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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劃提要 

 

    本計畫為期一年，目的是進行台灣客語的地理語言學 (geo-linguistics) 調查。本次

申請之計畫預計對南桃園中壢、平鎮兩區（即從本校所在地之原鄉鎮出發）對本地世居

的客家話進行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桃園直轄市人口眾多，也是典型的閩、客交界地帶，

而客家話又呈現四縣客、海陸客、潮州客、漳州客、汀州客等多種祖籍方言大分散小聚

居的格局，宛如客家話的寶庫，尚有許多豐富的語言現象值得深入挖掘。本計劃則以現

地語言的田野調查為主軸，客語的語言研究跟地理語言學除了純粹語言學上或漢語方言

學的學術目的，還要肩負為語言復振、語言文化復興以及提供紀錄和資源的使命。 

 

 

關鍵詞：客家話、桃園、地理語言學、語言接觸、語言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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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最重要的兩大漢語方言首推閩語，其次是客家話，現今也都晉升為我國的官方語言。隨著閩、

客方言研究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日漸深入，論文、專著、縣志材料和調查報告日漸增多，階段性的匯

總及整理工作早已提上日程，同時隨著專家學者跟研究生語言田野調查的持續進行，還會有更多的材

料賡續“出土”，持續深化吾人對閩、客方言的認識。閩語和閩南語（廣義的閩南語涵蓋福建南部、台

灣、潮汕、海陸豐、雷州半島、海南島、浙南、贛東北、廣西、東南亞等地域）的研究起步較早，在

臺灣的研究調查也逐步深入到鄉鎮甚至村里級的方言點，還包括地理語言學（廣域、網狀、面上的語

言調查，引述李仲民 2012：地理語言學 (geolinguistics) 根據詞∕形式的地理分佈，來探索詞∕形式

的歷史變化過程。常用的呈現方式是將各種變體在地理上的分佈，繪製成語言地圖。或照洪惟仁 2011a

的定義，地理語言學的目的在繪製語言變體的空間分布圖，並解釋其形成與變化的原因）、社會語言

學（年齡層的）方面的調查與研究，但仍有待學界持續關注，賡續進行面上的調查；特別是到了 2019

年的今天，1945 年（含）以前出生的發音人均已邁入七十大關，接下來是和時間賽跑的搶救紀錄語言

學。而客家研究成為臺灣研究的顯學，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後在其積極推廣資助之下，相關的研究單位

或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各縣市多已成立相關機構或出版客家文獻。台灣客家話的研

究在解嚴後大規模地開展，至今對客家話在台灣的分布已有了全面性的掌握，其方言差則根據語言特

徵配合祖籍地（原鄉）分出五個主要的方言「四海大平安」（即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還

有較零星分散的永定、武平等方言。客家話的研究近年已然蔚為大國，資料汗牛充棟，因篇幅所限，

參考文獻中僅列出和本計劃相關者，在此不遑贅述。在台灣的閩、客語言邊界經學界多年的調查已經

逐漸清晰，對本研究計畫所欲執行桃園市境內客家話地理語言學的調查，在選點考慮上裨益良多。 

 

    台灣和原鄉客家方言之間可算是「同源異境」的關係，臺灣客家話的分布與特徵大體摸清之後，

接下來學界進行了相當多的原鄉方言調查和兩岸比較，守備範圍甚至到達東南亞。「四縣」的指涉僅

見於台灣，籠統包括嘉應州府直轄區域（即今天的梅縣）及興寧、長樂（今名五華）、鎮平（今名蕉

嶺）、平遠等地，其方言之同定 (identification) 或主要來源辨識長期以來反而無人進行，只有施添福

(2009) 的微觀調查以三灣為例，統計該地區墓誌所標示的祖籍的結果，顯示以蕉嶺人最多。「海陸」

方言來自惠州府海豐、陸豐兩縣；東勢客家話依徐登志女士的說法認為主要源自廣東「大埔」；雲林

崙背、二崙等地從福建「詔安」來；另外還有原籍廣東「饒平」的客家話語者。然而「海陸」、「饒平」、

「詔安」三個區域都位於閩南語和客家話的交界、過渡地帶，這個閩、客並存的閩客交界地帶（包括

漳屬四縣的西部與廣東饒平、豐順、大埔、陸豐）也正是許多桃竹地區閩、客族群的原鄉（如桃園市

八德、中壢、觀音、新屋，新竹縣新豐、竹北，苗栗縣通霄等地，請見以下桃園市各區祖籍調查之分

析）。在著手進行桃園市境內各區客語的廣域地理語言學的調查之前，我們需要正視這種閩、客內部

及閩、客之間產生之種種駁雜交界和過渡現象。 

 

    正因為客家話的研究蓬勃發展，使得學界開始正視事實上這種兩岸比較牽涉到清代漢籍移民的原

鄉在族群屬性與使用方言上的差異，因為同時牽涉到歷史學與地理學（例如臺灣史、移民史、族群史、

社群史、歷史地理、人文地理、歷史方言分區等領域），這就不是純粹的語言學範疇能夠處理的議題。 

對於清代漢籍移民移出地的籍貫迷思，范佐勤（2008）已作概念的澄清，洪惟仁（1993b）發現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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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新屋鄉永興村大牛欄葉姓的母語偏漳腔，陳淑娟（2004）繼而提出「大牛欄語言社群」，韋煙灶與

