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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海陸客家話音韻特色的接觸比較研究──以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

婆羅洲為例》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主要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部分，

先簡單介紹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婆羅洲三地的海陸客家話相關文獻，再來則

是和方言語言接觸與演變的文獻分析，最後針對其他相關研究理論與方法進行介

紹，並且也明確指出本研究將使用的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分析法」、「田野調查

法」、「共時比較法」、「歷時比較法」、「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與分析法」。 

 第二章則針對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進行更詳盡的介

紹，包含了原鄉的語言分布，移民居地的語言分布以及使用人口，並針對共通的

音韻系統以聲母、韻母、聲調為單位的方式分別介紹，以表格呈現，個別的特色

則以條列式分點列出。 

 第三章分析了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婆羅洲聲、韻母內部的差異以及演變

的過程，聲母部分，筆者分析了見曉組的影、云、以母實際音值，精知莊章組讀

音的實際音值差異，以及個別特殊字音的聲母比較，包含了「鎮」、「貓」、「事」

三字。韻母的比較方面，筆者分析了遇攝一等與三等在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

婆羅洲的讀音差異由來，以及合口介音的去留比較，並透過與畲話、東江本地話

的外部比較分析了主要元音 o、a 分布的可能差異來由。最後也針對部分個別特

殊字音的韻母進行比較，包含了「話」、「國」、「柿」、「名詞詞綴」等等，這些分

析的過程都搭配了地理分布與語言接觸的理論作為輔助。 

 第四章將臺灣、中國潮惠地區、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的聲調調值透過平山久

雄教授「聲調環流說」進行分析，除了探究海陸客家話內部調值差異的由來，也

透過與龍華小片客家話的比較，擬測了海陸客家話今日聲調的七調格局的可能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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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為結論，除了將二到四章的內容進行統整之外，也將這些分析的結果

應用到方言的區分與地區分片上。筆者重新確立了中國潮惠原鄉「海陸片」客家

話的分片依據基礎，並且也將內部分小片的名稱修訂，舊稱的「河田小片」改為

「陸揭小片」，「新田小片」改為「普豐小片」，以求更符合今日的行政區劃與實

際語言分布代表性。 

 

關鍵字：海陸客家話、臺灣客家話、東南亞客家話、接觸比較、語言接觸、地理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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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The Language Contact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ǎilù Hakka 

Dialect’s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Take Taiwan, China's Chao-Hui Region, and 

West Borneo as Example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tion 

mainly elaborate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literature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iterature discussions,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Hǎilù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the Chao-Hui region of China, and West Borneo.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HREE.)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tact and 

evolution of other dialects and languages. The third part is introducing other related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which are Document Analysis, Fieldwork, Synchronic 

Comparison, Diachronic Comparis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Hǎilù Hakka dialects of The THREE in more 

detail, including the languag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of the original residences and 

immigration residences. It also presents the common phonological system (initials, 

rhymes, tones) in a tabl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re listed by points.  

In the chapter 3, we analyze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s initials and rhymes. In the part of initials, it not only clarifies the actual sound 

value of the Yǐng (影), Yún (云), Yǐ (以) of the initials Jìen, Xiǎo groups (見曉組) but 

the Jīng, Zhī, Zhuāng, Zhāng groups (精知莊章組). The other part of initials analysis 

presents comparison of the initials of individual special characters, including Zhèn (鎮, 

town), Māo (貓, cat), Shì (事, the thing to do). On the side of the rhymes comparison,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rigins of division 1 and 3 (一、三等) of the rime Yù Shè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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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and compared the existence of the medial “-u-” of The THREE. We used Shē Huà 

(畲話) and Dōng Jiāng Běndì Huà (東江本地話) as external comparison templates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owels “-o-”, “-a-” ‘s distribution (the vowels 

of division 1 and 2) in the syllable.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chapter, we also compare the 

rhymes of some individual special characters, including Huà (話, the words or dialects), 

Guó (國, country), Shì (柿, persimmon), and the noun affix (仔).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is supplemented 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ories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fourth chapter use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s Tone Circulation Theory (聲

調環流說) to analyze the tones of The THREE.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the  

Hǎilù Hakka dialect’s tone differences, we also compare The THREE and Lúnghúa 

Hakka dialects sub-group (龍華小片客語), which help us find out the possible origins 

of Hǎilù Hakka dialect’s “7 tones” tone system. 

The final chapter is Conclusion. We have organized the focus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apply these findings to the distinction basis between dialects and delineation 

of dialect area. We also re-establish the basis of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of Hǎilù Hakka 

dialect in Chao-Hui region of China, revise the names of the varieties of it. The past 

“Hétián cluster”(河田小片) renamed “ Lùjiē cluster” (陸揭小片); the past “Xīntián 

cluster” (新田小片) renamed “Pǔfēng cluster” (普豐小片), which are more in line with 

today’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actual distribution.  

 

Keywords: Hǎilù Hakka Dialect, Taiwan Hakka Language, South-East Asia Hakka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Comparis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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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海陸客家人是客家族群中相當特別的一支，除了在日常生活文化與梅州、臺

灣四縣的客家族群有相當程度差異之外，語言系統也大相逕庭，且巧合的是，不

論是留在原鄉繼續打拼奮鬥的海陸客家人，或是明末清初移向海外者，都不約而

同地成為當地「相對弱勢」的語言群體。在中國原鄉潮惠地區的陸河縣、海陸豐

縣、五華縣、揭西縣、普寧市及惠來縣等，海陸客家話受到週邊強勢的潮汕話以

及五華、河婆、惠州等地的客家話包圍，加上中國政府強力的「推普」，使語言

使用情形產生變化；在臺灣的桃園、新竹及苗栗等地，則受到強勢的閩南語以及

四縣客家話影響，再加上各個政權的「國語」對海陸客家話使用的擠壓，客家話

的使用空間被迫壓縮；印尼海陸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婆羅洲（印尼官方稱為加里曼

丹島）的西部，尤其是印尼西加里曼丹行省的邦戛、山口洋、三發等地，雖然在

1920 年代以前，客家話為西加的主要通行語（Heidhues, Mary Somers, 2003），但

隨著商業與政治發展，印尼語漸漸成為西加地區的重要通行語言，再加上與土著

通婚百年之故，山口洋一帶的海陸客家話已滲入部分南島語系語言特色，而同樣

自中國原鄉移民而來的粵方言、潮汕方言及閩南方言等漢語也為印尼海陸客家話

帶來更多複雜的面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父母的母語分別為苗栗南庄海陸客家話與新竹芎林海陸客家話，原鄉同

屬於清代廣東陸豐吉康都，今日所操持之語言卻差異明顯，家父的苗栗南庄口音

在語言接觸影響下，明顯受到強勢的四縣客家話影響，使之與家母的芎林海陸客

家話產生差異，筆者在發現此現象後不禁思考，居住在中國原鄉及西婆羅洲等地

的海陸客家人，在同樣的相對弱勢情況下，他們所操持的語言必定也會因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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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本文目標在於透過語音比較，試圖比較臺灣、中國潮惠原鄉及西婆羅洲三

地的海陸客家話在各自受強勢週邊語言影響後所產生的語音差異，並探究這些差

異的緣由，從中歸納出海陸客家話在語言接觸演變下的規律，試圖證明同源異境

下語言演變的「共性」。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文主要針對臺灣、中國潮惠原鄉及西婆羅洲三地（以下簡稱三地）海陸客

家話進行比較，其中包含聲母、韻母、聲調等層面，故文獻探討主要分三大類，

一是三地海陸客家話研究文獻、二是語言接觸研究文獻、三是聲韻調演變研究文

獻。 

三地海陸客家話研究文獻 

范文芳教授於 1996 年提出的〈竹東腔海陸客家話之語音調查〉重點式地統

整了臺灣竹東地區海陸客家話的語音特色以及詞彙特色，而本文最大特色在於對

變調的紀錄相當有系統性，除了再次證明了大多數學者認同的上聲變調與陰入變

調，還另外提出了變調的例外，如上聲、陰入在短語、數量詞、疊字中常發生不

變調而保留本調情形，此外亦詳述各個不變調例外的現象與可能來由以及範例。

而陳子祺先生（2000）的《新竹海陸腔客家話音韻研究》也將范文芳教授的文章

做了更完善的補充，鉅細靡遺地列出新竹海陸客家話的語音特色，舉凡聲母、韻

母、聲調的中古音韻對照均相當清楚呈現，尤其是在聲調方面的比較研究，以及

演變的分析更是令筆者茅塞頓開。兩篇文章將竹東腔海陸客家話的語音特色進行

詳細介紹，其中范文雖因為礙於期刊之限制使篇幅較小，但分點式的整理，也讓

筆者省去許多資料分析的時間，可以快速理解海陸客家話相關的語音重點。 

盧彥杰先生（1999）的《新竹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將海陸客家話的特有詞

彙詳細整理出來，並從文化的角度來討論為何海陸客家話中會有這些詞彙，並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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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些詞彙的根源，以及跟週邊方言的同源性質等等。 

蘇媺祺女士於 2010 年發表的《陸河客家話研究》，可謂目前臺灣客家話研究

界最詳盡的陸河海陸客家話研究專書，本文與過去其他學者所採用的分片類似，

潘家懿教授（2000）在〈陸河客家話語音概況〉提出陸河客家話可以分成南北兩

片，分別為新田片與河田片，彭盛星教授（2018）也在〈廣東陸河東坑到臺灣海

陸客話的語音變化〉一文中採用此分片方式。蘇女士針對兩片個別從語音系統進

行詳細介紹，並與中古音進行對比，最後也針對語音特色介紹，舉凡聲母、韻母、

聲調、連讀變調、文白異讀無一不缺，最後再與新屋海陸客家話做全面性對比。

其中音韻比較的聲母層面，能看到兩地的海陸客家話雖然相當相近，都有 21 個

聲母，但因為時間演變，而出現語音變化，如古全濁、次濁字母都有發生塞擦音、

擦音的相異讀法；韻母也因為週邊方言的可能影響，而與新屋的海陸客家話呈現

不同樣貌，其中尤以合口複元音韻母的差異較明顯，文白讀也因為語言接觸而有

所不同。然筆者認為本文應可以在語言接觸的特殊音變以及詞彙來源做更多著墨，

若能在記錄特殊的語料之時，又同時探究其特殊性的由來，對學界的研究貢獻將

會更深更廣，這方面亦是本文試圖解釋之部分。 

婆羅洲地區的海陸客家話方面，商克（S.H Schaank）所著的《陸豐方言》（Loeh-

Foeng Dialect, 1897）可謂世上最早紀錄海陸客家話的語言著作，因全書是用荷蘭

語寫成，在閱讀時頗為不便，故筆者主要以 1979 年東京外國語大學所出版的英

文版為參考1，但本專書的字彙紀錄仍然相當完善，保留了相當多 19 世紀末的印

尼西加里曼丹三發地區的海陸客家話用詞、用句，且根據許多前人的研究成果，

如呂嵩雁教授（2007）提出的《客家話《陸豐方言》的百年語言演變析探》，便

非常具有系統性的將詞彙分別探討，校正可能的錯誤，並將拼音系統統一，也詳

                                                 
1 Schaank, Simon. H.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ennett M. Lindauer. 1979.《The LU-FENG dialect 

of Hakka》（陸豐方言）。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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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比較列出《陸豐方言》所記載之 14 個主題的清末印尼海陸客家話詞彙以及今

日花蓮海陸客家話的差異，呂教授也針對音韻系統，以中古音架構做比較，能看

出這近百年來不同地區海陸客家話發生了哪些變化。 

然呂教授在遇攝讀為舌尖前元音[ɿ]的音變推演，有部分學者抱持不同看法，

呂教授認為遇攝合口音讀為開口的[ɿ]是存古的表現，今日讀[u]是受官話方言影

響，鄧盛有教授則於〈揭西縣上砂客家話調查研究〉（2014）在調查上砂地區海

陸客家話時，提出遇攝讀[ɿ]是舌尖聲母影響而導致元音前化，此部分筆者將於後

文闡明。徐建芳、賴文英（2014）亦針對《陸豐方言》一書進行了譯校分析，全

書針對荷蘭原文版以及 1979 年由東京外國語大學出版的英文分別校對，採用文

獻分析法、田野調查法做為撰文第一階段準備，過程中進行詳細的語料分析，並

使用共時比較法與歷時比較法彙整譯校問題，使 1897 年印尼西加三發地區的海

陸客家話得以透過現代語音紀錄方式完整呈現。 

黃惠珍（2008）、梁心俞（2008）分別在各自的碩士研究論文中針對婆羅洲

印尼西加行省的海陸客家話進行詳盡的描寫，黃惠珍女士主要專注在山口洋地區

客家話的語言紀錄描寫，完整呈現了山口洋地區的海陸客家話語音系統與詞彙特

色，並針對從印尼語中的借詞做了初步分析。梁心俞則在音韻系統、詞彙均從語

言接觸的角度論述，西加地區海陸客家話的多源性質以及當地的複雜語言使用情

形均有進行分析。兩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究西加地區海陸客家話的語言

樣貌，但不約而同對西加海陸客家話有相同的看法：語言的接觸是造就當地客家

話特別性之主因，這也是在進行東南亞客家話研究時不得不正視的課題。 

漢語方言語言接觸研究文獻 

黃菊芳教授、江敏華教授、鄭錦全教授、陳秀琪教授諸位學者（2012、2013）

在〈後龍海陸客家話的語音變異〉、〈臺灣南庄海陸客家話舌葉音的變異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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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灣海陸客家話在面臨強勢的其他漢語方言時期音韻系統所產生的變化進

行分析，發現海陸客家話音韻系統最先開始受到影響的是舌葉音聲母，其中又尤

以舌葉濁擦音 ʒ 為最先消失者，筆者在 2017 年時曾至苗栗南庄進行更詳細的聲

韻比較，發現南庄地區舌葉音前化、「四縣化」的情形是有共時的差異。 

在南庄東村的聲母型式與黃菊芳教授等人所調查的南庄蓬萊村一致，舌葉清

塞擦音 tʃ、tʃʰ與擦音 ʃ 仍大致保留完整，濁擦音 ʒ 則已丟失，南庄南富村則演變

更為快速，舌葉音業已全數消失，而從黃教授所調查到之語言使用情形與 GIS 資

料分析可以得知，這種共時差異與四縣客家人的多寡有相當大的相關性。陳秀琪

教授（2005）提出精知莊章組聲母前化是漢語方言的共同演進方向，南庄海陸客

家話在歷史音變的規律下，又受到四縣客家話接觸影響而加速此變化，筆者期望

能以南庄一例，檢視其他地區海陸客家話是否在類似的語言接觸情況下有類似的

演變過程。 

劉秀雪教授（2012）、吳中杰教授（2010）分別針對普寧以及陸河兩地海陸

客家話與週邊強勢方言的關係進行探討。劉教授文中探究閩客雙語人是如何在語

音上進行模仿，進而調整，融入自身的音系之中，並且對普寧海陸客家人在使用

閩語時的音系進行詳盡的描寫，閩客家話對應轉換的情形以相當邏輯性的方式分

析完成，可做為其他地區海陸客家人雙語使用時的研究方式參考。吳教授則在文

中列舉了部分臺灣海陸客家人的姓氏與祖籍來源，探究今日臺灣海陸客家話的源

頭，釐清了臺灣海陸客家話與中國原鄉的海陸客家話部分差異的來源。臺灣海陸

客家人雖然祖籍地位於陸河者眾，但來自陸河之外的普寧、揭西、海陸豐者亦多，

吳教授闡述： 

……以上依照族譜材料，將陸河縣與其週邊地區來臺的家族做一整

理；接著，我們揭示這些地方的語言特徵，以系統性之音韻對應關

係為優先，其次是個別例字的音韻對應，再者是詞彙及語法現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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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以逐一排除具有明顯差異者的方法，尋找跟臺灣海陸話關係

最密切的方言區域…… 

吳中杰教授在音韻比較時亦補充：「……可視為源頭區域的分歧，在臺灣海

陸話中已經歷了初步整合，從每個來源地點都擷取了若干個或多或少的項目，漸

漸在臺灣形成固定且一致的說法。」在這樣的分析過程中，初步證實了臺灣海陸

客家人今日的口音，會與被視為中國海陸客家話代表的陸河縣有所差異，是在於

臺灣海陸客家人的多源性，多重來源的臺灣海陸客家話，將不同祖籍地的特色在

地化、系統化，創造今日海陸客家話的今貌。 

漢語方言語音演變研究文獻 

聲母系統的研究文獻，筆者主要專注在知莊章聲母的演變，與特定聲母在不

同客家話方言之間的異讀比較，並會探究語言接觸是否會對其產生演變速度的影

響。李新魁教授（1990）進行宋代語音的構擬，提出*tɕi→*tʃi→*tʂi 的音變過程

2，李教授認為章組與莊組三四等字應在宋代某一時期合流為*tʃi，日後才呈現今

日現代官話的聲母格局。萬波與莊初升教授（2014）懷疑構擬古音*tʂi 組合的真

實性，兩位學者認為這個結構在今日漢語方言並未找到例證，但認同李教授的聲

母構擬過程，*tɕ→*tʃ→*tʂ 確實存在 

類似的語音演變曾由陳秀琪教授（2005、2012）進行更詳盡的分析，並以現

代客方言共時比較的例證進行修正。陳秀琪教授指出現代梅縣客家話精知莊章合

流的格局是後起的，與五華地區的客家話共時比較可以得知，在這之前梅縣曾經

經歷過一段精、知二、莊讀舌尖音，知三、章讀捲舌音或舌葉音的階段，而若跳脫

中古音的框架綜觀全局，可以發現一套塞擦音聲母前化的演變鏈*tɕ→tʃ→tʂ→ts，

而在聲母前化為翹舌音 tʂ 的過程使得 i 介音前化、高化為翹舌前元音 ʅ，造就今

                                                 
2 「＊」號為筆者所加，用以標示這些讀音的構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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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梅縣型客家話精知莊章同讀，知莊章三等 i 介音不復存的讀音模式。這個推演

過程可以用來解釋今日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現代華語何以產生三種不同的

塞擦音格局，並可以對其他漢語方言的未來可能走向進行推測。 

韻母相關文獻，筆者主要針對介音 i、u 在不同海陸客方言的留存差異、部

分韻攝共時差異與週邊方言的關係、以及個別常用字的特殊讀音進行討論。在遇

攝的讀音方面，如第三節文獻回顧第二點所述，呂嵩雁、徐建芳等學者，都發現

了許多海陸客家話方言點有遇攝主要元音合口開口化的情形，這些方言點的部分

遇攝字主要元音為 ɿ，而非 u。呂嵩雁、徐建芳、賴文英三位前輩均認為這個情

形是《陸豐方言》所呈現的海陸客家話早期形式，今日讀 u 為官話系統的影響；

同樣的情形，鄧盛有教授（2014）在研究揭西縣上砂鎮的客家話時亦有發現，鄧

教授發現遇攝合口開口化讀為舌尖前元音的轄字多為屬於精知二莊組舌尖前聲母

者，應是韻母受聲母影響前化而來的讀音。吳中杰教授則從分片的角度出發，認

為這種讀音的差異是方言差的體現，河田片客家話主要元音往往為 ɿ，新田片則

為 u。 

聲調研究方面，張靜芬、朱曉農教授（2017）針對惠來、普寧地區的潮汕閩

語做了詳盡的分析，並發現了當地不同方言點的潮汕閩語，其調值呈現了四種鏈

移形式，並可以統整為以下鏈移模型：  

圖 1 惠來、普寧一帶的四種聲調鏈式遞換 

資料來源：張靜芬、朱曉農〈聲調大鏈移──從惠來普寧一帶的共時差異看聲調的系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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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三條聲調鏈移線 

資料來源：朱曉農教授微信帳號「語言中的文化」 

雖然朱教授慣用的調值描寫方式與學界使用的形式有所差異，但這個模型

在釐清今日普寧惠來地區潮汕閩南方言聲調格局的差異時，仍有非常強的解釋

力，且這個論證過程，也提供了一個針對其他漢語方言調值研究時，能夠參考

運用的基礎，朱教授亦於自己的微信帳號「語言中的文化」發表有關聲韻調循

環演化的短文，再將圖 4 的模型做了更完整的補足。 

平山久雄教授（1984）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時，亦曾提出類似的調值鏈

移推演模型，平山教授提出「祖調值」的概念，從今日江淮官話方言的聲調進行

構擬，進而提出調值演變的「環流說」，即聲調調值的演變是一個有方向性、且

循環演變的鏈移模型，平山教授認為這個模型並不一定能完美解釋今日漢語各個

方言的聲調實際調值來源，只是聲調演變的主要趨向而已，但可以做為漢語調值

演變史的一個線索，對於各個漢語方言的變調與不同方言之間的調值差異同樣具

有極強的解釋性，而其推導出「祖調值」的檢視過程才是論述重點。 

平山教授依此理念，亦將此聲調環流理論應用到閩南語廈門音進行祖調值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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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測試（2016），的確可以在符合各個閩南方言調值現況的前提下，解釋今日閩

南方言不同調值的格局是如何產生。而平山教授亦曾抱持實驗性質，以語音學的

角度出發，搭配上古文獻《詩經》的通押情形推導出上古漢語的可能調值，平山

教授針對輔音韻尾探究韻尾演變與聲調演變的關係，並表示這論述的過程亦可運

用至現今的方言演變。 

表 1 平山久雄「環流說」模型 

        11 > 33 > 44 > 55 

55 > 53 > 51 > 31 > 11 > 13 > 35 > 55 

    51 > 412 > 213 > 24 > 35   

      412 > 313 > 33     

資料來源：《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 

其他理論與研究方法文獻 

索緒爾（1916，以下簡稱索氏）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法文原文：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詳述了語言學研究的任務，以及如何進行，並提出應以多

種角度切入語言研究，本文列舉書中主要運用之觀念進行回顧。在「共時語言學」

（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編，索氏視共時語言學為在不考慮其語言演變歷史

的情況下研究、描述特定時間點語言的研究方式，這個時間點通常指稱現在。相

較於歷史語言學所強調的語言演進，他亦強調對語言進行共時的分析，以了解其

內在功能性的重要性，但在研究同時也不會忽略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的互補。「歷

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Diachronique）一章，索氏所專注的並非語言中各項要素

之間的關係，而是在時間上彼此代替各項相連續的要素之間的關係3，歷時研究

方法是從歷史角度來研究語言的發展和演變。在第四編「地理語言學」

                                                 
3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Saussure, Ferdinand de)，1985，《普通語言學教程》（弘文館出版社編

輯部譯），台北：弘文館出版社，頁 189。（原著出版年：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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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que Géographique），索氏提出同源的語言產生差異，空間上的隔離並

非主因，時間因素才是造成其語言分化的主因，兩種語言的地理分隔是可以從表

面察覺的現象，但並不能進行解釋，唯有把時間投射其上，地理圖示才有其意義。

在方言界線方面，作者也對諸多地圖集的「等語線」（lingnes isoglosses）一詞進

行了批判，認為其不適當性在於無法完整表達「語言特徵」（caractère idiomatique）

之意，作者雖提出「等語特徵線」（lignes isoglossématiques）的修正該念，但更傾

向於使用前人提過的「創新波浪」（ondes d’innovation）來進行探討，而若有足夠

數量的創新波浪重疊一致，便可以大抵判斷為同一個方言，進而用更多社會因素

來解釋其成因。 

林語堂教授（1923）亦在〈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一文中也再

次提及這個論點，他認為多個「同音圈線」（Isoglossen）的相合並行，綜合許多

同音圈線形成的「同音帶」（Isoglossenguürtel），往往可以做為方音界線的憑藉。

語言之間的過渡性，亦是索氏試圖用來破除語言有自然分明的界線一事的重要論

點，舉出諸多印歐語系下的語言之間的過渡性質，如德法交界處的語言往往是無

法輕易劃分的。而缺乏過渡性者，如日耳曼語以及斯拉夫語，索氏則從遷移的角

度來說明。 

曹志耘教授（2013）針對漢語方言的「地理分布類型」（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舉隅，列出對立型與一致型兩種大方向，其下又可分別在分為南北對立型、

東西對立型；長江流域型、江南漏斗型等等與地理分布相符合的類型。在索緒爾

的定義中，語言產生差異並非與地理因素相關，乍看之下與曹教授的論點不一致，

但筆者認為恰恰相反。在索氏的定義中，地理因素是先造成了祖語 Q 與 Q’的「分

離」，時間的演變使分離後的 Q 與 Q’個別發展出獨特的變化，地理因素並非直接

造成語言的變化，但是卻是提供了語言變化的「環境」。且索氏也並未否認其他

社會因素的影響不會造成語言變化，如族群的遷移也會導致語言之間缺乏過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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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族群的遷移往往會與地理環境分布有關，同一族群可能會遷移到兩個不同的地

理區域，不同族群也可能會遷移到相同的地理區。 

曹教授在文中亦未否認時間演變的重要性，只是從類型學的觀點出發，將有

相似方言特徵的不同漢語方言進行「等語特徵線」繪製時4，發現會與地理分布重

疊，這是因為漢語方言的分布是和遷移史密不可分的，索氏的概念在應用於漢語

方言時，應從有同源關係的次方言角度出發，而索氏所提及的族群遷移過渡性問

題，則是整個大漢語方言分區所應注意的。地理的隔閡造成同源的方言各自發展

出其特色之餘，不同族群移民依照地勢分居也使得方言與方言之間的過渡性質缺

少，進而能發現地理空間的分布與特定方言特徵的相關性。筆者在第三、四章進

行的語音比較便將採用索氏的理論基礎，並參照曹教授針對漢語方言落實索氏理

論的先例，進行各項海陸客家話次方言特徵的地理分布圖繪製。 

在語言接觸相關的理論文獻中，根據 S. 斯里達爾、K. 斯里達爾（Sridhar, S. 

