語言圖像，能夠實現是有理可循的。 
166 將《彙音妙悟》的字母韻的例字，作為調查的「語料庫」，對於完全未有文獻語料殘存的澎湖

群島而言，著實具有相當程度的貢獻，只是按著這個策略，又帶出一個可能的問題，即是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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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系列、閩東系列及閩北系列，果若由地理區域重新歸類，「閩南系、閩東系韻

書」、「閩北系韻書」各可劃歸為閩方言「鄰海區域」「內陸區域」的文獻，可是，

誠如前文所反覆強調的，以「島嶼區域」言之，並無法取得「直接聯繫」的文獻

語料，這種共性，其背後可能有兩方面的意義，一者，漢民族於島嶼區域，尚未

建立深層文化。二者，「島嶼區域」的歷史文化問題或當為多層級的展現，亦是

島嶼區域的宿命。在這種歷史氛圍下，思索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語言問題，便

需考量內陸、鄰海區域的相關文獻語料。今日所存閩南系的韻書，相較於閩北、

閩中或閩東地區、莆仙方言，數量明顯為多，需要留意的問題則是，代表閩東地

區的《戚林八音》，其體例「字母」（韻類）、「八音」（調類）以及「十五音」（聲

類）與《彙音妙悟》屬於同系統，是否代表閩北、閩南區域的韻書流布脈絡，有

其傳承羽翼的可能性168？  

    針對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閩東「仙遊」，自唐以來作為福州與泉州、漳州的

交通孔道的歷史背景說起169。唐代於仙遊設立「楓亭館」，元 林蒙亨〈螺江風物

賦〉言及： 

 

一鬨之市，百貨駢集；五達之逵，四方會通……北首而近長安之日，東遊

而快滄海之風。若乃扶桑日出，陽侯波煖，舳艫銜尾，風濤駕空。粒米之

狼戾，海物之惟錯，遐珍遠貨不可殫名者，無不幅輳於南北之賈客，朝夕

之漁翁。170

 

    這段文字當以「無不幅輳於南北之賈客，朝夕之漁翁」為要，可以預想，明

代福州港、泉州港具有明代初年「兩京制度」般的重要性。「北人南下」之外，

整個閩方言內部文化中心的發展、內部移民往復移動的連續性，或許是不可漠視

的。 

閩方言內部區域的劃分以及閩語次方言的系屬問題，多數學者將兩個問題視

之為「分區」（subdivision）和「分群」（subgrouping）的關係。「分區」的觀點，

或可謂起自漢 揚雄《方言》一書，到了明 張位《問奇集》則將當時漢語方言區

                                                                                                                                            
澎湖群島屬於泉州方言的範圍？而不會是漳州、廈門、金門，或是閩南其他地區的方言滲入其中？ 
167 漢語文獻材料個別的研究目前仍非徹底，問題的關鍵在於研究者本身的問題意識為何等等，

往往處於模糊不明的階段，但是，這裡有一個前提必須先釐清，亦即《切韻》與其後韻書、韻圖

的「音類」比較，需要先行於現代方言「音值形式」的比較。 
168 這個問題，實質上牽動了近代閩語文化中心的議題請參看第四章第一節。 
169 請參看鄭振滿（1994）〈仙遊沿海的生態環境與人口變遷〉，《臺灣與福建文化研究論文集》（一）。 
170 請參看《仙遊縣志‧藝文志‧諸體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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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區）內部的言語系統分為「官話/鄉音/土語」，換言之，從區域概念到言語種

類的區分，有著漢語方言學認知層面的歷史傳統171。閩語分為五個次方言區的說

法，同樣為多數研究者所承繼（潘茂鼎等 1963, 李如龍、陳章太 1984）。「分群」

的概念，則是受到歷史語言學譜系樹的學術觀點影響所產生，大體說來，閩方言

分群主張可以「閩北」、「閩東」和「閩南」三個次方言群為據。 

在討論澎湖群島閩方言歷時、共時層面問題之前，我們可再補充三點想法： 

    第一，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文獻語料的不平衡分布，或許亦是導致漢語方言

發展的因素之ㄧ。何謂「文獻語料的不平衡分布」？概指「某些地區文獻語料為

多，某些地區相對為少」，相較於其他時代的文獻語料，近代漢語文獻就區域所

在層面而言，是較為突出的，而背後的因素或與該時代的學術背景以及「區域文

化」有著密切的關係。相對而言，目前的方言調查報告亦可以不平衡分布言之，

亦即今日各方言區的調查報告仍舊呈現多寡、早晚之別。針對閩方言的區域言

之，閩方言研究的晚期文獻語料方面，約略可以分之為三類：（1）閩語內陸區域：

《建州八音》。（2）閩語鄰海北部區域：《戚林八音》、〈Tonic and Vocal Modification 

in the Foochow Dialect〉（1879）、〈Foochow Syllabary〉（1881）、《安腔八音》、《閩

音正讀表》（1919）、《加訂美全八音》等。（3）閩語鄰海南部區域：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1873）、《彙音妙悟》、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Taiwan）（1913）、《拍掌知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渡江書十五音》、

《八音定訣全集》、《潮州十五音》、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1924）、《台日大辭典》172。閩語鄰海北部區域的《戚林八音》，

其纂作時間為晚期所有文獻語料之先，其形製、編排格局亦為閩語內陸、鄰海南

部韻書的所承繼，與唐代以來，閩東的「輻輳」地位或許有所牽連。 

    第二，目前閩方言區域內部的晚期文獻語料的整合研究，似乎尚未提出系統

性的分析程序，請注意，這裡所言的「分析程序」著重的是「論證過程」（processes 

of analyses）。換言之，近代漢語（有宋至清）閩方言文獻語料的梳理工作，有必

要以「早晚期」相對時間為界，著眼於聲類、韻類和調類三方面的結構及其演變

                                                 
171 近些年來，隨著科技的進展，語言學者開始運用統計軟體，將閩方言的材料建立數據庫，以

定量分析、聚類分析的數學公式，尋找其間的「親疏關係」（陸致极 1986,楊鼎夫 夏應存 1994, 陳

宗洵 李延瑞 2001,鄭錦全 1988）。這裡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無論科學儀器如何精密，透過科學

分析的結論為何，我們終究要給予語言研究，一個屬於人文層面的解釋。 
172 本文主要參酌眾文出版社（1981）的版本，以及王順隆（2004）《新編臺日大辭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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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類型，更為完整的加以研究 。以澎湖群島所處閩南區域言之，我們能否直接排

除《建州八音》、《戚林八音》系列的韻書？恐怕不能，可能因素有二：一方面的

因素在於，我們不能不注意閩方言文獻語料，其凡例所運用術語、符號的共同意

義，以及其中所呈顯音韻現象與代表方言區域的相關問題，因其與閩南韻書仍有

內在脈絡的聯繫174，而這正是閩方言文化的連續屬性。另一方面無法割斷的理

由，尚有閩東移民陸路（向閩方言內陸區域）、海路（向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擴

散方向。文獻語料，並非為今日方言研究而記錄，其價值等同於考古學者運用殘

缺史料，為文化、自然的歷史發展而描繪可能的藍圖。個別文獻語料所提供的線

索，亦可顯示該文獻作者是出於某個學術動機，以及承繼哪些學術觀點的影響

175，以目前尚未深入調查的漢語方言點，很可能較已調查的數量為多、範圍為廣，

或有學者以為此是「定性研究的侷限性」（陳宗洵 李延瑞 2001：140）。 

    第三，丁邦新（1982：258）先生曾主張： 

 

      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歷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歷史性的

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

名詞，不一定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為序，最早期的條件

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語音差異了。 

    如果我們進一步引申這段文字所彰顯的概念，我們認為文獻語料雖僅能透過

                                                 
173 次者，近代漢語研究者對於文獻語料具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意識，即是「基礎方音」問題。換

句話說，閩方言各區域的各部文獻語料，其「基礎方音」為何？是研究者首先需要有所意識的問

題。 
174 不過，在討論閩方言區域的文獻語料之前，仍有三點需要補充說明： 
    一，文獻語料作者問題（author）：明清時期文獻語料，許多並未詳細載有作者背景資料，甚

至有的作者是寄居門下的布衣（明 徐孝），有的則全然無作者背景資料，在這個因素影響之下，

單憑語料與《切韻》音類比較，細部的音韻問題是無法有效釐清的。 
    二，文獻語料編纂說解問題（compile）：在漢語音韻研究的過程當中，「凡例」或是與文獻

語料本身相關的文字描述，往往非語言學者所重視，使得許多文獻材料，在整個音系構擬完成之

後，部分「殘存的音韻現象」、「例外」，許多研究者於文末多少會冠上「作者對於傳統音韻的理

解有誤」的類似字眼。儘管多數文獻語料，其凡例、說解，並不足以作為詮釋（interpretation）

的前提，但是，研究者必定要具備「相應的理解」，亦即該區域學術文化背景的掌握（而非籠統

的印象），最重要的是，該份文獻語料的編纂者，是「如何思考音韻問題」，更為具體的說，該作

者的「問題意識為何？」，這是我們需要仔細考量的（呂昭明 2002）。從這個角度言之，我們認

為閩方言文獻語料的細節部份，實有重新論證的必要性。 
    三，文獻語料與現代方言的對當研究（correspondence）：從某個角度言之，這是個「共時」

與「歷時」的問題，不當混淆。可是，漢語音韻學當中音韻、語音的問題，究竟該如何系統性的

辨析？現階段學者間的意見，似乎仍有游移的空間。 
175 果若研究者尚未充分掌握這些問題，皆不應輕易否決任何研究思路存在的可能性。果若僅只

要求文獻語料音類與現代方言形式對當的系統性，而不追問文獻語料當中例外成份「何以產

生？」，以及各次方言區域的「殘存」現象，我們便僅能獲得漢語方言「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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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韻》「音類」展現可能的意義，但是，漢語語言學者經過幾十年來的文獻分

析與方言調查研究，同樣提出可供檢證的「音韻規律」，「音類」扮演著有如數學

的「運算單位」，是不言可喻的176。以本文的思路而言，閩方言現存文獻語料儘

管分布區域的數量有別，「語例」的近似性，是必須整合思考的理由之一。澎湖

群島既與閩方言區域接壤，對於該區域文獻語料的整體認識，有助於我們掌握內

部文化發展的連續性，而這是必須整合思考的理由之二。另外，相較於其他漢語

方言區域，閩方言晚期文獻語料的數量相較為多的情況之下，忽略了這一層的聯

繫，我們藉助比較研究所得出的結論，所產生的「例外」現象，便很可能在蘊涵

關係之下遭到「排除」。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鄰海北部區域文獻語料的聯繫 

 
177    關於閩語鄰海北部區域的文獻語料 ，較為學者所倚重的便是《戚林八音》

一書，該書是以《戚參軍八音字義便覽》及《太史林碧山先生珠玉同聲》所成的

合訂本178，書之起始，則有晉安序、林碧山凡例和戚參軍例言，然《建州八音》

之凡例與林碧山所言類近，是以先徵述晉安序、戚參軍例言，與後文相較而觀其

同異，徵引如次： 

 

      十三經治世之書，而《爾雅》與焉，其體詳於訓詁，蓋字書之權輿也。自

此厥後，如許氏之《說文》，精於形象，沈氏之《四聲譜》，妙於音韻，以

及《洪武正韻》、國朝《康熙字典》，薈萃群書，允稱翰府軌範。而求其優

於齊民方言者，尤莫善于戚公之《八音》、林公之《字義》二書。顧是書

也，歷時久遠，傳寫滋誤，彼此分行，構覓維艱，識者憾之。今特重加校

正，彙成一集，俾得互參便閱，不至傷于脫略，其以開字學捷徑而補《爾

雅》所未備，或庶幾乎。至三十六字母，與夫一字調出四聲、十五聲俱載，

例言茲不及詳也，是為序。 

                                                 
176 以Campbell和Carstairs所編纂的字典為例，我們認為其以《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間架」，

作為考量「音類」音讀形式的研究方式，是可能的研究方向之一，我們的問題則在於：相同的音

讀形式，其音類的中古來源差異問題，以這個角度言之，可供檢擇的論證取俓便大幅增加。 
177 陳澤平（2005）亦談及清末民初的《閩音正讀表》一書，請參看〈《閩音正讀表》的官話音系〉

一文，《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 期。 
178 請注意《戚林八音》的版本，本文參考了張廷錦、張廷虎（編輯）《戚林八音合訂》，台北，

羅星塔月刊，1983 年 6 月初版，以及李如龍、王升魁（校注）《戚林八音校注》，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01 年 5 月第 1 版。兩個版本文字內容互有些微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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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未知作者為誰，僅以「晉安」為名的序文當中，「顧是書也，歷時久

遠，傳寫滋誤，彼此分行，購覓維艱，識者憾之。今特重加校正，彙成一集，俾

得互參便閱，不至傷于脫略」的說法，最是注意，何以故？兩個原因： 

    一，「歷時久遠，傳寫滋誤」，顯示此部清代流行於閩東的韻書，其纂作時間

或當上溯至有明一代。 

    二，「今特重加校正，彙成一集」，強調此書「難以覓之」，重新彙集便於參

閱，彙成的時間點為乾隆十四年。 

 

    1. 《戚林八音》的編排體例 

 

    戚參軍例言的音韻認知，亦可以「基本條例」（1）、（2）、（3）、（4）、（5），「補

充條例」（6）、（7）區分之，請看： 

 

   （1）是編之理，宜先熟讀「春花香」三十六字母，次則凡一字母均以「柳邊

求氣低」三句，定出一類十五聲，然後每聲又順口調為清濁高下，平上去

入各四聲，則字隨唇喉齒舌牙而得矣。何謂凡一字母定出十五聲？譬如是

「春」字母，則將「柳邊求氣低」十五聲，逐字俱貼在「春」字，則栁邊

求氣低十五韻，逐字俱貼在春字一類之聲，就「柳」上呼起：柳瑜邊枋求

公氣空低東波蜂他通爭琮日濃時嵩鶯溫蒙夣語文公反出春喜分，謂是間隔交呼

是也。何謂每字又順口調成清濁高下平上去入各四聲？譬如八音第一字是

「公」，則調之八音曰：「公滚貢谷群滚郡掘」。「公滚貢谷」之平上去入是

清四聲為高，「群滚郡掘」之平上去入是濁四聲為下也，餘倣此。 

   （2）取字之法，須要先調八音，次尋字母，謹託八音之第一音為要。即以第

一音「栁」字順呼至「喜」韻，放遇便覓得字母矣。但看欲取何字？假如

欲取「佛」字，則先調八音曰：「風粉訓拂紅粉奉佛」，則將第八音第一音

「風」字呼作柳腧邊枋求公氣空低東波蜂他通爭宗日齈時嵩鶯溫蒙夣語文公反

出春喜分，便得「春」字字母矣，又於「春」字字母支內，將「風」字本

音從「柳」順呼十五音，內攷何韻是「風」即止。今以首音「風」字攷遇

在「喜」字韻便逢「風」字，再挨至第八環即是「佛」字可見，餘倣此。 

   （3）是法只須「春」字母，以栁邊求氣低十五聲為音韻，熟讀百遍，其餘字

母之聲，不待思索，意到殸隨，自然流出，蓋有增之不得，減之不能，循

是可以知反切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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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十六字母 

      春、花、香、秋、山、開、嘉、賓、歡、歌、須、金、杯、孤、燈、光、

輝、燒、銀、釭、之、東、郊、過、西、橋、鷄、殸、催、初、天、奇、

梅、歪、遮、溝   內金同賓梅同杯遮同奇實只三十三字母 

      栁邊求氣低、波他曾日時、鶯蒙語出喜、打掌與君知  內只用十五字 

      八音上 公滚貢谷  下 群滚郡掘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先讀八音二句 公滚貢谷 群滚群掘，次讀十五音韻三句，間隔交呼，一類

之聲，各讀百遍，至於極熟，方能生變，觸類無窮。 

      柳腀邊枋求公氣空低東波蜂他通爭宗日齈時嵩鶯溫蒙夣語文公反出春喜風 

   （5）附反切法 

      欲知反切順逆之別，六句能通，可評妙訣，蓋切音者，名曰：標射韻法 ，

先立標的，然後可射焉。以栁邊求氣低、波他曾日時、鶯蒙語出非十五字，

皆標也。今以兩字切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如德紅切，先審德字入

聲，其音與燈字同韻，便在燈字呼柳楞邊崩求庚氣牽低燈，定低為標矣。

八音呼之，燈等店德，次以紅字平音，其音與春字同，韻便在春字呼柳腀

邊枋求公氣空低東，便是東字也，餘倣此。 

 

   （1）、（4）的說法，與《彙音妙悟》相較，文字稍異，然其基本思路仍具有

共通性。倒是第（5）點所提及的「標射韻法」，與明代等韻學的學術背景或有關

聯性179，為什麼？ 

    一，馬自援《等音》說明「傳響射字法」的條例： 

 

      其法有四傳，每傳皆以數目為記。如一傳華，少息半响，然後二傳。四傳

之句數分明，庶聽者不致混淆而射字始無訛謬也 。 

 

    二，李嘉紹《韻法橫圖》亦提及「標射切韻法」，其言： 

 

射者先立標的，然後可指而射焉。譜內最上一列三十六字，皆標也。今以

兩字切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如德紅切，先審德字在入聲內，與革

                                                 
179 請參看耿振生（1992）《明清等韻學通論》，大陸，語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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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同韻，便在革字橫列內，尋看頂上是端字，即定端為標矣。次審紅字在

平聲內，與公字同韻，便在公字橫列內看端標下，乃是東字是也。
 

 

    由此二例看來，明清韻圖、韻書的纂作雖有其個別性質，但是，以學術文化

的立場而言，《戚林八音》與之交互影響，仍有一定程度的可能性，同時可以回

應晉安所言「歷時久遠」的說法。 

 

