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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旨在分析台灣新竹、桃園地區之海陸客家話母音的語音聲學特性，到新竹的海陸客家地區，尋找40位

發音人(男女各20位)。 

計畫有三個目標: (a) 保存各地區海陸客家話學的語音。(b) 探討台灣各地區海陸母音的內部語音異同。(c)檢

視語言發展理論上的現象，並試著比較台灣詔安客家話的母音與過去文獻的母音聲學特性是否相同或相異。根據

Adank et al. 2004, Clopper et al. 2007，同一語言內部的方言母音會有顯著性的差異。錄音語料經過程式分析，將以

時長(duration)、共振峰圖示(F1/F2 plotting)、及共振峰走勢(F1/F2 movement)等三個指標進行聲學分析，各母音之

頻率值同時進行標準化處裡(normaliazation based on Z-score)，再以地區作為彼此參照的變數。所有的語料分析顯

示，若與詔安客家話做比較，可以有三方面的結果。(a) Z-score 從兩個母音在 F1，F2 的個別差異中，找出直線比

較中的標準化數值，最後顯示海陸與詔安兩個方言的母音差別不大，至少在[e]與[u]兩個母音中彼此重疊。(b)著重

聽力的 Bark 標準化公視則顯示，海陸與詔安兩個客家方言的母音，在內在分布上，雖然彼此差別不大，卻是兩個

足以判別不同的兩個語言個體。(c) 最後，從高低前後的 V-score 標準化中，顯示詔安的中母音[e]與[o]都要比海陸

高。 

 

  關鍵詞: 海陸客家話，母音聲學，共振峰， 母音標準化 

 

1. 引言 

本計畫是筆者從事台灣客家母音聲學研究的系列持續性研究之一，去年(104-105 年度)的核心是詔安

客家話，再前一期 (101-102 年度 )的焦點是六堆客家話， 103-104 年度的國科會研究計畫

(MOST-103-2410-H-218-002)則集中在苗栗地區的四縣客家話。未來一年(105-106)的目標是海陸客家話

的母音聲學。預計兩年之後，將陸續完成饒平、東勢客家話的母音聲學研究，屆時可以撰寫一冊比較

完整而全面的台灣地區客家話語音聲學之研究。母音聲學研究除了核實描述各客家次方言的母音音質

之外，更可反映各地區客家人的發音器官在結構上的異同，是很有意義的研究領域。也因為是連續性

研究，有些部分必然重疊，相關的因此本結案報告中的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兩大部分，有些仍然與去

年的詔安客家話母音聲學研究的結案報告一致。待日後修改成論文或專書章節之時，自然會進一步區

隔。 

 

1.1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是台灣的特種方言，名稱來自於楊時逢(1957)的界定:「海陸客家話就是指海豐路豐兩縣

方言」(該書序言第三段)。在楊時逢之前，客家話(袁家驊 2001)或客方言(羅劌雲 1984)都是一種漢語方

言的概稱，即使 MacIver (1926)與 Rey (1901)已經注意到客家話有不同腔調與口音(accents or varieties)，

但在 Hashimoto (1973)為止的海外研究者的文獻中，Hakka 泛指一種漢語方言，口音以梅縣為參酌點。

楊時逢(1957)把客家話分為四縣與海陸，是為今日台灣客家話分類的濫觴。 

台灣的海陸客家話主要分布於北部與東部地區，如桃園的中壢(少部份說饒平客家話、或永定客家話)、

觀音、新屋、楊梅等。新竹縣境內的新豐、新埔、湖口、芎林、橫山、關西、北埔、寶山、峨眉等鄉鎮

也以海陸話為主。東部的花蓮、台東境內的客家地區，如花蓮市的國富里、主權里，花蓮縣的吉安、壽

豐、光復、玉里、瑞穗、鳳林、復金等鄉鎮，聚集了不少海陸客家人。另外台東的池上、關山、鹿野、

成功、太麻、埤南等地多以四縣為主，卻也不乏海陸客。即使是在以四縣為主的高屏地區，也有一些海

陸客家人，如內埔新東勢的 80 鄰，南州的羅家村，美濃金瓜寮吉東、吉洋，與高雄市的三民區。海陸

客家話並不特別指祖先來自海豐或陸豐的客家子弟，其他地區如陸和縣，揭西縣，普寧區等地方如今也

多操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是台灣客家話的口之中，僅次於四縣客，正因為如此，有關海陸客家話的研究，除了篇

章固定的田野調查報告如楊時逢(1957)，陳子祺 (2001)，黃有富(2001)，呂嵩雁(2004, 2007)之外，比較

吸引學界或研究者注意的是海陸的語詞，如盧彥杰 (1999), 徐建芳(2008)，或者是海陸與其他客語之語

音與語詞比較，如黃雯君 (2005)，楊名龍 (2005，2015), 鄧盛有 (2000，2013)，賴文英 2008，2012)，

少部分則用以比較海陸與閩南的詞彙，如邱湘雲(2005，2010)。這些研究固然都能從不同的角度彰顯海

陸客家話的特性，但卻並非全面的，有待進一步挖掘的是語音聲學的研究。 

文獻上有關海陸客家話的聲學研究，僅有 Li (李晉瑋 2012)，該文以新埔地區的六位發音人(3 男，3

女)為對象，採用聲學儀器 KAY CSL 4100 (KAY Electronics 做了海陸客家話六個母音(a, i, u, e, o, )在 CV, 

CVV, CVVC, CVC, 以及 CVVV 等結構中的聲學現象，是很值得珍惜的文獻。不過，該文的受試對象不

多(僅有六位)，區域偏小(僅以新埔的發音人為限)，且沒有就現有其他區域客家母音聲學的資料進行比對

討論，因此有關海陸客家話的母音聲學研究，還有必要更深入的研究。 

本計畫研究的目的是要透過語音聲學的分析，探討海陸客家話母音的聲學特性。語音取樣區域有二，

新竹的峨眉與新埔。每個地區各取男女20位發音人的錄音取樣，共40位發音人。計畫有三個目標: (a) 保

存各地區海陸客家話學的語音。(b) 探討台灣各地區海陸母音的內部語音異同。(c)檢視語言發展理論上

的現象，並試著比較台灣客家話(四縣與海陸)的母音的母音聲學特性是否相同或相異。根據Adank et al. 

2004, Clopper et al. 2007，同一語言內部的方言母音會有顯著性的差異。 



1.2 母音之聲學研究的意義 

母音通常是語音的重要單位，除了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的描述之外，更有必要透過聲學的研究，藉

以確立客家母音的聲學或物理特性。英語的母音聲學之研究，從 Joos (1948)以降，歷經 Ladefoged (1967, 

1982), Catford (1977), Liberman (1977), Pickett (1999), Hayward (2000)等著作的精進探索，已然成為世界各

語言母音聲學研究的基本參照模型，例如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對於英語以外的母音研究，多本

於英語的母音聲學特性。華語方面，從吳宗濟與林茂燦(1989)開始，周同春(2003)，石峰(2008)，朱曉農

(2010)等無不極力試著建構華語母音聲學研究的方法，攫取華語母音的聲學特性，儼然也為漢語各方言

之聲學研究建立了標竿。客家話種類繁多，各地區語音差異很大，然而卻缺乏有系統的母音聲學之研究。

目前僅見的是美濃客家話(Liang 2004)、苗栗客家話(鄭明中等 2010)、海陸客家話(李晉瑋 2012)、六堆客

家話(鍾榮富 2013)，梅縣客家話(Cheung 2011) 與河婆客家話(鍾榮富 2014)，其中 Liang 僅以 10 位發音

人，鄭等以 36 位發音人(依年齡分為六組，每組 6 人，男女各 3 位)，李晉瑋有 6 位發音人，顯然在發音

人數上頗有所不足。只有 Cheung 請了 37(男 20 女 17)與鍾榮富(13 位)的取樣人數比較足。取樣人數最多

的是六堆客家話，人數多達 120(每堆 20 人)，最足以代表該區客家母音的聲學特性。 

隨著聲學儀器的日新月異，使我們更瞭解母音的聲學特性，也更容易取得良好的研究工具，例如上

網即可免費下載的 Praat 語音分析系統，給予研究上的許多方便。從 Fant (1960)以來，語音聲學上的第

一共振峰(Formant 1, F1)被認為與舌位的高低呈現反比關係：F1 越低，表示舌位越高。至於第二共振峰

(Formant 2, F2)則與舌頭位置的前後呈現正相關係：舌位越前面，F2 的頻率也越高。且以 (2013)客委會

資助的研究案「六堆客語之母音聲學研究」之六堆(不分區域不分男女不分年齡)母音分布為例(請參見

(1))。 

(1)    a. 頻率值                b. 母音分布圖 

  