& Sridhar, K. 1980）所述，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係指不同語句中的語言轉

換；「語碼混合」（Code-mixing）則為同一語句中不同語言的使用，他們也指出語

碼混合的情形必然是雙語能力下的產物。這個定義在郭云云教授〈全球化時代語

言接觸研究的新視角〉（2016）也有再次提及，郭教授針對混雜語（pidgin and 

creole）、雙言現象（diglossia）、語碼轉換等概念做了更詳盡的論述。Winford（2005）

與 Van Coetsem（1998）的借代音韻學（Loan Phonology）提出兩種的語言轉換型

式：借用與強加效應。前者發生在語言接觸時的相互借詞，可對應郭教授在語碼

轉換理論中母體語言（Matrix Language）、嵌入語言（Embedded Language）的概

念。母體語言先模仿嵌入語言的詞彙，爾後再內部化，先「模仿」，再「調整」；

後者則是在學習其他語言時的型式，主要發生在語言學習時先進行「調整」，爾

後再進行「模仿」。這幾位學者的定義與分析是筆者在針對臺灣、中國潮惠原鄉

                                                 
4 此處借用索緒爾偏好使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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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尼三地海陸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中的重要理論基礎，也是在分析時最需要

先關注的部分。 

何大安教授（1996）的《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從平面分析、歷史觀察、

語言接觸等層面介紹如何使用聲韻學的理論觀念，其中在名詞定義的部分，可發

現何教授將中外語言學學科的理論基礎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整合。在應用方面，不

管是西方的學術理論，或是東方的「小學」，均能以現代口吻，平易近人的角度

切入，其中在語言接觸的理論部分，亦是筆者在本文專有名詞的重要定義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回顧過去學者針對各地區海陸客家話的相關研究，

以及針對語言接觸的理論應用，與漢語方言聲韻調演變的專書論著，再使用田野

調查法，補足筆者所需之語料，並以比較分析法，在中古音的框架下對臺灣、中

國及印尼三地的海陸客家話的音韻系統進行內部比較，從共時的語音現象針對週

邊方言進行外部比較，在比較過程中，運用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分析方式，使用地

理資訊系統（GIS）來繪製特定語音特色的分布圖，用以解釋其可能成因與語言

接觸來源的可能性。以下分點詳述： 

文獻分析法 

本文主要語料來源為過去學者既有之研究成果，在不足部分，則會透過第一

手訪查獲得語料，或是網路上所蒐集到的地方方言影音檔案輔助，在進行文獻分

析時，本文也會試圖將過往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或補充，語料方

面的比較力求客觀寫實，並透過田野調查法進行補足。以下列舉主要語料來源，

「省」欄位若未註明即為廣東省：（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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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客家話語料來源 

客家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汕尾市 海豐縣 西坑鄉 張為閔（2008）《台海兩岸海豐客語之變異》 

海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5）《海豐縣志》 汕尾市 海豐縣 黃羌鎮 

汕尾市 陸河縣 河田鎮 蘇媺琪（2010）《陸河客家話研究》 

潘家懿等人（2003）〈陸河客家話語音概況〉 汕尾市 陸河縣 新田鎮 

汕尾市 陸河縣 黃護寨 筆者調查 

汕尾市 陸河縣 螺溪鎮 筆者調查 

汕尾市 陸豐市 八萬鎮 陸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5）《陸豐縣志》 

汕尾市 陸豐市 西南鎮 筆者調查 

印度尼西亞 

西加里曼丹省 
山口洋市 市區 

梁心俞（2008）《印尼西加地區海陸客家話接觸研究》 

黃惠珍（2008）《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商 克（1897）《陸豐方言》 

遠藤雅裕（2019）〈Het Loeh-foeng-dialect （陸豐方言）

所記錄的印尼陸豐客語語法特點〉 

東莞市 東莞市 清溪鎮 李如龍（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河源市 紫金縣 紫城鎮 楊惠娟（2016）《紫金客家方言語音研究》 

河源市 龍川縣 龍母鎮大塘村 莊初升（2012）〈保留陽上調的龍川縣大塘村客家方言〉 

梅州市 大埔縣 桃源鎮 

江俊龍（2003）《兩岸大埔客家話比較研究》 梅州市 大埔縣 高陂鎮 

梅州市 大埔縣 楓朗鎮 

梅州市 五華縣 水寨鎮 

徐汎平（2010）《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 梅州市 五華縣 長布鎮 

梅州市 五華縣 棉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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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梅州市 五華縣 華城鎮 

梅州市 蕉嶺縣 蕉城鎮 
李菲（2018）《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鄧盛有（2017）〈蕉嶺與平遠客家話調查研究(II)〉 

梅州市 平遠縣 大柘鎮 鄧盛有（2015）〈蕉嶺與平遠客家話調查研究〉 

梅州市 梅縣區 松口鎮 
筆者調查 

李菲（2018）《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梅州市 梅江區 金山街道 

李菲（2018）《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梅州市 梅縣區 程江鎮 

梅州市 興寧市 刁坊鎮 

梅州市 興寧市 興田街道 

梅州市 興寧市 羅浮鎮 

梅州市 豐順縣 湯坑鎮 

惠州市 惠東縣 平山鎮 惠東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2003）《惠東縣志》 

惠州市 惠東縣 高潭鎮 
惠東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2003）《惠東縣志》 

張為閔（2008）《台海兩岸海豐客語之變異》 

惠州市 惠陽區 淡水街道 
周日健（1987）《廣東省惠陽客家話音系》 

惠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3）《惠陽縣志》 

揭陽市 揭西縣 下砂鄉 黃美珠（2013）《國姓鄉 1948 年來臺之陸豐客話研究》 

揭陽市 揭西縣 五雲鎮 黃秀媛（2010）《揭西五雲鎮客家話的音韻研究》 

揭陽市 揭西縣 河婆鎮 陳秀琴（2013）《河婆客家話研究》 

揭陽市 普寧市 船埔鎮 溫東芳（2014）《普寧“半山客”語音的比較研究》 

潮州市 饒平縣 上饒鎮 徐貴榮（2008）《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 

福建省漳州市 詔安縣 秀篆鎮 中央研究院（2011）「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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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臺灣 苗栗縣 西湖鄉三湖村 戴育呈（2010）《臺灣海四話研究─以苗栗縣西湖鄉為例》 

臺灣 苗栗縣 南庄鄉東村 

筆者調查 

黃菊芳等人（2013）〈台灣南庄海陸客家話舌葉音的變異

與消失〉 

臺灣 苗栗縣 南庄鄉南富村 筆者調查 

臺灣 苗栗縣 後龍鎮校椅里 黃菊芳等人（2012）〈後龍海陸客家話的語音變異〉 

臺灣 桃園市 新屋區 筆者調查 

臺灣 桃園市 楊梅區 
筆者調查 

涂政強（2013）《桃園楊梅地區四海與客語言接觸研究》 

臺灣 桃園市 龍潭區大平里 筆者調查 

臺灣 新竹縣 竹東鎮 筆者調查 

臺灣 新竹縣 芎林鄉王爺坑 筆者調查 

臺灣 新竹縣 關西鎮六曲窩 楊燕國（2013）《關西六曲窩海陸客話音韻研究》 

資料來源：筆者統整。 

表 3 粵東閩語語料來源 

粵東閩語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汕尾市 海豐縣 海城鎮 

中央研究院（ 201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汕尾市 陸豐市 東海鎮 

汕頭市 金平區 石砲臺街道 

汕頭市 潮陽區 文光街道 

汕頭市 澄海區 廣益街道 

揭陽市 揭東縣 曲溪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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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閩語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揭陽市 榕城區 東興街道 

潮州市 潮安區 庵埠鎮 

揭陽市 普寧市 流沙西街道 溫東芳（2014）《普寧“半山客”語音的比較研究》 

資料來源：筆者統整。 

表 4 東江本地話語料來源 

東江本地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河源市 和平縣 林寨鎮 

侯小英（2008）《東江中上游本地話研究》 

Syndict 薪典（2008）：https://www.syndict.com/index.htm 

河源市 連平縣 隆街鎮 

河源市 源城區 上城街道 

河源市 龍川縣 佗城鎮 

惠州市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惠州市 博羅縣 羅陽鎮 

資料來源：筆者統整。 

表 5 畲話語料來源 

畲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福建省福州市 連江縣 小滄鄉 

吳中杰（2004）《畲族語言研究》 

安徽省宣城市 寧國市 雲梯鄉 

江西省鷹潭市 貴溪市 樟坪鄉 

廣東省潮州市 潮安縣 鳳南鄉山犁村 

廣東省潮州市 潮安縣 鳳南鄉碗窯村 

廣東省梅州市 豐順縣 潭山鎮鳳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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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話語料來源 

省、地級市 縣市區 鄉鎮 語料來源 

浙江省麗水市 遂昌縣 妙高鎮洞康村 

浙江省麗水市 雲和縣 霧溪鄉坪垟崗村 

浙江省麗水市 景寧縣 東坑鄉大張坑村 

資料來源：筆者統整。 

田野調查法 

除了透過過去文獻獲得語料之外，本文亦透過第一手的田野記音資料，搭配

Praat 語音學軟體的語音分析，針對筆者認為有待商榷的特定語料，以科學化的

方式進行再一次的分析。本文選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方言調查字表》

為音韻調查的參考，從中選出本文試圖探討的特殊語音現象代表字；張屏生《臺

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作為詞彙分類的參考，並修改為自製詞彙表。筆

者採用之記音符號為國際語音學會（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制定

的國際音標（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 IPA）嚴式，並以中國語言

學家趙元任先生所創之五度標音法來記錄聲調。聲音錄製則預計採用筆者既有之

攝影機，一方面能保證錄音的品質，另一方面高畫質的畫面則可用來做為錄音時

可能無法清楚呈現的部分聲母、韻母的補充參考，如[p]、[pʰ]、[m]等閉唇音，最

後檔案將轉至高音質 WAV 儲存，以求 Praat 語音分析能以最精準方式進行。 

共時比較法 

索緒爾所提出的共時語言學，是指在不考慮語言演變歷史的情況下研究、描

述特定時間點語言的研究方式，這個時間點通常指稱現在，主要強調對語言進行

共時的分析，以了解其內在功能性的重要性。此法為許多方言研究學者廣泛使用，

從平面對不同方言的現狀進行結構分析。 



18 

 

歷時比較法 

歷時語言學是指在現代語言學出現之前，大部份語言學者所進行的一種語言

的歷史性演化的研究，主要研究語言在一定的時間內所經歷的種種變化，採用比

較法與內部構擬法來研究問題。 

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與分析法 

根據中研院〈語言分佈 GIS 系統建置數位化工作流程簡介〉，語言分布的數

位化作業可依循以下步驟「一、訪談及錄音；二、街路定位及數位化地圖；三、

問卷輸入；四、錄音備份；五、圖層製作；六、匯入資料庫。」5，透過此作業流

程，可將第一手、第二手文獻的質化調查結果轉錄至數位地圖之上，其點狀的分

布可再進一步繪製成等語特徵線，是繪製語言特徵分布圖的重要研究方式。筆者

將透過此方法邏輯，搭配 QGIS 地理資訊繪圖軟體，將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語言

分布、語言比較、語言構擬等方面。 

  

                                                 
5 賴佳旻、盧秋蓉、黃菊芳、郭彧岑，2010，〈語言分布 GIS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數位化工作流程

簡介〉。《語料庫建置入門 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50-59。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2005年初版，2010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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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陸客家話概述與音韻系統描寫 

本章節將先從文化、歷史的角度簡述何謂「海陸客家話」，確認本研究之用

語，再介紹三地海陸客家話內部音韻系統的共通性與差異處。 

第一節 海陸客家話簡述 

「海陸客家話」一詞，源於使用海陸客家話者之祖籍多來自清朝雍正九年（西

元 1731 年）行政區劃調整後，廣東省惠州府之下的海豐縣與陸豐縣，取兩縣首

字，合稱「海陸」。 

在 1987 年版《中國語言地圖集》中，編者李榮等人將海陸豐地區的客家話

籠統歸於粵臺片新惠小片（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7），而在張振興主編的《中國語

言地圖集》2012 年版中（張振興等人 2012），客家話的分片做了極大程度修正，

原屬粵臺片的海陸客家話析出獨自成片，稱之為「海陸片」，其分片依據在於「海

陸片」較週邊其他客方言多了陰陽去分立，臺灣海陸客家話也從粵臺片修正為海

陸片（詳見下頁圖）6，然本研究在針對臺灣、中國潮惠原鄉、西婆羅洲三地的方

言進行綜合稱呼時，仍將使用「海陸客家話」這個臺灣慣用稱呼，「海陸片」一

詞則在補充說明使用。 

海陸客家人原鄉簡述 

過去遷徙至原鄉外的海陸客家人，往往可追溯自清朝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及

其週邊地區。7以下以臺灣海陸客家人部分姓氏的祖籍地為例，搭配地圖對照。 

                                                 
6 遠藤雅裕、鄧盛有等學者均曾依此分片行文。 
7 吉康都下轄上砂，下砂，五雲洞，黃塘墟，侖嶺村，吉溪，東坑，大溪闕，田螺塘，黃塘約，

螺溪墟，螺溪甲，新田約，西甲，北溪埔，北坑村，南溪埔，獅子嶂，賴增屯，南丫頭，五湖

墟，河田甲，上護東甲，上護西甲，八萬，葫蘆闕。橫跨今日陸河縣全境、海陸豐縣北部、揭

西縣西部、普寧市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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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灣海陸客家人祖籍地 

姓氏 來臺居地 清朝雍正 9 年後祖籍地 祖籍地今日位置 

古 新竹縣芎林鄉王爺坑 廣東省嘉應州府長樂縣梅林約貯河石 梅州市五華縣梅林鎮肚（堵）河石 

官 新竹縣芎林鄉王爺坑 廣東省惠州府惠來縣龍溪都尖石鄉 廣東省揭陽市普寧市梅林居民管理區尖石村 

姜 新竹縣北埔鄉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坊廓都大安墟鹽墩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大安鎮翰田村艷墩 

范 新竹縣芎林鄉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崙嶺鄉黃護寨 廣東省汕尾市陸河縣水唇鎮黃護寨 

范姜 桃園市新屋區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坊廓都大安墟鹽墩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大安鎮翰田村艷墩 

彭 新竹縣芎林鄉王爺坑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五雲洞徑頭祠 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五雲鎮徑頭 

溫（温） 新竹縣芎林鄉石壁潭 廣東省嘉應州府長樂縣頂斜登輋上塞 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龍村鎮登輋 

溫（温） 新竹縣橫山鄉 廣東省潮州府惠來縣新芳鄉 廣東省揭陽市普寧市高埔鎮古坑村 

鍾 新竹縣芎林鄉柯子林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石帆都後溪鄉 廣東省揭陽市普寧市鮜溪鄉 

羅 苗栗縣南庄鄉大南埔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歐田甲朱嶺下 廣東省汕尾市陸河縣螺溪鎮歐西村珠嶺下 

賴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坊廓都胡爐斜八萬庄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八萬鎮 

葉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螺溪鄉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螺溪鎮 

蕭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坊廓都胡爐斜八萬庄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八萬鎮 

資料來源：參考呂展曄《清領時期芎林橫山地區客家地域形塑之探究》與筆者蒐集之族譜製作 

從表格 3 及圖 4（見下頁）中可知，臺灣海陸客家人祖籍地主要為今日行政

區劃的汕尾市陸河縣北片、海豐縣東北部山區、陸豐市北部，與揭陽市揭西縣的

五雲鎮、上砂鎮，普寧市的西部，梅州市五華縣南部等等，這些地區不但正好是

清代行政區劃「吉康都」今日所在與其鄰近地區，也是今日海內外海陸客家人的

主要原鄉。 

吳中杰教授（2012：259）曾針對臺灣海陸客家話的祖籍地進行分析，認為「海

陸客家話」、「海陸腔」等詞彙無法兼顧及祖籍地來自五華南部、揭西縣西部、普

寧西部及惠來西北等地的客家人，這些地區所帶來的口音，亦是今日臺灣海陸客

家話口音的重要源頭之一，故其命名應可重新參詳，然本文為求行文方便，仍以

兩岸學術界慣用的「海陸客家話」一詞稱呼此地區之客家話次方言，另在本研究

之第五章結論，筆者將透過第三、四章的分析，更進一步說明分片要點與分片改

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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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灣海陸客家人祖籍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臺灣、中國潮惠地區及西婆羅洲三地海陸客家話簡述 

中國原鄉──潮惠地區 

中國原鄉的海陸客家人現今居地與海外客家人的祖籍資料大致相符，以陸河

縣為中心，與其接壤的揭西縣、五華縣、海豐縣、陸豐縣、普寧市以及惠來縣等

等均有分布，其中因揭西地區的海陸客家話往往與龍華小片的河婆、五華客家話

接觸，普寧、惠來、海陸豐地區則與海陸豐閩南語、潮汕話多有接觸，故學界通

常以與外界語言接觸較少的陸河方言作為代表點。8根據海陸豐、潮汕地區的縣

志、鄉志記載，中國潮惠地區海陸客家人人口至少逾百萬，其中陸河縣佔 35 萬

9、陸豐市 20 萬10、海豐縣 18 萬11、普寧縣 20 萬12，另有揭西縣、惠來縣、五華

                                                 
8 如本所畢業生蘇媺祺（2010）、彭盛星（2014），與中國潘家懿教授（2000）均有類似論述。 
9 陸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12，《陸河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頁 47。 
10 陸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7，《陸豐縣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頁 1043。 
11 海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5，《海豐縣志（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頁 1077。 
12 普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普寧縣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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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少部分鄉鎮分布約萬餘人。13潮惠海陸客家人的客家意識強烈，根據筆者親

身前往中國惠州旅遊時所巧遇之陸河河田客家人，其對親族使用海陸客家話是絕

對優先的，年輕一輩之間也不排斥使用母語，吳中杰教授（2012：265）於陸河

當地所進行之社會語言學調查研究也證實此事。 

根據潘家懿教授（2000）、蘇媺琪女士（2010）等人的觀點，潮惠原鄉的海

陸客家話主要可以分為「河田小片」與「新田小片」兩個分片，然其明確的分片

標準在各個學術界先進的文章中則較無統一的描述，最主要是以第一人稱「𠊎」

的讀音為分片依據，河田片讀 ŋoi，新田片讀 ŋai，蘇媺琪女士亦提出了「河田片

的果、山攝一等有合口介音、山攝三四等缺少 i 介音、遇合三韻母讀-iu；新田片

果、山攝一等缺乏合口介音、山攝三四等有 i 介音、遇合三韻母讀-i」的分片細

節。實際地理分布方面，河田片主要分布在揭西縣東部、陸河縣（除新田鎮）；

新田片主要分布在陸河縣新田鎮、普寧市中西部、海豐縣北部、陸豐縣北部、惠

來縣西北部等地區。 

中國海陸客家人對於自身方言稱呼為「客」、「客話」，而「海陸腔」概念則

因學者的推廣，民間近年慢慢開始有使用。過去當地人雖會視梅縣的客家話較為

「正統」，認為自身方言受到較多潮汕話的影響，民間也因此有稱呼自身為「半

山客」、「半山學」的說法（温東芳 2014），但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與網路媒體興

盛，試圖推廣海陸客家話的民間人士也日益增多。 

臺灣 

臺灣海陸客家人集中在桃園市西部鄉鎮、新竹縣全境、苗栗北部鄉鎮，以及

花蓮臺東少部分地區。臺灣西部海陸客家話區域連成一片（見下頁），北與偏漳

閩南語區相接，南與四縣客家話強勢區、南島語相鄰，區域內間或分布四縣客家

                                                 
13 本數據係依據前述四本縣志統整而來，並依中國 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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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饒平客家話、以及祖籍同樣為海陸豐地區的粵漳腔閩南語。臺灣「海陸腔」

與臺灣其他客家話腔調主要差異，在於其陽去調分立，以及有完整的一套舌葉音、

效攝三四等讀[-au]、與詞彙的特殊性等等。根據筆者自身調查與文獻對照，筆者

認為臺灣海陸客家話主要可以依據音韻系統、語法特色、詞彙區分為新屋型（包

含桃園新屋區、觀音區與新竹縣湖口鄉）、竹東型（新竹縣全境，以竹東為代表，

扣除使用四縣話的關西鎮）、南庄型（包含桃園中壢、楊梅、平鎮；苗栗南庄、

頭份、後龍；花蓮鳳山，又以南庄為代表）三種口音。 

其中新屋型與竹東型語音系統基本相同，在語法、詞彙、特殊用字上則有部

分差異，又由以名詞後綴之差異最為顯著；南庄型則是海陸客家話在與強勢的四

縣客家話發生語言接觸後，聲母、韻母、聲調、詞彙、語法均受其影響，並有系

統化變化的一種特殊次方言，如桃園楊梅、平鎮、龍潭與苗栗南庄（羅程詠 2019）、

頭份地區的海陸客家話變屬此類。（鄧盛有 2000）。綜觀各類型之差異，臺灣海

陸客家話其內部差異仍屬不多，依舊有一致性，位於臺灣西北海岸的新屋海陸客

家人與東部花蓮富里山區的海陸客家人可溝通無礙，是故三種類型通常在傳統分

類上一般不另立單獨腔調，本文為求詳盡的共時比較，故特別以分小片類型方式

點出差異。 

方言點選定方面，根據范文芳教授（1996）說法，竹東地區因為移墾歷史因

素、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及政經因素，而被學界、民間視為標準，故選為竹東型

的代表點；南庄南富村與東村又因為是北苗地區最早開墾地區之一，在礦業興盛

時代更是交通要道，其語音又是「四海腔」之下的「海四腔」口音中，剛好兼具

「變動中」與「變動完成」的一個方言點，且其族群接觸情形較為單純，主要為

四縣客家人與海陸客家人，少有其他族群，是故南庄被選為此型代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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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灣客家話州語種分布區劃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臺灣語言地圖集》，筆者重繪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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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陸客家人往往稱呼自身方言為「客話」、「海豐話」、「海陸腔」，說海

陸客家話則稱為「講客」、「講海豐」、「講海陸」。依據族譜資料觀察，今日臺灣

海陸客家人大多以清代陸豐為籍，卻稱呼自身方言為海豐，祖籍資料與日常口語

明顯有所差距。其由來據筆者調查，在雍正 9 年（西元 1731 年）以前，惠州府

尚未設陸豐縣，今日汕尾市一帶僅設海豐縣，雍正 9 年後始設陸豐縣，海豐縣吉

康都自此劃為陸豐縣吉康都，而過去行政區劃的變更往往會因為清政府幅員廣闊，

無法迅速傳至屬於清政府邊緣的海陸豐地區，當地居民在仍然習慣自稱為海豐人

之時便已遷居至臺灣，是以產生祖譜記載與口語自我表達的差異14，這個情形在

早於雍正 9 年以前來臺者相對明顯，雍正 9 年以後來臺者則間或使用「海陸」一

詞。筆者家保公派下羅氏家族為嘉慶 24 年（西元 1819 年）來臺，在稱呼自身使

用客家話時，「講海豐」、「講海陸」均有使用，可茲為證。 

婆羅洲（加里曼丹島）15 

婆羅洲的海陸客家人集中在西婆羅洲地區，而西婆羅洲基本上也完全等於印

尼行政區劃下的西加里曼丹省，其中又以山口洋市、三發及邦戛等地為眾，海陸

客家話甚至為山口洋市當地的第一通行語。西加里曼丹省三發地區的客家人，在

過去有學者認為是河婆客家人（陳曉錦 2014），另有研究指出當地為海陸客家人

（劉鎮發、劉慧玲 2000），然筆者根據族譜與語音系統、詞彙顯示，當地所通行

的客家方言，其實是一種混合海陸片與龍華小片的客家話16，從移民來源也的確

可看出端倪，西加地區的海陸客最大宗來源是揭西河婆與陸豐地區，移民來源的

多元性也顯示在其語言表徵上，使得今日西加里曼丹行省的陸豐口音客家話，實

                                                 
14 羅慶利，1947，《羅氏族譜》。作者自印。頁 39-40。 
15 婆羅洲（Borneo）在地理學上泛指整個島，在印尼官方則慣用加里曼丹島（Kalimantan）稱

呼，但因印尼行政區劃的加里曼丹行省實際上並未涵蓋整個婆羅洲島，北部仍為馬來西亞與

汶萊所有，是故本文仍以相對較為中性的「婆羅洲」稱呼整座島嶼，特定區域則以實際控管

該地的行政當局命名為準。 
16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2012年版，龍華小片主要代表區為龍川、五華、揭西等地，即包含

了台灣所謂的長樂腔與河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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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龍華小片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的一種混合產物。 

西加省的海陸客家人會因自己所處的城市、環境而稱自己的客家話為「三發

話」、「山口洋話」（梁心俞 2008）、「硬話」、「客話」，坤甸市的梅縣客話則被當

地稱為「軟話」（黃惠珍 2008），兩種客話以百富院作為語言分界17，以北的三發、

山口洋、孟加影以海陸客家話為主，以南的坤甸地區、卡江流域以潮汕話、梅縣

客家話為重，兩地又兼或有廣東話分布（梁心俞 2008）。但從整個西加省的尺度

來觀察，這些漢語方言的分布往往是語言社群的相對少數。西加地區在漢族遷徙

來以前，當地居民是使用南島語系下的馬來語支（Malayic languages）與陸地達

雅語支（Land Dayak Languages），時至今日，達雅語族人仍佔西加省近五成人口，

現在的西加客家人也往往受到這兩支南島語的影響，在詞彙、語音層面有了與原

鄉不同的發展。 

印尼海陸客家人對其語言及文化認同強烈，雖然在漢字使用上往往已不甚熟

稔，但即便是已經與當地原住民混血者，往往也會保留漢名，甚至能依據族譜字

輩排序（張小倩 2016），民間也相當熱衷於客家話歌曲創作或改編，並搭配地方

流行的客家話拼音系統填詞，這些民間創作也是筆者重要的語料來源之一。在認

同方面，因為印尼政府早期排華政策影響，比起認同「客家」，當地人在以「華

人」進行族群號召的影響力更為巨大，這也反映在當地對於學習華語趨之若鶩的

情形，甚或有將華語是為母語的現象，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崛起也是影響

當地人對「華人」認同加強的重要因素（曹雲華 2014）。 

                                                 
17 又譯百富縣，客家話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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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西婆羅洲行政區劃圖 

參考資料：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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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西婆羅洲南島語分布圖 

參考資料：http://llmap.org/map/356404/，筆者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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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陸客家話聲母系統 

本節將針對臺灣、中國潮惠原鄉、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共同的語音系統進

行介紹，這三地的海陸客家話大多具有 21 個聲母，包含零聲母 Ø，以下依照《方

言調查字表》所定義的七個發音部位：雙唇、唇齒、舌尖前、舌尖、舌葉、舌根、

喉；以及五個發音方法：塞音、塞擦音、鼻音、邊音、擦音。 

表 7 海陸客家話聲母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以下分點敘述三地之聲母特色： 

1. 各個海陸客家話其 n、ŋ 聲母在後接細音時往往顎化為 ȵ，因僅為音位變體，

故在行文時不另外註明，仍以 ŋ 標示。 

2. v 聲母在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往往讀為雙唇全濁塞音 b，與臺灣雲林崙背的詔

安腔客家話有類似的演變軌跡，前者或與南島語接觸有關，後者與閩方言的

發音部位 

發音方式 
雙脣 唇齒 舌尖前 舌尖 舌葉 舌面前 舌根 喉  

塞音 

清不送氣 p 擺放   t 底追   k 歌校   

清送氣 pʰ膨辦 
  tʰ鐵地   kʰ共看   

濁          

塞擦

音 

不送氣   ts 庄走  tʃ 主紙     

送氣   tsʰ茶床  tʃʰ車箸     

鼻音 次濁 m 面問   n 鬧懶   ŋ 硬我   

邊音 濁    l 雷理      

擦音 

清  f 火壞 s 產三  ʃ 水社   h 去客  

濁  v 萬為   ʒ 爺一     

          Ø 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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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觸有關，均是 v 聲母受到相近音位的 b 影響而變化。 

3. tʃ、tʃʰ、ʃ、ʒ 為舌葉音，但各個方言點實際音值表現不一，潮惠原鄉河田片、

新田片部分地區、婆羅洲、普遍偏後，有時近似舌面音 tɕ、tɕʰ、ɕ，當地的舌

葉濁擦音其摩擦程度也相對較少，實際音值為硬顎近音[j]；臺灣竹東型、新

屋型多數地區則有時發音近似捲舌音，舌葉濁擦音摩擦程度高，但仍可與細

音相接，另竹東型老派有部分方言點則為標準舌葉音，細音保存相對完整。

臺灣南庄型則實際音值較為偏前，甚至有部分村落已與舌尖前音 ts、tsʰ、s 合

流，而舌葉濁擦音更是 ʒ 業已丟失（黃菊芳等人 2013）。 

4. h 聲母在接前元音時，實際音值為舌根擦音 x，因在客方言內兩者並無對立，

故歸音位為 h。 

5. 多數方言點 ts、tsʰ、s 在後接細音時不顎化，仍讀為清楚的舌尖前音。但臺灣

南庄型則在受到苗栗強勢的四縣客家話影響後，有明顯的顎化跡象。類似的

顎化情形亦見於普寧，然是否與語言接觸有關，後文將會說明。 

6. 零聲母 Ø 通常只後接洪音韻母，但閩語來源的「枵肚屎~」[iau53]（肚子餓）除

外。 

7. 屬中古溪母的 kʰ與 h 在各方言片的分布情形不一致，以河田片為首的方言多

讀為 kʰ，新田片、臺灣則有部分讀 h，且轄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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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陸客家話韻母系統 

海陸客家話各個方言點的韻母數量差異不多，但每個韻母的轄字卻不一

致，原因除了語音系統內部的歷史演變差異之外，也與週邊語言的接觸有關。 

圖 8 海陸客家話單元音韻母舌位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表 8 海陸客家話複元音韻母表 

開口呼 eu 走樓豆 oi 愛嘴來 ai 奈賣拜 au 孝朝燒 

齊齒呼 

ie 艾蟻 io 靴茄 iu 舅友牛 ia 借惹寫 

ieu 狗口文 iau 屌尿跳 ioi 脆 

 
合口呼 ui 最罪醉 ua 瓜掛卦 uai 乖拐怪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表 9 海陸客家話鼻音韻母表 

 -m -n -ŋ 

開口呼 em森 am 衫三犯 en 很能冰 on 看酸飯 oŋ 上光楊 aŋ 盎聲正 



34 

 

 -m -n -ŋ 

an 番圓縣  

齊齒呼 

im 音尋針 iem 弇蓋上 in 人緊神 iun 君群銀 iuŋ 龍芎弓 ioŋ 想像量 

iam 添點尖  ion 軟全 ien 電前拳 iaŋ 醒靚拚  

合口呼  un文門滾 uan 關慣 u 公鬆窗 uaŋ 梗 

成音節 m̩ 毋  ŋ̍ 五吳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表 10 海陸客家話塞音韻母列表 