    2. 《戚林八音》的補充體例 

 

   （6）嗽語 

      嗽語，嘴前話之轉音也。上字不離三十六韻，柳字八音。下字不離「賓之」

二韻。如上平「牽」字，嘴前話曰輕牽，嗽語轉音曰楞輕，蓋楞燈栁之平

音也，輕入賓低之上平矣。又如上聲「補」字，嘴前話曰「比補」，嗽語

轉音曰「裸比」，蓋裸過柳之上聲也，比亦之邊上聲矣。諸韻皆不離「賓

之」助音，獨「賓之」韻不用諸韻助音，故本字不變別字矣。如栁八音，

以邊求氣低等字八音助音。邊求氣低等字，亦以栁助音。如領嗽領井、井

嗽領井，林嗽林成、成亦嗽林成，李嗽李止、止亦嗽李止，梨嗽梨時、時

亦嗽梨時，令嗽令定、定亦嗽令定，利嗽利地、地亦嗽利地，其味無窮，

學者不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賓金韻屬  春香山歡燈光銀釭東聲天 

      之韻屬    花秋開嘉歌須杯輝燒郊孤過西橋鷄催初奇歪溝 

   （7）嗽語切 

      嗽語切與切字法相反。切字以上字作標，下字作箭。嗽語切以下字作標，

上字作箭。如前嗽曰「楞輕」，先審「輕」字在「賓」韻內平聲。呼曰：

柳拎邊賓求金氣輕，定氣為標矣。次以「楞」在燈韻內，「楞」亦平聲。呼

曰：栁楞邊崩求庚氣牽，便是「牽」字也。又嗽「裸比」，先審「比」字在

「之」韻內屬上聲。呼曰：栁邊，定「邊」為標矣。次以「裸」字在過韻

內，「裸」亦上聲。即呼曰：栁邊，便是補字也。 

 

   （6）、（7）兩點，「嗽語」、「嗽語切」與明 呂坤《交泰韻》「信口即是法門」

的說法，或有相近之處。至於林碧山的音韻認知亦有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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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編之理，先宜熟讀三十五字母，次則凡一字母，均以柳邊求美女四句，

定出一類於聲，然後每聲又順口調為清濁平上去入各四聲，則字隨唇侯齒

牙而得矣。何謂凡一字母，定出升音？假如公字字母，則將柳邊求美女，

升韻逐字俱貼在公字一類之聲，就隨栁上呼起：柳腀、邊枋、求公、美夢、

女齈、波蜂、靣美、鳥爻公反、亦翁、之宗、雅同鳥、音同亦、風分、出春、

語同鳥同雅、聲東、授嵩、悉空、皆通、知同殸，謂之間隔交呼是也。又假

如字母是京字，則將柳邊求美女，升韻逐字俱貼在京字一類之音，亦從栁

上喚起：柳拾、邊賔、求京、美明、女  殸、波幈、面重美、鳥宜京切、亦因、

之真、雅重鳥、音重亦、風興、出責、語重鳥重雅、聲禎、授星、悉卿、皆汀、

知重殸是也，以公京二字母，譬喻為式，餘倣此。何謂每字又順口調成清

濁各四殸？假如是公字，則調之八音曰：公衮貢谷、群衮郡掘，公衮貢谷

之中，上去入是清四殸為高，群衮郡掘是濁四殸為下也。假如京字，則調

之八音曰：京景敬吉、荊景勁極，京景敬吉之平上去入，是清四聲為高，

荊景勁極之平上去入，是濁四聲為下也。以公京二字，皆調清濁上下各四

殸，即成八音之謂，餘倣此。 

   （2）取字之法，則須先調八音，次尋字母，謹記八音，第一音為要，即以第

一音，隨栁順呼至求之二韻，攷遇便覔得字母矣。但看欲取何字，假如欲

取佛字，則先調八音曰：分粉俸拂雲粉奉佛是也，則將八音第一音分字，

呼作柳腀邊枋求公，即遇公字字母矣，又在公支內，將分字本音，隨栁順

呼升音內，攷何韻是分音即止，今以首音分字攷遇風韻，便逢分字，再推

至第八環佛字可見矣。又譬如欲取盡字，則先調八音曰：真振晉職、秦振

盡籍是也，次將八音第一音真字喚作栁拾邊賓求京，便得京字字母矣。又

在京派內，將真字本音，從柳順喚，凡音內攷何韻是真音即止，今以首音

真字，攷遇在之字韻，便逢真字，再挨至第七環，即是盡字可見矣，餘倣

此。 

   （3）是法只須公京二字母，各以栁邊求美女，凡殸為音韻，熟呼百遍，其餘

字母之殸，不待思索，意到音隨，自然流出，蓋有增之不得，減之不能，

循是可以知反切之學。 

   （4）海篇、字彙等義，卷帙類繁，貧士難購，是纂意在簡約，聊述二作，利 

便可致，篋中有此一覽，則人皆目無難字 

                     ○ 欲知反切  須旪平仄 

                        音韻交呼  法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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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公光庚午交 ○朱 姜堅嬌圭高江 

    ○正綱官勾姑佳街 ○周   瓜迦乖京龜 

    ○哉車○盃○邊○催○出○梳○授○嬝○女  ○風○抔○栁 

□柳、□邊、□求、□美、□女、□波、□靣、□鳥、□亦、□之、□雅、□音、□風、□出、□語、□聲、□授、

□悉、□皆、□知 

    八音上  ○恭  ○龔  ○供  ○菊        八音下  ○勤  ○拱  ○共  ○局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環有定準  ○  ●  ☉     ○ 虛環有音無字 

                             ● 實環有音有字     ☉ 重環同音 

 

    需要加以補充討論的是第（4）點所提「海篇、字彙等義，卷帙類繁，貧士

難購，是纂意在簡約」這一段文字，其中「海篇、字彙」所指為何？其次，「環

有定準○ 虛環有音無字、● 實環有音有字、☉ 重環同音」其背後的寓意為何？

試分別討論之： 

    一，明 朱之蕃於萬曆年間，著有《玉堂釐正字義韻律海篇心鏡》一書，不

過此書是否普遍為當時讀書人所用，而以「海篇」簡稱之？是個疑問。倒是明 張

忻於崇禎年間所著《重刊訂正篇海》，其中〈凡例〉的說解180，有助於我們對於

這段文字思考的延續，請看： 

 

      舊本名《五音篇海》，其立部以三十六字母為序，意在辨音，音固不可辨

也，故悉而不改。苟如字母之辨者，舉一偏旁，即知屬於某部，儘易檢尋。

惟不知者，需歷檢全目。噫讀書者，容可不知字母之辨哉。 

 

字音不可不確，舊本五音篇海，有切而無音，海篇直音有音而無切，一有

差譌，便難訂證。今本既用反切，又加直音，不厭重復者，直欲人呼字確

當，而無差失也。 

 

    進而言之，《五音篇海》、《海篇直音》當為二書，林碧山所言或當為《海篇

直音》一書，只是順著「舊本名五音篇海」的線索，以及明代音韻文字的學術背

景181，我們可以明代 金臺徐孝所纂作《合併字學集韻》、《合併字學集篇》以及

                                                 
180 關於《重刊訂正篇海》一書，本文以中央圖書館所藏版本為準。 
181如果我們稍加思考，必然會發現自高本漢以來的前輩學者，幾乎都將《廣韻》「音類」（pho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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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的相關說法作一引導。徐孝有言:「一舊篇海，原設

四百四十四部，今刪其二百四十四部外，增連身數畫一部，通共二百零一部」，

韓孝彥的本子182，今日恐怕已不復見。就所流傳的版本看來，韓道昭《重編改併

五音篇海》無論是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抑或《續修四庫全書》，皆又是明代

成化年間所重刊的本子。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徐孝制作《合併字學集篇》時所

見的《五音篇海》，當與我們今日所見有所不同183。此處的說法在於，我們認為

屬於北方方言韻書的《等韻圖經》，與閩方言晚期文獻語料源頭的《戚林八音》，

兩者傳承的來源仍是有所別的。 

    二，《字彙》一書，當為明 梅膺祚於萬曆年間所作，梅氏於〈字彙序〉談到

184： 

 

      字學為書，以傳者無慮數十家要，不越形聲之相益而已。說文、玉篇皆立

耑于一，畢終于灾。是後或次以四聲，或系以六書，權以母子，類族別生，

固未有顓言數者。《篇海》從母以辨音，亦嘗從數以析類，借乎其本末，

衡決       。 

 

    何以梅膺祚亦言及《篇海》一書？是否與北方區域金、元、明時期，外族漢

化的反響，使得明清韻書纂作者，著手思考通語、方音在「文字」層面「有、無」？

相信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本文並不擬追問，只是想要說明韻書的生成，有其區

域文化史的動力存在。 

    三，關於「○ 虛環有音無字 ● 實環有音有字」的說法，實際上仍是漢語

韻圖「方言內蘊」思維的展現，《韻鏡》所言「列圍之法，本以備足有聲無形與

                                                                                                                                            
category）做為漢語音韻分析的依據，或許，研究者本身並非都自覺到「直截聯繫」所連帶的種

種問題，可是，這條隱沒的思路，同樣是明清時期這一大批文獻語料創作者，共同、共通的「集

體意識」。在這種「巧合」的情況下，我們今日歸納出了漢語音韻史的歷史規律，並進一步藉由

現代方言的調查，試圖思索方言「分區」（subdividing）的歷時價值與「分群」（subgrouping）的

發生學意義，便有了歷史層面的深度。另外，張光宇（1988）先生曾經談到：「語言演變有共性

（universal）的一面，也有特性（specific）的一面，誤認西歐的語言這樣變，從而中國的語言也

應準此照變。那麼印歐語歷史比較研究底定之日，不即為漢語語音史大功告成之時？可是事實如

何？那種援引方式，實在說來是時代（觀念、方法和材料）的限制」，引自〈漢語方言的語音系

統〉，《國文天地》第 4 卷 4 期。同樣的觀點亦見於徐通鏘（1991）《歷史語言學》，大陸，商務印

書館。 
182 觀其要點，徐孝所謂「金人蕃音淆漢音」的說法，促使我們思考遼金元三個時代的語言文字

問題。然而，就《合併字學集篇》的本身而言，則是必須再思考韓孝彥《四聲篇海》以及韓道昭

《重編改併五音篇海》。 
183 請參看呂昭明（2002b）《合併字學集篇一字多音現象研究》，國立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 
184 關於梅膺祚《字彙》一書，本文取自中央圖書館所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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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無形也，有形有聲時或用焉。」其中，「有聲無形」應當是「方言本字」的

問題 ，只是歷來對於《韻鏡》的關注，多數集中於版本的校勘，以及與《七音

略》之間的異同上185，從而忽略今之《韻鏡》「列圍」的實質問題。 

    以早期陶燠民（1928）、藍亞秀（1953）、Chen Lio（1967）、王天昌師（1969），

對於福州方言的研究，近年陳澤平（1998）、或是馮愛珍（1993）以福州、福清

方言為對象，思索方音與《戚林八音》的聯繫性。關於《戚林八音》的聲、韻、

調的音韻問題，或可以【表 8】示之，請看： 

 

   【表 8】《戚林八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構擬 

 

               清塞音       清塞擦音       鼻音     邊音    喉音 

唇  音      邊 p   波 pʰ                    蒙 m       

齒齦音      低 t    他  tʰ   爭 ts  出 tsʰ    日 n     柳 l     時 s 

舌根音      求 k    氣 kʰ                   語 ŋ                 

喉  音                                                       喜 x 

            鶯 Ǿ 

 

嘉  a    開 ai    郊 au                        山 aŋ      燈 ɛiŋ/aiŋ 

西  ɛ/ a           溝 ɛu/au 

初 œ/a 

歌  o 

页 y/Ǿy                                       銀 yŋ/Ǿyŋ    

橋 /yo yɔ                                      香 /yoŋ yɔŋ 

催 Ǿy/ɔy                                       東 Ǿyŋ/ɔyŋ 

                                              鋼 ouŋ/ɔuŋ 

之  /i ei           秋 iu/ieu                    天 /ieŋ iɛŋ 

                  燒 iu/ieu                    賓 /iŋ eiŋ 

                           奇（梅）ia          聲 iaŋ 

                                                

                                      雞 ie/iɛ   

孤 u/ou   杯 ui/uoi                            

 
185 請參看李新魁（1982）《韻鏡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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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 /ui uoi                            春 /uŋ ouŋ 

          歪（遮）uai       花 ua              歡 uaŋ 

過 /uo uɔ                                       光 /uoŋ uɔŋ 

    上平   上上   上去   上入    下平（下上，同下去）  下去   下入 

     44     32     213    23      52                    242     5 

 
186    針對【表 8】《戚林八音》的韻母擬音 ，陳澤平（1998）重新作了排列與

補充，如下，請看【表 9】： 

 

    【表 9】《戚林八音》的韻母擬音 

 

嘉 a  開 ai   郊 au                          山 aŋ   嘉山 aʔ 

西 ɛ                                                西 ɛʔ 

歌 o                                                歌 oʔ 

                                            鋼 ouŋ  鋼 ouʔ 

初 œ                                                初 œʔ 

之 i                                        賓 iŋ    賓 iʔ 

                    奇 ia                   聲 iaŋ   奇聲 iaʔ 

                            雞  ie          天 ieŋ   雞天 ieʔ 

孤 u  歪 uai                                 春 uŋ  春 uʔ 

                    花 ua                   歡 uaŋ  花歡 uaʔ 

                                    過 uo   光 uoŋ  過光 uoʔ 

須 y                                橋 yo   春 yoŋ  僑香 yoʔ 

                                            銀 yŋ   銀 yʔ 

             溝 eu                                  燈 eiʔ 

                                            燈 eiŋ 

                                                

                                   催 Ǿy    東 Ǿyŋ  東 Ǿyʔ 

秋燒 iu    輝杯 ui        

 
186 張琨（1989）先生對於《戚林八音》的韻母部分有三點看法：  

  一，戚林八音有鼻化韻和喉塞音韻尾的韻母。二，文讀系統呈現一、二等合流的情況，與官話

方言近似。白讀系統二、四等合流則是閩方言特色之ㄧ。三，戚林八音中，以聲調為條件的變韻

現象並未產生。。請參看〈讀戚林八音〉，《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0 本第 4 分。

換言之，陳澤平所構擬的音系，或許仍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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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8】、【表 9】所羅列的材料，有四處主要的差別：一，燈、賓兩韻的

構擬。二，秋燒、輝杯兩韻，陳澤平先生的擬音有過渡性質的[ɘ]元音。三，東、

催兩韻的主要元音為[Ǿy]，與閩南地區主要元音[a]呈現對當的關係187。四，「v＋

ʔ」的數量明顯增加，是個需要留意的問題（詳第三章） 

    需要再補充的是，邵榮芬（1985a、1985b）歸納了以明 陳第所纂寫的文獻

材料，得出其中明代福州方言聲母、韻母和聲調，請看【表 10】： 

 

    【表 10】明代福州方言的聲、韻、調的音類分合及其構擬 

 

聲母 

幫並  p      滂奉  pʰ      明  m 

端定澄  t     透  tʰ        泥娘日  n      來日  l 

精從知澄/莊崇章  ts       清徹初/昌 tsʰ     心邪生俟/書常船  s 

見群  k      溪   kʰ       疑  ŋ 

                                                

微影云以/日  Ǿ                            非敷奉曉/匣  h 

韻母   

陰聲韻                      陽聲韻                    入聲韻 

中古效攝宵、蕭兩韻通押   m、n、ŋ 韻尾互通           入聲韻尾合併 

中古果攝歌、戈兩韻通押                        薛韻開口與葉（帖）同韻母 

中古遇攝魚、虞韻         梗攝二等、臻攝        質、職、昔、錫同韻母 

中古止攝、蟹攝         山攝、江宕兩攝、通攝 

                    真、青、蒸三韻開口和侵韻互押 

聲調   濁上變去、平去入三聲各分陰陽 

 
187 閩東區的寧德方言，亦有[Ǿy]的韻母音讀形式。請參看沙平（1999）〈福建省寧德方言同音字

匯〉，《方言》第 4 期。可再加以補充的還有馬重奇（2001）〈福建福安方言韻書《安腔八音》〉，《方

言》第 1 期。所提及的《安腔八音》一書， 
聲母  p   p´  m  w       韻母 
      t   t´   n     l          
     ts   ts´  s                
     k   k´  h   ŋ  j          
     O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32      11      42       35      23       55      22 
    《安腔八音》這部文獻材料歷來學者較少關注。 
《安腔八音》《閩音正讀表》《加訂美全八音》（陳澤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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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所羅列明代閩東福州方言的音韻問題，從音節結構分析之： 

    一，聲母部份，精、章兩系仍是分立的情況，到《戚林八音》方合併為清塞

擦音的形式。不過，聲母 m、n、ŋ 有別，韻尾 m、n、ŋ 互通，顯示鼻化韻的形

成，不會是單向的。 

188    二，韻母部份，主要的音韻演變在於效、果、遇、止、梗、山等六攝 。     

三，聲調部份，濁上歸去以及平去入各分陰陽，顯示八聲七調的情況亦可見

於這個時期。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何以「明代福州入聲韻尾合併」，可是清

代《戚林八音》卻出現「v＋ʔ」的結構？可以見得，相同區域不同時期的文獻語

料，多少能夠反映出語言演變的實況，當然，或可視為後起的音韻現象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戚林八音》的聲調問題，Parker, Edward Harper（1879：

182-187）、Adam,T.B.（1881：63-82）分別具體描述了聲調與變調的觀察所得： 

 

 （1）When the first tone, the 上平, 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irst,fifth,and eighth, 

the 上平,下平 and 下入,-both are clearly enunciated, without any 

modification whatever, both having the same cadence and differing only in 

respect of time. When the first tone 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the seventh –the 上上,上去,上入,and 下去-it is modified into the 

fifth,or 下平 tone. 

