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類型的分布

在漢語方言研究的歷史過程中，漢語東南區域的方言問題，始終是學者們關
注的焦點。依據方言地理學「鄰接區域」的概念，澎湖群島介於臺灣以及中國大
陸東南區際，因而認識漢語東南方言的形成、發展，及其與臺灣地區南島語、漢
語方言的相關問題，對於思考澎湖群島語言、區域文化，以至於漢族人口的移民
問題，當有一定程度的輔助。所謂的「東南地區方言」的區域，究竟所指為何？
《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簡略述及：

中國東南地區方言複雜。東南地區指長江以南，湖南省、廣西壯族自治區
以東各省。除晉語外，“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東南地區。

在這段引文中，可以清楚發現「非官話」的集散地，在於中國大陸東南地區，
示以簡圖【圖 21】，請看：

【圖 21】漢語東南方言的地理分布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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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21】，如果我們仔細思考，會發現有兩個問題需要提問：
一，以「長江」為界，作為漢語「東南方言」區域的邊界，能否藉由文獻語
料，進一步推測出可靠的時代？
二，藉由文獻語料所整理的音韻條件，是否能夠與現代漢語方言調查所得的
音韻現象扣合？
這兩個問題，我們或可嘗試回答之，請看：
當我們以〈切韻序〉所言「古今通塞、南北是非」作為思考漢語方言問題的
線索，可以發現「時間與空間」的課題，當是其中的核心問題。但是，「南北是
非」的自然疆域為何？橋本萬太郎（1978、1983）先生分別提出兩個值得正視的
論點 363 ：
一，以江、河之名思索其地理分布，並以長江、黃河作為漢語南北方言音韻
類型的區界，從而提出漢語南北方言語序結構的相異問題。
二，以北方話呼鍋、閩粵方言呼鼎、鑊，重申語言發展似乎在較早時期，已
經完成。
其後，諏訪哲郎（2001）進一步以長江地區「稻作」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及
其挖掘出土的相關文物，藉由考古學、人類學的立場，聯繫橋本先生的理論思維
364

，從而認為：
一，「順行語序結構」與初期的農耕類型生態模式，有著相當密切的關係。

漢語北方方言「逆行語序結構」，則是受到阿爾泰民族長期不斷侵擾的影響所造
成的。以長江為等語線（isogloss）
，否定詞雙唇塞音、鼻音南北推移的情況、
「雞
公」、「公雞」的地理分布，亦能找到可靠的依據。
二，北方「雜穀栽培民」、「狩獵採集民」與南方「薯類栽培民」、「稻作民」
互為「支配」的關係，使得「順行」、「逆行」的語言結構，產生接觸與變異。

第一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區域音韻、詞彙問題概說

現在，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即是，以「長江」作為等語線，是否可以由文獻
語料所展現的「分區」
（subdivision）構想獲得證明？明代袁子讓（湖南郴州）
《字
363

請參看橋本萬太郎（1978）
《言語類型地理論》以及（1983）
〈‘PAN’,‘DISH’,AND‘DRINK’IN
CHINESE－A Case Study of Long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Develpoments of Languages〉
，《Jou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11,No.1。
364
請參看諏訪哲郎（1997）
〈長江文明と言語類型地理論〉，收入《橋本萬太郎紀念中國語論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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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元元》〈方語呼音之謬〉、〈方語呼聲之謬〉兩篇文字，或許可以作為「長江」
為界，區劃「南、北」方言的語料證據之ㄧ，徵引如下：

袁氏曰：各方鄉語，各溺其風氣，故學《等子》為難。他鄉不及詳，如吾
鄉之訛，有足議者。吾鄉讀肉為辱是也，而欲亦為辱，玉亦為辱。讀於為
餘是也，而魚亦為餘，如亦為餘。讀侉是也，而無亦為侉，吾亦為侉，屋
亦為侉，物亦為侉，蓋疑、徹、喻、日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外者也。僧
讀心母，平聲是也，而合口之孫，亦曰僧。增為精母，平聲是也，而合口
之尊，亦曰增。照母之爭，臻亦曰增，蓋精照心審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
內者也。由吾鄉推之，如吳楚音，或呼如為珠，辰為壬，此禪日互相混也。
閩音以福為斛，而以湖為符，此奉曉互相混也。粵音以人為寅，以銀為壬，
此喻日相互混也。蜀音以南為蘭，以囊為郎，以能為倫，蓋泥來互相混也。
吾楚黃音，以涓為專，以君為迍，此疑、日、見、照互相混也，此皆訛在
同音之外者也。北音，呼辰為臣，而呼殊為除，蓋誤禪於床也。浙音，呼
章為將，而呼真為津，蓋誤照於精也。江右音或以朝為刁，以晝為丟去聲，
蓋誤知於端也。吳音，黃曰王，行曰盈，和曰 ，玄曰員，蓋誤匣於喻也。
閩音，朝曰迢，問曰悶，蓋誤澄於定，誤微於明也，此皆訛在同音之內者
也。

袁氏曰：聲原不謬，而方語不同，互有彼此之訛。……秦晉，讀通如吞，
讀東如敦，讀龍如論，讀紅如魂，蓋謬東韻于真文也。徽東，讀堂如檀，
讀郎如蘭，讀陽如延，讀岡如幹，蓋謬陽韻于寒韻也。齊魯，讀萌如蒙，
讀榮如容，讀瓊如窮，讀

如紅，讀肱如公，蓋誤庚韻於東韻也。閩人，

讀朱如支，讀車如箕，讀胥如西，蓋謬魚虞于支微也。粵人，讀謀為茅，
讀樓為勞，讀頭如 ，讀愁如曹，謬尤韻于宵肴也。此皆韻外之淆也。他
如燕東讀濁平如清平。秦晉讀清平如濁平。吾楚音亦讀清平如濁平，而又
讀去聲如清平。荊嶽之間，讀入聲如去聲，讀去又如平聲，而讀平聲復如
去聲。齊人讀入如平，魯人讀入如去，蜀人讀入如平。而敘嘉之間，讀去
亦如平，此皆韻內之混也。陸德明論聲韻，謂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
濁，秦隴則上聲為入，梁益則平聲似去聲之不同，各從其方，自古以然，
正聲者辨其所以異，即統其所以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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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長文中，可以分成三個層面思考：
第一，我們先依聲、韻、調三方面來整合這段文字的內容，可以【表 93】
示之，請看：

【表 93】明 袁子讓《字學元元》所分劃的方言區域及其音韻條件

方言

聲母

韻母

1.閩音

奉≧曉

魚虞≧支微

2.粵音

喻≧日

尤≧宵肴

3.浙音

照≧精

4.吳音

匣≧喻

5.楚音

禪≧日

6.湘音

疑微喻日（混）

聲調

精照心審（交相訛）
7.蜀音

泥≧來

入≧平

8.齊魯

庚≧東

齊：入≧平；魯：入≧去

9.秦晉

東≧真文

清平≧濁平

10.燕東
11.徽東

濁平≧清平
陽≧寒

符號「≧」代表「歸併方向」及其「趨同」
（convergence）
，依照聲、韻、調
的情況看來，如果依「長江」作為相對位置，劃分漢語南北區域方言，我們可以
發現，
「南方方言」
（閩、粵、蜀、浙、吳）的音韻問題，主要集中於聲母、韻母
的部份，
「北方方言」
（齊魯、秦晉、燕東、徽東）的音韻問題，主要集中於韻母、
「聲調的清濁疊置」以及「入聲調類歸入平、上、去聲」
聲調部份 365。具體而言，
是首先劃出南北方言的基準，我們亦可推知明代長江以北的北方方言，在聲調方
面接觸、競爭之頻繁 366 。

365

張光宇（2003）認為今日北方漢語的部份聲母較為複雜；南方漢語方言則是韻母較為複雜。
如果比較袁子讓所示的內容，相近的結論，恐怕不是種巧合。換言之，明代以來南方方言聲母歸
併的情況較為劇烈，而北方方言則於韻母、聲調層面的歸併較為顯著。
366
必須留意的是，
「秦晉」地區的聲調，何以呈現「清平≧濁平」的「回頭演變」？顯見明代的
移民問題及其對於語言現象的影響，或許需要更仔細的關注。請參看何大安（1988）《規律與方
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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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假若重新回到方言區域的角度進行觀察，暫時不計所謂「荊嶽之間、
敘嘉之間」屬於過渡的區域，我們可以發現袁子讓明確而有所指稱的方言，分別
為「閩、粵、蜀、浙、吳、齊魯、秦晉、燕東、徽東」九處，約略與明代張位《問
奇集‧各地鄉音》所分「燕趙、秦晉、梁宋、齊魯、西蜀、吳越、二楚、閩粵」
八區相近，差別僅在袁子讓區別出「閩、粵」為二，以及「徽東」一處，依此，
我們可以暫時推估明代方言區域可以介於八區至十區之間 367 。
第三，針對袁氏所謂「陸德明論聲韻，謂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
隴則上聲為入，梁益則平聲似去聲之不同，各從其方，自古以然，正聲者辨其所
以異，即統其所以同矣。」我們可以再補充兩點，其一，袁子讓以中古音類、調
類作為「音韻結構」比較的基礎，這一點與今日以中古音類與現代方言比較上，
具有接軌的可能性。其二，以【表 93】作為對照組，我們再依據陸容《菽園雜
記‧卷四》和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作為實驗組，首先思考陸容於《菽園雜
記‧卷四》所言的方言材料 368 ：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力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
不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不足較已。如吳語黃王不辨，北人
每笑之，殊不知北人音韻不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為布，以謝為卸，以
鄭為正，以道為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為喝難，以妻弟為七帝。北直
隸山東人以屋為烏，以陸為路，以閣為杲，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為妻，
以葉為夜，以甲為賈，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為屯，以聰為村，無東字韻。
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為秦，以性為信，無清字韻。歙、睦、 三郡人，
以蘭為郎，以心為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
趣，陜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剉，
以青為妻，陜西人以鹽為年，以咬為 ，台、溫人以張敞為漿槍之類。如
此者不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不能自拔於流俗也。

至於張位於《問奇集‧各地鄉音》的語料，則如下文所引：

大約江以北，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不能具載。江南多患齒音不清，

367

透過明代文獻語料的推斷與現代方言分區相較，結論似乎是相當接近的。
事實上，陸容《菽園雜記》卷五、六、八、九、十、十二、十三卷，亦言及相關語音問題，
避免淆亂，待另文處理。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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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若其各處土語，更未易通也。燕趙：北為卑，綠為
慮，六為溜，色為篩，飯為放，粥為周，霍為火，銀為音，穀為孤；秦晉：
紅為魂，國為歸，數為樹，百為撇，東為敦，中為肫；梁宋：都為兜，席
為西，墨為昧，識為時，于為俞，肱為公；齊魯：北為彼，國為詭，或為
回，狄為低，麥為賣，不為補；西蜀：怒為路，弩為魯，主為詛，術為樹，
出為處，入為茹；吳越：打為黨，解為嫁，上為讓，辰為人，婦為務，黃
為王，范為萬，縣為厭，猪為知。二楚：之為知，解為改，永為允，汝為
爾，介為蓋，山為三，士為四，產為傘，歲為細，祖為走，睹為鬥，信為
心；閩粵：府為虎，州為啾，方為荒，勝為性，常為墻，成為情，法為滑，
知為茲，是為細，川為荃，書為

，扇為線。

歸納陸容、張位所論述的這兩段文字，約可有三點說明：
一，陸氏所言的北方漢語的區域範圍，可以含括今日河北、河南、山東、山
西，以至於江西、湖廣、四川皆有可能為其所指稱的北方漢語，然而，歙、睦、
婺、台、溫這五個區域為何？根據《大明一統志》
，這五個區域，分屬於徽州府、
嚴州府、金華府、台州府以及溫州府，相當於今日浙江、福建地區。陸容之所以
能具體舉出這些地區的語音問題，應當與其曾任浙江江右參政 369，有著密切的關
係。
二，陸容所謂「如此者不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不能自拔於
流俗也。」與袁子讓所言「各方鄉語，各溺其風氣，故學《等子》為難。」大抵
是相近的，倘若我們比較明、清兩代學者思考音韻問題的相關文字 370，會發現學
369

根據《明史‧文苑傳》，臺北，鼎文書局。
（1）顧起元（江寧，今江蘇南京）
《客座贅語‧辯訛》
：
「裏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
相習而起，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不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
（2）王士禛（山東新城）
《池北偶談卷十一‧阿字音》
：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為發語，如阿
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類，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不韻無阿堵』
，阿字
反作平聲。予《蜀道集》詩有句雲『綠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3）王士禛《池北偶談卷十二‧二中字音》
：「中興中酒，二中字音，予嘗言之。適讀《王敬
美集》一段，附著於後，雲中酒二字，始見《徐邈傳》
『中聖人』一如中著之著，而音反從平聲」
（4）王士禛《古夫於亭雜錄卷三‧八讀音》
：「杜牧詩：小溪光」
（5）王應奎《柳南續筆卷三‧呼兄為況》：
「宜興人呼兄為況，卻亦有本。按《廣雅‧釋親》
雲：『兄，況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雲：況事兼年德，況事猶兄事也。」
（6）李光庭《鄉言解頤卷三‧言語》
：
「大抵字音以仄為平者多，若一、七、八、十、黑、白、
吃、席之類，雖京師亦習為平聲。至如以昨為糟饒反，帽為毛高反，以今為根金反，怎為雜假反，
則為吾鄉為然。村塾教讀，則又以入為平者多，即如《論語》第一章中，若首章之曰、學、習及
四不字，
〈道千乘〉章之節字，
〈弟子〉章之三則字，
〈賢賢〉章之竭字，
〈信近〉章之辱字、失字，
〈君子〉章之食字，
〈貧而〉章之切、琢字，皆是。以犯上之犯為去聲，以遠恥辱之遠為上聲，
以道生之道與道千乘之道，孝弟之弟與弟子之弟，同讀為去聲，皆非也，其下可以類推。教者、

370

268

者們對於古書字音音讀與其熟習方言之間，可能是同時進行比較的，這種思考具
有一種「內在機制」（internal mechanism）的運作，並與所及的音韻認知、其所
處方言環境之間，有著密切的聯繫關係。進一步而言，這些文獻語料所言及的語
言現象，應當反映出當時實際語言的種種情況。
三，張位所言「大約江以北，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不能具載」此段短
文可有三個重點，其一，就區域位置而言，「大約江以北」指出「長江」作為區
劃南北方言的重要性。其二，「入聲多作平聲」亦與袁子讓前文所言音韻現象相
近。其三，何以文獻難有所載？因為「常有音無字不能具載」
。果若比較【表 93】
袁子讓所列出的語料及其音類歸併，則「齊魯、秦晉、燕東、徽東」
、
「蜀音」和
張位所言「江以北」的區域，即「入聲多作平聲」之說若合符節，值得特別留心
的是，「多」字顯示入聲存有的可能性 。
簡單歸結上述三點的觀察，我們認為：
一，明代漢語南北方言的區界，以「長江」為地理區域的分界，可以由袁子
讓、張位所整理的文獻語料得出可能的結論。進一步而言，近現代語言學家依據
方言類型及其地理分布所得出的看法，應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階段。
二，果若漢語東南方言區域位置的確立，可以由明代文獻語料獲得證明，那

學者，相習不察，故六十前試場詩中，以平仄之誤被黜者甚多，今雖稍勝於前，而未能盡曉也。
沈約定四聲，周捨曉以『天子聖哲』四聲即不能甚分析，於平仄豈可不講乎？昔趙鹿泉先生提學
直隸，閱某縣試卷，詩中有『大雅自不群』之句，先生既抹之，批雲也不怕人家笑話，愧勵之意，
見於言外。」
（7）金埴《巾箱說卷》
：「鰒魚，出登州海上，世之席珍也。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獻
鰒魚。宋劉邕嗜食瘡痂，以為味如鰒魚，即此。
《廣志》雲：鰒，無鱗，有殼，一面附石，細孔
雜雜，或七或九。北齊顏之推云：即石決明，內旁一月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數。本草云：
能治青盲、失精。埴按，
《說文》
：鰒，音薄，入聲。北方讀入為平，故呼鰒魚為庖魚。而今南方
相率呼為庖，則南方而北音矣，誤矣。考鰒字無平聲，埴謂南方當音薄為是。」
（8）錢泳《履園叢話‧考察》
〈古韻〉
：
「今所用韻與唐韻不同，以今音諧唐詩者誤矣，而昧於
學者，以唐韻諧三百篇尤誤。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不同於詩、騷，況
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豈能以今韻諧古韻乎？近金壇段懋堂大令有《六書音均表》，高
郵夏淡人孝廉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佔有《說文韻微》
，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並為傍〉
：
「
《史記‧始皇本紀》
：并海上，北至琅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
《封
禪書》
：並海上，北至碣石，並海。皆在齊北，並渤海。
《溝洫志》
：並北山，東至洛。
《薛宣傳》：
酷吏并緣為奸。以上並字，索隱、師古注皆『步浪反』
，讀為『傍』
，今吳語所云『靠并』
『依并』
是也」
。
〈北音無入聲〉
：
「顧亭林曰：入為閏聲，李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北音無入聲，以五經、
左、國盡出北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
、《吳越春秋》俱讀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
其，“食＂字俱音異也。
《易》未濟初六象曰：
『濡其尾，亦不知極也』
。朱子注曰：
『極字未詳』。
考上下韻亦不協，若讀如忌聲，則上下韻俱諧已，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
『如子言古無
入聲，與中原韻何別？』餘曰：『五經、左、國，上世之北音；中原韻，後世之北音也』
」。
（9）趙翼《薝曝雜誌》
：
「廣東言語雖不可了了，但音異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
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老，吃茶曰緊伽，不特音異，其言語本異也。然自粵西至滇
之西南徼外，大略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令隨行之鎮安人以湘語與 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
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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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們必須重新整理當時漢語東南方言的音韻條件。換言之，除了【表 93】
所列的音韻現象外，張位《問奇集》關於吳越、閩粵的語料，對於思考明代閩方
言音韻類型問題同樣可以提供較為具體的思考方向，請看【表 94】：

【表 94】張位《問奇集》吳越、閩粵方言的音韻條件

方言

聲母

吳

聲調

日＝禪

宕開一＝梗開二

上

奉＝微

蟹開二＝假開二

去

匣＝影＝以

流開三＝遇合三；遇合三＝止開三

聲

咸合三＝山合三；咸開三＝山合四

混

宕合一＝宕合三

併

精＝章；精＝知

曾開三＝梗開三

聲調不

心＝書；書＝心

咸合三＝山合二

混，但

禪＝從；禪＝心

止開山＝蟹開四

是去聲

越

閩

粵

韻母

昌＝清

與平上

曉＝非；非＝匣

聲各有
一例相
混

藉由【表 93】、【表 94】所列出的音韻條件，我們發現：
一，袁子讓《字學元元》對於南方方言的音韻問題主要集中聲母外，閩音韻
母「魚虞≧支微」以及粵音「尤≧宵肴」，或亦顯示遇攝、止攝以及流攝音類的
接觸。
二，與袁子讓比較起來，張位的觀察顯得較為細緻，
「吳越方言」聲母部份，
集中於唇音、喉音。韻母集中於九個攝。
「閩粵方言」聲母則集中於齒音、唇音。
韻母集中於六個攝。需要注意的是，吳越、閩粵的聲調問題，「去聲字」則顯得
較為活躍。
果若明代東南方言區域以「長江」為界，「音韻現象」亦可以袁、張二人於
【表 93】、【表 94】所示，我們該如何思考澎湖群島閩方言在漢語東南方言的地
理定位？由於澎湖群島歷史時期並未留下可靠的文獻資料，更遑論語言層面的殘
存線索，因此針對這個問題，或許當以現代閩方言的分區，作一整體性的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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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於歷史層面的接軌。張振興（1987）在《中國語言地圖集》所提出的看法，
或可作為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徵引如下：

在閩語的六區中，閩南、莆仙、閩東三區之間的一致性很大，可以叫做閩
語東三區。閩北、閩中兩區的共同點也較多，可以叫做閩語西二區。海南
島的瓊文方言和閩語東三區比較接近，就福建省境內而言，東部沿海地帶
平常認為是閩語的中心，西部地帶是客家話，中部地帶是具有某些客家話
性質的閩語地區。

按照這段引文的思路，我們可以再提出三點想法：
一，閩語東三區與閩語西二區，在聲母、韻母、聲調的比較上，其具體的音
韻形式為何？過去學者主要從福州、廈門的音韻差異，提出閩北、閩南的區域之
別 371 。然而，隨著 1957 年大陸地區的方言普查，學者們開始思索閩東、閩西作
為福建省閩方言區的主要差別。現在的問題是，「東、西」的區野，是否能夠作
為判斷閩方言內部的地理類型？其中的音韻條件為何？請看【表 95】
，以利於進
一步的討論：

【表 95】閩東、閩西地區的音韻條件（中國語言地圖集 1987：B12）

371

可參看王育德（1970）〈中國五大方言の分裂年代の言語年代學的試探〉
，明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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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地區（閩南、莆仙、閩東）

閩西地區（閩北、閩中

聲母：莆仙音系接近閩東方言，但是

聲母：閩北區最主要的特徵是“虎＂

基本詞彙和閩南方言接近。本

字口語裡讀成[k´]。

區沒有清擦音[s]、[ʃ]兩類聲母。
韻母：閩南最主要沒有撮口呼韻母。
漳泉片具有輔音韻尾[-m-n-ŋ]以
及[-p-t-k-ʔ]，大田片僅[-ŋ]和
[-ʔ]，潮汕片十二個縣市則為
[-m-ŋ]和[-p-k]。
聲調：閩東區侯官片今讀陰平、陽平
上聲、陽入都是“緊音＂。今
陰去、陽去、陰入都是“鬆音＂
“緊音＂韻母的主要元音的舌位
比“鬆音＂韻母較高或較前。