 -p -t -k 

開口呼 ep澀垃 ap 鴨壓插 

ot 割刷發白 et 北色滅 

ok 索桌薄 ak 壢伯石 

at 八殺撥  

齊齒呼 ip入急汁 

iep 激噴濺 it 特日食 iut 屈 iuk玉俗六 iok 腳雀略 

iap 業夾接 iet 絕雪缺 iot 唶吸吮 iak 壁惜遽  

合口呼  

ut不物出 uet 國摑 uk 竹讀毒 uak 榼起~，開工 

uat刮括颳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以下列舉三地個別的韻母特色： 

1. -iu韻母在潮惠原鄉的河田片轄字眾多，除了流攝字以外，也廣泛分布在遇攝

三等字，這類字在其他地區往往讀為-i。 

2. 舌尖元音韻母-ɿ的分布也有極大差異，河田片讀此韻者不限於止攝，亦見於許

多精組遇攝字，西婆羅洲則無-ɿ韻母，但相對應地，這個韻母在當地往往讀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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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二等的o、a對立在各個方言點也不一致，潮惠原鄉甚至有二等讀如一等

的情況，形成一等a、二等o的迥異情況，這情形主要出現在山攝與蟹攝，在

潮惠原鄉河田片的各個方言點尤為明顯。 

第四節 海陸客家話聲調系統 

本節將針對臺灣、中國潮會地區、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聲調進行描述，

包含了個調類的實際調勢介紹，以及這三地海陸客家話變調形式的差異。 

聲調系統 

海陸客家話各方言點均具有七個聲調，分別為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

去、陰入、陽入，但各方言點表現不一致，以下表格列舉：  

表 11 海陸客家話聲調列表 

調類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資料來源 

汕尾海豐平東 53 24 23 歸陰平 21 33 3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西坑 53 35 324 歸陰平 31 33 2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黃羌 1 53 24 214 歸陰平 21 33 3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黃羌 2 53 45 213 歸陰平 31 22 45 54 潘家懿 2012 

汕尾陸河 1 53 45 213 歸陰平 31 22 324 54 潘家懿 2000 

汕尾陸河 2 53 35(55) 13 歸陰平 31(11) 33 45 54 蘇媺祺 2010 

汕尾陸河 3 53 35 24 歸陰平 21 33 5 2 彭盛星 2018 

汕尾陸河 4 53 35 23 歸陰平 31 33 35 53 嚴修鴻 2004 

汕尾陸河 5 53 35 213 歸陰平 31 22 24 5 遠藤雅裕 2019 

汕尾陸河螺溪 53 35 13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汕尾陸豐西南 53 4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汕尾陸豐南塘 53 55 35 歸陰平 21 22 55 11 潘家懿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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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類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資料來源 

西加三發（1897） *53 *55 *24 歸陰平 *31 *33 *2 *4 筆者構擬 201918 

西加山口洋 1 53 55 11 歸陰平 31 22 32 55 劉鎮發 2000 

西加山口洋 2 53 55 24 歸陰平 31 (24) 34 5 黃惠珍 2008 

西加邦戛 53 35 21(24) 歸陰平 31 21 32(34) 54 筆者調查 2019 

苗栗南庄、後龍 1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5 32 黃菊芳 2013 

苗栗南庄 2 53 55 24 歸陰平 11 11(33) 5 32 羅程詠 2017 

桃園楊梅（1957） 53 45 13 歸陰平 31 22 55 32 楊時逢 1957 

揭陽揭西上砂 55 214 24 歸陰平 52(11) 33 34 54 鄧盛有 2014 

揭陽普寧梅林 42 35 24 歸陰平 21 213 24 2 劉秀雪 2012 

揭陽普寧船埔 42 35 24 歸陰平 31 22 5 2 温東芳 2014 

新竹 1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5 2 羅肇錦 1990 

新竹 2 42 55 24 歸陰平 21 33 4 2 范文芳 1996 

新竹 3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 2 教育部 2008 

新竹芎林王爺坑 53 5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新竹峨嵋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45 32 橋本萬太郎 1959 

從上表可知海陸客家話的各個調類的基本調型大致一致，以陰平調高降、陽

平調高升或高平、陰上升調、陰去低降、陽去中平、陰入短升、陽入短降為共通

特色，其中細微差異，主要來自於各方言點內部聲調演變的差異。 

變調 

海陸客家話之變調總計有四種，共有陰平變調A型、陰平變調B型、上聲變

調、陰入變調、陽入變調五種，各個方言點不一定全數皆有，可能僅有其中一至

                                                 
18 詳見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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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但上聲變調為所有方言點共有，可視為方言辨認的重要標準，每個方言點

上聲變調後的調值均與陽去調相類，且每種調類在強調語氣時多不做變調，是各

個方言點的共通特色之一，陽入調的變調過去則尚未有學者紀錄，筆者將透過語

料來試圖驗證其真實性。以下列舉各個方言點之變調情形： 

陰平變調 A 型（方言點：西南，陰平 53 後接任何聲調均變調為 33） 

陰平＋陰平 

中央：53+53→33+53 

陰平+陽平 

西南：53+45→33+45 

陰平+陰上 

秋雨：53+24→33+24 

陰平+陰去 

甘蔗：53+21→33+21 

陰平+陽去 

買賣：53+33→33+33 

陰平+陰入 

初一：53+45→33+45 

陰平+陽入 

三疊：53+54→33+54 

陰平變調 B 型（方言點：螺溪，陰平 53 後接陽平調變調為 33，其餘調類

均變調為 55） 

陰平+陽平 

車頭：53+3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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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陰平 

心臼：53+53→55+53 

上聲變調（方言點：竹東，上聲後接任何調均變調為 33） 

上聲+陰平 

緊張：24+53→33+53 

上聲+陽平 

主人：24+55→33+55 

上聲+上聲 

井水：24+24→33+24 

上聲+陰去 

水庫：24+11→33+11 

上聲+陽去 

感動：24+33→33+33 

上聲+陰入 

掌屋：24+5→33+5 

上聲+陽入 

草蓆：24+2→33+2 

陰入變調（方言點：西南，陰入接高調會變調為 32，接低調會變調為 54） 

陰入+陰平 

竹篙：45+53→32+53 

陰入+陽平 

鐵門：45+45→32+45 

陰入+上聲 

竹筍：45+24→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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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入+陰去 

挾菜：45+21→54+21 

陰入+陽去 

發病：45+33→54+33 

陰入+陰入 

隔壁：45+45→32+45 

陰入+陽入 

適合：45+54→32+54 

陽入變調（方言點：芎林，除了陰陽去以外，其餘調類均變調為 32，詳見

下節） 

陽入+陰平 

食豬肉：54+53→32+53 

陽入+陽平 

食魚肉：54+55→32+55 

陽入+上聲 

食酒：54+24→32+24 

陽入+陰去 

食菜頭：54+21→54+21 

陽入+陽去 

食麵：54+33→54+33 

陽入+陰入 

食肉：54+45→32+45 

陽入+陽入 

食落去：54+54→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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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聲、韻母內部差異演變分析與比較 

海陸客家話的音韻系統與多數粵東客家話相類，有諸多共通的語音特色，舉

凡精知莊章讀音二分、曉匣母逢合口讀輕唇音、梗攝文白讀豐富、濁上字白讀歸

陰平，文讀歸去、入聲韻尾 p、t、k 大致俱全等等，但因海陸客家話地處客家話

核心地區與粵東閩語強勢區的交界，在兩種強勢方言群的交互影響下，海陸客家

話內部產生了許多不同語音層次疊置的情況，成為海陸客家話獨有的特色。不同

層次疊置的歷時演變差異，也造就了今日海陸客家話內部的方言差。  

以下筆者將針對聲母、韻母、聲調三個層面進行共時與歷時的比較，針對差

異處進行分析，並搭配 GIS 圖資系統，繪置中國潮惠原鄉共時的地理語音分布

圖，並以臺灣與西加里曼丹的地理圖資作為輔助，以釐清有哪些共時的差異是語

言接觸所導致，哪些則是方言內部不同的歷史層次疊置演變所造成。 

第一節 聲母比較 

海陸客家話的聲母特色與內部差異主要表現在見曉組中的影云以母字讀

音、精知莊章組三等字的實際音值差異、部份古全濁音不符合系統演變的例外

讀音等等。 

見曉組──影、云、以母 

海陸客家話的影、云、以母三等字之聲母，今日往往讀為舌葉濁擦音 ʒ，但

若將各個方言點的讀音一一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依舊能從中觀察出差異，然筆

者因無合適的聲學分析儀器，此處僅能暫以耳聽分析進行，未來若有更多資源，

將以更加科學化的方式進行近一步分析。以下表列影、云、以母常用字在海陸客

家話內部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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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海陸客家話影、云、以母讀音比較 

 

陸河縣 

河田鎮 

陸河縣 

螺溪鎮 

陸豐市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海豐縣 

黃羌鎮 

新竹縣 

芎林鄉 

山口洋 

苗栗縣 

南庄鄉 

桃園市 

楊梅區 

雨 ji13 ji13 ji24 ʒi24 略 略 略 ji24 略 

音 jim53 jim53 略 ʒim53 jim53 ʒim53 略 jim53 zim53 

意 ji31 ji21 略 ʒi31 ji21 ʒi21 略 ji11 zi21 

雲 jiun35 jiun35 jiun45 ʒiun35 jiun24 ʒun55 jiun55 jiun55 zun55 

園 jian35 jian35 jian45 ʒan35 jian24 ʒan55 jiɛn55 jien55 zen55 

有 jiu53 jiu53 jiu53 ʒiu53 jiu53 ʒiu53 jiu53 jiu53 ziu53 

姨 ji35 ji35 略 ʒi35 ji24 ʒi55 略 ji55 zi55 

陽 jioŋ35 jioŋ35 jioŋ45 ʒioŋ35 jioŋ24 ʒoŋ55 略 jioŋ55 zoŋ55 

油 jiu35 jiu35 jiu45 ʒiu35 jiu24 ʒiu55 jiu55 jiu55 ziu55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紙本文獻，並透過實際耳聽修正繪製。 

若從寬式音標的紀錄角度出發，以上方言點影、云、以母讀音多可歸音位為

舌葉濁擦音 ʒ，但在筆者實際耳聽比較，海陸內部主要可以分為摩擦程度較高的

舌葉濁擦音 ʒ，與摩擦程度較低的硬顎近音 j 兩種聲母，以及臺灣特有的 z。潮惠

原鄉的海陸客家話有硬顎近音 j 聲母並非筆者首次發現，早在 2012 年《陸河縣

志》方言章節，潘家懿教授便有所題及，潘教授認為這在系統上並無對立，故統

一寫做 ʒ。若從歷史語言學角度分析，影母在歷史上應該讀為帶有輕微喉塞的聲

母，或為零聲母，而三等帶細音的影母字在近代音則有了一些變化，部分方言帶

有輕微摩擦，變為硬顎近音 j，摩擦程度增強後，則有可能變為舌面濁擦音 ʑ 或

舌葉濁擦音 ʒ，繼續前化則會變為 z 或 ʐ。若從此觀點來看，海陸影、云、以母

讀為零聲母或硬顎近音 j 者的讀音，有可能是處於音變過程的相對早期，云母在

中古擬音多被擬為帶有摩擦程度的 j、ɣ，以母則多被擬為零聲母或 j，以下列出

部份學術界前輩所擬的古音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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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家構擬影、云、以母中古音表 

 影 云 以 

高本漢 ʔ j Ø  

王力 Ø  ɣ j 

董同龢 ʔ ɣ Ø  

周法高 ʔ j Ø  

李方桂 Ø  j ji 

陳新雄 ʔ j Ø  

潘悟雲 ʔ j j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根據潘悟雲教授與張宏明教授於〈漢語中古音〉一文中的說法，從切韻音到

近代音，云、以母經歷了合流、清化為今日零聲母的過程，或許從中古音演變至

今日各地海陸客家話的過程，影、云、以母經歷了以下演變，以下以潘悟雲教授

的擬音為出發點： 

影母三等字 *ʔi- → i-喉塞聲母脫落 → ji-摩擦再度增強 → ʒi 

云、以母三等字 *ji- → i-濁音清化 → ji-摩擦再度增強 → ʒi 

上述演變鏈有一個前提，便是今日海陸客家話影、云、以母讀 j 者是在濁音

清化後形成的，但筆者也不排除另一個可能性，這個硬顎近音聲母 j，也有可能

是中古影、云、以母讀音的遺留，不過單純以現階段所蒐集到的語料來說，較難

斷定何者正確，然可以肯定的是，今日各地海陸豐影、云、以母的實際音值，並

非全數都為標準的舌葉音 ʒ。 

筆者另從地理語言學角度分析，提出了一個假設：硬顎近音 j 在各方言點的

來源是有所差異的。首先從原鄉的方言點來觀察，能發現海豐、陸豐、陸河縣境

內的影、云、以母幾乎沒有舌葉濁擦音 ʒ 的讀音形式，皆為摩擦程度低的 j，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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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讀為 ʒ 的方言點，反而分布於週邊區域普寧、揭西以及移民居地，或許可以將

此現象以原鄉讀音的存古性高，而移民居地則演變較快的方式做解釋。以下圖示： 

圖 9 海陸影云以母字比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但若將 j-為早期、ʒ-為晚期讀音的觀點，用來檢視聲母同樣讀為硬顎近音的

山口洋與南庄鄉，筆者認為有所不妥。山口洋與南庄鄉兩地的海陸客家話都是與

週邊方言大量接觸而成的，在大量語言接觸下，卻仍能保留原鄉的讀音，這是相

對讓人存疑的，且從這兩個方言點的山攝三等字主要元音也能看出端倪，以下將

上表的「園」單獨拉出進行更進一步比較： 

表 14 海陸客家話「園」讀音比較 

方言點 

漢字 

陸豐縣 

西南鎮 

陸河縣 

螺溪鎮 

新竹縣 

芎林鎮 

桃園市 

楊梅區 

苗栗縣 

南庄鄉 
山口洋 邦戛 

園 jian45 jian35 ʒan55 zan55/zen55 jien55 jiɛn55 jiɛn5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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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兩個方言點的影、云、以母讀 j-應是屬於後起的音變，是舌葉

濁擦音在語言接觸下弱化的結果，從「園」一字的主要元音可以明顯看出，在原

鄉的方言點，主要元音仍為山攝三等較存古的讀音 a，而山口洋與南庄則是較為

偏前的 e 與 ɛ，表示有受到三等介音的影響，而這種主要元音演變的過程，常見

於梅縣系客家話，而這兩地週邊正好均有梅縣系客家話分布，表示這個讀音格局

有可能與語言接觸有關的，筆者推測其可能演變圖如下： 

j- 

（原鄉） 

 

 

ʒ- 

（摩擦增強） 

 

 

j- 

（與梅縣系方言接觸） 

山口洋南方的坤甸通行梅縣方言，影、云、以母同樣讀為 j-，且山口洋客家

人的移民來源複雜，不單單只有清代潮惠地區，許多來自嘉應州的移民今日也是

改使用海陸方言，原本嘉應州各縣的方言或許一定程度影響了山口洋的海陸方言。

除了漢語方言的影響之外，南島語的影響亦不容小覷，今日西婆羅洲通行的南島

語如印尼語、陸地達雅語也同樣沒有舌葉濁擦音 ʒ 的輔音存在，但卻有豐富的硬

顎近音 j 分布，如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 [jakarta]）的發音便是其一，表示

南島語族的口音亦有對今日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的影、云、以母讀音產生滲透。 

南庄海陸方面，黃菊芳教授、陳秀琪教授、江敏華教授、鄭錦全教授（2013）

等人於〈臺灣南庄海陸客家話舌葉音的變異與消失〉中提及了南庄的海陸客家話

舌葉音丟失的情況，認為舌葉濁擦音 ʒ 是舌葉音系統中最早產生變化並丟失者，

南庄位於四縣客家話強勢區，四縣客家話的影、云、以母臺灣學界通常標記為零

聲母，但在細音前往往也讀為 j，只是摩擦程度更加微弱，因當地居民多為四縣、

海陸的雙方言者，通婚頻繁，肇使今日影、云、以母讀若四縣客家話形式。 

楊梅海陸客家話讀音形式與新竹地區大致相同，但部分發音人的影、云、以

母實際音值更接近 z。其來由與南庄的 j 相類，均與四縣客家話的接觸有關，但

音變的過程有所差異。南庄是讀音趨近於四縣客家話，楊梅則是在精知庄章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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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受到四縣客家話影響後，帶動影、云、以母的前化，其前化過程大致可以簡化

為：*ji→i→z，以下以表格呈現兩者差異： 

表 15 楊梅、南庄海陸客家話影云以母讀音演變差異 

 楊梅 南庄 

第一階段 *ji 可能為中古音遺留，抑或是近代音演變的其中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 ʒi 摩擦增強 

第三階段 ʒɿ 滋嘶音前化帶動音變、ʒi 

ji 受四縣客家話影響而趨同 

第四階段 zɿ、zi、z 聲母前化完成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精知莊章組 

臺灣、中國潮惠原鄉、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的精知莊章組大多可分為兩組，

精組、知二組、莊組讀舌尖音，知三、章組讀舌葉音，但在三等字的表現，各地區

的聲母實際音值與細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精組字與細音相接的顎化程度，知、

章組的細音保留程度，也與聲母前化的程度有所關連，且若與影云以母的讀音摩

擦程度一同觀察，亦能發現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以下將先針對精組、知三組、章

組進行比較。莊組字的讀音系統上在各個海陸方言點相當一致，此處不多做著墨。 

表 16 海陸客家話精知莊章組常用字比較 

 
陸河縣 

河田鎮 

陸豐市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海豐縣 

黃羌鎮 
山口洋 

新竹縣 

芎林鄉 

苗栗縣 

南庄鄉

南富村 

苗栗縣 

南庄鄉

東村 

桃園市 

楊梅區 

龍潭區 

大平里 

尖 tsiam53 tsiam53 tɕiam42 tsiam53 tsiam53 tsiam53 tɕiam53 tɕiam53 tsiam53 tɕiam53 

青 tsʰiaŋ53 tsʰiaŋ53 tɕʰiaŋ42 tsʰiaŋ53 tsʰiaŋ53 tsʰiaŋ53 tɕʰiaŋ53 tɕʰiaŋ53 tsʰiaŋ53 tɕʰiaŋ53 

心 sim53 sim53 ɕim42 sim53 sim53 sim53 ɕim53 ɕim53 sim53 sim53 

張 tʃoŋ53 tʃoŋ53 tʃoŋ42 tʃoŋ53 tʃoŋ53 tʃoŋ53 tsoŋ53 tʃoŋ53 tʃoŋ53 tʃoŋ53 

㓾

(治) 
tʃʰi35 tʃʰi45 tʃʰi35 tʃʰi24 tʃʰi55 tʃʰi55 tsʰɿ55 tʃʰɿ55 tʃʰi55/tʃʰɿ55 tʃʰ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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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河縣 

河田鎮 

陸豐市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海豐縣 

黃羌鎮 
山口洋 

新竹縣 

芎林鄉 

苗栗縣 

南庄鄉

南富村 

苗栗縣 

南庄鄉

東村 

桃園市 

楊梅區 

龍潭區 

大平里 

神 ʃin35 ʃin45 ʃin35 ʃin24 ʃin55 ʃin55 sɿn55 ʃɿn55 ʃin55/ʃɿn55 ʃɿn55 

隻 tʃak45 tʃak45 tʃak5 tʃak34 tʃak34 tʃak45 tsak5 tʃak5 tʃak5 tʃak5 

吹 tʃʰui53 tʃʰui53 tʃʰoi42 tʃʰui53 tʃʰui53 tʃʰui53 tsʰoi53 tʃʰoi53 tʃʰui53 tʃʰoi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精組三等字的聲母在各個海陸客家話中一致性高，差異處主要展現在顎化程

度，且精組字有顎化的方言點，其知三組、章組的讀音會更為前化，如船埔、新

竹新派、南庄東村等地的精組字有明顯顎化，其知三組、章組聲母也更為前化。

船埔精組字雖也有顎化，但週邊方言少有顎化，從地理分布觀察不出外源可能性，

較可能是屬於內部演變的結果。 

南庄東村的知章組三等字雖也未到捲舌音的程度，但不可與細音相接；南庄

南富村則是前化為舌尖音。但這邊值得注意的是，南庄地處四縣客家話與海陸客

家話交界，當地的「聲母前化運動」（陳秀琪 2005）除了受到語言內部的演變機

制牽動之外，語言接觸的影響是更為主要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南庄的影云以母

並未隨著聲母前化而從 ʒ 前化為 ʂ、z，反而是直接弱化（黃菊芳、陳秀琪、江敏

華、鄭錦全 2013），可見南庄地區，聲母的演變較容易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而產

生音變。 

楊梅的情況較為特別，在與四縣客家話的接觸下，精組仍然頑強的未顎化，

甚至有反向影響楊梅當地四縣客家話的情況（如埔心地區），這或許與海陸移民

的數量與強勢有關，而知三、章組讀音則是有受到四縣客家話影響，相較新竹更

為前化，與細音結合度更低，但仍與精組有所區別，故記做舌葉音。但影、云、

以母的讀音前化也能證明知三、章組的讀音是比標準的舌葉音更為偏前的。換句

話說，桃園市的方言點細音結合度大多較低，新竹則較高，這主要體現在流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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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細音去留，以下以「周」、「抽」、「仇」、「臭」、「收」、「手」、「受」七字為例： 

表 17 桃園海陸客家話知三、章組流攝字讀音 

 周 抽 仇 臭 收 手 受 

楊梅區 tʃiu53 tʃʰu53 ʃu55 tʃʰu11 ʃu53 ʃiu24 ʃu33 

平鎮區 tʃu53 tʃʰu53 ʃu55 tʃʰu11 ʃu53 ʃu24 ʃu33(11) 

龍潭區大平里 tʃu53 tʃʰu53 ʃu55 tʃʰu11 ʃu53 ʃu24 ʃu11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鄧盛有（2000）《台灣四海話的研究》與自身調查修改繪製。 

而若把桃竹苗地區的所有海陸客家話方言點列出，繪製成分布圖，應更能看

出其中端倪： 

圖 10 臺灣海陸客家話精組字接細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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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灣海陸客家話知三章組字讀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精組字接細音的讀音格局中，能觀察到臺灣「南庄型」的海陸客家話方言

點，其精組字往往已受四縣方言影響而顎化為舌面音，而「新屋型」、「竹東型」

則多數未顎化。而較為特殊的是龍潭大平的部分發音人，其精組心母字並未顎化，

精、清、從母則是已顎化，整體呈現變動中的狀態，筆者猜測，大平的海陸客家

話或許呈現了精組字顎化的先後順序，最先顎化的是精、清、從等塞擦音生母，

心母則較晚顎化。 

 知三、章組的讀音在地理分布上，能明顯看到苗栗北部是讀音差異的交界，

南庄鄉東村的發音人大多仍保有舌葉音，但也有部分發音人已讀得非常接近舌尖

音，南富村的發音人則是已完全讀為舌尖音了，南庄作為新竹海陸客家話優勢區

與苗栗四縣客家話優勢區的交界，在語言的表現上的過渡性質是相當明顯的。筆

者認為，在整個客語區的地理分布上，或許能將桃竹地區視為舌葉音的強勢區，

精知庄章讀音二分是趨勢，桃園與細音結合度較低，新竹則較高，但仍與精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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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苗栗縣內，精知庄章合流的音變規律則不分方言，一律占有主導地位。 

個別特殊字音聲母比較 

表 18 海陸客家話個別特殊聲母字音表 

方言點 

字 

陸河縣 

河田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上砂鎮 

海豐縣 

黃羌鎮 

海豐縣 

西坑鄉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新竹縣 

芎林鄉 
山口洋 

鎮 tin31 tin11 tin52(11) tin21 tin31 tin21 tin21 tien31 tʃin24 tʃin31 

貓 miau31 miau miau52(11) miau21 miau31 ŋiau21 ŋiau21 ŋiau31 ŋiau21 miau31/ŋiau31 

事做~ ʃe33 ʃe33 ʃe33 略 略 ʃe33 ʃe33 略 ʃe33 ʃe3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鎮」：tin 與 tʃin 

圖 12 粵東地區「鎮」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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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圖所示，在梅州五華、興寧，以及河源紫金、龍川，抑或是惠州的惠陽

與惠東等地的「鎮」，均讀 tʃin、tsin 一類的讀音，這些區域中，僅有五華、興寧

有較為顯著的臺灣、西婆羅洲移民數。 

筆者推測這個讀音情形有兩種可能性，一為臺灣、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保

留了海陸客家話「鎮」聲母讀塞擦音的早期形式 tʃin，原鄉讀為塞音聲母的讀音

tin 則是受到週邊閩方言的影響而來，意即臺灣、西婆羅洲這些移民居地反而是

相對早期的讀音；另一個可能性則是視原鄉讀塞音聲母的情況為繼承自中古以前

的讀音，移民居地的讀音為後起，此說法亦為鄧盛有教授（2014）、蘇媺琪女士

（2010）採用。筆者認為若從此觀點出發，可以將五華、興寧移民的口音對移民

居地海陸客家話的影響一同考慮進去，雖然在今日，五華、興寧的客家移民在臺

灣、西婆羅洲等移民居地已趨隱形化，但仍在當地的客家話中遺留了一些足跡，

而讀為塞擦音的「鎮」或許為其中之一，今日新竹芎林仍有五龍村、華龍村地名，

證明了五華客家人曾在此地駐足，雖今日臺灣與西婆羅洲當地的五華移民多已改

用海陸客家話，但今日芎林、竹東、山口洋、邦戛一帶許多海陸客家人「鎮」讀

為 tʃin，或許就是五華移民口音的殘留，並滲透、內化到今日的移民居地海陸客

家話之中的結果。 

「貓」：miau 與 ŋiau 

客家話內部的「貓」主要可以分為 miau 與 ŋiau 兩種讀音，海陸客家話內部

各方言點同時兼具，若從過去學者分片的觀點出發，大致能以河田片讀 miau、新

田片讀 ŋiau 做分別，若從地理分布觀察，更能看出會有這兩者讀音區別的原因，

以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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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粵東地區「貓」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地理分布圖觀察，客方言「貓」的讀音差異與閩方言的分佈有極大關聯性，

海陸方言點位於閩客交界區，「貓」的讀音往往與週邊的強勢方言靠攏，如河田、

下砂、上砂、五雲的讀音均與河婆客家話、五華客家話相同，聲母為 m；新田、

西南、南塘、普寧則是受到陸豐閩語、普寧閩語影響，聲母讀 ŋ。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與海陸豐閩語接壤的西坑、南羌，其讀音卻與河田片的

方言點相同，聲母為 m，筆者認為其原因在於與西坑、南羌接壤的閩語，係海豐

縣閩語，海豐與陸豐的閩語雖同屬粵東閩語陸海小片19，但內部仍有部分差異，

其中「貓」一字正好便是其中之一，海豐閩語的「貓」白讀為 ba，為雙唇聲母，

西坑、南羌在同樣讀雙唇聲母的海豐閩語影響下，依然保留了雙唇聲母 m，另一

個影響因素，在於西坑、南羌左鄰惠東縣，惠東客家話的「貓」同樣讀 miau，是

以西坑、南羌兩地的「貓」miau 得以穩固。 

                                                 
19 本文閩語分片主要參考潘家懿、鄭守治兩位教授的著作〈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與方言片劃分

的再認識〉所建議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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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做～」：ʃe 的可能來源 

圖 14 粵東地區「事」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大多數的粵東客家話的「事」均有文白讀之分，文讀音多讀為 sɿ，白讀音則

讀 ʃe 或 se，ʃe 這個讀音來源過去有許多學者討論，亦有學者認為這個讀音不應

與「事」這個漢字連結，因其與其他崇母字的讀音類型不合，且莊組崇母字的讀

音今日的讀音類型原本就較為複雜，其本字仍待考。筆者認為透過與週邊方言的

比較，或許有機會找出這個讀音的來源，並確認其是否為「事」的本字。以下表

列粵東地區部分方言「事」讀音： 

表 19 粵東地區「事」讀音比較 

方言點 

字 

龍川縣 

佗城鎮 

博羅縣 

羅陽鎮 

惠州市 

惠城區 

陸河縣 

河田鎮 

陸河縣 

新田鎮 

五華縣 

棉洋鎮 

揭西縣 

河婆 

梅縣區 

程江鎮 

事～情 sɿ44 sei32 sie31 sɿ33 sɿ33 sɿ21(13) sɿ21 sɿ53 

事做～ sei44 sei32 sie31 ʃe33 ʃe33 ʃe21(13) ʃei21 se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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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中能觀察到，多數的粵東方言的「事」均具有兩讀，字義分工，但屬