以(1)的平均數值與分布圖，有幾點值得注意：(a)高母音[u]相對地低於前高母音[i]，[u]的 F1 為 545

Ｈz，稍微比[i]的Ｆ1 還大，表示唸[u]之時，舌位偏高。(b)傳統所謂的高母音[i, , u]之舌位，並非一樣



高，而且越前面越高，越後面越低。 (c)後母音[u]與[o]都比前母音[i]或[e]還要低。呈現 Martinet (1954)

所謂的「母音反映人類口腔的結構」之準則：前母音比較高而後母音比較低。另外，低母音[a]果然屬

於居中的分布，因為多數人都能聽出/a/若後面接的是-n/t 與 -m/p 時，舌位較前，語音上應為[a]如「班」

讀[pan]。若其後接的是舌根音-ng/k，則語音上為偏後的[]，如「邦」[p]。前後平均值居於中間位置。 

2. 研究動機 

本計畫的動機來自於兩個思考。第一，來自語音理論的思索，語音的研究始於 Jones (1948)的標準

母音(Cardinal vowels)理論，認為母音的前後高低均有相當的比例。雖然這個理論早已被證明是個純粹

的理想(詳細討論，請參見 Ladefoged 1964, 2001)，因為任何語言的母音分布都有其獨特的現象，迥非標

準理論能詮釋。然而根據 Catford (2000)之見，標準母音還是所有語音學習中，特別是外語學習過程中，

最先應該注意的標的。因此，本計畫仍然要以海陸客家話的母音分布取之與標準母音做比較。第二，

語音每每因方言差異而有不同的母音分布，美國方言學會 (America Dialect Society)在 2005 年出版了

Thomas (2001)採用聲學分析調查與比較了美國境內 30 幾種不同口音(從南到北，東南、非裔地區、墨西

哥裔、與本土印地安裔的美語口音)的母音分布現象，藉以討論各地區美語語音的特色，提供堅實的語

音分析資料，讓大家能在尊重彼此的理解下，從事更和諧的族群多元之間的互動。國內的客家話，官

方認可的有五種，但是由於人口數與分布的差異，彼此之間的語音差異還停留在以中古聲韻為基礎的

認知之上，本計畫遂決定以母音的聲學分析為基礎，展現各方言間的差異可能不如目前大家的認知的

那麼大。第三個動機起於客家各次方言之間的比對與討論。去年(2015)本人科技部的研究在於四縣客家

話的母音發展，從幼稚園大班(7 歲)到國一(14 歲)的母音發展。然而語言的發展，最終要參酌的還是成

人的語音，因此本計畫預定先把海陸地區成人語音的母音聲學先奠定初步的研究基礎，才能做為未來

各階段母音發展的參酌標的。 

3. 研究問題 

客家話的母音，迄今的研究以描述為多，比較傾向於發音之時的，展圓或開合，無法兼顧舌位的前

後高低，更難得採用聲學的研究，蠡測客家母音在聽覺上所扮演的角色。時序已經邁入了二十一世紀，

語音學與音韻學的研究趨勢是把兩者並為表裡，試圖建構感知與語音聲學之間的關係。基於此，本計畫

預定探索後面幾個問題： 

a. 海陸客家話的母音在聲學方面有何特性？與英語、華語、及其他客家話比較，海陸客家之母音

的特性為何？  

b. 海陸客家話之低母音/a/是否有前後([a] vs. [])之區別? 是那些韻尾使低母音的音值出現差異？ 



c. 海陸客家之母音在舒聲音節及入聲音節之前的聲學表現有何區別？是否與閩南語相同? 

d. 海陸客家話母音之長短有何特性?哪個母音最長? 哪個母音最短? 開音節(open syllable)之長度與

閉音節(closed syllable)呈現怎樣的區別程度? 入聲如何影響長度? 

為了探索這四個相關的研究問題，我們提出後面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與聲學分析法，前者必須製作字表，尋找發音人，親到現場蒐集錄音，回來後必

須剪音，分析，最後把得到的結果，撰寫成論文。因此本小節，將以字表、發音人、錄音、語料分析等

逐項說明。 

4.1 字表與發音人 

  為了節省時間，本計畫以自製之簡易字表為主，涵蓋所有客家話可能的母音與聲調之搭配，有些

有音無字的部分，端看臨場之應變，以能引出標的語音為目標。每個字表均為單音節鉗入承載句(carrier 

sentence)，如: 這是 ____ 的意思 (lia he ____ kai i si)。根據多年的研究經驗，客家話的焦點或重音應

該落在形容詞尾 ke 的前面(很可惜，迄今還沒有對客家話重音或敘述的深入研究)。再者，ke 作為詞尾

並不會影響聲調的改變。客語的「這」有可能會有異讀現象，介於 lia, le, la, ia 等語音之間，但這種語

音變異不會影響全句的重音，更不會影響母音的長度與音值，因為者只是作為標的句子的引言或引導，

與其後的具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Kai 在四縣讀 ke，在某些地區會有異讀音如[ki, e, ai]等，但都充當形

容詞詞尾(像國語的---的)或指示詞，不論何者均不至於影響字表涵蓋所有海陸客家的母音，每個母音的

數量如(2)。 

(2)  

 

    本計畫到了新竹的新埔與峨嵋兩個鄉鎮做田野調查，進行錄音，總共邀請 40 位發音人，並取得了

較為普遍的口音。年齡均在 50 歲以上，大多數為當地退休的國中小教師，發音準確，咬字清楚，而且

開音節 mng結尾 ptk結尾 總計

a 79 267 257 603

e 77 163 76 316

i 211 121 152 484

o 189 104 153 446

u 119 116 113 348

ii 116 0 0 116

總計 791 771 751 2313



發音人都有深厚的客家情懷，理解語言研究與文化保存的密切關係，因此每位發音人的配合度都很高。

有問題的語音，重錄幾次都能耐心配合。本字表先由一位當地資深國語文教師 S1 先校閱一次，然後念

讀一次，確認與音與當地念法相同，才開始錄音。中間若遇到發音人對於語音有困惑之時，會將 S1 的

語音播放做為參酌。 

(3)  

 
新竹新埔 

男性 20 

女性 20 

總計 40 

4.2 研究工具 

錄音工具：將以華碩型號 UX31E 筆記型電腦作為錄音工具，PRAAT VERSION5.3.51 為錄音程式，

羅技耳機麥克風為硬體收音設備，型號為 PN 981-000017，錄音者頭戴耳機式麥克風，發音部位距離

麥克風右下方 45 度角約 2 公分。為了確定錄音的效果，除了電腦錄音之外，同時以 SONY TCM5000EV

專業錄音機配 Ronald TM 專業麥克風進行錄音。錄音環境將以室內寧靜空間為目標，如遇到無預警的

噪音，將進行重錄。錄音之時，將裝設我們研究小組研發的簡易隔音設施，有效降低噪音。每個語句

要求唸兩次，間隔以 15 毫秒為參酌標準。每場錄音也將進行錄影，藉以替客家研究保存影像檔案。 

4.3  剪音 

語音研究中，最為有趣也是變數最多的是剪音。理論上，所有的語音都是不可分割的聲波，是前

後連續的一串訊號(a string of noises)，可是基於研究的需要，我們必須假設某個語音音段(segment)

具有一定時間的「穩定狀態」(static waveforms)，所有與語音研究相關的對象，取的就是這一段「穩

定狀態」(相關的爭論與辯論，請參見 Tatham & Morton 2006)。母音聲學的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