 （2）When the second tone, the 上聲, 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irst, second, 

fifth,and eighth-the 上平,上聲,下平,and 下入,-it remains immoditied. 

 （3）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ird, fourth,and the seventh tones-the 上入,上去,and

下去,-the second tone changes into the first. 

 （4）As to the fourth –or 上入-tone, we must considerably supplement Mr. 

Baldwin’s remarks（a）When ending in h, it has the quality of the first tone

（leading） ……when therefore, succeeded by words in the first, fifth, and 

eighth tones,it takes the cadences of the first tone：in all other cases yhat of the 

fifth tones.（b）when ending in a k it does not radically change, but only takes 

a “vanishing” stress when followed by a 1st,2nd,5th, or 8th；and into the first 

tone when followed by a 3rd,4th,7th. 

     

                                                 
188果若與閩方言「鄰海區域」相較，能否整理出其中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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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四點長文，可以發現清末的外國學人即已特別注意到聲調的相關問題。

倒是兩篇短文皆未例舉證其「連續變調」之說，是較為可惜之處。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鄰海南部區域文獻語料的聯繫 

 

    閩語鄰海南部區域的文獻語料，是閩方言區域為數最多之處，經由學者的整

理，可以廈門、泉州、漳州和潮汕系歸類如次（馬重奇 2001、2002、2003）： 

    一，廈門《八音定訣》、《擊掌知音》 

189    二，泉州《彙音妙悟》、《拍掌知音》

190 191    三，漳州《彙音雅俗通十五音》、《增補彙音》 、《渡江書十五音》

    四，潮汕《潮聲十五音》、《潮語十五音》、《擊木知音》。 

    在下文的討論當中，各類擇一或二，概述書中語例與說解，以備後文的接續

討論： 

 

    1.《彙音妙悟》 

 

    《彙音妙悟》由黃謙纂作，約略完成於十八世紀九十年代中葉，黃謙在其《詳

註彙音妙悟》序中，談到： 

 

      古無所為韻也，音而已矣。樂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蓋均字即古韻字，

義取均調也。今所謂韻書者，自魏李登之韻書始，嗣是而《切韻》、《集韻》、

《唐韻》、《廣韻》諸書，不能枚舉。然而疆域既分，鄉音各異，山陬海澨

與中州之聲韻迥殊，況閩省喉齶樲諵，加之輕唇、正齒、撮口之音並缺，

故臨文操觚，聲律不諧，應酬失次。吾泉富知園先生少熟等韻之書，壯遊

燕遼之地，諸任既該，群音悉解，爰輯為《閩音必辨》一書，於唇喉齒舌，

分別釐然，鄉里後生熟復之，可無為方言之所域矣。乃有客曰：「是編以

字正音，何如因音識字？使農工商賈按卷而稽，無事載酒問字之勞乎？」

                                                 
189 根據姚榮松（1988）先生的看法，由於《拍掌知音》並無泉州音特有的「ɣ」韻，因此頗懷疑

此書是否歸於泉州系韻書。 
190 請參看陳鴻（2005）〈《增補彙音》音系與普通話音系比較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

版）第 4 期。 
191 關於《渡江書十五音》的音韻體系，可參考野間晃（1993）〈《渡江書十五音》與《彙音寶鑑》

的音系〉，收入《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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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喜其見解之僻，輯成一篇。以五十字母為經，以十五音為緯，以四聲為

梳櫛。俗字土音，皆載其中，以便村塾事物什器之便。悉用泉音，不能達

之外部，固不免貽大方之誚也。藏之家塾，為子侄之用192，親友見之，以

為有裨于初學不淺，慫恿付梓，以公同人，余不能辭。 

 

    在這段文字當中，有四個要點： 

    一，「疆域既分，鄉音各異」，概為明清時期關注方音問題的研究者，其共通

的問題意識，亦即方言的「地理區域」與其「鄉音」之別，亦如《切韻序》所謂

「南北是非」的思路。 

    二，「山陬海澨，與中州之聲韻迥殊」，則是明確的將地理區域的音韻問題，

轉而「內陸」與「鄰海」區別來，換言之，黃謙對於音韻差別問題的思考概念，

當首重於「地理分布」。 

    三，況閩省喉齶樲諵，加之輕唇、正齒、撮口之音並缺，故臨文操觚，聲律

不諧，應酬失次。」概指閩方言音韻問題，「輕唇」、「正齒」聲母以及韻母[y]（介

音或元音）缺乏的情況，倒是此處透露了黃謙對於閩語區域方言的不完整性，「輕

唇」可見之於閩語內陸區域，「正齒」、「撮口」亦可證之於閩語鄰海北部區域，

嚴格而言，此段文字的「閩省」，很可能僅是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範圍。 

    四，「俗字土音，皆載其中，以便村塾事物什器之便」，可以明斷「土音」和

「泉音」在黃謙的音韻認知當中，具有可以分殊的區別性。 

 

    1.1《彙音妙悟》的編排體例 

 

    黃謙所言《彙音妙悟》的編排體例，如次五點： 

 

  （1）反切之法，先讀熟五十字母、十五音，然後看某聲在何字母，以五十音

切之，呼以平仄四聲。如律字是入聲，其平聲在倫字，倫與春同韻，屬春

字字母，切以十五音，在柳字管下，然後呼以四聲而律字得矣，餘韻倣此。 

  （2）是編欲便末學，故悉用泉音不復例，官韻如一東之東，與七陽之當，同

一字母。 

  （3）有音有字者，固不憚搜羅，即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鮮增入，為末學

                                                 
192 另一版本為「為手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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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也。高明之士，固無籍資於是。 

  （4）八音中有聲無字者，置空圈，有聲多字，寡者，以黑線為界。 

  （5）字類因字尋音，是編，因音尋字，註解一覽瞭然，然雖粗識字義者，亦

為有用，即以當一小本字類，補無不可也。 

 

   （2）「是編欲便末學，故悉用泉音不復例」，這段文字的要點莫過於以「悉用

泉音」的提示，但是其模糊地帶在於「泉音」是否指稱的是整個泉州府？根據《大

明一統志‧卷七十五‧泉州府》所言：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女分野，周職方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閩

越國。武帝時，以其地屬會稽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梁置南

安郡，治晉安縣。隋廢郡以其地屬閩州。唐初以南安縣置豐州。貞觀初，

州廢。聖曆初，至武榮州治晉江，景雲初改置泉州。天寶初，改清源郡，

乾元初，復為泉州。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度，宋改平海軍，元為泉州

路。本朝改為泉州府領縣七：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德化縣、安溪縣、

同安縣、永春縣。 

 

    按照《大明一統志‧泉州府》所記內容，黃氏所言是否意味泉州地區有一「方

言通語層」？其足以說明「七縣」的「通性」？還是指的是七縣的「方言差」微

乎其微？或許有待深究。我們的基本想法仍在於，當這些問題有所存疑時，以之

作為泉州方言調查的依據，研究者須提出論證的程序與步驟。 

    針對（1）的說法，黃謙補充十二點說法，徵引於次： 

 

  （1）字母法式 

      春蠢上平、朝地喬切、飛惠上平、花呼瓜切、香向上平、歡土解喜、高古上平、

卿苦京切、杯背上平、商信香切、東卓上平、郊姣上平、開去哀切、居巨上平、

珠圭上平、嘉古查切、賓檳上平、莪我平殸、嗟者上平、恩於節切、西勢上平、

軒現上平、三先甘切、秋此周切、箴子欣切、江講上平、關土解門、丹旦上平、

鉤苟上平、川七宣切、乖拐上平、兼急占切、管漳腔、生索土平、基共知切、猫

土解捕鼠也、刀俗解  、科土解  、梅俗解  、京解城、雞俗解大、毛俗解頭、

青草、燒俗解火、風雨雲、箱俗解、三數名、態乃上平、謬有音無字 

  （2）十五音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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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栁  、邉盆、求君、氣昆、地敦、普奔、他吞、爭尊、入  、時孫、英溫、

文  、語  、出春、喜分。 

      栁獜、邉彬、求巾、氣  、炊地、珍普、他珅、争真、入仁、時新、英因、

文閔、語銀、出親、喜欣。 

  （3）八音唸法                                   圈破法式 

      春蠢寸出袸瑃寸炢   摩碖嫩  倫  論律            行 

      英影應益榮郢咏亦   方訪放福皇奉鳳伏            樂 

  （4）五十字母念法 

      一春、二朝、三飛、四花、五香、六歡、七高、八卿、九杯、十商、十一

東、十二郊、十三開、十四居、十五珠、十六嘉、十七賓、十八莪、十九

嗟、二十恩、二一西、二二軒、二三三、二四秋、二五箴、二六江、二七

關、二八丹、二九金、三十鉤、三一川、三二乖、三三兼、三四管、三五

生、三六基、三七猫、三八刀、三九科、四十梅、四一京、四二雞、四三

毛、四四青、四五燒、四六風、四七箱、四八弍、四九  、五十繆。 

  （5）十五音念法 

一栁、二邊、三求、四氣、五地、六普、七他、八爭、九入、十時、十一

英、十二文、十三語、十四出、十五喜。 

  （6）新數念法 

      一從主、二半口、三点水、四殘月、五一角、六鈎耳、七倒戈、八左戾、

九草斤、十歸滾。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從主  半口  点水  殘片  一角  钩耳   倒戈  左戾  草斤  音滚 

  （7）推成字歌 

      先從字母，弁于頭反切，聲音佐位，収平仄分明，畔完成一字傳春秋。 

      三推之法，意何如？但願世人喜讀書，凡字旁通，得無忘昔日誦於斯。 

  （8）推難識字樣 

    

   六昆、  田鳥、  卓水、   益瓦、  五中、   共道、  苦回、   午兵、   力卜、  力較 

    切     切       切       切      切       切      切       切      切       切 

 

  （9）推易識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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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十六   十七     八     八     七    三六    三五    十七    二九    三 

    嘉     實      卿     卿     高     基      生      賔      金     飛 

（10）是書凡在店舖者，或學業未深，或舉筆忘字，置之座上閱之，便無別

字之錯，亦免問字之勞。 

   （11）是書增補千餘字，內無注解者，皆屬人名。 

   （12）是法專為忘記而作，非係大用，四方謀利者，若放樣翻刻便是。 

     

    （1）「管 漳腔」的記錄，與黃謙序文「悉用泉音」之說恐有牴觸，或有後

人「補入」之嫌疑，或為後期思考之轉變所「增」，（8）、（9）兩點所揭示「推難

識字樣」、「推易識字樣」的「字樣」觀念，一方面傳承自「唐代」，另一方面，

與明清字書、韻書「通俗化」恐有關聯。這裡所隱藏的問題是，該書的音系構擬，

目前學者多已有共識，只是當中「有音無字」的比例仍舊偏高，當這批「僻字」

問題懸而未決之際，此書的基礎方音問題，或許仍有游移的空間。 

    歷來關於《彙音妙悟》聲母、韻母音值的擬測（李如龍 1984），可簡單以【表

11】列之，以利於進一步的討論，請看： 

 

193    【表 11】《彙音妙悟》的聲母、韻母和聲調構擬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邊 p  普 pʰ    文 b                                         

齒齦音   地 t   他 tʰ           爭 ts   出 tsʰ    入 dz    柳 l    時 s 

舌根音   求 k   氣 kʰ   語 g                                        

喉  音                                                         喜 h 

          英 Ǿ       

 

 

                                                 
193 在《彙音妙悟》的聲調擬音層面，洪惟仁（1996：40-41）整合了晉江、南安、鹿港、台西、

永春、坪林、廈門、汐止，由於各地本調調值不一，悉皆錄之。但是，問題在於，目前臺灣地區

並未有系統的聲學語言實驗研究，目前的成果多是以年輕的學生為樣本，很難真正做到年齡層的

區野，換言之，方法上無法一貫，許多問題是無法彰顯的。換言之，在無任何聲學實驗的輔助之

下，以方言調查所構擬的「調值」的可信度是相當隱微的，充其量只能作為一種「比較」上的便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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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a  開 ai  郊 au                 三 am  丹 an  江 aŋ   三 ã  熋 ãi  

西 e 

刀 o                                                   莪 õ 

科 ə         鈎 əu                箴 əm   恩 ən  生 əŋ 

高 ɔ                                            東 ɔŋ 

居 ɯ             雞 ɯe 

基 i         秋 iu                 金 im   賓 in    卿 iŋ  青 ĩ        箱 iũ 

            朝 iau           嗟 ia 兼 iam  軒 ian  商 iaŋ  京 iã 

            貓 iau 

                       燒 io 

                                                香 iɔŋ 

珠 u  飛 ui        杯 ue                   春 un         關 uĩ 

      乖 uai                 花 ua        川 uan  風 uaŋ 歡 uã  管 uãi 

                                  梅 m          毛 ŋ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33-44  53-42-54  31-21-42   3-4-5   24-35  22-33    31    34-35/4-5 

 

    王育德（1968）（1970）、李如龍（1984）、姚榮松（1988）三位先生對於《彙

音妙悟》的看法，約略可歸為三點： 

    第一，王育德（1968）〈「十五音」について〉194、（1970）〈泉州方言の音韻

体系〉195有兩個重點： 

    其一，將《彙音妙悟》的韻母擬構與臺南方言作比較，發現聲母部分雖然沒

有出入，但是韻母方面則有三組合併的情況： 

 

             ɛ              əŋ       əŋ       ɔN 

             e      e       uiN               oN      oN 

      

    按照王先生的思路，是否能夠解釋鼻化韻問題？是一個問題。但是王先生將

擬音與臺南地區方音相較，似乎表示這個問題並非單純形式考量，可以產生令人

滿意的答案。 

                                                 
194 請參看《国際東方学者会議紀要》第 13 冊。 
195 請參看《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 8、9 冊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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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比較《戚林八音》「韻母訣」和《彙音妙悟》「字母韻」後，認為相同

的十六韻：「春、花、香、秋、開、嘉、賓、歡、金、杯、燒、東、郊、西、雞、

梅」，恐怕不是偶然成之。尤其若以《彙音妙悟》單母音為基準，屬於廈門話的

《八音定訣》是同樣的「a、e、o、ɔ、į、ə、i、u」八個元音。 

    第二，《彙音妙悟》文白讀的問題：姚榮松（1988）先生首先將《彙音妙悟》

毛韻白讀，及其相對應而分屬於東韻、香韻、川韻和春韻的文讀音作一比較，發

現白讀聲母有超越《切韻》的現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將鼻化音與文讀音作了

如下的比較196，請看【表 12】： 

 

   【表 12】《彙音妙悟》鼻化音和文讀音的比較 

 

     鼻化韻            文讀韻母 

     uã（歡）          uɑn/t（川） 

                       an（丹） 

     ã（三）           am/p（三） 

     ɔ̃（莪）           ŋ（毛）、au（郊）、o（刀）、ɣ（科） 

     uɪ̃（關）          uan（川） 

     iãu（貓）         iau（朝） 

     iã （京）         iŋ/k（卿） 

     ɪ（̃青）           ian（軒）、uan（川）、iam（兼）iŋ（卿）、ɣŋ（生） 

     iɔ̃（箱）          iɔŋ（香） 

     aɪ（̃熊）          ai（開）、ian（軒）、uan（川）、an（丹）、iam（兼） 
197     aũ（有音無字）

 

   【表 12】表面看來，雖然僅是《彙音妙悟》鼻化韻與文讀間的對應關係，實

際上，如果注意到鼻化韻與文讀雙唇、舌尖和舌根韻尾的關係，則問題便顯得略

為複雜198， 關於鼻音問題向左擴散說、向右擴散說等請參看洪惟仁先生

                                                 
196 〈彙音妙悟的音系及其鼻化韻母〉，《國立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 17 期。 
197 閩南韻書《彙音妙悟》所示，與明代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有相近的看法，或可顯

示有明以來，許多韻書、韻圖纂作者對於如何描寫方音？多是費盡心力。 
198《彙音妙悟》語言類型的問題：在《彙音妙悟》中，白話音時而旁注「土/土俗/土音/解/土解/

俗解」等（洪惟仁 1996：85），較之明 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所言「官話/鄉音/土語」顯然

複雜得多，然而如何將《彙音妙悟》的音讀層次與現代閩南方言調查再作整合？是需要進一步存

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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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a.,2001）。 

      

    2.《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199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作者為東苑謝秀嵐 ，可惜與本書相關線索，現存版

本的內容，皆未足以作為考據的憑藉，僅能依其凡例論說之，如次： 

 