於東江本地話的惠城、羅陽卻僅有一讀，不分文白，獨具一格。東江本地話的語

言系屬過去有許多學者考證20，證明這個語群是一個祖源與贛方言有關聯、與客

家話有高度親緣關係、有著許多與粵東客家話相同的部分語音特色、但又受到大

量粵語影響的一種客家話，換句話說，東江本地話與今日的客方言是有發生學的

關係，柯蔚南教授（Coblin, South. 2018）甚至在〈新客家話、老客家話，以及古

代江南中部山區漢語的歷史關係與演變過程〉一文中，給了東江本地話、南雄土

話這類方言安了一個「老客家話」的名稱，用以標明其與粵東主流客家話（新客

家話）關係之親近。 

這給了筆者一些啟示，或許現在客方言「事」一字的兩讀格局是後起的，原

先如同今日的東江本地話僅有 sie、ʃe 此類讀音，後受到各朝代官方語言影響而

多了支思韻的 sɿ 一讀。筆者參考侯小英教授《東江中上游本地話研究》（2008：

63）的演變推擬，補充如下： 

*dʒʰi 中古擬音 → *ʃi → *ʃie → ʃe → *ʂe → se → sei 

     → sie → *siei → sei   

第二節 韻母比較 

海陸客家話的韻母比起聲母，其內部的層次是更為複雜且歧異度高，不如聲

母的一致性強，在陸河、普寧、揭西等地的海陸客家人，甚至能從幾種辨識度較

高的單字讀音來判斷對話者可能來自哪個鄉鎮或家族。這種韻母讀音層次複雜的

現象，是許多位於語言邊界的語言會有的現象，如邵武方言韻母兼具閩北語與贛

語、客家話的特色，大埔、饒平、詔安客家方言也處處可見潮汕、閩南方言的影

                                                 
20 詳見莊初生教授〈廣東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劃分及相關問題〉與劉鎮發教授〈惠州話是粵語

的一支嗎？與劉叔新教授的商榷〉，兩篇文章均出自 2008年《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會後

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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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海陸客家話北面龍華小片客家話、東臨潮汕方言、西接梅惠小片客家話、南

壤海陸豐漳腔閩語，可謂客家話區的邊陲，是以被過去的學者稱為「半山客」，

韻母的內部差異程度可見一斑。以下將針對海陸客家話內部較有特色的幾個韻攝

與元音進行地理分布與層次的分析。 

遇攝讀音比較與層次分析 

遇攝一等字 

遇攝一等精組字的主要元音在許多客家方言都有開口化的現象，海陸客家

話內部則是有開合二讀，有 i、ɿ、u 等等形式，呈現多樣化面貌，以下表格列

舉： 

表 20 海陸客家話遇合一精組字讀音比較 

 

陸河縣 

河田鎮 

陸河縣 

螺溪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五雲鎮 

海豐縣 

西坑鄉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山口洋 邦戛 

新竹縣 

芎林鄉 

醋 tsʰɿ31 tsʰɿ21 tsʰɿ11 tsʰɿ53 tsʰɿ31 tsʰɿ21 tsʰɿ21 tsʰu31 tsʰu31 tsʰi31 sɿ21 

祖 tsɿ13 tsɿ13 tsɿ13 tsɿ11 tsɿ324 tsɿ24 tsu24 tsu24 tsʰu24 tsʰi21(24) tsu24 

蘇 sɿ53 sɿ53 su53 sɿ53 sɿ53 sɿ53 su53 su42 su53/si53 su53/si53 su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若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遇攝字一等字在歷史上應該會帶合口 u 元音21

（*-u̯o），但從表中能夠看到，醋、祖、蘇三個字在河田、螺溪、五雲、西坑、新

田都讀舌尖元音 ɿ，與止攝支思韻合流。 

呂嵩雁教授、賴文英教授等學界前輩在 1897 年出版的《陸豐方言》中亦發

現有舌尖元音讀音的記載，對照今日山口洋、三發地區的讀音 i，兩者或許有繼

承關係，但呂教授等人認為《陸豐方言》所呈現的是海陸客家話早期形式，今日

                                                 
21 本文中古擬音若無特別說明，均參考潘悟雲〈漢語中古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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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海陸客家話讀 u 為官話或其他客家方言的影響；鄧盛有教授針對遇攝舌尖元

音的來由有著不同看法，他在調查揭西縣上砂鎮的客家話時亦有發現遇合一讀舌

尖元音的情況，且轄字多為屬於精組字，鄧教授認為這應是韻母受聲母影響前化

而來的讀音；針對此音韻現象，吳中杰教授首次提出以分片的角度出發，其認為

這種讀音的差異是方言差的體現，河田片客家話主要元音往往為 ɿ，新田片則以

u 為多。 

筆者認為過去學界所述各有其有理之處，但若能從地理分布的角度出發，可

能更有機會從這種特殊的讀音現象中理出頭緒。以下以「祖」、「醋」兩常用字

為例，繪製整個粵東地區的語言特徵分布地圖： 

圖 15 粵東地區「祖」讀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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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粵東地區「醋」讀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整個粵東地區「祖」、「醋」的讀音分布來看，將遇攝一等字讀舌尖元音

ɿ 的方言點主要分布在梅州多數縣市、河源東部、陸河縣全境，這些方言點連成

一片，並全數被讀圓唇元音-u、-ou 的方言包圍。在地理語言學中，一個區域的

特殊音變被另一種讀音包圍時，可能代表這是該地區獨自發展出的「創新」，或

者是區域內部的「存古」。歷史上的遇攝字在學界中普遍構擬為帶圓唇元音，粵

東地區將精組遇攝一等字讀為 ɿ，應可以視為是當地的「創新」讀法，且只發生

在精組字，也證明是受到聲母的舌尖性質將元音往舌尖拉扯而成：*-u̯o→-u→-ɿ。 

若從舌尖元音 ɿ 在整個語音系統內的分布觀察，能發現不同地區，其遇攝精

組字讀 ɿ 的字數比例並不一致。「醋」、「祖」二字正好是讀舌尖元音是地理分

布最為廣泛者，可以推測兩者音變的時間相當早，以王士元教授的「詞彙擴散理

論」論證，這兩個字甚至可能是整個音變的「創新波浪」的起點之一，是以其席

捲了泰半的粵東客家話，但止於與閩語、粵語的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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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陸客家話的遇攝字少有讀舌尖元音者，只有「醋」一字，部分地區的

「蘇」也讀為 ɿ，若從祖籍地觀察，臺灣海陸客家人祖籍地河田片雖多，新田片

也非少數，但今日的讀音卻較接近新田片，根據吳中杰教授的說法（2012），這

是肇於祖籍新田片的客家人也輸出了相當可觀的移民至臺灣。 

另據筆者考察，並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解釋，亦能為這個推論做出更有力的

說明。從族譜資料觀察，這些來自新田片區域的客家移民，有許多家族在臺灣成

為地方開墾大戶，如北埔姜秀鑾家、新屋范姜家、楊梅鄭大模家均來自大安墟（今

陸豐市大安鎮），屬於新田片客家話與粵漳腔閩語雙語區，另來自普寧的溫氏、

官氏、魏氏也都是構成竹東芎林發展的重要家族，是以河田片移民雖多，但新田

片移民亦握有較大的經濟權，社經地位較高，使河田片移民的語言趨同於新田片，

兩者在融合整併後，才構成今日不完全等同於新田片，但又極度類似新田片的臺

灣海陸客家話。 

類似的情況亦在國民政府於臺灣推動「國語」教育時發生，洪惟仁教授認為

今日臺灣通用的「國語」已不是國民政府推行的「標準國語」，而是一種帶有江

浙口音的北京話，並融入了臺灣閩南語、外省方言、外國語言的混合物22，國共

內戰後，入臺的江浙移民僅約 12 萬人23，與本省族群人數差異甚大，但因江浙移

民把持臺灣政局近五十年，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頗巨，語言上的接觸與影響是必定

存在的。 

婆羅洲西部的西加里曼丹地區，遇合一精組字與止攝精組字，主要元音皆為

i，然而 19 世紀末《陸豐方言》記載的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文獻中提到精莊組

的止攝字與精組遇合一字韻母卻記為 ɿ 或 u。止攝字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觀察，

曾經歷過*i→ɿ 的演變階段，但今日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止攝精組字讀 i，筆者

                                                 
22 洪惟仁，1994，〈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略分析〉，發表於「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

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5年 4月，頁 8。 
23 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編，1959，《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臺北市：臺灣省戶口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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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未必是承襲自中古止攝的存古現象。較為早期的文獻記載為 ɿ，今日讀為 i，

這除了可能是方言差的體現之外，更有可能的是這兩個讀音有繼承關係，若此讀

音情形僅限於止攝精組字，那尚有可能是止攝字單獨的存古，但遇合一、止攝精

組字一同有這種歷時差異的情況，並非單單僅體現在止攝字，表示今日西婆羅洲

的海陸客家話遇合一、止攝精組字讀 i，可能是後期的演變所致。換句話說，西

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精組止、遇攝字韻母，可能經歷了以下的演變，筆者以邦戛

的精母字「祖」、「子」為例： 

祖： *tsu 中古音 → tsɿ/tsu《陸豐方言》 → tsi 今讀 

子： *tsi 中古音 → tsɿ/tsu《陸豐方言》 → tsi 今讀 

至於後期演變的原因，筆者推測是與外源的方言有關係。目前西婆羅洲的語

言以坤甸的梅縣口音客家話、山口洋的海陸客家話，以及粵東潮汕閩語、粵方言

為主，南島語方面，則有馬來語支與陸地達雅語支，扣除客家話，粵東潮汕閩語、

粵方言、南島語這三種語言均缺少舌尖聲母與舌尖元音 ɿ 搭配的音韻組合，但舌

尖聲母後接細音的組合卻是相對常見。 

今日西婆羅洲的潮汕移民據統計至少有 20 萬人，首府坤甸也有近八成潮汕

人分布24，而西婆羅洲也有將近九成的南島語族分布。25筆者猜測，《陸豐方言》

所記載的遇合一、止攝精組字韻母讀 ɿ 或 u 的結構，有可能是在上述這些語言影

響下，將 ɿ 歸至音位較為接近的 i。以下列舉粵方言、坤甸潮州閩方言與西婆羅

洲海陸客家話的支思韻止攝字： 

  

                                                 
24 陳佩英，2008，《印尼坤甸潮州方言詞彙研究——兼談印尼華裔學生的漢語教學》中國北京

語言大學碩士論文。 
25 參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統計室之〈印尼 2005 年華人人口統計推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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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廣州粵方言、西婆羅洲潮州話、海陸方言支思韻讀音比較 

字 

方言點 
資 子 思 

廣州（粵） tsi55(53) tsi24 si55(53) 

坤甸（閩） tsɯ33 tsɯ53 sɯ33 

山口洋（客） tsi53 tsi24 si53 

邦戛（客） tsi53 tsi24 si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在西婆羅洲的南島語也不乏如此的音韻組合，以下列舉： 

表 22 西婆羅洲南島語舌尖聲母與細音組合例字26 

南島語 

華語詞彙 
印尼語（翏內話） 馬來語 爪哇語 

貓 kucing [kutʃiŋ] kucing [kutʃiŋ] kucing[kutʃiŋ] 

分期付款 cicilan [tʃitʃilan] cicilan [tʃitʃilan] cicilan [tʃitʃilan] 

流利 fasih [fasih] fasih [fasih] fasih [fasih] 

中國 Cina [tʃina] China [tʃina] China [tʃinɔ]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不只如此，印尼語尚有「清澈 bersih [bərsih]」、「支持 siaga [siaga]」、「新當地

名 sintang [sintaŋ]」等詞彙有如此結構，考量到龐大南島語族人口數的可能影響，

今日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精組止攝字實很有可能曾經經歷過從中古的*i，前化為

支思韻 ɿ，但在西婆羅洲南島語、潮州方言影響下又「返祖」為 i 的演變過程。

而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精組遇合一與止攝支思韻合流的常用字，也在這種 ɿ→i 的

演變作用下，一同平舌化，以下列舉比較： 

  

                                                 
26 西婆羅洲南島語語音系統並未有舌尖塞擦音輔音結構，僅有舌尖擦音輔音 s，但另有清、濁

顎齦塞擦音（即舌葉音）tʃ與 dʒ，這兩個塞擦音輔音其音值與海陸客家話的舌葉音稍有差

距，實際上是更接近舌面音 tɕ或舌尖音 ts，且與細音結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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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潮惠原鄉、西婆羅洲遇合一精組字讀音比較 

字 

方言點 
祖 租 蘇 

陸河河田 tsɿ13 tsɿ53 sɿ53 

山口洋 tsu21(24) tsi53 si53 

邦戛 tsi21(24) tsi53 si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這也造就了一個很特別的讀音格局，也就是西婆羅洲的海陸方言點以 i 為主

要元音的單元音韻母字數比其他方言點還要來的多，除了止攝的來源之外，尚有

精組遇合一字，以及知莊章組以外字母的遇合三字。 

表 24 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遇攝字讀音演變比較 

 精組遇合一 見曉組遇合三 

早期形式 

 

今日形式 

*-u *-iu 

-ɿ 受精組聲母影響 -y 撮口化 

-i 與止攝支思韻一同演變 -i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遇攝三等字 

海陸客家話在遇攝三等仍有許多常用字，今日仍保留合口主要元音 u 與三等

介音 i，構成複元音韻母-iu，與流攝三等相類，且主要出現在見組，精組僅有少

數字，但此現象並非所有海陸客家話方言點均有，且每個方言點的遇攝字帶有此

結構的字數不一致，以下表列比較：（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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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海陸客家話遇合三精組字讀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上表可以得知，海陸客家話內部有相似讀音格局的方言並不少見，此外，

見組、精組遇攝三等字讀為類似於-iu 的讀音的情形，亦見於饒平客家方言、詔

安客家方言、以及部分畲話方言點，且不只見、精組，其他聲母也有此讀音情形。 

表 26 畲話、饒平、詔安客家話遇攝-iu 例字 

 孵 鬚 舉 女 呂 

豐順鳳坪（畲話） pʰiu33 siu33 kiu24 ŋiu24 略 

饒平上饒 pʰu11 siu11 kiu53 ŋiu53 li11 

詔安秀篆 pʰu13 ʃy13 ky51 ŋy51 ly33 

資料來源：畲話語料選自吳中杰（2004）《畲族語言研究》，其餘詳見第一章第三節。 

歷史上，遇攝三等字往往被構擬為帶三等介音的複元音韻母，如白一平的*jo、

潘悟雲的*iɤ、*iuo、以及李榮的*iɔ，今日海陸客家話讀為-iu，過去學界將之視為

內部存古的現象，是繼承自《切韻》系韻書的中古音。以下以地理分布圖來呈現

整個粵東地區的「女」、「魚」、「虛」、「鬚」等字，來觀察地理分布是否也與這個

讀音格局有所關聯： 

 

陸河縣 

河田鎮 

陸河縣 

螺溪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五雲鎮 

海豐縣 

西坑鄉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山口洋 邦戛 

新竹縣 

芎林鄉 

女 ŋiu13 ŋiu13 ŋɨʉ24 ŋ11 ŋiu24 ŋiu24 ŋiu24 ŋ24 ŋ24 ŋ21(24) ŋ24 

舉 kiu13 kiu13 略 略 ki24 ki24 ki24 略 ki24 ki21(24) ki24 

語 ŋiu53 ŋiu53 ŋi53 ŋi55 ŋi53 ŋi53 ŋi53 略 ŋi53 ŋi53 ŋi53 

魚 ŋiu35 ŋiu35 ŋɨʉ55 ŋ35 ŋ24 ŋ45 ŋ45 ŋ35 ŋ55 ŋ35 ŋ55 

虛 hiu53 hiu53 hiu53 hi55 hy53 hi53 hi53 hi53 hi53 hi53 hi53 

去 hi31 hi21 hi11 kʰi hi/kʰi hi21 hi21 hi31 hi31/kʰi31 hi31/kʰi31 hi21 

鬚 siu53 siu53 si53 si53 略 si53 si53 略 si53 si53 si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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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粵東地區「女」讀音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 18 粵東地區「魚」讀音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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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粵東地區「虛」（墟）讀音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 20 粵東地區「鬚」讀音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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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女」、「魚」、「虛」、「鬚」四個字的語言分佈圖，能發現在潮惠原鄉的

海陸方言點，遇攝三等字保有-iu 結構者遠遠多於週邊的方言，「女」除了在普寧、

揭西的方言點讀成音節鼻音，在陸河、陸豐、海豐全數讀為 ŋiu，「魚」、「虛」、

「鬚」三字雖讀-iu 韻母的情況在整個海陸客家話中不算普遍，但在海陸客家話

的核心區域陸河縣卻是大範圍分佈，與週邊方言相比，其特殊之處相當明顯。 

 筆者認為海陸客家話見、精組遇合三部分字讀-iu 的讀音格局，或許有著語

音演變史的意義。以下將海陸客家話的河田方言、新田方言、芎林，與詔安秀篆、

饒平上饒、大埔高陂、畲話的遇合三讀音並列，列表如下： 

表 27 中古音、畲話、客家話遇合三比較表 

 
幫系 精組 見組 娘母 來母 日母 

孵 鬚 舉 女 呂 乳 

中古擬音 *pʰiu̯o̝ *siu̯o̝ *kiɤ *ɳiɤ *liɤ ȵiu̯o̝ 

豐順鳳坪（畲話） pʰiu33 siu33 kiu24 ŋiu24 略 略 

饒平上饒 pʰu11 siu11 kiu53 ŋiu53 li11 ʒu53 

詔安秀篆 pʰu13 ʃy13 ky51 ŋy51 ly33 略 

陸河河田 pʰu53 siu53 kiu13 ŋiu13 li53 ʒu35 

陸河新田 pʰu53 si53 kiu24 ŋiu13 li53 ʒi45 

大埔高陂 pʰu44 si44 ki31 ŋi31 li44 略 

新竹芎林 pʰu53 si53 ki24 ŋ24 li53 ʒi55 

資料來源：畲話語料選自吳中杰（2004）《畲族語言研究》，其餘詳見第一章第三節。 

 根據柯蔚南教授（Coblin, South. 2018）〈新客家話、老客家話，以及古代江

南中部山區漢語的歷史關係與演變過程〉一文所推論，今日的畲話與粵東主流客

家話（即柯教授文中的新客家話）都是由「共同客－畲語」演變而來，兩者之間

有著共同的來源，或許可以把客家話、畲與遇合三讀-iu 的現象視為從「共同客

－畲語」繼承而來；羅肇錦教授（2015）亦在多篇著作中，透過彝、緬等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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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少數民族的語言證據，證明客家人與畲族同源的關係，因過去的學界先進都

不否認客家話與畲話的相關聯，是故筆者在此將畲話視為與客家話具有高度親緣

關係、可互為歷史演變對照的方言。而從遇合三在各個畲話與客家話的讀音比較，

也能看到遇合三從中古音到今日各個客方言語音演變的過程。 

在潘悟雲教授等學者的中古擬音中，遇合三在各字母均是帶有 i 元音的複元

音韻母，鳳坪畲話不分聲母，全數仍保有-iu 結構，可以說是最為存古的形式；

饒平客家話除了非組以外，大多仍保有-iu 結構，詔安客家話與饒平客家話相似，

只是在韻母方面由-iu 撮口化為-y；陸河河田則是僅剩精組少部分字，與見組字保

有-iu，但從「呂」的讀音能夠推測在演變過程中，應該曾經經歷過撮口呼元音 y

的階段；陸河新田則是僅有見組少部分字保有-iu 結構；大埔高陂的遇合三已沒

有-iu 結構，但部分在其他客方言讀為成音節鼻音的常用字，高陂仍保有-i 元音；

新竹芎林則不只是卻少-iu 結構，甚至也有許多常用遇合三字的韻母也在氣流換

道下消失，成為成音節鼻音。 

從上述的方言比較，筆者推測在粵東地區的各個方言，整個遇合三-iu 結構

的歷史演變，是一個從幫系聲母出發，日母開始消失，來母、精組接續，最後於

見組、泥娘母完成，且演變的各個階段，很巧合的在地處客家方言核心區邊緣的

方言中保留了下來。以下表列： 

表 28 遇合三-iu 結構歷史演變擬測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豐順鳳坪 饒平上饒 詔安秀篆 陸河河田 陸河新田 大埔高陂 新竹芎林 

幫系 -iu -u -u -u -u -u -u

來母 -iu -iu -y -i -i -i -i

精組 -iu -iu -y -i/-iu -i -i -i

見組 -iu -iu -y -iu -i/-iu -i -i、成音節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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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介音去留比較 

客家方言是否有合口介音-u-，以及其實際音值，在過去學界提出過多種解釋，

袁家驊、徐通鏘發現了客家方言的合口介音-u-往往只出現在舌根音聲母之後，袁

家驊認為客家話的合口介音，實際的音值是 v；徐通鏘教授認為客家話與粵語的

-u-結構與舌根聲母結合程度高，甚至可視為聲母一部份 

羅肇錦教授亦認為客家話過去被記錄的-u-，實際上是齒化元音-v-，與其以

介音稱之，不如直接將之併入聲母 k、kʰ、ŋ，構成 kv-、kvʰ-、ŋv-，兩種塞擦音

與一種複合擦音，羅教授亦將這種讀音現象與羌族語言、緬彝語做連結，試圖從

少數民族語言的觀點解釋這種讀音的來由 

徐貴榮教授認同羅肇錦教授的推論，並提出客家話其實早期是根本沒有所謂

的這個合口介音，徐教授從饒平、長汀、三都等地的「官」、「觀」、「管」、「灌」

四字的讀音作補充，認為客家話曾經經歷過 an→uan→uon→on 的演變過程，所

謂的合口介音，應是受到週邊方言所影響而來。  

筆者基本上認同客家話的合口介音，其實際音值實際是接近於-v-，但對於客

家話是否本無合口介音，筆者則有所疑問。客家話本無合口介音的這個論點，是

否能符合今日中國潮惠原鄉、臺灣、西婆羅洲三地的海陸客家話實際讀音格局，

這是筆者將在本章探究的主軸，下頁將表列海陸客家話常用的古合口字中，在不

同方言點其合口介音「保留」情形有所差異者，另為方便比較，這邊仍然暫時使

用學界較習慣的-u-來標註合口介音：（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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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海陸客家話合口介音去留比較 

 

陸河縣 

螺溪鎮 

陸河縣 

河田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五雲鎮 

海豐縣 

西坑鄉 

海豐縣 

黃羌鎮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新竹縣

芎林鄉 

山口洋 《陸豐》 

多 tuo53 to53 to53 to55 to53 to53 to53 to53 to42 to53 to53 to53 

過 kuo31 kuo31 kuo11 ko53 ko31 ko21 ko21 ko21 kuo31 ko21 ko31 ko21 

關 kuan53 kuan53 kuan53 kuan55 kuan53 kuan53 kuan53 kuan53 kuan53 kuan53 kan53 kon53 

管 kuon13 kuon13 kuon24 kuan11 kon324 kon214 kon24 kon24 kuon24 kon24 kon24 kon24 

酸 suon53 suon53 son53 son55 son53 son53 son53 son53 son53 son53 son53 son53 

款 kʰuan kʰuan kʰuan kʰuan kʰan kʰan kʰan kʰan kʰuan kʰuan kʰan kʰuan 

光 kuoŋ53 kuoŋ53 kuoŋ53 koŋ55 koŋ53 koŋ53 koŋ53 koŋ53 kuoŋ53 koŋ53 koŋ53 koŋ53 

快 kʰuai31 kʰuai31 略 kʰuai53 kʰuai31 kʰuai21 kʰuai21 kʰuai21 kʰuai31 kʰuai21 kʰai31 kʰuai21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表格中能清楚觀察到，山口洋與螺溪是合口介音存在與否差異性最大的兩

個方言點，螺溪不分等第、開合口，全數都有合口介音，山口洋則完全相反，兩

種完全相反的讀音格局出現在同一個方言片之內，這相當少見，語言接觸極有可

能是導致此格局的原因。 

此處先從螺溪鎮的讀音觀察，螺溪與河田兩鎮基本上使用方言完全一致，兩

地唯一差距在於螺溪鎮部分年輕人，會將果攝開口一等字「多」讀為 tuo，帶有

合口介音，果攝主要元音破裂，導致開口合口化的情形在官話方言非常常見，但

在客家方言中相對少見，透過地理分布圖觀察，能發現螺溪的「多」讀合口，應

屬個別字音的演變，甚至有可能是普通話對方言的滲透所導致。詳見下圖：（見

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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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粵東地區「多」讀音分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各個方言點觀察，過去被歸類在河田片的方言點，在筆者選字大多具有-

u-元音的結構，新田片則無，換句話說，合口元音-u-只有在河田片廣泛分布，但

一出了河田片的分布範圍，其他地區的海陸客家話的-u-介音不是不存在於系統

中，就是僅體現在部分韻母。如前述，山口洋不分開合等第俱無合口介音，新田、

西南、臺灣則僅分布在二等字，如「關」、「快」，一等字「款」雖為今日海陸客

家話常用字之一，且多帶-u-介音，但其多用於較為現代的「存款」、「款式」等詞

彙，其他詞彙如「共款」、「形款」則與閩南語同形，應為外來語，可能在進入海

陸客家話的系統時已經是讀如二等，是以與二等字讀音形式相類。筆者從山口洋、

臺灣的語音現況，認為移民居地的語音變化速度較快，若從此觀點出發，海陸客

家話在明末清初尚未向海陸客家話核心區域週邊、海外輸出移民時，帶有-u-合口

介音的讀法應該仍具優勢，但在新田、海陸豐等地的-u-合口介音逐步消失時，正

好是輸出移民之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陸豐方言》一書記載的三發地區海陸客

家話仍有-u-介音，今日的山口洋卻不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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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粵東地區「官」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 23 粵東地區「過」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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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粵東地區「光」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筆者從上三張分布圖，推測今日海陸客家話帶-u-介音字的演變過程可能如

下表所示： 

表 30 「港、光」合口介音比較 

 河田 山口洋 芎林 苗栗 梅縣 

港 開 koŋ13 koŋ11 koŋ24 koŋ24 kuoŋ31 

光 合 kuoŋ53 koŋ53 koŋ53 koŋ53 kuoŋ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港」歷史上為開口字，「光」歷史上為合口字，河田正好保留了這種開合

口分別，山口洋、芎林、與臺灣四縣客家話的合口介音，均已在發音位置接近的

主要元音-o 影響下消失，梅縣則是合口介音在「光」保留合口介音的同時，還擴

及了開口字「港」，這或許有可能是詞彙擴散所導致的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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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元音 o、a性質比較 

海陸方言內部的二等字主要元音表現差異明顯，歷史上一等字通常被擬為*-

o 元音，二等被擬為*-a 元音，這種 o、a 對立的歷史層次在新田片的海陸方言保

存完整，但在河田片卻出現了另一種特殊的格局，也就是不分等第，許多常用字

主要元音大範圍讀-o 的現象，且主要出現在山攝與部分果攝字，但這些字的主要

元音在其他的粵東客家話多讀-a，以下表列： 

表 31 海陸客家話部分常用字主要元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以上八字在大多數的粵東客家話的主要元音均為-a，若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