曹治中（2008）發現「半福佬客」，林雅婷（2012）針對桃園南部六鄉鎮進行廣泛且高密度的世居宗

族祖籍調查與分析，整合原鄉與新鄉的方言區空間分布型態觀察，已經取得具體的研究成果。至此，

透過一系列整合宏觀微觀的調查與研究，經逐次解開過去閩、客語研究所較忽視的歷史地理面向，對

桃園、新竹等地區拓墾歷史過程中，許多客家族群相對聚集地區的閩、客族群分布特性，與族群下各

社群的分布與互動的含混之處，基本上已經獲得釐清。這些漢人移民的主要原鄉，不論是福建或廣東，

其實存在著一條語言族群混雜的「雙語地帶」，即李如龍所稱之「雙方言區」（李如龍等 1995），以

致於部分漢人移民在來臺之前，早已習慣兩種語言交互使用，這是我們必須留心的一點。而這些生活

在「雙語地帶」的漢移民遷入臺灣之後，除與漳州閩南人混居之外，通常分佈在漳泉交界地帶（如新

北市三芝、新莊、土城、鶯歌西部，新竹縣新豐、竹北，臺中市豐原，彰化縣員林、竹塘，雲林縣西

螺、二崙、崙背等地），或閩客交界地帶（前述桃園市八德、中壢、觀音、新屋，新竹縣新豐、竹北，

苗栗縣通霄等地）。 

 

    在當今本土語言受到華語制度上的摧殘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客語方言學跟地理語言學的研究

除了純粹語言學上或漢語方言學的學術目的，還要肩負為語言復振、語言文化復興以及提供紀錄和資

源的使命，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是否按照施添福教授所提到的「原鄉生活方式」作為移居區位的選擇？

上述問題若純就傳統歷史研究的方式並不易解決，跨領域的語言學與地理學則有可能提供另一個不同

的思考面向與研究視角。 

 

 

二、研究目的 

 

1. 在臺灣配合相關文獻與現有材料，進行南桃園（桃園直轄市中壢、平鎮兩區）世居各地之客家

話使用者之祖籍與方言調查。由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和兼任助理調查南桃園世居本地中壢、平鎮

兩區之客家話祖籍及方言特點。 

2. 記錄、整理各地方言普查結果，並從地理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南桃園兩區客語的音系、詞彙及語

法特點。研究南桃園兩區的客家話在音系、詞彙上的共通點及其可能的解釋。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田野調查工作 (linguistic fieldwork) 為主，以期獲得第一手的方言資料。田野調查地點

位於桃園市中壢、平鎮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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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分析 

4.1 全區方言綜述 

 

桃竹苗區之中，桃園直轄市人口眾多，也是典型的閩、客交界地帶，有許多語言現象值得深入挖

掘；筆者服務的大學亦座落於此，卻對本區的調查尚少。這兩個因素，成為本計畫選定研究區域之重

要考量。透過多年的研究，申請者基本上已經取得足夠的資訊來討論臺灣族群在原鄉與新鄉的空間分

布形態（韋煙灶與林雅婷 2008；韋煙灶等 2009；洪惟仁 2009b；韋煙灶 2010a、2010b、2010c、2010d；

葉佳蕙 2010；韋煙灶與葉佳蕙 2010；林雅婷與韋煙灶 2010；韋煙灶與林雅婷 2011, 2013；韋煙灶 2009, 

2011a, 2011b, 2012a, 2012b, 2012d, 2012e, 2013a, 2013b, 2013c, 2013e, 2014, 2015a, 2015b, 2016；林雅婷

與韋煙灶 2011；韋煙灶等 2011；韋煙灶等 2012；洪惟仁．許世融 2015），還有語言特性的探討（如韋

煙灶與曹治中 2008, 2013）。相關研究調查工作仍在擴張與深化中，研究成果以語言地圖代表，有圖 1，

桃園地區語言分佈地圖（第 24 頁），以及圖 2, 3, 4，桃園北區．西區．中區語言方言分佈地圖（第

25-27 頁），均取自洪惟仁 (2009b。本計劃調查選點江參照這些「語言地理學」（geography of language，

依照洪惟仁 (2011a) 的定義，畫的是語種分區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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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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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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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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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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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為韋煙灶 (2016) 所調查的南桃園世居家族的祖籍分佈，韋教授指出： 

 

    上述南、北桃園祖籍的討論可以看出，以省籍而言，南桃園廣東祖籍對應北桃園福建祖籍的區域

差異涇渭分明，這是形塑桃園市「北閩南客」的區域結構的「基本盤」。但若將祖籍的比較下移至府

州籍，則北桃園區域結構，除了蘆竹區，其餘五區均以漳州府籍為絕對優勢的祖籍，行政區間差異不

大。南桃園則呈現嘉應州、惠州府、潮州府三足鼎立的情況，且呈現位置越向東則嘉應州籍的比例越

高，越向西則惠州府籍的比例越高；位置越向北則漳州府籍比例越高，潮州府籍為過渡區，西南為惠

州府籍、東南為嘉應州籍的空間規律性。以府州別看，北桃園地區的世居家族祖籍之空間均質性，明

顯高於南桃園地區。 

 

南桃園嘉應州籍的方言大多屬於客語「四縣腔」，少部分講長樂方言；惠州府籍的方言屬「海陸腔」；

潮州府籍的方言多屬「饒平腔」，其他漳州客、汀州客也有分佈，五光十色，種類駁雜。方言界大大

有名的新屋大牛欄方言（洪惟仁 2003、陳淑娟 2004、張屏生 2007）是祖籍陸豐的閩南方言島，而筆

者調查過的觀音頂大堀方言（鄭曉峯 2018）則是祖籍海陽的潮州閩社群，仍保留了少部分潮州話的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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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南桃園六區之世居家族的祖籍分佈及其次方言區所佔個案數的比例 

 