  （1）字母共五十字 

      君堅金規嘉、干公乖經觀、沽蟜稽恭高、皆巾姜甘瓜、江兼交迦檜、監居

膠居  、更惲茄梔薑、驚官鋼伽閒、姑姆先閂糜、梟箴爻扛牛 

  （2）切音十五字，字頭起連音呼 

      柳邊求去地頗他曾入時英門語出喜。 

      呼十五音法 餘皆倣此。 

      柳邊求去地頗他曾入時英門語出喜。 

  （3）五十字母分八音 

      君滚棍骨帬滚郡滑   堅蹇見結○蹇健傑    金錦禁急○錦僸及 

      規鬼季○葵鬼櫃○   嘉假嫁  枷假下逆    干東澗葛○東○○ 

      公廣貢國狂廣狂硌   乖拐怪○○拐○○    經景敬格  景便極 

      觀琯貫決權琯倦橜   沽古固○糊古怙○    嬌皎蚪敿橋皎轎曒 

      稽改計莢鮭改易○   恭拱供菊窮拱共局    高果過閣  果膏○ 

      皆改介○○改○○   巾謹艮吉○謹近健    姜漒○腳強襁惊嬰 

      甘敢鑑鴿街敢鑑○   瓜  卦  ○  ○○    江港降角○港共   

      兼檢劍夾  檢襝○   交狡教  侯狡厚○    迦○寄○伽○崎   

      檜粿檜郭葵粿  噲   監敢酵○儖敢○○      韮句    韮舅○ 

      膠絞教甲○絞詨○   居己既築期已具○    丩久救○求久舊○ 

      更  徑○○  ○○   惲捲卷○○捲○○    茄○蚪腳茄○轎○ 

      梔○見○亁○○○   薑○○○強○  ○    驚□子鏡○行□子件○ 

      官寡觀○寒寡汗○   鋼○槓○○○○○    伽○○莢瘸○○○ 

      閒  ○○○  ○○   姑○○○○○○○    姆○○○○○○○ 

      光○○○○○○砄   閂○○○○○○○    糜○○○○○○○ 

                                                 
199 我們所採用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為洪惟仁先生所編輯《閩南韻書》，以及臺北瑞成書局發

行的兩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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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梟○○○○○○○   箴○  ○○○○○    爻○○○○○○○ 

      扛○○○○○○○   牛  ○○牛○○○ 

     

    觀此三點，可以看出纂作的思路，與《彙音妙悟》仍是相當接近的。關於《彙

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200，馬重奇（1998a.b.）先生所論，或許可以作為思考

的基礎，我們將其擬測的音讀形式，作了重新的排列，以觀察其形式的對當關係，

請看【表 13】： 

 

    【表 13】《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構擬 

 

   文讀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p   pʰ      b 

   齒齦音    t   tʰ             ts    tsʰ     dz             l     s 

   舌根音    k   kʰ      g              

   喉  音                                                       h 

                 Ǿ 

   白讀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p   pʰ      b                          m 

   齒齦音    t   tʰ              ts   tsʰ     dz      n      l     s 

   舌根音    k   kʰ      g                          ŋ 

   喉  音                                                       h 

                Ǿ 

 

 

 

 

 

 

                                                 
200 請參看馬重奇（200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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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讀 

a   ai   au         am  ap   an   at   aŋ   ak 

ɛ 

o       ou 

    ei                                 eŋ   ek 

                                      ɔŋ    ɔk 

i        iu          im  ip   in   it 

         iau   ia   iam  iap  ian  iat   iaŋ   iak 

                                      iɔŋ   iɔk 

u   ui                       un   ut 

    uai        ua            uan  uat 

 

    白讀  

a  ai au         am  ap  an  at  aŋ  ak   ã   ãi  ãu           ãʔ 

ɛ                                        ɛ̃                   ɛ̃ʔ 

o                                                   oũ 

e  ei                            eŋ  ek   

                ɔm  ɔp          ɔŋ       ɔ̃                   ɔ̃ʔ 

      iu        im       in   it           ĩ          iũ        ĩʔ 

      iau  ia   iam  iap  ian     iaŋ  iak  iã      iãu             iãuʔ 

                                iɔŋ  iɔk                iɔ̃     

             io 

u  ui                    un  ut           uĩ 

  uai      ua            uan    uaŋ  uak  uã  uãi                uãiʔ 

  uei                                                    uẽi     uẽiʔ 

                m ̘               ŋ̘ 

      

    聲調 

       上平聲  55     上上聲  53    上去聲   11    上入聲   32 

       下平聲  213    下上聲  53    下去聲   33    下入聲   14 

 

    對於【表 14】所顯示《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文白系統，我們可以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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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層面得出三點想法： 

    一，聲母方面，文讀已無鼻音聲母，但是，韻尾卻仍舊保持這一套鼻音韻尾。

聲調方面，文白讀是相同的。 

    二，韻母部分，白讀多了「鼻化韻」以及「鼻化韻＋ʔ」兩類的音讀。 

    三，針對《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聲調的論述，Mudhurst（1830）有較為明確

的說明，茲引之以資對照： 

 

 （1）The 上平”upper（or first）even tone”is, as the name denotes, a smooth even 

tone,gently flowing from the lips,without any effort, and is most commonly 

pronounced with a musical note. It has neither rise nor deflection, and is 

therefore left without any accent, being the natural unconstrained expression 

of the voice；thus kwun. 

  （2）The 上上”upper high tone”is as the name imports, a high, shrill tone of the 

voice, pronounced with strength and rapidity, and is therefore denoted by the 

acute accent；thus kwun. 

  （3）The 上去”upper（or first）departing tone”is a low gruff tone of the the voice, 

which seems to come immediately from the throat；and to be lengthened out 

while proceeding slowly from it.The Chinese call it a departing tone, because 

they say it goes away like the flowing of water, never to return. It is marked 

with the grave accent；thus kwun. 

  （4）The 上入”upper（or first）entering tone”is a short contracted sound as if 

terminated abruptly, and has at the same time a rapid utterance, something like 

the sëāng seng,上聲：it is therefore distinguished by a short mark  。̆ 

  （5）The 下平”lower（or second）even tone” is an inflected sound, beginning low 

and ending high, being dwelt upon a moment during the enunciation, and then 

turned to another tone before coming to a close. 

  （6）The 下上”lower（or second）high tone”is precisely the same as the 上

上,”upper（or first）high tone”and is therefore also generally designated the 上

聲”high tone”which see. 

  （7）The 下去”lower（or second）departing tone”is a low, protracted, monotonous 

sound, something like the”upper（or first）departing tone”but not so gruff and 

guttural；it is therefore marked by a horizontal line, as a long sound；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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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8）The 下入”lower（or second）entering tone”is a combination of two 

tones,having an abrupt sound, like the”upper entering tone”with the addition 

of an inflected intonation of the vowel, similar to that just described under 

the”lower（or second）even tone” For this tone, as far as it regards the abrupt 

termination of the words, the same letters and marks are employed as 

notified under the”upper entering tone”but the inflected intonation is marked 

by a perpendicular stroke, eit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rt mark over the 

vowel, or when followed by an abrupt consonant over the vowel alone；thus 

kah, kat,kap,kwut. 

 

    根據 Mudhurst（1830）所編纂的字典，其與《彙集雅俗通十五音》切音十

五字、五十字母韻全然相同，「字例」方面屬於「有音無字○」所缺亦與《彙集

雅俗通十五音》相近，因此，可以推斷 Mudhurst 是以此書進行調查記錄，其所

調查方言，歷來有二說，一為漳州音，一為漳州次方言漳浦音。 

 

    3.《八音定訣全集》 

 

   《八音定訣全集》書前有一篇屬名為「覺夢氏 書」的序文，透露此書作者為

葉開溫，序文的內容如次： 

 

      文字之設由來久矣。自古結繩為政，至倉頡、沮誦兩聖人始制文字，以便

民用。然其間，字數甚繁，字義甚奧，不特行商坐賈之人，茫然罔覺。即

舉業者，亦難盡識。其後《字彙》一出，音釋雖明，猶未全備。迨聖祖仁

皇帝《康熙字典》出，音釋既明，字義又正，而後天下無疑難之虞也。雖

然《康熙字典》，固天下第一要書。其中反切之音，實未易辨。商賈之人，

亦用不及。惟十五音，取便商賈之用。倘有字不識，或人名，或器物，一

呼便知，誠商賈之金丹也。書坊刻本，字義既繁，帙數尤多，而且一字一

音，欲識何字，本中難於翻尋。葉君開溫，近得鈔本，將十五音之中，刪

繁就簡，彙為八音，訂作一本，顏曰《八音定訣》，商賈之人，尤為簡便，

不但舟車便於攜帶，而且尋字一目可以了然。葉君不敢私為秘寶，欲行欹

劂公諸同好，囑序於余，余不敢以不文辭，爰掇敷語，以應葉君之盛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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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是為序  光緒二十年甲午  端月  覺夢氏書。 

 

      字母法式   

      春朝丹花開香輝佳賓遮川西江邊秋深詩書多湛杯孤燈須添風敲歪不梅樂

毛京山燒庄三千鎗青飛超 

 

      十五音字母 

      柳邊求氣地  頗他曾入時  英文語出喜 

 

    根據這段簡短的序文，其纂作動機在於使「商賈之人，尤為簡便，不但舟車

便於攜帶，而且尋字一目可以了然」，根據李如龍（1981）的研究，《八音定訣全

集》的聲、韻可以構擬如次，請看【表 14】： 

 

    【表 14】《八音定訣全集》聲類、韻類的構擬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p   pʰ      b 

   齒齦音    t   tʰ             ts    tsʰ     dz             l     s 

   舌根音    k   kʰ      g              

   喉  音                                                       h 

                 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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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a    開 ai  敲 au      湛 am   丹 an   江 aŋ   三 ã  千 ãi 樂 ãu 

多 o          

  西 e                                         

  孤 ɔ                                    風 ɔŋ   毛 ɔ̃ 

詩 i                    深 im            燈 iŋ   青 ĩ   

         遮 ia  朝 iau     添 iam   邊 ian                京 iã     超 iãu 

                    秋 iu                               鎗 iũ 

                                         香 iɔŋ     

                    燒 io         賓 in 

須 u   輝 ui                    春 un                  山 uã 

  花 ua               

歪 uai                    川 uan   

                    杯 ue 

                          不 m            莊 ŋ 

 

    4.《渡江書十五音》 

 

    在《渡江書十五音》的凡例當中，我們發現，作者言及「本腔」、「附音十三

字」的說法，可謂為該書的主要問題點。觀察其所謂「附音十三字」，許多韻類

呈現「一類一字」的情況，很顯然是不成系統的。倒是「本腔」之說，有學者認

為是「漳州長泰」（黃典誠 1990）。該書序文徵引如次，請看： 

 

 

      渡江書字祖三十字 附音十三字 

      君堅今歸嘉  干公乖經官  姑嬌雞恭高    

      皆根姜甘瓜  江兼交加暌  他朱鎗幾鳩 

      又附十三字 

      箴寡尼難茅乃  且雅五姆么缸共四十三字母 

      順口十五音歌已字為首 

      栁里邊比求已去起治底波鄙他恥曾只入耳時始英以門米語擬出齒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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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此卷中字祖三十三字又附音十三字共四十三，以本腔呼之，別為序次

      君滚棍骨帬郡滑     堅蹇見吉鍵健杰      金錦禁級    及 

      規鬼桂軌           嘉絞駕鉀珈  拁      干簡諫葛  幹 

      公廣貢國狂         乖拐怪      槼      經景敬草鯨梗極 

      官管貫  權倦橜     姑古故  糊詁鈷      嬌矯蚪敿喬轎曒 

      雞改計鍥鮭易       恭拱供菊窮共局      高果告閣       

      皆觧介             根謹艮    近        姜襁  腳強  臞 

      甘感監鴿    頷     瓜  卦割            江講降角  共   

      兼檢劍夾鹹         交姣教  侯厚        迦假寄栔  崎   

        粿檜郭葵  噲     他                  朱子註  慈聚   

      鎗搶錩  墻象       幾己    其忌        鳩九究  求舊 

      箴怎               官寡  挌寒          拈屢    尼蒞   

      難                         茅                  熋 

      貓鳥膫  撩           且倩皘成            雅      硬挾 

      浯吾                 姆叭              么    約搖  藥 

      缸捲    枉節   

 

   《渡江書十五音》「字祖」與《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五十字母前半部有少部分

例字相同，然而「附音十三字」部分全然有別。關於此書聲類、韻類的擬構，請

看【表 15】： 

 

202【表 15】《渡江書十五音》聲韻調的構擬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p   pʰ                                m 

   齒齦音    t   tʰ              ts   tsʰ     dz      n      l     s 

   舌根音    k   kʰ                                ŋ 

   喉  音                                                       h 

                Ǿ 

 

                                                 
201 原文此處有「如左」二字，因與本文體例不合，故刪之。 
202 請參看王順隆（1996：142）、馬重奇（2001：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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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i au         am     an      aŋ        ã   ãĩ  ãũ           ãʔ 

o                                                   oũ 

e    eu                                  ẽ        

ɔ               ɔm              ɔŋ       ɔ̃                   ɔ̃ʔ 

i     iu        im               iŋ       ĩ          iũ        ĩʔ 

      iau  ia   iam      ian              ĩã      ĩãũ          iãuʔ 

           iɔ                    iɔŋ                 ĩɔ̃     

u  ui                                    

  uai      ua            uan               

  ue                                                     

                m ̘               ŋ̘ 

 

    5.《拍掌知音》 

 

      拍掌知聲切音調平仄圖凡例八則 

  （1）第一平連第二平卵等字聲，謂之音祖，因有音無字，故撰此三十六字代

之。至於其字當讀某音，從各圖推之便知。 

  （2）圖中有音無字者，皆用○圈之，初學當選橫直全字者先呼之，呼熟三四

韻，則圈中之音，自能信口發出。 

  （3）上去声俱係下去声滑口之音。如均是見字，讀曰聞見，本是下去声。若

讀曰見聞，則滑口在上去声矣。今上去声一韻，，俱以匕字填之，所以

別其與下去声同字異音也，間有採字填下者，是欲湊全八字，俾初學人

按字調声耳。 

  （4）呼韻法：先將柳邊十五字熟誦之，然后各間一字呼下：如呼第三平里上

上声之韻，則呼曰栁裡、邉妣、求杞、去起、地底、頗鄙、他恥、爭只、

入爾、時弛、英椅、文美、語蟻、出齒、喜了是也，餘倣此。 

  （5）調声法：從首音橫呼之，以首音為上平声，二音為上上，三音為上去，

四音為上入，五音為下平，六音為下上，七音為下去，八音為下入。両

平為平声，両上両去両入為仄声。如欲調輙字，則呼曰顛典填哲、田佃

殿輙，是輙在八音，則為下入声203，属仄声矣。又欲調乾字，則呼曰肩

                                                 
203 此處原文誤植為「丁入声」，今案其文意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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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見結，乾，是乾在五音，則為下平声，属平声矣，餘按圖推之。 

  （6）切音法：如虔肩切，先從上虔字韻呼曰：柳蓮邉便求乾去虔，次從下肩

字韻呼曰：柳、平連、邉鞭、求肩、去鏗，則鏗就是所切之音。總以上

字定位，下字照位取音而已。蓋上字是定其唇喉齒舌牙，凡去位之字具

可切之下字，是取其同韻。凡同韻之字，亦俱可切之也。如此鏗字，易

之以寬肩切，欹肩切，虔鞭切，虔天切，易可更易之以遣顛切、起仙切，

亦未嘗不可。 

 

    【表 16】《拍掌知音》聲韻類的構擬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邊 p  普 pʰ    文 b                                         

齒齦音   地 t   他 tʰ           爭 ts   出 tsʰ    入 dz    柳 l    時 s 

舌根音   求 k   氣 kʰ   語 g                                        

喉  音                                                         喜 h 

巴 a  來 ai  撓 au                  覽 am  欄 an  邦 aŋ  拿 ã    乃 ãĩ 

禮 e 

勞 o                                                    

女 ɨ                              針 ɨm   巾 ɨn  能 ɨŋ 

魯 ɔ                                            郎 ɔŋ   老 ɔ̃    兩 iɔ̃ 

里 i         紐 iu                 林 im   吝 in   令 iŋ 

嗟 ia  鳥 iau                廉 iam   連 ian      

                       婁 io 

                                                香 iɔŋ 

誄 u   雷 ui                                侖 un       梅 uĩ 

乖 uai  瓜 ua  內 ue                   卵 uan 

 

   【表 16】的構擬看似系統性，問題在於該書「有音無字」遠較「有音有字」

之處為多，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認為即便該書可識字的歸類和《彙音妙悟》相

當接近，這個系統的完整性仍是有討論之處。 

    次者，關於《拍掌知音》較為值得注意的問題則在於「匕」符號所顯示「連

讀變調」的問題，可惜的是，該書僅有凡例，而無舉出具體語例，使得我們對於

 101



此書的認識，僅能停留在構擬音讀以及屬於《彙音妙悟》系列韻書的層次。 

 

    （三）、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內陸區域文獻語料的聯繫 

 

    關於閩語內陸文獻語料，有清以來較為學者所重的僅有《建州八音》一書，

乾隆六十年由林瑞材所編纂，根據道光年間桂月所重新鐫刻的版本204，其序言、

例言透露此書編纂的音韻認知，徵引如次： 

 

      於齊民方言將音覓字者，則莫便于戚公之《八音》，碧翁之《字義》。顧是

書也，吾輩雖同志趨向，惜建屬地異語殊，難以習學省音，今特因其音韻，

仿其體格……亦用梓里鄉談彙成是集。 

 

    這段序言的要點即在於「地異語殊，難以習學省音」，換言之，音韻的「區

域地理」差異，是時人有所共識的，順此，其以〈戚參軍例言〉、〈林碧山例言〉

為基礎，而「仿其體格」，提出了《建州八音》一書四項「基本條例」： 

 

   1.1 《建州八音》的編排體例 

 

     （1）是篇之理，先宜熟讀時、年、穠、梅、兒、黃三十六字母，次則，凡

一字母均以柳邊求氣直、坡他曾日時、鶯問語出非三句，定出十五聲。然

後每聲又順口調為清濁高下各四聲，則字隨齒、牙、唇、喉、舌而得矣。

何謂凡一字母  出十五聲，譬如是開首時字字母，則將柳邊求氣直，十五

韻逐字俱貼在時字音一類之聲，就  柳字上呼起。柳黎邊閉求計氣器直帝

坡疲他剃曾之日呢時時

                                                