出發，一等讀 o 是保留中古音一二等對立的格局，客家方言在果假攝、宕江梗攝

等韻攝，均一定程度保留此現象，三等字與一等字主要元音同讀 o 更被視為一三

等同形的佐證。但若跳脫等第之分去審視，也能發現有部分一等字的主要元音，

幾乎所有粵東客家方言均讀若二等的 a，或許能將這類不分一二等均讀 a 的字姑

且稱之為「a 類字」。換句話說，海陸客家話特別之處在於，「a 類字」有極大部

份是讀 o 的，且這現象不單單出現在海陸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地理相距甚遠的

其他漢語方言，竟不約而同的存在類似的現象，以下圖列：（見下頁） 

 等第 
陸河縣 

螺溪鎮 

陸河縣 

河田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五雲鎮 

揭西縣 

上砂鎮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新竹縣 

芎林鄉 

我 一 ŋoi53 ŋoi53 ŋoi53 ŋoi53 ŋai214 ŋai45 ŋai45 ŋai35 ŋai55 

飯 一 pʰon33 pʰon33 pʰon33 pʰon11 pʰon33 pʰon33 pʰon33 fon22 pʰon33 

山 二 son53 son53 san53 san53 son53 san53 san53 san42 san53 

單 一 ton53 ton53 tan53 ton53 tan53 tan53 tan53 tan42 tan53 

難 一 non35 nan35 nan55 non24 nan214 nan45 nan45 nan35 nan55 

辣 一 lot54 lat54 lot2 lat5 lot54 lat54 lat54 lat2 lat54 

襪 三 mot45 mat45 mat5 mat2 mot34 mat45 略 mat5 mat45 

個 一 koi31 kai31 kai11 kai53 略 kai21 kai21 kai31 ka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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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粵東地區「我」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 26 粵東地區「飯」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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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粵東地區「山」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 28 粵東地區「個」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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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附四張分布地圖觀察，可發現這些常用字在主流客家話的主要元音多讀

a，但在海陸客家話則讀 o，若單純從與週邊方言的比較出發，能發現不單單只是

海陸客家話，廣東境內東江流域的「本地話」、以及部分廣府片與四邑片的粵方

言，也不同程度地呈現類似的讀音格局，以下表格呈現： 

表 32 東江本地話、四邑粵語、廣府粵語「我」「個」讀音 

 

東江本地話 四邑粵語 廣府粵語 

和平縣 

林寨鎮 

連平縣 

隆街鎮 

博羅縣 

羅陽鎮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源城區 

上城街道 

龍川縣 

佗城鎮 

臺山市 

臺城街道 

開平市 

赤坎鎮 

增城區 

荔城街道 

我 ŋoi41 ŋoi41 ŋoi13 ŋoi13 ŋoi13 ŋoi31 ŋguoi31 ŋguoi33 ŋoi35 

個 koi35 koi13 koi35 koi13 kuoi13 koi24 kuoi33 kuoi33 koi3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這種相似讀音格局，出現在地理位置相距甚遠的不同方言點的情形，很難單

純以「特殊音變」或「巧合」釋之，筆者於 2019 年曾與吳中杰教授談及此現象，

吳教授認為從畲族語言底層的觀點出發，或許能有所啟發。循此思路，筆者從過

去學者紀錄的畲語、畲話中發現，許多在主流客家話，甚或是其他方言中的主要

元音讀 a 者，在畲族語言中讀 o 的比例相對要高，且轄字甚至比海陸客家話、東

江本地話、粵方言都還要來的多與廣，以下列舉： 

表 33 各地區畲話常用 a 類字讀 o 列表 

福建小滄畲話 搬 pon 飯 pʰon 南 non 仔 tsoi 駛 soi 使 soi 大 tʰoi 該 koi 

安徽雲梯畲話 仔 tsoi 帶 toi 災 tsoi 假開二全讀 o 搬 pon 半 pon 

江西貴溪畲話 
戴 toi 帶 toi 賴 loi 仔 tsoi 再 tsoi 曬 soi 使 soi 該 koi 我 ŋoi  

班 pon 半 pon 飯 pʰon 盤 pʰon 煩 fon 難 non 產 son 

浙江景寧畲話 仔 tsoi 戴 toi 聯 lion 

豐順鳳坪畲話 園 von 使 soi 

資料來源：統整自吳中杰（2004）《畬族語言研究》與筆者蒐集之畲話影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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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畲話大範圍讀 o 的現象視為整個廣東省，乃至過去古百越曾踏足的區域

內所有方言的底層，那客方言、東江本地話、粵方言中有部分方言點保留這種現

象是完全符合歷史演進的，這也說明了華南地區的漢語方言，其主要元音在演變

時，除了有整個漢語方言群均有的「一等讀如二等」因素存在之外，東南少數民

族語言中各攝字大範圍讀 o 的語音底層，或許也參與了這個語音演變角力的過

程，並體現在今日的畲族語言、東江本地話、粵方言、以及海陸客家話。 

個別特殊字音韻母比較 

海陸客家話除了聲韻母有系統性的變化或特殊性，亦有部分單字讀音，是獨

步於音韻系統之外的，這些字可能是歷時音變中殘留的古音，可能是演變速度快

於整個語音系統的先驅，亦或是語言接觸下的產物，這些特殊字音在整個粵東地

區中顯得彌足珍貴，以下列舉幾個海陸客家話常見的特殊字音：  

表 34 海陸客家話個別特殊韻母字音表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方言點 

字 

陸河縣 

河田鎮 

揭西縣 

下砂鄉 

揭西縣 

上砂鎮 

海豐縣 

黃羌鎮 

海豐縣 

西坑鄉 

陸河縣 

新田鎮 

陸豐縣 

西南鎮 

普寧市 

船埔鎮 

新竹縣 

芎林鄉 
山口洋 

話講~ va33/voi53 voi53 略 va33 va33 va33/voi53 va33 va22 voi53 boi53 

國 kuet45 kuet5 kuet34 kuet34 kuet24 kuet45 kuet45 kuet5 kuet45/ket45 ket34 

柿 sai33 sai33 sai33 sɿ33 sɿ33 sai33 sai33 sai22 kʰi33 sai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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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va 與 voi 

圖 29 粵東地區「話」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海陸客家話的「話白讀名詞」主要可以分為 va 與 voi 兩種讀音形式，在文讀形

式（用於讀書音）各方言點一致使用 fa，白讀動詞形式（用於「以為」之意）各

方言點則是一致使用 va，但在白讀名詞用法，各方言點卻有著不同讀音，有 va

與 voi 兩種，其中有 voi 讀音者在海陸客家話並非少數，部分方言點更是 va、voi

均有使用。若從中古音系統來觀察，「話白讀名詞」屬於蟹攝匣母合口二等字，但大

部分的客方言點都讀如假開二，主要元音為 a。臺灣的海陸客家話「話白讀名詞」讀

voi 在過去已有許多學者討論過，這是海陸客家話與閩語接觸下，從閩語的「話

白讀名詞」讀音 ue，經過「語音拗折」，對應至客家話後，變為 voi，至於是受何地的

閩語影響，則觀點不一。 

筆者從地理分布觀察，粵東地區將「話白讀名詞」讀為 voi 者，除了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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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揭西河婆客家話27、饒平縣客家話28，三者的共同點均為與粵東閩語區接

壤，應能證明海陸客家話的「話白讀名詞」讀 voi，明顯是受粵東閩語影響而來，並

非遷臺後才產生，而同時有 va、voi 兩讀的方言點，明顯仍處於語言接觸「客閩

競爭」的階段，臺灣的海陸客家話，在臺灣閩南語的影響下，原鄉帶來的 voi 變

得更為穩固強勢，是以今日臺灣的海陸客家話的「話白讀名詞」已不見 va 一讀，這

或許也間接證明了，va 是相對有「客家味」的傳統讀音。 

 婆羅洲西部的山口洋、邦戛的「話白讀名詞」讀 boi，韻母來由應與臺灣類似，

均是繼承自原鄉，然其聲母受到缺乏唇齒音的印尼語、潮州話（揭揚口音）影響，

從唇齒音演變為雙唇音，類似的聲母演變亦見於臺灣雲林崙背的詔安腔客家話；

韻母則在當地潮州話與揭西河婆移民影響，讀為-oi，亦不見 va 一讀，整體表現

與臺灣類似，但婆羅洲西部與臺灣的海陸移民是因為不同的語言接觸，使這個讀

音穩固下來。 

「國」：kuet 與 ket（kiet） 

在中國潮惠原鄉的海陸客家話，「國」的讀音相當一致，各個方言點均讀kuet，

但在今日的移民居地臺灣、婆羅洲卻有 ket、kiet 等變體，以下表列更詳盡的方言

讀音情況： 

表 35 海陸客家話「國」讀音比較 

國 

潮惠原鄉 

陸河縣 

河田鎮 

陸河縣 

新田鎮 

揭西縣 

上砂鎮 

揭西縣 

下砂鎮 

海豐縣 

黃羌鎮 

普寧市 

船埔鎮 

kuet45 kuet45 kuet34 kuet5 kuet34 kuet5 

移民居地 

新竹縣 

芎林鄉 

新竹縣 

竹東鎮 

苗栗縣 

南庄鄉 

桃園縣 

新屋鄉 
山口洋 邦戛 

kuet45/ket45 kuet45/ket45 kuet5/ket5 kuet5/ket5 ket34 ket32(34)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27 屬龍華小片。 
28 從語音系統表徵觀察，應屬汀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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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方言點大多數發音人以讀 kuet 為多，但許多發音人在日常溝通時，

卻有 kuet/ket 交錯使用的情況，甚至有發音人在受訪時讀 kuet，但日常生活使用

時讀 ket 的極端情況。山口洋與邦戛今日讀音皆為 ket，但在 1897 年的《陸豐方

言》中記載的讀音卻是 kuet，且不只是「國」一字，在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方

言點，多數的見系合口字的 u 介音均已經丟失，這邊值得注意的是，見系合口介

音丟失的情況雖在原鄉的海陸方言點不得見，但在粵東部分地區卻並不少見，詳

如下圖： 

圖 30 粵東地區「國」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國」在原鄉各個海陸方言點，全數皆帶有合口介音 u，但在移民居地卻有

不帶有合口介音的讀法，筆者認為這或許有可能是因為原本合口介音便較為缺少

的新田片方言，在移民居地其合口字開口化的特性經歷了「詞彙擴散」到其他韻

攝，也連帶影響了祖籍為河田片的移民，五華與興寧地區移民的口音也可能同樣

加強了這個演變力度，才造就了今日原鄉不分河田片、新田片均有合口介音的

「國」，今日在移民居地卻往往有開口、合口二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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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sai、sɿ 與 kʰi 

圖 31 粵東地區「柿」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柿」的讀音情況在海陸客家話內部歧異度相當大，陸河縣、陸豐縣內部，

以及西婆羅洲的讀音與陸豐市、揭陽市的潮汕閩語相同，均為 sai；海豐縣的西

坑、黃羌則與梅惠片客家話、紫金客家話相同，讀 sɿ；臺灣的方言點則可以分為

兩類，桃園、新竹的方言點的讀音 kʰi 與臺灣閩南語優勢腔相同，苗栗的方言點

則與苗栗四縣腔客家話相同，讀 tsʰɿ。 

從整個地理讀音分布情形觀察，能發現海陸客家話的「柿」讀音，往往與週

邊的強勢語言相近或相同，這種情況若發生在其他語言之中，通常以「外來語」

的移植導致來做解釋，然值得注意的是，以外來語稱呼的事物，基本上是因為本

地缺少而用之，但海陸客家話的方言點，種植柿子的歷史均非常悠久，如陸河縣

的東坑，便是中國國內相當有名的柿餅產地，臺灣新竹的北埔鎮更是全臺灣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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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面積之冠，種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代遷臺時期，既然柿子是這些地區的原

產植物，為何在語言使用上卻習慣使用週邊語言的稱呼方式？ 

筆者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進行推測，「柿」的讀音或許與經濟活動有一

定相關性。柿子在海陸客家話的方言點多為經濟作物，而海陸客家話作為相對弱

勢的語言，在與其他族群進行經濟活動時，往往是配合其他族群、使用該族群語

言的一方，陸河、陸豐、普寧方言點的柿子販售對象以粵東閩語地區為多，讀音

進而與粵東閩語區同步，西婆羅洲的山口洋、邦戛則是繼承這個讀音，保留至今，

並被同樣移民至西婆羅洲的潮州族群強化詞彙穩固性；海豐西坑、黃羌則與惠東、

紫金接觸較多，是以讀音往他們靠攏；臺灣新竹縣則是與新竹市區的漳、泉商交

易，讀音自然與臺灣閩南語相類；臺灣苗栗的海陸方言點則是被四縣客家話包圍，

在大多數詞彙均被影響下，「柿」的讀音與四縣客家話相同是必然的。29 

「仔」名詞後綴（仔尾詞） 

客家方言的名詞後綴通常有「仔」尾形式與「子」尾形式兩種，一個客家話

次方言的內部可能同時擁有這兩種形式，一做指小功能，另一做名詞後綴之用，

且其指小功能所觸及的詞彙會因方言不同而有所差異。多數客家話次方言其指小

成分有消失、虛化趨向，成為單純的「名詞後綴」，或詞彙化，甚或是不再限定

與名詞組結合，進而產生不同的語法功能，而這與其涉及多樣化的音變有關。本

文受篇幅限制，暫不討論語法功能與讀音的相關性，但單單就讀音層面觀察，就

能發現海陸客家話的名詞後綴與其他片客家話相比，內部差異是更為顯著的，在

中國潮惠海陸豐原鄉，能在不同的方言點發現[tə]、[tsɿ]等形式，在清末移民居地

臺灣與婆羅洲更發展出[ə]、[ɾə]30、[e]，以及疊韻型、變調型小稱等等（賴文英 

2012）。這些形式除了有部分是方言內部的自然語音演變產生，亦有因為語言接

                                                 
29 這個結論若能有更多農產相關統計資訊佐證，將會更有說服力，然中國、婆羅洲的資料較難

取得，此部分僅能待日後親臨考察才有機會確認補充。 
30 張屏生教授 2007年的著作《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記為成音節邊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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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而借入者，以下將透過讀音的分布，來解釋海陸客家話的名詞後綴的內部差異

成因。 

讀音情形概述 

表 36 海陸客家話仔尾詞列表 

前字韻尾 

方言點 
陰聲韻 -m -n -ŋ -p -t -k 分片 

陸河河田 tsɿ/ tə tsɿ/ tə tsɿ/ tə tsɿ/ tə tsɿ/ tə tsɿ/ tə tsɿ/ tə 河田片 

陸河新田 tə/ lə tə/ lə tə/ lə tə/ lə tə/ lə tə/ lə tə/ lə 新田片 

陸河螺溪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河田片 

陸豐八萬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新田片 

陸豐西南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新田片 

普寧梅林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tə 新田片 

揭西上砂 lə lə lə lə lə lə lə 河田片 

新竹竹東 ɾə/ə mə nə ŋə bə də/lə gə 竹東型 

新竹芎林 ɾə/ʒə/ə mə nə ŋə bə də/lə gə 竹東型 

桃園新屋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bə 

疊韻/變調

/də/lə 

疊韻/變調

/gə 
新屋型 

新竹湖口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疊韻/變調

/bə 

疊韻/變調

/də/lə 

疊韻/變調

/gə 
新屋型 

苗栗南庄 e me ne ŋe be de/le ge 南庄型 

印尼山口洋 tsi tsi tsi tsi tsi tsi tsi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表格中可以觀察到，各個海陸客家話的名詞後綴主要可以分成三個大類，

一類是以河田為代表的「子」[tsɿ]類型；一類是以新田、梅林為代表的[tə]類型（包

含臺灣海陸的[ə]）；最後一類則是以新屋為代表的複合類型。莊初升教授（2018）

在〈客家方言名詞後綴“子”“崽”的類型及其演變〉一文認為海陸客家話的[tsɿ]

與[tə]本字均為「子」，並且可以推導出從[tsɿ]至[ə]的演變鏈，引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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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tsɿ*tsətələə 

筆者基本上認同此觀點，但在構擬過程中，若能將南庄型、新屋型，以及西

婆羅洲的小稱一併探討。南庄型的海陸客家話名詞後綴[e]很明顯與臺灣四縣客

家話相同，可視為語言接觸下的變體，但不同地域的南庄型海陸客家話明顯有落

差，在少數詞彙的小稱不同程度的展現不同語言接觸的層次，新屋型的海陸客家

話名詞後綴相對複雜許多，同時有疊韻型、變調型、[e]型、[ə]型，且方言內部分

布參差，是多種客家話次方言疊置而成的結果；印尼西加的名詞後綴僅在少部分

地區使用，多數地區已無小稱。筆者認為若把這些地區週邊方言的名詞後綴都透

過語言分布圖呈現，從語言接觸、地緣關係的角度切入，或許可以找出海陸客家

話的名詞後綴如此多樣化的原因。 

讀音地理分布與分析 

潮惠原鄉 

圖 32 粵東地區「仔（後綴）」讀音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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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粵東的分布圖觀察，客方言梅惠小片的名詞後綴主要以 e為主，興寧、

五華的名詞詞綴則帶有-i 尾，閩客交界區的海陸客家話、豐順、大埔、饒平則有

ə 尾與 ɿ 尾兩種。閩客交界區的名詞詞綴類型明顯豐富許多，且從讀音觀察，也

難以發現受到閩方言影響的痕跡，且相距甚遠的海陸豐與大埔，竟不約而同的擁

有類似的 ə 尾詞綴，與海陸豐地區同樣有一定距離的饒平與豐順，也擁有與陸河

河田相同的 ɿ 尾綴，若依循前文莊初生教授所提出的演變鏈邏輯，陸河河田、豐

順湯南、饒平上饒的 tsɿ 尾是層次最早的，陸豐西南、普寧船埔帶有 t-聲母的 ə 尾

詞綴則是從 tsɿ 尾演變而來，與名詞後綴不帶聲母的梅州客家話相比，層次仍然

相對較早。這種方言核心地區（梅州）並未保留存古語徵、方言邊境（海陸豐）

卻保留的情況，在漢語方言中雖不算少見，卻仍顯得珍貴，古人云：「禮失求諸

野。」，或許在語言學也適用，可略為修改為「語失求諸野」。 

臺灣 

圖 33 臺灣海陸客家話「仔（後綴）」讀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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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海陸客家話分布區雖然已遠離原鄉近 600 公里，兩三百年的時間的隔

離更是不可忽視，但部分方言點仍是值得「求諸野」的，如前表所列，屬於竹東

型的竹東、芎林海陸客家話名詞詞綴，若是接在陰聲韻字之後，往往帶有 ɾ 顫音

聲母，如「遮仔雨傘」[tʃa53 ɾe55]、「妹仔女兒」[moi21 ɾe55]，筆者認為這應是原鄉海陸

客家話的遺留，是繼承自螺溪、普寧、陸豐等地區的口音，然已較原鄉的 tə 弱

化；新屋型的新屋、湖口、觀音的名詞詞綴在陰聲韻、鼻音韻之後更是已趨消失，

僅以疊韻的形式標示其詞意功能，但在入聲韻反而保留在韻尾延展的過程之中；

南庄型的龍潭、南庄的名詞詞綴受到四縣腔客家話的強勢影響，多已與四縣趨同，

讀 e，然龍潭大平與南庄東村部分的發音人，同樣在入聲韻之後的韻尾延展有保

留 ə 的結構。 

這幾個方言點的讀音情況，揭示了臺灣海陸客家話名詞詞綴的演變過程，如

下表所示： 

表 37 臺灣海陸客家話「仔」讀音演變階段表 

演變階段 

前字韻尾 

原鄉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新田片 竹東型 南庄型 新屋型 

陰聲韻 tə ɾə e 疊韻 

鼻音韻 tə ə e 疊韻 

入聲韻 tə ə e/ə 疊韻/ə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西婆羅洲 

西婆羅洲的方言點少有名詞詞綴的分布，但在部分固有詞或常用稱呼仍一定

程度保留，但讀音已與潮惠原鄉有所差異，以下列舉幾個今日在西婆羅洲方言點

仍保有名詞詞綴的詞彙，與原鄉做比較：（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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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潮惠原鄉與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名詞詞綴「仔」比較 

詞彙 

方言點 
妹仔女兒 倈仔兒子 細人仔小孩 

陸河縣河田鎮 moi21 tsɿ35 lai21 tsɿ35 se21 ŋin35 tsɿ35 

山口洋 moi31 tsi55 lai31 tsi55 se31 ŋin55 tsi55 

邦戛 moi31 tsi35 lai31 tsi35 se31 ŋin35 tsi3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表中能看出，西婆羅洲的方言點的名詞詞綴讀音與河田鎮有一定程度的繼

承關係，只是在西婆羅洲，海陸客家話的支思韻在粵方言、南島語的影響下，往

往系統化地從舌尖元音 ɿ 平舌化為 i，詳細的演變機制可見於本節第一點，此處

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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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聲調系統內部差異層次分析與比較 

「聲調」是漢語方言的重要特色，也是與其他語系區別的重要標準，但在二

十世紀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學界，華人學術圈的前輩所進行的漢語方言聲調研究，

多半僅停留在「調類」層面，少有學者就聲調的實際「調值」進行探討，往往僅

做單純的聽音記錄，未多加著墨。然在東洋日本，早有多位學者針對漢語的「古

調值」、「祖調值」做出了多種構擬，如橋本萬太郎（1991）對古漢語調值的擬測；

平山久雄運用內、外部構擬的方式所構擬的閩南語祖調值（1996）、上古漢語調

值（1986）、官話祖調值（2005）、桃源客家話古調值等等（1972），直到二十世

紀與二十一世紀初，華人學術圈才開始有更多學者投入漢語聲調調值的研究，如

朱曉農教授（2017）透過自身深厚的語音學基礎，提出了與平山久雄教授環流說

類似的「聲調鏈移線」模型，解釋了粵東閩語複雜的聲調格局。 

筆者試圖依循這些前輩的腳步，將調值研究的理論，運用於海陸客家話，並

搭配地理資訊系統的作圖繪製，來解釋今日海陸客家話的聲調差異；使用初步的

構擬手法，擬測今日粵東客家話多樣化的聲調格局的可能由來。以下將先簡述筆

者在芎林王爺坑所調查到的特殊聲調格局，並探究西婆羅洲客家話文獻《陸豐方

言》的聲調調值構擬的可能性，最後再運用平山久雄教授的「環流說」進行調值

演變的詳細分析與擬測。 

第一節 芎林王爺坑的特殊聲調格局概說 

筆者於 2016 至 2019 年多次前往芎林王爺坑進行語音調查，受訪對象為筆者

母親娘家彭姓家族，祖籍陸豐五雲，即今揭西縣五雲鎮。受訪者年齡層橫跨 17

至 92 歲，採得四代的語音紀錄，從聲韻母角度觀察，能看出其家族內越年輕者，

聲韻系統受到臺灣優勢華語（學界又有「臺北華語」之稱）的影響越深，越年老

者則聲韻母越存古。但有趣的是，筆者透過自身耳聽分析發現各年齡層的聲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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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均相當一致，且與過去學者採用耳聽分析、直覺式的方式所獲得之語料有所差

異，但亦有部分相似之處，詳見下段。 

基本調值（本調） 

表 39 臺灣海陸客家話聲調紀錄列表 

調類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資料來源 

桃園楊梅（1957） 53 45 13 歸陰平 21 22 55 32 楊時逢 1957 

新竹 1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5 2 羅肇錦 1990 

新竹 2 42 55 24 歸陰平 21 33 4 2 范文芳 1996 

新竹 3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 2 教育部 2008 

新竹芎林王爺坑 53 5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新竹峨嵋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45 32 橋本萬太郎 1959 

苗栗南庄、後龍 1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5 32 黃菊芳 2013 

苗栗南庄 2 53 55 24 歸陰平 11 11(33) 5 32 羅程詠 2017 

汕尾陸河螺溪 53 35 13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汕尾陸豐西南 53 4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資料來源：筆者蒐集繪製。 

上表可知，諸位學者所描繪的聲調，其主要差距呈現在陰去與入聲。陰去調

差異明顯，其中楊時逢教授（1957）31、羅肇錦教授（1990）描繪為降調，范文

芳教授與教育部則為低平調，筆者在將語料輸入至 Praat 語音學軟體進行分析、

系統化後，所獲得之數據的與楊教授、羅教授的結論相同（詳見下圖）。從 Praat

分析中可見，在「四」、「曬」兩個陰去字，其發音明顯為降調，在與耳聽分析相

互對照後，可定調值為 21。 

 

                                                 
31 楊教授雖在調值表定為 31，但在說明欄位另外提及這是為符號簡單化而為之，實際音值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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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芎林王爺坑彭氏：「三嫂曬穀無盡力」Praat 波形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陰入與陽入的調值與過去學者差異最為明顯，過去學者往往認定臺灣海陸客

家話的入聲為陰高陽低格局，高低分明，然筆者所調查到的入聲卻均為高調，陰

入為高短升調，陽入為高短降調，雖同為高調，仍能明顯區別，從下頁數字的「一」、

「六」、「七」、「八」，可見陰入調是有高短聲調、高短平調兩種形式，高短平調

主要是在語流下才會產生，若讀單字調仍有明顯上揚，故定調值為 45；此外從

「十」、「力」兩字可以發現，在單字調形式下，其發音起點是非常高的，且有明

顯下降的動程。 

圖 35 記錄芎林王爺坑彭氏：「一到十」Praat 波形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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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陰入高、陽入亦高的聲調格局過去在臺灣未曾被記錄，但陽入調的下降

性質其實已有許多學者證實過，且此聲調格局亦與今日原鄉陸河縣海陸客家話的

聲調相似，筆者認為這種聲調格局極有可能是繼承自原鄉，且牽涉到聲調演變的

鏈移理論，詳見第三節的詳細分析。 

替換調值（變調） 

替換調值是指單字聲調在語流中，與前字或後字組合，而變讀為異於本調之

調值，亦可稱之為變調調值。而筆者所調查到芎林王爺坑的海陸客家話，雖其大

部分的變調情形與目前學界先進所記錄的相近，上聲在變調後變為與陽去調相同

的調值 33，陰入調會在變調後變為較低的短促中降調32，但陽入調在筆者的觀察

中也有一些特殊的變調格局呈現。 

圖 36 芎林王爺坑彭氏：陰入變調「新竹、竹東」Praat 波形圖3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32 過去文獻常有描述「陰入後接任何字會變調為陽入調」，筆者以為此說法不甚週延。變調是

調值的變化，而非調類的變化，應以調型、調值來描繪變調較為客觀確實，且在筆者的調查

發現，陰入變調後的調值明顯與陽入調的本字調不同，建議不可同日而語。 
33 單從頻率高低來看，發音人的「竹」起點與「新」相距不遠，但因為定調值應該是在相同的

語流下進行，重視的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故不可並為一談。在「竹東」一詞的頻率高低

比較可以看出，「竹」的音高起點是明顯低於「東」的起點，故定變調調值為中降短調 32是

相對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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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芎林王爺坑彭氏：陽入變調 Praat 波形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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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文獻記載中，並未有陽入變調的先例，但根據筆者的實地調查與聲

學分析，從芎林王爺坑彭屋、陳屋 80 歲以上年長者獲得之語料能發現，當地的

海陸客家話其陽入調確實在單字調與變調所展現的音高不盡相同，筆者選擇「吃

豬肉」「吃魚」「喝喜酒」「吃蘿蔔」「吃麵」「吃肉」「吃下去」（客家話：

食豬肉、食魚仔、食酒、食菜頭、食麵、食肉、食落去）等詞彙組合進行比較，

透過耳聽分析與 Praat 語音軟體輔助，可以統整出陽入前字變調的完整模式。 

從上頁的 Praat 波形圖可見，陽入調的單字調為高短降 54，但在後接陰平、

陽平、陰入、陽入等高調時，會變調後為低短降 32，在後接上聲、陰陽去等中低

調則會保留本調。筆者認為此變調的由來可能有兩種來源，一種為變調即本調，

這種低短降的 32 調是早期形式，但在聲調演變過程中逐漸高化，卻於語流中仍

保有原本特色，此論點能從其他地區與過去學者的紀錄中獲得證實；另一種來源

可能單純是聲調的異化音變（dissimilation），因為在發音上的預期心理，使得原

本讀為高短調的陽入調在後接同樣為高調的調類時，因為省力、辨義等因素而讀

為中短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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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陸豐方言》聲調構擬──文獻學的應用 

東南亞的客家學在近十年來如火如荼的展開，是以許多早期的客家方言調查

文獻在這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 1897 年由商克（Simon Hartwich Schaank）

所著的研究報告《陸豐方言》（Het Loeh-Foeng-Dialect，以下簡稱《陸豐》）更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獻，學界先進們研究西婆羅洲地區的客家話調查時，均

會將之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但過去的學者往往只專注在《陸豐》所記載的聲母、

韻母、詞彙、語法等層面，而聲調的討論也僅僅止於調類的歸併情形，少針對調

類討論。 

當時聲調之實際音值的討論之所以相對缺少，有很大的原因在於《陸豐》一

書的聲調紀錄，係沿襲自 19 世紀歐洲漢學家慣用的「元音上標符號」，這種聲調

紀錄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 15、16 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此標示方式雖然能夠使