方言群 
行政區 

海陸

客 
四縣

客 

非長

樂四

縣客 

長樂/

永安

客 

潮州

客 
饒平

客 

大埔

－豐

順客 

其他

潮州

客 

漳州

客 
詔安

客 
平和

客 
南靖

客 
汀州

客 
永定

客 
武平

客 
客底 

泉州

閩 
漳州

閩 
潮州

閩 
海陸

閩 
閩南

底 
其他

祖籍 
平埔

族 
小計 

中壢 5 36 33 3 30 25 4 1 16 12 0 4 9 7 2 96 1 10 9 3 23 0 0 119 

% 4.2  30.3  27.7  2.5  25.2  21.0  3.4  0.8  13.4  10.1  0.0  3.4  7.6  5.9  1.7  80.7 0.8  8.4  7.6  2.5  19.3 0.0  0.0 100.0  

平鎮 11 36 33 3 10 6 1 3 0 0 0 0 2 0 2 59 0 0 2 0 2 0 0 61 

% 18.0  59.0  54.1  4.9  16.4  9.8  1.6  4.9  0.0  0.0  0.0  0.0  3.3  0.0  3.3  96.7 0.0  0.0  3.3  0.0 3.3 0.0  0.0  100.0  

新屋 53 14 9 5 21 6 9 6 0 0 0 0 0 0 0 88 11 1 2 31 45 0 0 133 

% 39.8  10.5  6.8  3.8  15.8  4.5  6.8  4.5  0.0  0.0  0.0  0.0  0.0  0.0  0.0  66.2 8.3  0.8  1.5  23.3  33.8 0.0  0.0  100.0  

楊梅 25 62 41 21 23 17 6 0 0 0 0 0 3 1 2 113 0 0 3 7 10 1 0 124 

% 20.2  50.0  33.1  16.9  18.5  13.7  4.8  0.0  0.0  0.0  0.0  0.0  2.4  0.8  1.6  91.1 0.0  0.0  2.4  5.6  8.1 0.8  0.0  100.0  

龍潭 9 75 59 16 12 3 8 1 3 2 0 1 10 5 5 109 0 0 0 2 2 0 3 114 

% 7.9  65.8  51.8  14.0  10.5  2.6  7.0  0.9  2.6  1.8  0.0  0.9  8.8  4.4  4.4  95.6 0.0  0.0  0.0  1.8 1.8 0.0  2.6  100.0  

觀音 15 6 4 2 3 0 3 0 5 1 2 2 4 4 0 33 1 10 8 13 32 0 0 65 

% 23.1  9.2  6.2  3.1  4.6  0.0  4.6  0.0  7.7  1.5  3.1  3.1  6.2  6.2  0.0  50.8 1.5  15.4  12.3  20.0  49.2 0.0  0.0  100.0  

總計 118 229 179 50 99 57 31 11 24 15 2 7 28 17 11 498 13 21 24 56 114 1 3 616 

% 19.2  37.2  29.1  8.1  16.1  9.3  5.0  1.8  3.9  2.4  0.3  1.1  4.5  2.8  1.8  80.8 2.1  3.4  3.9  9.1  18.5 0.2  0.5  100.0  

 

註：表中的小計與總計之計算，不納入灰色部分的數據；「客底」或「閩南底」指前欄「客」或「閩南」之合計；本表總計略少於表 4 總計，是由於某些家族祖祖籍資料能知府

州縣廳，但無法判釋族群及方言區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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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區重要參考文獻述評 

 

4.2.1 南桃園閩南話的相關文獻述評 

 

    本段簡略介紹南桃園的閩南語資料，以便在研究南桃園客家話時做參考與對

照。一是新屋區永興村大牛稠葉姓，祖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主要取自張屏生

（2007）及洪惟仁（1992, 2003）。二是觀音區上大村頂大堀卓姓，祖籍廣東省潮

州府海陽縣文路卓村，資料來自鄭曉峯（2018）。 

 

 F. 潮汕、海陸豐系閩南語的方言差： 

 依據李仲民博士近年來的潮汕語言地理學研究，潮汕方言重要的方言差包括

以下幾個音類，大牛稠方言保存與否以圈、叉或具體形式表示之。詞彙項目比較

複雜，此處暫不討論： 

1.「目」mak8 ≠「木」bak8，見於潮州及以西之閩南語 (張光宇 2014)。(X) 

    2.「熱、字」聲母為 dz 或 z ? (dz) 

   3. -m, -n, -/-p, -t, -k 韻尾是否保持完整？若不完整，屬於哪一種類型？ (○) 

   4.「犯法」是否讀 huam huap ? (○) 

   5. io, io, io，潮州讀 ie, ie, ie。(讀 io 類) 

   6. iau 韻，潮州讀 iou。(iau) 

   7.「關」類字有 kue, kui , kuai 等變體。(kue) 
   8.「指」類字有 tso i, tsa i 變體。(tsen) 

   9. it, ik, in, i 是否變為 ek, e ? (○) 

   10.「銀」類字有irn,  等變體。(-in) 

   11.「糖」類字有 ,  變體。(-) 

   12.「免」類字有 ia, ie變體。(-ien)  

   13.「顏」類字有 ua, ue, a 變體。(欠) 

 

  韋煙灶（2016）也指出，海陸豐籍世居家族閩南話的口音特徵，可透過兩個

指標音來確認：有/-e/韻母（如：頂、亭、英等），而目前漳、泉與臺灣閩南語

優勢腔均為高鼻音韻母/-i/；具有漳州話（如宜蘭腔）的/-uinn/韻母（如：園、

飯、黃等）特色，所以同時出現/-e/與/-uinn/兩組韻母，是操海陸閩南語口音的

一大特徵，2011 年間在湖口、新屋、楊梅及觀音等地訪查，祖籍屬於海陸閩南

語區的 70-80 歲以上的老者，大抵仍殘留這種原鄉閩南話口音。 

 綜合陳筱琪（2008）跟楊必勝等（1996）、羅志海（2000）的材料來看，海

陸豐方言的特點尚有： 

 1. 18 個聲母，有 dz~z，b, l,  與 m, n,  對立，這一點和潮汕方言同。 

 2. 有 ei, uam, uap, om, op, ue, uek 韻母，除 ei 外和潮汕方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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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風」讀 h1，潮州讀 hua1。 

