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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閩西連城縣賴源鄉內有四種口音此彼此間難以溝通的方言，分別可以下村、黃宗、

牛家、河祠為代表。本計畫運用斯瓦迪士 200 詞調查了賴源方言，舉例探討各方言的詞

彙表現，並與周鄰同性質的萬安梧宅、松洋、梅村、涂潭、上杭縣步雲梨嶺方言及客、

閩方言進行比較，梳理賴源方言的語言成分。 

同時根據目前對賴源方言的了解，繪製了黃宗曾姓家族、牛家江姓家族的遷徙路徑。

黃宗曾姓的遷移路徑從江西吉安經步雲梨嶺，再到萬安涂潭，最後定居賴源黃宗。牛家

江姓自閩中永安一帶遷徙而來，定居賴源牛家約有 30 代。下村話徐姓的遷徙路徑不清

楚，但根據學者考證族譜所見，應是從江西石城過來的。 

 

關鍵詞：客家話、混合方言、斯瓦迪士 200 詞、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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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閩西」就地理位置與漢語方言分片兩方面來看，所指的範圍並不相同。張振興

(1986：24)提到：「從地理來說，閩西地區應該包括龍巖、上杭、武平、永定、長汀、連

城、漳平、寧化、清流、明溪等十個縣市。」其中龍巖、漳平今日歸屬閩南方言區。就

歷史地理而言，從宋至明，龍巖、漳平屬「漳州府」；其餘的寧化、清流、明溪(舊稱歸

化)、上杭、武平、永定、長汀、連城等屬「汀州府」。以漢語方言上的方言分片範圍來

說，閩西是指明溪、寧化、清流、長汀、連城、武平、上杭、永定等八縣，屬於客語汀

州片。(謝留文、黃雪貞 2007)客語汀州片的地圖請見圖 1。 

 

圖 1 客語汀州片地圖(何純惠 2014：2） 

 

客語汀州片內，語言最複雜的區域莫過於連城縣。連城縣內有從語言重要特點上可

歸於客語的方言，如縣城話及四堡、羅坊、宣和、新泉、文亨、廟前、朋口等鄉鎮方言，

也有閩語特徵顯著的姑田話。賴源鄉位於連城縣東，緊鄰閩中、閩南方言區，鄉內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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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能互通的口音，不能直接歸於客語或閩語，根據筆者這幾年對連城方言的調查1，知

悉鄉內至少有四種口音。賴源鄉內這四種口音的分布地點及介紹可見筆者博士論文《閩

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所述。(何純惠 2014：3-4) 

筆者博論當初僅調查了賴源鄉的代表方言下村話，關注焦點在語音，本計畫的執行

除了對下村話進行詞彙調查之外，更拓展調查方言點，調查了賴源鄉內的其他方言，故

本計畫是奠基於筆者博論的接續性研究。 

本計畫的田調安排在 2016 年的 6-7 月間，原先預定調查賴源鄉的下村、牛家、黃

宗、河祠2等四種口音，但是河祠的發音人在筆者調查期間皆無法配合，故僅調查了下村、

牛家及黃宗，另又調查了與賴源相鄰的曲溪鄉蒲溪方言3。賴源幾種口音的分布位置請見

圖 2 以圓圈標示處。 

 

 
圖 2 賴源方言分布圖 

                                                 
1 自筆者 2011 年迄今，曾數次前往閩西調查方言。 
2 筆者在 2012 年曾對河祠話進行了簡略的調查，河祠話在語言表現上與閩語相似處較多。 
3 根據筆者調查所見，蒲溪話屬於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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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地區在歷史上有數次大規模的人口移入，這些移入人口與當地的畲族接觸形成

客家話後，又與鄰近的閩語族群多有互動。閩、客族群在長期交流下，語言特點上多有

交錯，屬於閩南方言的龍巖話可見客語常用的方言詞，閩西客家話中也有與閩語相同的

表現，難以歸類為客語或閩語的閩西混合方言則兼具閩、客語的重要語言特點。如何釐

析閩西混合方言中不同方言的成分，是本計畫所關注的。希望以客語汀州片內的賴源鄉

方言為例，探討語言接觸下的共時表現及歷時演變，提供語言接觸研究方面的新語料，

填補閩西方言研究上的空缺。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語料包含第一手閩西調查語料及前人調查成果，在比較研究上，並不限

於閩西方言，而是採取跨區、跨方言的比較，比較材料包含各地的客、閩方言。以下簡

述本計畫的研究過程與方法，圖 3 為本計畫一年來的研究期程： 

 

圖 3 本計畫執行期程示意圖 

 

第一階段整理相關研究文獻，包含閩西縣志及地方志、閩西七縣客家話比較的論著

及連城縣方言研究論著。第二階段安排方言田調事宜，設計調查表格，聯繫當地相關單

位及友人協尋合適的發音人。第三階段進行閩西方言田調(2016.6.24-7.12)，採集語料以

IPA 描寫記錄。第四階段除整理調查語料外，也對語料做跨區、跨方言的比較分析。第

五階段則是撰寫結案報告，提出目前的研究成果。 

本計畫想以美籍語言學家斯瓦迪士(Swadesh)提出的 200 詞，探討賴源方言與閩、客

方言的親疏關係，關注的部分包含語音及構詞。 

2-1 研究所需的參考文獻 

2-1-1 閩西縣志及地方志 

此類文獻能讓我們了解閩西各地的人文歷史、社會文化，還有不少方言材料可供參

考。各縣縣志均說明縣內方言分佈概況，對於代表方言點的語音、詞彙、語法也有介紹，

這些文獻有：《寧化縣志》、《清流縣志》、《長汀縣志》、《連城縣志》、《武平縣志》、《永定

縣志》、《上杭縣志》。地區志收錄的方言材料較為多樣，《龍巖地區志》收錄了閩西各地

的客家話及混合方言，《福建省志》收錄了閩西七縣城關客家話語料，其中只有長汀城關

的材料較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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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閩西七縣客家話比較的論著 

此類文獻多屬於閩西各地客家話的語音比較，有鄧曉華(1988)、李如龍(1998)、林寶

卿(1991)、呂嵩雁(1999)、藍小玲(1999)等，這些文獻中用以比較的方言點多取閩西各縣

城關音，但李如龍(1998)在寧化縣及武平縣的取點上並非選用城關音4；李如龍(2001)除

了語音比較外，還兼有詞彙的比較。 

2-1-3 連城縣方言研究論著 

此類文獻包含針對特定方言點及多方言點的比較。針對特定方言點的研究又可分為

調查報告(語音或詞彙)及探討特定主題兩類。這些文獻是本計畫執行中極重要的參考資

料，對於我們了解賴源方言的語言特點有極大的幫助。見表 1-1、1-2： 

 

表 1-1 連城方言研究論著 

1.特定方言點的研究 

(1)特定方言點的語音或詞彙調查報告 

Branner(1995)〈姑田中堡方言的記音簿〉 

Branner(1996)〈隔川朱餘方言的記音簿〉 

秋谷裕幸(1992b)〈福建省連城縣文亨鄉崗尾村方言同音字表〉 

李玉(2006)〈四保話語音研究〉 

李玉(2013)〈福建四堡話的古音痕跡及同音字匯〉 

項夢冰(2002)〈連城（文亨鄉文保村）方言同音字匯〉 

項夢冰(2009)〈連城(羅坊)方言詞彙記略〉 

黃聖雅(2016)《福建省連城縣培田客家話研究》 

邱宜軒(2016)《閩西連城中堡話研究》 

李珊伶(2016)《閩西連城賴源客家話研究─以下村、黃地村為例》 

(2)探討特定主題的研究論著 

○1 語音 

秋谷裕幸(1992a)〈連城縣文亨方言聲母-和j-的對立〉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古遇攝合口一等字的今讀〉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古流攝開口一等字的今讀〉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方言今讀陰平的古濁去字〉 

項夢冰(2004)〈連城(莒溪)方言“言”字的讀音〉 

項夢冰(2009)〈連城(新泉)客家話“葵”字的讀音〉 

項夢冰(2009)〈連城(新泉)客家話的一類連續音變〉 

○2 語法 

項夢冰(1990)〈連城(新泉)話的反復問句〉 

項夢冰(1992)〈連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詞〉 

項夢冰(1993)〈連城(新泉)方言的疑問代詞〉 

                                                 
4 李如龍(1998：101)提到寧化縣取石碧村、武平縣取武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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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連城方言研究論著 

項夢冰(1997)《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語素說略〉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的介詞“著”〉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來得/不及”的說法〉 

項夢冰(2004)〈連城(姑田)方言的小稱變調〉 

項夢冰(2004)〈連城(四堡)方言〔 ua〕不要解〉 

項夢冰(2004)〈連城(新泉)客家話的親屬稱謂系統〉 

○3 其他 

秋谷裕幸(1996)〈福建省連城縣文亨鄉崗尾村方言の系統論上位置〉5 

秋谷裕幸著、項夢冰譯、曹陽校對(2002)〈連城（文亨）方言的歸屬〉 

項夢冰(2004)〈連城(姑田)方言的“在”字〉 

鄭曉峰(2013)〈連城四堡方言類似閩語的特點〉 

 

Branner(1995、1996)、項夢冰(2002)記錄調查點的詞彙，秋谷裕幸(1992b)、李玉(2006、

2013)、項夢冰(2009)記錄調查點的單字音。詞彙調查報告能讓人易於了解方言在生活層

面的使用情形，如：仔尾詞的使用表現、親屬稱謂的用法、各類動詞的說法等；語音調

查報告則能讓人清楚哪些字讀為同音字，明瞭中古音在今日方言的分合歸併表現，進而

探討該方言的歷史音韻音變。 

項夢冰有關連城方言的多篇論著6以探討連城新泉話語法、語法居多。連城四堡話在

方言歸屬上屬於客家話，鄭曉峰(2013)透過實地調查，提出四堡話與閩語相似的語言特

點，這在閩西客家話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開展。秋谷裕幸(1996a)討論文亨話的方言歸屬，

該文原用日文撰寫，後由項夢冰(2002)譯為中文。 

 

表 1-2 連城方言研究論著：多方言點的比較研究 

嚴修鴻(1997)《連城方音研究》 

嚴修鴻(1998)〈連城方言中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四種類型〉 

嚴修鴻(2000)〈連城方言古濁上字的調類分化─兼論福建內陸閩語“濁上歸入”的 

            現象〉 

嚴修鴻(2002)〈連城方言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 

項夢冰(2004)〈連城客家話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的今讀〉 

項夢冰(2004)〈連城客家話尤韻白讀同模韻的實質〉 

何純惠(2014)《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研究》 

Branner(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5見項夢冰譯、曹陽校對(2002)〈連城（文亨）方言的歸屬〉。 
6表 1-1、1-2 所列的 2004 年多篇文章皆出自《閩西方言調查研究(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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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鴻(1997)調查了連城縣境內以及周鄰的相關方言，是第一本對連城方言進行全

面調查與比較的論著，1998、2000、2002 三文都是針對某種音韻現象做討論。項夢冰

2004 年的兩篇文章也是討論某種音韻現象。何純惠(2014)探討長汀縣客家話以及連城縣

境內客家話與混合方言的音韻表現，在比較研究上也將周鄰的相關方言一併納入，這裡

的「周鄰的相關方言」是指上杭縣步雲梨嶺方言以及龍巖市新羅區萬安鎮的多處方言。

Branner(2000)調查了不少閩西方言點，其中上杭縣步雲梨嶺、萬安鎮(梧宅、松洋)、連城

縣賴源下村四個方言點提供的語料最為詳細。 

此外，還有張振興(1984)、陳筱琪(2013)兩篇論著是不能忽略的，二文雖都不是討論

連城縣境內的方言，但文中討論的萬安鎮方言與連城縣賴源鄉方言關係密切，語言表現

多有相似之處。 

2-1-4 其他閩西客家話參考語料 

此類文獻見表 2： 

 

表 2 其他閩西客家話語料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方言點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武平岩前、長汀、

寧化 

林清書 2004 《武平方言研究》 
武平（城關、岩前、

東留、武東、桃溪）

邱錫鳳 2012 《上杭客家話研究》 
上杭（藍溪、城關、

古田） 

黃雪貞 1982 〈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詞的子尾〉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詞彙(一)〉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詞彙(二)〉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詞彙(三)〉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4 〈永定(下洋)方言自成音節的鼻音〉 永定下洋 

黃雪貞 1985 〈福建永定(下洋)方言語音構造的特點〉 永定下洋 

彭怡玢 1999 〈古城方言調查報告〉 長汀古城鎮 

彭怡玢 2007 〈古城話與長汀(城關)話音系比較研究〉
長汀(城關、古城

鎮) 

曾德萬 2007 
《福建省武平縣東留鄉所屬上四鄉（六個

自然村）客家話調查研究》 

武平東留鄉所屬上

四鄉 

李泉祿 2010 《武平中山鎮客家話研究》 武平中山鎮 

張馨尹 2013 《福建省永定縣鳳城客家話研究》 永定鳳城鎮 

呂素慧 2013 《福建永定高陂客家話研究》 永定高陂鎮 

彭淑鈴 2013 《上杭古田客家話研究》 上杭古田鎮竹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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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其他閩西客家話語料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方言點 

藍慧娟 2013 《閩西大禾話語音研究及詞彙特點》 武平大禾鄉大禾村

彭月琴 2014 《福建省永定縣湖坑鎮客家話研究》 永定湖坑鎮 

 

2-1-5 閩西以外的客家話參考語料 

此類文獻的出處請見表 3-1~3-9，包含臺灣、閩南、廣東、江西、湖南、四川、廣

西、浙江、陝西及海外客家話，有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及詞典(或辭典)。有些文

獻前已提及。 

 

表 3-1 臺灣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張屏生 2007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江敏華 1998 《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 

江俊龍 2003 《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 

徐瑞珠 2005 《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 

呂嵩雁 1993 《臺灣饒平方言》 

林伯殷 2005 〈新竹縣芎林鄉饒平客家話〉 

徐瑞珠 2005 《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 

張屏生 2007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彭美慈 2007 《臺灣卓蘭饒平客語音韻研究》 