剪取這部分的語音。1
 

  過去相關的語音研究文獻，各提出相似或相異的剪音方法，歸納之，不外乎三種: (a) 手工剪音，

作者或助理經由自己的視覺或聽覺，界定起始點與終點，隨即把相關語料剪取作為分析或研究的標

的。以母音而論，最早期當然必須仰賴手工的剪取(Joos 1948, Fant 1960, Ladefoged 1967)，當時的條

件也只能如此費時費力。有了電腦之後，還是有許多研究者，秉持手工的堅持，把滑鼠定位在母音

規律波的第二個週期，然後移到同一母音規律波的倒數第二個週期，剪下母音的共振峰(Hillenbrand 

                                                      
1
 剪音，文獻上稱為 segmentation，即為斷音的意思(Peterson & Lehiste 1960)。本研究部分語料也用過 Huang (2003)的修訂版(感

謝耀煌特別為了本研究，修訂了昔日他應用在碩士論文的程式)，但是後來發現部分母音無法辨識，因此改用手工剪音。 



et al. 1995, Adank et al. (2004), Chen (2008)。 (b)電腦自動剪音。手工剪音很費時，有時誤差也很大，

於是有人認為可以藉由程式來剪音，例如 Huang 2003, Lai 2013，2015，Styler 2015 等文獻，均採用

電腦程式主動把子音過渡到母音的分界點(CV-transition)作為起始點，而把母音與子音之間的過渡界

定為母音終點，由程式自動選取母音部分裁而剪之。手工的誤差可能來自判讀的前後不一致或精神

不集中的失忽，而電腦剪音的缺點是無法完全區分子音與母音的差別，特別是聲母或韻尾是響度比

較高的鼻音時，更會導致彼此之間的誤判，因為響度比較大的語音(滑音、鼻音、半母音，文獻上稱

為「臨界音」(approximants)者)都多少帶有共振峰，比母音稍淡，但是電腦為程式有時卻無法斷然

區分。(c)既然手工與自動剪音各有其問題，研究者便採用手工與自動結合的方式，例如剪音的設定

以手工為主，但所有的語音剪取之後，其相關的資料，諸如長度、各共振峰(F1, F2, F3, F4, F0)的頻

率值都由微程式自動到 Praat 的系統中，直接抓取。如此可以避免自動剪音的困擾，又可以節省大

量的時間，這也是本研究採用的剪音與資料換算的方式。手工剪音之後，還可經由微程式去查核與

檢視，若發現標準差太大，可以挑出來，再加以人工檢視，因此自動取得的相關資料也會經過三道

微程式的檢驗，以防止有任何差錯。 

  手工剪音的步驟，首先是選取標的語音，在 Praat 的視窗上取用母音的聲波與聲譜圖並列，才

能更明顯地看出聲母與母音的分界點，然後把左邊的界線定位在第一共振峰(first formant, F1)與第二

共振峰(second formant, F3)的第二個循環波(the second cycle of the periodic waves)，再把右邊的界線

地位在倒數第二個循環波之間，如(4a)。問題是為何要選第二個而非第一個循環波呢?主要是避免聲

母或韻尾所帶來的同步發音現象(co-articulation)。2第二步，要檢視母音是否受到個人發音的影響，

有些人發後母音[o]或[u]之時，由於舌位較後，迫使部分氣流奔竄到鼻腔，大大地影響後共振峰的頻

率值，例如(4b)的母音[u]部分的第一共振峰斷了 (可從(4c)看得出來)，這時必須修訂共振峰的設定，

否則根據 Praat 的邏輯，原本屬於第二共振峰的峰點(peak)，會被看成第一共振峰，因為 Praat 的邏

輯是從底下(F1)往上算，第一次遇到的就看成第一共振峰。因此，如果出現(4b, 4c)的情形，由於第

一共振峰缺了共振的峰點，原本屬於第二共振峰的峰點，也會被視為第一共振峰，如此會帶來嚴重

的扭曲現象。3
 

                                                      
2
 Co-articulation 的影響絕對不僅限於第一個規律波，而可能延伸到母音共振峰長度的一半，但是剪音(segmenting)卻需

要建立一個固定的指標，作為所有研究工作的基準，因此選擇第二個規律波是武斷的，主觀的決定，但是全文一致，

則為母音之間的選取建立了標準。也為了避免同步發音的影響，本研究在母音剪取後，僅取用中間 50% 的共振峰平

均值作為分析比較的標準。 
3這種現象其實這就是語音學研究上很有名的鼻化現象的效應(Hawkins & Stevens 1985, Stevens et al. 1985, Shosted et al. 

(2012), Styler (2015))。別以為客家語沒有鼻化，但是個別發音人還是會有這種偶發現象，值得從事語音工作者進一步

去費心了解。 



 

(4)                a. [bet] (北)                      b. [pu] (布) 

  

      c.標準設置   d.人為設置 

  

   遇到有鼻化現象的發音人，最好要在 Praat 程式中採取 formant setting (共振峰設置)，做適度的調

整，如(4d)。 一般而言，男性的後母音宜調到 6，會比較好。否則結果會有很大的變異，特別是在

後母音部分，請參見(5)之比較。 

(5) a. formant setting 手動調整        b. formant setting – 標準值 5 

  

(6) 調節前後之比較 

   

 

f1 f2 f1 f2 f1 f2 f1 f2

a 837 1597 836 1587 2 10 0% 1%

e 616 2017 616 1986 1 32 0% 2%

i 417 2348 418 2256 -2 92 0% 4%

o 693 1161 709 1223 -16 -62 -2% -5%

u 522 1097 546 1222 -25 -124 -5% -10%

ii 444 1545 449 1557 -5 -12 -1% -1%

調整後 標準值 數值差別 比率差別
母音



剪音之後，要取母音中的哪個部分作為分析的標的，也是必須要事先界定。本文的母音共振峰僅取整

個母音音長的的頻率值為標的。過去的相關研究文獻，對於母音共振峰的取法有兩種，一種是取用平

均值(Ladefoged 1964, 2001, Ladefoged & Madieson 1996, Cheung 2014, Lai 2015)，即把每個規律波共振

峰點的頻率值做平均，最後把每個母音各個共振峰的頻率作為分析的基礎。文獻上喜歡採用平均值作

為分析標的，可能也是因為 Praat 系統中已經提供了每個共振峰的平均數值的緣故。另一種常見於文

獻的方法，是取中間(meida)，即中間 50%的共振峰數值(Hillenbrand et al. 1995, Adank et al. 2007)的平

均。其實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差異不大，後面是這兩種研究方法的比較: 

(7) 共振峰全長之平均與取 50% 之平均差異比較 

 

  本計畫根據多數的現有研究文獻，採用所有共振峰頻率的平均值作為分析的基礎，但是除了頻率

值外，還採用三種標準化模式來做比較，比較的標的主要是四縣腔的母音。 

4.4 母音的標準化 

「母音標準化」(normalization)是建立在數學公式上的一種概念，試圖透過某種固定的數學運算

方式，把性別、空間、地區等社會因素所引起的母音差異減到最小，使母音的空間或分布能取得比

較合理的差異或對比。傳統語音聲學研究，以共振峰的頻率值(Hz)為單位，事實上頻率值也是一種

標準化的模式(Ladefoged 1967, 2001)。目前比較常被應用的是 Z-score (Labonave 1971)標準化公式，

很可以使母音因為性別與地區上的差異降到最低(Adank (2003), Adank et al. (2004), Chen (2008)，

Huang (2003), Decker et al. (2012)。 

Lobanave (1971)提出而被廣為應用的 Z-score 標準化公式為: 

(8) Z-score 的運算公式 

Z=(x-µ)/δ 

 x=任何母音共振峰之頻率值，µ=共振峰之平均值，δ=同一共振峰之標準差 

 

過去的文獻如 Adank et al. (2004)，先比較了現存的各種標準化公式之後，認為母音的研究與比

較，還是以 Z-score 的公式最能反映人體語音的分布現象，其他文獻 Adank (2003), Fabricuis (2009), 

Lynn & Foulkes (2011)，也提出各種支持 Z-score 的論證，而且 Z-score 已經廣為多家研究所應用(如

Adank (2003), Adank et al. (2004), Chen (2008)，Huang (2003), Decker et al. (2012)等等研究均以