果若【表 95】的音韻條件可以作為劃分閩方言區域的標準，那麼，澎湖群
島的閩南方言人口，究竟是來自閩東區域，抑或閩西區域？閩東區域的鄰近性，
是否佔據優勢？我們如何藉由目前所能掌握的澎湖群島閩南方言調查語料，逐步
釐清其中的音韻問題？以往依循「閩北」
、
「閩南」所系屬的文獻語料，究竟如何
與方言調查所做的觀察，作一個扣合？是我們需要繼續思考的問題。順此，本文
轉而以閩方言「內陸、鄰海、島嶼」三個區域，思索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區域
文獻語料的音韻問題，其理據亦在於此。（請參看第三章第一、二節）
第二，在整個漢語東南方言發展進程中，閩北與吳語、閩西與客語的接觸問
題，向為學者所重視，果若我們同意「同一方言在不同地理區域可能的演變發
展」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問題，以及閩南方言島嶼區域的「區域特徵」
（含括臺
灣、金門、馬祖、海南、東山等島嶼區域），或許可以假定更為寬廣的設想 372
（Presuppositon）。
第三，以第一章第一節的論述內容而言，我們認為澎湖群島部份區域曾歷經
南島民族的短暫居留，澎湖群島的語言證據顯示南島民族的移動路線，一部分來

372

果若從歷史文獻的角度進行觀察，越王句踐屬下的越族，即“外越＂，很可能指的是台灣的
古閩越族。請參看葉國慶、辛土成 1980〈住居我國大陸和台灣的古閩越族〉
，廈門大學學報 1980
年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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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排灣族，一部分來自噶瑪蘭族，並含括菲律賓北上的南島民族，因而澎湖群島
南島語島名的殘存，能夠將考古學者、人類學者所提出的論據作一銜接。這個問
題，在過去的研究當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中的關鍵，很可能是澎湖群島
的語言調查工作，多是集中於漢語層面的問題，從而忽略了南島語言殘存的可能
性 373 （請參看第一章第一節），本文著重「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課題，究竟還
是以澎湖群島區域位置，作為主要的考量，同時是本文貫徹方言地理學思想所企
圖展現的思路。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次方言詞彙的地理分布

人類學所研究的社會體系基礎，「親屬制度」佔有顯著地位。藉由親屬稱謂
的成份分析，到動植物的分類，皆是企圖由「詞彙」尋找文化聯繫 374，這一點和
語言地理學基本思想當中「把詞及所指對象聯繫起來，也就是要研究詞彙中所反
映的物質的和精神的文化現象」
（W.A.Grootaers 1941-1948）有著相近的思路，順
此，澎湖群島閩方言在閩語區域的地理定位問題，便有必要先行思考詞彙層面的
地理分布問題。現在需要解釋的問題有兩組，如次：
一，以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外部閩語區域的接軌，可有三個提問：澎湖群島閩
方言親屬稱謂詞類型及其分布為何？橋本萬太郎（1980）討論疑問代詞「誰」的
地理分布問題，能否幫助我們進一步釐清澎湖群島人稱代詞類型的相關問題？澎
湖群島形容詞 AAB 的形式，是否可見於鄰近的區域？整合澎湖群島親屬稱謂
詞、人稱代詞、疑問代詞以及形容詞的類型問題，能否進一步推估地理分布的梗
概？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內部區域的分劃，同樣有三個問題：澎湖群島身體部位
詞彙類型分布為何？澎湖群島時間單位詞彙類型及其分布區域為何？澎湖群島
小稱詞尾類型規律與分布區域為何？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親屬稱謂詞頭 an（am；aŋ）
：a

373

果若前文對於澎湖群島的島名分析，可以作為思考南島民族移動路線的證據，我們有必要繼
續追問南島語的親屬稱謂詞，是否殘存於澎湖群島？可是，歷史的發展，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趨
勢，使得這個問題的探討遭遇極大的困難。
374
這種順藤摸瓜的思考方式，已然假設了語言等同文化，而文化與認知又相互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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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澎湖群島親屬稱謂詞的調查分析 375，嚴棉（1995）先生主要探討的區域
是馬公市、湖西鄉以及福建、臺灣地區，首先觀察四組詞彙 376 ，請看【表 96】：

【表 96】澎湖與閩語部分島嶼、鄰海區域方言點親屬稱謂詞

曾祖父

曾祖母

馬公

a

ʦɔ/ ta pɔ ʦɔ

a

ʦɔ/ ta bɔ ʦɔ

湖西

a

ʦio/ʦa pio ʦio

a

ʦio/ʦa bio ʦio

安溪

tʰai

同安

an

廈門

a

ʦɔ

a

ʦɔ

漳州

a

ʦɔ

a

ʦɔ

kɔŋ

tʰai ma

ʦɔ

an

祖父

ʦɔ

祖母

馬祖

i

kuŋ

i

ma

馬公

a

kɔŋ

a

ma

湖西

a

kɔŋ

a

ma

安溪

a

kɔŋ

a

ma

同安

a

kɔŋ

a

ma

廈門

a

kɔŋ

a

ma

漳州

a

kɔŋ

m̻

ma

375

至於親屬稱謂的分析方法，桑原政則（1989）指出了若干方針，茲引於下：
「この意義素論は、
発生系譜的関係から「構造的意味論」概念を
し、構造主義言語学の傾向を継承する。すな
わち、意味の記」請參看〈タイ諸語および共通タイ語の親族名 体系〉一文，收入《東南アジ
アの民族と言語文化－タイおよび東南アジア、中国、太平洋諸民族》、日本、東京、 高書店。
376
請參看嚴棉（1995）
〈福建台灣地區閩南方言口語親屬稱謂的比較研究〉一文，收入《臺灣與
福建社會文化論文集（二）
》
，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漢語東南方言的「島嶼」區域，請參看劉劍三（2001）
〈海南漢語方言姑姨舅類親屬稱謂研究〉，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9 卷第 2 期。
另外，鐘竹梅（2003）〈新加坡閩語的親屬稱謂〉一文，在父母、祖父母的音讀形式，
請參看《漢語學報》第 6 期。
如果我們不採取地理類型立場，而以泉州方言支系作比較，觀察永春的親屬稱謂詞，如次：
祖父 a kɔŋ
哥哥 a hiã
祖母 a bã
弟弟 a ti
父親 a tia
姊姊 a ʦi
母親 a bu
姑姑 a kɔ
可以發現，詞頭 a的一致性，換言之，從比較語言學角度可知其與泉州方言祖語（如果成立
的話）
，有其關聯性。但是，
請參看林連通（1991）〈福建永春方言詞匯概說〉一文，《中國語文》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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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母親

馬祖

i pa / i tie

nouŋ

馬公

pa

ma ma/ a yi/yi a

pa/ pa

ne/ i

ma

湖西

a pa/ a tia

nia/yi/ma ma

安溪

pa

lau bu

同安

a tia/ pa pa

廈門

a pa/ pa pa

a bu/bu a/ ma ma

漳州

a pa/ a tia

a bu/a ma/a ŋ ne

pa/ pa

ma ma

a ʦia
姑丈

姑姑

馬祖

i

louŋ

i ku/ i

馬公

kɔ tĩũ

a

湖西

a tĩũ

a kio

安溪

kɔ tĩũ/ a tĩũ

a

同安

kɔ tĩũ/ an tĩũ

a kɔ

廈門

kɔ tĩũ

a

漳州

kɔ tĩɔ̃

ma

kɔ
kɔ
kɔ

a kɔ

【表 96】透露了幾個問題：
一，以曾祖父、曾祖母以及姑丈的音讀形式看來，同安地區詞頭為[an]的形
式顯得較為特別，不過馬公、湖西地區於曾祖父母，另有一層音讀為 ta pɔ
ʦɔ/ ta bɔ ʦɔ則是迥異於相互比較的福建臨海區域。至於湖西地區將曾
祖父母呼為 ʦa pio ʦio以及 ʦa bio ʦio的形式，其中，韻母[io]的
影響源很可能與閩語內陸區域方言有所關聯（請參看第三章第二節）。
二，馬公、湖西地區稱母親時，皆有兩種以上的音讀，如 a yi/yi a，
或者是 nia/yi，其實不僅是馬公、湖西地區，西嶼、白沙、望安、將軍或是
七美，皆有將母親呼為姨的傳統，如果我們再比較姨父、姨母語料的音讀，請看
【表 97】：

【表 97】澎湖群島與福建沿海區域「姨父」、「姨母」的音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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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

姨母

馬公

i tĩũ/an tĩũ

i bu/an i

湖西

i tĩũ/an tĩũ

i bu/an i

安溪

i tĩũ/tua i tĩũ

a i/ tua i

同安

i tĩũ/an tĩũ tĩũ

i bu/an i

廈門

i tĩũ/tua i tĩũ

ai/ tua i

漳州

i tĩũ/tua i tĩɔ̃

ai/ tua i

從姨母的語料[i bu]，顯示出「姨＋母」的音讀結構，直呼母親為「姨」
的說法，是否單純「避諱」的文化因素，或是語言本身的問題，猶待深究 377 。
三，嚴棉先生儘管注意到親屬稱謂的個別說法，但是，家族的總稱為何？卻
可能是受到忽略的問題。西嶼鄉竹灣村對於「家族」的說法，顯現出語言的認知
概念（cognitive concept），其音讀形式為[kaŋ ʦit be ʦit bu a laŋ]，
由其形式推估，ʦit be似指「一把」的意思，如葉菜類蔬菜一把把的情況，
ʦit bu或可為「一團」、「一起」物體集結的樣式，而形成某種親族關係的人
的「集合單位」378。檢視顧百里（1978：67）所記錄詞彙「一起」的音讀或可證
實之，徵引如次：

馬公光明
一起

ʦue

pu

西嶼內垵

望安東安

ʦue pu

ʦue

pu

七美海豐
ʦue

pu

四，需要補充的是，當我們比較金門瓊林與澎湖西嶼鄉竹灣村五個親屬稱
謂，可以發現詞頭「阿」，其音讀亦多為[an]的形式 379 ，僅有聲調調值的差異，
請看【表 98】：

【表 98】金門瓊林、澎湖西嶼鄉竹灣村、內垵村親屬稱謂詞

377

或者與澎湖群島受到其他方言區域影響所致。
閩語區量詞的地理分布問題，似乎值得繼續探討。以閩東莆田而言，其有區域性的量詞形式，
亦有借詞的情況，請參看林文金（1979）
〈莆田話的物量詞〉
，《中國語文》第 6 期。
379
黃丁華（1958）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阿＂和“仔＂〉以廈門話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其中亦
談到：同安是廈門的緊鄰，同安話裡凡是[-a]的開尾音節帶了“仔”，就必定加上[i]尾，即使鼻
化的或附喉塞音的[-aʔ]，也不例外。這是語音的異化作用。例如：籃[nã]：籃仔[nãi-a]、鴨[aʔ]：
鴨仔[ai-a]、山[suã]：山仔[suãi-a]、屜[thuaʔ]：屜仔[thuai-a]關於黃先生所發現的這個問題，在後
文會接續思考之。請參看《中國語文》1 月號。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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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瓊林 380

西嶼鄉竹灣村

西嶼鄉內垵村 381
－

祖輩

a

ʦɔ

an ʦɔ

祖父

an

kɔŋ

an

kɔŋ

aŋ

祖母

an

mã

an

mã

am mã

姑姑

an

kɔ

姑丈

an

tiũ

kɔŋ

aŋ kɔ

－
－

a

－
am

－

pa

父親

－

母親

－

叔叔

－

－

an

ʦik

哥哥

－

－

an

hiã

姊姊

－

－

an

ʦe

弟弟

－

－

an

siɔ

ti

妹妹

－

－

an

siɔ

be

an bu/ an niã

am bu
a

若與【表 97】比較，【表 98】語料的顯著問題即在於詞頭[an]（包含[am]、
[aŋ]兩種變體）的音讀形式，[an]的本字是否為「阿」？或為「阿」詞頭的音變？
是個值得深論的問題。倒是「阿」詞頭的區域分布，岩田礼（1988）先生觀察江
蘇、安徽一帶親屬稱謂詞的問題時 382 ，曾經談到：

接頭辞の“阿”を有する形式が分布すること。“阿”はこの地域より南
の呉語、閩語、粵語等に共通して認められる重要な形式であり、その一
部がK地区で顔をみせたものである。但し“阿”は＜父母＞ではK地区
東部にも分布するが、＜伯叔父母＞ではほとんどK地区中部（太湖の北
側）に分布が集中している。 383

親屬稱謂詞詞頭[an]的共存形式，為澎湖群島竹灣村與金門的聯繫提供可能
380

金門瓊林的語料，取材自劉秀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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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關於西嶼鄉內垵村的語料，引自顧百里（1978：64-65）
，主要元音原記為後ɑ，今改為前a。
姑姑和叔叔二詞詞尾a為輕聲。
382
請參看岩田礼（1988）
〈江蘇、安徽兩省における親族稱謂形式の地理的分布と古稱謂體系的
再構〉
，收入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
《漢語史の諸問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383
筆者譯文：具有＂阿＂的接頭詞的分布區域，從這個區域（江蘇、安徽）以南的吳語、閩語、
粵語等等，＂阿＂被認為是共通的重要形式。它的一部份，能在K區域看到。但是，儘管＂阿＂
以＜父母＞的形式，分布在K區東部，約略以＜伯叔父母＞集中分布於K區中部（太湖的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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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索，請看【表 99】：
【表 99】同安方言親屬稱謂詞今讀形式 384

曾祖父

an ʦɔ

伯父

an beʔ

姑母

an kɔ

祖父

an kɔŋ

伯母

an m

姑丈

an tiũ

祖母

an bã

叔父

an ʦik

舅舅

anku

母親

an bu a

嬸嬸

an ʦim

舅媽

ankim

根據【表 99】是否足以說明金門、澎湖群島與同安地區語言的血緣關係？
以歷史背景而言，明清時期泉州港為重要商港，泉州方言廣佈四方，以致於鄰近
區域、島嶼區域皆受其廣泛影響，
「島嶼區域」不免受其感染，而留下語言證據，
以方言地理學鄰接區域原則言之，金門、東山島和澎湖群島於近代（明清時期）
受到閩南方言影響為深，馬祖則以閩東方言的影響為重。若因此理解為「同安→
金門→澎湖群島」的「直線發展」序列，很可能已過度簡化問題 385。為什麼？或
可引證廈門方言的語例證之 386 ：

市區

遠郊

同安

市區

遠郊

同安

ʦʰiu

ʦʰiu

ʦʰiu

皮

pʰe

pʰɤ

pʰɤ

飛

pe

pɤ

pɤ

好

ho

ho

ho

妹

be

bɤ

bɤ

改

kue

kue

kue

郭

keʔ

kɤʔ

kɤʔ

火

he

hɤ

hɤ

月

geʔ

gɤʔ

gɤʔ

雪

seʔ

sɤʔ

sɤʔ

手

廈門市「市區」
（舊市區即今之開元、思明兩區）
，今日廈門本島居民，將本
島以外遠郊區的廈門話，稱為同安腔或龍海腔。以前文的引例而言，遠郊區與同

384

以內容而言，同安地區an詞頭的使用範圍皆較金門與澎湖群島來得寬廣。引自《同安縣志》
（2000：1407）。
385
我們並非想要將問題複雜化，歷史上有許多移民往往自稱來自某地，有其避難所需。日治時
期戶口普查，是否可為學術研究的主要憑藉？仍需深論。「移民與方言形成」的課題，以本文的
觀點仍須著重方言與文獻語料的證據。方言「音腔」的差異，應該訴諸於實驗語音學的證明，單
純依據某些詞彙作為代表，即可判斷此為某區域音腔，此區域偏於某種音腔等等，恐怕都有待進
一步的檢證。
386
引自周長楫（1998：5）《廈門方言詞典》，大陸，江蘇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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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方言皆同，同安和廈門相近的現象，以枝源關係理解當不為誤，倒是兩者是否
亦可為「區域」接觸的關係？若要能夠深入這個問題，我們不妨理解為閩方言鄰
海區域和島嶼區域，自明清以來由於海洋軍事發展、海賊等因素，曾有過密切的
接觸，音讀形式相近或相同的情況，與區域相近的因素或當屬於直接聯繫。進而
言之，可以回應第一章第一節所提出「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課題。若是探討語
言問題以族譜作為來源前提，仍需要思考族譜所記錄祖系、子系其所使用的語言
情況，若是這一點無法獲得論證，就必須將族譜作為「直接證據」的價值，轉降
為「間接證據」，立論以語言現象為依歸，移民人口到了新的區域，會受到當地
聚落社會較深刻的影響。更為具體的說明，
「人－區域－使用語言」的三角關係，
需要更細緻的分析（請參看第一章第二節）。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疑問人稱代詞
－tilaŋ、tiaŋ、taŋ、taŋtsui、tɕiaŋ、taŋ a

關於閩方言的人稱代詞，以往學者針對閩東、閩南地區提出約略四個角度的
觀察：
一，莆仙方言第一人稱代詞方面，曾引起「我」
、
「寡」孰為本字的爭論（林
寶卿 1991） 387 。
二，閩南方言人稱代詞方面，「阮」、「恁」和「因」的演變過程，可如次所
示（黃丁華 1959）：

（1）我人

gua ·daŋ

→ gua·nã

→ guan

阮

（2）汝人

di·daŋ

→ di·nã

→ din

恁

（3）伊人

i·daŋ

→ i·nã

→

in

因

然而，以其演變方向，似又隱約說明閩南方言「縮讀」規律的普遍性，果若
由音韻類型與地理分布層面，思考澎湖群島人稱代詞的問題，是否具有相同發
展？這是一個可以觀察的視點。
三，如果再思考廈門、漳州、泉州和潮州，其疑問代詞「誰」的音讀形式（黃
丁華 1963），請看：

387

儘管「我、寡」在莆仙方言同為[kua]，中古條件亦皆屬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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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廈門

漳州

siaŋ

ʦua

泉州
siɔŋ（ŋ）ã

潮州
tiaŋ（ti tiaŋ）

四，或可比較不同調查者，於閩方言區域泉州、漳州、廈門、汕頭、海康和
海口，所得之人稱代詞「誰」的音讀形式（李如龍 1999），請看：

誰

廈門

漳州

ʦit ʦui

ʦua

泉州

潮州 388

siɔng nga titiaŋ

汕頭

海康

ti tiang tiang

海口
mi nang

但是，將三、四兩點簡單比較之，卻發現何以同一地區的方言點，因不同研
究者而得出不同的音讀內容 389 ？為什麼人稱代詞「誰」在閩語分布區域，呈現如
此複雜的音讀行為？我們能否透過區域分布的掌握，從而思考人稱代詞「誰」的
類型問題？這是我們所要討論的問題。貫穿著語言類型地理分布的概念，橋本萬
太郎先生（1980：39）將漢語南北方言，以及亞細亞部份區域人稱代詞相互比較
的策略，頗具啟發價值。其中「誰」以及「誰的？（誰呢？）」
，可以簡示如下【圖
22】：

【圖 22】亞細亞大陸「誰」和「誰呢？」的地理分布

388

請參看李永明（1959：242）
從比較語言學的角度，我們究竟該以何者為邏輯起點？普遍的作法自然以最為複雜的形式入
手，依序解釋至語料當中最簡單的音節單位，但是，以本文的方法、方法論言之，這個層面的討
論非本文所能進行。

389

280

受到橋本先生的啟發，我們嘗試以人稱代詞「誰」在閩方言區域的地理分布，
說明澎湖群島閩方言的音韻問題，應該延展「漳泉片」的視野 390，請先思考【圖
23】：

【圖 23】澎湖群島部份方言區域人稱代詞「誰」的地理分布

390

請特別注意，延展「漳泉片」的說法，絕非否定漳泉片方言的影響，而是在思考策略上，我
們認為欲將何處方言歸於某種音腔，與將某部文獻範圍於某種方言一般，皆需要音韻以外，尋找
詞彙、語法的持續檢證。以明清時期漳泉方言的擴散，方言區域的音韻發展受限於「溝通」的需
要，「音韻同化」是自然、必然的趨勢，然而，個別方言區域文化的差異會在詞彙層面反映，這
一個層面的研究，理應系統化的思考、比較，卻往往成為方言調查制式化的附錄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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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是人稱代詞「誰」在澎湖群島部份方言區域的地理分布，依據語料
的內容，可以提出兩項假設：
一，「誰」的中古音韻條件為「禪母脂韻」，脂韻為「止攝合口三等平聲」，
然而，以「誰」的概念進行實地踏查，白沙鄉吉貝村、大倉村音讀形式為[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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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及[taŋtsui] 391，瓦硐村、重光里、朝陽里、外垵村、許家村、將軍澳為
[tiaŋ]，赤崁地區為 [ti laŋ] 392，西嶼鄉小門、竹灣兩地讀為[taŋ]，至於
馬公市與湖西鄉接鄰的興仁里則是讀為[tɕiaŋ] 393 ，站在中古漢語音類的立場，
何以禪母字讀為[ts∕t∕tɕ∕s]四種語音形式？止攝合口又何以呈現[ui∕iaŋ∕aŋ]
三種變體類型？換言之，問題的關鍵在於「止攝合口三等」無論中古條件或其他
漢語方言，皆未有「舌根韻尾」的可能性，若以「誰」為本字恐有難處，是以第
一個假設不足以成立。
二，果若[tiaŋ]即為[tilaŋ]的縮讀形式（contraction）
，我們又該如何解
釋舌尖面音的音讀？從目前學者所調查的閩方言資料中，閩北與閩中的音韻現象
是較為接近的（李如龍 1991）
，現在，需要注意的是，人稱代詞「誰」在福州方
言的音讀形式為[tie nǾyŋ] （陳澤平 1998），這一點與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ti laŋ]是相當接近的 394，何以如此？果若音韻邏輯的思路，未能獲得有效的
解釋，是否轉而由地理空間尋找詮釋的路徑，方為得宜？根據澎湖群島人稱代詞
「誰」的音讀形式，我們或許可以提供第二個假設，即是澎湖群島人稱代詞「誰」
音讀的結構類型，當與鄰接區域有所關聯，進一步而言，若將【圖 23】所顯示
音讀結構的地理分布實作更為細緻的觀察，並考量福建及其鄰近島嶼「誰」的語
音形式，我們可以再進行整理如【圖 24】所示，請看：