徐貴榮 2007 《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 

張美娟 2010 《新竹饒平客語詞彙研究》 

張孟涵 2010 《關西饒平客家話調查研究─以鄭屋、許屋為例》 

楊昱光 2011 《關西湖肚饒平客話研究》 

邱容 2013 《桃園官路缺袁姓饒平客家話研究》 

王泰祥 2013 《兩岸饒邑王氏家族客家話的研究》 

廖烈震 2002 《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話音韻研究》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 

張屏生 2007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呂嵩雁 2008 《臺灣詔安方言研究》 

吳中杰 2009 〈宜蘭壯圍詔安客家話的音韻及詞彙特點試析〉 

賴桂玉 2013 《臺灣桃園地區詔安客家話之研究》 

溫秀雯 2003 《桃園高家豐順客話音韻研究》 

彭盛星 2004 《台灣五華（長樂）客家話研究》 

賴文英 2004 《新屋鄉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 

張屏生 2007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張為閔 2008 《台海兩岸海豐客語之變異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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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臺灣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黃美珠 2013 《國姓鄉 1948 年來臺之陸豐客話研究》 

李瑞光 2011 《屏東市林仔內河婆話之音韻研究》 

賴朝揚 2013 《台灣平遠客家話研究─以湖口鄉賴屋庄為例》 

 

表 3-2 閩南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7 

周長楫、林寶卿 1994 〈平和縣九峰客話初探〉 

莊初升、嚴修鴻 1994 〈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 

曾少聰 1994 
〈客家話與閩南話的接觸─以平和縣九峰客話為

例〉 

陳秀琪 2006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 

夏附閔 2013 《福建省南靖梅林客家話研究》 

劉子瑛 2013 《福建省南靖縣版寮客家話研究》 

 

表 3-3 廣東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8 

何根科 1998 〈廣東中山翠亨村客家話方言島記略〉 

周日健 1987 〈廣東省惠陽客家話音系〉 

周日健 1992 〈廣東新豐客家方言記略〉 

陳曉錦 1993 《東莞方言說略》 

宋長棟等著 1995 《雲浮方言志》 

李榮主編、黃雪貞編纂 1995 《梅縣方言詞典》 

魏宇文 1997 〈五華方言同音字匯〉 

林立芳 1997 《梅縣方言語法論稿》 

高然 1999 〈廣東豐順客方言語法特點述略〉 

李如龍等著 1999 《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 

練春招 2002 〈粵西廉江石角客家方言音系〉 

甘甲才 2003 《中山客家話研究》 

胡性初 2003 〈英東客家話記略〉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 重排本)》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4 《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 

朱炳玉 2010 《五華客家話研究》 

                                                 
7 收錄語料為詔安秀篆。 
8 收錄語料為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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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廣東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練春招等著 2010 《客家古邑方言》 

蘇軒正 2010 《大埔、豐順客家話比較研究》 

徐汎平 2010 《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 

黃秀媛 2010 《揭西五雲鎮客家話的音韻研究》 

蘇媺祺 2010 《陸河客家話研究》 

李慶華 2012 《灰寨客家話研究》 

張維耿編 2012 《客方言標準音詞典》 

陳秀琴 2013 《河婆客家話研究》 

劉勝權 2013 《粵北始興客家音韻及其周邊方言之關係》

肖蓓 2013 《廣東乳源必背客家話語音研究》 

李菲、甘于恩 2014 〈大埔客家方言音系〉 

 

表 3-4 江西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盧紹浩 1995 〈井岡山客家話音系〉 

李榮主編、謝留文編纂 1998 《于都方言詞典》 

劉綸鑫主編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劉新華 2003 《興國境內兩個客家話點的語音研究》 

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 2004 《客家話通用詞典》 

劉漢銀 2006 《南康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胡松柏等著 2009 《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 

吳可珍 2010 《江西石城方言研究》 

 

表 3-5 湖南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夏劍欽 1983 〈瀏陽南鄉方言記略〉 

陳立中 2003 《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 

曾獻飛 2006 《汝城方言研究》 

王箕裘、鍾隆林 2008 《耒陽方言研究》 

戴伶伊 2012 《湖南平江縣、攸縣、新田縣客家話音韻研究》 

陳沿佐 2013 《湖南客家話詞彙研究》 

沈雪飛 2014 〈瀏陽客家方言音系及其音韻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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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四川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黃雪貞 1986 〈成都市郊龍潭寺的客家話〉 

李瑞禾、曹晉英 2001 〈西昌黃聯客家話同音字匯〉 

王慶 2005 《龍潭寺客家話語音研究》 

李科鳳 2005 《盤龍鎮客家話與梅縣客家話音系的比較研究》 

蘭玉英等 2007 《泰興客家方言研究》 

黃尚軍、曾為志 2007 〈四川新都客家話音系〉 

徐翀 2007 《儀隴客家話語音研究》 

周驥 2008 《隆昌客家話語音研究》 

李玉 2009 〈石門客家話同音字匯〉 

崔榮昌 2010 《四川境內的客方言》 

王燕霞 2011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音系調查研究》 

郄遠春 2012 《成都客家話研究》 

鄭玉華 2013 《四川簡陽客家話研究－以踏水鎮為例》 

李庭慧 2014 
《四川成都東山客家話研究-以三聖鄉、黃土鎮、木蘭

鎮為例》 

 

表 3-7 廣西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鄧玉榮 1996 〈廣西賀縣(蓮塘)客家話音系〉 

陳曉錦 1999 〈廣西容縣客家方言島調查記〉 

陳曉錦 2004 《廣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調查研究》 

黃小平 2006 《田林寧都客家話比較研究》 

邱前進、林亦 2007 〈英德客家方言音系〉 

邱前進、林亦 2007 〈廣西賓陽客家方言音系〉 

張秀珍 2008 〈賀州沙田客家話音系〉 

陳思同 2008 〈上思縣屯隆客家話音系〉 

韓霏 2008 《博白縣沙河鎮客家話研究》 

邱前進 2008 《廣西賓陽客家方言研究》 

陳輝霞 2008 《廣西臨桂小江客家方言島研究》 

黃英富 2011 〈賓陽縣大橋新民話音系〉 

夏中華、王華 2011 〈象州石龍客家話同音字匯〉 

鄧敏 2012 〈浦北張黃鎮新民話同音字匯〉 

楊世文 2012 〈藤縣和平客家話語音〉 

黃美瑩 2012 《廣西省昭平縣樟木林鄉客家話研究》 

徐維莉 2012 《廣西省賀州市公會鎮客家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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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廣西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葉宇貞 2013 《廣西省賀州北陀客家話研究》 

李城宗 2013 《玉林市高峰鎮客家方言研究》 

郝鵬飛、余秀忠 2014 《廣西賀州市桂嶺鎮客家話音系〉 

李玉 2014 〈平南雙木話語音研究〉 

魏新仲 2014 《廣西省賀州市蓮塘鎮客家話研究》 

劉淑惠 2014 《廣西鍾山客家話研究》 

 

表 3-8 浙江、陜西客家話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曹志耘 2004 〈浙江金華珊瑚客家話音系〉 

孟萬春 2010 《商洛方言語音研究》 

付新軍 2013 《陝南商洛客家方言島研究》 

 

表 3-9 海外客家話參考語料：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哈瑪宛 1994 《印度尼西亞爪哇客家話》 

陳曉錦 2003 《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 

梁心俞 2007 《印尼西加地區海陸客語接觸研究》 

黃惠珍 2008 《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嚴修鴻 2009 〈新加坡客家話的語言現狀及語音概略〉 

陳曉錦 2010 《泰國的三個漢語方言》 

江欣潔 2013 《馬來西亞沙巴龍川客家話研究》 

黃素珍 2013 《印尼坤甸客家話研究》 

 

除了《客家話通用詞典》、《客方言標準音詞典》、《梅縣方言詞典》、《于都方

言詞典》、《客家方言字典》等紙本詞典之外；也參考網路資料庫「教育部臺灣客家語

常用詞辭典」9 

2-1-6 閩北、閩中、閩南方言參考語料 

閩方言也是本計畫進行時不能缺少的語料，此類文獻見表 4： 

 

表 4 閩北、閩中、閩南方言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閩方言點 

北大教研室編、

王福堂修訂 
2008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

排本)》 

閩南：廈門、潮州 

                                                 
9 網址為：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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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閩北、閩中、閩南方言參考語料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 出處 閩方言點 

陳筱琪 2013 《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

閩南：菁城桂林、溪南官坑、

新橋南豐、雙洋東洋、適中中

心、蘇坂美山 

郭啟熹 1996 《龍巖方言研究》 閩南方言點：龍巖城關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 

閩中：大田縣(前路)、尤溪縣

(城關、西洋、洋中、湯川、中

仙、新橋、街面) 

閩北：浦城縣(城關南浦鎮、石

陂、忠信鄉、盤亭鄉、臨江)

李如龍 1999 《福建縣志方言志十二種》

閩中：永安市、三元區、沙縣、

尤溪縣、大田縣廣平鎮、大田

縣 

閩北：建陽市(城關潭城)、武

夷山市(城關崇城鎮)、浦城縣

(城關南浦鎮、石陂鎮、忠信

鄉、盤亭鄉、臨江) 

建甌縣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 
1994 《建甌縣志》 

閩北：建甌縣 

南平市志 

編纂委員會編 
1994 《南平市志》 

閩北：南平城關 

政和縣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 
1994 《政和縣志》 

閩北：政和城關熊山鎮 

松溪縣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 
1994 《松溪縣志》 

閩北：松溪城關 

秋谷裕幸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閩北：浦城石陂、政和政前、

建甌迪口 

 

除了表 4 的紙本文獻之外，也參考網路資料庫「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10。 

2-1-7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論著 

對於連城縣賴源鄉這塊方言過渡地帶的研究，筆者認為繪製「方言地圖」是可以使

用的方法之一，因為方言地圖能呈現特定語音、詞彙或是語法現象的空間分佈，表現出

各類語言現象的擴散方向或集中區域，是呈現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的手段之一。在方言

地圖繪製完成後，還要嘗試提出說明，討論語言現象分佈的成因與發展模式，才能真正

體現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意義。以下為本計畫執行時參考的地理語言學論著，見表 5： 

                                                 
10 網址為：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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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論著 

賀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禮譯(2003)《漢語方言地理學》 

石汝杰、顧黔(2006)《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 

王文勝(2008)《處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李永新(2011)《湘江流域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王文勝(2012)《吳語處州方言的地理比較》 

張學年(2014)《福建省武平縣地理語言學研究》 

岩田禮編(2009)《漢語方言解釋地圖》 

岩田禮編(2012)《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 

曹志耘主編(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 

曹志耘主編(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 

曹志耘主編(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語音卷》 

項夢冰、曹暉編(2013)《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 

項夢冰(2006)〈客家話的界定及客贛方言的分合〉 

 

賀登崧的《漢語方言地理學》一書收錄數篇論文，是根據他 1941 年 7 月到 1943 年

3 月間和 1948 年 7 月到 8 月間的方言調查完成的11，後由石汝杰、岩田禮譯為中文本。

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談論有關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相關問題，包含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特

點、地方史、漢語方言調查基礎地圖的製作、調查人的注意事項、發音人的選擇條件、

調查表格與調查方法等，第二、三章分別討論山西省大同地區東南部方言的方言邊界線

與地域性語音變化的例子，第四章提出作者在宣化地區的調查成果，書中附有多幅方言

地圖。這些文章雖然是在六十年前的環境下所做的論述，但其中仍有許多可供借鑑之處。 

表 5 中所列著作皆收錄不少方言地圖，其中岩田禮編著的兩本著作旨在對方言地圖

做說明與解釋，曹志耘主編的三大巨冊則是呈現語言現象的空間分布，並不做解釋，這

五本著作對漢語方言地理語言學的開展有重要意義。 

項夢冰、曹暉編(2013)一書對於漢語方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有詳細的介紹。項夢冰

(2006)討論七種音韻現象在客家話及客家話搭界方言(閩語、贛語、粵語)的共時表現，並

搭配分布地圖加以解釋，該文的研究方法與本計畫有高度相關性。 

2-1-8 斯瓦迪士(Swadesh)的 200 詞 

斯瓦迪士((1952)在考察過相當數量的語言後(特別是印歐語)，在〈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一文提出了 200 詞，他認為這 200 詞是人類語言最穩

定的核心詞，希望透過詞彙變化率的統計，確定語言的分化年代，但他在實際的工作經

驗中注意到這 200 個核心詞仍有一些是可以被借用的，於是又從 200 詞中篩選出 100 個

                                                 
11見賀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禮譯(2003)《漢語方言地理學》中〈作者日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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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詞，這 100 個核心詞見斯瓦迪士(Swadesh)(1955)〈Time depths of American linguistic 

groupings〉。 

斯瓦迪士的 200 詞與 100 詞在語言學界引起很大的迴響，有不少研究者採用了他提

出的這些核心詞，應用在漢語方言或是民族語言的研究上。如王育德(1960)、徐通鏘

(1996：413-431)各自採用了 200 詞與 100 詞比較漢語方言同源詞保留率的比較，鄧曉

華、王士元(2003)〈苗瑤族語言親緣關係的計量研究─詞源統計分析法〉根據苗瑤語的特

點對 100 詞的基礎上做了一些修訂，以 111 詞探討苗瑤語族親緣關係的計量研究。陳保

亞(1996：187)《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一書中，對漢語

方言與民族語言的接觸研究上，也使用了斯瓦迪士的核心詞，他將這 200 詞分為“第一

百詞(一階)”和“第二百詞(二階)”(見附錄三〈陳保亞修訂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現有一

定的普遍適用性，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總是一階關係詞高於二階關係詞，兩個相互接觸

的語言所產生的關係詞，總是一階關係詞少於二階關係詞，他舉例說明如下，由於德傣

和金沙傣是同源關係，所以第一階高於第二階，西南官話和金沙傣是接觸關係，所以第

一階少於第二階： 

 

 第一階(第 100 詞) 第二階(第 200 詞) 

德傣和金沙傣 0.91 0.69 

西南官話和金沙傣 0 0.10 

 