鶯意問眉語霓出砌非戲，此謂之間隔交呼是也，餘倣

此。何謂每字又順口調成清濁高下各四聲。譬如八音第一字是之字，則調

之八音，曰之、志、指、即、芝、志、集、字，蓋之、志、指、即四聲，

是為清高，芝、志、集、字四聲，是為濁下，餘倣此。 

     （2）取字之法，須要先調八音，次尋字母，謹記八音第一音為要，即以第

一音從柳字順呼，直至非韻，攷遇便覓得字母矣。但看欲取何字，假如欲

取係字，則先調八音，曰兮、戲、喜、翕、希、戲、 、係，就將八音第

 
204 此版本目前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為張琨先生所印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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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兮字呼作柳黎邊閉求計氣器直帝坡疲他剃曾之日呢時時，便得時字字母

矣。又於時字字母支內，將兮字本音  柳順呼十五音內，攷遇何韻是兮音

即止，今以首音兮字，攷遇在非字韻，便逢兮字，再挨數至第八環，係字

即可見，餘倣此。 

     （3）是法只須時字母，以柳邊求氣直十五聲為音韻，熟讀百遍，其餘字母

之聲，不待思索，意到聲隨，自然流出。蓋有增之不得，減之不能，循是

可以知諸韻之法，其味無窮。學者宜精心細察，不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4）三十六字母 

      時、年、穠、梅、兒、黃、犁、田、園、種、茄、蔴、吳、舍、正、陂、

魚、臍、油、茅、厝、囥、桐、發、放、茶、  、陽、蟠、蛇、人、販、

柴、南、橋、過內種同厝同茄寔只三十四字母。 

 

    1.2 《建州八音》的補充體例 

 

    我們再來思考該書五項「補充體例」，請看： 

 

    （1）八音上  之志指即     八音下  芝志集字 

      學者照建語，先讀八音二句。 

    （2）之志指即   芝志集字 

      次仍以建語讀三十六字母，以及十五音韻三句，然後間隔交呼一類之聲，

各唸百遍。至於極熟，方能生變，觸類無窮。再將時、年、穠三字母，間

隔交呼一類之聲為式 

      柳黎邊閉求計氣器直帝坡疲他剃曾之日呢時時鶯意問眉語霓出砌非兮 

    （3）年字母便呼曰 

      柳聯邊變求見氣鉗直○大年切坡片他沺曾錢日年時扇鶯  問棉語  出  非還。 

    （4）穠字母便呼曰 

柳龍邊糞求  氣燻直中坡噴他○曾種日穠時舜鶯擁問○語銀出  非熊，餘倣

此。 

    （5）環有定準 

     ● 寔環         ○ 虛環         ☉ 重環 

     ● 寔環有音有字 ○ 虛環有音無字 ☉ 重環二六同音 

○首 環之字槩屬平聲 ○二 環之字純是仄 ○三 環平仄互兼，茲分佈為兩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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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聲之字列為上，其中用一小虛環o寫有俱平聲三字為間，其環下之字，

槩屬仄音，若全環純平，末字亦有俱平聲三字為識認。如無環記者，則是

仄矣。○四環亦是純仄。○五環純平。○六環義同二音。○七○八 205

 

    嚴格而言，第（5）點「環有定準」的想法，或可上溯至《韻鏡‧列圍》所

言206。如果留心到明清時期文獻語料的流布問題，以及學者們的相關研究，我們

認為，元 熊公紹《古今韻會舉要》以及宋 吳棫《韻補》所反映的音韻問題，應

當是閩北地區宋元時間層次的音韻現象207。或有學者採取以《韻會》和邵武方言

比較的作法，說明兩者間「聲類」的聯繫208。換言之，果若今日閩北方言可與《韻

會》接軌，則其語音的時間層次當可向元代溯源209。然而，邵榮芬（1995）將宋 

吳棫《韻補》與現代建甌話比較之後210，得出以下的結論，請看【表 17】： 

 

    【表 17】宋代閩北建甌方言的聲、韻、調的音類分合及其構擬 

 

    聲母 

          幫並非奉 p   滂敷 pʰ     明微 m    非敷奉 f    微 v 

          端定知 t     透徹 tʰ      泥娘日  n             來 l 

          精知莊章 ts   清徹初昌 tsʰ           心邪生書 s 

          從澄崇邪                            常船崇 

          見群  k      溪 kʰ        疑 ŋ（？） 曉匣 x 

          疑（？）影云以  Ǿ 

 

    韻母 

                                                 
205 至於標示首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六環、七環和八環的說法，今日所見版本內容並

無法對應凡例之說。 
206 請參看呂昭明（2002 b） 
207 這裡，我們想要說明一個觀點，即是以現代方言為基本思路的語言學家，時而在徵引文獻語

料時，會提出以現代方言「糾正」文獻語料問題的觀點，或許正是西方語言學訓練的經驗，誠如

在本文第一章所言，以《切韻》系韻書、韻圖的「音類」為基礎，是有宋以來屬於漢語「結構主

義」，因此，「音類」所產生的「音位」問題，有賴於方言調查「音值」層面的考察。在進入《建

州八音》的音韻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再考量近代漢語文獻當中可以歸屬於「閩北」的材料。 
208 請參看王碩荃（2002），王文並談到竺家寧（1986）先生《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曾注意

到當中「字母韻」與閩北方言聲母間的問題 ，竺先生的看法是：「《韻會》的韻母和現代閩北音

有許多類似地方，入聲-p、-t、-k韻尾的混而為一，也和現代的閩北音一致」。 
209 請參看明 方日升著有《古今韻會舉要小補三十卷》。 
210 〈吳棫《韻補》和宋代閩北建甌方言〉，《中國語文》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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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止攝開口精、莊組字的韻母與魚、虞等韻相近 

          中古梗攝二等庚、耕兩韻韻尾 n、ŋ 不分，主要元音與先韻相近或同 

          泰、隊兩一等韻，今為 o、i後前元音之別，可印證於今建甌話 

    聲調 

          濁上歸於濁去 

 

   【表 17】當中「疑」字究竟仍為舌根音，或是已與零聲母合流，邵先生顯得

相當猶豫，亦可反映單純以反切思考音變的困難度。而【表 17】所顯現的音韻

問題，概以中古梗攝舌尖、舌根韻尾不分，可以對應於今日建甌話，最具啟發性。

亦可見以《切韻》音類作為思考近代漢語文獻語料與現代方言之間的關係，仍有

其內在的合理性。以目前所殘存的閩方言文獻作出具體的比較分析211，閩北《建

州八音》的部份，其聲、韻、調可以下列【表 18】示之212： 

 

    【表 18】《建州八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構擬 

 

              清塞音         清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  音   邊 p    坡  pʰ                   問 m 

 齒齦音   直 t    他 tʰ      曾 ts  出 tsʰ   日 n      柳 l     時 s 

 舌根音   求 k    氣  kʰ                   語 ŋ               

 喉  音                                                      非 x 

            鶯 Ǿ            

  茶 a  犁 ai  柴 au                             南 aŋ    田 aiŋ 

  茅 e                                                    人 eiŋ 

  梅 o 

  兒 œ                                                   穠 œyŋ 

  臍 ɛ 

  莪 ɔ                                           囥 ɔŋ 

                                                 桐 ɔŋ 

  魚 y                                   蛇 ye            園  yiŋ 

                                                 
211 請參看李如龍（1996）。 
212 我們再就張琨先生（1988）從中古音類的立場，檢討《建州八音》的音類來源，請參看〈讀

建州八音〉，《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集刊》第 59 本第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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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i          油 iu                             年 iŋ 

                       茄 iɔ                      陽 iɔŋ 

                             剖 iɛ 

               橋 iau               舍 ia          正 iaŋ 

  吳 u  發 uai                      過 ua         黃 uaŋ   販 uaiŋ 

                             蔴 uɛ    

                                                  放 uɔŋ 

                                                  嶓 uiŋ 

之       志        即         指         芝       隻         字 

 （概平） （純仄）  （純仄）   （平、仄） （純平）  （純仄）  （純仄） 

    44       32        213       23          52        242        5 

 

    以【表 17】、【表 18】聲、韻、調的比較看來，宋代以來閩北方言的聲母已

朝向十五音發展，止、遇攝的其中一種類型同化，濁上歸於濁去後，形成八聲七

調的情況。《建州八音》「二」、「五」、「三」和「八」調，對應於中古「陰平」、「陰

去」「陽平」、「陽去」，在今日建甌、廈門呈現[33：54]、「11：55」和[21：44]

的交替現象。 

 

        第二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共時層面的相關課題          

  

  本節所言的「區域徵性」指的是「區域文化的、語言的共通特徵」。「區域特

徵」一詞，橋本萬太郎（1978：27）先生曾提出質疑： 

     

      地域言語学に関連して、もうひとつ言っ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

地域特徴（areal features）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たとえば、アジア大陸の

東南部へいって、「中国語」とタイ諸語とオンべェ語のような、言語系

統のちがいをこえて、否定詞にまったくおなじ[m]̘のような音節鼻音を

みいだすと、おおくのひとが、これは「地域特徴」ではないか、という。

アフリカの言語でも、地域が接近していると、バンツー語とコイサン語

のように、直接的な系譜関係の考えられない言語に、共通に吸着音がき

かれて、これまた「地域特徴」の典型的なものとされる。しかし、この

地域特徴という術語が危険なのは、このような事象にぶつかると、ど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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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てそのような現象があらわれたのかよいう、そのメカ二ズムの解明こ

そが言語学の課題であるはずなのに、ああ、これは「地域特徴」なのだ

というところで、探究の手をとめてしまうところにある。213

       

    在這段文字當中，橋本先生依舊是以口語的寫作方式闡述個人的看法，活靈

活現，倒是對於橋本此處的看法，我們認為，既然已經意識到運用這個名詞「區

域特徵」會讓研究者裹足不前，而裹足不前的理由在於無法進一步去思考、解釋

語言現象的「形成機制」，那麼，只要研究者能夠意識到，使用這個術語的背後

需要進行更為繁複的「論證過程」，其實沿用這個名詞，實在不至於產生可能的

困擾。不過，為了避免造成思路類近於橋本先生的語言學家，閱讀本文所可能帶

來的不必要的誤解。本文對於「區域特徵」持有不同的定義，而為「閩方言島嶼

區域音韻的、文化的共同徵性」（關於這個名詞於本文的內在意涵，請參看第三

章），這一定義的形成，同樣立基於語言地理學的基本思想（請參看第一章第二

節）。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次方言的區域徵性 

 
214至於「區域」的意涵為何？張光直（1980）先生關於聚落形態的研究 ，可

讓我們對於「區域」的整體概念更為具象化，張先生有言： 

 

      在聚落形態的考古學研究上，有兩種互輔但有尖銳區別的學派。其一可以

稱為聚落考古學，強調對聚落居民生活與行為的了解，包括他們與其他聚

落之間的關係行為在內。另一派可以稱為空間考古學（Spatial 

archaeology），或位置考古學（locational archaeology），主要強調＂空間性＂

                                                 
213 筆者譯文：和區域語言學相關聯的，尚有一點不能不談的，即是所謂的「區域特徵」。果若舉

例言之，往亞洲大陸東南部前進，類似像漢語和傣語和臨高話，毋論其語言系統的差異性，在否

定詞中全然可看出相同的[m]̘似的鼻音音節，許多人說到，這不就是「區域特徵」嗎？即便是非

洲的語言，區域的鄰接因素，諸如龐茲語和客伊薩語，無法直接考量系譜關係的語言，卻能夠聽

到共同的「吸著音」（昭明案，此處橋本先生旁注「彈舌音」，其意涵概指將舌尖向上顎輕點，上

下反覆震動所發出的聲音），而這個同樣被視為是典型的「區域特徵」。但是，這個所謂的區域特

徵的術語是有危險性的，面對這樣的現象，也就是說，為什麼形成那樣的現象呢？解釋那個形成

的機制，原來是語言學的課題，哎呀，以此為「區域特徵」，研究者探究的雙手便完全被綁住了。 
214 請參看〈中國考古學上的聚落形態－一個青銅器時代的例子〉，收入《中國考古學論文集》，

臺北，聯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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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本身，以自聚落在空間上或位置上的特徵而取得解釋性的模型為目的 。 

 

    如果將「聚落形態」改換為「方言區域」，那麼，張先生所敘述的這段 

文字，其內涵頗具深意。漢語的東南方言區域，一方面與漢語內陸方言區域接壤，

另一方面，其鄰海區域又形成一個與島嶼區域「接壤」的過渡地帶。思考澎湖群

島閩方言的音韻問題，澎湖群島與鄰接區域的關係，可以視為「大聚落」間的聯

繫問題，澎湖群島內部聚落的關係，則可視為「小聚落」間的聯繫問題。若是再

延伸張先生的說法，澎湖群島島民的言語認知、言語行為，同樣是我們探討「區

域特徵」所需要關注的課題，而此或可進一步解釋「區域特徵」的區域意涵。 

現在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何以從本文起始，屢屢言及閩方言內陸、鄰海和島

嶼區域之別，我們分劃的思路與設想為何？則可接續而出。羅杰瑞（1981）先生

論及永安方言音韻問題時216，針對閩方言區的劃分，提出了與本文近似的主張，

其言： 

       

按照普通的說法，閩語分為閩北、閩南兩系，這說法其實是不正確的。福

州話和廈門話所具有的共同點，遠較福州話與福建西北部任何方言為多。 

 

    順著這段文字的思路，羅先生以進行音韻、詞彙的比較，得出了「鄰海地區」、

「內陸地區」的實質區野。這個區分似乎又與《彙音妙悟》的作者（請參看前文），

有相近的思考邏輯。果若我們大膽設想並接續「鄰海地區」、「內陸地區」的套路，

我們認為，閩方言音韻類型及其地理分布的論述設想，可以劃為三個區塊，請看

【圖 10】： 

 

   【圖 10】閩方言音韻類型分布設想圖 

 

                  
                                                 
215 果若語言分化過程的基本類型，可為波浪過程與分化過程（Bloomfield 1933：310-318），則

我們該如何由「波浪過程」的動態形象，解釋語言區域特徵的形成問題 ？閩語鄰海北部區域的ɬ
聲母的形成，閩語島嶼區域海南島s→t的演變方向，與其區域民族語言（方言）接觸的聯繫問題，

又該如何體現？對於我們思索澎湖群島閩方言於閩語次方言的區域徵性，又帶來何種啟示作用？ 
216 請參看羅杰瑞（1981）〈永安方言〉，《書目季刊》第？期。另外，林寶卿（1991）〈永安方言

本字考〉一文亦言及：「……我們拿閩方言兩百多個根詞來比較，據初步考證，永安方言有將近

一百三十多個根詞的方言本字與閩南、閩東、莆仙等方言相同（簡稱為閩海方言群），有近十五

個根詞的方言本字與閩西客話相同，其他的是永安方言特有的成分。」，《廈門大學學報》（哲社

版）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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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B、C 指的是羅先生所言「鄰海地區」與「內陸地區」，A 則是指閩

方言的「島嶼區域」，換言之，B、C 的思維，是以陸地為中心而衍生出來的思路。

B、C 雖各屬鄰海、內陸區塊，然而仍屬「陸地區域」，較為特殊的是 A 所代表

的島嶼區塊，非如 B、C 之直接聯繫（以閩方言島嶼區域而言，並有「遠陸」、「近

陸」島嶼之別）。目前我們所掌握的閩方言音韻語料，【圖 10】所指的 A、B 和

C，約略含括下列的方言點： 

 

    A. 馬祖、金門、東山島、海南島（近陸）、澎湖群島（遠陸） 

    B. 福安、寧德、福州、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廈門、同安、漳州、 

       漳浦、潮州、揭陽、汕頭、海豐、三鄉、電白、海康 

    C. 浦城、崇安、政和、建陽、建甌、南平、沙縣、三明、龍溪、漳平、 

       平和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與閩語島嶼區域的共同徵性 

    按照橋本萬太郎的想法，「畜牧型」、「農耕型」概念的提出，是立基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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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文化與語言問題的觀察。澎湖群島與閩語島嶼區域 ，是否具備共同的區域文化

問題？便是必須第一個回答的問題，為什麼？ 

    第一，「漁獵型」語言類型在地理分布的呈現，其表層的屬性即為所謂的「混

合」（mixture）與「疊置」（overlapping），前文已以海南島為例略有述及，若由

理論層面深掘之，我們會發現，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文獻史料、語料殘缺是共性之

一，近陸、遠陸的島嶼區域，使得移民方言不僅在區域內部持續發展，並且保有

原鄉方言的現象，是共性之二，「邊境殘存」造成區域方言混合、複雜，則是共

性之三。 

    第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問題，與閩語島嶼區域的共同徵性在於：鄰接區

域的接觸影響。簡單的說，相對於馬祖、金門、東山島和海南島四者，其與陸地

鄰海區域較為接近的距離，澎湖群島相較為遠，前四者可稱為「近陸島嶼」，澎

湖群島則為「遠陸島嶼」。以明代閩東地區移民的路線而言（請參看第四章），幾

乎遍及閩方言島嶼區域，換言之，若是僅僅關注漳泉移民問題，很可能無法有效

解釋閩方言區域之間的語言問題，考量歷史氛圍，便需進一步釐析明清時期閩方

言區域文化重心的課題。 

    第三，西村朝日太郎（1974：197-199）談到漁民的經濟型態分為（一）原

始型、（二）古代型和（三）市場型，三者的本質各為（一）互酬性質、（二）再

分配性質，以及（三）交換性質，並舉例說明「漁民共同體」的概念，其言： 

 