 4. 有-ou 韻母，對應於漳州系的-。此項同潮汕方言。 

5. 單字調海豐話有八個，同潮汕方言，而陸豐內湖話有七個。 

郭必之（2016）還指出閩南語「粵瓊小支」（包括潮汕、海陸豐、雷州、海南島）

還有兩個與其他閩南語有別的特點： 

 1.「窗、鐘、'虹'、王」等字潮汕讀-e，海陸豐讀-io。 

 2. 特徵詞：桌子說"床"，肚子說"肚"等。 

 

 觀音鄉頂大堀卓家的閩南語的特點有： 

 1. 有 z 聲母，可是〈入〉字頭在 i 前面一律讀成 -：「日」it8。 

 2. 和臺灣優勢音相比，沒有 o:  的對立，同樣也是大牛稠的特色。 

 3. iu  韻（《十五音》〈薑〉字母）讀 。如：張 t1，在北台灣罕見。 

 4. 宕攝開口三等文讀音韻母讀 ia/k。如：鄉 hia1、約 iak4。 

 5. 基數「兩」讀 n 7，在北台灣少見。 

 6. 程度副詞‘很’說 iau-51；‘飛機’說「飛船」pue1 tsun2；車子的量詞說「張」。 

 

 頂大堀已經和潮州話不同，而和北臺灣漳州腔相侔的有：  

 7. 《彙音妙悟》之〈居〉字母不讀，而讀 i。如：魚 hi5、去 khi3、豬 ti1。 

 8.  共同閩語臻攝開口一三等*yn 不讀，讀 in。如：斤 kin1、銀 in5。 

 9.  咸山兩攝二、四等白讀音韻母不讀、i，而讀 i、e。如：千 tsi1、

肩 ki1、還 hi5、八 pe4。 

 10. 蟹攝二、四等不讀 oi，而讀 e。如：解（‘會’）e7、雞 ke1、地 te7。 

 11. 「短坐」等字不讀 o 韻母，讀 te2、tse7。 

 12. 「慣懸縣」等字不讀 ku，讀 kuan。 

 13. 「關橫」等字不讀 ue 韻母，讀 kua1、hua5。 

 14.  有m、p 韻。「蔘」不讀 siam，讀 sm1。 

 15. 「風」不讀 hua，讀 h1。 

  

 頂大堀跟大牛稠之間的相異點有： 

 16.   韻（《十五音》〈褌〉字母）不讀 u。 

 17. 「犯、法」讀 uan, uat，不讀 uam、uap 韻。 

 18. 「粿稅、媒糜關橫」不讀 oi、o韻。 

 

4.2.2 桃園客家話相關文獻述評 

 

解嚴後近三十年來，客家話的研究由附庸蔚為大國，深度和廣度都有可觀，

在臺灣各地調查的相關研究也很多。由前述文獻可知，桃園市，特別是南桃園世

居本地的客家話來源是多元的。以下我們將焦點集中於呈現語言事實較豐富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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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做一個鳥瞰： 

 

A1. 四縣話、A2 海陸話、A3 四海話 

臺灣四縣、海陸客家話的基本情形，可參見古國順等(2005)、徐兆泉(2003)，

還有教育部網站「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客家委員會網站中收錄有大埔、饒

平、詔安腔的詞彙集，可以參看。通常在臺灣北部，四縣話往往以苗栗縣的為代

表，海陸話則以新竹縣的為正宗，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各地四縣、海陸客家話

在音系、詞彙上仍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 

 

 A1，四縣話 

桃園市的可舉 a 張屏生(2007，龍潭)、b 楊時逢(1957，楊梅陳姓)、c 周法高

(1964，中壢方姓，55 歲) 為例： 

a 有 t, t, ，但和 ts 組無音位上的對立，無。t 組可以和, m/p, n/t 相拼。 

b 知三章讀 t 組，有。t 組可以和 , em/ p, en/ t 相拼，這一點跟 a 相侔。

a, b 跟苗栗、六堆的四縣話在聲韻組合上有系統性的差異，令人懷疑源自後來歸

類為「四海話」的客語方言。 

c 只有 ts 一組滋嘶音，有 ɿ, m/p, n/t（相當於記成 ii, iim/p, iin/t）。 

桃園的客家話，已知的一個特色為「王」念 ong5 而非 vong5，但尚不清楚

是否其他次方言亦如此。 

 

A2，海陸話 

海陸客家話的研究歷史悠久，近年來與粵東原鄉比較的論文亦趨豐富，參見

Schaank (1897)、潘家懿等(2000，陸河)、彭盛星(2010 a,b，陸河、紫金水墩)、黃

秀媛(2010，揭西五雲)、李慶華(2012，揭西灰寨)、黃美珠(2013，陸河水唇、揭

西灰寨)等。桃園市境內的可舉 a 張屏生(2007，新屋)、b 楊時逢(1957，楊梅廖姓) 

為例： 

a 有 t 組，有。「手」讀u3，而竹東讀iu3。「遠」讀an3。 

b 有 t 組，有。「手」讀u3，「遠」讀an3。 

 a 和新竹竹東方言相比，最突出的特點在於小稱形式。根據張屏生(2007)與

賴文英(2012)，有以下幾種類形： 

 (i) 疊韻型：遮仔 ta-53 a-55，梳仔 so-53 o-55，凳仔 ten-11 en-55 

 (ii) 單音節後綴型：凳仔 ten-11 n-55 

 (iii) 變調型：鐵仔 thiet-25，藥仔 io-22 ok-5（中有喉塞），凳仔 ten-25 

 (iv) 元音展延+變調 梳仔 so-535 

這些小稱形式是比較特別的。 

 