性別 差異 a e i o u ii

F1 4% 4% 1% 2% 0% 0%

F2 0% 1% 0% 1% -2% -1%

F1 4% 2% 0% 2% 0% 1%

F2 0% 1% 1% 0% -2% -1%

男性

女性



Z-score 為基點。4
 

V-score 是大陸地區的語音研究者常用的標準化公式，不過大陸把標準化稱為「歸一化」。5根據

石峰(2008, 2009)，V-score 包含兩個步驟，先採用 Schroeder et al. (1879)的公式把 Hz 換算成 Barks(公

式如(8))，然後，再以公式(9)把 V1 為縱軸，V2 為橫軸: 

(9) 頻率換算成 Barks 的公式 

Bark = 7 x 1n {(f/650)+[(f/650)
2
+1]

1/2
} 

(10) V-score 的運算公式 

      V1= ((B1x-B1min)/(B1max-B1min) )x 100, V2= ((B2x-B2min)/(B2max-B2min)) x 100 

細觀此公式，內在的想法是把 B1 與 B2 看成 0-100 的個數形成的正方形空間作為口腔空間的大小，

前高母音[i]的 F1, F2 訂為 0 (即正方形的左上方定點)，把低母音[a]的 F1 訂為正方形的底線，把[u]

的 F2 訂為正方形的右線點，藉以了解其他母音的分布現象。理想上，V-score 可從舌位的高低上把

0-30 定為高母音，30-70 定為中母音，30-100 則為低母音。前後把 0-30 定為後母音，30-70 定為央

母音，70-100 定為前母音。過去，把換算成以聽覺為標的的巴氏量尺(Barks)後，無法在前後高低中

再把巴氏量尺的數值做細部的定位，因此 V-score 在某形式上補足了這方面的缺憾。6
 

臺灣把 Bark scale 譯成「巴氏量尺」，主要用於聽力的測量。「聽力」可分為 1 到 24 個等級。最

初源於 Flecher（1940）之 critical band（關鍵頻寬）觀念，認為我們的聽覺系統由多個互有重疊的

頻寬組成的濾波器，每個濾波器頻寬即稱為關鍵頻寬。後來 Zwicker（1961）把赫茲頻率與巴氏量

尺列表比對，如今巴氏量尺與赫茲(Hz)的對換公式有幾個比較引起學界的注意。本文將根據

Traumller (1990）之公式（11）為換算基礎。 

(11) 巴氏量尺的換算公式 

D
B

i=26.81 x (Fi/(1960 + Fi) )– 0.53 

本文的分析將以(11)為基礎，所得之共振峰的巴氏量尺數值再以(10)的 V-score 來標示每個母音的分

布，藉以理解各個母音在前後高低上的差距。 

4.5 分布圖與走勢圖之繪製 

  由於海陸客家話的母音有 6 個([i], [e], [a], [o], [u], [])，除了[]不接韻尾之外，其他五個母音又

分別能出現在三種不同的環境之中: 開音節、入聲音節、舒聲音節。而每個母音要分析的對象或變

數又有 5 種，分別為: F1, F2, F3, F4, F0, 及音長(duration)，因此整個分析的語料多而繁複，為了簡

                                                      
4
 網路上有個網站 http://ncslaap.lib.ncsu.edu/tools/norm/about_normalization1.php，提供了各種標準化的公式，能因不同的需要

而採用不同的標準化模式。 
5
 大陸地區的文獻沒有明確標示 V-score 為何人所創用(朱曉農(2000)，石鋒(2008, 2009)沒有明確列出運算公式)，這裡是根據

幾份資料加上石秀娟(2011)之內容綜合而得。 
6
 文獻如 Most et al (2000), Scheringer et al. (2011)等均採用巴克氏量表處裡母音的共振峰，但把頻率值換算成巴氏量尺後所

繪製的母音分布圖，僅能看出各母音之間的距離。 

http://ncslaap.lib.ncsu.edu/tools/norm/about_normalization1.php


便，本研究採用 Microsoft Excel 來儲存與管理這些語料。7所有的語料建構完整之後，可以根據不同

的條件而採用樞紐分析表的功能，逐一篩選與過濾，取得標的的分析項目。同時，本研究的母音分

布圖與走勢圖也分別使用自建的微程式來協助繪製，基於這些方便，本研究所有的初步工作大都在

剪音、攫取 F1, F2, F3, F4, F0, 及音長的頻率數值，其餘的工作都仰賴 Excel 中的樞紐分析表與自動

繪圖程式。8
 

5. 結果 

5.1 時長 

    母音的音長(duration of vowels)在不同的語言有不同功能，也存在著不同的意義。有些語言的音

常含有區別語意的功能，例如同樣為前高母音，英語的緊母音[i]比鬆母音[]平均還要長 6 毫秒

(Peterson & Lehiste  1960 [1967:702])。 一般而言，高母音比低母音還短，但是開音節的母音比閉

音節母音還要短。再者，母音的長短與其後的韻尾大有關係，有聲韻尾(鼻音韻尾)之前的母音會比

無聲韻尾(入聲韻尾)之前的母音還要長。 

   母音的音長顯然兼具內在(intrinsic)與外在(extrinsic)的影響因素，內在的因素除了母音的高低之

外，各個語言的功能(長短母音之對比)與文化(特別是語用)扮演了重要角色。至於外在因素則取決於

母音之後韻尾的清濁(有聲還是無聲)，也與講話的快慢緩急有關。職是之故，音長的研究與探索自

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客家語是漢語語族的成員之一，音節都是以 CGVX 為骨架(skeleton)，其中 C (consonant) 表

聲母，都為子音。G (glide)不是[j]就是[w]，非常固定。V (vowel)才是核心母音。而結尾的 X 可以是

子音(-m/p, -n/t, -ng/k)，也可以是半母音[j] 或[w]。9假如把 CGVX 看成音節的時間單位，則客家語

的每個音節的內在長短應該很一致，這也是漢語被視為聲調語言的緣故( Ambercrombie 1967)。在這

個前提之下，客家語的母音長短有必要做釐清，才能掌握某個語言的講話速度與表達方式。母音越

短，表示同樣音節的語流(utterances)會比較快。 

為了確認這種假設，我們且以各種音節的母音長度(12a)與開音節的母音長度(12b)做比較，可以 

發現這樣的假設是正確的。 

                                                      
7
 但本文僅需要母音長度，及 F1, F2。其他的變數未來將繼續使用。 

8
 所有的繪圖程式以巨集的方式書寫，源自於國科會的幾個專案研究計畫 (NSC102-2401-H-2180002, MOST103 

-2410-H-218-0002, 與 MOST104-2410-H-218-010)的部分成果，在此感謝研究助理蕭金龍先生及所有參與這些計畫的團

隊人員(Donna Hsieh, Ruby Huang, Kylie Ding, Brenda Huang, etc.)。 
9
 傳統文獻中，介音與半母音韻尾都標為[i]或[u]，與在核心位置的高母音[i]或[u]標示相同。但基於每個音節只有一個核

心的概念(相關的文獻良多，見 Hayes 1991 與 Kenstowicz 1994 之討論)，在此我們用[j]與[w]表位於非核心位置的半母音。 



(12) 發音時長(ms)比較圖   

 

從(12)的比較中，可以看出舌尖母音[ii]是所有母音中最長的。這一點不令人意外，因為海陸客家話

的舌尖母音僅出現在開音節中。換言之，海陸沒有*iiC的音節，若把CGVX看成音節盤(syllable template)，

則海陸客的 ii 至少具有 GVX 三個單位的長度，自然會比較長，這可看成是海陸客家話的特點，因為四

縣客的 ii 可有 iiC (如「神」[siin]，「識」[siit])，很自然地會使四縣客的 ii 比較短。[ii]之外，[e]是次長的

母音。客家話有少數的方言，其中母音的音值顯然是[ey]，而不僅是[e]，例如大埔縣茶楊的「計(謀)」

讀[key]與台灣四縣客、海陸客的[ke]在母音的長度與音值上均有明顯的差別。試看後面的三張比較圖，

即可了解。 

(13)  a.茶楊的[kei]                  b. 海陸 [ke]               c. 苗栗 [ke] 

   