當時歐洲的學者在聲調的高低升降方面一目瞭然，但這種標示方式卻缺少了統一

性與精確度，不同國籍的漢學者、傳教士在運用於漢語方言記音時各有各自學派

的習慣運用，所以要從中考究當時所紀錄之方言的實際音值是有一定難度。 

筆者試圖從《陸豐》的作者商克與其他 19 世紀同樣在婆羅洲的歐洲漢學家

著作、20 世紀中國東南地區教會的語言文獻紀錄、與現在臺灣通用的閩南語羅

馬字（包含教會羅馬字跟教育部臺羅）等等作為文獻參考，從中找出擬測《陸豐》

所描述的聲調系統實際音值。 

運用「元音上標符號」標示漢語聲調的歷史 

西方學者第一次使用「元音上標符號」來描寫漢語聲調的文獻紀錄，最早可

以追溯至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實際歷史甚至可能更早，且因郭氏自身有

深厚的音樂底蘊，他也運用樂譜的音階來解釋漢語的聲調高低，這種方式後來被

當時梵蒂岡的許多傳教士沿用，如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與利瑪竇（Mat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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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ci）合編的《葡漢辭典》（1586）、利瑪竇與郭居靜合編的《西文拼音漢語字典》

（1598），金尼閣（Nicolas Trigault）《西儒耳目資》（1626）等等，這些早期的記

音材料的描寫方式也被後來的漢學家廣為使用，直到國際音標的出現、趙元任提

出了五度標音制之後，漢語方言的記錄才不再以「元音上標符號」來標示聲調。

34 

19 世紀被荷蘭殖民的婆羅洲地區已有許多華人分布，其中在西婆羅洲是華

人最集中的地區。在殖民過程中，這些西方漢學家也記錄下了很多當地華人 語

言使用的資料，如麥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的《福建方言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簡稱《福建》）、施萊格（Gustare Schlegel）的《荷華文語

類參》（荷語：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l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漳州話：Hô Hoâ Bûn Gí Luī Ts'am，

1882-1892，下簡稱《荷華》）、商克所記錄的《陸豐方言》等。麥都思紀錄的是 19

世紀初馬來半島、婆羅洲一帶的「福建話」，施萊格所記錄的是 19 世紀末西婆羅

洲地區的「漳州話」，兩者所使用的標音系統相當接近，筆者在此將同樣在 19 世

紀成書的《廈英大辭典》與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一同列舉： 

表 40 十九世紀閩南語字典聲調標音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蒐集繪製。 

                                                 
34 但在台灣教育部、中國、東南亞民間的教會與地方仕紳仍有使用類似的標音系統，並稱為

「白話字」。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福建》 調號 a â á à ā a à 

《荷華》 調號 a â á à ā a á 

《廈英》 調號 a â á à ā a a̍ 

臺羅 調號 a  â á à ā ah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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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豐方言》聲調擬測 

根據 19 世紀的閩南語記音文獻與珍貴的清末、臺灣日治時期的閩南語錄音

紀錄35，能發現閩南話優勢腔的聲調演變是極為緩慢，甚至是少有變化的，百年

前的語音與現在差異甚小，是以筆者在此假設《荷華文語類參》所記錄的漳州話

可能的調值應該與今日廈門音、漳州音、臺北音相類： 

表 41 《荷華文語類參》調值擬測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號 a â á à ā a á 

調值 *44 *13 *53 *21 *33 *4 *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商克在《陸豐》書中提到，他所使用的聲調標示方式是依據麥都思《福建方

言辭典》與施萊格的《荷華文語類參》文作為主要參考（1897：19），相同或相

似音高的聲調使用相同的上標符號，也就是說在調號的選擇並非以調類為基準，

而是以實際的聲調高低升降音值為原則來記錄，這有助於筆者提升調值交叉比對

時的準確性。根據上表，舒聲韻的部分，可以把沒有上標符號的調值視為 44、有

「^」符號者代表 13、「ˊ」代表 53、「ˋ」代表 21、在元音上的「-」代表 33，

促聲韻的部分，沒有上標符號者視為低入 4、有上標符號者視為高入 2。若依照

此原則將調值再次填入《陸豐方言》的調類中，可以得到以下的表格： 

表 42 《陸豐方言》調值擬測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號 á a â à ā á a 

調值 *53 *44 *13 *21 *33 *2 *4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35 Taiwanese marketplace—outtakes (https://mirc.sc.edu/islandora/object/usc:2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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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此方式構擬出來的調值畢竟是以對應的方式來取得，不一定準確，但

至少在每個聲調的實際調勢有一定的真實性在，且若將此擬測結果與今日西婆

羅洲地區的海陸客話進行比較，也能看到高度的一致性，以下列舉比較： 

表 43 《陸豐方言》與現代山口洋聲調比較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號 á a â à ā á a 

《陸豐方言》 *53 *44 *13 *21 *33 *2 *4 

西加山口洋 53 55 24 31 (24) 34 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扣除入聲韻與陽去，能發現兩者在舒聲調的一致性很高，陽去調與入聲韻的

情況筆者認為是內部的方言差，現在的海陸客家話方言點中，若是與揭西相鄰者，

往往也有部分濁去歸上的現象，且在山口洋地區，這種濁去歸上的現象亦有可能

是與來自揭西河婆的移民接觸而來的。入聲韻方面，若從今日各地海陸客家話的

聲調比較可以發現入聲的音值一致性是最低的，在潮惠原鄉便有陰低陽高（海豐）、

陰陽皆高（陸河）、陰高陽低（普寧）三種情形分布，方言差可能在遷移過程中

一同移植到移民居地，是以筆者認為此構擬結果仍可作為歷時比較的參考，此擬

測結果也將納入第三章的聲調比較之中。 

第三節 聲調的源變 

綜上兩節的兩個移民居地的特殊聲調格局分析後，能發現海陸客家話內部次

方言之聲調格局大同小異，「大同」的部分在於多為七調形式；「小異」在於部

分調類的調值的調型升降與變調有所差異，然「小異」部分卻極有可能揭露粵東

客家方言演變的一些趨勢，以下以筆者從文獻與調查中所記錄到的海陸客家話次

方言的聲調為例，列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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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海陸客家話聲調列表 

調類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參考文獻 

汕尾海豐平東 53 24 23 歸陰平 21 33 3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西坑 53 35 324 歸陰平 31 33 2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黃羌 1 53 24 214 歸陰平 21 33 34 5 張為閔 2008 

汕尾海豐黃羌 2 53 45 213 歸陰平 31 22 45 54 潘家懿 2012 

汕尾陸河 1 53 45 213 歸陰平 31 22 324 54 潘家懿 2000 

汕尾陸河 2 53 35(55) 13 歸陰平 31(11) 33 45 54 蘇媺祺 2010 

汕尾陸河 3 53 35 24 歸陰平 21 33 5 2 彭盛星 2018 

汕尾陸河 4 53 35 23 歸陰平 31 33 35 53 嚴修鴻 2004 

汕尾陸河 5 53 35 213 歸陰平 31 22 24 5 遠藤雅裕 2019 

汕尾陸河螺溪 53 35 13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汕尾陸豐西南 53 4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汕尾陸豐南塘 53 55 35 歸陰平 21 22 55 11 潘家懿 1999 

西加三發（1897） *53 *44 *13 歸陰平 *21 *33 *2 *4 筆者構擬 2019 

西加山口洋 1 53 55 11 歸陰平 31 22 32 55 劉鎮發 2000 

西加山口洋 2 53 55 24 歸陰平 31 (24) 34 5 黃惠珍 2008 

西加邦戛 53 35 21(24) 歸陰平 31 21 32(34) 54 筆者調查 2019 

苗栗南庄 1、後龍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5 32 黃菊芳 2013 

苗栗南庄 2 53 55 24 歸陰平 11 11(33) 5 32 羅程詠 2017 

桃園楊梅（1957） 53 45 13 歸陰平 31 22 55 32 楊時逢 1957 

揭陽揭西上砂 55 214 24 歸陰平 52(11) 33 34 54 鄧盛有 2014 

揭陽普寧梅林 42 35 24 歸陰平 21 213 24 2 劉秀雪 2012 

揭陽普寧船埔 42 35 24 歸陰平 31 22 5 2 温東芳 2014 

新竹 1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5 2 羅肇錦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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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類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參考文獻 

新竹 2 42 55 24 歸陰平 21 33 4 2 范文芳 1996 

新竹 3 53 55 24 歸陰平 11 33 5 2 教育部 2008 

新竹芎林 53 55 24 歸陰平 21 33 45 54 筆者調查 2019 

新竹峨嵋 53 55 13 歸陰平 31 22 45 32 橋本萬太郎 1959 

資料來源：筆者蒐集繪製。 

筆者在部分的方言點羅列出一組以上的聲調記錄，大部分是不同學者針對

同一方言點的調查成果，其中也不乏筆者的親身田野紀錄。之所以廣納各家文

獻，主要有一大考量，筆者認為不同學者所記載的差異，不一定只是對相同音

值的不同解釋，這些差異實際上也是極有可能展現出了調值的歷時演變，或者

是展現出單一方言點內部的新老派方言差，而這些方言差，很有可能早在清末

移民巔峰時期之前便已經存在，對於歷時調值演變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各方言點聲調略述 

在進行分析前，筆者先針對專有名詞進行定義。筆者在聲調描述的行文，大

多採用平山久雄教授在其聲調構擬的文獻中所慣用的術語為準，以下表格呈現各

個術語之定義： 

基本調值 即過去學界慣用的「本調」，為單字調變調前的調值。  

替換調值 為單字調在詞組或語句中變調後的「調值」。 

變調 

過去學界所稱的「變調」可以指單字調在詞組或語句中

聲調產生變異的「現象」，也能稱呼變異後的「調值」，

本處為求定義清楚，「變調」一詞一律專指聲調產生變異

的這個「現象」。 

古調值 是從一個方言各調類的替換調值中推導出來的調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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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言過去「可能」的調值。 

祖調值 
從多個近源方言的古調值中推導出的調值，是這些近源

方言的「祖語」可能的調值。 

筆者先就各方言點聲調的「基本調值」（本調）概況進行論述。從上表能發

現，所有方言點的陰平、陽去兩個調類一致性最高，幾乎均為高降 53 與中平調

33；陽平調則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高平調形式 55，如新竹、山口洋、南塘等地，

另一為高升調形式 35、45，在潮惠原鄉的方言點幾乎均屬此類；陰上可分為三種

形式，一為中升調 24，一為低升調 13，一為低曲折調 213；陰去主要分為兩種形

式，一為低降調 21、31，一為低平調 11，其中低平調僅有臺灣有紀錄。 

入聲調的方言差最為明顯。陰入調在各方言點呈現相當程度的差異，潮惠原

鄉有中升調 24、高升調 35、45、或是純短高調 5 三種類型；臺灣則主要可以分

為兩類，一為目前學界主流認同的純短高調 5，另一個則是筆者親自在竹東、芎

林一帶所調查到的高升調 45，此結果正好與橋本萬太郎教授於 1959 年在新竹峨

嵋調查的結果一致，而在婆羅洲西部，則有中升調 34 或中降調 32 兩類；陽入調

的調值在各方言點同樣是多樣化呈現，潮惠原鄉有純短高調 5、短高降調 54、以

及低短調 2；臺灣則以中降調 32 為主，筆者在芎林、竹東亦記錄到部分家族或

80 歲以上發音人也有高降調 54 的情形，而過去西加的陽入調學者往往記為純短

高調 5，筆者透過 Praat 分析也記錄有高降調 54。 

調值差異的演變過程 

根據族譜資料顯示，臺灣、婆羅洲的海陸客家人祖籍地均以清代吉康都與其

週邊地區為主，但是在經過百年的分離後，聲調調值為何會展現出如此差異？透

過平山久雄教授「聲調環流說」與語言接觸觀點，或許能從中找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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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調的底層 

臺灣海陸客家話的陰平調在多數學者的紀錄中，均記為 53，少數記為 42 者，

基本上可以單純視為對相同音值的不同解釋，且在調型與聽感上的差異並不明顯，

筆者認為可以將這種一致性直接視為從原鄉原原本本移植而來。但另有部分方言

點如螺溪、邦戛、以及橋本萬太郎於 1959 年所記的新竹峨嵋、楊時逢 1957 年所

記之桃園楊梅，這些方言點的陰平基本調值雖為 53，但替換調值卻是 55（此處

我們稱之為替換調值 A）；另陸豐西南、八萬、惠來葵潭等地，陰平本調同為 53，

然變調後為 33（此處我們稱之為替換調值 B），這兩種變調形式都是今日的臺灣

少見的36，變調情形雖非出現在所有調類組合，但其普遍情況使筆者認為不可視

而不見。 

若從聲調環流說「替換調值更接近古調值」的觀點出發，或許海陸客家話的

陰平調曾經歷過由*55 變為 53 的過程。而這從聲學角度解釋也十分合理，聲帶

在 55 調時會維持高頻率的緊喉狀態，但在單字音末位聲帶弛緩的瞬間，末位會

自然的頻率下降，這種下降導致了調值本值的改變，而成為降調，從而進入「環

流」的鏈變過程。而替換調值 B 則有可能是替換調值 A 的一種變體，因 55+53

詞組內的調值均維持在高頻率，為了減緩聲帶緊迫，而將前字頻率稍降，變為

33+53，以求發音省力，詳細演變如下。 

表 45 海陸客家話陰平調變調範例 

陰平（替換調值）+陰平（基本調值） 

古調值 替換調值 A 替換調值 B 

*55+*55 > 55+53 > 33+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36 就筆者調查，目前這種變調類型在臺灣僅出現在「差毋多」tsa53-33 m55 to53這個詞組的「差」

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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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變調情況同樣見於揭西河婆客語，其陰平調在語流中讀為 44 或 55，

但在讀單字調實則讀 554，部分發音人甚至讀為降勢更為明顯的 53，可以做為海

陸客家話此變調類型的一種旁證。 

婆羅洲西加地區的海陸客的祖源也可以解釋陰平調的聲調演變過程，西加省

的海陸客與臺灣海陸客的祖源有一部份小差距。西加使用海陸客家話的客家人，

其來源雖同樣以清代吉康都所轄區域為主，但其中亦有許多祖籍梅縣、河婆的客

家人，今日慣用的客家話卻是海陸客家話。筆者認為，今日西加的陰平調替換調

值會是高平調，應也有一定可能性與梅縣、河婆來源的移民有關，今日梅縣的陰

平調為 44，揭西河婆的陰平調為 44，正好與今日當地海陸客的替換調值相似或

相同，是以筆者認為，梅縣、河婆的陰平調是以替換調值的底層形式遺留在口語

中。 

陰平調與陰去調推鏈演變 

在各方言點中，陰平調的替換調值為 55 或 33 者，其陰去往往為降勢相對明

顯的中降調 31，而缺乏陰平變調者，其陰去往往為降勢不明顯、甚或是無降調形

式的 21 與 11，從環流說的觀點出發，筆者認為海陸客家話的陰平調古調值在從

*55 變為 53 時，其降調性質壓縮到了同樣為為降調的陰去，促使陰去開始低化

為 31、21，最後受到字尾末節的逆同化變為 11，形成一個調值的推鏈過程。但

若要解釋陰去調的低化，勢必代表陰去曾經歷過調域相對更高的階段，筆者在此

構擬為*53，便可符合「環流」理論。以下表列： 

表 46 海陸客家話陰平調與陰去調歷史層次三階段 

層次 代表方言點 陰平調 陰去調 

第一層次 

筆者構擬 *55 *53 

筆者構擬 *54 *42 

第二層次 新竹峨嵋（1959） 5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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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豐西南、新竹芎林 53 21 

第三層次 苗栗南庄 53 11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而揭西上砂從基本調值來看，正好符合筆者所構擬的第一層次，但這是否表

示上砂保留了海陸客家話聲調的早期形式，筆者相對持保留態度，因上砂鎮地處

揭西五華交界，這很有可能是當地通用五華、海陸兩種客語調值所產生的「返祖」

現象。且根據上砂客家話的變調情形分析，陰平調的替換調值為 53，陰去調則是

有 53 與 11 兩讀，可見海陸型的調值反而以底層形式存在，表示上砂客家話的聲

調系統可能是經歷過上表的演變後，又再次與五華客家話接觸而成，呈現兩種類

型的調值在系統中的競爭狀態。 

陽平調與上聲調拉鏈演變：  

陽平調在各個方言點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為高平調形式，如現代的新竹、

山口洋等地，另一為高升調形式，在潮惠原鄉的方言點幾乎均屬此類，早期所記

錄的楊梅、新竹也屬此類。根據「聲調環流說」，高升調 35、45 的起點受到單

字調末位的高調影響，發音的預期心理產生了單字調的「逆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較低的音頻被後位同化而抬升。這可以解釋今日陽平調為何會有

高升調與高平調兩種形式，且楊時逢 1953 年在楊梅所記陽平調亦為有明顯上升

勢的 45，筆者在今日楊梅所記之陽平卻為明顯的 55，證明了這種由高升轉為高

平調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歷時演變。 

海豐黃羌 陸河螺溪 陸豐西南 新竹芎林 

24> 35> 45> 55 

從移民史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讀為高平調 55 的方言點，基本上都是清末

以後的移民居地，而在潮惠原鄉的方言點，則仍然讀為上升勢明顯、音頻較高的

高升調 45 或 35，筆者認為這和移民的語言接觸有關。當兩種語言發生了語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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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兩兩之間往往會發生內部語言系統的借用、同化或涵化（Weinreich, Uriel. 

1968），如臺灣客家話往往借用了大量的閩南語詞彙；粵東客家話吸收了許多粵

方言的語法特色與詞彙；中古英語借用了許多法文詞彙等等，但語言接觸亦有可

能「加速」語言內部自然的語音演變，而海陸客家話的陽平調在原鄉與移民居地

之差異，便可作為這種情況的佐證。 

正如前述，高升調 45 或 35 受到逆同化作用，依照環流說理論的推擬會成為

高平調 55，這部分是屬於自然音變的解釋，而加速這個音變、導致原鄉與移民居

地產生共時差異的原因，應是來自當地強勢方言接觸的影響，陸豐南塘地區的「福

佬客」所使用的語言可茲為證。37南塘鎮的海陸客是乾隆、嘉慶、國共內戰後三

個時間點依序由普寧大坪遷移至陸豐南塘，乾隆年間的移民今日語言已被完全替

代，使用粵東陸海小片的偏漳腔閩南語；嘉慶年間的移民使用的語言則是被大量

福佬化，如唇齒音聲母消失，併入雙唇音或喉音、入聲-k 韻尾變化為喉塞清音，

而聲調也與原鄉的高升調 35 或 45 不同，讀為純高平調 55，上聲調也與原鄉的

低升 13、中 24 不同，而是讀為高升 35；而國共內戰後遷移者今日所操方言仍與

原鄉一致。同樣與閩南語接觸頻繁的臺灣海陸客家話，陽平調也是很明確的高平

調 55。 

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或許還能再歸納出一個規律：單一地區內，不同方言其調

值相近者會逐漸趨同，而這與多語者的出現有著絕對關係。如現在臺灣年輕一輩

使用母語時，往往會將強勢語言華語的聲調特色帶入，進而出現不夠「道地」的

口音。如年輕海陸客家人無法分辨陰去 11 與陽去 33，出現陽去 33 誤讀為陽平

55 或陰去 11 的情況；年輕一輩四縣客家人陰上 31 讀如華語去聲高降調 51；當

然互相滲透的情形也有發生，如臺灣的華語也受到閩南語的影響，陰平調與北京

                                                 
37 詳見潘家懿 1999於《方言》雜誌第三期刊載的〈廣東南塘客家話的歷史演變〉。另該篇文章

的「福佬客」與台灣慣用釋義不同，潘教授此處指的是語言已經漸漸被福佬化，但大部分語

音層面仍保有客家話語音特色的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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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相比，更接近閩南語的 44（Fon, J. and Chiang, W. Y. 1999），這些都與筆者的

論點相符。而潮惠原鄉其陽平調的演變啟動，除了可以從單字調的逆同化作用觀

點檢視之外，也能考慮到粵東閩語陸海小片，也就是海陸豐閩語對海陸客家話的

影響，以下表列比較： 

表 47 海陸豐閩客語陽平調比較 

 客語 閩語 

方言點 
陸豐縣 

西南鎮 

陸豐縣 

南塘鎮 

海豐縣 

黃羌鎮 

海豐縣 

海城鎮 

陸豐縣 

內湖鎮 

陽平調調值 45 55 24 55 3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海陸豐閩語的調值表現，能看出潮惠原鄉的海陸客家話的陽平調應是同時

受到了海陸豐閩語的影響下趨同，再加上聲調內部「逆同化」的作用而逐漸高化，

從低升調型式最終轉變為高平型式。 

陽平調的演變同時也與上聲調息息相關，因為在許多方言點，兩者同時都是

升調，但調域高低不同，調域高的一方高化時，依空格理論所述，往往會帶動另

一方的高化，而經歷了以下的拉鏈式音變： 

陽平 24> 35> 45> 55 

上聲 213> 13> 24> 35 

從陽平調由 24 高化為 55 的音變過程中能看到，升調漸漸出現了空格，原本

為曲折調的上聲順勢也變為低升、高化為中升，甚至是高升調來補足升調空格。

且從下表中也能看到，若上聲為曲折調的方言點，其陽平調必定為升調；若其上

聲為升調者，其陽平調均以 45、55 為多，陽平調與陰上調的歷史層次便呼之欲

出：（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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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海陸客家話陽平調與陰上調的歷史層次三階段 

層次 代表方言點 陽平調 陰上調 

第一層次 海豐黃羌 24 213 

 陸河螺溪 35 13 

第二層次 A 桃園楊梅（1957） 45 13 

第二層次 B 普寧船埔 35 24 

 陸豐西南 45 24 

第三層次 臺灣新竹 55 24 

 陸豐南塘 55 3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陽去調的來源 

海陸客家話與其他客方言最顯著的差異，在於獨立成調的陽去調。對於陽去

調的來源，過去學界提出過多種論述，O' Connor（1976）認為楊梅海陸的陽去調

是直接繼承自原始客家話，是存古的表現，多數普林斯頓學派的學者也認同此說

法（如 Jerry Norman、South Coblin），他們從龍華客家話、汀州客家話陰陽去分

立，各自與陰上調合併的情況，以及海陸客家話獨立的陽去調，認定客家話早期

應該是陰上、陰去、陽去分立的，與客家方言相近的粵北土話、東江本地話也有

許多方言點的陽去調單獨成調，這也成為普林斯頓學派在進行原始客語構擬時，

將陽去調獨立出來的依據。 

近年來開始有部分學者對這種「存古說」提出質疑，並試圖提出不同的解釋，

海陸客家話分布在多種漢語方言接觸區域，陽去調是存古，抑或是語言接觸後的

創新演變，有必要重新審視。吳中杰教授在針對臺灣屏東地區的河婆客移民進行

詳盡的語音比較時，也提出了臺灣海陸客家話聲調格局與原鄉方言分布的關係，

從地理分布觀察，原鄉的海陸客家話被北部的龍華片客家話、東部的潮汕方言、

南部的粵漳腔閩語、西部的梅惠片客家話包圍，龍華片客家話陰上陽去合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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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片客家話陰陽去合流，吳教授假設了海陸客家話原先是屬於龍華片客語一類，

陰上與陽去相混，今日海陸客家話單獨的陽去調，是在這種與陰上合流、與陰去

合流兩種類型的語言接觸下，相互競爭、拉扯而漸漸分立出來，這種情況在客方

言中不算異數，如桃園中壢劉氏的饒平腔客家話，部分原本屬於「陰上去」調類

的古陰去字，亦在週邊強勢的四縣客家話影響下析出，轉與陽去調合流。 

筆者從移民史的角度與平山久雄教授的聲調環流說進行分析，認為「接觸分

立說」與實際語言演變情況較為符合，但筆者認為南部的粵漳腔閩語在語言演變

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亞於龍華片客家話以及梅惠片客家話，甚至是更為顯

著。 

圖 38 臺灣苗栗大南埔羅氏遷徙圖 

資料來源：參考《羅氏族譜》繪製 

且從族譜紀載中，也能看出語音演變的端倪，若將今日海陸客家人的移民歷

史追溯至明代，能發現許多海陸豐地區的客籍大家族，其先祖多曾居住在五華縣

（舊稱長樂縣）、紫金縣東部及其周邊地區，至明代才輾轉遷移至海陸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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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筆者父系家族螺溪羅氏在當地屬大姓，族譜記載明憲宗成化乙巳年（1485）以

前尚居於長樂縣，成化年末才遷至陸豐縣吉康都歐田，有類似移民背景的尚有大

安張氏、黃護寨范氏、船埔古氏、船埔溫氏、大坪龍坑魏氏，新田羅氏、東坑彭

氏、以及筆者母系家族五雲彭氏等等，這都在在證明了至少在明中葉時，海陸客

家話是尚未完全成型的，操著龍華片客家話的五華、紫金移民在遷至海陸豐地區

居住後，與惠東的梅惠型客家話、海陸豐的偏漳閩語接觸，陽去調與陰上調自此

走上了不同的演變道路，才因此與紫金、五華縣內龍華片客語漸行漸遠。 

從前述的陰平、陽平、陰上、陰去的演變，也能夠發現，筆者所構擬的古調

值，與今日龍華片客家話有極高的相似性，若把上表一字排開列出，與今日五華、

揭西的客家話比較，即可看出端倪：  

表 49 海陸客家話舒聲調古調值與龍華片客家話比較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海陸客家話古調值 *55 *24 *213 *53 

揭西河婆 44 35 21 52 

五華棉洋 55 24 21 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整個系統中，僅有陰上的調值差異稍微不同，但今日的普寧梅林、高埔的陽

去調正好仍保留這種曲折調的形式 213，足以補足演變史中的空白，是以整個海

陸客家話的陽去調演變，可以用以下表格呈現： 

表 50 海陸客家話陽去調調值演變 

調類分立層次 方言點 陰上 陽去 

第一層 

陽去歸陰上 

五華棉洋 21(13) 21(13) 

揭西河婆 21 21 

海陸客家話古調值 *21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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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山口洋、邦戛的陰上、陽去聲調紀錄相當特殊，在諸個海陸客家話方言點顯

得特別不同。2000 年劉鎮發教授所記錄的山口洋海陸客家話，陰上與陽去調值

不同，陰上為 11，陽去為 22，陰上與龍華片客家話相類，陽去與其他海陸客家

話相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話所黃惠珍女士所記錄的山口洋客家話，在陰上、陽

去的紀錄卻有明顯不同，黃女士所記錄的山口洋客家話，陰上與陽去是相混的，

且調值為 24；筆者所記錄的邦戛客家話也有類似的情況，陰上調雖也有部分字

讀 24，但大部分字仍與陽去調相混，讀為 21。詳見下表：  

表 51 西婆羅州海陸客家話方言點聲調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但在 1897 年由商克所記錄的三發陸豐客家話，陰上與陽去明顯調勢不同，

是用不同符號分別記錄的，筆者透過文獻學研究方法所構擬出的調值，也是陰上

陽去分立。這種早期紀錄為陰上陽去分立，近代紀錄卻為陰上陽去合流的情況，

表面上看，與筆者所擬測的海陸客家話陽去調調值演變有所衝突，但筆者認為不

然。任何的語音變化，除了自然的內部演變之外，外在的語言接觸也會給予語音

演變的動力，這種動力有可能會加速語音往創新層面變化，也可能將已經變化的

語音拉回早期型式，造成「返祖」現象，形成語音層次的疊置、不一致。 

第二層 

陰上陽去分立 

陸河螺溪 13 33 

普寧梅林 24 213 

新竹芎林 24 33 

方言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西加山口洋 1 53 55 11 歸陰平 31 22 32 55 劉鎮發 2000 

西加山口洋 2 53 55 24 歸陰平 31 (24) 34 5 黃惠珍 2008 

西加邦戛 53 35 21(24) 歸陰平 31 21 32(34) 54 筆者調查 2019 

西加三發（1897） *53 *44 *13 歸陰平 *21 *33 *2 *4 筆者構擬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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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洲西加地區的陰上調、陽去調，在 19 世紀末的紀錄為分立形式，這是