 A3，四海話 

「四海話」的概念始於羅肇錦(2000)的提倡，指的是四縣話、海陸話接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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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生的新方言。桃園市的例子可見鄧盛有(2000)中所舉平鎮、楊梅的實例，重

心放在字音，不忘調查詞彙。四海話的賡續研究不絕如縷，請參看鍾榮富(2006)、

呂嵩雁(2007)、曾鈺娟(2011)。 

  

B. 饒平話 

 饒平話的詳細調查以呂嵩雁(2003)、徐貴榮(2005)為嚆矢。徐著書中依據音

系特性，將十個方言分為三組： 

 [A 組] -- 中壢市芝巴里劉屋、中壢市興南詹屋、平鎮市南勢王屋、卓蘭老庄

詹屋 

 [B 組] -- 新屋鄉犁頭洲陳屋、八德市霄裡官路缺袁屋 

 [C 組] -- 中壢市過嶺許屋、觀音鄉新坡許屋、竹北市鹿場里六家林屋，芎林

鄉上山村林屋。有七個方言點都位於桃園市境內。 

 音韻特點舉期犖犖大者，有複雜的連讀變調，章組字讀 f-「水」讀 fi3（詔

安話同），古溪母字讀 kh-（東勢方言、詔安話同），魚韻字「去」讀 khui 或 hiu；

蟹攝二、四等 ai > e，效、咸、山、梗諸攝四等韻字無 i 介音，或主要元音變-e。

如「犁」讀 le，「尿」讀 nau, neu，「店」讀 tem，「聽」讀 then，「糶」讀 thet 等。

這種變化如鄭曉峯(2013a, b)指出，此一現象「漳潮片客話」（徐貴榮教授標舉之，

涵蓋饒平及漳屬客話）與閩西客家話在地理上相聯成片。（連城四堡為筆者調查；

芎林紙寮窩屬饒平話，e 在鼻音後升高為 i） 

    四堡 長汀 永定 紙寮窩  四縣 

買  m3  me1  mei1 mi1   mai1 

弟  t1  te1  tei1  te1   tai1 

頂  t3  te3  t3  ten3   ta3 

冷  l3  le1  l1  len1   la1 

糴  t8 te6  t8 tet8   tak8 

 

三四等合口字讀 v- (< *ui-)，此種情況亦常見於閩西，而梅縣型讀零聲母。 

    四堡 長汀 永定 紙寮窩  苗栗 

 ‘用手抓’  via3  (ia3)  via3  via3   ia3 

 遠   vai3  vi3  vi3  vien3  ien3 

 雲   vei2 ve2  ve2  vin2   iun2 

 

其他還有詞彙上的特殊性，如‘看’ 說ia5，‘痛’ 說「疾」tshit8，‘飯’ 說 phon6

等。 

  

C. 詔安話 

 臺灣詔安話最有名的當屬雲林崙背方言，但桃園市內也有零星分佈。根據張

屏生(2007)、賴桂玉(2013)，大溪南興里、中壢三座屋兩地有較多資料。有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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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讀變調。與崙背的共同點有大溪「莧」讀 hen；「五、魚」念雙唇音 m；「斤、

銀」均讀為-un 韻母。其不同於崙背方言的特點有：保留 v-，而崙背已變 b-；中

壢陰平調為升調 13；超陰入大溪是低平調 11；效攝三四等字崙背念 io 的，大溪

讀 iu；四等字中壢「年」nan、「碟」thap；*y 逢滋嘶音崙背讀 i，桃園讀 u, ；「毛」

類字崙背讀 hm，大溪讀 mu。 

  

D. 永定話 

 桃園有呂嵩雁 1995〈桃園永定客家話的語音特點〉（龍潭竹窩）、張屏生

（2007，龍潭粗坑）等人調查。音韻特點同饒平話、詔安話的不再贅述，「雷、

肥」等字讀-e，來自永定-ei。  

  

E. 長樂（今五華）話 

 五華境內方言複雜。桃園現有呂嵩雁〈長樂客家方言的語音系統〉（未刊稿，

中壢華勳里）與張屏生（2007，新屋槺榔村）的調查。音韻特點有：有 t 組，

有；濁去歸上。 

  

F. 豐順話 

 已有溫秀雯（2003，觀音藍埔村高姓）、賴文英（2004，新屋鄉埔頂、社子

村呂屋）和張屏生（2007，觀音藍埔村高姓，祖籍豐順湯坑）的調查。音韻特點

有：有 t 組，有；清去歸上。廣東豐順方言的概況可參見《豐順縣志》、高然

（1998a,b）及蘇軒正 （2010）等。 

 

4.2.3 臺灣地理語言學相關文獻述評 

 

 地理語言學 (geo-linguistics) 的研究在臺灣和中國方興未艾，但東鄰日本從

1950 年代開始累積，已經有雄厚的理論基礎和眾多的研究成果可資借鏡。以下

簡介筆者與李仲民博士的著作： 

 

A，鄭曉峯 2010a〈客家話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海陸話「韶早」的語源〉，刊