Feng Wang and William S.-Y. Wang(汪鋒、王士元)(2004)依據陳保亞(1996)提出劃分

高低詞階的辦法，釐清北京話入聲字中的早期遺存與晚近借用成分，並比較 Dolgopolsky

的 15 詞、Yakhontov 的 35 詞以及斯瓦迪士(Swadesh)的 100 詞，觀察這些學者提出的詞

表在漢語方言分區中的效用，最後得出斯瓦迪士 100 詞得出的結果更可信。 

本計畫使用陳保亞(1996：295-297)修訂後的 200 詞採集研究語料，根據這 200 詞設

計詢問的句子。 

2-1-9 基礎音系調查簡表設計主要參考文獻 

 

表 6 基礎音系調查簡表設計主要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1988)《方言調查字表》 

(美)史皓元，顧黔、石汝杰編(2007)《漢語方言詞彙調查手冊》 

Princeton University(1972)《方言詞彙調查手冊》(Handbook of Chinese dialect  

    vocabulary) 

Yue-Hashimoto, Anne(1993)“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黃雪貞(1987)〈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 

 

2-2 方言田野調查 

本計畫的調查時間安排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2 日(有關此次閩西田調的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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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請見附錄一)，根據 2-1 節的各類文獻設計〈基礎音系調查簡表〉12(見附錄二)及〈兩

階核心詞調查表〉(見附錄三)。 

賴源下村話的調查語料較多，可見 Branner(2000)、何純惠(2014)及李珊伶(2016)等，

故下村話的調查直接從詢問 200 詞開始，其餘的黃宗、牛家話則先需進行基礎音系的調

查，方可調查 200 詞。 

 

三、前人有關賴源方言語言性質的看法 

前人對於賴源鄉方言的看法，有歸於閩語或客語的。就整個連城縣方言來看，也有

學者提出連城縣曾為閩語地區的看法。 

羅滔(2012)提到：「連城縣內的客家話按其語音、詞彙的異同可分為東西兩大片。東

片包括姑田、賴源兩小片，西片包括城關、城周、下南、四堡四小片。東片人口約 4 萬

人，西片人口約 29 萬人。姑田的中堡、賴源的下村，城關的蓮峰鎮、城周的文亨、羅

坊、宣和，下南的新泉，四堡的霧閣是各小片的方言代表點。」嚴修鴻(2002)討論連城

方言13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提出連城方言早期曾是閩語而非客家話的看法，請

見嚴修鴻(2002：211)所述： 

 

在西部客家話的強有力的衝擊下，原先曾是閩語的連城方言不斷地向客話靠攏，  

早期的閩語特徵就逐漸失去，甚至有些點如城關、四堡、新泉、廟前、大池、古 

田等地目前已經基本質變為客家話了(具有古全濁聲母今讀塞音、塞擦音者一律 

送氣、古濁上白讀基本歸陰平、來母三等字讀 t等)。有的點如文亨、曲溪、蔣 

屋、朋口、宣和、廈莊、莒溪、連羅14等地則演變為一種閩客混合方言(客家話的 

基本特徵未全備，且還有許多閩語特徵)。只有離客家話區較遠的東部、北部(永 

羅15、賴坊、靈地、北團、隔川、姑田、上餘、賴源、河祠、萬安、下車)還較頑 

固地保留了閩語的基本特徵，尚可看做是閩語(一種深受客家話影響的閩語)。 

 

姑田及賴源都被羅滔(2012)劃歸在客語區內。然就 Branner(1995)的姑田中堡方言語

料來看，中堡話的閩語成分比例並不低，可視為客家話語音特點的例字少且無代表性16，

中堡話應不能視為客家話。李珊伶(2016)則將賴源鄉內的下村、黃地方言視為客家話。

項夢冰(2004：285-286、303)將姑田、賴源視為閩語。他提到：「可以看到，閩語古宕攝

合口三等非組字的今讀表現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例外只有兩處：一是龍巖的『芒』

                                                 
12 主要參考 2-1-9 節文獻。 
13 他所指的「連城方言」並不限於連城縣境內的各處方言點，還包含了清流縣南部、上杭縣東北部、龍

巖市西部及永安市西部的一些鄉鎮。(嚴修鴻 2002：187) 
14 指羅坊。嚴修鴻(2002：189)提到：「因為永安市境內和連城縣境內各有一個羅坊鄉，故本文分別省稱

為『永羅』和『連羅』。」 
15 同上註。 
16 中堡話中古全濁字今讀為送氣清音的比例遠低於周鄰客語，宕攝合口三等脣音字也無具〔i〕介音的例

字；雖與多數客家話一樣具有古次濁字讀為陰平的例字，如：毛〔mu1〕、聾籠〔la1〕，但這項音韻現象

在南方的客贛閩粵方言中皆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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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bie2〕……一是賴源的『放』、『枋』、『網』、『芒』四字的韻母都是-iu。……賴源

的讀法也明顯是客家話影響的結果。」(項夢冰 2004：286)17 

在 Branner(2000)一書中，把賴源下村與周鄰的梨嶺、梧宅、松洋等四處方言統稱為

「Wann’an dialects」(萬安方言)，涉及的行政區域包含連城縣、龍巖市新羅區萬安鎮及

上杭縣。張振興(1984：167)把萬安鎮內的溪口方言認為是帶有閩南話成分的客語，他說：

「萬安話是帶有某些閩南成分的客家話。」陳筱琪(2013)對閩南西片方言的研究中，也

討論了與本計畫相關的方言，萬安鎮的涂潭及梅村。何純惠(2014)的討論中將前述這些

兼具閩、客及「非閩非客」語言特點的方言統稱為「混合方言」。 

賴源鄉的這幾處口音(黃宗、牛家、下村)18與龍巖市新羅區萬安鎮的幾個方言點(松

洋、梧宅、涂潭、梅村、溪口19)以及上杭縣步雲鄉梨嶺村，它們不但兼具閩、客語的重

要特徵詞及語音表現，同時也有周鄰閩、客方言少見的讀音。以下茲舉數例，見表 7-1、

表 8-1：20 

 

表 7-1 閩西混合方言「有舅坐滿近網放鹹白薄」等字讀音表現 

 下村2 黃地 黃宗 牛家 梨嶺 梧宅 松洋 溪口 涂潭 

有  
 

fu8 

 
iu3 文 

fu8 白 

hio1  
io3 

─ ─ ─  
 

vuo8 

hio1 

舅  
ku8 

kiu67 文 
ku8 白 

ki1  
ku8 

ciu1  
ku8

 
ku8 

 
ku8 

kiu67
ku8 

坐 ts8 tse8 tsia1 tsie8 tse1 tsi1 tsue8 tsie1 tsi1 
滿 mau3 ma2 mai1 m1 m3 m3 m3 man1 m3 

近 ky8 kuai8 ky1 kye2 kue1 kye1 kye8 kun1 kyæ2 
網 mi3 mio3 mio3 mio3 mio3 mio3 mo3 vo3 mio3 
放 pi5 pio5 pio5 pio5 pi5 pio5 pa5 pio5 

pio5 
pi5 

鹹 kia2 kia2 kia2 kia2 ia2 kia2 kia2 kia2 kia2 
白 po8 p8 puo8 po8 p8 po8 pa8 puo8 po8 
薄 p8 p8 p8 pau8 po8 p8 p8 p8 p8 
 

「有滿坐近」屬於中古濁上字，在各地客家話中多數今讀為陰平，在閩方言通常不

讀陰平；「網放」屬於中古宕攝合口三等脣音字，在各地客家話中多具有〔i〕介音，在

閩方言通常不具〔i〕介音；「鹹」字在各地客家話中通常讀為擦音〔h-〕聲母，在閩方言

                                                 
17 項夢冰(2004)並未明確說出賴源、姑田確切的方言點。 
18 賴源下村 2 見何純惠(2014)，黃地見李珊伶(2016)，黃宗、牛家為筆者 2016 年以計畫經費調查所得。

本計畫引用的賴源下村語料來源有四，凡引自 Branner 者，稱為下村 1，引自何純惠(2014)稱為下村 2，引

自李珊伶(2016)稱為下村 3，2016 年計畫調查語料稱為下村 4。 
19 表 7-1 的這些例字中，張振興(1984)只收錄了「近」〔kye6〕、「白」〔po〕，故表 7-1 中不列入萬安溪

口。 
20 本計畫參照中古清濁來源與今讀表現，以數字表示聲調。以 1 代表陰平、2 代表陽平、3 代表上聲，

5 代表陰去、6 代表陽去、7 代表陰入、8 代表陽入。56 表示去聲不分陰陽，68 表示古濁入字與古濁去

字合流，屬陽去，餘者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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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讀為〔k-〕聲母；「白薄坐近」為中古全濁字，在各地客家話中通常讀為清的送氣塞

擦音聲母，在閩方言通常讀為清的不送氣塞擦音聲母。 

表 7-1 中，同於多數客家話語音表現的以灰色標示，同於多數閩語語音表現的以斜

體加上粗體標示，兼具閩、客語特點的例字以「灰色標示、斜體、粗體」突顯，如：黃

地的「舅」字文讀及牛家的「舅」字。以下列舉永安、三元、沙縣、尤溪等閩方言21及

梅縣、長汀、武平岩前、贛縣等客方言22的例字，見表 7-2： 

 

表 7-2 閩、客方言「有坐近放鹹白」等字讀音表現 

 永安 三元 沙縣 尤溪 台灣 

四縣 

梅縣 詔安

秀篆 

長汀 武平

岩前 

有 iau3 iu3 iu3 iu3 iu1 iu1 ziu1 i1 iu1 

坐 tsa4 tsu4 tsue4 s6 tso1 ts1 tsu1 tso1 tsu1

近 kua4 kua4 ki4 k6  

kiun1

kiun56

kiun1

 

kyn1

 

ke1 

ti36

k1 

放  

pa5 

 

pa5 

 

pu5 

 

p5

fo56 

pio56

f56

pi56

f35 

pi35

f5 

pi5 

f5 

pi5

鹹 kim2 kø2 ka2 ki2 ham2 ham2 hm2 ha27 ha2 

白 p4 p4 pa4 pa1 pak8 pak8 pa6 pa68 pu8
 

閩西混合方言特殊的語音表現，見表 8-1 例字： 

 

表 8-1 閩西混合方言「鳥豬樹水屋一五」等字讀音表現 
 下村2 黃地 黃宗 牛家 梨嶺 梧宅 松洋 溪口 涂潭 梅村

鳥 ta3 tia5 ta3 tia3 ta3 ta3 ti3 ─ ta3 t3 
豬 ky1 k1 ky1 k1 cø1 ky1 ky1 kyi1 ku1 ky1 
樹 fy67 f67 fy67 fy67 fø67 fy67 fy67 f67 fu67 fy67

水 fy3 f3 fy3 fy3 fe3 fy3 fy3 fi3 fu3 fy3 
屋 au67 ao67 au67 au67 67 67 au67 au67 au67 67 
一 ai67 ai67 ai67 i67 e67 æ67 ai67 ─ ai67 i67
五 a3 a3 a3 a3 3 a3 a3 a3 a3 3 
 

表 8-1 中，「鳥」字多讀為〔ta〕(或〔t〕)，具〔i〕介音的只有黃地、牛家、松洋；

「豬」字聲母很一致地讀為〔k-〕(步雲梨嶺除外)；「樹水」兩字聲母各地皆讀為〔f-〕，

「屋」字多讀為〔au〕(或〔ao〕)，僅梧宅、梅村讀為〔〕；「一」字多讀為〔ai〕(或〔i〕)，

讀為單元音〔i〕的只有牛家；「五」字多讀為為〔a〕(或〔〕、〔a〕、〔a〕)；此外，

「鳥水五」等中古清上或濁上字在部分方言點中具塞音韻尾。這些語音表現都是周鄰閩、

                                                 
21 永安、三元、沙縣、尤溪的語料引自李如龍(1999：259、260、263、265)。 
22  四縣為筆者母語，筆者記錄的是苗栗公館一帶的口音。梅縣、長汀、詔安秀篆、武平岩前語料取自李

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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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方言少見的。以下列舉客23、閩24方言在這幾字的讀音以做參照，見表 8-2、表 8-3： 

 

表 8-2 客家話「鳥豬樹水屋一五耳」等字讀音比較 
 台灣

四縣 

梅縣 翁源 揭西 秀篆 武平

岩前

長汀 寧化 寧都 贛縣

鳥  
tiau1 

iau1 
tiau1

 
tiau1 

 
tiau1 tu35 tiu1 ti1 tiau3

 
tiau1 

 
ti56 

豬 tsu1 tsu1 tsy1 tu1 ty1 tsu1 t1 ts1 tsie1 tsu1 
樹 su56 sui3 sy36 u36 y6 su36 68 su68 su6 su56 

水 sui3 sui3 siui36 ui36  
fi35 

si36,
fi36 

3  
fi3 

sui3 se3 

屋 vuk7 vuk7 vuk7 vuk7 vu7 vk7 vu27 vu7 vuk7 vu78
一 it7 it7 it7 it7 zit7 i7 i27 i7 iat7 i78
五 3 n3 m36 36 m35 36 3 3 3 vu3, 

3 
耳 i3 i3 i36 i36 i35 ni36 ni3 i3 ni1, 

3 
 
2 

 

8-3 閩南、閩中方言「鳥豬樹水屋一五耳」等字讀音比較 

 廈門 潮州 龍巖 

城關 

漳平 

菁城桂林 

漳平 

新橋南豐 

沙縣 

城關 

三明 

三元 

鳥 niau3 文 

tsiau3 白 
 

tsiu3 
 

tsi6 
 

tsia6 
 

tsia3 
 

tsia3 
 

tsi3 

豬 tu1 文 
ti1 白 

t1  
ti1 

 
ti1 

 
tiau1 

kye3 kyi3 

樹 su6 文 
tsiu6 白 

su6 文 
tsiu6 白 

 
tsiu6 

 
tsiu5 

 
tsau5 

y56 文 
tsiu56 白 

y56 

水 sui3 文 
tsiu3 白 

 
tsiu3 tsiu3 

 
tsiu3 

 
tsai3 

yi3 yi3 

屋 k7 ok7 ok7 ok7 o7 ─ ─ 
一 it7 

tsit8 俗 
ik7 

tsek8 俗 
 

tsit8 
t7 e7 i78 i78 

五 3 文 

6 白 
ou4 u3 文 

4 白 
6 

 
u6 u3 u3 

耳 ni3 文 
hi6 白 

z3 文 
hi4 白 

─  
hi6 

 
hi6 

li3 la3 

 