【圖 24】閩方言區域人稱代詞「誰」的語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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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音人陳里棟，92 歲，原籍：白沙鄉吉貝村。
根據發音人鄭桐木，77 歲，原籍：白沙鄉赤崁村，職業：丁香魚撈捕、種植土豆以及蕃薯。
教育程度：日本小學校六年。幼年語言環境：台語。以前住過的地區：高雄一年（18、19 歲階
段），臺北三重，則是短暫兩個月的拆屋零工。
393
這裡必須另行補充一點，在南投縣草屯鎮人稱代詞「誰」為[tɕia]，訪查對象簡賴鄙女史（86
歲，籍貫：南投縣草屯鎮，日本小學校，家管。）
394
顧百里（1978）先生亦曾記錄「底儂」
（tilɑŋ）的音讀。但是出現在馬公市光明里，從類
型的地理分布而言，顧百里先生所調查的發音人，或許來自白沙鄉？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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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隱含兩個問題：
一，閩語瓊文區府城片的海口，「誰」的音讀形式為[ʔdiaŋ]，海口方言的喉
塞音聲母實受到「區域特徵」的因素生成（陳其光 田聯剛 1991），並且由發音
語音學能獲得證明（張光宇 1989）
。但是，東山島是否歸屬於閩語漳泉片？《中
國語言地圖集》並無說明，果若將之與閩南區潮汕片的潮陽比較，會發現兩者於
「誰」的音讀形式，皆呈現三種類型，其中較為相近的，前者為[tie laŋ]，後者
為[ti naŋ]。
二，漳平已接近廣西客語區，卻與吉貝嶼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噶瑪蘭語「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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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讀形式為「tiana」395，如果對照第一章第一節討論「吉貝」的音讀問題時，
我們認為噶瑪蘭語是受到巴賽語的影響，是否表示[tiaŋ]的語音形式又是受到
南島語的接觸、類化？可是，如此看來，「誰」的音讀形式便不侷限於漢語閩方
言，可能又與臺灣的南島語有所扣合？為了避免問題複雜化，我們還是以漢語方
言層面的討論為先，茲補充南通地區方言的例證，請看【圖 25】：

【圖 25】南通地區方言點「誰」的語音形式

根據鮑明煒、王均（2002）南通方言分為如海片、南通片、通東片及海啟片，
其中通東片又分為兩小片：金沙片、四甲片，
「誰」的音讀形式，請看【表 100】：

395

請參看張永利（2000：200）
《噶瑪蘭語參考語法》，臺灣，遠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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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0】南通地區方言點人稱代詞「誰」的音讀形式 396

如皋 A

南通 A

lakʊ（ʐəŋ）

如皋 B

lakʊ（ie˜）

南通 B

Suei2

ɕye2

səŋneiʐəŋ
四甲

海門

如東 海安

tiĩÑiɛ̃ xAÑin suei2

ɕyei2

東台 大豐
ɕyei2

suei2

興化 泰興 姜堰 泰州
suəi2

suəi2

ɕy2

suəi2

若將如皋 A、B 和南通 A、B「誰」的形式稍作比較，何以聲母、韻母有如
此大的差距？假使暫存這個疑惑，初步比較這十二個方言點，四甲話無疑具有相
當程度的啟示性，儘管其本字是否為「點人」值得議論，然而其與澎湖群島赤崁、
東山島以及潮陽音韻形式相近的關係，顯示「誰」的地理分佈可以再往上推至上
海市以北的四甲。就整個吳語區而言，可以分成六片，其中南通縣又跨入兩小片：
毗陵小片及蘇滬嘉小片。由方言地理學所提出「每一個詞都有它的歷史」（Gé
lleron）看來，
「人稱代詞」在漢語東南方言區域的分布情況，已將澎湖群島閩方
言和中國大陸吳語區、閩語區、瓊文區作一接軌。
回到第二個問題，比較閩南、閩東、海南島進而至於吳語區的四甲話，澎湖
群島人稱代詞「誰」，其音讀「tiaŋ」、「taŋ」、「tɕiaŋ」的形式，是否皆由
「底儂」而來？以「底」作為詢問代詞可以追至「南朝」，連同此說，是否代表
「底儂」同樣是南朝而起？必須深思的問題是，澎湖群島「tiaŋ」的音讀形式
和海南島「ʔdiaŋ」呈現結構對應的情況，果若我們單純將「tiaŋ」視為「tilaŋ」
連音變化下的產物，則無法解釋何以又有「taŋ」、「tɕiaŋ」的存在 397 ？
「底儂」是否可以作為[tilaŋ]的「本字」，至少有兩個問題待考：
一，以「底」的語法形式，表示疑問詞的時間點約為何時 398 ？
二，西嶼鄉小門村、竹灣村以及湖西鄉沙港村音讀為[taŋ]，或者是澎湖群
島普遍使用的[tiaŋ]，是否為「底儂」音變而來？若為此音變而來，則本字又
396

如皋B、南通B以及如東、海安、東台、大豐、興化、泰興、姜堰和泰州取材自顧黔（2001）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大陸，南京大學出版社。
397
此處應分成三個角度進行觀察，一者是直截以「連音」做為解釋此種現象的基礎，一者則是
假定某一個時間層次，另有一個其音讀為「tiaŋ」卻無漢字的「誰」
，另一個則是我們前文所提及
受到南島語「tina」的影響。回到福州方言「誰」的問題，我們認為如果解釋為連音變化，何以
吳語區呂四、閩東福州、澎湖群島赤崁、沙港等地，卻選擇不連音的變化？何以澎湖群島呈現六
種語音形式共存的情況？
398
李崇興（2003）
〈助詞「底」的來源之我見－讀三篇討論助詞「底」的來源的文章〉
，收入《漢
語學報》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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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何？
連金發（1993）先生以歷史演變與方言差異兩個方向，將閩南方言「疑問代
詞」分成三個層面觀察：
一，以「者」
、
「若」分別代表閩南方言與官話方言疑問代詞的來源，歸結出
兩大演變類型：

A1. 等>底：指示〉疑問

A2. 者>堵：指示〉疑問

B. 若>那：指示〉疑問

二，藉由方言比較與文獻語料，將臺灣閩南語人稱代詞分為三種方言類型或
時間層次（虛線為筆者所加）：

（1）誰（北方官話層）
（2a）是物儂（唐代層次）
（3a）底 1 儂/底

（2b）

（3b）底 2 儂

儂

（晚唐吳閩語層）

（早期吳閩層）（南北朝時代）

但是，連先生並未標注「誰」所屬北方官話層的時間問題，原因為何？次者，
此處「層」
、
「層次」的定義為何？亦不得而知，未免淆亂，本文以「類型」視之。
高田時雄（1988：228-235）先生言及河西方言「人稱代詞」時，藉由轉寫敦煌
出土文書的材料，提供了四則具有啟發性質的材料，徵引於次：

（1）阿誰用

a-shu young

（2）阿你今日□什麼啊 a-ni kim -zhir tsi shi-ma ra
（3）阿郎好嗎 a- la ha rama
（4）某阿乙做過呀 bu- a- ir dzwa kwa ya

這四則語例，頭一則「阿誰」的用例，可與《蜀書‧龐統傳》「先主謂曰，
向者之論，阿誰為失」參照。以敦煌出土的白話通俗文獻「阿誰」的形式推斷，
官話方言層「誰」是否因「阿」詞頭脫落而產生？或是兩者年代相近，純粹是「區
域」的差異？兩個問題尚待深究，然而「阿誰」的雙音節結構，顯示漢語西北方
言和東南方言，在歷史發展過當中相近的演變途徑。
三，羅列出「底」在閩南方言區域海口、遂溪和東山島的分布概況：
287

A.海南島海口方言 399

B.廣東省雷州遂溪方言

C.東山島

底個儂

tiaŋ a 誰

ti

laŋ

誰

ti

ge

哪個

底儂

哪一個人
ʔdiaŋ

ti kai a

誰

哪個

此處語料或可與李如龍（1999）先生羅列六個方言點的代詞形式作為比較 400：

誰

泉州

漳州

廈門

汕頭

海康

siɔnɡ nɡa

tsua

tsit tsui

ti tianɡ

tianɡ

哪一個 totsik ɡe tatsitle totsitle

ti tsekkai ti tsekkai

海口
minanɡ
mikai

同為海口方言，何以兩處所載有著明顯差異？究竟孰是孰非？抑或兩者皆
是，兩者皆非？然而此處的真正問題，則在於連先生並未由地理類型的角度展開
討論，是以「底」和「底儂」（進而說明「底儂」（吳語）與「底人」（閩語）如
何接軌？）兩個問題，似乎仍未獲得足夠的解釋。
需要加以補充的是，楊秀芳（2002）先生針對閩南語疑問代詞，提出了三點
具有啟發性質的看法：
一，疑問代詞和遠指代詞的差異，在於前者表示「所指有疑」
，後者表示「所
指為遠方某處」
。語意演化的可能途徑是「疑問代詞」來自「遠指代詞」
，理由在
於「遠指的語義兼有確定與不確定的成分，確定的是它有所指，不確定的是所指
為不確定的某處」。
二，「底」字在中古以後的白話文獻，常作為疑問代詞，如（虛線為筆者所
加）：
（1）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來底事無？
（2）底處雙飛燕，銜泥上藥欄。

三，中古後期的白話文獻，另有作為指示代詞的用法，如（虛線為筆者所加）
：

399

亦請參看陳鴻邁（1991）
〈海口方言的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
《中國語文》第 1 期。
李先生述及文獻的證據時，以周子範（1957：208）先生所提及的南朝詩歌作為引證 ，這三
段證據是：寒衣尚未了，郎喚儂底為？（子夜秋歌、樂府詩集）、腹中如湯灌，肝腸寸寸斷，教
儂底聊賴？（華山畿、樂府詩集）
、思歡不得來，抱被空中語。月沒星不亮，持底明儂緒？（讀
曲歌樂府詩集）請參看李如龍〈閩南方言的代詞〉，收入李如龍、張雙慶主編《中國東南部方言
比較研究叢書》（第四輯），1999 年 3 月第 1 版，大陸，暨南大學出版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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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柳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頻遣客心驚。
（4）子孫勉守東皋業，小

吳

底樣香。

具體而言，「底」的形成，楊先生的說法顯較易從閩南方言的「內部結構」
（internal construction）提出可靠的解釋，
「底」為疑問詞的使用時期，亦可由唐
代文獻語料的對應關係，找到其屬於「唐」時期的證據，雖較連先生所定位的「南
北朝時期」些微晚些，但是，或可將兩先生的思路接軌為「南北朝至唐」期間，
「底儂」結構逐步穩固化的說法。現在，順著連先生的看法，亦即「底儂」可以
推至「南北朝吳閩方言層」的判斷，轉而由方言地理類型的角度，解析澎湖群島
人稱代詞「誰」音讀的「形成」問題？
在漢語東南方言的區域之中，閩方言所鄰接的區域幅員廣闊，果若以人稱代
詞「誰」的地理分布，作為思索澎湖群島閩方言的地理類型比較基準，我們應當
更為注意閩方言「鄰接區域」（吳語區、閩語區和海南島瓊文區的閩語方言點）
的語料 401，順此脈絡，北至吳語區的呂四話，南至海南島海口方言，這一區域或
可作為比較的區域範圍，再以【圖 26】作一補充說明，請看：

【圖 26】人稱代詞「誰」在吳閩方言區及鄰近島嶼的地理分布

401

一方面整合目前所掌握的調查資料，可以提供進一步深入的可能，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前輩
學者所關注的問題，作為調查澎湖群島閩方言的重要參考基點，以完成構建閩方言原始形式的最
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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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所顯示的問題即是，何以漳平永福方言，亦出現與澎湖群島白沙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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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貝村、講美村和大倉村，相近的[ʦui]的音讀形式 402 ？果若海南島海口、文昌
ʔd-聲母，與閩南方言區t-聲母成系統對當（corrospondence）
，則何以海南島「誰」
的音讀，可與澎湖群島呈現對當關係？吳語區的四甲話，是否鄰接閩方言區域，
而受到閩方言的影響？或是「吳人南下」的歷史背景，造成閩方言音讀形式的類
型疊置？我們或許可以暫時存疑。現在，我們再將前文「誰」在澎湖群島以及吳
閩方言地區的音讀形式，其類型關係整理如次【表 101】，請看：

【表 101】澎湖群島人稱代詞「誰」與鄰近區域的結構類型

tsui a
ti laŋ

taŋtsui

白沙瓦硐

漳平永福方言

白沙赤崁

東山島

tiĩÑiɛ̃四甲

A
B

tiaŋ

馬公、西嶼、望安

taŋ

西嶼小門村、竹灣村

D

tɕiaŋ

馬公興仁里、烏崁里

E

taŋ a

花嶼、七美海豐

F

海口、遂溪

C

【表 101】列出「誰」音讀五種類型的可能性，但是問題是，如果說「底」
為疑問代詞的用法，可以溯至唐時期，則「底人」的 B 類型可以歸為唐代。只是
這個推論過程便顯得過於草率，換言之，以目前的材料看來，A、B、C、D、E、
F 的結構類型，恐怕難以如指示代詞、疑問代詞藉助文獻語料找到可依循的「時
代」，然而，以地理分布而言，A 類型顯示出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內陸區域」接
觸的可能性，B、C 兩個類型，一方面顯示出澎湖群島與閩方言「鄰海區域」
、
「島
嶼區域」接榫的可能性外，另一方面，B 類型並透露出「吳閩方言」的歷史關係。
至於 D、E 兩個類型，或可視為 C 類型的「類型變體」
。C 類型則為 B 類型的「縮
讀」
（constraction）
，其「方言本字」的問題，或當以 B 類型為依準。如此說來，
澎湖群島「誰」的音讀結構類型，實為 A、B、C 三者。
如果說吳語「底儂」與閩語「底人」相近或相同，該如何由地理分布層面展
開解釋？以北人移民南下的史料證據為前提（何大安 1993、張光宇 1993），屬
於吳語的四甲話[tiĩ Ñiɛ̃]作為擴散波的要件，沿著閩方言「鄰海區域」到了福
402

在顧百里（1978：68）所記錄的「哪裡」
，馬公市光明里和湖西鄉成功村分別讀為「tɔ ʦui」
、
「tɔ ʦui」
，但是，此處的「ʦui」或許是由「tɔ ʦit ui」的「ʦit ui」縮讀而來。
限於本文的論題，目前亦無大量平行語料可供比較，暫時無法再進行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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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形成[tie nǾyŋ]的音讀，繼續向南擴張到閩方言「島嶼區域」東山島、澎湖
群島，從而為[ti laŋ]的結構。然而，即使這個說解能夠成立，亦僅能說明吳閩語
屬於澎湖群島人稱代詞「誰」的B類型的關係，至於A類型的形成，則與閩方言
「內陸區域」漳平永福方言的擴散有關，一般說來，「島嶼區域」皆為大陸板塊
的「邊緣」
，其「邊境殘存」現象的產生，與陸地區域勢必無法全然割離。是以，
根據澎湖群島「誰」的類型及其地理分布，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其音讀形式是
「結構類型擴散」（diffusion of construction pattern）之後的一種展現。澎湖群島
「散列狀」的島嶼型態，使得原本「開放性的空間」更易於受到donar language
（來源語）的影響，從而產生「多向擴散來源」的可能性。這一點可以補充說明，
本文何以認為研究澎湖群島閩方言問題，「族譜」和「戶籍調查」資料，僅可作
為「間接證據」的論斷。假若回到問題的原點，吳閩方言區域「誰」的結構類型
及其地理分布，讓我們預設【圖 25】整塊區域，當可作為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
類型「鄰接區域」的有效範圍 403 。

（三）澎湖群島閩方言形容詞 AAB 類型的地理分布

在漢語語言研究史當中，「詞彙」往往被視為變動頻率為高的語言單位。但
是，透過澎湖群島實地踏查，我們發現許多詞彙在地理分布層面具有「基本詞彙
區域穩固性」的質性（請參看第四章），觀察漳州方言重疊式形容詞，可以依照
單音語素，得出AA式、AAA式、AA仔式、AA叫式、AA吼式、AA滾式、AXX
，潮州方言形容詞則有AAB
式、XXA式以及A拄A式七種類型 404（馬重奇 1995）
類型「iãiãʦʰẽ慌張掃視、kau kauiaŋ眼光閃閃周圍掃視、kʰieu
kʰieu ŋe堅硬、hamhamaŋ鮮紅，紅得可愛、」、ABAB類型、AABB
類型「ĩẽĩẽʦĩẽʦĩẽ喻泥濘滿地」等等（李永明 1959：216-221）。
我們能否依此方向，持續思考澎湖群島形容詞的形式結構，並進而與其鄰接區域
進行比較？
澎湖群島西嶼鄉竹灣村的訪談語料，屬於 ABB 結構的形容詞，依序可羅列
如下（此處語料聲調以實際調查時相對音高而記）：

403

以海島型的區域地理論之，澎湖群島當可發展出不同的詮釋路徑。
請參看馬重奇（1995）
〈漳州方言的重疊式形容詞〉
，
《中國語文》第 2 期。若比較陳亞川、鄭
懿德（1990）
〈福州話形容詞重疊式的音變方式及其類型〉一文所言，福州話形容詞重疊式亦有
七種類型：AA、XAA、AAA、ABB、AAB、ABAB、AABB。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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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it bˆ
nã tau , tsit
tˆ ku,

tua
nã

bˆ tsua. ʦa bu tou, tua

tau, kuã

i , kiã

tsit le tˆ

kuã i sou, sou taŋ,hŋˌ tio bˆ a,tsit kɔ ʦia

tua kɔ,ɔʔ pun pun.
語義：一尾大蛇，差不多、大約大籃一籃，看到牠，自己嚇了一跳，差點倒
下去。看牠移動，往哪邊移動？一圈這麼大（蛇的體積），黑漆漆的膚色。

（2）han ʦɨ ,kui lan, pɔ kaʔ kʰaŋ kʰaŋ.
語義：蕃薯，整籃，啃光（被蟲）

（3）kɨ tai uan, bue he tai uan ʦʰen a, kan kan
tʰɔ, uaʔ ʦia lue kau te , sũã kɔ kɔ.
語義：去臺灣，買那個臺灣蕃薯絲，皆是土，我吃下去之後，鬆垮垮（感覺）
。

（1）ɔ pun pun形容黑黝黝的外表、（2）pɔ kaʔ kʰaŋ kʰaŋ
形容啃光光的情形、（3）sũã kɔ kɔ意指臺灣產的蕃薯不如澎湖當地的黏
稠，吃起來鬆垮垮的感覺。簡言之，（1）（2）（3）是屬於閩南方言較為常見的
ABB 的形容詞結構。可是在訪談的語料當中，另有並不全似閩南方言 ABB 的形
式結構，試以下列四組句子及其五個形容詞說明之，請看：

（1.a）kam ʦia hɔ ʦia ka, ʦʰia lai,un tau ke tiu be
nən tɨ bĩ le,bĩ nən tɨ a, liau liau a ʦiaʔ. ʦit kɔ pua
ʦɔʔ si tɨ.pɔ ,tĩ,ʦap.
語義：甘蔗非常好吃，車子來賣時，我們丈夫就買兩袋冰著，兵兩袋甘蔗慢
慢吃。一根剖成四小塊。（甘蔗）鬆軟、甜、多汁。

（2.a）
（ŋĩ tu, la gĩa kue kue）ʦit ʦia san bou baʔ, bi
a ka hĩũ, hũã a hɨ, siu hĩũ he ka, e ka saʔ bou ʦit
ka aŋ aŋ e. laŋ kɔŋ san bi ba ʦĩũ he bi a ka hĩũ.
語義：
（蜘蛛，類似蜘蛛的昆蟲腳長長）
，一隻非常的瘦，如香腳般細，蕃仔
火，燒香的腳，那個腳不是紅紅的嗎？人家說瘦巴巴的就是燒香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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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kiã ʦit ki guai a ti tuʔ,

lau kaʔ bou laʔ e,

kɔŋ kɔŋ en, tuʔ, kaʔ u laʔ, kaʔ e kĩã kɨ.
語義：拿一支拐杖，老到沒力氣，昏昏沉沉，有拐杖撐著，比較有力氣，比
較能夠行走。

（4.a）bou laʔ, kuã uaʔ tio kan kan ʦan, kɨ to ʦã
laŋ,tɔ ua ʦãʔ laŋ kiã, kɨ to ʦã laŋ, bɔ ʦʰuai kaʔ tue,
ʦu saʔ ma, si si kʰɨ ma, aʔ si si kʰɨ.
語義：沒有啦，看我如何去哪裡藏人？只有我和我們的孩子，去偷什麼人，
可惜的很，自殺嘛，死死去嘛，啊死死去。

（5.a）ʦiaʔ mĩ kiã sue sue ʦui, mˌ tʰaŋ gĩ

tio, ʦia

be kan kʰɔ.
語義：吃東西小小嘴，不要哽咽才不會痛苦。

（1）liau liau a ʦia

緩緩吃

（4）kan kan ʦan

□□藏

（2）aŋ aŋ e

紅紅的

（5）si si kʰɨ

死死去

（3）kɔŋ kɔŋ en

空空轉

（6）sue sue ʦui

小小嘴

（4）以□表示未知其本字為何，若與鄰近的海南島進行相應形容詞問題的
進行對比分析 405，是否具有形容詞AAB的形式結構？首先以梁明江（1989）所作
的調查記錄思考之 406 ，請看：