於《清華學報》新 40 卷第 4 期。 

本文是國內第一篇客家話的地理語言學論文。筆者運用了「地理語言學」（或

稱語言地理學、方言地理學 linguistic geography /dialect geography 

/geo-linguistics，這裡的看法和洪惟仁 2011a、李仲民 2012 不完全一致，請注意）

的方法討論詞彙上的不連續性。海陸話“明天”說 [au55 tso13]，崙背話說 [io33 

it13]，首字語源不明。透過語言地理學的分析可得以下結論：客家話“明天”的說

法呈環狀分佈，創新形式「天光（日）」在最內側，較古老的「明+X」在最外圍，

「晨+X」（X 多數為「朝」）類、SHAU 類、SHA 類介乎其中。根據地域連續性

(continuité des aires) 的原則我們可以推斷，「韶」（聲調有陰平、陽平、上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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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晨朝」的合音。以下摘錄文中之圖 2「客家話的"明天"」一圖為圖 5。 

 

 
圖 5：客家話的 "明天" 

 

B，李仲民 2014《地理語言學的實踐》 

 地理語言學是語言史的研究方法之一，藉由分析語言特徵（音系、詞素、構

詞等）的地理分布，推斷地域變體的歷時演變跟造成變化的原因。李仲民 20 年

來致力於方言田野調查及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近年足跡遍及臺灣、澎湖、粵東潮

汕－海陸豐，受到日本岩田禮、遠藤光曉兩位教授很大的啟發。其博士論文（李

仲民 2009）是臺灣第一本專門討論地理語言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學位論文，

以臺灣東北角做為研究區域。本書收錄了八篇文章，這八篇文章開宗明義第一篇

探討地理語言學的定義、研究目標與方法，其他的文章則是“實踐”：運用地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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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甚至佐以社會語言學的調查，試圖闡明臺灣東北角、西部沿海、臺中地區、

潮汕地區閩南語的一些語言現象，就中很重要的是運用了 W. A. Grootaers（賀登

崧）神父和日本同行所發明的 glottogram。Glottogram 是研究受訪者年齡和地理

條件要素的圖表，能同時地理及年齡層兩種造成語言變異的要素。表 2 是臺灣中

部地區西部沿海方言「皮」字韻母的 glottogram，三種變體（C: 、Ct: e、J: ue）

在地理（1 為最北，19 為最南）和年齡分布的關係，顯示海口腔舊形式 C 變體

的勢力消退，以及 J 變體的擴張： 

 

 

 

表 2，臺灣中部地區西部沿海方言「皮」字韻母的 glot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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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南桃園客家話之部分語料 

 

因田野調查資料多半仍待整理，本報告僅羅列三地之調查語料，分別是中壢

區過嶺里饒平話、中壢區三座屋詔安話、平鎮區宋屋村四縣話。在此感謝各地發

音人的協助。 

 

音系： 

單字調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過嶺 21 51 32, 3 55 213 5 

三座屋 22 31 13 51 33 3 

宋屋 13 31 55 32 21 =陰去 5 

 

聲母 

懶惰 (n- or l-) 過：nan33 i21 

三：nan22   22 

宋：lan21 s13 

‘植物的刺’  

(n- or l-) 

過：let32 

三：net13 

宋：net32 

四 (顎化否) 過：i51 

三：i31 

宋：i55 

紙 過：ti51 

三：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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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ts31 

手 過：iu51 

三：u31 

宋：su31 

字 過：ts213 

三：ts33 

宋：s55 

十 過：sp5 

三： p3 

宋：sp5 

遠 過：ven51 

三：ien31 

宋：ien31 

王(做~) 過：v55 

三：v51 

宋：v21 

王(姓) 

比較：中壢四 

縣說 [21]，

類似閩南語 

過：v55 

三： 

宋：v21 

去 過：kiu51 (韻母同‘他’) 

三：ki31 

宋：hi55 

人客 過：kak32 

三：k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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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hak32 

柿子 過：pi21 ts51 

三：ki33 .e 

宋：ts55 .e 

磨刀 過：nu55 

三： 

宋：n21 

 

韻母 

飛 v. 過：pui21 

三：pui22 

宋：pi13 

肺 過：pui213 

三：pui31 

宋：hi55 

煙 過： 

三：ien22 

宋：ien13 (also as 菸) 

水 過：fi51 

三：fi31 

宋：sui31 

‘嘴’ 過：tse51 

三：tse31 

宋：tsi55 

梳(頭) v. 過：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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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22 

宋：s13 

樹 過：u213 

三：  33 

宋：su55 

煮飯 過：sap5 pn213 

三：tu31 pn33 

宋：tsu31 fan55 

買 過：mi51 

三：mi22 

宋：mai31 

泥 ‘土’ 過：ni55 

三：ni51 

宋：nai21 

溪 過：ke21 

三：ke22 

宋：hai13 

高 過：k21 

三：k22 

宋：k13 

狗 過：keu51 

三：kieu31 .e 

宋：kieu31 

血 過：fet32 

三：hie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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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hiet32 

稅 n. 過：fe51 (也當動詞‘租’講) 

三：fe31 (也當動詞‘租’講) 

宋：si55 

睡覺 過：睡 fe213；睡目 fe213 muk32 

三：fe33 

宋：si55 muk32 

床 過：min33 55 

三：min33 t51 

宋： 

船 過：sen55 

三：en51 

宋：sn21 

年 過：nen55 

三：nan51 

宋：ien21 

笑 過：iau51 

三：iu31 

宋：seu55 

尿 過：neu213 

三：nau33 

宋：iau55 

犯法 (是否維

持-m, -p) 

過：fan213 fat32 

三：fam33 fap13 

宋：fam55 fa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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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話 

‘客家話’ 

過：kak5 fa213 

三：<講事 k31   33> 

宋：hak32 fa55 

‘你’ 過：i55 

三：51 

宋：21 

‘他’ 過：kiu55 

三：ki51 

宋：ki21 

雞 過：ke21 

三：kie22 

宋：kie13 

‘縫(衣服)’  v. 過：lien55 聯 

三：lien51 

宋：(tsa13 車) 