      一六、七世紀の古文献によると、ドイツやポーランドにおいても、例え

ばボス二アの「魚匠」のごとくはサケ 技術上の専門家として領主に仕

えてはいたが、捕獲物のうえにおける先占権はなく、他の管理者が漁撈

の規制や貢租の督促などを行っていたようである。北独、ポーランド沿

岸にはマショぺリと名づける多数の漁民共同体があったが、マショぺリ

（maschoperie）はオランダ語の「社会」、マートスハッぺイ（maatschappii）

から出ているといわれている。元来、マショぺリの代表者が領主に代っ

                                                 
217環顧整個漢語東南方言區域，若再以「島嶼」以及「歷史上曾經歷少數民族語言接觸」和「島

內部漢語方言為閩語」三個條件項，進行統整，約略可有海南島、東山島和金門等區域，如次所

示：        位東南方言區   島嶼    經歷少數民族    島內漢語方言：閩語    
  澎湖群島     ＋         ＋            ＋                ＋ 
  海南島       ＋         ＋            ＋                ＋ 

  東山島       ＋         ＋            －                ＋ 

  金門         ＋         ＋            －                ＋ 

  馬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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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これらの共同体を保 していたが、これらの代表者は漁獲物に対する

先占の権利はなく、共同体の各成員はほぼ平等な労働給付と平等な生産

手段に対し、平等な漁獲物の分前を与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218

 

  澎湖群島由「漁民村」、「漁業村」所組成，各聚落內部生活早期皆自給自足，

在物質條件不充裕的情況下，居民互助是各聚落生活圈形成的主因，老弱、婦孺

若無交通工具，於聚落內的時間是相對為長的，年輕男性族群，雖多從事海上漁

撈工作，然而受限漁船、漁場以及聚落內部，語言環境的「封閉性質」，使其存

古，亦即語言地理學所言之「邊境殘存」。不過，「邊境殘存」的概念，是大陸板

塊為核心的概念而來，進而言之，「島嶼區域」所承受的「語言殘存」，因其「開

放性空間」而產生多向來源的可能性，而此多向來源的特性，會因其「鄰接區域」，

亦即與鄰海區域的遠近，而產生不同的效應。為什麼？澎湖群島是漢語閩方言的

島嶼「遠陸島嶼」，與其相對的金門、東山島和海南島皆屬於「近陸島嶼」。距離

的遠近，固然影響語言擴散波長的強弱，然而，澎湖群島「島嶼散列」，或許是

造成語言分散疊積的主因。首先將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島嶼的相對地理位置，簡示

如次，請看【圖 11】： 

        

    【圖 11】澎湖群島與馬祖、金門、東山島、海南島相對位置圖 

     

            

                                                 
218 筆者譯文：依據十六、十七世紀的古文獻，德國和波蘭，例如波士尼亞如「魚匠」，儘管為領

主工作，並作為捕捉鮭魚技術的專家，然而對於撈捕的漁貨，並無優先獲得的權利。而是由其他

管理者，進行漁撈作業的規定以及催繳租費等等。北邊獨立的國家波蘭，儘管其沿岸有所謂稱之

為maschoperie的多數漁民組成的共同體，maschoperie是荷蘭話的「社會」，其語源來自maatschappii。

原先，儘管代表maschoperie的人，取代領主地位，而保障這個共同體。但是，這個代表人對於漁

獲物並無佔有的優先權，對於共同體內的各個成員，約略都有平等性質的勞動給付和對等的生產

方式，能夠給予其應得的相等漁獲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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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或可稍微觀察閩方言「島嶼區域」的音韻系統，以利於後續的討

論，請看【表 19】、【表 20】、【表 21】以及【表 22】： 

 
219    【表 19】馬祖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濁擦音 

唇  音   p  pʰ                          m                   

齒齦音   t  tʰ               ts  ʦʰ       n       l      s 

舌根音   k  kʰ                           ŋ              

喉  音                                                 h 

          ø 

          a   ai   au                       aiŋ      ak     aʔ    aiʔ 

          e       eu                        eiŋ     eik      eʔ   eiʔ 

          o       ou    oy                 ouŋ     ouk     oʔ   ouʔ 

          Ǿ                                         Ǿyk     Ǿʔ      

                                                 
219 這部分材料引自張屏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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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u                        iŋ       ik     iʔ 

              ia   iau                       iaŋ      iak          iaʔ 

              ie                             ieŋ      iek          ieʔ 

               

          u   ui                             uŋ      uk     uʔ 

              uo                            uoŋ     uok          uoʔ 

              uai   ua                      uaŋ      uak    uaʔ 

          y                                 yŋ              yʔ 

              yo                            yoŋ             yoʔ 

 

   【表 19】以馬祖方言音韻系統言之，與其鄰近的福州方言是較為接近的，其

中陽聲韻[aiŋ]、[eiŋ]和入聲韻[eik]說明了其與閩東方言接觸影響的關係。 

 
220    【表 20】海口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濁擦音 

唇  音             ʔb                   m               f       v 

齒齦音    t        ʔd          ts        n        l       s        z 

舌根音    k                             ŋ               x 

喉  音                                                  h 

         a      au             am   ap                 ak 

         ɛ 

         e                                       eŋ    ek 

         o                                       oŋ    ok 

            ɔi                 ɔm                ɔŋ    ɔk 

 

         i      iu                   ip   in  it 

                iau    ia      iam   iap          iaŋ    iak 

                          io 

                                                 iɔŋ    iɔk 

                                                 
220 請參看《海口方言詞典》（1996），大陸，江蘇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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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i      ue                   un  ut 

            uai         ua                        uaŋ   uak 

                                                  ŋˈ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長入   陰入   陽入 

          24     21    213     35     33     55     5      3 

 

    將【表 20】與鄰近粵西閩語相較，可有兩個重點： 

    第一，聲母系統方面：海口方言和粵西閩語有四個聲母不同。一般而言，粵

東、粵西閩方言聲母的共同特點有四：一，無輕唇音，二，無舌上音，三，匣母

讀為[k]、[ø]聲母，四，喻三讀為[h]。至於粵東、粵西兩個區域的音韻差異在於，

一，中古疑母[g：ŋ]的對當，二，入聲是否派入其他調類。 

    第二，韻母系統方面：海口方言和粵西閩語皆無鼻化韻、喉塞音韻尾，這兩

個特點與閩方言鄰海北部、南部區域有著顯著的不同，或可視為該區的區域特徵。 

    我們再將東山島、金門瓊林方言的音韻系統與鄰近區域作一比較，請看【表

21】、【表 22】： 

 
221    【表 21】東山島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濁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唇音      p   p´    b                           m 

齒齦音    t    t´           ts   ts´     dz        n      l      s 

舌根音    k   k´     g                          ŋ 

喉音                                                          h 

        （O） 

 

 

          a   ai   au             am   an    aŋ 

          e                                  eŋ 

          o                      om         oŋ 

          ə                                  əŋ 

                                                 
221 引自中嶋幹起（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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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u             im    in 

                  iau     ia      iam   ian   iaŋ 

                             io              ioŋ 

          u   ui      ue                un 

              uai         ua            uan 

                                  m ̙         ŋ̙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55     13     42     21     33     32     34 

      

    東山島的聲母、韻母系統和海口比較，在濁塞擦音、清擦音以及濁擦音，數

量稍有增減，調值亦不一致，與澎湖群島在中古平、上、去各分陰陽調類的今音

調值，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相似性，這又代表什麼意義呢？其實，在目前閩方言缺

乏系統性的聲學實驗研究之下，我們僅能倚靠調值紀錄作簡單的觀察，要由調值

開展類型與地理分布，有其實質上的困難亦在於此。因此，東山島、澎湖群島調

值的近似性其實並非有其意義價值。倒是較之其他閩方言島嶼，東山島韻母數量

顯然為少，是個必須注意的課題。 

    關於金門瓊林方言的音韻系統，請看【表 22】： 

 
222    【表 22】金門瓊林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塞音   濁塞音   清塞擦音    鼻音   邊音   清擦音  濁擦音 

唇  音    p   p´    b                 （m） 

齒齦音    t    t´           ts   ts´     （n）    l      s 

舌根音    k   k´     g                 （ŋ） 

喉  音                                                 h 

         （O） 

 

 

 

 

                                                 
222 引自劉秀雪（1998）《金門瓊林方言探討》，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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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i  au  am  ap  an  at  aŋ ak ɔk    aʔ  aiʔ auʔ  ã  ãi  ãu  ãʔ 

e                                     eʔ          ẽ         ẽʔ 

o                                     oʔ          

ɔ                          ɔŋ         ɔʔ          ɔ̃         ɔ̃ʔ 

ə                                     əʔ 

ɯ 

i      iu        im  ip  in   it  iŋ  ik iʔ     iuʔ  ĩ       ĩu  ĩʔ   iuʔ 

     iau   ia   iam  iap  ian  iat iaŋ iak iaʔ           iã  iãu  iãʔ  iauʔ 

             io                       ioʔ       

                               iɔŋ iɔk 

u  ui    ue              un  ut        uʔ uiʔ ueʔ  uã  ũi     ũiʔ  uẽʔ 

uai      ua              uan uat uaŋ    uaʔ                  uãiʔ 

               m ̙              ŋ̙ 

                              ŋ̙ʔ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陽上） 陰入   陰入   陽入 

本調   55     13     51      11       33        3      3      5 

變調   33     11     35     51/55      11        5     55/51   1 

 

    另外，【表 22】的韻母結構除了單元音外，則是「v＋ʔ」、「ṽ」、「ṽ＋ʔ」、「ṽv

＋ʔ」、「聲化韻＋ʔ」五種類型共存，是否顯示金門與澎湖群島的關係較為接近？

但是，問題仍在於「ʔ」的音韻屬性為何？既不為輔音的情況，為了避免矛盾，

便需要有所解釋。進一步而言，「ʔ」在吳語區、閩方言鄰海區域、島嶼區域的影

響，甚至是類型「結構」必須再個別釐清。 

    回顧【表 19】~【表 22】所顯示海口、東山島、金門瓊林三個方言點，何以

同樣具有mˌ、ŋˌ的音讀形式？然而，此處另外產生一個問題，即是mˌʔ、ŋˌʔ兩種

音讀形式223，「ʔ」是否具備輔音的實際功能，或者僅是冗贅徵性？（李壬癸 1989）

是否又與輔音韻尾和主要元音的平衡性有所關聯？（胡安順 2002）在接下來的

章節當中，我們會持續思考這些問題。因而，單純以目前學者所排列出的音韻系

統作區域比較，我們初步設想閩方言島嶼區域音韻，其「區域徵性」可有三點： 

    一，漁獵型生活型態： 

                                                 
223 廣東海豐方言則有「ŋˈʔ」的音讀形式，請參看揚必勝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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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閩方言島嶼區域內部，漁業為主、農業輔之可視為基本的生活型態，漁民、

漁村和漁場的三角關係，更是島嶼區域的共同屬性，漁民的聚落生活亦迥異於農

民或是遊牧民族，漁民彼此間「互通有無」的情況，可見諸於世界各個漁村，這

是漁民天性使然，在這個條件底下，「聚落內部」生活共同體的形成，作為溝通

媒介的「語言」，以「區域」為核心，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尤其島嶼區域，若封

閉隔絕，其「邊境殘存」的屬性，是可以實際檢證的。 

    二，與鄰近區域的音韻類型相近： 

    馬祖、金門和海南島，其音韻現象與鄰近區域為近的區域特徵，可以讓我們

設想位於漢語東南方言邊際的澎湖群島，除了可能與鄰近區域音韻問題當有所聯

繫之外，其「過渡」的性質，或許可能是造成方言差複雜的因素之ㄧ。 

    三，馬祖、澎湖群島和海南島移民來源之一源頭同為「閩東」： 

    根據近代史的文獻，閩海區域以漳泉二府之人，因「地瘠民貧」而「討海」，

而史料亦屢言「漳泉」二府，是否可以依此，即言澎湖群島閩方言即是泉州、漳

州或漳泉混合體？事實上，「漳泉」的實質內容、分布區域是需要論證的，尤其

島嶼是個「開放式」的空間結構。澎湖群島本身亦是個物質條件貧乏的區域，除

了非南島語族適合生存之居所外，恐怕亦非多數漳泉二府人所期待久居之地。初

步檢視馬祖、澎湖群島和海南島的歷史人口來源資料，我們發現「閩東」是共同

來源的區域之一（這個問題實際上與方言地理學「文化中心」設想亦有關聯，請

參看第四章）更為具體的說，討論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語言問題，對於閩方言區域

文化、移民，或當建立一個完整的認識。至於馬祖、澎湖群島和海南島的閩方言

成份，究竟仍保留、殘存多少閩東方言的成分，這是另一個問題。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與漁獵類型地理區域的理論設想 

 

    果若畜牧型、農耕型的地理類型，能夠解釋漢語南北方言語序結構的差異問

題（橋本萬太郎 1978、1980）224，針對澎湖群島及其所鄰接閩語區域當中的「島

                                                 
224 誠如橋本萬太郎（1980：327）先生所言： 
   唐末（西暦九〇七）から宋代（九六〇年以降）にかけた大動乱のあと、中国の北方の言語

は、その音韻組識に、体系的にしられているかぎりでは、史上最大の変貌をとげた。すなわち、

音節の頭子音組織は、いま 音を例にとれば、広義のタイ（Tai）語式の、[P]：[Pʰ]：[b]のよ

うな、無声無気音－無声有気音－有声音の３項対立から、アルタイ語式の、[b ̣]：[Pʰ]のような、

無声（または半有声）無気音－無声有気音２項対立に「カわった」。音節末子音の体系も、お

おきくかわって、鼻音をのぞく閉鎖音をぜんぶなくしてしまい、CVp>CV、CVt>CV（方言

によっては CVi）、CVc>CVi、CVk>CVu のように「変化」し、鼻音におわるものをのぞけ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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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區域，或許可以提出，與「畜牧型」、「農耕型」成三足鼎立的「漁獵型」類

型的基本設想，以供檢證。為什麼？ 

    第一，歷來學者多將臺灣閩南方言粗分為「泉州腔、漳州腔」之別（張振興

1989）225，亦時而考量福建泉州話、漳州話的細微差異，以作為解釋臺灣地區閩

南方言形成的來源，可是，這個思路的形成，主要是以不完整的移民歷史觀為基

礎，所設下的判準（postulation）。此舉同如以「同安腔」、「安溪腔」範圍住澎湖

群島閩方言音韻現象一般，一方面，容易促成研究者提出常識性的判斷，另一方

面，是片面解釋族譜、戶籍普查的資料，兩方面未經方言地理學「鄰接區域原則」、

「邊境殘存原則原則」和「固有變化原則」三原則重新檢證之，恐怕不當遽下結

論226。 

    第二，觀察馬祖、海南島和東山島、金門的音韻現象，讓我們或可確立島嶼

區域受到鄰接區域方言接觸的直接影響，意即方言地理學所言「鄰接區域原則」，

進一步的說，檢視「近陸島嶼」（金門、東山島、海南島）的語言現象，一方面，

可以讓我們預設「遠陸島嶼」（澎湖群島）可能具備相近的發展邏輯，另一方面，

澎湖群島介於漢語東南方言島嶼之「區際」，交通孔道的「複雜性」便複雜化原

先單純的可能性。 

第三，區域間的方言類型，似又隱約地顯現其地理圖像的聯繫性，本文所謂

                                                                                                                                            
音節素は、すべて、アルタイ語のなかでも、ツングス語におおい、開音節型になった。「北方

夷族」侵入という外因をかんがえない言語史家は、この「変化」を説明するために、唐末から、

音節末の閉鎖音が「 まった」として、たとえば、CVp>CVˀ>CV のように、この p をちい

さく書いて、その消失の中間段階をしめしたり、 
   CVp 
      CVt   CVt 
      CVk >CVk  CVʔ > CV 
  のような、 合のあとをたどって、その「説明」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じじつ、そのよう

な方言もあったことは、たしかで、この CVt：CVk の段階をへたかどうかは、たしかめよう

がないが、現代山西省方言には、まだこの声門閉鎖音の末尾音をたもっている方言が、おおく

みられる。しかし、モンゴルに支配された時代の朝鮮がわの資料から、さいきんあきらかにな

ったことであるが、この北方の「中国語」の原形は、いわゆる中原地方ぜんたいが、「北方夷

族」の手におちるかなりまえから、万里の  の北方にあって、この「夷族」のもとにあった

「漢民族」によってつくられている。その言語では、－p と－t の併合とか、－ʔ への統一とよ

いうような段階をへずに、* CVp>CV 、* CVt>CV、 
* CVc>CVi、* CVk>CVu のような、直接的な「対応」がみられる。 
225 請參看張振興（1989）《臺灣閩南方言記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226 在第二階段口試當中，姚榮松先生指出目前對於「漳泉方言實際形成的時間點」仍屬未知，

漢語方言區域內部亦仍有「跨語際」的普遍現象，姚先生並特別以「特徵詞」為例，說明閩南語、

晉語和贛語間的關係。本文的論題著重於閩方言內部，閩方言的語料以目前的調查成果看來，具

有高度的「一致性」，但是，是否每個個別區域的年齡層皆具有相同的發展規律？目前的調查報

告，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至於「同安」、「古同安」的分野依據為何？原鄉的同安方言，以及同安

方言在臺灣又進行了什麼樣的發展？同樣需要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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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漁獵型類型」的說法，所欠缺的僅剩邊際學科於理論層面的支持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詞彙現象所顯現的「類型」問題，與「島嶼區域文化」

間的聯繫性質228，或可以文化生態學以及海洋民族學的觀點，提出更具體的推想： 
229    一，張光直先生（1967：64）曾採取文化生態學的立場 ，說明漁獵型文化