（1）aŋ aŋ xo 紅紅桃

（5）duaduadou 大大祖

（2）ŋɛ ŋɛxi

（6）nuinuilao

軟軟流

（7）puipuii

肥肥圓

（8）lailaiwaŋ

利利汪

硬硬鐵

（3）siaŋsiaŋdim
（4）sunsunpa

靚靚覃
醜醜疤

405

符玉川（1996）將海南島自唐至清代，漢族移民先祖 149 人的原籍進行了查考，其中原籍明
確的 102 人，果以漢語方言區的來源示之，可如下【表】，請看：
方言區
官話 吳 湘 贛 客家
粵 閩東
閩西
合計
人數
10
4
1
3
1
12
57
14
102
百分比
9.8 3.9
0.9 2.9 0.9 11.8 55.9
13.8
100
這裡需要補正的是，符先生表中「閩西」當為誤植，按其文字敘述當為「閩南」。
406
請參看梁明江（1989）〈海南話形容詞AAB式的結構特點〉
，《中國語文》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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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ʦiokʦiokkuən

痒痒軍

梁先生對於海南島形容詞的本字描寫是否正確，可以是一個問題。然而，所
提出的海南島形容詞結構問題 407，或可以澎湖群島與海南島形容詞結構類型對應
關係視之，如次：：

【表 102】澎湖群島、海南島形容詞的結構類型

海南島

潮州

澎湖群島

（1）AA＋Noun

＋

＋

（2）AA＋Verb

＋

＋

（3）AAB→ABAB

（1）
（2）的結構，澎湖群島與海南島形容詞結構的共同類型，
（3）的式子雖
不適用於澎湖群島，但是，澎湖群島與海南島形容詞在某個層次上卻有（1）和
（2）的共通公式，（1）（2）的差別則是目前語料偏重於公式（2）。直截言之，
澎湖群島在漢語東南方言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如何與閩方言區域中的次方言進
行接觸？其音韻現象的生成，又如何透過地理推移，造成形容詞兩種類型的疊
置？便成為值得深入討論的課題 408 。
（四）、澎湖群島閩方言身體部位詞彙的認知差異 409 ：

407

雲惟利（1987：28-31）
丁邦新（1984）
〈臺灣省語言地圖八幅〉
，其中「大陸人民移臺圖」中，言及汪大猷、沈有容
和陳第曾經到達澎湖的路線是相當可信的，但是，潮州府的潮州移民，直接由大陸本土到達東港，
或許仍有可論之處。
409
在第二章我們探討親屬稱謂詞時，我們隱藏一個可能的問題，即是果若南島民族語言殘存於
現在的澎湖群島閩方言，則在人體部位的的詞彙方面，應當是最有可能的，因為身體部位的語言
稱謂，往往直接投射出人類認知的方向，我們可以第一章所提及巴則海和噶瑪蘭族對於部分人體
部位的說法作一比較，請看：
巴則海
噶瑪蘭
巴則海
噶瑪蘭
髮
bekes
buqes
手
rima
rima
額
taNela
rakung
牙齒
lepeN
bungRaw
頭
punu
uRu
小腿
pupu
butis
嘴
rahan
ngibiR
大腿
sasarisan
benariyan
鼻
muziN
urung
臉
dais
zais
眼
daurik
mata
膝蓋
ilas
tusul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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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田礼（1985）先生調查江蘇省東北區域身體詞彙的地理分布，其中對於「前
額」、「膝蓋」、「肘」、「肩膀」詞彙結構的討論，頗具有啟發性，試引論之：
一，「前額」的指稱位置為「眉毛以上至頭髮」（「前額」は“眉毛の上から
頭髪の生え際までの部分”をたずねたものである），以江蘇省北部、南部區域
而言，其地理分布簡圖如次【圖 27】，請看：

【圖 27】江蘇省東北區「額」的音讀及其地理分布（岩田礼 1985）

【圖 27】的語音形式，多以兩種成分組成。第一成分有「窩」[uə]，「ie、
ie」
、
「額」
、
「頭腦」
。第二成分有「蓋」和「瓜」
。按照岩田先生所附的圖表，
「蓋」
分布於東北區域、
「頭腦」則於西南，兩者的過渡地帶則有「頭腦蓋」的複合詞。
二，「膝蓋」的地理分布及其音讀問題，岩田先生說到：

各地点の語形は二つの成分からなるといってよい。まず第一成分は“”
[kə]で、この地域は南北に二分される。第二成分は“拝”[pai]で、今
度は北及び西の地域と東及び南の地域の間で差異が見い出される。 410

410

筆者譯文：各方言點的語音形式，可以說是由兩個成份組成。首先，第一個成份[kə]，能夠
將此區域分為南北。第二個成份[pai]，則可看出西北區域、東南區域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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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江蘇省東北區「膝蓋」的音讀及其地理分布（岩田礼 1985）

【圖 28】「膝蓋」由北部的三音節形式，向南趨簡，而雙音節的形式則呈現
出三種類型的分布。
三，至於「肘」和「肩膀」的認知問題，岩田先生有如下的陳述：

「肩膀」を有縁化したのが“拐”である。……“拐”は＜肘＞にみられ
る“曲”
“弯”との類義語であるが、
“曲”
“ 弯”が“直”に対する“ま
がった”状態を示すのに対して、
“拐”の方は動作性を帯び、
“まげるこ
とのできる”部位であることをしめす。……「肘」は二つの成分よりな
る。第一成分としては“胳膊”
“胳膀”
“膀”があり、これは“うで”全
体を表わす。第二成分としては“肘”
“曲”
“拐”弯”がありこれは“ひ
じ”を直接明示する成分又はそれを有縁化した成分といえる。 411

「肘」與「肩膀」在江蘇的地理分布概況，則如次所徵引，請看【圖 29】：

【圖 29】江蘇省東北區「肘」形式的地理分布（岩田礼 1985）
411

筆者譯文：和「肩膀」有關聯的是「拐」
，
「拐」就「肘」所見的「曲」
，儘管是類義詞，
「曲」
相對於「直」表示「橫向移動」
，
「拐」則連帶「動作性」
，即是表示「彎」的部位。
「肘」是由兩
個成份組成，作為第一個成份有「胳膊」
、「胳膀」
、「膀」，這是表示「手腕」的整體。作為第二
個成份有「肘」、
「曲」、
「拐」，可以說是直接表示「肘」的成分，以及與它的聯繫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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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所面臨的直接問題便是，澎湖群島「額」
、
「肩」等身體部位詞彙
類型地理分布的具體內容為何？試討論之，請看：

東衛

竹灣 412

額

－

tʰau hia

膝蓋

－

kʰaʔ tʰau uan a

大腿

kʰaʔ liam

小腿

kʰaʔ

肩

au toʔ

－

－
kaʔ tɨ a
kan tʰau

小赤崁村
－
－
－
ien a toʔ
－

這裡可以提出三點討論：
其一，「膝蓋」一詞，竹灣村[kaʔ tʰau uan a]，同樣可以分成兩個部
份解析：[kaʔ tʰau]是第一成份，[ uan a]是第二成份。第二成份帶有「曲」、
「彎」的意味，第一成份顯示「膝蓋」如同「腳的頭部位置」。
412

臉頰 ʦʰui pue、舌 ʦi、嘴唇
ʦui tun（上唇、下唇的音讀分別為（tiŋ tun；
e ka tun）
。）
、眼 baʔ ʦiu、眉毛 baʔ bai、鼻孔 pĩ kʰaŋ kʰau、下巴 e
tauʔ、脖子 am kun a、手骨 ʦiu kuʔ、拇指 ʦɨ tʰau bu、食指 ki ʦan、
中指 tioŋ ʦan、小指 bɨ niõ a、手心 ʦiu tioŋ sim、手盤 ʦiu pũã、
手腕 ʦiu bãʔ、腳腕 ka bã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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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小腿」一詞，其音讀形式所反映的，或許是區域性的「語言認知」，
何以故？馬公市東衛稱「kaʔ au toʔ」，是以小腿的「位置」區分，即「腿」
之「後部」
。西嶼鄉竹灣稱「kaʔ tɨ a」
，是因其「肥腫」同「豬仔」一般，所
形成的說法。至於白沙鄉小赤崁村的「ien a toʔ」則是形容小腿，如當地「ien
a hi」（煙仔魚）般肥嫩 413 。

（五）、澎湖群島閩方言時間單位詞彙的區域異同

關於閩方言鄰海與島嶼區域「時間單位」的詞彙類型，呈現地理分布的區域
差異，請看：
福州 414
現在

hieŋ

ʒai

過去

ku¯ ʒa

廈門 415

海口 416

hian¯ si

hin na

kɔ¯ ʦa¯（si）
ʦa¯ si

ta

vɔu

to zit

聲調調值部分以「－」相隔兩種調值，是否代表文白讀之別？雖待探究，但
非本文論述所在。儘管，廈門另有[hian¯ ʦu¯ si]表「現在」之意，海
口[uaŋ hi]表「往年」，「現在」一詞或可歸為相同類型（虛線所示），澎湖
群島卻有著明顯不同的音讀形式，請看 ：

語義
現在
過去

沙港村 417

湖東村
tsam

e

han e/ ipai

tsam
han

東安村 418
e

tsit mɔ（tsit mo）

e

必須補充的是，西嶼鄉竹灣村[tɕi bˆ tɕʰiu]（泛指近幾年或一段較長

413

以江蘇、澎湖群島身體部位的「詞彙結構」成因而言，對於「人體」
、
「事物」的「指稱」
、
「概
念」
，各區域皆有其不同的「認知」
（cognition）
，或可以認知語言學「圖像理論」
（「Script theory」
Schank 1975）繼續研究之。
414
請參看馮愛珍 編纂（1998：308、30）
415
請參看周長楫 編纂（1998：233、62、29）
416
請參看陳鴻邁 編纂（1998：207、37、104、236）
417
湖西鄉
418
望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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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的時間副詞，白沙鄉北部的通樑村音讀[tɕi bue tɕʰiu]雖與之有
「bˆ」、「bue」的差異，但意義全同，顯示鄰接區域方言接觸的實際。至於
望安鄉意指現在時刻的[ʦit mɔ]（[tsit mo]）的音讀形式，在澎湖群島內
部島嶼具有顯著的區域特徵，以地理分布言之，屬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海南島海
口方言，亦有著相近的語用說法，學者以「妚」[mo]為其本字 419（陳鴻邁 1992：
33），引舉其中的例證如次：

（1）今年妚天真熱（今年的天氣真熱）
kim hi mo hi ʦin zua
（2）下月妚十五是中秋節（下個月的十五是中秋節）
ɛ kɔu mo tap ŋɔu ti toŋ siu ʦe
（3）昨晡妚下午伊來過（昨天下午他來過）
ta vɔu mo ɛ ŋɔu i lai kue

（1）（2）（3）「妚」皆置於時間名詞之後，如果說「縮讀」（contraction）可
以視為閩方言鄰海區域的語用習慣，望安鄉「[ʦit mɔ]」的說法，我們或許可
以推測為「時間詞＋妚」，而後構成整組的「時間詞單位」結構，換言之，這個
詞彙類型似乎說明了澎湖群島和海南島在歷史上的接觸關係。

（六）、澎湖群島閩方言小稱-a、-e 詞尾和語尾助詞
漢語小稱詞及其變調問題，平田昌司（1983）先生將之歸為三大類： 420
一，ㄦ化 421 、韻母變化、嵌l式、鼻音尾
二，“基＂詞尾、“囝＂詞尾、-a 詞尾
三，鼻音尾（兼帶有變音）、變音
若以地理分布言之，第一種類主要分布於北方方言區，第二類型分布於閩
419

請再參看陳鴻邁（1998）
。
請參看〈「小稱」與變調〉
，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No.21：43-57。
次者，王本瑛（1995）
〈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理類型與演變〉
，
《清華學報》新 25.4：371-398。
另外，關於閩方言區小稱詞尾的討論尚有林連通（1988）
〈福建永春方言的”仔”尾〉
，
《中國語文》
第 2 期。林寶卿（1982）〈廈門話的常用詞尾〉
，《中國語文》第 3 期。
421
關於ㄦ化的問題，劉翠香、施其生（2004）提出[̇ˑə]̇與「了」在語法層面的關係，請參看〈山
東栖霞方言相當於普通話“了＂的虛成分〉，
《語文研究》第 2 期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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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湘語區，第三種類型則是分布於徽語、吳語（浙南）、粵方言區。不過，以
目前所調查的語料，澎湖群島小稱詞的形式，並不侷限於第二種類型的束縛，試
以兩點論之：

（1）澎湖群島小稱詞尾類型的分布區域

A.

語義

廈門

耳

hĩ

西嶼 422

湖西地區

hia

hi e
le

螺

e/ lik

e

為什麼湖西鄉的小稱詞尾是音位較高的[e]，而西嶼鄉呈現音位較低[a]？是
否有足夠的語料可以證明其類型是成立的？

B.語義

西嶼 423

後寮

龍門

□

otaia

otae

otee

抽屜

tʰuaia

tʰuae

tʰuee

梳子

luaia

luae

luee

帶

tuaia

－

tuee

籃（籃子）

nãia

－

nẽe

鴨

aia

ae

碗

uãia

ee

一，澎湖群島最為西側的西嶼鄉部分聚落，主要元音與小稱詞尾同為[a：a]
的規則性，居中的白沙鄉後寮村的小稱詞尾，呈現前元音[a：e]的類型，向東面
前進，湖西鄉龍門村則形成主要元音與小稱詞尾同為[e：e]的規則性。元音類型
由西向東的「推移方向」，代表「擴散」（diffusion）的可能方向。
二，以湖西鄉龍門村的語料，嘗試推索元音鼻化的因素，或許與「e」的輕
音性質消失形成「縮讀」
（contraction）
，而「e」元音的［＋濁音］徵性，促使前
422

此處以外垵村
部份語料引自張屏生（1996）
，另外張先生（1996：60）亦注意到湖西鄉龍門村、白沙鄉後寮
村的輕聲問題，補充說明西嶼鄉竹灣村並無「增音」的情況，其例如次：鍋子 kʰãia、番石
榴 nãiaput、盤 puãia、 □ haitaia、擔（扁擔） puntãia、擔（麵攤）
mĩtãia。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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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的元音韻尾進一步「鼻化」（nasalization）
。然而，「鼻化的動因為何？」是
個本文尚無法解決的難題。需要留心的問題尚有何以小稱詞尾的調值皆為「低平
調」？是否與整個音節低化、後化有關？若以閩語鄰接區域言之，江西龍南、全
南、定南的客語，以及東鄉、臨川、黎川的贛語，則有著和西嶼鄉相近的音韻現
象「低元音 a＋i（off-glide）」。面對這個問題，或可有幾個可能的討論：
其一，以「異化作用」（disassimilation）作為解釋這種現象，但是，以澎湖
群島而言，為何龍門村音節主要元音與小稱尾為[e：e]對當，卻不增生「[i]」
，很
顯然的，這個解釋取向全然無法成立。
其二，觀察江西客贛方言的材料，我們發現有幾個例證是值得深論的，請看：

龍南

全南

定南

東鄉

臨川

黎川

發

fæʔ

faiʔ

fait

－

－

－

罰

－

－

－

fait

fait

faiʔ

滑

－

－

－

uait

uait

uaiʔ

以閩方言區域而言，閩東、閩北複元音形式的韻母結構，通常保持一種「vowel
＋i」的類型，至少可以印證於《建州八音》
「田、人、園、販」
、
《戚林八音》
「燈、
賓」諸韻 424 （詳後文）。
三，子輩親屬稱謂的小稱詞尾，[gin aʔ]、[gin e]（小孩），[i：a、e]
的類型 425 ，是否又為閩方言詞彙類型擴展而來？
其一，果若以閩方言「內陸區域」
、
「鄰海區域」與「島嶼區域」作一對比，
會發現「囝」音讀形式的區野 426 ，請看【表 103】：

424

複元音的結構，是否能夠成立？以漢語音韻結構演變的歷史言之，的確有否定的可能。但是，
漢語南方方言的「vowel＋i」的結構，是將置於其後的「i」視為「後置介音」，這種結構能否站
得住腳，雖值得再作討論，可是抱持全然否定者，必須提出對等的證據與意見。黃金文（2000）
曾以此現象批評張光宇先生的構擬與推論過程，事實上，黃氏所觀察的，遠比未觀察的為多，以
張先生的整體思路言之，黃氏論文當中的提問，都是可以找到解答的。
425
屬於晉語張呼片的豐鎮話，將「人家」[Ωʌŋ ʨia]縮讀為[nia][nie]，元音[a：e]的對比，
與澎湖群島似有相近之處，究竟是否與山西方言有所關聯？有待日後的持續討論。
請參看周利芬（2004）
〈內蒙古豐鎮話的人稱代詞[nia⁄nie]〉，
《語文研究》第 3 期。
426
請參看張振興（2000）〈閩語及其周邊方言〉
，《方言》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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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陸

囝

臨海

島嶼

建甌

永安

福州

廈門

海口

雷州

kyiŋ

kyɛiŋ

kiaŋ

kiã

kia

kia

【表 103】顯示「囝」在內陸區域呈現[-y-]介音的形式。臨海區域韻尾[-ŋ]
的存在與否，決定元音是否鼻化。島嶼區域則具有一致性的[kia]。
其二，若再比較屬於閩方言內陸區域的順安，「□仔」的音讀的雙音節性質
427

，與澎湖群島的語言行為似又相近，請看 ：

雙溪
□仔（小孩） kiʔ

ti

元坑
kiʔ i

謨武
kiʔ

ni

大幹
kiʔ

ti

順安縣四處方言點「□仔」
，其小稱詞尾可有三種類型[i]、[ni]和[ti]，
以單元音[i]與澎湖群島[aʔ]、[e]相較，調時較長，元音音位亦為高。然而何
以詞尾為[ti]？現在的問題是，順安的[ti]尾，與第二章討論「底人」、「底儂」
的「底」是否有所關聯？梅祖麟（1995）先生提出閩語語法別屬於四個時間層次：
遠古、秦漢、南朝和晚唐，連帶指出三點看法：
其一，上古「之」
、
「者」和唐代的「底」的區別，在於先秦「之」
、
「者」屬
於互補分配（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唐代出現的「底」是這兩者的總合。
其二，閩語「其」
（福州[ki]、廈門[e]等）表領屬的用法是承繼先秦，其他用
法是受了「底」字種種用法的影響而產生，如閩南語「好 e」（好的）、「銀 e」
（銀的）、「做木 e」（木匠）、「換帖 e」（結拜兄弟），而這些名詞性的形式，唐
宋時期的北方地區則為「好底」、「銀底」、「換帖底」等等。
其三，閩南語的[e]可以用作姓氏或單名的詞尾，表示暱稱或尊稱，例如「張
e」、「王 e」、「趙 e」、「平 e」、「玉 e」、「英 e」。「張底」產生於唐代，如：
「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隋唐嘉
話》）
，受了這種「底」字用法的影響，閩南話於是產生「張其」
、
「王其」
、
「玉其」、
「英其」等等。
依循梅先生的說法，或可印證於順安的材料，順安地區的音讀形式，更易於
解釋「底」為本字的用法，可是，其中卻又帶出兩個問題：

427

請參看馮愛珍（1987）〈福建省順昌縣境內方言的分布〉，
《方言》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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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如果說閩南語語末助詞[.a]的本字為「也」
，屬於晚唐的層次。為什麼
澎湖群島同指孩童的說法，有[.a]、[e]共存的形式，是否代表先秦、晚唐兩個層
次共存？次者，依照考古學、人類學的報告，澎湖群島最早住居的漢人當在宋元
時期（臧振華 1992）
，亦即這兩個層次，是如何疊置於澎湖群島？是否與來源語
本身保留古語性質有所關聯？
其二，受「底」字用法影響而產生「其」的構詞模式，是否具有必然性？「影
響」的條件為何？福州方言「其」字為助詞、語氣助詞的兩種類型，梁玉璋（1997）
舉出若干語例 ，徵引於次：

（1）houʔ sɛiŋ ŋi puo piɔ

（2）ny kie li i pʰie

語義：學生的本子。

語義：你寄來的信。

（3）hau laŋ ŋiaŋ ieʔ siŋ ŋi kouŋ
語義：年輕人熱心地說。
（4）y kuo i n nieʔ i uɑ, ŋuai ia luo sieʔ
語義：如果他不吃的話，我也要吃。
（5）ʦuoŋ ŋi ny ŋ ŋɔ
語義：怎的你不去？

五個例子當中，
「其」可有[ŋi]、[i]、[ŋ]三種形式，僅以此五語例言之，說「其」
由「底」而來，恐怕仍需指出何以疑問代詞轉化為語氣助詞的條件 428 。

（2）澎湖群島語尾助詞類型的分布區域

「語尾助詞」方面，以西嶼鄉為例，其中部的竹灣村、最南端的外垵村，經
由村民對話語料的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es）
，可以清楚掌握，往往附以[li
si]、[a nia ue]的語尾助詞，表達情緒緊張、舒緩，以及強調性質的口
吻，例如：
kaʔ ʦaʔ e lau laŋ, kaʔ lau e, siau len laŋ bou ti
kɔŋ liʔ sɨ.（語義：較早的老人，較老的，少年人沒在講。）

428

請參看李崇興（2003）
〈助詞“底＂的來源之我見－讀三篇討論助詞“底＂的來源的文章〉
，
《中
國語文》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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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嶼鄉竹灣村、外垵村[a nia ue]的語尾助詞，使用情況頗為普遍，調
查語料顯示，當話者表達讓人驚訝或自己感到詫異的事件時，多會在句中或是句
末加入這個語尾助詞，成為西嶼鄉與澎湖群島其他聚落具有區別性語言特徵。