前面(13a)母音部分的共振峰，前半段固然是[e]，但從三分之二起，F1 降低而 F2 升高，正好是滑音

[j]的表現，因此茶楊客家話的前中母音顯然是[ey]的音值。與此相較之下，台灣海陸客的[e]是很純的中

母音，因為 F1 與 F2 從頭到尾都是平行的走勢。苗栗客家話的(13c)則帶有[ie]的色彩，這可以從母音開

始的 F1 與 F2 的距離可以推測。各種客家話的中母音，特別是[ie]與[e]在不同地方顯得各有特色，端看

各地方言而定。以「別」為例，苗栗與高樹地區讀[p
h
iet]與海陸相同，但內埔、萬巒、竹田地區則讀[p

h
et]， 

失卻了介音。討論這些各方言的差別，僅在印證海陸的[e]會比較長，可能帶有客家話原始韻母[ie]的成

分，如今沒了介音，卻使母音增長了，應該是「差補增長」(compensatory lengthening)的效應。不過這是

目前僅就母音聲譜圖看出來的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驗證。 

就性別而言，男性的母音比女性還要長。這並非普遍的現象，因為過去的文獻(Peterson & Barney 1961, 

性別 a e i o u ii

男性 135 170 154 158 156 157

女性 121 156 130 143 12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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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enbrand et al. 1995，鍾榮富 2015)，因此回頭檢視相關的語料，發現大部分男性發音人顯得莊重，讀

音時比較嚴肅，因此句子拉的比較長，可能這是社會性的外在因素使然。且先參看(14)，左邊是把所有

各種音節分為開音節與閉音節的母音音長的平均比較，右邊是閉音節中的鼻音韻尾與入聲音節之比較。 

(14)  

  

 從(14)的語音長度之比較，可知男性的母音比女性還要長，開音階又比閉音節長，閉音節中，鼻音

韻尾的母音比入聲韻尾的母音還要長。 

由於語音長短往往因個別發音人而有所不同，採用平均的分析之中，標準差也可以看出個別語音的

內在差異。我們首先來觀察男性發音人的開音節與閉音節的內在差異 (15a)，其次觀察女性發音人開音

節與閉音節的內在差異(15b)。 

(15)   a. 男性發音人  

開音節發音時長(ms) 閉音節發音時長(ms) 

 
 

性別 a e i o u ii

男 開音節 203 218 211 221 206 157

女 開音節 202 194 181 195 163 147

男 閉音節 129 151 100 110 128

女 閉音節 111 142 83 10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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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面內在的母音長度之比較而言，男性發音人無論是開音節或閉音節，前中母音[e]與後高母音[u]

的彼此差別比較大，前者的開音節中位數為 207ms，最高為 415ms，最低 109ms，最高與最低之間差了

將近 100ms。在閉音節中，[e]的中位數為 135ms，最高 202ms，最低 70，彼此相差也大於 100ms。至於

[u]，在開音節的中位數為 217ms，最高 386ms，最低 102ms，相差竟有 200ms 之多。閉音節中的[u]，最

高為 169ms，最低 50ms，中位數為 109ms，最高與最低的差距也達 110ms。可見語音的差異因個別發音

人的不同而差異非常大，這也是語音研究必須要透過大量音節的各種分析，才能比較可以理解母音內在

分布的主要原因。 

女性發音人的母音長度略有不同，因為女性發音人的每個母音彼此間的差距都遠比男性發音人還要

大，而最值得留意的是，除了[e]與[u]之外，女性的前高母音[i]的彼此差別也很大，特別是在閉音節中，

[i]的最高與最低相差竟有 200ms (261-60)之多，而在開音節方面，[i]的最高與最低之間的差距也.超過

100ms (237-69)。 

(16)  

a. 女性發音人 

開音節發音時長(ms) 閉音節發音時長(ms) 

 

 

總結而言，海陸客家話的母音長度中，舌尖母音由於分布的關係，緊出現在開音節中，而取得最長

的長度，其他的母音中，以[e]的母音最長，而以[i]的母音最短。性別而言，男性的母音比女性的母音還

要長。各個母音在各發音人之間的差距，男性以[e]彼此區別大，女性則以[i]最顯不同。 

 

5.2 共振峰 



   最能標示母音聲學特性的還是共振峰，文獻很一致的認為母音的第一共振峰(F1)反映舌位的

高低，F2 越高表示舌位越低；而第二共振峰(F2)則與舌位的前後有正相關，F2 越大表示發音時的舌

位越前面。探討母音共振峰的方式，我們採用三種方式，分別為 F1/F2 的距離，F1/F2 的函數分布

圖，F1/F2 的共振峰走勢圖。 

5.2.1  F1/F2 的距離 

Ladefoged (2001)認為 F1 與 F2 之間的距離更可以看出舌位的前後分布，兩者的距離越大，表示

母音越前面，反之，則母音越後面。試比較(17a)與(17b)之海陸客家男女的 F1 與 F2 距離。基本上，

(17a)與(17b)均顯示海陸客家話的低母音[a]是個分界點，其前的[i], [e]的 F1 與 F2 之間的距離從大到

小，到了[a]之後，又有另一層走勢或分布，因為男性[o], [u], []的 F2 很類似，表示在前後方面沒有

明顯的差異，差異的僅是高低之別，而 F1 與 F2 之間的距離，卻很相似。女性的[o], [u]與[ii]在前後

(F2)與高低(F1)均有變異，只是 F1 與 F2 之間距離也很相類似。可見，母音的前後高低之別還是必

須仰賴 F1 與 F2 的函數分布圖，比較能顯現彼此之間的差異。 

(17)  海陸客家語 F1 & F2 的距離與分布 

  

  應該留意的是[ii]，顯然位於很前面，約與[e]相近的位置。文獻上，咸認為這個舌尖母音是高母音，

至於發音位置卻始終未，有人認為[ii]遠比[i]還要前面(羅肇錦 1984, 2000)，但根據我們這裡的研究，

可以確定[ii]是僅次於[e]的前母音。換言之，[ii]的位置比[i]還要後面，但就發音的分布而論，顯然屬

於前母音。至於音韻上，海陸客家話的[ii]僅能出現在開音節的[ts, ts
h
, s]之後，而不許出現在 VC 的結

構之中，這應該是個別語言的特殊限制。在某些客家方言中，所有的[ii]都已經被[i]取代，例如台灣南

部地區的高樹、佳冬、及部分長治客家話即為如此。若從語音聽覺的角度來分析，誠如 Fleming (2002)

所述，舌尖母音[ii]在聽覺上的顯著區變性(distinctive contrast)不如[i]，在母音均衡發展的條件下，[ii]

最逐漸退化或消失。如果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這個議題，興寧等方言的[i](「醫」)改念成[]，佳

冬把所有舌尖母音化為[i]，而海陸則介於其間，為客家舌尖母音的整個音韻發展提供了見證。 



 

5.2.2 母音共振峰的分布比較 

 母音的聲學特性與母音的發音位置圖本屬於不同的角度，前者著重語音的聲學或物理現象，探究的

是聲波的頻率、週期、密度，而後者卻與我們的生理結構關係密切。不過，經過多年的語音聲學研究之

後，我們發現聲學特性與發音位置(特別是舌位的前後高低)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性。 

 從發音的角度而言，Jones (1948)是語音學研究的經典，當時即提出了「標準母音」(cardinal vowels)

的概念。根據 Jones (1948:28)最後一段的結尾：「根據經驗，我發現以八個母音分布圖為「標準母音」

(cardinal vowels)是描述母音最好的方法，這八個母音在國際音標中標為：i e  a   o u」。他認為語言

中的[i, e,  , , , , o, u]等八個母音在分布上講求舌位的前後平衡與高中低的對稱，不論是在發音上或

聽力上，每個母音之間的舌頭位置都呈現有次序地等距(equidistance)上升或下降，而且，低母音從舌

前到舌後的距離為高母音的三分之二 (18)，這個看法後來被稱為「標準母音」理論 (Ladefoged 1967, 

Catford 2001)。 

(18)  

 

這個分布圖是根據(19)的 F1 與 F2 的頻率值：(單位：Hz) 

(19)  