閩西的混合方言除了出現在賴源鄉、萬安鎮與上杭縣的步雲梨嶺之外，還包含連城

縣的姑田鎮(中堡)、隔川(朱餘)，永定縣培豐鎮孔夫方言以及新羅區大池方言。筆者就目

前可見調查語料的閩西混合方言分佈位置繪製了圖 3，請見圖 3 中以圓圈標示處(賴源方

言的細部地圖請見圖 2)： 

                                                 
23 表 2-2 台灣四縣以外的梅縣等客方言，語料出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 
24 廈門、潮州取自北大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2008)。龍巖城關取自郭啟熹(1996)，漳平的兩處方言菁

城桂林、新橋南豐取自陳筱琪(2013)，沙縣城關、三明三元引自李如龍(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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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閩西混合方言分布圖 

 

筆者認為把連城縣以及周鄰一些地區視為閩語區，部分方言點是受到閩西客語影響

才演變為客家話的這種看法，有待商榷；也不擬將賴源鄉方言直接劃歸在閩語或客語。

從圖 4 看來，閩西混合方言的分佈隱約勾勒出閩、客方言的邊界，在賴源鄉、萬安鎮一

帶，混合方言的分佈尤為集中。 

從表 7-1 的這幾個例字來看，賴源方言及萬安方言與閩、客語的同異表現各地也不

一致。黃宗及步雲梨嶺的客家成分較其他周鄰方言為高；也有客家成分較少的下村及松

洋；或是閩、客成分約各半的黃地、牛家、梧宅、涂潭、梅村。 

當把比較的詞彙和例字增多後，這些方言的閩、客語成分的多寡是否依然近似於表

7-1 的表現？這是本計畫想要探討的。本計畫嘗試利用較不易變化的 200 核心詞來探討

賴源方言的詞彙及語音變化，探討其中的閩、客語成分及其不同於典型閩、客語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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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或讀音。 

 

四、賴源鄉各方言族群的遷徙路徑 

以下為本計畫調查的賴源鄉發音人，以代碼 A 至 E 稱之，其中牛家話、黃宗話的發

音人可說出宗族的遷徙足跡。 

 

代碼 性別 出生年 方言口音 

A 男 1970 年代 賴源鄉下村行政村 

B 男 1960 年代 賴源鄉黃宗行政村南洋自然村 

C 男 1950 年代 賴源鄉黃宗行政村大坑頭自然村 

D 男 1950 年代 賴源鄉牛家行政村東坑壠自然村 

E 男 不詳 賴源鄉牛家行政村 

 

下村話發音人 A 現居縣城，A 表示家族有掃墓的習俗，文化大革命時祖譜被燒毀，

不過族譜上原先似乎也沒有記載太多的訊息，祖上何時從何處遷居至賴源，都不清楚。

A 也提到下村人口較集中，以前曾有保甲制，現存一甲、四甲、九甲，都屬徐姓人家，

九甲的居住在地勢較高處，一甲、四甲居住在地勢較低處，一甲、四甲人所說的口音與

九甲人的稍有差異，A 所說的屬九甲話。下村話居民的來源目前雖不清楚，但從徐勝一

(2015)〈族譜的對接與應用─「閩西十三天」徐氏譜的溯源與傳承〉對閩西徐氏祖譜的

討論來看，賴源下村的徐氏於宋元之際自江西石城遷至連城，是可參考的說法。 

B 現定居縣城，在家中使用普通話，孩子能聽黃宗話，但沒有辦法講，與祖母的溝

通有障礙，回到黃宗老家使用黃宗話，與搬到縣城裡的黃宗人也使用黃宗話溝通，對外

交際為普通話，縣城話也可以說一些。B、C 提到說黃宗話的人多是姓曾，黃宗村主要

居住曾姓人家。兩者口音稍有差異，如：有字 B 說〔hio1〕、C 說〔io1〕，懶字 B 說〔l1〕、

C 說〔le1〕。C 提到他們早先從萬安涂潭遷往賴源，居住在黃宗約有 500 年了，他是自

涂潭搬來後的第二十一代，在涂潭之前，則是定居在上杭縣的步雲鄉梨嶺村。梨嶺往上

追溯，來自長汀，長汀再往前追溯，源於江西吉安。今日在涂潭及梨嶺都有曾姓祠堂，

涂潭那邊的較少去掃墓，但梨嶺那邊每年清明時節都要安排人回去掃墓。C 說黃宗話與

涂潭、梨嶺兩地方言溝通無礙，可以直接交流。 

E 提及牛家村現以江姓居多數。牛家話的主要發音人為 D，D 長期生活在牛家，以

為務農為生，與家中成員說牛家話及普通話，對外使用普通話及縣城話25，祖上自永安

                                                 
25 本文提到的縣城話，未特別說明者皆指連城縣的縣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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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遷來賴源應該有 30 代了。D 未說明永安北山的具體地點，可能是指今日永安市小

陶鎮松山行政村的北山自然村一帶。 

以下圖示賴源黃宗、牛家兩族群的遷徙路徑，見圖 5： 

 

圖 5 賴源方言族群的遷徙路簡圖 

 

五、賴源方言的聲調格局與歷時演變 

賴源鄉、萬安鎮以及上杭東北部的步雲梨嶺這一帶的方言，彼此間的口音有 一定

程度的差異。其中僅有賴源黃宗的曾姓發音人 C 清楚說出曾姓從步雲梨嶺遷徙到萬安涂

潭再到賴源黃宗的過程，C 認為黃宗話與涂潭、梨嶺兩地皆可以溝通無礙，但筆者透過

實際比較，注意到黃宗話在語音及構詞表現上似乎較貼近梧宅與下村，與梨嶺、涂潭的

差異較大，黃宗、涂潭、梨嶺三地方言是否真能溝通無礙，還需要未來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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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帶的方言除了有如同表 8-1 中有別於閩、客方言的共同特殊讀音之外，聲調格

局也是相同的，都有陽入獨立成調，中古清入併入濁去的現象。試見以下各方言點的聲

調表現： 

 

表 9 賴源方言、萬安方言與步雲梨嶺方言的聲調系統比較表 

   中古來源 

方言點 

清平 

(1) 

濁平 

(2) 

上聲 

(3) 

清去 

(5) 

濁去 

(6) 

清入 

(7) 

濁入 

(8) 

賴源下村 2 55 33 25 12 52 42 

賴源黃宗 55 42 11 12 35 52 

賴源牛家 24 53 11 12 55 52 

賴源黃地 24 33 31 113 55 32 

萬安梧宅 33 32 11 12 35 43 

萬安松洋 34 32 21 23 455 53 

萬安涂潭 33 22 21 212 55 53 

萬安梅村 33 22 21 12 55 53 

萬安溪口 33 313 21 13 55 31 

步雲梨嶺 33 32 21 212 45 55 43 

 

根據 C 所言，我們將黃宗、涂潭、梨嶺三地的聲調格局進行比較，梨嶺七調分立的

格局應是較早的。曾姓家族在移居賴源黃宗之前，在萬安涂潭已經完成中古濁去與清入

的合併；濁平字在梨嶺今日讀為降調，這樣的表現雖不見於涂潭，但在黃宗尚可見到。

黃宗話的濁去與清入今日歸併為陽去，其調值由高平的 55 變為升調的 35。變化的原因

目前不明，但我們注意到鄰近的梧宅陽入也同讀為升調。梧宅的調型與黃宗相似，差別

僅在陰平，黃宗的陰平調型為高平，而梧宅為中平調。 

黃宗將陰平讀為高平調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是陽去演變為升調後，

聲調系統內的高平調空缺就由原讀中平調的陰平遞補；二是與主流方言下村話有關。 

這一帶方言的陰平早期應是讀為中平調，高平及升調是後來的演變，讀為升調者較

少，有牛家、黃地、松洋。陽平讀降調者不在少數，有黃宗、牛家、梧宅、松洋、梨嶺。

上聲調值較低，普遍讀為低平或低降，讀為升調的只有下村。陰去調值也是比較低的，

普遍為低升，也有少數方言是讀為曲折調。去聲方面，僅下村讀為降調，其餘方言或為

高平調，或為中升調。在陽入的調型方面，各方言點一致，皆為降調，且多具喉塞尾-。 

步雲梨嶺七個聲調呈現賴源方言、萬安方言聲調的早期格局。這一帶的方言在早期，

陰平為中平調、陽平為降調，上聲可能是低平或低降，陰去為曲折調或低升調，陽去調

值為 45，調型與清入的高平調相仿，陽入為降調，保持塞音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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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古濁去與清入合併的陽去調，不論是讀為升調 35、455 或是高平 55，都是濁去

與清入競爭的結果。 

中古上聲字具喉塞尾，也是這一帶方言的語音特色，周圍的閩、客方言沒有此種表

現。此類例字像是表 7-1 的「有舅坐滿近網」及表 8-1 的「鳥水五」，包含了中古清上字

與濁上字。 

表 9 中，僅梧宅、松洋及梨嶺的上聲有標示喉塞尾，其實中古上聲字今讀具塞音韻

尾的方言點在這一帶並不僅這三個方言點，下村、黃地、黃宗、牛家、涂潭、梅村、溪

口皆有此類例字，只是例字相較於梧宅、松洋、梨嶺少了許多。 

分析賴源、萬安方言上聲字具塞音韻尾的現象，可以粗分為兩類。一種是如同梨嶺、

梧宅、松洋，清上、次濁上雖具備塞音韻尾，但調值較低，仍歸於上聲，全濁上字具塞

音韻尾才歸於陽入。另一種是如同下村、黃宗等方言，僅少數全濁、次濁上字歸於陽入，

其餘的清上、次濁上、全濁上仍讀上聲。見表 10： 

 

表 10 賴源、萬安方言上聲字今具塞音韻尾的分佈情況 

中古來源 

方言點 

清上 次濁上 全濁上 

步雲梨嶺  

1.多數歸上聲且具塞音韻尾。 

2.少數次濁上字歸陽入且具塞音韻尾。(如：有) 

 

多數歸陽入 

且具塞音韻尾 

萬安梧宅 

萬安松洋 

賴源下村 2  例字少(如：有) 例字少(如：舅坐近) 

賴源黃地  例字少(如：有) 例字少(如：舅坐近) 

萬安涂潭  例字少(如：有) 例字少(如：舅) 

萬安梅村  例字少(如：舅) 

賴源牛家 多讀上聲且不具備塞音韻尾 例字少(如：舅坐) 

萬安溪口   例字少(如：舅) 

賴源黃宗    

 

上聲字具備塞音韻尾是這一帶方言所獨有，而有別於周鄰閩、客方言的現象，就我

們目前觀察到的例字而言，黃宗話似乎並無此類現象，已經失去此類特徵，下村、黃地、

涂潭、梅村、牛家、溪口也限於少數例字。這一帶方言的上聲字早期應具有塞音韻尾，

清上獨立成調，全濁上與濁入合為陽入調，而後隨隨著塞音韻尾的弱化與調值的轉變，

已演變為陽入的全濁上字又回歸上聲，與清上讀為同調。筆者認為，今日下村、黃地等

方言的少數例字應是全濁上字從陽入回歸上聲的殘餘。 

嚴修鴻(1998、2002)討論了濁上字讀為陽入的現象，提到這類現象出現在連城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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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和北部，有些方言點讀為舒聲韻，多數方言點仍帶有喉塞尾，如：「坐」字(姑田〔tsa8〕、

曲溪〔tsia8〕、河祠〔tsi8〕)，並提到閩北、閩中的方言也有濁上歸陽入的例字。嚴

修鴻(1998：49-50)認為連城方言及閩北、閩中這類現象是上古漢語的保留。陳筱琪(2013：

93)則認為福建內陸多處出現上聲讀短調的現象，且地理分佈連成一片，這個現象或許與

早期的底層民族有關。 

筆者認為應對連城方言與周鄰方言的此類現象進行全面而細緻的調查研究，方能了

解此類現象的分佈範圍與演變趨勢，最好也能加上聲學研究的輔助，如此應能更清楚的

掌握此類現象演變的線索。 

 

六、以斯瓦迪士 200 詞調查賴源方言所見現象舉隅 

在以下的討論中，以「1-」代表斯瓦迪士 200 詞第一百核心詞，以「2-」代表斯瓦

迪士 200 詞的第兩百核心詞，如「1-7」代表第一百核心詞的第七個，餘者類推。除了賴

源方言以外，萬安方言及梨嶺也放入比較討論。 

6-1 近於閩語或同於閩語的說法 

以下討論「什麼、腳、咬、厚」在賴源方言的用法或讀音。賴源方言語料見表 11-1，

客、閩方言語料見表 11-2、11-3： 

 

表 11-1 賴源方言近於閩語或同於閩語的說法舉隅：「什麼、腳、咬、厚」 

方言點 
「what」 

(什麼：1-7) 

「foot」 

(腳：1-46) 

「bite」 

(咬：1-56) 

「thick」 

(厚：2-82) 

牛家 
e67 me67 

e67 kuo1 fa3 

kia1 ko8 kiau8 

黃地 ─ ─ ko8 kiao8, kiao8

黃宗 
i3 sai5 

i3 mi67 

ka1 ha1 kio8 

下村 4 se3 me67 ka1 ko8 kiau67 

下村 1 
3 sai67 

3 mi67 k1 f3 

ka1 k8 kio67 

梧宅 
si3 sæ67 

si3 mi67 

ka1 ko8 ko8 

松洋 i3 mi6 ka1 ka8 kio1 

梨嶺 i3 mi5 cia1 ha1 c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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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客方言「什麼、腳、咬、厚」的說法 

方言點 
「what」 

(什麼：1-7) 

「foot」 

(腳：1-46) 

「bite」 

(咬：1-56) 

「thick」 

(厚：2-82) 