軟 過：ien21 

三：ien22 

宋：in13 

銀 過：iun55 

三：un51 

宋：iun21 

斤 過：kiun21 

三：kin22 

宋：kin13 

國 過：ku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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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uet13 

宋：kuet32 

湯 過：t21 

三：t22 

宋：t13 

東 過：tu21 (u 嚴式記音為半高的 o) 

三：tu22 

宋：tu13 

冷    過：len21 (水/天氣) 

三：len22 

宋：la13 (~天) 

‘撒(種)’   

ie/ve 菜籽 

過：ve213 

三： 

宋：ie55 

面 ‘臉’   過：mien51 

三：mien 

宋：mien55 

露水  

  

過：lu33 fi51 

三：lu33 fi31 

宋：lu55 sui31 

房間 過：ken21 (間~) 

三：kien22 

宋：kien13 (~肚: 房間裡) 

 

小稱後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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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遮仔] 過：遮子 tsa21 ts51 

三：雨傘 vu33 san31 

宋：tsa13 .e 

橘子 [柑仔] 過：kam21 

三： 

宋：kam13 .e 

草 [草仔] 過：ts51 

三： 

宋：ts31 

李子 [李仔] 過：li33 ts51 

三：li31 .e 

宋：li31 

椅子 [凳仔] 過：ten51 

三：ten33 .e 

宋：ten55 .e 

箱子 過：pi55 i21 

三： 

宋： 

鴨子 [鴨仔] 過：ap3 

三：ap13 .e 

宋：ap32 .e 

鐵仔 過：tiet32 

三： 

宋：tiet32 

盒子 [盒仔] 過：ha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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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hap5 .e 

勺子 [勺仔] 過：k5 

三： 

宋：sk5 .e 

老鼠(是否加

仔) 

過：l21 tu51 

三：l33 t 31 

宋：l55 tsu31 

 

形容詞綴 (个)  

真的 過：tin21 it5 kai51 

三： 

宋：tsn13 tak32 

假的 過：ka51 kai51 

三： 

宋：ka31 ke55 

小的 [細个] 過：se13 kai51 

三：se33 kai31 

宋：se55 ke55 

鐵的 過：鐵（做）个 tiet5 (ts51) kai51 

三： 

宋：tiet32 ke55 

濕的 過：sp5 kai51 

三： 

宋：sp32 ke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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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的 過：fo55 kai51 

三： 

宋：fu21 ke55 

大的 過：tai213 kai51 

三： 

宋：tai55 ke55 

白的 過：pak5 kai51 

三： 

宋：pak5 ke55 

 

性別後綴 

貓 過：iau51 

三：meu33 

宋：meu55 .e 

蝦 過：蝦公 ha55 ku21 

三：ha51 .e 

宋：ha21 ku13 

蚯蚓 過：蟲[虫憲] tu55 fen51 

三：tu51 hien31 

宋：[虫憲]公 hien31 ku13 

草魚 過：ts33 55 

三： 

宋：ts31 21 

屎殼郎 過：屎姑 i51 ku21；牛屎姑 iu55 i51 ku21； 豬屎姑 tu21 

i51 ku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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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屎公 s31 ku13 

蚱蜢 過：草蜢 ts33 ma51 

三：草馬仔 ts31 ma22 .e 

宋：ts31 ma31 

老鷹 過：iau33 p55 

三：eu33 p51 

宋：ieu55 p21 

蝙蝠 過：pit5 p55 

三：pit3 p51 

宋：pit5 p21 

蓋斑鬥魚 (三

斑) 

過：pa55 pi55 lat5 

三： 

宋：X 

蝸牛 過：ze33 l55 

三：e33 l51 

宋：ie21 l21 

猴子 過：heu55 

三：hieu51 .e 

宋：猴哥 heu21 k13 

八哥 過：X 

三： 

宋：pat32 ko13 

鯰魚 過：塘虱 t33 set3 

三：ia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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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t21 set32 

蛇 過：a55 

三：a51 

宋：蛇哥 sa21 k13 

小蜘蛛 過：X 

三： 

宋：豹虎哥 pau55 fu31 k13 

鯉魚 過：鯉魚 li21 55 

三：li22 m51 

宋：鯉嫲 li13 ma21 

青蛙 過：kai33 ts51 

三：kuai31 .e 

宋：kuai31 .e 

蛤蟆 過：ke21 kiu21 p55 

三：ha33 ma51 

宋：ha21 ma21 

蝨子 過：set5 ma55 

三：set3 ma51 

宋：set32 ma21 

耳朵 過：耳窟 i33 kut3 

三：耳空 i33 ku22 

宋：耳公 i55 ku13 

鼻子 過：pi33 kut3 

三：pi33 ku22 

宋：pi55 ku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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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拇指 過：iu51 ti51 ko21 

三：u31 t  31 ku33 

宋：su31 ts31 ku13 

大腳趾 過：kik5 ti51 ko21 

三：kio55 t  31 ku22 

宋：kik32 ts31 ku13 

拳頭 過：kien33 teu55 ma55 

三： 

宋：kien21 teu21 ma21 

膝蓋 過：kik5 tit5 teu55 

三：tit5 tieu51 

宋：tit32 teu21 ma21 

乳房 過：nen33 ku21 

三：nen33 ku22 

宋：nen55 ku13 

舌頭 過：sat5 ma55 

三：et3 ma51 

宋：sat5 ma21 

鬍子 過：鬍鬚 fu55 iu21 

三：fu51 i22 

宋： 

粗沙 過：sa21 (泛稱) 

三： 

宋：sa21 ku13 

大碗 過：van55 ku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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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an31 ku22 