二、閩方言文化軸心的擴散方向與語言地理學的時間觀

當我們探究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問題時，面對語言地理學「文化中心」的設
想問題時，便不能不謹慎為之。我們或可以一個思考的簡圖再作說明，請看：

【圖 30】閩方言區域文化擴散中心設想圖

【圖 30】有三點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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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明以來的史料顯示「閩東地區」，在文化、移民、方言層面都是屬於
擴散的主體中心所在，目前閩北區域的方言調查報告、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族譜、
戶籍普查資料，亦記錄了這方面的證據。
二，以漢族移民的歷史而言，「由北而南」的主要趨勢是必須慎重的。既是
一波波移民南下，閩北方言的區域，很可能可以設想為擴散的中心，置換成本文
的思路，即是閩方言內陸區域→鄰海區域→島嶼區域的擴散方向 429 。
三，以「閩北」為擴散中心，儘管符合移民的歷史軌跡，可是，近代閩東人
口向閩方言內陸、島嶼移徙的事實，是不能忽略的。針對閩方言島嶼區域人口來
源的「多箭頭」的情況，便必須假設閩北、閩東為雙軸心擴散源頭的文化區域，
閩北為閩文化擴散中心的時間為早，但是以擴散的區域範圍而言，閩東區域則顯
得範圍相對為廣。
本文所謂「音韻類型的地理分布」430，即是研究「區域」共時、貫時的音韻
問題，並具體歸納出「區域特徵」的類型（pattern）。「分布」的實質意涵為「地
理分布」，所涉及的直接問題便是「時間」的問題 431，我們可以考古學的「時間」
問題，作為相關思路延展的取徑，Chang Kwang-chih（1967：23）有所言及：

Time in archaeology is probably the most difficult concept to define and
elucidate.It is omnipresent；it is multifaceted；yet no one sees, feels, or
empirically measures it. Time in archaeology is often equated with chronology
or a time scale, as if there were a tangible scale called time that had a physical
429

以往閩方言的研究，為解釋音變問題，時以「上古→中古→現代」的方向推移，說明其音變
問題。可是問題在於，以考古學與可信的歷史材料的整合推估，澎湖群島漢人最早的記錄，當為
宋代（Tsang 1992），當然，這當中可以提出許多可能的設想，作為解釋的理由。可是，以「時
間」而言，與其說漢人最早到達澎湖，毋寧說漢人到達之前，已有「南島民族」生存其間。換言
之，假設可以和上古音聯繫，必須再證明澎湖群島漢民族的語言早於南島民族，否則所提出音變
流程，會成為「高度理論化」的產物。另外，語言地理學所言「邊境殘存原則」說明漢民族一波
波南下的影響，然而，
「一波波」的動力原則為「Decreasing scope principle」
（sagart 1998）
，因此，
閩方言超越中古的現象為多，是以以上古為基點的推移策略，無庸置疑。但是，邊境殘存的提出
需搭配「文化中心」的概念，問題或許會更加複雜化。誠然，以比較語言學的觀點，我們可以不
考慮這些因素，而由形式比較推測之，然而，如果採取「音韻類型的地理分布」的研究，需要提
出更為具體的「實證」。
430
以宋代文獻史料所記閩方言問題與現代閩方言比較，約略可以整理出四點（劉曉南 2003：
61-69）
：一，閩語東南鄰海「歌豪同韻」
，語料「以高為歌」
，宋代歌豪通押的分布區域是福州、
興化、泉州、漳州和南劍州。二，閩北方言「無讀同謨」
、
「口為苦」
、
「走為祖」
、
「陽平讀同去聲」、
「嚴讀如昂」三，閩南方言「六讀開口」
、「中讀當」、
「雄讀形」四，閩東方言「京讀同經」。這
四點僅能視之為「語音現象」，而非本文所謂「音韻類型」。
431
自《切韻》以來，漢語語言文字的研究，始終以音韻為核心課題。隨著漢語方言「文、白」
音讀的認識逐漸明晰，音韻的「層次問題」轉而成為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 ，
「層次」反映的即是
「時間」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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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into which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ould be fitted in fixed positions.
This is true, but only as an implicit assumption for the broadest use. In
archaeology two classes of the time concept must be distinguished：scientific
and culture. 432

基本上，近些年來音韻層次問題的討論，與考古學層位的分析，有著極為密
切的思路，相對言之，如果採取比較語言學的立場，很可能必須先行回答層次究
竟為科學性時間，或是文化時間？不過，當中仍隱藏一個可能的問題，針對時間
層次概念，果若以考古學立場所提出的「母題排隊」的概念 433，重新進行檢討，
頗具啟發性，徵引如次 ：例如，A水平有三角形、圓圈、與方塊、B水平有三角
形、圓圈與交叉線、C水平有三角形、交叉線與點。乍看起來，排一條隊容易之
至：

A：方塊－－－圓圈－－－三角形
B：
C：

圓圈－－－三角形－－－交叉線
三角形－－－交叉線－－－點

但深究起來，這一條隊牽涉到兩個基本的問題：
（1）形式上的相同是不是能
代表歷史上的延長？會不會只是偶然的？（2）假如我們承認它們是歷史上的延
長，所使用的單位在A、B、C三個水平所代表的社會中，的確都被認為是「單位」
，
才能把它們相互比較。這段引文中，「A、B、C」指的是陶器，「方塊、圓圈、
三角形」等代表陶器上的形制或花紋，而「水平」是指陶器所代表的時間層次。
現在，我們要提問的是，如果將A、B、C所代表的陶器，轉換為「音韻語料」，
方塊等形制花紋為「音韻徵性」
，則不同時期音韻語料，若有相近的音韻徵性，
「會
不會只是偶然的？」而這種「母題排隊」的方法，能否讓我們進一步推估語言「原
始的音韻類型」？這兩個問題是我們這些年來，時而思索的課題，在暫時無法排
除這兩個疑惑的因素之下 434，我們轉向思考語言地理學「語言的空間分佈，反映
432

筆者譯文：時間在考古學中，或許是最難以定義與解釋的概念。它是現時性的，它是需要被
多方面考量的，即便沒有人看到、感覺到，或是經驗性的分類它。時間在考古學中通常是引用於
層位學與時間尺度，當有某個被稱為時間的清楚尺度，持物理性的存在，在其殘存事物能夠與固
定的位置相合時。這是真實的，但是對於它的最大使用限度而言，如同不能直接言說的設想。是
以，在考古學中有兩個時間概念的分類需要加以區野：科學性時間和文化時間。
433
請參看張光直 1959〈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一文，收入《中國考古學論文集》。
434
橋本萬太郎（1981：319）先生言及：「いわゆる「音韻法則」の確立をもととする、比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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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時間序列」的相關課題。對於「時間」問題，馬瀨良雄（2002）進一步以形
象化的表達方式，指出方言地理學對於「空間分布」形成的設想，其言：

文化の中心に発生した新語が波紋のように周辺に広がり、古語が次第に
外縁へ押しやられる。この過程の繰り返しで新語から古語に至る諸語が
中心から周辺部にかけ層状に分布する。 435

根據馬瀨先生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何以Norman（1988）嘗試
提出「南方通語」的說法，其背後思路應當不會是單純採取歷史比較法的概念 436。
但是，順尋這個假設，我們仍需要稍作調整，以適用於「島嶼區域」，為什麼？
一，以大陸板塊而言，「中心區域」向「邊緣區域」的「波狀」推擠，到了
「島嶼區域」，其原先的「波型路線」勢必受到干擾，而形成不規則的樣態。「區
域連續體」同樣可能因為「斷接」，而形成新的演變途徑，理論上而言，這些歷
史上「斷接的音韻變體」，會逐漸產生「疊積」（overlapping）的效應。果若臺
灣為南島語的原鄉，則在歷史上影響澎湖群島的文化類型，便不會只是以「漢族」
為中心，還含括「南島語族」的存在 437。因之，我們便有理由設想「南島語∕漢
語」交疊的可能性，第一章論述吉貝島、目斗嶼的相關證據，則是補強這個設想
的有效證據。
法による言語の系譜というものにたいする、われわれの不信は、このサピア教授の言う、「古
形がいかに新形にとりかわっていくか」という構造発展のメカ二ズムが、インド‧ヨーロッパ
諸語についても、まだ解明されていない点―いや、そういうことが、インド‧ヨーロッパ比較
言語学の伝統のなかでは、問題にさえなりにくかったという点にねざす。」
所謂以確立「音韻規律」為根本的說法，亦即針對比較法的言語的譜系，我們是不相信的，這個
由沙皮爾（sapir）教授所言，所謂「古老形式，因其異化，而以新的形式取換呢？」的結構演變
的機制，即便指的是印歐語系諸語，仍尚未被解釋清楚。這個問題，依照印歐比較語言學的傳統
的內部而言，其根本在於所增添的困難點。
這段文字可謂為橋本萬太郎先生晚年的「省思」，換言之，西方語言的歷史經驗，能否解釋
世界各區域的語言現象？橋本先生晚年趨於懷疑的態度。但是，從另一個層面而言，或許尚未有
任何一個語言學的學科理論，能夠完滿的解釋所有的語言現象。嚴格而言，語言地理學的內在思
路，仍承續著歷史比較法的若干精神，意即「比較」仍是語言學的基礎工作。只是比較的「單位」
有別，歷史語言學著重音類結構，語言地理學重視屬於區域特徵的類型，至於本文所言的「類型」
則含括方言的區域徵性與文獻語料的雙重考量（請參看第三章）。
435
筆者譯文：在文化中心所產生的新的語言形式，以波紋的狀態向周邊區域廣布之，古語的形
式，層次性的向外圍邊緣區域推壓。從新的語言形式到古老的語言形式的種種語言，以這種反覆
來回的過程，從中心區域往周圍邊緣區域，進行層狀的分布。
436
關於歷史比較法設想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請參看徐通鏘（1998）
、（2001）
。
437
元明時期，中國造船技術發達，元代曾製造大量船艦攻打日本，雖未到達目的地，全部船隊
已沉沒，然經日本學者林田健三運用水下考古技術，所挖掘的殘骸，初步研判當非船體本身瑕疵
所致，至於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船艦即遠達非洲東岸，以明清時期閩方言海域，曾有過十萬海賊的
歷史記錄研判，民間造船技術當不亞於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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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的設想與論證，採取將閩方言區域劃歸為「內陸區域」、「鄰海區
域」和「島嶼區域」的作法，除了是基於詞彙與音韻條件外，最主要莫過於企圖
整合文化生態學和海洋民族學的學科概念，從而跳脫語言地理學原先以「大陸板
塊」為核心的思考模式，具體而言，「漁獵型類型」很可能會讓我們對於閩方言
音韻層面產生新的認識 438。如果說歷史比較法，是基於發生學同源設想下所產生
的思考理路 439，「語言類型及其地理分布」的研究課題，或許能夠彌補「非同源」
情況下的語言變異問題。
三，馬瀨先生所言「新的語言形式與古老的語言形式，來回反覆」，其意涵
究竟為何？余藹芹（1986）先生提出了閩方言聲調調值在陰入、陽入調類的
「flip-flop」
（互換）現象 440 ，或許是其中的一項證據，請看【表 104】：

【表 104】閩方言鄰海區域陰入、陽入今音調值「flip-flop」現象

Yin Ru
Putian

Yang Ru

21ʔ→4

4ʔ→21（literary）

438

以目前現存的文獻語料，閩方言區域除了「內陸區域」與「鄰海區域」可供舉證之外，屬於
「島嶼區域」的文獻語料可謂付之闕如，箇中原因與區域內部漢族文化的主體與否，或有所關聯。
其次，何以福建南部移植臺灣地區的「晉州方言」和「漳州方言」難以原來的區分辨別之（連金
發 1999）
，我們認為其主因即是屬於漁獵型類型的島嶼區域所致（第二章）
。
439
請參看陳忠敏（2005：69-76）。
440
請參看Anne O. Yue-Hashimoto（1986）
〈Tonal Flip-Flop In 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14 No2. 前文亦指出澎湖群島、海口方言在陰入調、陽入調「交替」的可能。事
實上，入聲的問題並不容易解釋，為什麼？我們的問題點可以服部四郎（1939）〈蒙古語文語の
起源について〉作為前導，服部先生談到：明代、清代以後の文語の文献には類推による古風化
の現象が少なからず認められると思う.長母音a¯、e¯、u¯などを表わすために,aɣa、ege、aɣu
などと書く.begejˇing『北京』のbegeはシナ語「北」の入声尾が保存されていた時代の发音を
反映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入声尾の落ちてしまった後の長母音がegeで写.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具體而言，服部四郎先生的思路可分為兩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當入聲韻尾失落，長母音寫作中
介「g」而為「ege」的形式，第二個層次則為「g」弱化消失而為「ee」的複合形式「e¯」
，兩個
先生的基本思路是透過八思巴文的拼法與現代蒙古文比較而得， 我們能否藉由明代的漢語方言
材料，繼續思索入聲的類型問題？很顯然是必須提問的。
中嶋幹起（1972）則論及閩方言聲調交替現象時，曾談到：
「中心語となる動詞と補足語と
が統合された動補構造形（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においては、中心語となっている音
節にアクセント核がきて、補足語となる音節は個有の声調を保ちつつ軽声化されて発音され
る。
」請參看中嶋幹起（1972）
〈福建語の声調交替につい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東京外国語大学。
在第二階段口試時，許長謨先生提醒運用這個「flip-flop」理論時，需要格外謹慎。目前個
人的想法在於，閩方言調查的語料、區域以及理論性的研究工作仍有繼續深掘的可能性，因此，
任何理論性的分析，或許由分析者的立場進行理解，可幫助我們找到不同的研究窗口。
309

Fuzhou

44→52

52→44；32

Chaozhou

21→4；3

4→21

Chaoyang

1ʔ→5ʔ

5ʔ→1ʔ

Dongshan Island

34→32

32→34

如果我們將本文所設想閩方言「鄰海區域」
、
「島嶼區域」區域概念，重新代
入【表 104】所示的語料，其思考的圖像便更加具體化，換言之，何以閩方言莆
田、福州、潮州、潮陽和東山島，會出現陰入、陽入「flip-flop」的情況 ？是否
是「bidirectional diffusion」（雙向擴散）所造成？而所謂「雙向擴散」若由「音
韻類型的地理分布」尋找解釋，能否獲得系統性的思路？這些問題雖非本文所能
回答，可以預期的是，
「島嶼區域」所展現「漁獵型類型」
，應不受限於以陸塊區
域所發展出「畜牧型」、「農耕型」的類型模式。

第二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類型的分布

在澎湖群島全然無文獻語料（閩方言島嶼區域情況相同）的條件之下，我們
根據閩方言內部這批屬於有清以來的晚期文獻語料，推估歷史上可能的音韻問
題，其理據便在於這些文獻所代表的「區域」，以及因區域文化中心轉移所牽動
的「地理推移的動線」。其設想過程約略如次：區域內部音韻結構共同趨向的觀
察，意即區域內部活動頻仍的語言現象，其所代表「區域徵性」可與文獻語料的
音韻現象接軌。觀察《建州八音》非母時韻和《戚林八音》非母春韻的字例，可
以歸納出一個共同現象：所舉例字聲母皆為中古非系字，且於兩書當中僅有獨韻
的情況。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韻書《彙音妙悟》「東、珠、風」三韻、《拍掌知
音》「郎、侖」兩韻、《八音定訣全集》「須、風」兩韻，其喜字母內則以中古
非系字為多數。順此現象，進一步的對比目前的方言調查語料，約略能夠說明閩
方言內陸：鄰海（島嶼）聲母呈現唇音：喉擦音的區野。
我們想要提出的問題是：
一，澎湖群島唇音、舌音、牙音和喉音與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
和「內陸區域」地理推移所形成地理分布概況為何 441 ？

441

為什麼海南島的聲母問題，會形成兩套的情況？（張光宇 1976）這個問題雖本文所能回答。
可是，澎湖群島西嶼鄉竹灣村ɸ聲母的存有，同樣促使我們思考唇音聲母以及其他聲母的時間層
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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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群島齒音和半舌、半齒音與閩方言「島嶼區域」
、
「鄰海區域」和「內
陸區域」地理推移所形成分布版圖又是為何？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與閩語區聲母的分布問題

在思考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分布問題之前，我們約略說明「分布」所代表的
「地理推移」與「時間推移」兩點的意涵：
一，「時間推移」與「地理推移」皆具有一個「邏輯起點的假設」，「時間
起點」以中古所構擬的音系為基礎，或者上溯至以中古假設音系疊置而上的上古
音系。「地理推移」的起點則是以文化中心為基礎，漢語處於具有濃厚史實背景
的場域之內，歷代文化重心往往以經濟中心為主軸，其推移的方向是受史料約束
的。換句話說，「時間推移」與「地理推移」在起點與過程，具有主客觀相對為
重的區野。
二，「時間推移」與「地理推移」同樣必須重視文獻語料，嚴格而言，在漢
語七大方言區域之內，即便調查研究其中一個區域，仍須照顧到其他區域內的文
獻語料，因為這些語料是屬於同一區域文化的產物。具體的說，閩方言區域內部
文獻語料僅管分布區域有別卻出自一源（即《戚林八音》
）
。以福州自唐代以來的
文化樞紐的位置看來，其所代表的「文化中心」設想是具體存在的，自有明以來，
使用漢語方言的移民，便不再有大規模的移徙，今日各個方言區域分布的範圍，
大抵是立基於明代，相對於明代之前的史料，我們可以掌握到較為完整的歷史畫
面，這是採取「地理推移」較之「時間推移」思路，必須於「非語言因素」多所
著墨的原因。然而，語言並非同質性的，漢「字」音讀在字表內的整齊一致，以
致於漢「字」於地表內的區域差異，亦非方言變體一詞，能夠全部包容，其具有
該區域語用層級的慣性，是需要再加以深思的問題 442。「時間推移」能夠說明該
音變形成的條件，但是，條件的普遍性、解釋效力能否擴及至整個方言群，或許
是必須格外關心的。因為，我們賴以為基礎的方言調查報告，往往是以單一個人
或是單一文獻語料為據，在未有各方言區域個別實驗語音學的材料輔助之下，仰
賴「形式符號」進行觀察的作法，便需要格外謹慎。語音符號於口腔內部的運作，

442

方言調查是一群發音人，實驗語音又是另一群發音代表，這兩群人的的年齡、常用詞彙、對於
區域內部詞彙、語用的認識差異都是存在的。考量人類的語用層級，以「字」為調查核心，是一
個問題。生活的實際卻是以「詞彙」為出發，這是漢語音韻學以《切韻》音類為基礎，所造成的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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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是有限制的，因而我們不能僅滿足於說明、解釋語音演變的「流程」，而必
須追問這個「流程圖」的文化意義。
根據第三章對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區聲母類型與鄰接區域的討論，則其
分布的主要問題（內陸區域的方言點包含浦城、石陂、政和、崇安、建陽、泰寧、
建寧、將樂、沙縣、明溪、三元等，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的方言點則含括寧德、
福清、屏南、閩侯、柘榮、羅源、莆田、福鼎，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則有晉江、
漳州、漳浦、南安、同安、廈門、詔安、雲霄和漳平）可以【圖 31】、【圖 32】
和【圖 33】三圖分別示之，請看：

（1）唇音

關於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唇音聲母的分布問題，主要可以【圖 31】示之，請
看：

【圖 31】閩方言中古非系字今讀聲母的地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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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舌音

澎湖群島與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中古端系音讀的地理分布，可以【圖 32】
表示：

【圖 32】閩方言中古端系特字 t/h 音讀的分布

314

（3）齒音

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區齒音聲母的分布，具體情況則可如【圖 33】所表
示：
【圖 33】閩方言中古章系部分例字今讀 ʧ-的地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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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群島閩方言與-ɸ、-h、-ʔ 聲母類型的地理分布

觀察海南島閩方言的音韻系統，
「ʔ」可出現於音節結構的各個部份：聲母有
ʔɓ、ʔɗ、或以ʔ-為零聲母 443，韻母則有aʔ、iʔ、eʔ、oʔ等，上聲聲調則以-ʔ為末尾
尾音（梁猷剛 1964）。從發音學的角度，「發這種喉塞化聲母，不但口部有阻塞
作用，喉部（聲門）也有阻塞作用，這種“雙重阻塞＂對普通的塞音而言，乃是
阻塞成分加重」
（張光宇 1989b）
，果若就海南島閩方言入聲層面而言，萬寧、海
口和文昌入聲韻尾發展並不一致，含括-ʔ與˗t、˗p、˗ø四類韻尾形式 444 。
果若以地理分布的概念進行整理，可以產生兩個想法：
一，閩方言的內陸區域「ʔ」聲母的存在，與吳語方言接觸或許有關（蒲城
南部石陂方言）
，閩方言島嶼區域海南島「ʔ」的形成，與島內「非漢族」影響有
關。但是，何以「通音化」、「喉塞化」聲母在海南島形成兩極的發展（張光宇
1989）？是否仍是「島嶼型地理區域」的「開放性空間」所造成的？或是拉提至
「百越語」的祖語設想，說明由古百越語演變的可能性？從時間軸上解釋這個問
題，恐非易事，主要在於同一區域有著多少歷史上的移民疊積，任誰亦無法說定。
即便進行設想，其具體程序為何？
二，以閩方言區域推測，屬於島嶼型地理類型的海南島、澎湖群島，其間較
為大規模的漢族移民，皆可推估為明代年間，海南島閩方言「ʔ」的存在，是否
可能是閩方言（閩北）由「內陸區域」移至「島嶼區域」的「殘存」？檢視石陂
方言的音節結構，可以發現其與閩語其他內陸方言區域的差異在於具有 ʔ 喉塞音
音節，約略 ʔi，ʔu，ʔy，ʔa，ʔia，ʔai，ʔuai，ʔau，ʔiau，ʔɔ，ʔe，ʔie，ʔye，ʔo，
ʔio，ʔəu，ʔiu，ʔaŋ，ʔiaŋ，ʔaiŋ，ʔuaiŋ，ʔɔŋ，ʔiɔŋ，ʔeiŋ，ʔəŋ，ʔueiŋ，ʔyiŋ。
-ʔ 是否為一個音位？李壬癸（1989）、鍾榮富（2002：20）兩位先生皆抱持
否定的態度。以閩方區的鄰海區域與島嶼而言，儘管具備喉塞音韻尾，確實皆無
ʔ-聲母。然而，梁猷剛（1964）所記錄的海南方言，卻出現「ʔ＋v＋ʔ
」的音節結構，語例徵引如次：