 /i/ /e/ // // // // /o /u/ 

F1 250 405 550 705 700 550 405 260 

F2 2200 2000 1800 1650 1100 1000 900 800 

事實上，前後高低對稱的母音分布，僅存在於理想中，因為實際語言中的[i]與[u]不會是如此地

平衡，如此地左右對稱。多數語言中的前高母音[i]要不是比標準母音稍前，就是比它稍後一些，例

如閩南語的[u]比[i]還要低，前者的 F2 為 2156Hz，而後者的 F2 為 939Hz。或者說，大部分語言的

高母音/i/和/u/ 並不都一樣高，/e/和/o/也不見得平衡對稱。 

後來，Ladefoged (1967)採集了 Daniel Jones 等 11 位語音學家的「標準母音」(cardinal vowels)語



料，試著繪出母音分布圖，藉以檢驗 Jones 的「標準母音」理論。10。然而，經過研究與分析之後，

Ladefoged 發現：「標準母音」在聲學與聽力方面，都沒有呈現「等距對稱」。例如(21)就是取自

Ladefoged (1967:88-89)中 D. Jones 及其學生共六人的「標準母音」，分布圖以 F1 為縱軸，F2 為橫軸。

11根據 Ladefoged 的描述：這些「標準母音」都經過 Jones 本人聽過並且認可的，可是以聲學的共振

頻率值畫成的母音分布圖，卻呈現彼此之間非常大的區別。不但前後的距離不等，高低的差異也迥

非呈現幾何比例的分布(20)，(20a)是六人的平均，(20b)是六人的八個母音的各別分布圖示。 

(20)  a. 平均數值的母音分布圖           b.六位發音人的個別母音分布 

  

根據我們蒐集的海陸客家話母音的分析，正如(21)所示，不論男女，每位海陸發音人的每個母

音都不全然相同，但是所有的母音還是呈現前後高低等母分的分布，顯示在每個人的心(腦)中，[i]

總是前高母音，[u]為後高母音，而[a]為低母音。但各別而言，則每個人的母音之前後高低的分佈各

有不同。 

(21) 40 位男女發音人的個個母音分布圖 

 

這樣的母音分布與個別差異，完全與 Peterson & Barney (1952)的結果相同。 Peterson & Ba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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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發音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語音學家，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培育語音學研究的人才。而且這些發音人的錄音都被

Jones 本人認為是「標準元音」。除 Jones 之外，其他五人為, D. B. Fry, O’Connor, Scott, Trim 及 Henderson。Ladefoged

原文的發音人共 11 位，但部份的 F1 或 F2 有缺。這裡取用的六人都有完整的 F1，F2 的共振峰值。 
11

 Ladefoged (1967)並沒有把母音音繪成分布圖，而只有提供每位發音人各個母音的 F1 及 F2，每位發音人每個母音念 3

次，可是有些語料缺 F2 的值，因此這裡我只取資料最完整的一組。這裡的圖為筆者所繪製。 



(1952) 以小孩 (15 位)、男性 (33 位)、女性發音人 (28 位)的母音取樣畫出每個人的母音分布圖，

發現：個別差異很大。若加以仔細分析(22)中 76 位發音人的母音分布，會發現：同一個母音，F1

與 F2 的函數軸點頗為分散，顯示不同發音人的同一個母音差距不小。另外，我們也發現：不同母

音的函數軸點也彼此交錯，顯示不同發音人的不同母音反而比較接近，例如有人的/i/在/e/的範圍內。

簡而言之，Peterson & Barney 的結果顯示：母音的差別與個人關係較大，而非語言內在的關係。不

過，無論個別差異多麼大，母音的前後高低之分布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22)  Peterson & Barney 經典之作的母音分布圖12
 

 

各個發音人雖然在母音內在的個別差異很大，但語音研究中各個語言的母音分布，卻總是取多數樣

本的平均數。海陸客家話每個母音的 F1, F2 之平均數，一如(23a)與(23b)所示。 

(23) 全音節的母音共振峰的平均頻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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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取自 Pickett (1998:156)，該書則以 Miller (1989)為本，是經過曲線強化處理過的圖形。原圖並沒有曲線，可以參

見 Lehiste (1967:125)。Miller 主要探討元音「標準化」(vowel normalization)的理論，在此受限於篇幅，無法詳述。

Lehiste(1967)之原圖有些朦朧，因此採用 Pickett 書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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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比較，男性的標準差以[ii]和[u]的 F2 為比較大，前者達 246Hz，後者 199Hz，表示男性發音人

的舌尖母音的確是變異比較大的標的，特別是在前後的位置上，可說還在變動之中。反觀其 F1(母音的

高低)，則[ii]顯得相對的穩定，表準差僅有 54Hz，表明[ii]是個高母音，只是在前後的位置上，彼此之間

的變異還很大。 

比較之下，女性的[ii]相對穩定，而對女性發音人而言，F2 彼此之間差異最大的是前高母音[i]，

標準差來到 220Hz，可見女性發音人之間的[i]前後位置也頗有差別。 

根據(23)的頻率數據，若以 F1 為縱軸，F2 為橫軸，可以畫成(24a)的母音分布圖，圖中呈現的是

男女發音人的母音分布現象。由(24a)的分佈現象，可以看出海陸的男女發音人的母音分布基本上非

常的近似，只是男性的整個母音圖像前移，而女發音人的母音則向後移，每個母音之間的前後差距

並不大，只是在高低分布方面，男性比女性略微高(F1 稍低)。 

(24)   a. 頻率分布圖                        b. Z-score 分布圖 

  

這種前後高低上的近似現象，更可由 Z-score 的標準化後的分布看得出來。Z-score 是眾多標準化

的公式或計算模式之一，主要是藉由單一數值(例如某母音 F1 的 Hz 數值)中減去所有 Hz 的平均值，

再根據原有 Hz 的標準差，分切成不同的差距，之後進行彼此之間的比較，如此標準化後更能看出彼

此差距很大的數值(Hz)之間的等量差距。仔細觀閱(25b)，經過 Z-score 的標準化之後，海陸客家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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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200 251 433 219 345 151

女性

標

準

差

F1

F2

F2



的母音分布圖還是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別僅在於男性的所有母音的 F2 比較高，F1 也偏高，故與女性

發音人比較後，使男性發音人的每個母音出現比較偏前與偏低的現象。與 Hz 的結果類似的是，男女

的母音分布沒太大區別，在(24b)似乎可以看到兩個母音分布圖的球後交疊現象。除此之外，其他如各

個母音的 F1/F2 差距很小，因此整體分布上男女的圖示很相近。為了進一步驗證，我們且以聽力為著

眼的 Bark 值做比較。 

Bark 值是根據聽力為基準的 Hz 轉化公式(請回頭參見(11)。最早提倡把聽力的關鍵頻寬(critical 

band)來檢視母音彼此之間的對比與差異的是 Flecher (1940），後來經過 Zwicker (1961)的研究，才把聽

力的基準納入母音聲學的分布之中，做為檢驗的指標之一。目前大多數的母音聲學研究，都採用 Hz

與 Bark 值作為母音分布的檢核機制。根據母音 Bark 值做出來的母音分布，還被用來指涉聽話者接取

講話者的語音時，根據個人心靈中的母音圖而去做調整，藉以把聽來的母音分布置入自己內心的母音

分布圖之中，這個過程在語音聲學的研究中稱為標準化作用。例如後面是兩張母音分布圖的比較，黑

點是成人的母音分布，圓圈是小孩的母音分布，兩者的母音分布圖表面上看來很近似，但是若仔細比

較每個母音的 Hz 數值(絕對數值)，彼此是很有區別的。然而在正常的對話之中，幼童卻能把成人的母

音分布置入自己的母音分布中，藉以理解講話者的語音與語意，這就是語音聲學中常論及的母音標準

化作用。((25)取自 Keith 1997)語音聲學研究中之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公式的提出，也是試圖解釋

這種聽覺與認知之間的過程。 

(25)  

 

後來 Zwicker（1961）把赫茲頻率與巴氏量尺列表比對，並提供了公式做兌換。 (26a)是根據 Bark

值而做的母音分布圖，基本上與(25a)與(25b)相同，都呈現男性發音人的母音比女性發音人的母音還要

偏高(F1 比較低)偏後(F2 比較小)的現象。以(26a)的 Bark 值為基礎，我們置入 V-score 的公式，可以得

到(26b)的分布圖。 

 



(26)   a. Bark 分布圖                                b. V-score 分布圖 

  