                                                 
227 關於漢語東南方言約略可以劃分成吳閩、閩客、客贛等等課題 ，其中吳閩、閩客的論題，學

者們的看法又可分成兩個方向： 
    其一，丁邦新、潘悟雲認為南方方言應當存在「祖語」，魯國堯亦提出「南方通語」的學說，

用以解釋客、贛以及通泰方言的聯繫。 
    其二，張光宇（1999）先生的看法可謂方言地理學的具體實踐，一者，否定古代南方方言祖

語的設想。二者，認為過去學者忽略「移民史」所造成的謬誤。並且認為若要全面思索吳閩方言

等課題，需要先就釐清客贛方言。站在移民史的立場，若要釐清贛南的族群背景，同樣需要率先

整理閩粵移民的族群（錢偉新 2000）。進一步而言，關於閩方言的形成，學者們對於歷史過程與

邏輯過程，基於「方法」的歧異，產生不同的詮釋路徑。另外，張光宇（1999）先生曾經論及：

「由北望南看東南方言關係的脈絡，可分為沿海和內陸兩線。內陸一線包括江淮官話、徽語、贛

語和客家話，沿海一線包括江淮官話、吳語和閩語。兩線大體以天目山和武夷山為界。北端的通

泰方言與兩線各有關係。南端的閩客方言也糾結在一起。這樣的關係脈絡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地

理形勢造就的移民路線逐步產生的結果。」張先生所言的這段文字，是富有啟發性的，只是以西

晉末年的移民運動，作為詮釋現代東南方言音韻的形成問題，似乎仍有可進之處，為什麼？我們

可以順著「空間」、「時間」兩個概念，檢討「中原移民南下」及其所帶來的音韻問題。站在「空

間」的角度，討論中原「南下」移民影響吳語、閩語及其他南方方言的層次，學者們多以羅香林

先生關於客家五個時期的移民，作為申論的基礎。然而，果若我們仔細思考明代的移民問題，我

們可以發覺明代「北上」的「陸路」、「海路」移民，是一種有別於其他歷史時期的「逆流式」遷

徙。請參看〈東南方言關係綜論〉，《方言》第 1 期。 
228 近代漢語音韻史的知識，讓我們了解到「都城」在經濟、商業活動所扮演的地位，足以影響

學術活動。「方言」、「通語」問題亦隨之而起。可是，如果語言研究要朝向更細緻的調查，則需

要先從「個別區域」著手，為什麼？以澎湖群島為例，其最重要經濟中樞在馬公市，澎湖群島附

屬離島居民，若要進行買賣活動，皆會聚集於此。但是，若將區域範圍擴大至整個臺灣地區，馬

公市亦僅僅是個小型城鎮，其「區域通語」對於澎湖群島間為直接影響源，可是「海島型」的因

素，使其同化的速度顯得緩慢。更深入的問題是，在整個東南漢語方言的區域中，當有為數眾多

的「小型區域」存在，這些「小型區域」當中亦當有某個地點是生活必需品的集散中心，若是研

究者僅止關注於人口密集區域的語言問題，而非由地理類型進行調查，很可能會遺漏掉少數的言

語社群，及其可能保有的古老徵性。 
229 關於文化生態學所提供的觀念與方法，可以Steward（1955：30-42）所言為據：（1）分析所

謂的「物質文化」，但是，並非其所有要件都具有等要性質：In primitive societies, subsistence devices 
are basic：weapons and instruments for hunting and fishing；containers for gathering and storing food；

transportational devices used on land and water；sources of water and fuel；and, in some environments, 
means of conteracting excessive cold or heat.在原始社會，生活所需工具為基礎：以武器、用具打

獵和捕魚。貯藏設備用以集中保存食物。陸上、水上使用運輸工具。水及燃料的來源，在許多情

況下，工具用以維持溫度調節。（2）分析其行為模式，包括特別區域當中不平等的情況，另外： 
Hunting, on the other hand, may be either an individual or a collective project, and the nature of 
hunting societies is determined by culturally prescribed devices for collective hunting as well as by the 
species.……similarly, if circumstances permit, fishing may be done by groups of men using 
dams,weirs,traps, and nets as well as by individuals.打獵，換句話說，可是能個別或集體的計畫，而

且漁獵社會的通性，由其先前所陳述的文化性質的工具所決定，如藉由群體用以集體打獵……具

有相似性之處的是，如果環境許可，漁撈工作能夠藉由眾人，使用阻水工具、控制水量裝置、製

作陷阱和網子，如同個人一般。（3）第三個步驟，確認行為的展度，當處於不平等的環境而影響

文化的其他層面：The third procedure requires a genuinely holistic approach, for if such factors as 
demography, settlement pattern, kinship structures, land tenure, land use, and other key cultural 
features are considered separately,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 environment cannot 
be grasped.第三個程序需要一個自然完整的方法，當這些因素處於變數的情況。聚落、家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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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相關問題： 

 

Melanoides crenulatus is a fresh-water mollusk found in the area where the 

river flows into the sea, and Ganesella is a land snail. Most of the other 

varieties lived in very shallow intertidal waters where estuarine conditions 

prevailed. Sandy mud and mangroves dominated the habitat of most of these 

species. In other words, the shellmounds of the FPT farmers show that coastal 

mud and mangroves（another ecological component but right below the hill）

were exploi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settlement . Some bones in the 

shellmound –crabs and turtles-point to the same ecological component, but 

others- notably deer and bear- suggest some utilization of still another 

component, one that is offered by the forested hills north of the site. 

This contrast between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the hunter-fisher and of the 

farmer indicates that for a meaningful study of the man-environment 

inter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a settlement as an ultimate point 

of reference. Hunter-fisher settlements tended to have specializ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icro-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 seasonal cycle of animal and plant 

life, people were likely to mov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differently specialized 

settlement sites in order to complete an entire run of the environmental cycle. 

On the other hand, a farmer’s settlement tended to have simultaneous relations 

with a variety of ecological components, and its micro-environments was, 

therefore, likely to be more complex and multicomponental. 

 

    張先生所言「漁獵者的聚落，因為動植物季節性的循環，容易和微觀環境產

生特殊關係，人們於不同的、特殊的聚落間來回，為的是完成環境循環的整個週

期」，這一點或可解釋南島民族曾經居留澎湖群島的可能性，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是，「島嶼型區域」的漁獵者，其本身所發展的文化態勢究竟與農耕型、畜牧型

社會的差異為何？相信是關鍵性的問題。 

                                                                                                                                            
地方官僚、土地利用和其它關鍵的文化特徵，都需要被個別考量，它們的相互關係，以及與環境

的關聯不能被混淆。（4）Cultural diffusion, of course, always operates, but in view of the seeming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sits role in explaining culture has been greatly overestimated. 
文化擴散，誠然，具有效力，但是，以表面上的重要性的生態學接受者的角度，用以解釋文化，

已經被過度高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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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某個程度而言，海洋民族學似乎仍是接續著文化生態學的思路而延

展，這一點可以西村朝日太郎（1974：15、17、26、67、168）先生所言繼續思

考之，請看： 

     

このように漁民が同一の言語文化共同体の中においてさえ、はっきり農

民と差別されているのは日本だけの現象ではない。イべリア半島の海岸

地方では特殊な純漁村を除いて、漁民は港近くの貧民街に住み、隣接者

と伝承、慣習、習慣を非常に異にするばかりか他の集団に対する違和感

も強い。したがって漁民は周囲の住民とあまり接触せず、通婚関係の結

ばれていることも稀である。……さらに、地中海東方や南アジアにおい

ても、漁民共同体は異質の集団を形成している場合が少なくないが、中

国においても同様の事実のあったこと文書にみえている。……さて一番

原初的な漁猟や狩猟を営む民族は、採捕民族（Wildleuter）というドイ

ツ語の概念で示されるであろう。かれらは最も素朴な文化を有する民族

で、経済学的な意味におけるいかなる形の再生産も行わず、ひたすら海

の幸、山の幸を奪いに奪うという掠奪経済を營む民族の謂いである230。

…… 

漁撈活動の物質的基礎である漁具の形態、機能とも、止水、流水のいか

んを問わず、水という流体の諸性質を考慮に入れねばならない。 

……自給経済の段階における漁撈活動は沿海漁撈の域を出ることは稀 

であるから、その活動は勢い帯状的性格を帯びてくる。これは河川の場

合も同様である。海岸線および河川はまた特に未開地においては、きわ

めて重要な交通路でもあるから、漁具の急速な伝播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

している。一例を挙げると、北米西部のインディアンの高原文化域にお

いては唯一の大河系に水産物、特にサケが集中しているので、この地域

                                                 
230 ……旧石器時代のヨーロッパ人が大き猟獣を殺害しつくした時に、水中の 富な動物の生

命を捕獲する以外に、生き存える道はないと悟った。旧石器時代のヨーロッパ人は苦労を重ね

るうちに次第に や 、釣  や 系、  や筒、 や網、約言すれば、魚類を多量に捕 、

保存できる唯一の 妙にして、 力的な技 を作り上げたのである。社会的生活は漁  と同

様に新しい。それは実際、大規模の漁 と同じく新しい。 慣として社会生活には、今なお学

ばねばならぬ多くのものがあるものである。 
……舊時器時代的歐洲人，將大型野獸獵殺殆盡時，除了捕捉水中生物外，並沒有頓悟其他生存

之道。舊時器時代的歐洲人，不斷辛勤工作，依序使用筌、筒、  網、如果省略的話，捕獲大量

的魚類，並完成保存、合作撈捕的技術。社會的生活與漁撈工作同樣新穎，實際上，大規模的漁

撈工作，同樣具有新意。在具有一定模式的社會生活中，尚有許多不得不學習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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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部族群は、サケの移動と共に移動する。かれらの生産手段である漁撈

技術体系は複雑で漁柵、簗、引網、突刺具、掬網等の種々の漁具を用い

ているが諸部族群を通じておおきいな類縁性が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る。 

生態学的条件が許す限り、漁民が農耕その他の生産活動に従事するのは、

一つは食物における動植物の均衡を保つためと、一つは漁撈の周年稼行

が不可能である場合が多いからである。すなわち、魚の洄游その他の関

係で漁撈には周期があって、漁民もこれらの自然的条件には従わねばな

らない。231

       

    根據西村先生的思路，我們認為： 

    一，漁民為同一語言文化的共同體的概念，應當是確立的。其與農民的差異，

順勢而出，遑論與游牧民族更為顯著的歧異。換言之，以大陸區塊為思考軸心所

提出的「畜牧型」、「農耕型」語言地理類型，亦當有所轉進。至於澎湖群島農漁

產業的資料，日治時期保存許多珍貴的記錄，其中不乏釣具及其各部名稱、使用

船隻、漁網、捕魚方式等等，其相關語料的搜集是值得持續追蹤的課題232。 

    二，以北美地區族群，隨著鮭魚移動而遷徙的例證看來，澎湖群島曾有部族

短暫居留的說法－「季節性的遷徙」233，除了考古學的證據外（Tsang 1992），

由海洋民族學的觀察，或許又加注了另一層面的證明。 

    三，基於海洋民族學的學理依據，將閩方言陸地區域、鄰海區域以及島嶼區

                                                 
231 筆者譯文：可以說，關於漁民在同一個語言文化共同體當中，明確的與農民有所區別的現象，

並非僅有日本。處於歐洲大陸西南端的Iberia半島，其海岸區域除了純粹的漁村之外，漁民多居

住在鄰近的貧民街坊，鄰人與傳統、習慣皆非常怪異，與其他聚落有著強烈的不協調性。順此，

漁民與鄰近居民並無過多的接觸，通婚的關係亦非常稀少。進一步而言，關於地中海以及亞洲南

部，以不同團體所組成的漁民共同體儘管數量不少，即便在中國亦能看到相近事實的文書記載。

最初從事漁撈與狩獵的民族，即所謂德語的「採捕民族」的概念，以那些擁有最原始文化的民族，

無法進行再生產的經濟學性質的傳統習慣，全然以奪取山產、海產，即是所謂從事掠奪經濟模式

的民族。……漁撈活動的物質基礎在於漁具的外型、機能，即使不論其止水、流水的功能，仍不

得不考量水的液體性質。…… 

  關於自給自足階段的漁撈活動，因為可見於沿海區域的情況稀少，因而這樣的漁撈活動大多

呈現帶狀分布的情況，這在河川地區是相同的情況。海岸線以及河川，又特別是關於未開發地區，

因為是極為重要的交通孔道，漁具的使用便快速傳播，並佔有很大的比率。茲舉一例證，在北美

西部的印地安高原文化區域，大河川中唯一的生物，特別是當鮭魚數量持續增加，這個區域的部

落，往往隨著鮭魚的移動而遷徙。由於那些部族生產手段是較為複雜的漁撈技術，如使用漁柵、

簗、引網、突刺具、掬網等等工具，而瞭解到諸部族，並承認其間相當大程度的相似性。 
232 河豚為[kui]或[mi kui]（東衛里），澎湖群島魚類名稱是否有個別性、一致性的情況？

皆有待深究。 
233 但是，這些族群與第一章所提及的「海賊」，應當又有所區隔。 

 122



234域三分化 ，或許更能補足語言地理類型學的知識系統，換言之，透過個別細緻

的分析，重新取得新的切入點，特別是漁獵型地理類型，其於區域文化與語言之

間的接軌工作，或許能夠讓我們對於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語言現象（含括基本詞

彙），有更清晰的認識。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及其區域文化的相關課題 

 

    目前澎湖群島五鄉一市的行政區劃，對於內部方言地理分布問題而言，或可

為類型層級的上位概念。為什麼？在澎湖群島內部島嶼未有橋墩聯繫之前，白沙

鄉（吉貝村、員貝村、鳥嶼村除外）、西嶼鄉皆與馬公本島隔離，以聚落生活聯

繫的緊密程度而言，各島的次方言，皆是處於長時期內部運作的型態，時至今日，

即便橋墩、公路已然便捷，老年人口為多數的群島聚落235，依然維持相當傳統的

農漁業的生活模式。或許正是這個因素，聚落內部仍有較為古老的方言形式存

在，教育固然普及、傳播媒體的影響亦深入其中，但是，聚落內部的生活型態，

對於言語本身的變化，具有相對的穩定與制約作用236。具體言之，「空間存在著

比時間更大的差距」（橋本萬太郎 1978），或可概括澎湖群島閩方言的音韻現象。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聚落、漁場空間及其生活模式 

 

    十六世紀以來，閩南地區商品市場，由於主要產品的生產增長，致使其腹地

市場的擴張，跨過了臺灣海峽，當時的澎湖群島沿岸建立了季節性的漁撈營地

「寮」，遲至明末數十年間，「寮」逐漸形成村名（湖西鄉南寮村、北寮村）（魏

捷茲 1995） 。從空間方位的分布而言，e liau, tĩ liau,sai suã kʰu 
                                                 
234 以目前田野調查的進度，我們雖然未能針對「詞彙」部分，多作推論。但是，以澎湖群島親

屬稱謂詞、人稱代詞以及形容詞，與其鄰接區域的類型比較言之，「島嶼」地理類型的理論設想，

應當具可行性。 
235  澎湖群島屬於散狀海島型區域，與海南島、東山島屬性不同，因此，聚落分布的自然區野，

需要有所關注。 
    老年層對於語音的「同化」，或許會帶來一定程度的拑制力，原因可能與中年層仍有聯繫。

果若符號「≈」代表互動性，澎湖群島的語言層可以簡單以「老年層≈中年層」描述之，換言之，

中年人口即便受到經濟等因素制約，必須到臺灣本島工作，卻又容易培養一種有別於澎湖當地的

音腔、詞彙，以期在臺灣工作期間，能夠與當地居民的溝通往來。 
236 我們初步認為，澎湖群島的方言調查當從各個聚落著手，似乎以一種人類學的態度，意即與

居民同在共生的心情從事調查，訪談者較能接受。因為語料的調查是件繁瑣的工作，對於發音人

而言，習以為常的「言語」作為詢問的問題時，往往會受到時間冗長的因素，而有些微情緒性的

反映。語言調查者應該培養出耐心、包容與相當委婉的態度，適時紓緩訪談的情境。至於方法為

何？即是調查者需要學習的課題，此中並無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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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on liau, kĩ li, tai a bɨ, gun a ui.下寮，上寮，西山窟仔，

中寮，坑裡等（竹灣村內的小區域地名）的方位指稱，亦可印證之。深入各聚落

生活，聚落內部生產、商業活動，以漁撈為先，農作為次，主因為環境與氣候條

件。 

    澎湖群島內的各個聚落，可以視為各個獨立的生活圈，旱田、草原成為各具

落的區隔，然其聚落整體配置，與中國大陸南方梳式配置平面類似，佈局成因有

三：一為氣候調節，二為防禦，三為技術沿襲（關麗文 1987）237。以防禦為基

礎的聚落，或可以白沙鄉瓦硐村為代表，誠如黃則修（1996）所言238： 

 

集落の外側の構築は、東西南北四面とも地理天険をうまく使った構築が

見られる。集落の北側は特に高くて厚い壁に囲まれており、垣の外は広

い高梁畑、それから畑の果ては城壁の様な高塀があり、塀の外は落差が

相当に大きい「崖」である。北方はこの様な天然と人口の組み合わせを

もち、冬の東北の狂風は塀の所で吹き上げになり、北の背を向けている

住屋にまともに吹きつけない。また、集落の主要部はすべて南向きに建

てられているが、西側の建物は東南向きで、同じく高梁畑の外界には  

石の壁と高梁の茎で造られた防風陣で集落を守っている。しかしそれよ

り大切なものは、倭寇などが乱舞した時代にとって、瓦硐の北西両面は

自然と人工狂風、強敵に対して非常に堅固な障壁をなしていることで、

実に巧妙な構えである。239

       

    從考古學立場而言，聚落是基本單位，因其為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社會群體

（Chang K.C 1967），語言是否為文化的本質？是認知人類學近些年來的主要議

題之ㄧ。姑且不論贊成與否，語言調查，需掌握聚落分布狀況的緣由，主要是根

                                                 
237 關麗文（1987）〈澎湖傳統聚落發展之研究〉，《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1 期。王唯仁（1987）〈澎湖合院住宅形式及其空間結構轉化〉，《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學報》第 3 卷第 1 期。 
238 請參看黃則修（1996）〈台灣民屋の形式と聚落の構成－張百萬（澎湖）の 宅と集落をめぐ