443

瓊州、海口方言為ʔb、ʔd，請參看梁猷剛（1984）
〈海南島瓊文話與閩語的關係〉
，
《方言》第
6 期。
444
為什麼呈現「共存」的情況？以聲母的情況而言，或與海南島的少數民族有關。以海南島內
部地理區域而言，少數民族和漢族大體可以西南、東北兩個大區塊分劃之，換言之，若要再以系
統性的思維處理，海南島閩方言「ʔ」音位，何以聲母、韻尾共存的音節類型，現行的學說，皆
有繼續前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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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ʔiʔ）
、椅（ʔiʔ）
、矮（ʔoiʔ）
、野（ʔiaʔ）
、碗（ʔuaʔ）
、飲（ʔi°mʔ）
、
引（ʔinʔ）、穩（ʔunʔ）、影（ʔɪŋʔ）。

仔細檢查這九個字例的中古來源，除了野、引屬於中古喻母字外，其他七例
皆是影母字，換言之，此處「ʔ＋v＋ʔ」的結構，處於聲母位置的「ʔ」為輔音性
質的「喉清擦音」，這是海南島另一種類型的「先喉塞音」，必須與[ʔb]、[ʔd]先
區別來 445。值得注意的是，飲、引二字的音讀，皆存在著具有「過渡性質」的元
音成份。現在，我們將海南島喉塞音聲母的兩種類型，圖示於下，以利於進一步
的討論，請看【圖 34】：
【圖 34】海南島 ʔ 聲母的兩種類型

445

以近代漢語語音史的角度而言，-ʔ韻尾是由中古附帶-p、-t、-k韻尾的入聲字弱化所致。使得
原先具有輔音韻尾的陽聲韻、入聲韻，其元音的穩定性產生變動445，從而造成入聲字在漢語通語
層與方言層不同的發展類型 。【圖 34】
「E ʔ1」帶有入聲韻尾的喉塞音，漢語南北方言或許經歷
相同的演變途徑，亦即「入聲」問題，在北方漢語方言發展史，具有其發展的「層次」性，而非
漢語語音史，直以其韻尾消失或弱化為喉塞音的「線性」
（linear）解釋。為什麼？這個問題或可
由阿爾泰語族談起。阿爾泰語系長元音的問題，在現代蒙古語族中，土族語具有長元音，東鄉語
則無，且無元音和諧現象，主要因素是詞位發生變化。另外，蒙古語族的某些現代方言，元音和
諧現象消失的原因則可有兩點：一者為詞幹形式縮短，一者是受到漢語的影響。至於八思巴文、
蒙文、漢字元音和諧的情況，可能不同 。栗林先生（1984）關於蒙古語母音縮和現象的論證，
可以分為兩個層面（栗林均（1984）〈蒙古語における*uɣuと*ügeの母音縮合〉提供了一個進一
步的思路：
第一，由現代蒙古語方言進行推測，並以其（1982）所論「第 1 音節の母音 i が保存された
形が對应している」的結果，檢討過去幾位德、俄學者的說法，其中一例即以 A、B 兩規律說明
長元音的形成問題，如下：
A：「i の折れ」
：i → o∕╴ Cō
B：
「脫‧円唇化」：ō→ɑ̄∕第 2 音節以降で
第二，則為：
ō
*uɣɑ → ō
ɑ̄ （脫離元唇化）
但是，上述的兩種規律，並未將 13-14 世紀的漢字、八思巴蒙古語全都考慮進去，所以再加
入這幾項資料之後，提出母音縮合為長元音的四例：
* uɣɑ → ɑ̄
* oɣɑ → ō
* üge → ē
* öge → ȫ
根據《河北方言概況》所述入聲字的兩套母音「a、ia、ua、üa（或 aʔ、iaʔ、uaʔ、üa ʔ）e、
ie、ue、üe（或 eʔ、ieʔ、ueʔ、üeʔ）」
，我們可以設想受到蒙古語影響的明代北京地區，其入聲韻
可能的長母音形式為* ēʔ，其演變方向可以如下：
eʔ/ e
* ēʔ
aʔ/ a
這個構擬，對於思考入聲韻曾經經歷長元音階段，以至於在明代、現代漢語方言呈現元音「高
低」和「前後」的邏輯順序，或許都可以獲得語料以及理論上的雙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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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ʔ1

{＋ consonant}

I

ʔ2

{＋ pre-glottalized}

（I：initial）

針對【圖 34】屬於音節聲母位置的「ʔ 2」先喉塞音，游汝杰（1984：358）
提出兩個觀點，一，其為「縮氣音」
，而與「吸氣音」
（click）是有別的。二，屬
於吳語的金山方言，「較強一級的縮氣音，跟越南語、壯語和浙南漢語方言、海
南漢語方言的縮氣音是完全可以類比的」。第一個觀點我們是認同的，但是，第
一個觀點顯得略微「主觀」，「完全可以類比」則是模糊的結論，換言之，「ʔ 2」
在漢語東南方言分布區域的語音實驗，或許皆有同步進行的必要性。目前吳語方
面的研究顯得較有系統性，我們或可以整合三位先生的想法，以進一步討論可能
存在的問題：
第一，張惠英（1979：284）發現崇明方言陽調變陰調時，帶濁流的聲母以
及前清後濁的聲母，會演變成緊喉聲母：

A [ɦm
B [fv

ɦn
sz

ɦÑ ɦŋ
ɕʑ

ɦl

hɦ]→[ʔʋ

ɦ]→[ ʔm
ʔz ʔl

ʔn

ʔÑ ʔŋ

ʔl

ʔ]

ʔ]

第二，曹劍芳（1987：106）以實驗語音學的角度，指出吳語「清濁」與「帶
音不帶音」的概念範疇，並指出[ɦ]「是元音的一種形容性，而不是一個元音前
的聲母」
，同於李榮（1986）所言「元音發音時的一種同部位摩擦」
。換言之，李
曹兩先生，否定了張先生所提的[ɦ]為聲母的說法。
第三，王士元（1995）檢證石鋒（1983）、曹劍芳（1987）的結論，並提出
四點看法：
一，以除阻之後，聲帶開始振動的的相對時間關係，亦即濁音起始的聲學特
徵，描寫塞音，並不能解決塞音分類的所有問題。
二，塞音的類別與喉部肌肉的鬆緊有所關聯。
三，吳語濁塞音、不送氣清塞音的區別在於：清塞音的閉塞時間平均值長於
濁塞音，濁音起始時間皆為正值。
四，「清音濁流」的看法並不確切，聽感上「濁」的可能情況，一者與後接
元音聲調較低有關。二者，後接元音的共振峰與緊音聲母的後接元音有所差別。
現在的問題是，目前吳語的聲學分析是否全然適用於越南語、壯語和浙南漢
語方言、海南漢語方言縮氣音的形成問題？恐怕尚未能獲得立即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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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若回到前文海南島「ʔ＋v＋ʔ」結構的九個例證，我們發現，九個例字的
中古來源皆為中古上聲字（位於一等或三等）
，如果認為韻尾位置的「ʔ」代表「入
聲徵性」
，則可能必須再提出何以與「ʔ」與中古上聲字能夠聯繫？其音變規則為
何？兩個問題，反之，則需區別「ʔ」的不同類型問題。換言之，海南島韻尾位
置的喉塞音和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ʔ」塞音韻尾，當分為兩個類型，請
看【圖 35】：
【圖 35】閩方言 ʔ 韻尾的兩種類型
E ʔ1

{入聲徵性}

E ʔ2

{非入聲性質}

（E：Ending）

以閩方言島嶼區域而言，唇音、舌音都有一個共同的語音層次，其發音方法
為「清擦音」[ɸ]（雙唇）
、[h]（喉）
，亦為對當的音位，同為喉部清音的則為[ʔ]，
如果說吳語[ɦ]是發音時一種「同部位摩擦」，我們認為，[ʔ]在閩方言島嶼區域、
鄰海區域，其「塞音」的強度可能弱化而接近於喉部的清擦音[h]，
（至於[ɦ]→[h]
當是歷經漢語南方方言「濁音清化」而來）請看【圖 36】：

【圖 36】澎湖群島[ʔ]、[h]韻尾部位設想圖

A

B

*ʔ-

（*p-）□

*h-

*ɸ-

□代表塞音聲母*p-的空位，A、B 代表兩種類型，可是，當 A 階段→B 階段
進行，便產生這個共存的過渡階段。具體言之，[ɸ]雙唇清擦音的形成階段當是
同步的。
一，從發音學的立場看來，ɸ-屬於雙唇清擦音，-ʔ 屬於喉清塞音。若以澎湖
群島、東山島、海南島三島的聲母系統相較，會發現三個島嶼，皆存在與-ʔ 同部
位，與 ɸ-同發音方法的喉清擦音 h-聲母。
二，ɸ-、ʔ-、h-的三角關係若能確立，可以設想在某個時期在澎湖群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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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島的音韻底層[-ʔ]、[h-]，是呈現「互補分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
情況。亦即澎湖群島古清唇音聲母，可能存在雙唇與喉部清擦音，一前一後，平
行結構的時期 446 。
然而，【圖 36】的重點可能在於非入聲「ʔ」韻尾，我們認為，這個非入聲
的「ʔ 韻尾」，很可能為[h]的變體，為什麼？我們先以Ⅰ、Ⅱ假設作一個推想，
請先思考Ⅰ、Ⅱ的設想圖：

I
A
B

內陸區域

C

鄰海區域

島嶼區域
II
內陸區域
A
B 鄰海區域

C 島嶼

A 為閩方言內陸區域，B 為閩方言鄰海區域，C 為閩方言島嶼區域。I 所代
表的是「北人南下」所帶動的區域推移設想，Ⅱ所代表的是有唐以來，閩東地區
作為文化中心，從而向閩方言內陸以及島嶼區域推移。I、II 兩種設想所考量的
是移民史的進程問題。進一步而言，I、II 所代表的即是方言地理學所言的「文
化中心」的設想，顯示「內陸→鄰海→島嶼」的區域推移，具體的語例可以如【表
105】所示，請看：

【表 105】閩方言區域唇音、喉音地理推移設想圖

446

需要補充的是，與澎湖群島輕唇音聲母具有相同演變類型的萬寧、澄邁兩個方言，是否能符
合這個詮釋方案？可能有了進一步研究的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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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內陸區域
ß

v

ß

ɦ

B 鄰海區域
p

h

x

h
C 島嶼區域
P

ɸ

h
【表 105】A 代表著閩方言內陸地區唇音、喉擦音聲母間的對當形式，B 代
表著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南部區域唇音聲母間的對當，C 則是以海南島為例的
島嶼聲母類型。
【表 105】A、B 設想，可以目前閩方言文獻語料獲得佐證（請參
看第三章），閩方言島嶼區域雖無文獻語料，但以目前學者們的調查成果而言，
海南島重唇音、輕唇音和喉擦音「三角對當」
（triangle correspondence）的結構大
抵是無疑義的。而這種聲母的地理推移過程，在閩方言鄰海區域則是重唇、喉擦
音「兩項對立」（binary opposition）的區域類型。

三、澎湖群島閩方言舌音、牙音聲母類型的分布區域

至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舌音、牙音類型的分布，則可如【表 106】所示，請看：

【表 106】閩方言區域舌音、喉音地理推移設想圖

A 內陸區域
t

h
B 鄰海區域
t

h

C 島嶼區域
t

h

【表 106】是以澎湖群島閩方言以及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晉江、同安、漳州、
漳浦的特字「大」
（t/h）的聲母現象（請參看【圖 32】）
，所提出假設，亦即原先
舌音：喉音為 t：h 的對當結構，越向鄰海區域推移，發音部位越趨向喉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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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 h-的聲母類型。
根據第三章對於閩方言島嶼、鄰海和內陸區域聲母類型的分析，我們重新整
理為【圖 37】，請看：

【圖 37】閩方言唇音、牙音、齒音、舌音、喉音部位設想圖

唇音

□

*ɸ

牙音

齒音

g（ŋ）

h-

舌音 447

喉音

t

tʰ

ʔ1 ʔ2

A

T

x

（ɦ）h

B

為了讓【圖 37】的語音（音韻）問題，能夠有更為具體的論述，我們改由
由喉音、舌音、牙音的序列分別說明之：
第一，喉音聲母部位「ʔ1

ʔ2」的區別見於海南島，「ʔ2」的音韻徵性或與

吳語、壯語、湘語等有所聯繫（但是以閩方言內部規則最為重要）。
第二，舌音在閩方言內陸區域[tʰ：x]以及鄰海區域[t：h]的對當關係，可能
顯示「軟顎」、「喉部」在閩方言族群的使用頻率為高，果若如此，[ʔ]、[h]互為
變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或可再引用鮑懷翹、周植志（1990：69-70）對於
佤語濁送氣聲學分析的結論，徵引於次：

佤語中有一個喉擦音⁄h⁄，周植志、顏其香認為作音節首輔音時實際音值
為[ɦ]，在濁輔音後面的⁄h⁄，實際音值也相當於[ɦ]。……從波形上看，頭
100 毫秒成半波狀，從窄帶上測量基頻，頭 100 毫秒的 Fo=160Hz，後隨
元音的 Fo=196Hz，從功率譜上看，頭 100 毫秒的諧波幅值是 Lf1>Lf2。
以上的聲學分析完全證實了作為音節首位的⁄h⁄實際上與濁塞（塞擦）音
中濁送氣段的性質相同。

澎湖群島閩方言雖無[ɦ]的濁擦音，但是，卻有與[ɦ]同部位的兩個清擦音[h]、
447

舌音部份，西嶼鄉竹灣村仍有一個例子，即是將龍眼呼為[ŋĩ ŋĩ]，顯示端系字由t→ŋ的
發展趨勢，是隱約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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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塞音[ʔ]，以佤語所分布的雲南省，與吳語的江蘇省作一可能的推敲，漢語南方
方言在歷史是否經歷過由「聲母」（⁄h⁄、[ɦ]）→「韻尾」（[ʔ]、*[h]）推移的過
程？恐怕有賴於大量的聲學實驗與調查報告，持續論證之。
第三，牙音的類型，以澎湖群島、海南島內部區域言之，或可為閩方言內陸
區域與鄰海區域的疊置。但是，澎湖群島閩方言目前所能掌握的語料並不足夠，
嚴格言之，目前將這幾個變體類型視之為「特字」，或許是比較妥適的作法。
第四，澎湖群島[ɸ]聲母存在的可能性，在於 B 類型的對當性質。以【圖 37】
而言，澎湖群島唇音、牙音與閩方言各區域今讀形式對當，至於齒、牙、喉音則
有個別討論的必要性。

四、澎湖群島閩方言齒音、半舌音和半齒音類型的分布區域

在進入澎湖群島齒音、半齒音的討論之前，我們有必要釐清一組觀念，條例
如次：

（A）「區域方言音韻規則」＞「通語音韻規則」。
（B）「閩方言區域內部音韻規則」＞「鄰接區域方言音韻規則」。
（C）「漢語方言區域內部音韻運作規則」＞「少數民族語言音韻規則」。

（A）、（B）兩個條例的「＞」表示「作用力大於另一方之意」，這兩個條例
的意義在於：區域文化內部的運作機制，帶動語言的發展。
（C）所討論的範圍，
已非本文所能涵蓋，此處所要強調的是，我們前引非閩方言的聲學實驗，用以解
釋閩方言音韻現象的可行性是有限制的。換言之，解釋閩方言內部音韻現象，仍
以其內部線索為基準。
次者，研究漢語語言問題，或許應當更為重視「區域文化意識」的傳統 448 。
至於認識這三個條例，有何種重要性？我們或許可以閩東方言區域「ɬ」為例，
提出一個可能的思路，為什麼？「ɬ」是否為百越語的殘存？以我們的思路言之，
恐怕推之甚遠，無法實證之。為什麼？
觀察「ɬ」在莆田的語例，與其在閩語鄰海北部區域方言點的表現，「ɬ」形
式多與發音部位相同的清擦音「s」對當。以方言地理學的思維而言，區域地理
448

請注意這兩個條例，在後文解釋閩方言與客贛方言相近韻母結構類型時，我們仍會運用這兩
個條例作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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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作整體觀察，一個直接的問題在於：何以閩東區（本文所謂閩語鄰海北部區
域）僅有莆田、仙游保存「ɬ」聲母？進一步言之，若認為這種聲母的形成是「語
言接觸」（方言接觸）而非「百越語底層」 449 ，或許比較容易解釋這個問題，因
為解釋為「底層」
，必須說明何以這個「底層」未擴散到相同區域內部的「底層」，
獨為「莆田」領域之內？從前文藉由閩方言唇音、舌音區域推移的發聲原理：
「向
後推移」所形成的「後位優勢」反思「ɬ」聲母的形成問題，或即為「s」聲母「後
化」所致。儘管這個問題非本文論題所能深論，但是，閩方言聲母地理推移而呈
顯「後化」（backward）的情況是隱然成型的。
若再以閩方言區域中古齒音和半舌齒的今讀形式進行比較，以【圖 38】言
之，請看：

【圖 38】閩方言島嶼、鄰海和內陸區域中古齒音、半舌齒音的今讀形式

齒音

半舌音

t-

l-

T-

h-

半齒音

整合第三章以及前文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類型的相關論述，可以【圖 39】
整理之：

【圖 39】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的音讀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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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來學者於閩北方言聲母問題的相關論述，約略有三：其一，來母s-是否來源於上古CL型（梅
祖麟 羅杰瑞 1971），其二，是與侗台語屬於「同源現象」（李如龍 1983）。其三，是由發音
學理「響音」（sonorants）和「持續音」（continuants）提出通攝性的解釋（張光宇 1989b）。
前兩者的看法，在文獻語料、歷史史料雙重缺乏下，單純依靠音韻形式說明其中可能已簡化歷史
發展的步驟，很可能無法獲得「實證」。後一者的看法，從發音學的語音性質，提出新的說解，
則是啟發我們持續思考海南島「ʔ＋v＋ʔ」結構類型問題。
葉寶奎（2002：291-295）曾試圖藉由百越語和閩越語當中，尋求解釋莆仙方言邊擦音[ɬ]的
存在問題，問題在於，漢語、非漢語形式的對應，能否作為主要的證據？恐怕還需進一步的論證。
請參看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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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音」部分，今讀形式為舌尖面塞擦音的區域為湖西鄉龍門村，閩方言內
陸區域方言點（永安、三元、沙縣）則具有中古條件相同的語例。「喉音」部分，
（ɦ-）h，清濁的區別，若與[ʔ]的類型差異、音節位置整合思考，或可解釋「濁
音清化」，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轉為促使「喉頭部位」較為「緊張」的發
音方式。進一步的說法是，聲母音位「後化」（backward）的趨勢，可以是澎湖
群島與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的共同方向。嚴格而言，我們認為澎湖群島閩
方言喉部擦音「h：ʔ」具有「平衡關係」（counterbalance）
。（第三章第一節）

第三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韻母類型的分布

澎湖群島閩方言韻母類型的分布，含括兩個層面的思路：
一，閩方言音韻類型結構的「連續體」的形成，主要以閩方言內部文化發展
的連續性為基礎。
二，解釋連續體發展演變的「內在機制」，需要考量區域內部文獻語料的具
體內容。
以澎湖群島湖西鄉二十二村普遍存在的˗io韻母而言（第三章第二節），其中
古來源條件皆為遇攝字組，初步分析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和南部區域的文獻語
料，
《建州八音》茄字母韻內，呈現兩種類型451：一種是與《戚林八音》橋字母
450

中古日母字，亦有某個層次讀為喉部的清擦音聲母-h（根據張光宇（1986）先生的說法，明、
疑、泥、日白讀為-h，是閩南方言白讀層的共同特徵。），換言之，這個現象的產生，恐怕不是
偶然成之，其背後當有發音學理以供解釋，進一步而言，不同發音部位與方法的聲母，何以在澎
湖群島呈現出，同以喉清擦音-h為聲母的層次？
451
至於以「層次」解釋閩方言的年代層次問題，或可以Norman（1979）為代表，其言：
The Amoy dialect has a great abundance of etymological doublets and even triplets. For example, in the
Qieyun rime xi 昔, some words have double , triple, and even quadruple readings. It is my belief these
variants are due to chronological stratification. In this rime, words of the oldest layer end in [-ioʔ]；the
second, somewhat more recent layer contains words ending in [-iaʔ]；finally the most recent layer
contains words ending in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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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彙音妙悟》和《八音定訣全集》燒韻相同的流攝、效攝來源，一種是與澎
湖群島相同的中古遇攝來源。這個現象顯示兩種意義：
一，閩方言內陸區域向島嶼區域推移的歷史痕跡：
澎湖群島˗io韻母的音讀形式 452 ，不僅讓我們重新思考「移民與方言形成」
的歷史課題，更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閩方言「文獻語料」當視之以「整體」
（wholeness）。今日對於文獻語料音韻系統的描寫，主要是受到高本漢的啟發，
藉由現代方言的語言形式，建立起與文獻對當的可能性，以期尋求構擬的基礎
453