臺灣四縣 mak7 ke56 kiok7 au1 

at7 

pun1 

heu56 

梅縣 mak7 ki56 kik7 at7 hu56 

翁源 mak7 kai5 kik7 au1 hu1 

連南 mak7 kai2 kik7 au1 hæi1 

清溪 mak8 kai1 kik7 au1 hu36 

詔安秀篆 mai2 ten0 kiu7 au1 hu6 

武平岩前 ma7 la2 tiu7 a7 k1 

長汀 so1 si1 tio27 1 h1 

寧化 s1 m7 kio7 a68 h68 

h1 

寧都 s3 st8 tsok7 at8 hu1 

贛縣 s56 mo78 tio78 a78 hio56 

興寧 mak7 ki5 kik7 at7 ─ 

武平畬坪 mak7 ke1 k7 at7 ─ 

武平縣城 ma7 k5 tsi7 a7 ─ 

連城城關 ma6 ka1 ki67 a58 ─ 

宣和培田 i6 mi6 tau7 o1 tie3 

曲溪蒲溪 i1 mi1 ka1 ha1 ─ 

石城高田 sem1 me3 kik7 at7 ─ 

 

表 11-3 閩方言「什麼、腳、咬、厚」的說法 

方言點 
「what」 

(什麼：1-7) 

「foot」 

(腳：1-46) 

「bite」 

(咬：1-56) 

「thick」 

(厚：2-82) 

臺灣 

閩南語 

sia3 mi7 ka1 ka6 白 

au3 文 

kau6 白 

h6 文 

廈門 sim3 mi7 ka1 ka6 

au7 

kau6 

潮州 mi7 kai2 ka1 ka4 kau4 

龍巖城關 sie5 ka1 iau3 kau4 
沙縣 s3 xi3 

s3 x526 

kau1 ─ kau4 

三明三元 3 h5 

k1 ha4 做~
27 

k1 ─ kø4 

                                                 
26 沙縣的「什麼」在李如龍(1999：272、306)列了兩種說法，在此並列。 
27 三明三元的「什麼」在李如龍(1999：254、272)列了兩種說法，在此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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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什麼」的說法 

表 11-1 中的方言在「什麼」的說法上，不同於台灣、廣東及部分閩西客家話常見的

「ma- + k-」(例見表 11-2)，而是以「-(s-,-) + m-」及「-(s-,-) + s- 」為主。「-(s-,-) + 

m-」的形式近於閩南方言的「啥物」28(例見表 11-3)，。 

連城的宣和培田、曲溪蒲溪以及江西的石城高田有「-(s-) + m-」的表現，較近於閩

南方言。 

表 11-2 及表 11-3 中，有些方言點表示「什麼」的說法較為特別，未來可進一步探

究，如：詔安秀篆、武平岩前、長汀、寧化、寧都、贛縣、龍巖城關、沙縣、三明三元。 

6-1-2「腳」的說法 

牛家等方言點在「腳」的讀法上同於閩語，讀為「跤」29，聲母為〔k-〕，且為陰平

調，牛家、梨嶺的韻母多了〔i〕介音，韻母為〔-ia〕，餘者韻母皆為單元音〔-a〕。鄰近

的蒲溪客家話也有同樣的讀法(見表 11-2)。 

表 11-3 中的閩方言在「腳」的讀法上皆是聲母為〔k-〕，且為陰平調，韻母多是單

元音〔-a〕，僅沙縣的韻母為複元音〔-au〕，稍有不同。 

表 11-2 中的各地客家話(曲溪蒲溪除外)，仍是以「腳」字來表達腳的意義，皆為入

聲調，聲母多為〔k-〕，有些方言點的聲母讀為塞擦音〔t-〕、〔t-〕、〔ts-〕、〔t-〕，這些

都是聲母〔k-〕顎化後的演變。有關客家話聲母顎化現象的討論可見何純惠、江敏華(2012)。 

6-1-3「咬」的說法 

黃宗、梨嶺及蒲溪表示「咬」說〔ha1〕，與牛家等方言的〔ko8〕(或〔ka8〕、〔k8〕)

應是不同來源。〔k-〕的讀法近於閩南方言的〔ka6〕或〔ka4〕，但聲調並不相同。 

表 11-3 中梅縣等客方言表示「咬」有兩類讀音，一種是源於入聲的「齧」30〔at7〕

(或〔a7〕、〔a58〕)，另一種則是「咬」字，讀為陰平，如臺灣四縣、翁源、連南的

〔au1〕、長汀的〔1〕。 

黃宗、梨嶺及蒲溪的〔ha1〕雖讀為陰平，但聲母為擦音，與咬字聲母多讀為〔-〕

不同，故是否為「咬」字，目前無法確定。 

6-1-4「厚」的說法 

賴源方言表示「厚」的說法，聲母為〔k-〕或〔k-〕(鄰近的梅村、涂潭讀〔kio1〕)，

讀音近於閩語，但是聲調與閩語的陽上、陽去不同。 

在聲調表現上，牛家、黃地、黃宗、梧宅歸為陽入，僅下村話歸為陽去，不過筆者

在下村 3 中注意到表示「厚」義說〔kiao8〕，為陽入調。在下村話的聲調系統中，陽

去與陽入均為高降調，最大的差別在於陽入具有喉塞尾，試見下村 1、下村 2、下村 3 幾

份記錄的陽去與陽入調值： 

                                                 
28 用字參照「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址：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下

載時間 2016.11.15)，以下簡稱「閩南語辭典」。 
29 用字參照「閩南語辭典」。 
30 用字參照「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址：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下載

時間 2016.11.15)，以下簡稱「客家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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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去 陽入 

下村 1 52 43 

下村 2 52 42 

下村 3 53 53 
 

故筆者目前認為下村 1、下村 2 的「厚」讀為陽去是因為塞音韻尾的丟失，較早的

形式應如同下村 3，具有塞音韻尾，讀為陽入調，與賴源其他方言讀為陽入的表現相合。 

「厚」在臺灣各地客家話中多說為「賁」(〔pun1〕)，也有說為「厚」(〔heu56〕)，

如臺灣四縣，在其他地區的客家話少見此種用法。表 11-2 中，表示「厚」的說法多讀為

〔h-〕，少數讀為〔k-〕。 

6-2 近於客語或同於客語的說法 

以下討論「站、給、食、殺、走、父親」在賴源方言的用法或讀音。賴源方言語料

見表 12-1，客、閩方言語料見表 12-2、12-3： 

 

表12-1 賴源方言近於客語或同於客語的說法舉隅：「站、給、食、殺、走、父親」 

方言點 
「stand」 

(站：1-69) 

「give」

(給：1-70)

「eat」 

(食：1-38)

「kill」 

(1-62：殺)

「walk」 

(1-65：走) 

「father」 

(2-18：父親)

牛家 ki8 pa1 e8 t2 h2 io2 

黃地 ki8 p1 i8 ─ ─ ─ 

黃宗 ki1 kuo67 i8 ts2 h2 io2 

下村 4 ki8 p1 e8 t2 h2 io2 

下村 1 ki8 p1 8 t2 h2 i2 

梧宅 ki1 pæ1 s8 ts2 h2 io2 

松洋 ki8 pu1 i8 t2 kie2 ia2 

梨嶺 ci1 pe1 i8 t2 ho2 ia2 

 

表 12-2 客方言「站、給、食、殺、走、父親」的說法 

方言點 
「stand」 

(站：1-69) 

「give」 

(給：1-70)

「eat」 

(食：1-38)

「kill」 

(1-62：殺)

「walk」 

(1-65：走) 

「father」 

(2-18：父親)

臺灣四縣 ki1 pun1 st8 ts2 ha2 ia2 

梅縣 ki1 pun1 st8 ts2 ha2 ia2 

翁源 ki1 pun1 sit8 t1 ha2 ia2 

連南 ki1 pun1 it8 t1 ha2 ia2 

清溪 ki3 pin1 sit8 ts2 ha2 a1 pa1 

詔安秀篆 ki1 ti6 t8 ti2 ha2 zia2 

武平岩前 ti1 pe1 sei8 ts2 h2 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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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客方言「站、給、食、殺、走、父親」的說法 

方言點 
「stand」 

(站：1-69) 

「give」 

(給：1-70)

「eat」 

(食：1-38)

「kill」 

(1-62：殺)

「walk」 

(1-65：走) 

「father」 

(2-18：父親)

長汀 ti1 na1~te2731 68 t2 ha27 ta1 

寧化 ki1 pi3 s68 po5 ─ tia1 

寧都 tsi1 nak7~kn132 sk8 s6 tsu3 tia1 

贛縣 ti1 na3 se78 se3 tio3 ia2 

武平畬坪 ki1 pun1, 

tn1 

st8 
ts2 

ha2 ia2 

武平縣城 tsi1 p8 si8 tsi2 xa2 ia2 

連城城關 ki1 pæ1, 

ku67 

58 
t2 

ha2 ─ 

宣和培田 ti3 pa1 ai8 t2 ho2 ia2 

曲溪蒲溪 ki1 p1 8 t2 huo2 ─ 

石城高田 ki1 ─ st8 sat7(殺) ha2 tia1 

 

表12-3 閩方言「站、給、食、殺、走、父親」的說法 

方言點 
「stand」 

(站：1-69) 

「give」 

(給：1-70)

「eat」 

(食：1-38)

「kill」 

(1-62：殺)

「walk」 

(1-65：走) 

「father」 

(2-18：父親)

臺灣 

閩南語 

kia6 h6(予) tsia8 tai2 

 

kia2 hu6(父) 

pe6(爸) 

廈門 kia6 h6 tsia8 tai2 kia2 pe6 

潮州 kia4 pu1 tsia8 tai2 kia2 pe4 

龍巖城關 kiua4 ─ tsa4 tai2 kia2 ia233 

沙縣 kya4 ─ ie4 ti2 ki2 3 ta1 

三明三元 k4 l3~k5634 i4 ti2 

to235 

ki2 la3 ts3
(老子背稱) 

 

6-2-1「站」的說法 

表示站的意義在賴源方言多讀為〔ki()〕，聲調歸於陰平或陽入。鄰近的涂潭讀

〔ki1〕、梅村讀〔ki67〕。在客家話中，「站」一般讀為陰平的〔ki1〕(聲母也有讀為

                                                 
31 在「給我一本書」這句話中，長汀不像梅縣等客方言使用「分」當動詞，如梅縣說「pun1 it2 pun3 
su1 pun1 ai2 」(分一本書分𠊎)、翁源說「pun1 ai2 it2 pun36 su1」(分𠊎一本書)，長汀則說「na1 i27 
pe3 1 te27 ai1」(拿一本書得𠊎)，語料見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451) 
32 寧都給字句的句式與長汀相仿，「給我一本書」說「nak7 pn3 sie1 kn1 ai1」(拿本書跟𠊎)，語料見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451)。 
33 郭啟熹(1996：116)提到龍巖城關可將「父母」稱為「爺母」〔ia1 bo3〕，但爺字讀音與郭啟熹(1996：

72)〈同音字表〉所記的〔ia2〕不符合。「爺」為中古以母字，在鄰近閩、客方言皆讀為陽平，現依據

〈同音字表〉所記之音修訂。 
34 「給他錢」三元說「l3 tsai2 k56 y1」(拿錢欠ㄔ渠)，語料見李如龍(1999：255)。 
35 李如龍(1999：252、269)記錄「殺雞、殺豬」的動詞有兩種說法，在此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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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或〔ts-〕)的)，但表 11-2 中也有讀為上聲的例子(見宣和培田)，「客家語辭典」

的用字為「企」，《客家話通用詞典》的用字為「徛」。 

閩方言表示站的意多讀為陽上或陽去，聲母多為〔k-〕，但韻母表現不如客家話一

致，就表 12-3 來說，韻母就有〔-ia〕、〔-iua〕、〔-ya〕、〔-〕這幾種。 

賴源方言在「站」的讀音上近於客家話，讀為陽入者與陰平者可能為同一來源。 

6-2-2 「給」的說法 

賴源方言表示「給」使用的說法是〔p-〕且讀為陰平(黃宗除外)，與表 12-2 多數客

家話的用法相同，本字應是「分」。表 12-3 中，潮州的〔pu1〕近於賴源方言及客家話，

臺灣閩南語及廈門則是另一種形式。 

表 12-1 黃宗的〔kuo67〕與連城城關的〔ku67〕，也許來源相同，但還須進一步考

證。 

6-2-3「食」的說法 

賴源方言表示吃或喝的動作皆以「食」字來表示，聲母讀擦音〔s-〕(或〔-〕、〔-〕、

〔-〕)、聲調為陽入，同於表 12-2 的客家話，而與表 12-3 閩南方言常見的〔tsia8〕、

閩中方言的〔ie4〕不同。 

6-2-4「殺」的說法 

賴源方言表示「殺」的語音形式近於客家話，聲母為送氣的清塞擦音聲母，聲調為

陽平，韻母多為舌尖元音，僅梨嶺略有不同。表 12-2 中，客家話表示「殺」的，語音形

式多讀是聲母為送氣的清塞擦音聲母〔ts-〕(或〔t-〕、〔t-〕、〔t-〕)，韻母為舌尖元

音或前高元音〔-i〕，用字為「㓾」。有些客家話另有其他讀法，如石城高田的用字為「殺」，

翁源、連南、寧化、寧都、贛縣等方言的用法也與多數客家話不同。 

閩南方言此類用法一般讀為〔tai2〕類的讀音，閩中方言讀為〔ti2〕。 

6-2-5「走」的說法 

表 12-3 中，走路的動作閩南方言讀為〔kia2〕、閩中方言讀為〔ki2〕；表 12-3 中，

客家話一般讀為〔h-〕聲母，韻尾為〔-〕，主要元音以讀a的較多，用字為「行」。在表

12-1 中，僅松洋讀法近於閩南語，其餘方言點的語音形式皆近於客家話。 

贛縣的用法比較特別，應是使用「走」字。 

6-2-6「父親」的說法 

客家話中以〔ia2〕(爺)表示父親的用法，通常是在「爺哀」(父母)或是「兩子爺」(父

子倆)的詞彙中，如臺灣四縣將前者讀〔ia2 oi1〕，後者讀為〔lio3 ts3 ia2〕。表 12-2 除

了「爺」之外，也有「爹」的用法，如寧化、寧都及石城高田。 

在筆者採錄的牛家話中，我父親可稱為〔a8 io2〕；黃宗話中則以〔lio3 ki2 ia2〕

表示父子倆，下村話也有此種用法。Branner(2000)記錄的下村 1、梨嶺、梧宅、松洋等

四個方言未說明〔ia2〕(或〔i2〕、〔io2〕)表示父親用於何處。 

表 12-3 就沒有見到閩語以〔ia2〕、〔i2〕、〔io2〕或其他相似的語音形式來表示父

親之意。 

透過表 12-1~12-3 的比較，賴源方言在「父親」用詞的說法上，是較接近客家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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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賴源方言不同於閩、客方言的區域特色 