って〉，《国分直一博士米 記念論文集》、日本、 友社 
239 筆者譯文：聚落的外側結構，可以看出相當精巧的使用東、西、南、北的自然天險。聚落北

側由特別高的厚壁圍成，牆外有高梁田圃，有各式各樣圍牆，圍牆外則是間距落差相當大的「崖」。

北邊是天然以及人工合成的圍牆，冬天的東北季風，狂吹北邊圍牆處，而不能吹及背北的住屋。

其次，儘管聚落的主體多是向南而建，但是，因為西側房屋向東南，處於同樣情況的高梁田外側，

以石壁和高粱根莖所造的防風牆，守住了聚落的房屋。但是，最為至要的是，在海賊侵擾頻繁的

時代，聚落西北的自然狂風，以及對強敵而言十分堅固的牆壁，實在是非常奇妙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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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澎湖群島田野工作的實際參與所得，從調查過程當中，可以發覺多數耆老，語

言習慣與所居聚落的連帶關係240。 

    需要補充的是，「與漁民生活空間最相關的場所，一是以村廟為中心所形成

的村落共同體，另一個是賴以維生的漁場空間」（顏秀玲 1992：7），澎湖群島村

莊的構成，與祭祀圈的觀念或許有所關聯241，所謂的祭祀圈，意即共同奉祀一個

主神的居民的居住範圍（岡田謙 1938），澎湖群島五營等概念的形成，與村落內

部信仰的集體性質息息相關。至於以「漁撈」為主要經濟來源的「島嶼區域」，

其聚落以「漁村」為主體，誠如西村朝日太郎（1974：144-145）先生所言： 

 

      もっとも一口に漁民といっても、海辺に生活する者もあれば、河川や湖 

   の畔に生活する者もある。四面環海のわが国では、普通漁民といえば海

村の住民を意味するものと考える人が多い。だが、海に臨む村といって

も、空間的に海に接近しているだけで、文化的には「海に背いて」生活

する村もあることだから、海村、すなわち漁村とも一口にはいい切れな

い。一方、一口に漁村といっても、純漁村もあれば、主漁副農もあり、

副漁主農村もある。242

 

    根據這段文字敘述所帶來的啟發，倘若觀察白沙鄉吉貝村、赤崁村內部的空

間分布及其與漁撈活動的關係，可以歸納出三點243：  

    一，季節性的漁場，受到魚類洄游屬性以及氣候的影響，日常的漁場，則又

受限於不同地點的漲退潮影響。因而使得漁場的空間組織，與其撈捕技術、漁具

                                                 
240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島內方音差異（區域間的分野），澎湖群島居民往往能舉證說明之，年齡

層的差異，則影響舉證的多寡。從社會語言學的角度看來，澎湖群島居民對於方言使用的包容力

較為寬廣，與所處自然條件非完善，生活需仰賴商業貿易形式，直接、間接培養出辨音能力有所

關聯。 
    閩南方言區的語言生活型態，屬於方言與通語的並用類型，其複雜的文白讀，則是南方地區

文人士子恪守前代標準，而與當地平民百姓言語方言，逐漸凝固而成，暫且不論閩南方言音韻現

象的形成問題，若要仔細觀察「閩南方言區域」的語言使用實況，需要執守「區域文化」的分區

思考模式，亦即閩方言「內陸區域」、「鄰海區域」與「島嶼區域」之別，由此進路，閩南地區語

言與文化的關係方有抒朗的可能性。或可參看李如龍（1995）另一層面的觀察，〈閩南方言地區

的語言生活〉，《語文研究》第 2 期。 
241 請參看蘇益田（1995）《生態條件對澎湖傳統聚落之影響》第三章。 
242 筆者譯文：尤其是所謂的漁民，有在海邊生活的人，有在河川、湖畔生活的人。對於四面臨

海的我國，如果言之為普通漁民，能夠想到漁村的居民的人相當的多。但是，即使說它的是靠海

的村落，以其僅是接近海的空間，因為是文化性的「背海」生活的村落，海村，即是漁村，不能

切割開來。另一方面，即使言之為漁村，仍有純漁村、漁業為主農業次之的漁村，以及漁業次之

農業為主的漁村。 
243 請參看顏秀玲（1992：1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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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聯繫關係。（此與西村先生的觀察有同質性，請參看前引文） 

    二，村落的使用空間，是漁場活動的延續，「以吉貝而言，島嶼北、東、西

地勢較高，僅南緣沿海地勢較低為沙地，故為早期停靠船隻的港灣，聚落也就沿

港灣附近發展起來；而赤崁在地形上是由南往北漸高，北邊剛好有一個高地－龍

頭，可以擋住東北季風，東南測沿海為沙地，故早期停泊船隻於此，聚落由港灣

向西擴展」（顏秀玲 1992：110-111） 

    三，魚灶的設置，一為住家附近，另一則鄰近碼頭，以運輸方便為主要考量。

村落內部設魚灶以烹煮所捕獲的丁香魚，是吉貝村、赤崁村的共同特色， 
244    以漁村為經濟基礎的社會群體，其基本詞彙與漁具、漁法 ，亦息息相關，

甚而至於語言認知的影響（請參看第四章），這是研究者不能忽視的課題。同時

是我們藉以提出閩方言「漁獵型類型及其地理分布」的理由之ㄧ，至於世界其他

語言的島嶼區域，能否適用「漁獵型類型」？或者發展出其他模式？則是另一個

問題。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母語者的言語認知與訪查策略 

 

    普遍而言，澎湖群島居民，往往能經由言談過程，判斷與之交談者是否為同

鄉，甚或相同聚落245。可是對於調查者、研究者所帶來的問題有二： 

    一，為了與「非澎湖鄉音」的言談者，溝通順暢，會轉而「習用」對話者的

腔調（包括聲、韻、調）。果若訪查者未能察覺這一點，其所得出的田野資料，

可信度會大大降低，並遭受可能的懷疑，這一點必須是相當謹慎的。 

    二，研究者當嘗試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領域，熟習村民作息。一方面，能夠

避免引起村民某些不太必要的困擾，另一方面，「觀察」並「設想」訪查時可能

遭遇的問題，是件重要的準備工作。 

    澎湖群島內部方言差形成的關鍵，主要在於語言「區域感染」的效力，遠比

「年齡層」的影響來得直接。為什麼？以澎湖居民目前家族生活的概況論之，祖

                                                 
244 假若再就鄰近島嶼漁業型態比較，西村朝日太郎（1974：26）言及沖繩地區漁撈方式時，曾

有如次的說解：……沖縄には「垣」といって海岸から沖に向ってほぼ半円形に石垣を き、満 

時に垣を超えて中に入った魚を干 時に えるという、きわめて雄大なしかし最も原始的な漁

具がある。（中譯）在沖繩島，所謂的「垣」是指漲潮時，海水高於石垣所帶來的魚群，退潮時

能夠捕撈。是相當偉大，但 最原始的漁撈工具。所謂「石垣」即是澎湖群島的「石滬」，何以澎

湖群島和日本沖繩，具有相同的傳統漁撈模式？是值得追究的課題。 
245 澎湖群島居民，年少時多至臺灣工作、抑或徵服兵役，亦能自覺口音與臺灣地區居民的區別

性臺灣本島由於區域的彼此聯接，加以政治因素，無法與原先閩南區域居民互通有無，朝向「優

勢語」的發展（洪惟仁 2002），便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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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獨居，或是與孫輩共同生活的比率為高，父輩、母輩基於經濟的問題（尤其冬

季，東北季風造成農漁業生產短缺），往往必須到臺灣短期工作。然而，至少有

三個觀點是必須有所確立的： 

    一，祖輩大多習於「互通有無」的漁村生活，各聚落的老年人口，許多年事

雖高，卻依然健朗善談，是以「高齡化」的澎湖群島246，其「內部聚落的生活型

態」，是造成「區域內部方言差」的主因，學者一般以傳媒感染力解釋目前閩方

言通性的問題，立基於常識性的判斷，不符實際情況之外，解釋效力之薄弱是不

待言語的。 

    二，各聚落人口分布較為鬆散，儘管村廟、港澳鄰近休憇處，於黃昏時刻，

多可見老輩身影，穿梭其間，但是，如何與其溝通、訪談、甚而至於時間較為冗

長的語言調查？具有一定的困難度，同時說明語言學者相較於考古學者、人類學

者有更多的侷限存在。 

    三，進行澎湖群島語言調查的訪談語彙，是否當以臺灣閩南方言為基準？或

許仍值得討論，何以故？以「漢民族開發時間」、「島嶼區域的過渡性質」為條件，

澎湖群島皆較臺灣為「早」而「複雜」。探討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語言問題應拓展

「漳、泉」的思路，這一論點背後有著閩與區域文化發展的歷史支撐，則以臺灣

閩南方言調查方式為準的思考邏輯，便有需要調整的空間。次者，以某個區域的

調查經驗為據，是研究者慣性的思考方式，其本身無太大問題，但是，不同區域，

便有著不同的實際問題，這是必須清楚劃分的。 

經過多次實際田野踏查所得的經驗，若要能夠在澎湖群島進行較為細緻的訪

查工作，訪談語料的精簡性，以及時間流程的掌握，研究者自身需要格外用心。

至於如何取得具有辨別內部詞彙、語音差異語料的方法？我們認為Chambers & 

Trudgill（1998：22-23）所提出的方言地理學語料的調查方法，具有一定程度的

啟示作用，歸納整理為以下三點，請看247： 

                                                 
246 這裡必須補充一點，洪惟仁（2002）先生以社會語言學（social linguistics）的方法論基礎思

考臺灣地區方言，這是基於洪先生問題意識，所採取的路徑。但是，澎湖群島的方言現象，內部

差異的問題已屬複雜，尤其是馬公市三十四個里，各有澎湖群島附屬離島居民移聚的區域，在這

種情況之下，若要進行年齡層分析，恐怕不會是實際的年齡層次，而是地方區域的差別，理由在

於我們訪談的過程中，父輩反映的語音形式，通常與其原居離島相近，子輩卻反映出馬公市各里

的區域差別，基於這一點認識，若要將社會語言學的理論根據運用於澎湖群島，同樣需要率先釐

清地理類型問題，方有進一步討論的可能。 
247 筆者譯文：陳述問題，僅只含括藉由測驗受試者，所得出的反應。迪爾特－歐頓的組題測驗，

百種例，包括： 
    （1）當你要一個人進入房間時，你如何稱呼呢？ 
         在我口袋裡有什麼？（秀出空的口袋） 
（1.1）陳述問題中的次級類型，稱之為言談問題，只是一個測試，但是期待獲得一個字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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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AMING questions simply involve eliciting a response by quizzing the 

informant. The Dieth-Orton questionnaire contains hundreds of examples 

of this, including these： 

        What do you say to a caller at the door if you want him to enter？（come in） 

        What’s in my pocket？[Show an empty pocket.]（nothing, nought） 

    （1.1）A subtype of naming is what came to be called TALING question, which is 

simply a quiz which elicits more than one word, as in these questions： 

        What can you make from milk？（butter, cheese） 

        How doyou mark your sheep to tell them from somebody else’s？（cut, 

punch, brand, colour, etc.） 

    （2）REVERSE questions, which attempt to elicit a particular word from the 

informant by getting him to talk about it at some length, have the following 

form： 

        What’s the barn for, and where is it？ 

    （3）COMPLETING questions differ by supplying a blank for the informant to 

fill in.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of these as well,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You sweeten tea with …？（sugar） 

       Coal is got out of a mine, but stone out of a …？（quarry） 

    （3.1）A subtype of completing questions is called CONVERTING questions, 

which simply require completing a sequence of sentences with blanks, like 

these： 

       A tailor is a man who…suits（makes） 

       You go to a tailor and ask him to …a suit.（make） 

                                                                                                                                            
訊息，如以下的問題組： 
      你可以將牛奶製作成什麼？（奶油、起司） 
你如何從其他人的羊群中，辨認出你自己作記號的羊？（切、重擊、品牌、顏色等等） 
    （2）反問問題，嘗試從受試者，獲取特別的單詞，並使受試者說明詳盡，如下面的形式： 
      穀倉作用為何？位於何處？ 
    （3）完成問題不同於提供空白處讓受試者填寫，這裡也有許多例證，如次： 
      你加上    使糖變甜？（糖） 
      木炭由礦物所提煉，但是石頭由    而採得？（採石場） 
    （3.1）完成問題的次級類型，稱為變換問題，即是完成一個有序列句子的空白處，如： 
      裁縫師是    衣物的人。 
      你去找一個裁縫師，然後要求他    衣物。 
      我可能會說：你正穿著一件很棒的衣服，告訴我，誰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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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ight say：That’s a nice suit you’re wearing. Tell me, who…it？（made） 

       
248以這三點的步驟看來，澎湖群島「採集語料」的田野調查工作 ，便不再侷

限於以《漢語方言字彙》為本的調查方式，而當以島嶼型聚落生活、文化層面進

行提問，舉凡何時出海、準備工作為何、使用漁船類型結構、撈捕漁具等等。歸

納目前實際操作後的心得，屬於生活周圍的提問，往往較易於使受訪者處於輕鬆

的閒聊語境當中，使其日常用語習慣，在完全不矯飾的情態下表露，這裡可以補

充的是： 

    一，受訪者的教育程度，我們盡量以未受教育、教育程度低者為依準，教育

程度高者，雖可立刻意會我們的問題，可是往往受到通語的影響，有時言之鑿鑿，

卻非我們所預期的答案。 

    二，澎湖群島非市集中心的聚落，由於經濟因素，年輕時受教育的機會不高，

果若調查者操持臺灣地區閩南方言，欲與其溝通，受訪者多是不知所云，「方言

差」（含括音韻、詞彙）是相當顯著的問題。尤其在訪查逾八十歲以上的長者，

若其子輩、孫輩隨侍在側，會避免許多不必要的疑惑249，干擾整個訪談過程，但

是是否反映年齡層的差距，並無必然性。 

    本文以澎湖群島作為閩方言訪查的區域，主要的目的，即是為了建立閩方言

類型地理學，進而達成漢語類型地理學的終極目標，具體申之，果若閩方言能展

現出清晰的音韻類型及其地理分布，思考其「原始語言」（proto-language）或是

構擬古閩方言的音韻系統，方有站穩的根基。澎湖群島僅是閩方言島嶼區域的一

塊圖版，為了繪製閩方言音韻類型地理分布的整體藍圖，仍有相當多的準備工作

需要繼續前進250。 

                                                 
248 《彙音妙悟》代表二百年前的泉州音，澎湖地區音韻問題是否能夠與之聯繫？是否必須置放

在《彙音妙悟》「音類」的框架下進行討論？易言之，澎湖方言的區域問題必須先劃分開來，尤

其各區域（五鄉一市）當中音讀形式的「地理類型」和「時間層次」，需要先進行分析。這一層

面的工作若未能處理，《彙音妙悟》音讀形式的構擬，與澎湖群島方言音韻現象的詮釋，則有陷

入「硬性湊合」的危機。 
    漢語音韻研究的「檢證」，主要可以「語言材料」與「分析方法」兩方面分別剖析之，「語言

材料」可簡單以歷時的文獻語料與共時的調查紀錄，然而「文獻材料」本身具有不可或缺及其可

能的侷限性。至於漢語音韻研究的「分析方法」則可粗略分為三種：第一種，單純由結構上的形

式，歸納其類型。第二種，依據某個學說的理論框架，作為分析的前提。第三種，藉由所蒐羅的

語料，嘗試提出可能的設想與問題，並檢討現有理論系統對於相近現象所作出的解釋。 
249 即便是澎湖當地居民，不同聚落的語言習慣仍有差異存在。 
250 文獻語料的不完備以及差異性質：這裡所謂的「不完備」，指的是我們今日所能接觸到的文獻

語料，大多是「殘存」的材料，若要細論每個方言區域，甚而至於區域內的方言點，文獻語料能

否有？或是，能有多少？「差異性質」指的是，有些資料是方言作者嘗試以《切韻》系列的「音

類」作為思考的基礎，這一批語料時間點大多是宋元之後，數量以明代為最，同時與現代方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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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最為接近，欲尋求對應、接軌的可能性，或許仍是最有利的。問題在於，澎湖群島並無任何

文獻語料殘存， 
    其次，果若澎湖群島的語言問題，無法透過文獻語料的「時間序列」編排出連續性，那麼，

就有必要從所能掌握的「空間地理」追溯時間的源流。我們認為，研究者整合既有的現代方言調

查資料，以及研究者所應從事的調查工作，又當有所區別。為什麼？「既有材料」指的是高本漢

以來，前輩學者們在漢語方言調查蒐集的研究成果，這些材料，對於研究者而言誠然至關重要，

許多研究著作，並將單純語料提升到理論層次，但是，這並不意味著直截以其他學者所掌握的材

料，便能為語言現象的「詮釋」找到出路。以往我們總會認為「無調查便無發言權」，可是最主

要的問題當是，「未從事調查的研究工作，往往有其不真實感」，這裡指的是，前人的調查工作，

當有其需要繼續進行修補的項目，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前輩業已完成的工作，並與現代語言學理

論的整合，試問，下一個階段的研究者，當立足於何處？誠然，我們能由「音理」、「邏輯」去推

斷各種可能性，且由重要的研究者所完成的調查與觀察中，汲取相關的知識，可是，正如同文史

學者應當重視閱讀「原始文典」的工作，透過其他研究者的視野，所能夠掌握的「問題意識」，

往往需要經過自我修正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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