繼承自原鄉，但在今日的山口洋、邦戛則是相混，筆者認為這與新進的河婆客家

移民有關，河婆客家話屬龍華小片，即便在音韻系統上與海陸客家話接近，但聲

調與五華、龍川客家話相近，均為陰上、陽去相混，或稱為「濁去歸上」，今日

山口洋與邦戛多數客家人的聲調格局，或多或少與 19 世紀末河婆移民的增加有

所相關。且筆者認為，不同的學者在西婆羅洲的調查差異不一定是對相同語言的

不同解讀，這些差異亦有可能是地方的方言差所導致，部分發音人的聲調受到河

婆移民的影響較多，陽去調與陰上調相混，影響較少者，則能保留與《陸豐方言》

類似的聲調格局。 

陰陽入的封閉環流 

根據平山久雄教授的聲調環流理論，舒聲調與促聲調的調值並不會互相影響，

而是各自形成環流，分別演變，海陸客家話的陰陽入聲調也不意外，且海陸客家

話的入聲演變相較其他客方言特別顯得與眾不同，原因在於各個方言點的調值差

異甚大，若運用聲調環流理論，應能對此現象做出解釋。 

在舒聲韻的聲調的部分，筆者已經透過內部構擬手法，證明了海陸客家話形

成的源頭，應為龍華小片客家話，只是在語言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演變出自身特色，

舒聲韻的古調值既然與龍華小片相符，那促聲韻應該亦然，以下列出五華、揭西

的陰入、陽入調值： 

表 52 河婆、棉洋陰、陽入調值比較 

 陰入 陽入 

揭西河婆 1 5 

五華棉洋 1(24) 4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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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徐汎平學姊所撰寫的《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2010：44），發現五

華棉洋的陰入調另有 24 一讀，然低促、低升調兩分，條件或原因均尚未釐清，

筆者認為若將海陸客家話的入聲調加入比較，整個入聲調的演變軌跡變清晰可見  

陰入：1（揭西）→24（棉洋、梅林）→34（黃羌）→45（螺溪）→5（南庄） 

陽入：5（揭西、西坑）→54（螺溪、河田、芎林）→32（南庄）→2（梅林） 

山口洋、邦戛、與《陸豐方言》的入聲調格局也能放入其中，且值得注意的

是，從《陸豐方言》到今日的山口洋，入聲調值並沒有太明顯的變化，均是陰低

陽高，陰入有微降與微升兩種調勢，陽入有純高與高微降兩種調勢，正好能與上

述的演變鏈吻合。至於先啟動演變的是陰入還是陽入，筆者認為各個地區並不一

定，從陸河縣、海豐縣的方言點觀察，可能是由陰入先逐漸高化，擠壓到原本位

於高調的陽入，促使陽入逐漸低化，且整個高化、低化的過程，陰入全程維持「升

調」的調勢，陽入全程維持「降調」的調勢，這兩種調勢在幾乎所有海陸方言點

都完全符合。普寧地區先啟動演變的應為陽入調，這體現在梅林、高埔兩個方言

點，其陰入雖為中升調 24，但陽入已經演變為低短調 2 了，證明在普寧市的海

陸客家話，陽入調先低化，導致高頻調位出現空格，帶動了原本位於低調的陰入

高化。 

從上述各個調類在運用聲調環流說進行分析後，各個海陸客家話的聲調格局

基本上均能從一個共同的「古調值」推演而來，且這個古調值與客家話龍華小片

的聲調有極高的相似性，某種程度上也證實了羅肇錦教授、吳中杰教授等人的推

論，海陸客家話確實有極高可能性是龍華小片客家話在接觸週邊的方言之後分化

而來的，詳如下表：（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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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海陸客家話古調值與龍華小片客家話比較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海陸客家話古調值 *55 *24 *213 *55 *53 *213 *2 *5 

五華棉洋 44 24 21(13) 44 53 21(13) 1(24) 5 

揭西河婆 44 35 21 44 52 21 1 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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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篇研究著重在中國潮惠原鄉、臺灣、西婆羅洲三地的海陸客家話音韻系統

的比較與分析，輔以地理語言學研究方法，運用 GIS 地理資訊系統來探究這三地

的海陸客家話今貌差異的原由。透過盡可能詳盡的方言點比較，筆者參考羅杰瑞

教授將方言特色以條列式呈現，用以區分各個方言的方式，將海陸客家話音韻系

統與其他客家方言區別的主要特徵統整出來，並試圖以優先度排序，如下： 

陰平調的基本調值或替換調值讀 53。（絕對必須） 

陰去調的基本調值或替換調值讀低降或低平的 31/21/11。（絕對必須） 

陽入調的調勢微降。 

陰陽去不相混。 

「飯」多讀 pʰon/fon。 

精知莊章組二分，精、知二、莊讀 ts、tsʰ、s；知三、章讀 tʃ、tʃʰ、ʃ。 

陰入調的調勢微升。 

在中國的潮惠原鄉，陸河縣全境、普寧縣、陸豐市的方言點均全數符合這七

個特徵，揭西縣、海豐縣的方言點則至少符合其中六個；臺灣的新竹縣、桃園縣

方言點也是全數符合，苗栗縣因受四縣客家話影響較多，能符合的特徵較少，但

南庄東村仍符合至少五項，南富村符合三項，西湖鄉亦符合三項，且均有符合第

一項與第二項的調值描述；西婆羅洲的山口洋、邦戛亦符合至少五項，且也同樣

符合第一項與第三項的特徵。 

除了共通的特徵外，這三地的海陸客家話的音韻系統也呈現了許多差異之處，

各放異采。聲母方面，影、云、以母的實際音值，在潮惠原鄉的表現也與移民居

地不同，臺灣新竹的讀音已明顯濁擦音化為 ʒ，但潮惠原鄉與西婆羅洲的方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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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摩擦較不明顯的硬顎近音 j，且從山攝三等字主要元音仍讀 a 的情況顯示，

海陸客家話的影、云、以母曾經經歷過從 j 演變為 ʒ 的過程。精組三等字顎化的

速度在臺灣海陸客家話有明顯差異，與苗栗四縣客語接近者顎化程度高，桃園、

新竹的方言點則顎化程度低，其中龍潭大平正好處於變動中，呈現塞擦音顎化、

擦音未顎化的形式。 

韻母方面，精組遇攝合口一等字在潮惠原鄉往往受到舌尖聲母的影響而前化，

其中又以河田片的方言有此情況者眾，而「醋」、「祖」二字正好是讀舌尖元音是

地理分布最為廣泛者，筆者推測這二字音變的時間相當早，以王士元教授的「詞

彙擴散理論」論證，這兩個字甚至可能是整個音變的「創新波浪」的起點之一，

臺灣與西婆羅洲的方言點的「祖」並未讀舌尖元音，則是新田片方言與河田片方

言競爭下，新田片方言留存的口音，是以時至今日，兩地的讀音仍與屬於新田片

方言的陸豐西南、普寧船埔相近。 

遇合三方面，筆者將海陸方言與饒平客方言、詔安客方言、畲族語言對照，

能發現遇合三的韻母中，以-iu 層次最早，讀若止攝 i 者則較為新近，筆者以「孵」、

「鬚」、「舉」、「女」、「呂」、「乳」六字在筆者所選方言中的讀音推論，遇合三-iu

結構是從幫系聲母開始轉變，接續著的是來母、精組，最後在見組完成從-iu 到-

i 的演變過程。 

合口介音方面，筆者透過從河田片方言與新田片方言的比較，確認了合口介

音的保留在海陸方言內部是屬於早期層次，且合口介音脫落的情況，正好可以做

為分片的依據之一，河田片方言保存較完整，新田片方言丟失者較多，臺灣在河

田片、新田片移民的競爭之下，僅保留在二等字，西婆羅洲則是保留相對完整的

新田片口音後，內部持續演變，導致合口介音業已丟失。 

海陸客家話河田方言的 o 主要元音大範圍分布的性質，筆者以「畲客同源說」

解釋，從河田鎮、螺溪鎮的語料出發，與畲族語言進行比較對應，能發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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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單」、「難」、「飯」、「山」、「辣」這些在粵東梅惠片主流客家話主要元音

讀 a 的字，在海陸客家話河田方言與畲族語言（尤其是畲話）往往讀 o，足以證

明海陸客家話與畲族語言在音韻系統上可能的同源關係，以及海陸客家話河田方

言的特殊性。 

另有部分個別特殊字音，在三地各自成特色，筆者透過週邊親屬語言「東江

本地話」考究了「話」va、voi 二讀的來由，「國」、「鎮」在臺灣、西婆羅洲等移

民居地與原鄉口音差異的來由等等，其中又以名詞詞綴「仔」的演變最為多元，

筆者透過海陸客家話多個方言點的比較，得出了 tsɿ→tə→ə 這條演變鏈，也釐清

竹東、芎林特殊、帶有聲母的名詞詞綴[ɾə]（[l̩]）讀音來源，是繼承自新田片方言

點 tə 並弱化的產物。 

最後則是聲調層面，筆者透過平山久雄教授所提出的「聲調環流說」，一一

分析了海陸客家話的各個調類與變調情形，並從變調調值中得出了海陸客家話的

「古調值」與龍華片客家話的聯繫，證明了海陸客家話的陽去調是在眉惠片客家

話、粵東閩語兩種語言接觸下從陰上調析出的，今日五華棉洋的陰上、陰去、陰

入的多讀聲調格局，正好展現了這種從龍華型客家話轉變為海陸客家話的過程。 

筆者亦透過這些分析得到一些啟示，發現這些音韻系統的內部差異可以作為

海陸客家話分片的修正依據，並能透過繪製等語特徵線的疊置，繪製出更精確的

海陸客家話語言地圖，以下列出可作為分片依據的各個特徵：（見下頁） 

表 54 中國「海陸片」客家話內部分片依據 

分片 

語言特徵 
陸揭片（舊河田片） 普豐片（舊新田片） 

我 ŋoi ŋai 

無 mau mo 

毛 mau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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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 

語言特徵 
陸揭片（舊河田片） 普豐片（舊新田片） 

蘇 sɿ su 

仔名詞詞綴 tsɿ、tə tə 

魚 ŋiu ŋ 

光 kuoŋ koŋ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中國的「海陸片」客家話的分片命名過去有諸多學者提出異議，吳中杰教授

（2012）在〈臺灣海陸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一文中認為「海陸片」一詞無法兼

顧普寧、惠來、揭西等地的口音，並提及江敏華教授（2003）對臺灣海陸話之來

源表示質疑，認爲「海陸」一詞雖顧名思義，但由於缺乏海豐、陸豐兩地的客家

話語料比較，尚不可妄加定論。 

筆者從整個潮惠地區有使用客方言的方言點，進行行政區劃的演變對照，搭

配韋煙灶教授所繪製的清代海陸豐縣行政區劃圖（見下頁），能發現今日被劃歸

至普寧、揭西的方言點，在國民政府遷臺前，其實仍被歸屬於海陸豐地區，是以

本文認為「海陸」的稱呼基本上仍能呼應歷史上的語言分布，但在分小片方面，

「河田片」與「新田片」的代表性卻有所不足，應將名稱修訂來兼顧海豐、陸豐、

陸河以外的方言點。本文建議將過去稱為河田片的方言，重新命名為「陸揭片」，

因透過上表的比較，具有此類特徵的方言點大多位於陸河縣與揭西縣；而過去被

稱為新田片的方言，實際上，帶有該分片特徵的方言點大多集中在普寧縣、陸豐

縣、海豐縣，其中普寧縣西部與陸豐縣北部的客家人分布最為集中，原本命名依

據的新田鎮只是其中一個方言點，且又位於陸河縣境內，代表性不足，是以筆者

建議能將分片改名為更具代表性的「普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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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清代廣東陸豐三都分布圖 

資料來源： 2016。 

圖 40 中國潮惠原鄉「海陸片」客家話分布區劃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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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筆者在本研究中比較了中國潮惠原鄉、臺灣、西婆羅洲的海陸客家話的音韻

系統之特色，在聲母、韻母、聲調均進行了分析，也試圖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進行

海陸方言與週邊方言的關係，亦確實從中找出一些過去學界較未著墨的現象，並

進行了解釋，然百密一疏，仍舊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在此處舉出，以做為未來

能持續探究、深入的參考。 

中國潮惠原鄉方言點的再調查與確認：本文所選定的方言點大部分過去

學界已進行調查，然筆者認為若能將部分方言點再次親身調查確認，或許能有更

多的內部差異能從中得出，如五華南部與陸河接壤的方言其聲調格局，揭西縣上

砂、下砂的聲調調值的 praat 分析，以及完善惠來縣客方言點的詳盡調查報告。 

原鄉、西婆羅洲週邊方言的調查：時至今日，潮惠原鄉的方言點其週邊地

區的方言調查仍尚未完全完善，如紫金縣與陸河縣交界處、與海豐縣接壤的惠東

縣邊境，西婆羅洲的方言調查資料更是缺少，筆者所詢問到的方言點也較為稀少，

且學界目前仍尚未有專書專門記錄坤甸地區潮汕方言與粵方言的音系，現有的研

究多侷限在坤甸的梅縣口音客方言與三發地區的海陸口音客方言。 

臺灣二戰後海陸豐移民的調查：海陸豐籍的外省客家人散居在今日臺灣

各地，然僅有少數方言點曾被完善調查，這些外省海陸客的方言與原鄉在分隔近

七十年後的共時差異，能夠更明確展現臺灣內部語言接觸容易影響的層面。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詞彙與語法的比較分析：本文受篇幅限制，僅針

對音韻層面進行分析，然海陸客家話內部仍有許多詞彙與語法的內部差異值得探

討，如親屬稱呼裡的「阿婆」與「阿嬤」的比較、筷子的用法為「筷」還是「箸」；

語法方面，持續體標記「緊」在普寧是接在動詞之後，如「做緊」，臺灣則是「緊

做」或「做等」；完成體標記「着」在原鄉與西婆羅洲有 teu3 的讀音，臺灣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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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to3 一讀；臺灣、西婆羅洲可以與華語的「掉」、「完」對譯、有相同語法意義

的「忒 tʰet4」，在中國原鄉則有「忒」、「揫（聚）」兩種，且有明確的詞義分工，

前者對應華語的「掉」，後者對應華語的「完」。 

上述僅僅是筆者認為可再深入研究的層面，實際可以再探究的議題肯定更多，

筆者期許未來能有機會，再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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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語音比較表格 

影云以母（潮惠原鄉、臺灣桃竹苗、西婆羅洲） 

表 55 影云以母例字讀音表（潮惠原鄉、臺灣桃竹苗、西婆羅洲） 

縣市區 鄉鎮 衣 音 有 園 雲 姨 油 陽 意 聲母類型 

陸河縣 河田鎮 ji53 jim53 jiu53 jian35 jiun35 ji35 jiu35 jioŋ35 ji31 硬顎近音 

陸河縣 螺溪鎮 ji53 jim53 jiu53 jian35 jiun35 ji35 jiu35 jioŋ35 ji31 硬顎近音 

陸河縣 黃護寨 ji53 jim53 jiu53 jian35 jiun35 ji35 jiu35 jioŋ35 ji31 硬顎近音 

陸豐市 西南鎮 ji53 jim53 jiu53 jian45 jiun45 ji45 jiu45 jioŋ45 ji21 硬顎近音 

陸豐市 八萬鎮 ji53 jim53 jiu53 jian45 jiun45 ji45 jiu45 jioŋ45 ji31 硬顎近音 

海豐縣 黃羌鎮 ji53 jim53 jiu53 jian24 jiun24 ji24 jiu24 jioŋ24 ji31 硬顎近音 

普寧市 船埔鎮 ʒi42 ʒim42 ʒiu53 ʒan35 ʒiun35 ʒi35 ʒiu35 ʒioŋ35 ʒi31 舌葉濁擦音 

新竹縣 芎林鄉 ʒi53 ʒim53 ʒiu53 ʒan55 ʒun55 ʒi55 ʒu55 ʒoŋ55 ʒi21 舌葉濁擦音 

苗栗縣 南庄鄉 ji53 jim53 jiu53 jien55 jiun55 ji55 jiu55 jioŋ55 ji11 硬顎近音 

桃園市 楊梅區 zi53 zim53 ziu53 zen55 zun55 zi55 zu55 zoŋ55 zi11 舌尖濁擦音 

五華縣 棉洋鎮 ji44 jim44 jiu55 jien24 jiun24 ji24 jiu24 jioŋ24 ji53 硬顎近音 

揭西縣 河婆鎮 ʒi44 ʒim44 ʒiu44 ʒan35 ʒun35 ʒi35 ʒu35 ʒoŋ35 ʒi52 舌葉濁擦音 

揭西縣 五雲鎮 ʒi55 ʒim55 ʒiu55 ʒan24 ʒun24 ʒi24 ʒu24 ʒoŋ24 ʒi53 舌葉濁擦音 

紫金縣 紫城鎮 ji35 jim35 jiu35 jien22 jiun22 ji22 jiu22 jioŋ22 ji53 硬顎近音 

豐順縣 湯坑鎮 ʒi33 ʒim33 ʒiu33 ʒan35 ʒun35 ʒi35 ʒu35 ʒoŋ35 ʒi53 舌葉濁擦音 

惠東縣 高潭鎮 ʒi44 ʒim44 ʒiu11 ʒan11 ʒun11 ʒi11 ʒu11 ʒoŋ11 ʒi53 舌葉濁擦音 

山口洋市 市區 ji53 jim53 jiu53 jiɛn55 jiun55 ji55 jiu55 jioŋ55 ji31 硬顎近音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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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母字（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 

坑、口、起、肯、苦、去、氣、客 

表 56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溪母字列表（一） 

縣市區 鄉鎮區 坑 口 起 肯 苦 去 氣 客 

大埔縣 桃源鎮 kʰaŋ33 kʰeu31 kʰi31 hen31 kʰu31 kʰi52 kʰi52 kʰak2 

大埔縣 楓朗鎮 kʰaŋ33 kʰeu31 kʰi31 hen31 kʰu31 kʰi52 kʰi52 kʰak2 

大埔縣 高陂鎮 kʰaŋ33 kʰeu31 kʰi31 hen31 kʰu31 kʰi52 kʰi52 kʰak2 

五華縣 棉洋鎮 haŋ44 
heu21(13) 

kʰieu21(13) 
ʃi31 kʰen31 kʰu31 kʰi53 ʃi53 kʰak1(24) 

五華縣 長布鎮 haŋ55 kʰeu31 ʃi31 kʰen31 kʰu31 kʰi53 ʃi53 kʰak2 

五華縣 水寨鎮 haŋ44 
heu31 

kʰieu31 
ʃi31 kʰen31 

fu31 

kʰu31 
kʰi53 ʃi53 kʰak2 

五華縣 華城鎮 haŋ44 kʰeu31 ʃi31 kʰen31 kʰu31 kʰi53 ʃi53 kʰak2 

平遠縣 大柘鎮 haŋ24 
heu31 

kʰieu31 
hi31 kʰen31 

fu31 

kʰu31 
hi45 hi45 kʰak2 

和平縣 林寨鎮 haŋ33 heu35 ʃi35 han35 X ʃi41 ʃi41 hak24 

東莞市 清溪鎮 haŋ33 kʰeu21 hi21 kʰen21 kʰu21 hi42 hi42 hak22 

海豐縣 黃羌鎮 haŋ53 kʰieu214 hi214 kʰen214 kʰu214 
hi21 

kʰi21 
hi21 kʰak34 

海豐縣 西坑鄉 haŋ53 kʰieu324 hi324 kʰen324 kʰu324 
hi31 

kʰi31 
hi31 kʰak24 

梅江區 金山街道 haŋ44 
heu31 

kʰieu31 
hi31 kʰen31 

fu31 

kʰu31 
hi53 hi53 hak1 

梅縣區 程江鎮 haŋ44 
heu31 

kʰieu 
hi31 kʰen31 kʰu31 kʰi53 hi53 hak1 

梅縣區 松口鎮 haŋ24 kʰieu31 hi31 kʰen31 fu31 hi55 hi55 kʰak2 

連平縣 隆街鎮 haŋ33 heu13 hi13 han13 hu13 hi41 hi41 hak35 

陸河縣 河田鎮 haŋ53 heu13 hi13 hen13 fu13 hi31 hi31 kʰak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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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區 坑 口 起 肯 苦 去 氣 客 

kʰieu13 kʰu13 

陸河縣 螺溪鎮 haŋ53 
heu13 

kʰieu13 
hi13 hen13 

fu13 

kʰu13 
hi21 hi21 kʰak45 

陸河縣 新田鎮 haŋ53 
heu13 

kʰieu13 
hi13 hen13 

fu13 

kʰu13 
hi31 hi31 hak45 

陸豐市 西南鎮 haŋ53 
heu24 

kʰieu24 
hi24 hen24 

fu24 

kʰu24 
hi21 hi21 hak45 

博羅縣 羅陽鎮 haŋ44 hoi35 hi35 hien35 hu35 hi13 hi13 hak5 

惠東縣 平山鎮 haŋ44 hiu31 hi31 kʰen31 
fu31 

kʰu31 
hi53 hi53 hak1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haŋ44 hiau35 hi35 hiaŋ35 hu35 hy13 hi13 hak45 

惠陽區 淡水街道 haŋ44 hiu31 hi31 kʰen31 
fu31 

kʰu31 
hi53 hi53 hak1 

揭西縣 下砂鄉 haŋ53 
heu13 

kʰieu13 
hi13 hen13 

fu13 

kʰu13 
hi11 hi11 hak5 

揭西縣 五雲鎮 kʰaŋ55 kʰeu11 hi11 kʰen11 kʰu11 kʰi53 hi53 kʰak21 

揭西縣 河婆鎮 kʰaŋ44 kʰieu21 kʰi21 kʰen21 kʰu21 kʰi52 kʰi52 kʰak1 

普寧市 船埔鎮 X X X X kʰu24 hi31 X kʰak5 

紫金縣 紫城鎮 haŋ35 kʰiu31 hi31 kʰen31 
fu31 

kʰu31 
hi53 hi53 kʰak2 

詔安縣 秀篆鎮 kʰaŋ13 kʰeu51 kʰi51 kʰen51 kʰu51 kʰy51 kʰi51 kʰa24 

源城區 上城街道 haŋ33 hoi35 hi35 han35 X hy13 hi13 hak5 

興寧市 刁坊鎮 haŋ33 kʰiu41 kʰi41 
kʰien41 

hien41 

fu41 

kʰu41 
ʃɿ51 ʃɿ51 hak41 

興寧市 興田街道 haŋ44 
hiu31 

kʰiu31 
kʰi31 

kʰien31 

hien31 

fu31 

kʰu31 
ʃɿ53 ʃɿ53 hak31 

興寧市 羅浮鎮 haŋ34 hiu41 kʰi41 kʰien41 fu41 ʃɿ51 ʃɿ51 hak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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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區 坑 口 起 肯 苦 去 氣 客 

kʰiu41 hien41 kʰu41 

蕉嶺縣 蕉城鎮 haŋ34 kʰieu41 hi41 kʰen41 kʰu41 kʰi551 hi551 kʰak41 

龍川縣 佗城鎮 haŋ44 heu24 ʃi24 hen24 fu24 hi31 hi31 hak13 

龍川縣 龍母鎮 haŋ33 heu21 X hen21 
fu21 

kʰu21 
ʃi51 tʃʰi51 X 

豐順縣 湯坑鎮 kʰaŋ33 kʰeu52 kʰi52 kʰen52 kʰu52 kʰi52 kʰi52 kʰak32 

饒平縣 上饒鎮 kʰaŋ11 kʰeu53 kʰi53 
kʰen53 

hen53 
kʰu53 kʰiu53 kʰi53 kʰak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空、牽、糠、開、器、褲、渴、窟、殼 

表 57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溪母字列表（二） 

縣市區 鄉鎮 空 牽 糠 開 器 褲 渴 窟 殼 

大埔縣 桃源鎮 kʰuŋ33 kʰien33 kʰoŋ33 kʰoi33 kʰi52 kʰu52 hot2 kʰuk2 kʰok2 

大埔縣 楓朗鎮 kʰuŋ33 kʰien33 kʰoŋ33 kʰoi33 kʰi52 kʰu52 kʰuot2 kʰuk2 kʰok2 

大埔縣 高陂鎮 kʰuŋ33 kʰien33 kʰoŋ33 kʰoi33 kʰi52 kʰu52 kʰot2 kʰuk2 kʰok2 

五華縣 棉洋鎮 kʰuŋ44 kʰen44 hoŋ44 kʰoi44 ʃi53 fu53 hot1(24) fut1(24) hok1(24) 

五華縣 長布鎮 kʰuŋ55 kʰen55 hoŋ55 kʰoi55 ʃi53 fu53 hot2 fut2 hok2 

五華縣 水寨鎮 kʰuŋ44 kʰen44 hoŋ44 kʰoi44 ʃi53 fu53 hot2 fut2 hok2 

五華縣 華城鎮 kʰuŋ44 kʰen44 hoŋ44 kʰoi44 ʃi53 fu53 hoet2 fut2 hok2 

平遠縣 大柘鎮 kʰuŋ24 kʰien24 hoŋ24 kʰoi24 hi45 kʰu45 hot2 fut2 hok2 

和平縣 林寨鎮 X X hoŋ33 hoi33 ʃi41 fʉ41 hot24 fʉt24 hok24 

東莞市 清溪鎮 kʰuŋ33 kʰen33 hoŋ33 kʰoi33 hi42 X hot22 kʰut22 X 

海豐縣 黃羌鎮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21 kʰu21 kot34 kʰiut34 kʰok34 

海豐縣 西坑鄉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31 kʰu31 kot24 kʰiut24 kʰok24 

梅江區 金山街道 kʰuŋ44 kʰian44 hoŋ44 kʰoi44 hi53 fu53 hot2 fut2 hok2 

梅縣區 程江鎮 kʰuŋ44 kʰian44 hoŋ44 kʰoi44 hi53 kʰu53 hot2 fut2 hok2 

梅縣區 松口鎮 kʰuŋ24 kʰien24 hoŋ24 kʰoi24 hi55 kʰu55 hot2 fut2 h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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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空 牽 糠 開 器 褲 渴 窟 殼 

連平縣 隆街鎮 X X hoŋ33 hoi33 hi41 hu41 hot35 hut35 hok35 

陸河縣 河田鎮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31 fu31 hot45 kʰut45 hok45 

陸河縣 螺溪鎮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21 fu21 hot45 kʰut45 hok45 

陸河縣 新田鎮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31 fu31 hot45 kʰut45 hok45 

陸豐市 西南鎮 kʰuŋ53 kʰien53 hoŋ53 kʰoi53 hi21 fu21 hot45 kʰut45 hok45 

博羅縣 羅陽鎮 huŋ44 hien44 hoŋ44 hoi44 hi13 hu13 hot5 hut5 hok5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kʰuŋ44 hen44 hoŋ44 hoi44 hi13 hu13 hot45 kʰut45 hok45 

惠東縣 平山鎮 həŋ44 kʰen44 hoŋ44 hoi44 hi53 fu53 hot1 fut1 hok1 

惠陽區 淡水街道 kʰuŋ44 kʰen44 hoŋ44 hoi44 hi53 fu53 hot1 fut1 hok1 

揭西縣 下砂鄉 kʰuŋ53 kʰen53 hoŋ53 kʰoi53 hi11 fu11 hot5 fut5 hok5 

揭西縣 五雲鎮 kʰuŋ55 kʰien55 kʰoŋ55 kʰoi55 hi53 kʰu53 kʰot21 fut21 kʰok21 

揭西縣 河婆鎮 kʰuŋ44 kʰien44 kʰoŋ44 kʰoi44 kʰi52 kʰu52 kʰot1 kʰut1 kok1 

普寧市 船埔鎮 kʰuŋ42 X X kʰoi42 X X hot5 X X 

紫金縣 紫城鎮 kʰuŋ35 kʰen35 hoŋ35 kʰoi35 hi53 fu53 hot2 fut2 hok2 

詔安縣 秀篆鎮 kʰuŋ13 kʰien13 kʰoŋ13 kʰoi13 kʰi51 kʰu51 kʰot24 kʰut24 kʰok24 

源城區 上城街道 kʰuŋ33 hien33 hoŋ33 huoi33 hi13 hu13 huot5 hut5 hok5 

興寧市 刁坊鎮 kʰuŋ33 kʰien33 hoŋ33 kʰoi33 ʃɿ51 fu51 hoiʔ41 fut41 hok41 

興寧市 興田街道 kʰuŋ44 kʰien44 hoŋ44 kʰoi44 ʃɿ53 fu53 hot31 fut31 hok31 

興寧市 羅浮鎮 kʰuŋ34 kʰien34 hoŋ34 kʰuoi34 ʃɿ51 fu51 huoʔ42 fut42 hok42 

蕉嶺縣 蕉城鎮 kʰuŋ34 kʰien34 hoŋ34 kʰoi34 hi551 fu551 hot41 fut41 hok41 

龍川縣 佗城鎮 X hien44 hoŋ44 hoi44 ʃi41 fu41 hot13 fut13 hok13 

龍川縣 龍母鎮 kʰuŋ33 X hoŋ33 hoi33 X fu51 hot21 fut21 X 

豐順縣 湯坑鎮 kʰuŋ33 kʰien33 kʰoŋ33 kʰoi33 kʰi52 kʰu52 kʰot32 kʰut32 kʰok32 

饒平縣 上饒鎮 kʰuŋ11 kʰien11 kʰoŋ11 kʰoi11 kʰi53 kʰu53 hot2 kʰut2 kuk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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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可、款、看、欠、快、課、勸、闊 