以下討論「不、五、耳朵、睡、水、窄」在賴源方言的用法或讀音。賴源方言語料

見表 13-1，客、閩方言語料見表 13-2、13-3： 

 

表 13-1 賴源方言不同於客、閩語的區域特色舉隅：「不、五、耳朵、睡、水、窄」 

 
「not」 

(不：1-8) 

「five」 

(五：2-22) 

「ear」 

(耳朵：1-39)

「sleep」

(睡：1-60)

「water」

(水：1-75) 

「narrow」

(窄：2-48)

牛家 a67 a3 ie3 ku1 fai67 fy3 hie8 

黃地 ─ a3 e3 fai67 f3 ─ 

黃宗 
a1 a3 i3 ka1 

i3 ku1 

fi67 fy3 hi8 

下村 4 a67 a3 3 ku1 f67 fy3 he8 

下村 3 
a67 a3 e3 ka1 fei67 ko5 la67

(睡去啦) 

f3 he8 

下村 1 a67 a3 ii3 ─ fy3 hi8 

梧宅 a67 a3 i3 ─ fy3 hi8 

松洋 a67 a3 n3 ku5(睏) fy3 hi8 

梨嶺 6~6 3 ie3 ─ fe3 i8 

涂潭 ── a3 n3 fi67 fu3 ─ 

梅村 ── 3 i3 fi67 fy3 ─ 

 

表 13-2 客方言「「不、五、耳朵、睡、水、窄」」的說法 

 
「not」

(不：1-8) 

「five」 

(五：2-22)

「ear」 

(耳朵：1-39)

「sleep」

(睡：1-60)

「water」

(水：1-75) 

「narrow」

(窄：2-48)

臺灣四縣 m2 3 i3 ku1 soi56 muk7 sui3 hap8 

梅縣 m2 n3 i3 ku1 si56 muk7 sui3 hap8 

翁源 m2 m36 i36 tou36

(耳朵) 

soi36 muk7 siui3 kiak8 

連南 m2 m3 ni3 tu1 

(耳朵) 

ui56 mok7 si3 tsak7(窄) 

清溪 m2 n3 i36 kit7 si56 muk7 sui5 kiap8 

詔安秀篆 m2 m35 i35 kut7 fi6 fi36 hp8 

武平岩前 2 36 ni36 nu36

ni3 k1 

sui36 mk7 si36,fi36 ha8 

長汀 27 3 ni3 t3(耳朵) ue68 mu27 3 ha68 

寧化 p7(不) 3 i3 tau3 

(耳朵) 

hie7(歇) fi3 h68 

寧都 2 3 ni1 tau3 ─ sui3 hap8 



31 
 

表 13-2 客方言「「不、五、耳朵、睡、水、窄」」的說法 

 
「not」

(不：1-8) 

「five」 

(五：2-22)

「ear」 

(耳朵：1-39)

「sleep」

(睡：1-60)

「water」

(水：1-75) 

「narrow」

(窄：2-48)

(耳朵) 

贛縣 n2 vu3,3 ni3 to3 

(耳朵) 

ie78 a3
(歇眼) 

se3 tse78(窄)

武平畬坪 m2 ─ ─ si5 muk7 se3 hau8 

武平縣城 2 336 ─ si3 mu7 fi3 xa8 

連城城關 2 337 ─ fi67 my67 y3 e58 

曲溪蒲溪 a67 a3 i3 ka1 fi67 fy3 ─ 

宣和培田 1 a3 i3 ka1 fai6 fi3 ha8 

 

表 13-3 閩方言「「不、五、耳朵、睡、水、窄」」的說法 

 
「not」

(不：1-8) 

「five」 

(五：2-22)

「ear」 

(耳朵：1-39) 

「sleep」

(睡：1-60)

「water」

(水：1-75) 

「narrow」

(窄：2-48)

臺灣 

閩南語 

be6,bue6 

m6 

6 白 

3 文 

hi6 ka1(耳空)

hi6 ka1(耳空)

hi6 a3(耳仔) 

hi6 a3(耳仔) 

kun5 tsui3 e8,ue8 白

hiap8 文 

 

廈門 bue6 

m6 

6 白 

3 文 

hi6 a3(耳仔) 

 

kun5 tsui3 白 

sui3 文 
ue8 

潮州 m6, m4 ou4 hi4 uk8 

i4 

8 

tsui3 oi8 

龍巖城關 bie4 

m2, m138 

4 白 

3 文 

─ ─ tsui3 ─ 

沙縣 56 o3 li3 tsai3 

(耳仔) 

to3 bi2

(倒眠) 

yi3 kie4 擠 

e4 窄 

三明三元 a5 u3 la3 tsa3 

(耳仔) 

ta3 ma2
 

yi3 k4 擠 

4 

 

6-3-1 「不」、「五」的讀音 

「不」、「五」在賴源方言中通常都是讀為「低元音加上鼻音韻尾」，也有在〔-〕

後帶上塞音的，兩者通常是聲、韻母形式相同，僅聲調不同，例外的有梧宅、松洋、梨

嶺。「五」為中古次濁上字，濁上字在梨嶺及部分萬安方言中還保留塞音成分，相關討論

                                                 
36 《客家話通用詞典》未收「五」字，現以林清書(2004)的記錄補上。 
37 《客家話通用詞典》未收「五」字，現以何純惠(2014)的記錄補上。 
38 郭啟熹(1996：82、126)的否定詞記錄的音不同，在此兩音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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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文第五節。 

在表 13-2 的客家話中，「不」、「五」多是讀成音節鼻音，有m、n、三種形式，兩

者的鼻音形式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曲溪蒲溪的表現同於賴源方言，宣和培田只有

「五」字讀音同於賴源方言。 

賴源方言除了「不、五」之外，還有「午、牛」兩字也是讀為「低元音加上鼻音韻

尾」。試見下列「午、牛」兩字在賴源方言及曲溪蒲溪的讀音： 

 

 牛家 黃地 黃宗 下村 1 梧宅 梨嶺 松洋 涂潭 梅村 蒲溪 

午 a3 a3 a3 a3 a3 3 a3 a3 3 a3 

牛 a2 a2 a2 a2 a2 i2 a2 a2 2 a2 

 

在客家話，「午、牛」的聲、韻母形式通常不同，如： 

 

 四縣 贛縣 宣和培田

午 3 3 au3 

牛 iu2 niu2 ie2 

 

表 13-3 中，閩方言「不、五」的鼻音形式通常不同，否定詞的鼻音形式通常為成音

節的m，閩中的沙縣為、永安為a，「五」字少有讀為成音節鼻音的，讀為成音節形式的

只有龍巖城關。永安的語音形式近於賴源方言，應是賴源方言a類讀音進一步弱化的結

果。關於賴源方言a類讀音的演變，可參見何純惠(2016)〈中古遇攝字在閩西方言的幾

項音韻演變〉的討論。 

6-3-2 「耳朵」的說法 

「耳朵」的說法在賴源方言中目前觀察到有「耳 + ka1(空)」或「耳 + ku1(菇)」

兩種形式。前者說法近於表 13-3 中的臺灣閩南語耳朵說法的其中一種，表 13-2 的曲溪

蒲溪也有所見。「耳 + ku1(菇)」的說法未見於表 13-2 的客家話或表 13-3 的閩方言。 

賴源方言在「耳朵」方面的說法與多數客家話不同，也沒有閩方言「耳仔」的說法。 

表 13-1 中，黃地等方言的語料以灰色標註，是因為在前人記錄中僅收錄「耳」字讀

音，未記錄後綴，這些地方是未來持續賴源一帶要注意的，或許這些方言點「耳朵」的

後綴有「ka1(空)」或「 ku1(菇)」以外的用法。 

6-3-3 「睡、水」的讀音 

「睡、水」兩字在賴源方言、萬安方言及梨嶺讀為〔f-〕的表現是很突出的。 

客家話表示睡覺的意思通常講為「睡目」，也有僅用「睡」的詔安秀篆、講為「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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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寧化。「睡」字讀為〔f-〕的有閩南的詔安秀篆、閩西的連城城關、曲溪蒲溪、宣和培

田。閩方言中，表示睡覺的講法多樣，其中〔kun5〕的讀音近於表 13-1 中的松洋。 

「水」字在表 13-3 的閩方言中，沒有讀為〔f-〕的表現；在表 13-2 中，「水」字聲

母讀〔f-〕的，也是限於閩西、閩南客家話。 

簡言之，「睡、水」兩字讀為〔f-〕的表現除了賴源方言、萬安方言之外，也包含了

部分閩西客家話，閩方言中沒有此類表現。 

6-3-4 「窄」的說法 

賴源方言表示「窄」的講法，都是陽入調，聲母為〔h-〕，韻母有〔ie〕、〔i〕、

〔i〕、〔e〕、〔i〕幾類，聲母、聲調同於表 13-2 的多數客家話，但韻母部分差異

較大，客家話韻母的主要元音在這裡多為低元音。與表 13-3 的閩南方言語音形式也僅有

部分相同，也不同於閩中方言的說法。賴源方言表示窄的說法上是否於閩、客語有共同

的來源，且待未來的考證。 

 

七、結語 

第六節的討論是就今年調查所見，找了一些例子與閩、客方言做了粗略比較，還有

一些涉及語法部分的討論，如引介處所介詞以聯詞「是」來表示的說法39，因目前掌握

語料不足，在本文中就沒有舉出說明。 

黃宗話曾姓自離開離上杭步雲梨嶺地區後的數百年間，語音趨近萬安梧宅、涂潭，

在賴源長期居住也使得語音變化有往下村話靠攏的趨勢。在正式調查黃宗話之前，從 C

所描述的曾姓宗族遷徙歷程，原先假定黃宗、涂潭話、梨嶺三地方言的相似度應是極高

的，但透過實際比較卻發現黃宗話在 200 詞的語音及構詞表現上，較貼近梧宅與下村，

與梨嶺、涂潭的差異較大。黃宗話這種變化的原因為何，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今年有機會對連城的曲溪蒲溪方言做了簡短調查，注意到它雖為客家話，但有一些

讀音表現也與賴源方言相同，如前述的「什麼、腳、咬」等的說法。故筆者認為本計畫

後續研究的開展，除了對賴源方言進行其他調查研究之外，也應擴大觀察區域，將研究

範圍擴及周鄰方言(如：連城的姑田、曲溪、莒溪等鄉鎮以及萬安鎮、永安市)，如此不

僅對賴源方言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於閩西方言的語言變遷及族群發展歷史研究也能有更

多的了解。 此外，今年的閩西調查未能採集河祠話語料，對賴源方言做更全面的比較，

未來希望能補足河祠話方面的研究。 

 

                                                 
39 如下村話可以用「a8 e67au8 ti3」(我是屋裡)表示「我在家」之意，〔e67〕也可充當繫詞「是」使

用。下村(〔e67〕或〔e8〕)、黃宗(〔i67〕)、牛家(〔e67〕)的此類成分，目前筆者認為是繫詞「是」。

下村的〔e67〕有時會讀為阻塞程度較強的〔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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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就漢語方言上的方言分片範圍來說，閩西指明溪、寧化、清流、長汀、連城、武平、

上杭、永定等八縣，屬於客語「汀州片」。其中連城縣境內方言紛雜，除了客家話之外，

還有係屬不明的混合方言，有的混合方言客家話成分較多，有的混合方言客家話成分較

少。筆者 2014 年的博士論文《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已對長汀、連城

兩縣方言的音韻現象進行探討，但仍有許多未竟之處。 

前人研究多將位於連城縣東部的賴源鄉劃歸閩語區，但連城方言研究迄今，對於這

塊位於閩、客交界處的區域了解甚少，目前有較多字音語料可參考的僅有鄉內的代表方

言下村話。不過下村話在詞彙、語法上的研究幾可說是一片空白，鄉內其他方言的面貌

更是尚待研探查。故此次閩西之行，目的是在筆者博士論文的研究基礎上，對連城東部

的賴源鄉方言進行調查研究。 

根據筆者這幾年來數次前往連城縣調查的所知所見，賴源鄉內彼此間不能互通的口

音至少有四種，在博士論文中也曾提及這一點。這四種口音的分布範圍如下(地圖引自筆

者博士論文頁 3-4)： 

 

 

 

閩西在歷史上有數次大規模的人口移入，這些移入人口與當地畲族接觸形成客家話

後，與鄰近的閩南族群多有互動。族群融合與語言接觸使得閩西方言在語言上具有交錯

的特點，閩南龍巖話有客家話常用的方言詞，混合方言兼有閩、客語重要的音韻特點，

客家話也有來自閩語的層次。 

本次田調旨在採集計畫研究所需語料，在 105 年 6 月前往福建省龍巖市連城縣進行

調查，預定調查連城縣東部賴源鄉內的四種口音。調查期程為 105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2 日。 

二、過程 

105 年 6 月 24 日預定搭早上的華信航空前往廈門，恰巧遇上華航工會罷工活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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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 0 時起)，華航班機多數停飛，於是 24 日清晨 5 點左右，我在桃園國際機場的