V-score 最大的企圖是，希望能從標準化後的 Bark 值中，得到中母音與央母音的確切分布位置，基

本的理念是，把[i]、[a]、[u]訂為母音分布中的最前([i])，最後([u])，與最低([a])，然後再比較[e]是

否在高度上介於[i]與[a]之間，[o]是否介於[u]與[a]之間，[ii]是介於[i]與[u]之間。從(26b)的比較圖中，

很容易得到前述的證明，肯定了[e]與[o]在母音分布中的位置。此外，(26b)還透露了另一種訊息，

即女性的母音比男性要高些(F1 稍低)。 

   有了去年詔安客語的結果，本文也試著比較詔安與海陸的母音分布，由於發音的字表相同，剪

音與分析的方法相同，彼此之間的比較，更可看出方言之間的異同。且先檢視後面(27)中兩個客語

方言的男女母音分布。 

(27)  

  

在男性方面，海陸的[u]與詔安的[o]變成重疊，其餘的母音都能顯示彼此之間的相似與區別。相似，

是由於各個母音之間，除了詔安顯得略高(F1 稍低)之外，其餘都幾乎沒太大的差別。至於詔安的[o]



與海陸的[u]之重疊現象並不難解釋。過去的文獻縣史，多方言母音之間的差異都在於[o]與[u]之間的

定位，例如各種美語的[o]與[u]之間也偶見會重疊(Thomas 2001:25)，荷蘭語(Adank 2003)的各種方言之

間，比較容易混同的也在於[o]、[u]之間。 

    比較之下，海陸與詔安兩個客家方言的女性母音卻在低母音[a]上出現重疊或近似的現象，其他母

音差別也不大，僅在於海陸的 F1 稍高而詔安各母音的 F1 稍低。 

    海陸與詔安的母音，在 Hz 分布上區別不大，經過標準化公式後，也可發現它們之間的異同與彼

此之間的特性。先看(28)的 Z-score 分布圖。 

(28)    a.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z-score 比較         b.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z-score 比較 

  

經過 Z-score 的標準化分析後，首先我們注意的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男性發音人的[o]與[u]

不再重疊，反而在[e]與[u]兩個母音的分布中，出現海陸與詔安的趨同現象。另外，男性發音人的

[i]，出現了海陸高而詔安低的分布結構。至於女性的母音分布，卻發現在四個母音([i, e, u, a])出

現雷同的重疊，僅在[o]上略有差異。可見，經過不同的標準化公式的驗算，會有不同的結果，主

因是每種標準化公式的著重點不同之故。 

簡而言之，經過 Z-score 的標準化計算後，海陸與詔安的母音顯得比較接近，與過去文獻，

如探討美語內在差異的 Thomas (2011) 或探析荷蘭語內無區別的 Adank (2003)頗有不同，指明客

家各方言的母音在語音上的差別其實沒有太大，至少不至於會有彼此無法溝通的阻礙。 

接著我們來檢視 Bark 值的母音分布。以(29a)與(29b)的比較，顯示:從聽力的角度來比較詔安

與海陸的母音分布，兩者的母音，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發音人，都足以看出這兩個方言的母音在分

布上，雖然很接近，卻存在著對比性的差別。很一致的訊息是，詔安的母音在整體分布上偏高(F1

比較低)，偏後(F2 比較低)。更重要的啟示在於，聽覺上詔安與海陸是兩種頗有區別的方言，純以

母音之分布而言就存在著內在的不同，使得這兩種客家方言的母音分布上，每個母音之間都有些

微的差異。差異雖小，卻指明這是兩種語言或方言。與其他標準化做比較，就可以看出這樣的區

分，例如 Z-score 中至少有兩個母音([e]與[u])出現重疊。 



(29)   a.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Bark 值比較                  b.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Bark 值比較 

  

最後，且看海陸與詔安在 V-score 上的母音分布現象。 

(30)  a.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V-score 比較                  b. 海陸與詔安男性母音的 V-score 比較 

  

    從(30)的 V-score 比較，很可以看出，若以[i]為最高最前的母音而言，詔安的[u]，無論男女，都比

較海陸要高，而且彼此之間的差異能在分布圖中明顯區分。其次，詔安的[e]與[o]也是比海陸高，只不

過兩個方言的[e]差別較小，而[o]差別較大。 

    經過 Z-score，Bark，V-score 的比較，我們分別能從海陸與詔安兩個客家方言的母音中，看出各

種角度的區別。Z-score 從兩個母音在 F1，F2 的個別差異中，找出直線比較中的標準化數值，最後顯

示海陸與詔安兩個方言的母音差別不大，至少在[e]與[u]兩個母音中彼此重疊。著重聽力的 Bark 標準

化公視則顯示，海陸與詔安兩個客家方言的母音，在內在分布上，雖然彼此差別不大，卻是兩個足以

判別不同的兩個語言個體。最後，從高低前後的 V-score 標準化中，顯示詔安的中母音[e]與[o]都要比

海陸高。 

  最後，想探討語音學上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海陸客家話中的母音在[n]與[ng]之前，是會受到影

響。由於受到孕母結構的限制，海陸能同時接[n]與[ng]的僅有[a]，因此我們比較的標的就是這個低母

音[a]。後面(30)是海陸的男女母音[a]在[n]與[ng]之前的分布，立即可以看出來的是，不論男女發音人，

[n]之前的母音都要比[ng]之前的母音還要高，其 F1 還要低些。 



(31)  

 

  這種母音會受到韻尾之前後的影響，其實是個語音運作現象(phonetic implementation)的結果，並不

依定要看成音韻上的規律。由於客家話在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多，至今文獻上的訊息或資料，無法提供

我們足夠的論證基礎，足以做任何比較強力的音韻支撐。然而，從語音的角度而言，這種語音運作的

現象卻頗為了然。為了證明這點，我們且把整個母音共振峰的走勢，即從頭到尾的頻率變化，立馬能

看出鼻音韻尾的影響。 

    後面(32)是母音接鼻音的共振峰走勢圖。不論男女，都可幾已見到:若母音後接[n]十，母音的共振

峰回往上走。假若後面接的是舌根鼻音[ng]，則母音的共振峰走勢相對地平穩，少有比較大的起伏，

正好說明母音的共振峰變化完全是由於後面韻尾的影響。[n]是齒冠音(coronal nasal)，舌尖往齒冠移動

時，迫使口腔的空間讓氣流的壓力比較大，而使共振峰上升。反之，舌根鼻音則沒有這種效果。 

(32)  

  

 

6. 結語 



本計畫旨在探討台灣海陸客家話的母音聲學的特性，分別以 Praat 分析了新竹地區海陸客家人 40 位，

男女各 20 位發音人的語音，並且從音長、共振峰的距離、共振峰的語音分布等三個角度來分析，具體

的結果略述如後。以音長而言，舌尖母音[ii]最長，主因是海陸客家話的舌尖母音僅出現在開音節之中，

而開音節的音長平均最長，其次是鼻音韻尾的母音，最短的是入聲音節，因為結尾的[p, t, k]都是塞音之

故。無聲塞音的特色是發音時，氣流受阻，而聲門不閉，母音則聲門必須緊閉，才能讓聲帶產生振動。

由於聲門的緊急打開，是母音的音長無法持續。 

共振峰的距離，從[i]、[e]、[ii]日漸減少，表示母音從高到低的變化。海陸客家話的[ii]位於[i]與[u]

之間，形成典型的央母音，但部位偏前，屬於前母音。證據是 F1 與 F2 的距離，要等到[a]時，才縮小。

後母音[o]與[u]的 F1 與 F2 距離也不大，契合過去對於語音研究的文獻(Ladefoged  2001)。 

最後的共振峰 F1/F2 形成的分布圖，為了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們才用了四種標準化公式。第一

種就是 Hz 為本的分布圖，這是母音研究中最為基本的分布現象，但根據 Ladefoged (2001)的看法，Hz

也是一種標準化後的數值。本研究所呈現的 Hz 數值，顯示海陸客家話的母音分布，與大多數的語言相

同，[i]最前，最高，而[u] 最後，卻比[i]還要低。中母音[e]與[o]也分別呈現前高後第的分布。不過，無

論男女，母音的分布差別不大，兩者的母音圖似乎一前一後，前者為女性的母音圖，比較後面的母音圖

則為男性的母音。 

從 Z-score 的尺度比較，海陸與詔安的母音痕相類似，僅在[e]與[u]兩個母音之間有重疊的現象，但若

從 Bark 的數值比較，則詔安與海陸顯得在聽力方面，各有特點，形成彼此之間頗能區分的結果。至於

V-score，則可以看出詔安的[u]比海陸的[u]略為高些，[e]也是如此，反而是[o]的區分性比較強。 

總而言之，透過海陸客家話母音的聲學研究，我們更能看出(1)海陸客家話本身的母音特點，例如[i]