。換言之，
「音類」與「形式」兩個概念 454 ，實則貫串了「文獻語料」與「現

代方言」。現代方言的資料，自高本漢以來已然累積為數更為龐大的數量，今後
亦將不斷增累，然而，文獻語料的數目是已然確定的，嚴謹的說法當是，擺置於

In two cases a character has preserved all three readings：the best example is the character 石
which is pronounced [ʦioʔ] as a free colloquial word meaning ‘stone’； in several expressions it is read
[siaʔ]：石硯[siaʔ hĩ] ‘stone inkslab’.In literary contexts it is read [sik]. The character 席 furnishes
another, although somewhat less apt example：in the meaning ‘mat’ it is pronounced [ʦhioʔ]－席仔
[ʦhioʔ a] ‘straw mat’藤席[tin ʦhioʔ] ‘rattan mat’.
452
現代方言的語音形式，透過「橫組合」的操作，找到共同的「類型」
，以共時平面的觀點言之，
「類型」的概念，與《切韻》
「音類」相同的「類」概念，是相當接近的，差別在於《切韻》
「音
類」是「縱聚合」的展現。可是，這裡需要細分的是，
「縱聚合」當是「不同時代橫組合」的具
現文獻語料何以與某種現代方言有所聯繫？若以音節結構而言，聲母、韻母和聲調三者皆不可
缺。其中一項條件無法滿足，其與某種方言的親屬關係，恐怕即有問題。為什麼？近代漢語文獻
語料，是在近代移民歷史過程之下的產物，「方言接觸」應當具有主導的力量。既是如此，無可
避免某種方言當中，雜有其他方言的成份。
但是，由現代方言的形式比較，建立一個可能的邏輯起點，然後透過已受限定的文獻語料內
容，說明兩者間的關係，如此簡潔的步驟，是否能夠貼切回答近代漢語文獻語料與現代方言之間
的聯繫性？
453
自從王力《漢語語音史》的思路建立以來，
「音韻邏輯」的概念，逐漸深入研究者的思路當中 ，
目前文獻語料的研究，多數採取的研究步驟都是「大規模」研究方式，所謂「大規模」指的是「大
量語料」在同一篇文章、同一部書處理，而非採取一部一部細緻分析的路線。因而，目前文獻語
料的推論過程，應當有繼續深入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文獻語料「作者個人的論述」，應當獲
得重視，許多語料固然無作者的說明，但是，
「纂作者所提供的語音訊息」
，需要先行思考，情況
同如今日方言調查報告，當中屬於「調查者個別的觀察記錄」
。文獻語料的研究，容易忽略「單
一語料的不同版本」
，我們可以舉個實例以利於說明，明代北京音系的相關研究研究，萬曆年間
徐孝所纂作《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幾近是所有研究者「必定參考」的重要文獻。問題在於這
部文獻有三種版本，三種版本各有不同的內容，如何將所有內容納入一個系統研究？是必須有所
自覺的問題，簡而言之，即是「閱讀原始文獻語料」的工作，需要具體落實。隨著語言學理論汲
取其他學科概念，以至於詮釋模式的系統性需求。理性地補闕王先生研究問題的學者，大多站在
現代方言的語言現象，批判性的繼承文獻語料（徐通鏘 1991）。
454
其實，今日漢語方言的調查記錄，能夠建立起「對話」的管道，以《切韻》
「音類」作為「基
本單位」的處理方式，幾近是研究者共同的思路取向。從共時的角度看來，許多的音位變體，很
可能屬於個人語言行為，透過《切韻》音類的整理，一方面可與文獻語料找到對應關係，建立起
區域性的歷史音變類型，另一方面，調查的實錄，音韻現象的背後成因，亦建立起表述的窗口。
張琨（1989）先生提出一個發人深省的觀念：閩方言是漢語方言的一支，雖然表面上看來有許多
特殊的現象，與《切韻》有許多出入的地方，可是要懂得音韻層次有時間空間的不同，就可以明
白為什麼從《切韻》出發，要解釋閩方言中的許多音韻現象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請參看張琨
（1989）〈再論比較閩方言〉，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0 本第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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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上的文獻語料，透過空間軸上方言的地理分布，方有具體的形式符號作為
詮釋的基礎 。
二，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的雙向擴散：
「長江」為漢語南北方言自然界域，第二章第一節亦言及趙蔭棠先生將韻書
分為南北之別。以金

韓孝彥、韓道昭《篇海類篇》一書，在明清時期韻書作者

音韻認知（phonological cognition）的影響為本，北至明萬曆徐孝《合併字學集
篇》455，南至清乾隆年間《戚林八音》
，在文字、音韻學的思維皆有相近的思路。
有清以來閩中地區，或亦音韻鋒出（李如龍 2001）
，然此間所反映的是清代方言
學者對於「地理區域」與「言語差異」的思考，而這條思路，則是明代以來韻書、
韻圖抑或字書纂作者的主線。順乎此，有清一代專研於文獻材料的「古音學者」，
以形聲字聲旁、形旁，各表音、義的區別，進而推展《詩經》
「韻部」的侷限性 456 。
則又突顯出現代語言學當中，
「語言地理學」
、
「比較語言學」的兩個學科之別 457 ，
在明清時期似乎已有線索可尋之 458 。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韻母與閩語區韻母的分布問題

回顧歷來學者對於「v＋ʔ」、「ṽ」兩種結構的認識與分析：
一，Norman（1991）曾經述及Proto-Min何以構擬兩套鼻音聲母的問題 459 ，
我們將其語例轉錄於次，請看：

【表 107】原始閩方言兩套鼻音聲母（Norman 1991）

455

請參看呂昭明（2002a.b.）
請參看Norman（1988）
《Chinese》，p.42-48。
457
請參看本文第一章的相關討論
458
但是若將比較語言學和方言地理學視之為「時間」、
「空間」單純的差異，恐怕亦無法符合兩
個學科的內涵思想。
459
媒
明
耳
肉
瓦
魚
文
buĩ
biŋ
ʣni
ʣiɔk
gua
gu
白
hmˌ
hã
hi
hik
hia
hu
這些材料的徵引主要是黃先生用來解釋，明、泥、疑三母在白讀層同為 h-，很容易為解釋
其分化，而將之推為上古[hm-、hn-、hŋ-]的形式設想。其結論則是從發音學的角度，說明 m、n、
ŋ 聲母發音前，可能會先發出 h-，然而這與語音構擬是兩回事。至於我們的解釋，主要是藉由澎
湖群島閩方言聲母的結構格局，而進行推估。
可是第三點的設想，能否找到現代閩方言的材料證據？黃典誠（1986）先生所提供的幾則資
料，有利於問題的說明〈中古鼻音聲母在閩音的反映〉
，《廈門大學學報》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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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福安

福州

廈門

潮州

鵝

*ŋ

ŋe

ŋie

giɑ

go

蟻

*ŋh

ŋe

ŋie

hiɑ

hiɑ

毋

*m

mɔ

mo

bo

bo

毛

*mh

mɔ

mo

mŋ

mõ

（PM：Proto-Min）

「* ŋh、* mh」的別出，一方面與原始客語聲調的對應規律有關，另一方面，
可以解釋「ṽ」的結構，但是，Norman 的思路很可能是不完整的，主要的理由即
在於所關注的閩方言內部鼻音結構的分布區域，僅圍繞在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
我們認為果若考量到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的差異，便必須先行解釋區域內部音
韻行為的運作機制，而非先設定源頭，再行解釋源頭的所有發展路線。在定性研
究的限制下，每個研究者無法掌握所有的方言材料，方言材料亦會逐時而增，可
是，區域徵性會呈現相對的穩固性，這一點恐怕亦是不容忽視的。
二，岩田礼（1992）先生針對陳淵泉先生（1973）理論設想，進一步透過語
音實驗提出【表 108】的發展，如次：

【表 108】入聲、鼻音韻尾歷史演變圖 2（岩田 1992）

Ⅰ

pʔ

tʔ

kʔ

Ⅰ

m

n

ŋ

Ⅱ

vʔ

Ⅱ

ṽ

Ⅲ

v

Ⅲ

v

關於【表 108】的發展路徑，是有意思的，在後續的討論當中，我們將以方
言地理學的基本思路，說明閩方言內部入聲、鼻音尾推移的起點、終點以及過程
的發展。倒是形成【表 108】的結論的有一個細節問題，初步觀察岩田先生的實
驗取材，給予我們的啟發在於發音人的區域代表性為何？揀選年輕人具有代表
性？這兩個問題本文無法論述，但是必須藉此說明，研究者在調查、實驗的取材
層面，需要「實地踏查」，擇取某個發音人代表某個區域的研究法，是早年無法
到中國內陸各方言區域調查的「不得不然」的作法，從某種程度給予研究者諸多
的便利性。但是在今日來往交通無任何限制的情況之下，「實地到該區域訪查」
方有機會找到該區域母語使用者純粹的土腔，其研究成果的相對可信度方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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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因為，方言研究不等同於「個別發音人」的研究，方言音韻、詞彙、語
法的內涵意義，則與該區域文化史無法割離，這是我們有所體認的。
歸納閩方言內部音節結構並設想三種類型，請看【圖 40】：
【圖 40】福建鄰海及島嶼區域 ṽ＋ ʔ、v＋ʔ、ʔ＋v＋ʔ 三種音節結構類型

（1）

ʔ＋v＋ʔ

（2）

v＋ʔ

（3）

ṽ＋ ʔ

（1）類型，
「ʔ＋v＋ʔ」雙重阻塞的情況是存在的 460，海南島方言形式可以視
之為設想的實證。
（2）類型為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所獨具。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
與澎湖群島「鼻化韻＋喉塞音」結構，屬於（3）類型。但是，這是表層結構所
給予我們可能的推論空間。要全然解釋這三種音節結構類型的實質意涵，則必須
要考量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鄰海南部三個區域的「區域內部機制」，進而思
考內陸、鄰海區域在閩方言區域文化史過程，所扮演的文化中心的樞紐的移轉。
具體而言，如果考量到閩方言鄰海、島嶼區域「ṽ＋ʔ」的音節結構，便會發現
Norman或是岩田先生的設想，皆有繼續前進的必要性，「ṽ」的產生，是否全然
由鼻音韻尾消失造成，或是鼻音性質輔音向後擴展而來（李壬癸 1992）？「ʔ」
與元音鼻化有無關聯？類近於如此詮釋路徑的學說，呈現出「重新檢證」的必要
性。因為，閩方言音韻發展的內部機制應當是整體性的，對於音節結構類型的解
釋，必然需朝向普遍性的廣度進行，而非僅由深度層面說明閩南、閩北、閩東個
別的方言問題。
在這一個章節當中，我們想要提出的問題是：
一，《建州八音》人田園販四字母韻、《戚林八音》賓燈兩字母韻，其viŋ音
節結構的中古來源為何？閩方言內陸區域石陂、政和、崇安、南平、明溪和三明，
與鄰海北部區域霞浦、屏南、閩侯和福鼎aiŋ、eiŋ的關係為何？ 461

460

請參看梁猷剛（1964）
福州話的韻母今讀形式與聲調有密切聯繫，讀為陰平、陽平、上聲和陽入，是一套音值，讀
為陰去、陽去和陰入時，是另一套音值（陳澤平 1984）〈福州話的韻母結構及其演變模式〉
，
《語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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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ʔ」音節結構的形成機制 462 ，與「viŋ」的聯繫基礎為何？
三，第三章漢語南方方言「v＋off-glide＋c」的音節結構的設想，對於解釋
「ṽʔ」的結構的形成有著什麼樣的意義？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韻母與閩語區域 v（i）ŋ、ṽ、vŋ 韻母的分布
閩方言內陸區域，具有 viŋ 音節結構的區域包含石陂、政和、崇安、南平、
明溪、三明、沙縣、建寧，至於蒲城、泰寧、將樂目前的語料似乎尚未發現類似
結構單位，以理論層面推測，泰寧、建寧和將樂三個區域與客贛方言接觸頻繁，
可視為重要線索。為什麼？客贛方言對等的音節結構「v（i）t」的韻尾 t，與閩
方言內陸區域「v（i）ŋ」的 ŋ 韻尾，前後力量均衡的結果，抵消了 off-glide「i」
的作用，因而建寧、將樂僅有「aŋ」而無「aiŋ」（建寧、將樂 aŋ 結構的形成機
制，與海南島 aŋ 結構亦有區別，詳後文）。
現在的問題是，為什麼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區域韻母呈
現viŋ：ṽ的對當結構 463 ？為什麼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鄰海南部區域ṽ結構形式來源
大抵一致？以前文的思路為起點，閩方言內部的音韻連續體的形成，或許是回答
這兩個問題的關鍵：
言學論叢》第 13 輯。
462
閩方言鄰海區域的廣東海豐方言今讀形式徵引如次：ɑ̃ʔ õʔ ẽʔ ĩʔ ãũʔ ĩũʔ ĩãũʔ ũẽʔ從
這八個「ṽ＋ʔ」的結構看來，我們首先需要問題是：「ṽ＋ʔ」結構，是否可以作閩方言鄰海區域
與島嶼區域，具有共同的音韻類型？請參考楊必勝（1996）等箸《廣東海豐方言研究》，大陸，
語文出版社。
463
關於澎湖群島「ṽ」、「ṽ＋ʔ」、「vʔ」結構以及相關的音韻問題，或可分成四點說明之：
第一，澎湖群島中古一等韻「ṽ」的結構，是不是[ŋ]失落，進一步產生的音變？觀察鄰海區
域的霞浦通攝開口一等[aiŋ]的形式，石陂臻攝一等為[eiŋ]（臻攝合口三等亦有 eiŋ 形式的分布），
內陸區域永安通攝一等為[ãɯ]，如果說閩方言內陸區域石陂方言[aiŋ]形式，主要在中古曾攝一
等、梗攝二四等、山攝一二三四等、咸攝一二四等、深攝三等（黃金文 2000），霞浦於通攝的
條件，顯然採取不同的演變途徑。
第二，澎湖群島二等韻江攝開口 ĩũʔ 韻的形式，汕頭、揭陽和潮陽分別為 iõ、iẽ。閩方言鄰
海區域三鄉假攝二等 ai 韻，「i」韻尾，是否屬於增加音節時長「補償」而增生？
第三，澎湖群島三等韻「v＋ʔ」的結構，[iʔ]的調值或為短促的高調 5（潮州、揭陽同），
或為高降調 53、低降調 31 以及平調 33（ɛʔ韻皆為高短促調 5，ioʔ韻為高降調 54、53，海南島
文昌方言則為高平調 55、中平調 33），[iʔ]在汕頭、海豐一帶亦為短促的高調 5、高降調 53，至
於 aʔ韻，澎湖群島或為短促高調 5、4，或為高平調 55、高降調 53，汕頭、海豐則為短促高調 5。
ueʔ韻，在閩方言島嶼區域為中平調 33 以及低平調 22，在鄰海區域汕頭、海豐、潮州、揭陽則
為高促調 5。eʔ韻在潮州、揭陽為低短調 2，海豐為高短調 5。
「ṽ」結構則有iã、ĩ兩種形式。閩方言內陸區域三明ã韻為高降調 41、553。鄰海區域汕
頭ã韻為中平調 33
第四，澎湖群島四等韻與一、二等韻「ṽ」音節的區別在於：ĩ韻有升調 35、平調 33、55，
其中高平調 55 的形式亦可見於閩方言鄰海區域汕頭、海豐和揭陽。汕頭、海豐、潮州、揭陽eʔ
韻皆為短調 2（潮州、揭陽oiʔ韻亦為低短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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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ŋ、ṽ的音韻連續體，以中古條件而言，皆是屬於具備陽聲韻尾-m、-n、
-ŋ 的韻攝。從閩方言空間分布而言，viŋ 僅出現於閩方言內陸區域和鄰海北部區
域，ṽ僅出現於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和島嶼區域。具體言之，以中古條件作為詮
釋的基礎，很可能無法完全解說閩方言區域內部鼻化、不鼻化分野的可能因素。
是以，嘗試以方言地理學的觀念與方法，我們的解釋可分為三點：
第一，方言文化中心說：方言地理學著重空間之外，並重視非語言本身的證
據，含括文化層面的面向（第一章第二節）。閩方言「文化中心」的理解，可以
「北人南下」的移民史觀作為初步的認識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之上，考量閩方言
內部文化的發展，具體的說，「北人南下」所帶來的閩語相對時間為早，唐代、
明清時期，則又分別以閩東、閩南區域為文化中心區域，其相對時間雖晚，viŋ、
ṽ的音韻連續體，正代表著閩方言區域文化的連續性。換言之，閩北、閩東 viŋ
的韻母結構，是兩個區域歷史接觸所形成的，ṽ韻母則是閩南區域以及漳泉移民
擴散所帶來的影響。
第二，如何解釋中古遇攝在澎湖群島閩方言讀為-io形式？是許多學者所曾
關注的課題 464 。檢視-io韻母在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長泰、漳州）等區域的中
古條件，皆為效攝、流攝字，全然無有遇攝字的情況，顯示這個韻母音讀的來源，
恐怕不是透過漳泉及其次方言，可以獲得完整的解釋 465。經由比較，我們發現在
閩方言內部區域，僅有石陂方言-io韻母屬於中古遇攝一等（轄字不多，卻彌足
珍貴）。這個證據，讓我們對於viŋ、ṽ結構的地理推移很可能是成立的設想，找
到論證的基礎。
第三，以海南島ʔvʔ的音韻結構言之，ʔ-、-ʔ所處的前後位置，造成整個音節
「低化」
，因而面對viŋ的韻母結構，屬於off-glide的[-i]便失落形成vŋ結構 466。形
成這種結構連續體的思路，主要還是以轄字的中古條件為基礎，可以見得《切韻》
音類仍是方言研究重要的結構單位。
我們或可作個小結，何以閩北區域和海南島並無鼻化音節？理由即在於前者
採取「高化」策略，後者則施行「低化」的發聲行為。ṽ結構僅出現在採取「後
化」的閩方言鄰海區域、島嶼區域。「後化」致使-m、-n、-ŋ等陽聲韻尾失落，

464

關於學者們的說法，請參看陳昭蓉先生（2003）。
果若要由語音演變的角度說明-io是由-ou、eu變讀而來，需要由閩南方言內部找到「平行」的
證據，最重要的是，文獻語料有無證據？果若文獻語料的證據指向，與方言調查結果扣合，研究
者又無法提供有利的實驗語音學證明，則強作解人恐有失研究精神。
466
東山島雖採取相同的音韻行為，但是形成因素恐怕與海南島不同，尚待深究。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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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能夠向左移位 467 。

三、澎湖群島閩方言「ṽ」（ṽʔ）音節結構的地理分布
檢視澎湖群島一、二、三等韻「v＋ʔ」、「ṽʔ」結構，四等韻雖僅有「ṽ」
的結構（閩方言島嶼、鄰海區域中古四等韻仍分布「v＋ʔ」的結構，或許與我們
目前調查語料尚不足夠有所關聯），然而，如何分析「ṽ」音節結構的形成過程？
轉而成為必須面對的課題，就其分布的地理區域言之，閩方言內陸區域並未有此
現象，然從內陸：鄰海、島嶼的對比性而言，「ṽʔ」音節結構顯示內陸→鄰海→
島嶼的推移進程，為什麼？

（一）海南島「ʔ＋v」、「v＋ʔ」形成的設想

首先回顧前文的論述過程當中，我們曾經設想「ʔ」喉塞音，在海南島音節
結構四種類型的可能性 468 ：

I

ʔ1

{＋ consonant}

I

ʔ2

{＋ pre-glottalized}

E ʔ1

{入聲徵性}

E ʔ2

{非入聲性質}

（I：initial）

（E：Ending）

前兩者是聲母層次，後兩者是韻尾層次。果若前文所言「h、ʔ」輔音是漢語
南方方言歷史演變過程當中，由雲南、江蘇向南推移，其地理區域的推移，所反
映的正是音節結構「聲母」向「韻尾」的「區域推移」，這或許是造成音節「鬆
緊」的一個關鍵問題，不可不辯。

（二）澎湖群島「ṽ」（ṽʔ）韻母結構的形成與設想
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島嶼、鄰海區域，
「鼻化韻＋喉塞音」的音節結構：
「ṽʔ」，

467

誠然這當中還牽涉到b-、d-、g-聲母問題。
「ʔ」在閩方言鄰海區域雖多為「入聲徵性」，在海南島則可與「入聲」、
「去聲」調類，換言
之，我們區分出E ʔ1、E ʔ2 的理據在於此。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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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該作何解釋？其音理變化為何？有兩種詮釋策略，先行思考第一種：
一，首先以其中古條件而言，「ṽʔ」屬於中古梗攝、遇攝，若以梗攝言之，
可以看出閩方言內陸區域複合元音「-vv-」→鄰海區域「-v-」單元音的現象，可
是，這種說法無法成立，因為「複合元音」的音節結構不符合漢語音節單位。換
言之，應視為「v＋i（off-glide）＋ŋ」
，
「ṽʔ」結構，需先分為「ṽ＋ʔ」以進一步
解釋。
二，一般而言，當研究者遭遇到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時，由於思索的範圍總
是環繞在時間層面，因此容易向時間軸的軸心推想，假設一個解釋的源頭。我們
可以稍做模擬，設想閩北、閩東方言存在複合元音的可能，可以壯語南丹話「單
元音複化」的現象為起點 469 ，請看：