華航櫃台排隊，待華航地勤人員出來處理票務事宜。在約兩個小時的等待之後，得到地

勤人員的答覆是可以免手續費辦理退票或是改搭與華信航空有合作關係的廈門航空。24

日早上 11 點多有一班飛往廈門的班機，於是我前去廈門航空櫃台登記候補，補上早上

的班機，後續行程得以依照既定計畫進行。 

6 月 24 日抵達廈門高崎機場後，搭乘巴士前往廈門市區(車資 10CNY)，再步行至入

住飯店。廈門大學中文系李柏翰教授在飯店大廳等我，帶我去辦理電話卡及領取隔日由

廈門火車站往連城縣冠豸山火車站的動車票。動車票在出發前幾周已先請先李教授代訂。 

6 月 25 日下午兩點多抵達冠豸山車站，車站位於朋口鎮，距離連城縣縣城(蓮峰鎮)

有一段距離。出站後可搭乘前往縣城的巴士，車資 8CNY，搭乘時間約 40 分鐘，會停靠

縣城的老巴士站及新巴士站。這路往來於冠豸山車站與縣城的巴士，在每日下午四點半

前，每 10 幾分鐘會從縣城新巴士站發車。 

在連城縣的調查時間為 6 月 26 日至 7 月 10 日。7 月 11 日早上從縣城搭乘長途巴

士前往廈門，車程約 5 小時。7 月 11 日在廈門住宿一晚，7 月 12 日早上搭機返台。 

(一)6 月 26 日至 7 月 10 日的方言調查工作說明 

1.發音合作人的基本背景 

賴源鄉原定調查四種口音，但當地相關單位只找到下村、黃宗、牛家三種口音的發

音人(A、B、C、D、E)，河祠話的發音人未能找到。由於想了解賴源話鄰近鄉鎮方言的

語法表現，我聯繫了之前曾合作過的發音人 F、G40來協助調查工作。以下為各發音人的

基本背景及語言能力。 

 

  1970 年代 賴源鄉下村行政村 

  1960 年代 賴源鄉黃宗行政村南洋自然村 

  1950 年代 賴源鄉黃宗行政村大坑頭自然村 

  1950 年代 賴源鄉牛家行政村東坑壠自然村 

   賴源鄉牛家行政村 

   曲溪鄉蒲溪行政村 

   宣和鄉培田行政村 

發音人 A：現為中學教師，定居縣城。下村話與黃地話都能流利使用，也會說縣城話，

黃地話是外婆家那邊的口音。黃地話是母親那邊的方言，孩童時期的暑假期間會去外婆

                                                 
402015 年 12 月在連城調查期間，曾與 F 短暫合作，詢問了一些詞彙，尚未調查基礎音系；2012 年 7、8
月期間曾在連城停留一段時間，收集博士論文需要的研究語料，G 是我當時合作的發音人之一，當時調

查語料以語音、詞彙為主，句子詢問得較少。此次由於河祠話的發音人未能配合調查，故我請 F、G 來

協助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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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住，所以學會了。 

發音人 B：在家中使用普通話，孩子能聽黃宗話，但沒有辦法講，與祖母的溝通有

問題；回到賴源黃宗老家就使用黃宗話，與搬到城裡的黃宗人也使用黃宗話溝通；對外

的交際使用普通話及縣城話41。 

發音人 C：退休人員，教育程度為大專。 

發音人 D：一直以來都待在牛家，以為務農為生。與家中成員說牛家話及普通話，

對外使用普通話及縣城話。祖上是自永安北山42遷來賴源的，應該有 30 代人了。 

發音人 F：中學教師退休。從小在曲溪長大，高中到縣城讀書，大學畢業後到姑田

鎮教書。除了蒲溪話之外，還會說縣城話、姑田話及文亨話。 

發音人 G：中學教師退休。從小在宣和培田長大，大學畢業後在文亨教了幾年書，

之後到連城縣縣城的連城一中教書，直到退休。除了培田話之外，還會講縣城話、文亨

話。除了賴源鄉的方言之外，多數鄉鎮的方言都可以聽得懂，也許是因為教書，有機會

接觸來自各鄉、鎮學生的關係。2.每日工作安排 

日期  工作內容 
6/26(日) 上午 1. 確認調查資料 

2. 聯繫發音合作人 
 下午 調查賴源下村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A) 

6/27(一) 上午 調查賴源黃宗話音系(發音合作人：B) 
 下午 調查賴源黃宗話的持續體與相關例句(發音合作人：B) 

6/28(二) 上午 確認賴源宗話音系(發音合作人：C) 
 下午 調查賴源黃宗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C) 

6/29(三) 上午 調查賴源黃宗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C)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6/30(四) 上午 調查賴源牛家話的基礎音系(發音合作人：D) 
 下午 調查賴源牛家話的基礎音系(發音合作人：E) 

7/1(五) 上午 調查賴源下村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A) 
 下午 調查賴源下村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A) 

7/2(六) 上午 調查賴源牛家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D) 
 下午 調查賴源牛家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D) 

7/3(日) 上午 確認賴源牛家話調查語料(發音合作人：D) 
 下午 調查賴源下村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A) 

7/4(一) 上午 整理調查資料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7/5(二) 上午 調查曲溪蒲溪話的基礎音系(發音合作人：F) 
 下午 調查曲溪蒲溪話的持續體與相關例句(發音合作人：F) 

7/6(三) 上午 調查宣和培田話的持續體與相關例句(發音合作人：G)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41 連城縣城口音當地人多稱「連城話」，但本報告中皆以「縣城話」稱之，較為明確。 
42 D 未說明具體地點，但可能是指今日的永安市小陶鎮松山行政村的北山自然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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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7/7(四) 上午 調查曲溪蒲溪話的持續體與相關例句(發音合作人：F)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7/8(五) 上午 調查宣和培田話的持續體與相關例句(發音合作人：G)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7/9(六) 上午 整理調查資料 

 下午 整理調查資料 
7/10(日) 上午 調查賴源下村話的斯瓦迪士 200 詞(發音合作人：A) 

 下午 調查賴源黃地話(發音合作人：A) 

 

(二)賴源方言概說 

這次閩西之行，幾位賴源鄉的發音人都對自己宗族的歷史源流、所了解的賴源方言

情況做了說明。以下簡述他們的說法。 

發音人 A：賴源下村以前設有保甲制度，當地居住徐姓人家。賴源的黃地與周鄰郭

地、牛家、鄭地的方言可以相通，語言上接近。賴源鄉內的人，對牛家話應該是大致能

聽得懂的。 

發音人 B：黃宗話與梅村頭(位於萬安鎮新羅區)、竹貫(位於連城縣莒溪鎮)及曲溪鄉

(位於連城縣)的多數地方43、莒溪鎮(位於連城縣)部分地方可通話。 

發音人 C：祖上由萬安鎮涂潭遷徙過來約有五百年了，他是從涂潭過來後的第 21

代，在那邊還有祠堂，較少去掃墓；祖上在涂潭之前的居住地是上杭縣步雲鄉梨嶺，每

年清明都還要安排人去那邊掃墓；再往前追溯，是來自長汀；長汀之前，還可以知道是

來自江西吉安。萬安涂潭及步雲梨嶺今日都是以曾姓居多，少有其他姓氏的人口。在連

城縣裡，賴源鄉以外的曾姓不說黃宗話。縣城裡的李興村、李彭村，文亨的蔣坊、羅坊

的上羅，都有一些曾姓人家。 

黃宗話與今日的涂潭、上杭步雲梨嶺的方言都可以通話，交流無礙。黃宗人如果沒

有在下村待過一段時間，是聽不懂下村話的，黃宗話與下村話有相當大的差異。黃宗話

與河祠話彼此間也屬於不能溝通的方言。 

發音人 E：牛家村以姓江的居多，黃宗村以姓曾的居多，下村以姓徐的居多；河祠

有馬、廖、曾三姓，以姓廖的為主。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賴源方言的調查其實是在筆者博士論文研究基礎上展開的後續研究，在筆者調查期

間，現於連城縣縣政府的鄧土炎先生的協助良多，多位發音人都由他尋找聯繫，連城縣

                                                 
43 連城縣曲溪鄉多數地方與黃宗話可通，但北邊有一小塊地方的口音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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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聯誼會也提供很多幫助。客聯會羅土卿會長及鄧土炎先生一向支持客家學術的

研究工作，自筆者 2011 年對連城方言進行調查研究開始，數次前往連城都獲得羅會長

及鄧先生的大力支持，協助尋找連城縣各鄉鎮的發音人，在此要對他們致上深深的謝意。 

此次調查出行的第一天，很巧的遇到航空公司罷工首日，造成許多不便，以後在規

劃田野調查工作事宜時，會多關注社會各類動態，提早安排對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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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音人                          記音地點 / 時間                                 
一、 聲調概況調查表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平 多（多少錢） 

                     

沙（沙子） 

                     

瓜（南瓜） 

                     

輸（輸贏） 

                     

刀（刀子） 

                     

飛（鳥飛/飛機） 

                    

                    

村（村莊） 

                     

車（車子 / 車馬砲） 

                     

豬（豬 / 小豬） 

                     

開（開門） 

                     

貪（貪心） 

                     

秋（春夏秋冬） 

                   

                   

婆 

                   

                   

臺(臺灣) 

                    

船（坐船） 

                    

裙（穿裙子） 

                    

鹹（鹹淡） 

                     

圓（圓圈） 

                     

年（過年） 

                     

樓（大樓） 

                     

毛（頭髮） 

                     

 

上 火（點火） 

                     

寫（寫字） 

                     

手（左手邊 / 手套） 

                    

                     

鳥（鳥巢） 

                     

寶（寶貝） 

                     

打(打人)    

                     

討（討錢） 

                     

考（考試） 

                     

齒（牙齒） 

                   

紙(拿張紙過來) 

                   

搶（搶東西） 

                     

土（土地） 

                     

近（遠近） 

                   

淡 

(湯的味道很淡) 

 

                    

舅（舅舅 / 舅媽） 

                   

                   

坐（坐下來） 

                    

斷（斷掉了） 

                    

弟（弟弟） 

                    

簿（作業簿） 

                    

在 

（你在嗎？/用於名） 

 

                    

冷（天氣很冷） 

                     

買（買東西） 

                     

軟（東西軟軟的） 

                     

馬 

                     

懶（懶惰） 

                    

暖（天氣很暖） 

                     

尾（尾巴） 

                     

有（有沒有） 

                     

網（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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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去 店（開店） 

                     

稅（繳稅） 

                     

送（送禮） 

                     

蔗（甘蔗） 

                     

貴（牛肉很貴） 

                     

布（擦桌布） 

                     

炭（木炭） 

                     

唱（唱歌） 

                     

氣（空氣） 

                     

屁（放屁 /屁股） 

                     

菜（青菜） 

                     

樹（松樹） 

                    

順（順利） 

                    

大（大人） 

                    

吠（指狗叫） 

                    

鼻（鼻子） 

                    

定（決定） 

                    

賣（買賣） 

                     

外（外面 / 外人） 

                     

問 

                     

用（用處） 

                     

尿（尿尿） 

                     

任（責任） 

                     

入 筆（毛筆） 

                     

一（一個人） 

                    

北（台北 / 北邊） 

                     

割（割稻子） 

                     

著（穿衣服） 

                    

濕(被雨淋濕了)      

                    

腳 

                     

鐵（鐵匠） 

                     

七 

                     

尺 

                     

白（白色） 

                    

毒（毒藥 / 中毒） 

                    

直（直線） 

                    

合（合作） 

                    

薄（這紙薄薄的） 

                    

肉（鵝肉） 

                     

六 

                     

熱（夏天） 

                     

襪（襪子） 

                     

麥（啤酒 / 麥子） 

                     

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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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母概況調查表 

 

幫  

 

布(抹布) 本(本事) 北(北方)   

滂 

 

泡(水泡) 騙(騙人)    

並 

 

皮(臉皮/牛皮) 病(生病) 「朋」友 「墨」水  

明 

 

貓泛指/公貓/母貓/小貓 門(門口) 米(買米) 夢(做夢) 目(目珠) 

非 

 

福(福氣) 分(分錢/分數) 放(東西放下來) 坊(涂坊)  

敷 

 

肺(豬肺) 蜂(蜜蜂/蜂蜜)    

奉 

 

肥(肥豬肉) 飯(吃飯)    

微 

 

尾(豬尾) 舞(跳舞) 「網」子   

端 

 

刀(刀子) 等(等一下)    

透 

 

梯(樓梯) 湯(喝湯)    

定 

 

同(同學) 定(決定)    

泥 

 

泥(泥沙) 牛(泛稱/小牛) 難(困難) 鈕(鈕扣) 嫩(青菜很嫩)

來 

 

梨(梨子) 流(水流出來了) 連(連城) 鹿 綠(綠豆) 

精 

 

進(進步) 將(將來/將就) 走(他走了) 井(井水)  

清 親(親戚) 

 

請(請人吃飯) 村(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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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盡(盡量) 自(自家/自在) 字(寫字) 坐(坐著) 錢(他很有錢)

心 

 

新(新的衣服) 歲(你幾歲) 傘 鎖(門鎖著) 先(他先來的)

邪 

 

謝(姓氏) 曹(姓氏) 尋(找東西) 習 

(姓氏/補習) 

 

知 

 

鎮(鎮長) 張(姓氏) 「蜘」蛛 當「晝」 知(你知道嗎)

徹 

 

「超」過 抽(抽籤)    

澄 

 

茶(喝茶) 趙(姓氏)    

莊 

 

拿瓶子「裝」

水 

捉(捉到小偷了)    

初 

 

窗(窗戶) 警「察」    

崇 

 

床 愁(你在煩惱什麼?)    