比[u]還高，[ii]介於[i]與[u] 之間。(2)更能理解客家話各方言之間在母音上的共性，各個母音在 F1 與 F2

的分布架構頗為相同，這與美語各方言之間的差異頗大略為不同。 

 

7. 研究心得與檢討 

  本計畫為本人從事各地區客家方言之母音聲學的第四個計畫，前面三個分別為河婆、南四縣、詔安，

加上個人科技部的兩個計畫，可說已經快完成所有客家話地區或類別的母音研究，目標是做一個完整

的「台灣客家語音地圖」供外界了解客家方言或類別之間的語音差別，更可以給未來的研究者提供相

當的語料，免除出外做田野調查的奔波，更可以使客語教學者或學習者明白各種客家話的語音不同，

如何對應，如何學習，如何轉化，及如何比較。這個構想有很大的部分已經完成，而且已經上網

(http://www.nknu.edu.tw/~hakka/hakkamap/01.htm)。這幾年的研究計畫，就是這樣的構想之下的動機。

http://www.nknu.edu.tw/~hakka/hakkamap/01.htm


除了上網，理想中也要有紙本的書籍，介紹與推薦台灣各種客家話的語音差別，因此賡續過去幾年的

計畫成果，也已經完成裡了兩本書稿，正在整理出版之中，後面是兩本書稿的內容 

1. 台灣南部客家方言地圖 

本書包含八章，內容如後； 

        摘要 

        第一章  語言地圖概說 

        第二章  台灣客家話的內部差異及其分布 

        第三章  南部客家語音的描述 

        第四章 南部客家語音的聲學現象 

        第五章 南部客家話的語音地圖 2 

        第六章 南部客家話的異化現象 

        第七章 客家話小稱詞的內在變異 

        第八章  未來應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2. 台灣中部客家方言地圖 

            第一章  台灣中部客家方言的分布與類別 

            第二章   東勢客家話的內部差異[初稿宣讀於 2010 年 5 月 24 日在國立聯合大學講座教

授論壇，修訂稿將收入中央大學客家語言研究所出版的《羅肇錦教授六十華誕壽慶論文集》。] 

            第三章 輔音：發音部位與方法。[ 為語音描述的基礎] 

            第四章 捲舌擦音[發表於 2010 年四月份的《語言暨語言學》Vol.11, No2:2190296. SSCI]。 

            第五章   舌尖擦音的聲學感知[宣讀於 2009 年的輔仁大學舉辦的第九屆中國聲韻學會, 

June 12-14, 2009，論文尚在修訂中]。 

            第六章  東勢客家的母音聲學現象 (未來計畫研究) 

            第七章  雲林地區詔安客家話的母音聲學現象 (客委會計畫報告) 

            第八章  韻母結構規律[宣讀於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s in 

East-southern China. Dec 15-17. 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搞刊於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24:115-132. AHCI]。 

            第九章  聲調與變調[宣讀於中央大學主辦的 The 7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e4/   

Hakka languages, Nov. 21-24.修訂稿將刊於該會論文集中]。 

           第十章  詔安客家話的內在歧異與閩南化的程度分析 (撰寫中) 

          第十一章  東勢與詔安客家話的內在語音的異同研究 (來之構想研究) 

第十二章  結語 

    

但是，後來客委會的審查人員對於個人這個龐大的計畫頗有意見，認為個人沒有創意，都在重複

同一種計劃與研究，其實台灣的客家話種類多，語言類別不少，應該有秩序的慢慢做，才能有比較大

的成果。重複做母音聲學，不僅是需要，而且也同時在資料蒐集之時，多方蒐集未來寫作需要的語料，

目的是要寫幾本精緻的客家語音分布、區別、內在差異等等的語言地圖。目前，受限於審查人員的看

法，將暫時擱置這個計畫，有點可惜。 

   須知，閩南語的語言地圖，利用國科會、科技部、中央研究院、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等研究單位



的資源，目前工作了近十二年，還未出書，正在整理之中。客家語言地圖是大工程，僅有客委會能做

這樣的工作，我以微薄的力量，期望結合個人科技部的計畫與客委會的計畫，從事全台主要客家種類

的語音分析、語法分析、區域分析等等理想，而不可得，殊為可惜。目前看起來客委會的審查人員還

是希望研究者，散彈打鳥(不要用一個主題去研究各種客家方言)，而喜歡鼓勵研究者重複幾個方言點的

一再調查。 

   其次，客委會的計畫並不容易執行，自從劃入學校計畫工作後，每次出差、購買器具都需要先向

學校預借經費，預借經費頗有限制，例如當月必須用完，再者，客委會的經費使用與科技部不同，又

與學校內內部的經費核銷項目不同，搞得需要有一個專門核銷的助理，專門做這樣的繁瑣工作，耗盡

了研究氣力，真是勞心又勞力的工作。希望未來能像其他有客家研究所的學校，經費直接撥入學校，

像科技部一樣，才不會讓研究人員蠟燭兩邊燒。否則建議，一律改為個人計畫，不必經過學校，這樣

比較合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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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The project aims to examine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ilu Hakka vowels. All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at 

Shinchu areea where Hailu Hakka was the main language. All the participants, average age 54, were identified to speak 

this language as the main tool for family communication.  

Three goals were intended to achieve. (a) To save the authentic sounds of this Hakka dialect, (b) To investigate the 

phonetic theories developed thus far against the Hailu Hakka data, and (c) To make a comarison of vowels between Hailu 

and Zaoan (two Hakka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dialects of a language vary in terms of vowel distribution or 

plotting (Adank et al. 2004, Clopper et al. 2007). Thus all the date w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under the three indicators, 

namely, duration, F1/F2 plotting, and F1/F2 movements. In additon, in addition to the Hz-based plotting, three 

normalization processes were utilized, Z-score, V-score, and Bark. The essential findings are: (a) If approaching from the 

Z-score, which migh help normalize the linear differences in formants, we found that no great differece appeared in Hailu 

and Zhaoan Hakka, except for [e] and [o], which were overlapped both for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rk, there is no utterally difference between Hailu and Zaoan, implying that there were treated as two 

distinct dialects. (c) However, based on V-score, which set [i] as the front and high vowel, we found that either [e] and [o] 

were mid vowels in vowel plotting.  

 

  Key words: Hailu Hakka, vowel acoustics, formants, vowel normalization 

   

  



 

附錄 1: 字表以圖形展現 

 

1 黃梨 [ vong  lix ] 17 食藥 [ shit  rhok ] 

2 甘蔗 [ kam  zax ] 18 番薯 [ fan  shux ] 

3 冰棒 [ pen  kix ] 19 白鶴 [ pak  hok ] 

4 蝸牛 [ sex  lox ] 20 書本 [ shux  bun ] 

5 桌凳 [ zok  den ] 21 洗衫 [ sex  sam ] 

6 荔枝 [ lix  zix ] 22 唐虱 [ tong  set ] 

7 人篸 [ nging  sem ] 23 警察 [ gin  cat ] 

8 毛筆 [ mox  pit ] 24 字典 [ six  den ] 

9 伯公 [ pak  kung ] 25 及格 [ kip  get ] 

10 發粄 [ fat  pan ] 26 屋頂 [ vuk  dang ] 

11 零食 [ lang  tap ] 27 金佛 [ gim  fut ] 

12 鋼琴 [ kong  khim ] 28 醫生 [ rhix  sen ] 

13 鎖匙 [ sox  six ] 29 駛車 [ six  chax ] 

14 割禾 [ kok  vox ] 30 蠶絲 [ cam  sii ] 

15 葡萄 [ pux  tox ] 31 翼甲 [ rhit  gap ] 

16 竹筍 [ zuk  sun ] 32 辣椒 [ lak  ziau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