馬山

河池

東蘭

南丹

luːk

luːk

luːk

luə

山谷

kuːk

－

kuːk

kuə

鋤頭

Tiːk

jiːk

jiːk

jəɯ

錫

jiːk

jiːk

ʔjɯːk

ʔjəɯ

餓

在壯語西部、北部的區域，高元音之後皆有不同程度的過渡音（覃曉航
2004），南丹附近馬山、河池、東蘭，韻母結構為「長元音＋舌面軟顎清塞音尾
-k」，而南丹地區則呈現，-k 失落「元音複化」的情況。
在閩方言內陸區域，建陽、石陂中古梗攝四等皆有 aiŋ 的結構，果若觀察閩
方言島嶼、鄰海區域，則兩個地區的音韻行為則有五種結構方式：v＋ʔ、ṽ、v
＋k、v＋ŋ、ṽv（
̃ 汕頭、海豐、潮州、揭陽），五種結構當中，有四種屬於 v＋c
的類型。換言之，閩方言內陸區域複元音[ai]的問題，移至鄰海、島嶼區域轉而
為單元音＋輔音韻尾，至於 ṽ、ṽv則
̃ 未接任何輔音、元音韻尾。然而，「ṽṽ」顯
示鼻化韻的形成，恐怕與「v＋（v 或是濁音性質的過渡音）」有所關聯。
次者，澎湖群島小稱詞尾問題，竹灣→後寮→龍門「元音推移」[a：a]→[a：
e]→[e：e] 的對當性，其中，竹灣村「i」元音的增生，形成「鼻化」
、「去鼻化」
兩個層次，此處的「i」是否是一種「補償性原則」？我們可以再思考石鋒（1990）
觀察貴州貴築布儂語以及廣州話，從而提出「主要元音和韻尾之間在時長上具有

469

引自覃曉航（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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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關係」，轉引於次：

例如貴州貴築布儂語：
1.paːŋ旁邊

maːi鰥寡

piaːŋ收拾

2.pɑ̆ŋ布

mɑ̆i 熱惱

pɑ̆u 輕

buaːŋ
duaŋ 簸箕

第一組中的 a 是長元音，第二組中的 a 是短元音，可是上例的實際發音為：
1.paːŋ̆

maːĭ

piaːŭ

2.pɑ̆ŋː

mɑ̆iː

pɑ̆uː

bŭaːŋ̆
dŭɑŋː

這樣，就一個韻母的主要元音的長短來說，它可以是長的，也可以是短的，
但就整個韻母的長短來說，長元音韻和短元音韻的長短大體上相等。……
漢語廣州話有與此相似的情況，如 taːi”大”和 tɑ̆i”弟＂，長元音 aː和短元音
ɑ̆長短明顯不相等，而整個音節的長度又需要一致。這就必然要求韻尾-i
改變時長，以調整整個音節的長度。

果若韻尾-i，誠如石先生所言具有「改變時長，調整音節長度的作用」，我
們認為閩方言內陸區域 aiŋ 韻向鄰海、島嶼區域進行擴散時，當有一個階段為
[aŋ]，亦即「i」為過渡音的階段。由於「i」的過渡，使得音節時長，在發音省
力的要求下，其後的塞音韻尾便朝向弱化「ʔ」發展，而「i」的濁音性質，帶動
了鼻化韻的產生，但是，以西嶼鄉竹灣村的資料看來，亦呈現不濁化的情況。這
個解釋，可以較容易說明何以西嶼鄉竹灣村小稱詞尾的語彙，「i」增生的問題，
同時能夠解釋何以閩方言鄰海、島嶼區域「ṽʔ」結構的問題，至於海南島去聲字
「ʔ1＋v＋ʔ2」的結構，同樣需要區分為兩種類型的分析，ʔ1 是中古影母字，ʔ2
則類近於「h」，而這個「ʔ2」的實際音質，即是[ɦ]清化的[h]。
為了讓整個問題的脈絡更加明晰，我們再來思考鄭張尚芳（1995：69）先生
所陳述的一段文字：

多數吳語是入聲帶喉塞 ʔ，跟江淮話一樣，是古代-p、-t、-k 等塞尾脫落
轉化的遺跡，這也跟藏語、緬語、嘉戎語、景頗語等語中的緊喉尾、彝語
的緊喉元音的來源大致相同，布儂語中的-ʔ 尾也來自-k 尾，所以-ʔ 通常
是跟入聲結合的。但溫州一帶的溫州市區、甌海、瑞安、永嘉、樂清、洞
頭、平陽、蒼南等八縣市的甌語（溫州話）都是上聲帶喉塞，陰上 ʔ45，
陽上 ʔ34，而入聲不帶喉塞；文成縣則除陰上 ʔ45 外，陽去 ʔ412、陰入 ʔ34、
334

陽入 ʔ13~313 都帶喉塞。青田則陰上 35 緊喉與入聲 ʔ43、ʔ32 並存。台州
一帶的三門、天台、仙居都是陰上 ʔ324、陽上 ʔ213，與陰入聲 ʔ5、陽入
聲 2 都帶喉塞，黃岩則陰上 ʔ423、陽上 ʔ212，與陰入 ʔ5、陽入 ʔ23 並帶
喉塞，台州的上聲喉塞是在曲折調的中間轉折處。

根據鄭張先生的陳述，我們認為：
第一，澎湖群島「ṽʔ」的結構，分布於梗攝「去聲」和遇攝「上聲」
，「ʔ 去
聲」與海南島為同一類型，「ʔ 上聲」則又近於吳語，或可說明澎湖群島閩方言
與海南閩語、吳語聯繫關係。但是，這個可能的設想，尚非定論，仍有待後續的
研究。
第二，吳語溫州市區「上聲帶喉塞」的甌語，或可映證我們將「-ʔ」分之為
「入聲、非入聲」的設想。
閩方言內部區域文化有其連續性，其音韻類型結構自然有形成連續體的可能
性。當我們以該區域漢語方言音韻問題為論題的同時，我們應該以該區域的漢語
方言音韻類型，作為解釋的出發點。以民族語言作為解釋，誠然有其效力，亦能
提供詮釋的可能方向，可是，形式相近並不代表有其親屬關係，或可能為後起的
方言接觸，在未有語音實驗的佐證之下，任何結論的可靠性，或許仍以保守為上
策。果若承繼前文探討澎湖群島聲母問題時，所提出「漢語方言區域內部音韻運
作規則」＞「少數民族語言音韻規則」的觀點，我們便有必要先行思考閩方言內
陸、鄰海文獻語料。

（1）閩方言內陸區域、鄰海北部區域 viŋ 韻母結構

觀察《建州八音》田韻的中古來源為曾一、曾三，梗二、梗四，山二、山四。
人韻為臻三、深三，梗三、曾三，梗四，請看：

（1.1）田

●鈴 菱 零 蓮冷獰藺（柳）
，●瓶彭朋崩坂板班頒辦（邊）
，●更諫澗簡
炯揀梗肩間庚（求）
，●肯

（氣）
，●藤訂釘澄等頂登丁燈酊鄧

（直）
，

●攀扳烹瓣（坡）
，●潭澄廳汀（他）
，●曾層橙剪爭崢榛猙增贈（曾）
，●
濘寧

能

釀（日），●蠅醒省生先星猩（時），●閒閑行恆恩薨（鶯），●閩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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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慢孟蔓（問），●顏眼研雁岸硬（語），●田撐襯倩千仟（出），●罕亨恨行杏
（非）

（1.2）人

●林淋翎苓 霖琳凌陵臨磷麟 轔遴伶聆靈玲

○

○○○○●

令另（柳），●殯柄鬢儐 平 枰萍評貧憑丙炳稟秉箳賓濱繽兵彬斌並倂并擯
（邊），●兢襟●敬禁●鹹勤琴岑禽璟錦景 僅謹 憬暻警

今金京經鯨

覲競徑境（求），●擎擒●慶磬罄●頃 ○●傾卿矜 （氣），●沉塵●鎮●陳霆
廷庭埕繩頂

貞禎楨徵懲珍☉○●朕椗陣陳（直），●砰○●顰蘋瀕頻品牝○

●聘娉 （坡）
，●聽 裎挺梃町逞

（他）
，●晉浸縉症進政證●情尋秦

蟳秦振枕軫整拯寢震○●真針精蒸津晴征斟晶侵箴
（曾），● 仁人●嚀忍○○☉●耳栮
宸娠辰晨鴆審嬸沈

☉●盡●儘淨燼靖沁

●認各藺（日），●城●聖勝信

●神

伸申身心呻紳升陞薪新辛莘●盛甚乘剩甚

（時），●應印廕蔭●寅婬淫飲引餌尹隱●音喑慇英瑛媖陰嬰纓櫻因姻氤殷膺
穎（鶯），●眠 明盟萌旻鳴螟銘洺冥閩民暝敏皿酩茗泯憫命（問）●吟垠凝
● ○☉○●吟（語）
，●秤清沁●成臣承丞晟誠忱○●親蜻菁稱深 清琛（出）
，
●眩● 形刑邢硎型○●興馨☉● ●歆釁欣興（非）

至於《戚林八音》賓韻的中古來源為臻三、深三，梗三、梗四。燈韻為曾一、
梗二，曾三、臻三，請看：

（1.3）賓

●拎●領凜 ○●

栗●林臨麟靈鈴力立歷曆（柳），○賓濱兵邠冰

彬炳丙牝 ●迸併柄鬢 筆必壁 平坪萍憑屏並病 弼闢
今金均鈞擎景憬境錦緊敬禁竟鏡徑絹●吉 橘

佶給 亟急 訖

棘瓊荊 ●頸勁 ●極及（求）
，●卿欽輕傾衿●傾岑
吃●琴禽檎☉●肯
鼎訂釘錠鎮
（低）
，拼

適嫡窒

（邊），●京驚鯨
伋級汲

●慶罄 ●隙 洫

詰☉○○（氣），○○禎貞鼎楨丁叮灯珍●頂酊町
陳塵籐澄亭停廷

定陳陣朕

直敵擲濯笛狄☉○○

品聘騁●疋匹霹僻劈癖碧☉○○（波）
，●汀琛鴆德●挺梃艇逞●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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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賺●飭惕踢剔

●程裎沉酖☉○○（他），●真嗔精睛正蒸斟津升

枕振縝軫疹井整●震正症政證進晉縉
●秦情晴
●認佞甯

●靜淨盡

●職織緝輯質執稷

○☉○○（曾），○●

●日溺匿暱

●

尼怩昵

●寧嚀濘

☉○○（日），●星醒身呻升昇薪聲心勝辛●

沈審嬸醒省 ●聖性姓信勝迅汛●昔惜式軾失室識蟋錫息媳溼浙蜥●神臣承尋
成城蟳繩蠅●盛甚剩慎腎●實夕汐值植習殖（時），●音英瑛渶甄陰嬰●鷹膺應
因氤●衽飪稔永影飲引穎●印听應●壹乙揖抑益邑●人仁盈楹寅任淫營榮瑩妊
☉●詠泳任賃刃孕仍●亦奕役譯繹弋翌翼易液腋佚入域軼（鶯），○●皿銘茗敏
黽○泯抿○面○●明旻鳴名銘民閩冥☉●命袂●密蜜覓域（蒙），○● 歆○●
脛 ● ○吸 吃迄訖○吟岑垠迎凝☉●迎●逆凝（語），青蜻靖親深
●寢請

●秤稱沁清●七柒尺拭赤漆斥戚○（出），●興兄馨歆

●興

稱侵
●

●翕歙潝●型形邢刑 （非）

（1.4）燈

●楞●冷

勒●肋

仂（柳），崩

●八捌百伯●瓣崩

☉●辦瓣

繃

●板 ●

●白帛扒舶（邊），●庚更莖耕羹

肱●減耿炯梗哽亙

●更浭●隔嗝格假革鍥●鹹 ☉●縣●夾挟（求），●牽

鏗●犬汰 ●

●客刻克剋咳○○（氣），登燈灯○等點○店凳

滕藤填澄嗔疼瞪☉●鄧殿

擇澤特宅☉○○（低），烹砰怦

魄珀拍☉○○（波）
，蟶檉○○●帖貼慝忒忑
曾增憎僧崢錚榛臻針箴○剪翦

宅

●諍
●凹

●

得德騰
●迫逼

☉○○（他）
，●
●則責汁節櫛摘

仄○層曾怎贈截賊濺（曾）
，○●

擰●

●能唸

☉

○○（日）
，●生笙牲甥森參滲

●省●滲●瑟嗇澀色塞虱○☉○●十拾（時），

●鶯嬰鸚薨轟● ● ●厄軛閒閑 ☉●限●狹（鶯）
，猛艋盟萌泯氓○孟蜢慢○
默陌密麥驀（蒙）
，○●

硬☉○○（語）
，撐○懺襯倩掙茜●側測拆冊 田蠶

賊（出），●亨哼●悻涬●橫莧蘅●血黑赫郝行衡恆弘宏 幸倖行杏

●獲

畫劃砉（非）

果若再比較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區域的方言語料，約略可以將各方言點
aiŋ、eiŋ 韻的中古條件羅列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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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閩方言內陸區域

石陂 aiŋ

山開二

梗開一

曾開三

梗開三

梗開四

曾開一

梗開二

梗開四

曾開三

梗開三

梗開四

eiŋ

曾開一

政和 aiŋ

山開二

eiŋ
崇安 eiŋ
建陽 eiŋ

梗開三
臻合一

梗合三

曾開一

梗開二、三

明溪 aiŋ

通合三

三明 aiŋ

山開三四

臻開三

深開三
深開三

臻開三

深開三

臻開三

深開三

咸開三四

（b）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

霞浦 aiŋ

曾開一

通合三

eiŋ

咸開四

山開四

屏南 eiŋ

曾開一

梗開二

福鼎 eiŋ

曾開一

梗開二

將（a）、（b）方言點的中古來源與《建州八音》、《戚林八音》aiŋ 韻中古條
件相較，基本上是吻合的，這代表著以《切韻》音類分析文獻語料有其有效性，
同時亦可證明文獻語料的價值性。但於此處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閩方言內陸區
域 aiŋ 韻在其來源為一二等韻時，仍保持原先形式，若是來源為三等韻時，則高
化為 eiŋ 韻。但是，以所轄相同例字言之，閩方言內陸區域和鄰海北部區域，則
是形成 aiŋ：eiŋ 對當的結構。
（2）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 ṽ韻母結構

《彙音妙悟》
、
《八音定訣全集》青韻中古來源山四、咸三，梗二、梗四等韻
攝，多為中古陽聲韻攝，請看：

（2.1）《彙音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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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莪
那難老潦懦

（柳）
，○（邊）
， 滒（求）
，攷可哿拷坷考栲

○（地）
，尀（普）
，唾（他）
，○（爭）
，○（入）
，○（時）
，
摩麼耗魔毛磨
臥

日

媢瑁（文）
，俄我

（語），○（出），靴好火

犒（氣）
，
遙船聲（英）
，

傲囂訛莪峨敖遨臥慠

餓

貨好（喜）

2.1.2 青
苒鑷簾年蓮企鎌（柳）
，邊鞭匾柄鱉平枰病變（邊）
，更梗結見

土字不中也

羹經（求），坑缺鉗（氣），甘滴纏滿鄭碟（地），篇劈澎彭斤土解成（普），天添
鐵削（他），笙并精接簷鐵舌箭靜（爭），禰耳爾

（入），生姓

薛扇（時）
，院員圓燕槫（英）
，綿暝麵（文）
，硬（語）
，星青菁醒淺腥 （出），
硯

（喜）

（2.2）《八音定訣全集》

2.2.1 毛
尞惱腦落（柳）
，褒保報婆暴泊（邊）
，扛稿閣

（求）
，糠坷藏 （氣），

多倒當棹腸撞丈 （地）
，波頗粕抱（頗）
，湯討盪託糖

東姑切

（他）
，庄粧莊

佐作漕曹狀弋（曾）
，○（入）
，霜嫂燥嗦（時）
，秧映呵學（英）
，摩芒耄牡某毛
（文），五我偶蜈餓臥（語），倉瘡草楚造剉（出），火好貨扶號（喜）。

2.2.2 三
拿電凹林那（柳）
，芭把飽豹百爬罷（邊）
，監敢甲咬（求）
， 巧

（氣），

擔担搭談踏（地）
，拋怕打（頗）
，他吒塔挺叠（他）
，查斬詐閘（曾）
，○（入），
衫掃

□？（時）
，鴉亞俯押鴨匣（英）
，咩媽嗎麻肉（文）
，雅牙玡迓（語），

搓炒柴痄（出），□？

霞廈

（喜）。

2.2.3 青
呢乳染企簾年連（柳），鞭邊扁柄平辛病（邊），經更庚鞭架見（求），坑缺
鉗（氣）
，甜底鄭（地）
，篇片澎鼻（頗）
，天添下鐵提（他）
，精晶井箭接晴靜（曾）
，
爾耳（入），生姓扇性蝕（時），嬰英萌燕丸圓員異（英），○
物（文），雅硬夾（語），腥青星菁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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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硯（喜）

緜夜冥棉

麵

在今日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晉江、漳州、漳浦、南安、同安、廈門、雲霄和
漳平的方言點當中，ṽ韻為代表 ĩ 韻母，中古來源以山四、山三、咸三為主。個
別方言漳州、漳浦另有來源為梗攝字的 ɛ̃韻，顯示 aiŋ→ɛŋ→ɛ̃的發展方向，其它
區域則形成 in、iŋ 等韻母結構。
（3）東山島、海南島 vŋ 韻母結構

基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皆未有文獻語料殘存的情況，我們僅能依據現有調查語
料作一分析，觀察東山島 eŋ 韻的中古來源為曾一、梗二，曾三、梗四。而 aŋ 韻
來源於中古宕一、宕三，通一、通三、江攝，山一、山四。海南島 aŋ 韻來源中
古宕一、宕三，通一、通三，山一、山四。eŋ 韻則來源於曾三、梗開三四，梗
合三。請看：

（3.1）東山島

eŋ

崩冰兵

（pʰ）
、名明暝
摘滴

澤擇

柄并

猛

病

命孟

（t）、聽

百伯柏

程

挺艇

前情晴

稱秤

（ʦʰ）、先牲聲

更驚耕京

眼揀

（kʰ）、凝迎
或

研

硬

（h）、鷹嬰英
aŋ

胖縫

幫邦崩
覆

曝

黨董
弄

江工公

逆額

房馮縫

降
學

共

靜贈

成城

省醒

綁

應

放

蠓蟒

覺角

（h）、岳樂獄

悻

縛

桶

粽葬 （ʦ）
、葱

（k）、空

肯

墨木目
桐蟲

冷領

罄慶
幸杏

歷力
請

刻克客
黑赫嚇

核域

（ø）

（p）、香蜂

帆龐

（b）、當東冬
通

得

（s）、羹肩

紡

同銅筒

讀 （tʰ）
、人聾膿

鑿 （ʦʰ）
、松送 （s）、

殼確

（kʰ）、烘魟

（g）、汪翁

洪紅

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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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定
令

抗

（3.2）海南島

拍壁僻

等典鼎

塞惜錫

翼亦疫役

駁北

网望夢

獨毒 （t）
、窗通
總

瓊

恆行

聘拼

賊籍 （ʦ）
、千清青

勝姓聖

憶億益

棒蚌

靈玲

責則

（k）、卿坑輕

永影穎

橙亭庭

（tʰ）、奶

（g）、興亨兄

六 （l）
、棕鬃

講港

踢惕

正政

格革隔

榮營

動洞重

落

霍藿斛

井整

（pʰ）、忙芒

凍當

籠

項

敬鏡

膨平萍坪

墨覓麥 （b）
、燈登丁

（l）
、曾爭精正
漆冊赤尺

（p）、烹

沃（ø）

行降

巷

aŋ

封班幫房便瓶板放辦（ʔb），芳蜂帆旁捧篷幫紡犯（f），萬（v），夢芒盲

蠻挽蚊網（m）
，冬東釘單同筒銅等旦重（ʔd）
，棕鬃彈叢瘦粽藏（t）
，儂赤（n），
欄零鱗籠（l）
，呻葱田常（s）
，陽楊養（z）
，工共乾間幹（k）
，空牽炕（x）
，烘
寒桶按趁莧焊（h），赣顏雁（ŋ），安恆紅按（ø）。

eŋ

冰绷辯乒（ʔb），□平瓶（f），明命（m），丁登燈亭頂碇訂（ʔd）， 腥承

剩聖瞪（t），拎（n），□零靈令（l），蒸精整澄淨（ʦ），清蜻成橙乘星（s），扔
（z）
，庚經驚警敬（k）
，輕凝頃杏慶傾（x）
，形刑停興幸（h）
，□（ŋ）
，鸚應（ø）。

若以《建州八音》
、
《戚林八音》aiŋ 韻和島嶼區域東山島、海南島 eŋ 韻的中
古條件比較，可以形成 aiŋ：eŋ 的對當形式，中古條件相近的情況，讓我們可以
預想 aiŋ 的[˗i]使得前 a 元音高化，終而形成 eŋ 的形式。至於何以海南島˗ŋ 韻尾
不影響前元音鼻化的因素，很可能與前文所提出該區域 ʔvʔ、ʔv 音節結構有所關
聯。
澎湖群島閩方言 ṽ韻的形成，與其鄰接的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相同，一方面
符合方言地理學的設想，另一方面，說明了明清時期漳泉移民的擴散，取代了其
他的影響源。

四、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島嶼區域「後位優勢」的共同趨向

果若閩方言的地理類型推移可以內陸區域為起點，我們發現 ʔb、ʔd 和 pɦ（果
若有此音節，曹劍芳 1987），向南推移出兩種音節結構：（1）ṽ＋ʔ、（2）ʔ＋v
＋ʔ，（1）為澎湖群島與閩方言鄰海區域所共有。（2）則為海南島具有區別特徵
的音節形式。
澎湖群島聲母、韻母「後化」的共同機制，當是受到「喉音」的影響，聲母
為⁄h⁄，韻母則為⁄ʔ⁄韻尾，如次：

唇音

舌音

ɸ

h-

牙音

齒音

h-

ʧ-

喉音
（ɦ）h-

半舌齒
h-

「喉音」部分，（ɦ-）h，清濁的區別，若與[ʔ]的層次、音節位置整合思考，
或可解釋「濁音清化」後，重新「定位」所致。 喉頭部位「緊張」的發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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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聲母音位「後化」（backward），音節結構「緊化」，或許可以是澎湖群島
與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的共同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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