宋：von31 ku13 

魚簍 過：33 leu55 

三： 

宋：lui31 ku13 

天(擬人) 過：ten21  

三：天崠 ten22 tu31 

宋：天公 tien21 ku13 

薑 過：ki33 ma55 

三：ki22 ma51 

宋：ki13 ma21 

柴刀 過：t21 ma55 

三：t22 ma51 

宋：t13 ma21 

葫蘆勺 過：k5 ma55 

三：匏勺 pu51 s55 

宋：sk5 ma21 

粗繩 過：大麻索 tai21 ma55 sk32 

三： 

宋：sk32 ma21 

斗笠 過：笠婆 lep5 p55 

三：lip5 po51 

宋：笠嫲 lip32 ma21 

酒糟 過：糟嫲 ts21 ma55 

三：ts22 m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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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ts13 ma21; tsiu31 ts13 

石頭 過：sak5 teu55 

三：tai33 a55 tieu51 

宋：sak5 ma21 

瓶子 過：a21 

三：a22 .e 

宋： 

棉襖 過：51 

三： 

宋：31 p21 

大螞蟻 過：大蟻子 tai21 i33 ts51 

三： 

宋：ie55 ku13 (螞蟻) 

大頭蒼蠅 過：vu21 in55 ko21 

三： 

宋：vu13 in21 ku13 

 

語法 

我們 過：en21; en21 ni55 

三：en22; en22 li31 tieu22 

宋：ai21 teu13 

咱們(我們，包

括聽話者在

內) 

過：同上，不分 

三：同上，不分 

宋：ai21 ia31 teu13 

在哪裡？ 過：tsi21 ni33 vui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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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ti55 nai55 vi55 

在家嗎？ 過：iu21 in55 tsi21 ki21 pi51 .m ? 

三： 

宋：ti55 vuk32 ka13 

做完了 做

thet/phet/het 

過：ts33 h51 le51; ts33 st5 le51 

三：V tet13 

宋：ts55 tet32 

蹲著 khu5 

ten/nen 

過：tun55 ten51; ku55 ten51 

三： 

宋：ku21 ten31 

一個人 一

sa5(人) 

過：it5 kai51 in55; it5 sa55 

三：it3 kai51 in51; it3 sa51 

宋： 

一朵花 lui/

盞 

過：lui55 

三：lui22 

宋：lui31 

一塊 過：兜 teu21 

三：te51 

宋：te55 

一塊錢 過：一个銀 it5 kai51 iun55 

三：一箍 it3 kieu22; it3 kai33 un51 

宋：it32 kieu13 

這麼多 過：an51 t132  

三：an31 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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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an31 t13 

 

詞彙 

甚麼 過：ts33 mat5 kai55? (一般問句) 

    ts33 mat5 kai51 (罵人) 

三：ma31 kai33 

宋：ma31 ke55 

誰 過：ma33 sa55; ni33 sa55 

三：ma31 sa51 

宋：ma31 sa21 

固執 [硬頸] 過：a33 kia51 

三： 

宋：a55 kia31 

嬸嬸 過：阿嬸 a33 im55 

三：叔□ u55 mi22 

宋：suk32 me13 

筷子   過：箸 tu213 

三：tu33 

宋：筷仔 kuai55 .e 

稀飯 過：糜 mi55 

三：mi51 

宋：mi13 

飯湯 過：糜飲 mi55 im51 

三：mi51 im31 

宋：飯湯 fan55 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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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圓 過：惜圓 iak5 ven55 

三：ia55 ien51 

宋：粄圓 pan31 ien21 

花生 過：地豆 ti33 teu213 

三：ti33 tieu33 

宋：番豆 fan21 teu55 

蘿蔔 過：菜頭 tsi21 teu55 

三：tsi31 tieu51 

宋：tsoi21 teu55 (用海陸話音) 

胡蘿蔔 過：fu55 tsi21 teu55 

三：fu51 tsi21 tieu51 

宋： 

茄子 過：茄 kiau55 

三：kiu51 

宋：吊菜仔 tiau55 tsi55 .e 

菱角 過：len55 kk32 

三： 

宋：羊角仔 i21 kk32 .e 

痛 過：疾 tit5 

三：tit3 

宋：痛 tu55 

癢 癢/hoi5 過：i21 

三：i22 

宋：i13 

累、疲倦 過：渴= k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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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iam31 

宋：tiam31 

躲藏  

khong/tshang 

過：k51 

三：k31 

宋：k55 

下雨 過：落雨 lk5 vu51 

三：l55 vu31 

宋：落水 lk5 sui31 

彩虹 過：kiu213 

三：kiu33 

宋：天弓 tien21 kiu13 

看 過：ia51 

三：kn31 

宋：kn55 

哭 過：v51 

三：v31 

宋：kieu55 

回去 [轉/歸] 過：tsen51 

三：ten31 

宋：tsn31 hi55 

用繩子綑 過：tak5 

三：ta13 

宋： 

蝴蝶 過：i33 iap5 

三：a5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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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蟑螂 過：ki33 tsat5 

三：ki33 tsat3 .e 

宋：v21 tsat5 

螳螂 過：虎舅公 fu51 kiu21 ku21 

三：草猴 ts33 hieu51 

宋：螳螂 t21 l21 

蟬 過：kiam55; pui21 kiam55 

三：sam51 

宋： 

螃蟹 過：l33 he51 

三：m33 he31 

宋：m13 hai31 

媳婦 過：im21 pe21 

三：im22 pe33 

宋：in21 kiu13 

生氣 過：put5 et32 

三：pt3 at13 

宋：tsat32 

掃墓 過：tak5 ti51 

三：kua33 t  31, 打醮墓 ta31 tsieu33 mu33 

宋：kua55 ts31 

剪刀-石頭-布 過：ku51, ti51, pa51 

三：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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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過：好得你 h51 tet3 i55 

三：承蒙  n51 mu51 

宋：in55 mu55 (用海陸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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