生 

 

雙(一雙鞋) 山(爬山) 生(生活/OO 還活嗎?) 很「瘦」  

章 

 

真(真的) 章(姓氏/文章) 枝(一枝筆) 磚  

昌 

 

車子 唱(唱歌)    

船 

 

船(坐船) 蛇    

書 

 

身(身體) 傷(受傷) 多「少」 書他很喜歡看~ 室(教室) 

禪 

 

時(現在什麼時間了？) 上(上樓) 樹(松樹)   

日 

 

人(大人) 忍(忍著) 日(看日子) 閏閏月潤物體有水氣 軟(香蕉是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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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江(姓氏/長江) 講(講話) 「經」過 水「果」 「菊」花 

溪 

 

苦(辛苦/苦瓜吃起來很苦) 氣(喘氣) 站「起」來 「牽」手 客(人客) 

群 

 

球 舊 「茄」子 共 

(共下：一起) 

 

近 

(他住的地方離學校很近) 

疑 

 

牛 五 吳(姓氏) 硬(石頭很硬) 畢「業」 

曉 

 

休(休息) 香(這酒很香) 火(點火) 血(流血了) 學(學校) 

匣 

 

穿「鞋」 「莧」菜 「號」碼 鶴(白鶴)  

影 

 

印(印仔) 影(影子/看電影) 碗 在中「央」 屋 

云 

 

很「遠」 醫「院」 王(姓氏) 圓(圓圈) 有 

以 

 

羊(泛指) 蒼「蠅」 用(有用) 藥(拿藥) 「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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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韻母概況調查表 

果攝 

 

多 餓 果 靴 茄    

假攝 

 

家 沙 寫 花     

遇攝 

 

土 苦 初 句     

蟹攝 

 

來 矮 街 泥 杯    

止攝 

 

指 字 詩 寄 耳 飛 鬼  

效攝 

 

毛 包 小 腰     

流攝 

 

頭頭髮 走走去哪了? 九      

咸陽 

 

男 鹹 鹽      

深陽 

 

林 針       

山陽 

 

難 天 看 滿 關 遠   

臻陽 

 

根根本 親 孫 滾 順 雲   

宕陽 

 

忙幫忙 兩兩個/幾兩 床 望     

江陽 

 

窗 雙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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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陽 

 

等 蒸       

梗陽 

 

坑 硬 平形容詞、

用於名 

星 橫    

通陽 

 

通路不通 風 夢 送 弓 公   

咸入 

 

答 鴨 接 跌 法    

深入 

 

濕淋濕 急       

山入 

 

辣 殺自殺 熱 切 活 滑 月  

臻入 

 

物 筆 日 突 骨 出   

宕入 

 

薄 落落雨 藥 郭 腳 著著衫   

江入 

 

剝 桌 角 殼     

曾入 

 

墨 直 色 國     

梗入 

 

百 客 石 尺 的目的 滴 隻  

通入 

 

屋 毒 福 六 綠 叔 肉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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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調查方言：                             發音人：                       

記音時間 / 地點：                                                   

陳保亞修訂的斯瓦迪士 200 詞(引自陳保亞 1996：295-297)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 

1 I 我 26 root 根 51 breasts 乳房 76 rain 雨 

2 you 你 27 bark 樹皮 52 heart 心臟 77 stone 石頭

3 we 我們 28 skin 皮膚 53 liver 肝 78 sand 沙子

4 this 這 29 flesh 肉 54 drink 喝 79 earth 土地

5 that 那 30 blood 血 55 eat 吃 80 cloud 雲 

6 who 誰 31 bone 骨頭 56 bite 咬 81 smoke 煙 

7 what 什麼 32 grease 脂肪 57 see 看見 82 fire 火 

8 not 不 33 egg 雞蛋 58 hear 聽見 83 ash 灰 

9 all 全部 34 horn 角 59 know 知道 84 burn 燒 

10 many 多 35 tail 尾巴 60 sleep 睡 85 path 路 

11 one 一 36 feather 羽毛 61 die 死 86 mountain 山 

12 two 二 37 hair 頭髮 62 kill 殺 87 red 紅 

13 big 大 38 head 頭 63 swim 游水 88 green 綠 

14 long 長 39 ear 耳朵 64 fly 飛 89 yellow 黃 

15 small 小 40 eye 眼睛 65 walk 走 90 white 白 

16 woman 女人 41 nose 鼻子 66 come 來 91 black 黑 

17 man 男人 42 mouth 嘴 67 lie 躺 92 night 晚上

18 person 人 43 tooth 牙齒 68 sit 坐 93 hot 熱 

19 fish 魚 44 tongue 舌頭 69 stand 站 94 clod 冷 

20 bird 鳥 45 claw 爪子 70 give 給 95 full 滿 

21 dog 狗 46 foot 角 71 say 說 96 new 新 

22 louse 虱子 47 knee 膝 72 sun 太陽 97 good 好 

23 tree 樹 48 hand 手 73 moon 月亮 98 round 圓 

24 seed 種子 49 belly 肚子 74 star 星星 99 dry 乾 

25 leaf 葉子 50 neck 脖子 75 water 水 100 name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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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兩百核心詞(第二階) 

1 and 和 26 fog 霧 51 play 玩 76 stick 棍子

2 animal 動物 27 four 四 52 pull 拉 77 straight 直 

3 back 背 28 freeze 結冰 53 push 推 78 suck 吮 

4 bad 壞 29 fruit 水果 54 rightside 右邊 79 swell 腫 

5 because 因為 30 grass 草 55 correct 對 80 there 那兒

6 blow 吹 31 guts 腸子 56 river 江 81 they 他們

7 breathe 呼吸 32 he 他 57 rope 繩子 82 thick 厚 

8 child 孩子 33 here 這裡 58 rotten 腐爛 83 thin 薄 

9 count 數 34 hit 打 59 rub 擦 84 think 想 

10 cut 砍 35 hold-take 拿 60 salt 鹽 85 three 三 

11 day 天 36 how 怎麼 61 scratch 抓 86 throw 扔 

12 dig 挖 37 hunt 打獵 62 sea 海 87 tie 捆 

13 dirty 髒 38 husband 丈夫 63 sew 縫 88 turn 轉 

14 dull 呆、笨 39 ice 冰 64 sharp 尖 89 vomit 嘔吐

15 dust 塵土 40 if 如果 65 short 短 90 wash 洗 

16 fall 掉 41 in 在 66 sing 唱 91 wet 濕 

17 far 遠 42 lake 湖 67 sky 天空 92 where 哪裡

18 father 父親 43 laugh 笑 68 smell 聞 93 wide 寬 

19 fear 怕 44 leftside 左邊 69 smooth 平 94 wife 妻子

20 few 少 45 leg 腿 70 snake 蛇 95 wind 風 

21 fight 打架 46 live(alive) 活的 71 snow 雪 96 wing 翅膀

22 five 五 47 mother 母親 72 spit 吐 97 heavy 重 

23 float 漂流 48 narrow 窄 73 spilt 撕裂 98 woods 森林

24 flow 流 49 near 近 74 squeeze 壓 99 worm 蟲 

25 flower 花 50 old 老的 75 stab 刺 100 year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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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1 I 我 我等一下要去找舅舅講事情。 

2 you 你 
(1) 你什麼時候要去北京？ 

(2) 你們什麼時候要回家？ 

3 we 我們 
(1) 我們一起去城裡好不好？ 

(2) 我們每天一起去學校上課。 

4 this 這 
(1) 這塊豬肉要多少錢？ 

(2) 從這裡去車站要多久？ 

5 that 那 
(1) 那是誰的書？ 

(2) 那個人是誰？ 

6 who 誰 昨天是誰來找你？ 

7 what 什麼 這是什麼？ 

8 not 不 
(1) 他不想結婚。 

(2) 這不是我的車。 

9 all 全部 這些東西全部要多少錢？ 

10 many 多 
(1) 那天來了很多人。 

(2) 你太瘦了，吃多一點。 

11 one 一 一個人 

12 two 二 數字一至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3 big 大 
(1) 這顆石頭很大。 

(2) 他的手掌很大。    

14 long 長 那條繩子很長 

15 small 小 
(1) 小孩子                   

(2) 他的眼睛很小。 

16 woman 女人 
(1) 站在那裏的女人是誰？ 

(2) 已婚女子 / 未婚女子 



61 
 

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17 man 男人 
(1) 男人的力氣一般比女人大 

(2) 已婚男子 / 未婚男子 

18 person 人 
(1)兩個人 

(2)家裡人 

19 fish 魚 (1)魚   (2)小魚 

20 bird 鳥 (1)鳥   (2)幼鳥 

21 dog 狗 (1)狗   (2)小狗   (3)公狗  (4)母狗 

22 louse 虱子 狗身上很多蝨子。               

23 tree 樹 松樹 

24 seed 種子 外婆把花的種子種在泥土裡。 

25 leaf 葉子 去把屋前掉落下來的葉子掃乾淨來。 

26 root 根 這種樹根是不是可以拿來當藥材，你最好還是去詢問醫生。 

27 bark 樹皮 樹皮可以拿來造紙。 

28 skin 皮膚 哥哥最近皮膚長出一粒粒的東西。 

29 flesh 肉 買豬肉。 

30 blood 血 地不平，害他跌破皮都流血了。 

31 bone 骨頭 魚煮到綿爛，大家將魚肉和骨頭一塊吃下去也沒關係。 

32 grease 脂肪  

33 egg 雞蛋 這些雞蛋昨天才生的，很新鮮。 

34 horn 角 牛角 

35 tail 尾巴 豬尾巴要滷到爛熟才好吃。 

36 feather 羽毛 鳥的羽毛 

37 hair 頭髮 你的頭髮這麼長，可以去理一理了。 

38 head 頭 
(1)晚上他沒睡好，現在頭低低的打瞌睡。 

(2)他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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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39 ear 耳朵 狗的耳朵很靈敏，很遠的聲音都聽得到。 

40 eye 眼睛 那個女孩子的眼睛很大，很漂亮。 

41 nose 鼻子 人家說鼻子大的人比較有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42 mouth 嘴 飯前要洗手，飯後要漱口。 

43 tooth 牙齒 你牙痛的這麼厲害，要去給醫生檢查才可以。 

44 tongue 舌頭 我剛才吃東西的時候，一不小心竟咬到舌頭。 

45 claw 爪子 
手指甲這麼長，要去剪剪了。 

雞爪 

46 foot 腳 昨天他跌倒了，現在走路腳會痛。 

47 knee 膝 因為膝蓋受傷，哥哥沒辦法參加這次的比賽。 

48 hand 手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舉手發問。 

49 belly 肚子 
吃到不乾淨的東西會肚子痛。 

搬了一上午的貨，現在覺得有些肚子餓。 

50 neck 脖子 昨天我爸做運動時不小心扭到脖子。 

51 breasts 乳房  

52 heart 心臟 他的心臟不好。 

53 liver 肝 
(1)他的肝不好，每天都要吃藥。 

(2)豬肝湯 

54 drink 喝 
(1) 他喜歡喝茶(喝湯)。 

(2) 放假的時候，他喜歡找朋友喝酒聊天。 

55 eat 吃 晚上要去伯父家吃飯。 

56 bite 咬 他被狗咬了。 

57 see 看見 
(1) 他看到快下雨了，就快點回家。 

(2) 你看如何？ 

58 hear 聽見 他聽到小孩子在那邊哭，就走過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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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59 know 知道 
(1) 這件事情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2) 考試成績還沒出來，你怎麼會知道他是第一名？ 

60 sleep 睡 

(1) 這麼晚了，可以睡覺了，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 

(2) 等他睡醒之後我們再來討論這件事情。 

(3) 奶奶坐在椅子上睡著了。 

61 die 死 

(1) 游泳要小心，稍有不慎，就會淹死。 

(2) 有人在河裡放毒藥，魚全部死光光了。 

(3) 那條大魚生病，沒幾天就死掉了。 

(4) 他去年過世了。(注意人死去的說法有哪些。) 

62 kill 殺 

(1) 殺人的事啊，是不能做的喔！ 

(2) 過年到了！每家都在那裡忙著殺雞鴨。 

(3) 切開柚子。 

63 swim 游水 天氣很熱，剛好可以去游泳。 

64 fly 飛 
(1) 鳥飛走了。 

(2) 飛機 

65 walk 走 
(1) 我現在很忙，實在走不開，等一下可以嗎？ 

(2) 那座橋在上次水災就讓水沖走了。 

66 come 來 
(1) 伯父生了怪病，醫院來來去去不知跑了多少次。 

(2) 下雨了！趕快進來屋子裡。 

67 lie 躺 你這樣躺著看書，眼睛會看壞。 

68 sit 坐 
(1) 大家看到桌上的飯菜很豐富，就坐著拼命地吃。 

(2) 坐車時要看清楚去哪裡的車子，才不會坐錯車。 

69 stand 站 站穩來。 

70 give 給 
(1) 老師借給我一本書。 

(2) 母親給我買衣服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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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71 say 說 
(1) 話不說出來，誰會知道你心裡在那想什麼。 

(2) 說到吃，他的口水就流出來了。 

72 sun 太陽 今天出太陽，應該會比較熱。 

73 moon 月亮 
(1) 今天是農曆十五日，難怪月亮又大又圓。 

(2) 晚上沒看到月亮，知道天氣要變了！ 

74 star 星星 
(1) 夏天的夜晚，比較常看到滿天星星。 

(2) 流星 

75 water 水 菜別泡水泡太久，不然會爛。 

76 rain 雨 下雨了。 

77 stone 石頭  

78 sand 沙子 小孩子都喜歡玩沙子。 

79 earth 土地 他很有錢，手上有很多土地。 

80 cloud 雲 天上浮雲漸漸變少，沒多久雨就停。 

81 smoke 煙    

82 fire 火 殺人放火的事不能去做。 

83 ash 灰 這本書不常使用又沒有時常來擦，所以才會長滿這麼厚的灰塵。 

84 burn 燒 那裡房屋失火，燒得火光熊熊，真讓人害怕。 

85 path 路 走路 

86 mountain 山 爬山 

87 red 紅 他昨天穿一件很紅的衣服，看起來很漂亮。 

88 green 綠 綠豆(注意有無仔尾) 

89 yellow 黃 黃色 

90 white 白 白色 

91 black 黑 注意是不是用「烏」。黑色 

92 night 晚上 他昨天晚上去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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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第一百核心詞(第一階)詢問例句或詞彙 

93 hot 熱 天氣這麼熱。 

94 clod 冷 天氣這麼冷。 

95 full 滿 
(1) 姊姊最近懷孕很會吃，每次吃飯時都把碗裝得滿滿的。 

(2) 水滿出來了，不要再倒了。 

96 new 新 這是新買的衣服。 

97 good 好 車子修好了。 

98 round 圓 樹上的橘子每粒都圓滾滾的，可以採來吃了。 

99 dry 乾 
(1) 鹹菜乾 / 蘿蔔乾 

(2) 太陽很大，衣服曬得乾乾的。 

100 name 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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