表 58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溪母字列表（三） 

縣市區 鄉鎮 科 可 款 看 欠 快 課 勸 闊 

大埔縣 桃源鎮 kʰo33 kʰo31 kʰuan31 kʰon52 kʰiam52 X kʰo52 kʰien52 kʰuat2 

大埔縣 楓朗鎮 kʰo33 kʰo31 kʰuan31 kʰon52 kʰiam52 X kʰo52 kʰien52 kʰuat2 

大埔縣 高陂鎮 kʰo33 kʰo31 kʰuan31 kʰon52 kʰiam52 X kʰo52 kʰiun52 kʰuat2 

五華縣 棉洋鎮 kʰo44 kʰo21(13) kʰan21(13)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en53 fat1(24) 

五華縣 長布鎮 kʰo55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en53 fat2 

五華縣 水寨鎮 kʰo44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en53 fat2 

五華縣 華城鎮 kʰo44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en53 fat2 

平遠縣 大柘鎮 kʰo24 kʰo31 kʰuan31 kʰon45 kʰiam45 kʰuai45 kʰo45 kʰien45 fat2 

和平縣 林寨鎮 X kʰo35 X X X fɐi41 X X fɐt24 

東莞市 清溪鎮 kʰo33 kʰo21 kʰan21 kʰon42 kʰiam42 kʰai42 kʰo42 kʰen42 fat22 

海豐縣 黃羌鎮 kʰo53 kʰo214 kʰan214 kʰon21 kʰiam21 kʰai21 kʰo21 kʰien21 fat34 

海豐縣 西坑鄉 kʰo53 kʰo324 kʰan324 kʰon31 kʰiam31 kʰuai31 kʰo31 kʰyen31 fat24 

梅江區 金山街道 kʰo44 kʰo31 kʰu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uai53 kʰo53 kʰian53 fat1 

梅縣區 程江鎮 kʰo44 kʰo31 kʰu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uai53 kʰo53 kʰian53 fat1 

梅縣區 松口鎮 kʰo24 kʰo31 kʰuan31 kʰon55 kʰiam55 kʰuai55 kʰo55 kʰien55 fat2 

連平縣 隆街鎮 X kʰo35 X X hiam13 X X hion13 fot5 

陸河縣 河田鎮 kʰo53 kʰo13 kʰuan13 kʰon31 kʰiam31 kʰuai31 kʰo31 kʰien31 fat45 

陸河縣 螺溪鎮 kʰo53 kʰo13 kʰuan13 kʰon21 kʰiam21 kʰuai21 kʰo21 kʰien21 fat45 

陸河縣 新田鎮 kʰo53 kʰo13 kʰan13 kʰon31 kʰiam31 kʰuai31 kʰo31 kʰien31 fat45 

陸豐市 西南鎮 kʰo53 kʰo24 kʰan24 kʰon21 kʰiam21 kʰuai21 kʰo kʰien21 fat45 

博羅縣 羅陽鎮 X kʰo35 hon35 X hiam13 vai13 X hien13 vot45 

惠東縣 平山鎮 kʰo44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ien53 fat1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fo44 ho35 fun35 hon35 hiam13 fai13 kʰo13 hyn13 fot45 

惠陽區 淡水街道 kʰo44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ien53 fat1 

揭西縣 下砂鄉 kʰo53 kʰo13 kʰuan13 kʰon11 kʰiam11 kʰuai11 kʰo11 kʰen11 kʰu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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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科 可 款 看 欠 快 課 勸 闊 

fat5 

揭西縣 五雲鎮 kʰo55 kʰo11 kʰuan11 kʰon53 kʰiam53 kʰuai53 kʰo53 kʰien53 kʰuat21 

揭西縣 河婆鎮 kʰo44 kʰo21 kʰan21 kʰon52 kʰiam52 kʰuai52 kʰo52 kʰien52 kʰuat1 

普寧市 船埔鎮 X kʰo24 kʰuan24 X X kʰuai31 X X X 

紫金縣 紫城鎮 kʰo35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ien53 fat2 

詔安縣 秀篆鎮 kʰou13 kʰou51 kʰuan51 kʰon51 kʰiam51 kʰuai51 kʰo51 kʰyan51 kʰuat24 

源城區 上城街道 X kʰo35 houn35 kʰon13 hiam13 fai13 X hyen13 fuot5 

興寧市 刁坊鎮 kʰo33 kʰo41 kʰan41 kʰon51 kʰiam51 kʰai51 kʰo51 kʰien51 faiʔ41 

興寧市 興田街道 kʰo44 kʰo31 kʰan31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ien53 fait31 

興寧市 羅浮鎮 kʰo34 kʰo41 kʰan41 kʰon51 kʰiam51 kʰai51 kʰo51 kʰien51 fait42 

蕉嶺縣 蕉城鎮 kʰo34 kʰo41 kʰuan41 kʰon551 kʰiam551 kʰuai551 kʰo551 kʰien551 fat41 

龍川縣 佗城鎮 X kʰo24 X X X fai31 X ʃon31 fot13 

龍川縣 龍母鎮 kʰo33 kʰo21 X hon51 kʰian51 X kʰo51 kʰion51 X 

豐順縣 湯坑鎮 kʰo33 kʰo52 kʰuan52 kʰon52 kʰiam52 kʰuai52 kʰo52 kʰien52 kʰuat32 

饒平縣 上饒鎮 kʰo11 kʰo53 kʰan53 kʰon53 kʰiam53 kʰai53 kʰo53 kʰien53 kʰat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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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知莊章組（臺灣桃竹苗地區） 

精組 

表 59 臺灣桃竹苗地區精組字列表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知三組、章組 

表 60 臺灣桃竹苗地區知三組、章組字列表 

縣市 鄉鎮市區 張 㓾(治) 神 知三組比較 隻 吹 章組比較 

苗栗縣 南庄鄉東村 tʃoŋ53 tʃʰɿ55 ʃɿn55 舌葉音 tʃak5 tʃʰoi53 舌葉音 

苗栗縣 南庄鄉南富村 tsoŋ53 tsʰɿ55 sɿn55 舌尖音 tsak5 tsʰoi53 舌尖音 

苗栗縣 後龍鎮校椅里 tsoŋ53 tsʰɿ55 sɿn55 舌尖音 tsak5 tsʰoi53 舌尖音 

苗栗縣 西湖鄉三湖村 tsoŋ53 tsʰɿ55 sɿn55 舌尖音 tsak5 tsʰoi53 舌尖音 

桃園市 龍潭區大平里 tʃoŋ53 tʃʰɿ55 ʃɿn55 舌葉音 tʃak5 tʃʰoi53 舌葉音 

桃園市 楊梅區富岡 tʃoŋ53 tʃʰi55 ʃin55 舌葉音 tʃak5 tʃʰui53 舌葉音 

桃園市 新屋區 tʃoŋ53 tʃʰi55 ʃin55 舌葉音 tʃak5 tʃʰui53 舌葉音 

新竹縣 芎林鄉王爺坑 tʃoŋ53 tʃʰi55 ʃin55 舌葉音 tʃak45 tʃʰui53 舌葉音 

新竹縣 關西鎮六曲窩 tʃoŋ53 tʃʰi55 ʃin55 舌葉音 tʃak5 tʃʰui53 舌葉音 

新竹縣 竹東鎮大窩 tʃoŋ53 tʃʰi55 ʃin55 舌葉音 tʃak45 tʃʰui53 舌葉音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縣市 鄉鎮市區 尖 青 心 精組比較 

苗栗縣 南庄鄉東村 tɕiam53 tɕʰiaŋ53 ɕim53 舌面音 

苗栗縣 南庄鄉南富村 tɕiam53 tɕʰiaŋ53 ɕim53 舌面音 

苗栗縣 後龍鎮校椅里 tɕiam53 tɕʰiaŋ53 ɕim53 舌面音 

苗栗縣 西湖鄉三湖村 tɕiam53 tɕʰiaŋ53 ɕim53 舌面音 

桃園市 龍潭區大平里 tɕiam53 tɕʰiaŋ53 sim53 塞擦音舌面、擦音舌尖 

桃園市 楊梅區富岡 tsiam53 tsʰiaŋ53 sim53 舌尖音 

桃園市 新屋區 tsiam53 tsʰiaŋ53 sim53 舌尖音 

新竹縣 芎林鄉王爺坑 tsiam53 tsʰiaŋ53 sim53 舌尖音 

新竹縣 關西鎮六曲窩 tsiam53 tsʰiaŋ53 sim53 舌尖音 

新竹縣 竹東鎮大窩 tsiam53 tsʰiaŋ53 sim53 舌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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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攝字（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 

舌尖聲母 

表 61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舌尖聲母遇攝字列表 

縣市區 鄉鎮 蘇 鬚 初 鋤 祖 醋 助 

大埔縣 桃源鎮 sɿ33 si33 tsʰɿ33 tsʰɿ13 tsɿ31 tsʰɿ52 tsʰɿ52 

大埔縣 楓朗鎮 sɿ33 si33 tsʰɿ33 tsʰɿ55 tsɿ31 tsʰɿ52 tsʰɿ52 

大埔縣 高陂鎮 sɿ33 si33 tsʰɿ33 tsʰɿ13 tsɿ31 tsʰɿ52 tsʰɿ52 

五華縣 棉洋鎮 sɿ44 si44 tsʰo44 tsʰo24 tsɿ21(13) tsʰɿ53 tsʰɿ21(13) 

五華縣 水寨鎮 sɿ44 si44 tsʰo44 tsʰo13 tsɿ31 tsʰɿ53 tsʰɿ31 

五華縣 華城鎮 sɿ44 si44 tsʰo44 tsʰo13 tsɿ31 tsʰɿ53 tsʰɿ31 

五華縣 長布鎮 sɿ55 si55 tsʰo55 tsʰo13 tsɿ31 tsʰɿ53 tsʰɿ31 

平遠縣 大柘鎮 su24 X tsʰu24 tsʰi11 tsu31 tsʰu45 tsʰu45 

和平縣 林寨鎮 X sʉ33 X X tsʉ35 tsʰu41 X 

東莞市 清溪鎮 su33 si33 tsʰo33 tsʰo11 tsu21 tsʰu42 tsʰu21 

海豐縣 西坑鄉 sɿ53 X tsʰo53 tsʰo24 tsɿ214 tsʰɿ21 tsʰo33 

海豐縣 黃羌鎮 sɿ53 si53 tsʰo53 tsʰo35 tsɿ324 tsʰɿ31 tsʰo33 

梅江區 金山街道 sɿ44 si44 tsʰɿ44 tsʰo11 tsɿ31 tsʰɿ53 tsʰɿ53 

梅縣區 程江鎮 sɿ44 si44 tsʰɿ44 tsʰo11 tsɿ31 tsʰɿ53 tsʰɿ53 

梅縣區 松口鎮 sɿ24 si24 tsʰɿ24 tsʰo11 tsɿ31 tsʰɿ55 tsʰɿ55 

連平縣 隆街鎮 X su33 X X tsu13 tsʰu41 X 

陸河縣 河田鎮 sɿ53 siu53 tsʰo53 tsʰo35 tsɿ13 tsʰɿ31 tsʰo33 

陸河縣 螺溪鎮 sɿ53 siu53 tsʰo53 tsʰo35 tsɿ13 tsʰɿ21 tsʰo33 

陸河縣 新田鎮 sɿ53 si53 tsʰo53 tsʰo45 tsɿ13 tsʰɿ31 tsʰo33 

陸豐縣 西南鎮 su53 si53 tsʰo53 tsʰo45 tsu24 tsʰɿ21 tsʰu33 

博羅縣 羅陽鎮 X ɬu44 X X tsu35 tsʰu13 X 

惠東縣 平山鎮 su44 si44 tsʰo44 tsʰo11 tsu31 tsʰu53 tsʰo53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su44 sy44 tsʰo44 tsʰo22 tsu35 tsʰu13 tso31 

惠陽區 淡水街道 su44 si44 tsʰo44 tsʰo11 tsu31 tsʰu53 tsʰo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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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蘇 鬚 初 鋤 祖 醋 助 

揭西縣 上砂鎮 sɿ55 si55 X X tsɿ24 tsʰɿ52 X 

揭西縣 下砂鄉 su53 si53 tsʰo53 tsʰio55 tsɿ13 tsʰɿ11 tʃʰu33 

揭西縣 五雲鎮 sɿ55 si55 tsʰo55 X tsɿ11 tsʰɿ53 tsʰo11 

揭西縣 河婆鎮 su44 si44 tsʰɿ44 tʃʰu35 tsu21 tsʰɿ52 tʃʰɿ21 

普寧市 船埔鎮 su42 X tʃʰu42 X tsu24 tsʰu31 X 

紫金縣 紫城鎮 sɿ35 si35 tsʰo35 tsʰo22 tsɿ31 tsʰɿ53 tsʰɿ53 

詔安縣 秀篆鎮 su13 ʃy13 tsʰu13 tʃʰy54 tsu51 tsʰu51 tsʰu33 

源城區 上城街道 X su33 X X tsu35 tsʰu13 X 

興寧市 刁坊鎮 sɿ33 si33 tsʰo33 tsʰu24 tsɿ41 tsʰɿ51 tsʰɿ51 

興寧市 興田街道 sɿ44 si44 tsʰo44 tsʰu11 tsɿ31 tsʰɿ53 tsʰɿ53 

興寧市 羅浮鎮 sɿ34 si34 tsʰo34 tsʰu33 tsɿ41 tsʰɿ41 tsʰɿ51 

蕉嶺縣 蕉城鎮 X si34 tsʰu34 tsʰo21 tsu41 X X 

龍川縣 佗城鎮 X sɿ44 X X tsɿ24 tsʰu31 X 

豐順縣 湯坑鎮 su33 si33 tsʰu33 tsʰu35 tsu52 tsʰɿ52 tsʰu31 

饒平縣 上饒鎮 su11 siu11 tsʰu11 tsʰu55 tsu53 tsʰu53 tsʰu24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舌根聲母 

表 62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舌根聲母遇攝字列表 

縣市區 鄉鎮 虛 魚 舉 女 語 去 

大埔縣 桃源鎮 hi33 ŋ13 ki31 ŋi31 ŋi33 kʰi52 

大埔縣 楓朗鎮 hi33 ŋ55 ki31 ŋi31 ŋi33 kʰi52 

大埔縣 高陂鎮 hi33 ŋi13 ki31 ŋi31 ŋi33 kʰi52 

五華縣 棉洋鎮 ʃɿ44 ŋ24 ki21(13) ŋi21(13) ŋi44 kʰi53 

五華縣 水寨鎮 ʃɿ44 ŋ13 ki31 ŋi31 ŋi44 kʰi53 

五華縣 華城鎮 ʃɿ44 ŋ13 ki31 ŋi31 ŋi44 kʰi53 

五華縣 長布鎮 ʃɿ55 ŋ13 ki31 ŋi31 ŋi55 kʰi53 

平遠縣 大柘鎮 hi24 ŋ11 X ŋ31 ni24 hi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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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虛 魚 舉 女 語 去 

和平縣 林寨鎮 ɕy33 ŋy45 ky35 ŋy35 X ɕi41 

東莞市 清溪鎮 hi33 n11 ki21 gi21 gi33 hi42 

海豐縣 西坑鄉 hy53 ŋ24 ki214 ŋiu214 ŋi53 hi21/kʰi21 

海豐縣 黃羌鎮 hi53 ŋ35 ki324 ŋiu324 ŋi53 hi31/kʰi31 

梅江區 金山街道 hi44 ŋ11 ki31 ŋ31 ŋi44 hi53 

梅縣區 程江鎮 hi44 ŋ11 ki31 ŋ31 ŋi44 kʰi53 

梅縣區 松口鎮 hi24 ŋ11 ki31 ŋ31 ŋi24 hi55 

連平縣 隆街鎮 hi33 ŋi45 ki13 ŋi13 X hi41 

陸河縣 河田鎮 hiu53 ŋiu35 kiu13 ŋiu13 ŋiu53 hi31 

陸河縣 螺溪鎮 hiu53 ŋiu35 kiu13 ŋiu13 ŋiu53 hi21 

陸河縣 新田鎮 hi53 ŋ35 ki13 ŋiu13 ŋi53 hi31 

陸豐縣 西南鎮 hi53 ŋ24 ki24 ŋiu24 ŋi53 hi21 

博羅縣 羅陽鎮 hi44 ŋi11 ki35 ŋi35 X hi13 

惠東縣 平山鎮 hi44 ŋ11 ki31 ŋ31 ŋi44 hi53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hy44 ŋy22 ky35 ŋy35 ŋy44 hy13 

惠陽區 淡水街道 hi44 ŋ11 ki31 ŋ31 ŋi44 hi53 

揭西縣 上砂鎮 hiu55 ŋiu214 X ŋiu24 X X 

揭西縣 下砂鄉 hiu53 ŋɨʉ55 X ŋɨʉ13 ŋi53 hi11 

揭西縣 五雲鎮 hi55 ŋ24 X ŋ11 ŋi55 kʰi53 

揭西縣 河婆鎮 hi44 ŋ35 ki21 ŋ21 ŋi44 kʰi52 

普寧市 船埔鎮 hi42 ŋ35 X ŋ24 X hi31 

紫金縣 紫城鎮 hi35 ŋ22 ki31 ŋi31 ŋi35 hi53 

詔安縣 秀篆鎮 hy13 m54 ky51 ŋy51 ŋy13 kʰy51 

源城區 上城街道 hy33 ŋy31 ky35 ŋy35 X hy13 

興寧市 刁坊鎮 ʃɿ33 ni24 X ni41 ŋi33 ʃɿ51 

興寧市 興田街道 ʃɿ44 ni11 X ni31 ŋi44 ʃ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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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虛 魚 舉 女 語 去 

興寧市 羅浮鎮 ʃɿ34 ȵi33 X ȵi41 ȵi34 ʃɿ51 

蕉嶺縣 蕉城鎮 hi34 ŋ21 X ŋ41 ŋi34 kʰi551 

龍川縣 佗城鎮 ʃy44 ŋy52 ky24 ŋy24 X hi31 

豐順縣 湯坑鎮 hi33 ŋ35 ki53 ŋ53 ŋu33 kʰɿ53 

饒平縣 上饒鎮 hiu11 ŋ55 kiu53 
ŋ53 

ŋiu53 
ŋiu11 kʰiu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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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介音去留比較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 

表 63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合口介音去留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多 官 酸 光 果 管 過 快 

大埔縣 桃源鎮 tou33 kuan33 son33 kuoŋ33 kou31 kuan31 ko52 X 

大埔縣 楓朗鎮 tou33 kuan33 son33 kuoŋ33 kou31 kuan31 ko52 X 

大埔縣 高陂鎮 tou33 kuan33 son33 kuoŋ33 kou31 kuan31 ko52 X 

五華縣 棉洋鎮 to44 kuon44 son44 koŋ44 ko21(13) kuon21(13) kuo53 X 

五華縣 水寨鎮 to44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o53 X 

五華縣 華城鎮 to44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o53 X 

五華縣 長布鎮 to55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o53 X 

平遠縣 大柘鎮 to24 kon24 son24 koŋ24 ko31 kon31 ko45 X 

和平縣 林寨鎮 to33 X X X X X X X 

東莞市 清溪鎮 to33 kon33 son33 koŋ33 ko21 kon21 ko42 kʰai42 

海豐縣 西坑鄉 to53 X son53 koŋ53 ko214 X ko21 kʰuai21 

海豐縣 黃羌鎮 to53 X son53 koŋ53 ko324 X ko31 kʰuai31 

梅江區 金山街道 to44 X son44 kuoŋ44 kuo31 kuon31 ko53 X 

梅縣區 程江鎮 to44 X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uo53 X 

梅縣區 松口鎮 to24 kuon24 son24 kuoŋ24 kuo31 kuon31 kuo55 X 

連平縣 隆街鎮 to33 kon33 son33 koŋ33 ko13 kon13 ko41 X 

陸河縣 河田鎮 to53 kuon53 suon53 kuoŋ53 kuo13 kuon13 kuo31 kʰuai31 

陸河縣 螺溪鎮 tuo53 kuon53 suon53 kuoŋ53 kuo13 kuon13 kuo21 kʰuai21 

陸河縣 新田鎮 to53 kon53 son53 koŋ53 ko13 kon13 ko31 kʰuai31 

陸豐縣 西南鎮 to53 kon53 son53 koŋ53 ko24 kon24 ko21 kʰuai21 

博羅縣 羅陽鎮 to44 X X X X X X X 

惠東縣 平山鎮 to44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o53 kʰai53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to44 X X X X X ko13 X 

惠陽區 淡水街道 to44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on31 ko53 kʰai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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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多 官 酸 光 果 管 過 快 

揭西縣 下砂鄉 to53 kuon53 son53 kuoŋ53 kuo13 kuon13
 kuo11 X 

揭西縣 五雲鎮 to55 kuan55 son55 koŋ55 ko11 kuan11 ko53 kʰuai53 

揭西縣 上砂鎮 X X son55 koŋ55 ko214 X X kʰuai52 

揭西縣 河婆鎮 to44 kuon44 son44 koŋ44 ko21 kuon21 ko52 X 

普寧市 船埔鎮 to42 kuon42 son42 kuoŋ42 kuo24 kuon24 kuo31 kʰuai31 

紫金縣 紫城鎮 to35 kon35 son35 koŋ35 ko35 kon31 ko53 X 

詔安縣 秀篆鎮 tou13 kuan13 son13 kuoŋ13 kuo51 kuan51 kuo51 kʰuai51 

源城區 上城街道 to33 kuon33 suon33 koŋ33 ko35 kuon35 ko13 X 

興寧市 刁坊鎮 to33 koin33 son33 koŋ33 ko41 kuon41 ko51 X 

興寧市 興田街道 to44 kon44 son44 koŋ44 ko31 kuon31 ko53 X 

興寧市 羅浮鎮 to34 kuon34 son34 koŋ34 ko41 kuon41 ko51 X 

蕉嶺縣 蕉城鎮 to34 kuon34 son34 kuoŋ34 kuo41 kuon41 ko551 X 

龍川縣 佗城鎮 to44 X X X X X X X 

豐順縣 湯坑鎮 to33 kuan33 son33 kuoŋ33 ko53 X kuo53 X 

饒平縣 上饒鎮 to11 kuan11 son11 koŋ11 ko53 kan53 ko53 kʰai5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粵東閩語 

表 64 粵東閩語合口介音去留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多 官 酸 光 果 管 過 快 

海豐縣 海城鎮 X kũã33 sũĩ33 kũĩ33 kue51 kuaŋ51 kue21 kʰuai21 

陸豐市 東海鎮 X kũã33 sŋ33 kuaŋ33 kue55 kuaŋ55 kue213 kʰuai213 

金平區 石砲臺街道 X kũã33 sɤŋ33 kɤŋ33 kũẽ53 kɤŋ53 kue213 X 

潮陽區 文光街道 X kũã33 sɤŋ33 kɤŋ33 kũẽ53 kɤŋ53 kue213 X 

澄海區 廣益街道 to33 kũã33 sɤŋ33 kuaŋ33 kũẽ52 kɤŋ52 kue212 X 

揭東縣 曲溪街道 X kũã33 sɤŋ33 kuaŋ33 kũẽ53 kuaŋ53 kue213 X 

榕城區 東興街道 X kũã33 sɤŋ33 kuaŋ33 kũẽ53 kuaŋ53 kue213 X 

潮安區 庵埠鎮 X kũã33 sɤŋ33 kɤŋ33 kũẽ53 kueŋ53 kue213 X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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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方言 

表 65 粵方言合口介音去留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多 官 酸 光 果 管 過 快 

東莞市 東莞城區 to213 kun213 søn213 kuoŋ213 kuo35 kun35 kuo32 fai32 

越秀區 六榕街道 to55 kun55 ʃyn55 kuoŋ55 kuo24 kun24 kuo22 fai2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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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元音 o、a 性質比較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 

表 66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主要元音 o、a 性質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山 單 我 難 個 飯 襪 辣 

大埔縣 桃源鎮 san33 tan33 ŋai13 nan13 kei52 pʰon52 mat2 lat5 

大埔縣 楓朗鎮 san33 tan33 ŋai55 nan55 kei52 pʰon52 mat2 lat5 

大埔縣 高陂鎮 san33 tan33 ŋai13 nan13 kei52 fan52 mat2 lat5 

五華縣 棉洋鎮 san44 tan44 ŋai24 nan24 kai53 fan21(13) mat1(24) lat4 

五華縣 水寨鎮 san44 tan44 ŋai13 nan13 ke53 fan31 mat2 lat5 

五華縣 華城鎮 san44 tan44 ŋai13 nan13 ke53 fan31 mat2 lat4 

五華縣 長布鎮 san55 tan55 ŋai13 nan13 ke53 fan31 mat2 lat5 

平遠縣 大柘鎮 san24 tan24 ŋai11 nan11 ke45 fan45 mat2 lat4 

和平縣 林寨鎮 X X ŋoi41 X koi35 fɐn33 X X 

東莞市 清溪鎮 san33 tan33 ŋai11 lan11 ko42 X mat22 X 

梅江區 金山街道 san44 tan44 ŋai11 nan11 ke53 fan53 mat1 lat5 

梅縣區 程江鎮 san44 tan44 ŋai11 nan11 ke53 fan53 mat1 lat5 

梅縣區 松口鎮 san24 tan24 ŋai11 nan11 kei55 fan55 mat2 lat5 

連平縣 隆街鎮 X X ŋoi41 X koi13 van33 X X 

陸河縣 螺溪鎮 son53 ton53 ŋoi53 non35 koi31 pʰon33 mot45 lot54 

陸河縣 河田鎮 son53 ton53 ŋoi53 nan35 kai21 pʰon33 mat45 lat54 

陸河縣 新田鎮 san53 tan53 ŋai13 nan35 kai31 pʰon33 mat45 lat54 

陸豐縣 西南鎮 san53 tan53 ŋai45 nan45 kai21 pʰon33 X lat54 

博羅縣 羅陽鎮 X X ŋoi13 X koi35 pʰon32 X X 

惠東縣 平山鎮 san44 tan44 ŋai11 nan11 ko53 X mat1 lat5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X X ŋoi13 X koi13 fan31 X X 

惠陽區 淡水街道 san44 tan44 ŋai11 nan11 ko53 fan53 mat1 lat5 

揭西縣 下砂鄉 san53 tan53 ŋoi53 nan55 kai11 pʰon33 mat5 lot2 

揭西縣 五雲鎮 san55 ton55 ŋoi55 non24 kai53 pʰon11 mat21 l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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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山 單 我 難 個 飯 襪 辣 

揭西縣 上砂鎮 son55 tan55 ŋai214 nan214 X pʰon33 mot34 lot45 

揭西縣 河婆鎮 san44 tan44 ŋai35 nan35 kai52 pʰon52 mat1 lat5 

普寧市 船埔鎮 san42 tan42 ŋai35 nan35 kai31 fon22 mat5 lat2 

紫金縣 紫城鎮 san35 tan35 ŋai22 nan22 ke53 fan53 mat2 lat5 

詔安縣 秀篆鎮 san13 tan13 ŋai54 nan54 kai51 pʰon33 mat24 lat3 

源城區 上城街道 X X ŋuoi13 X kuoi13 fan55 X X 

興寧市 刁坊鎮 san33 tan33 ŋai24 nan24 ke51 fan51 mat41 lat55 

興寧市 興田街道 san44 tan44 ŋai11 nan11 kie53 fan53 mat31 lat54 

興寧市 羅浮鎮 san34 tan34 ŋai33 nan33 ke51 fan51 mat42 lat45 

蕉嶺縣 蕉城鎮 san34 tan34 ŋai21 nan21 ke551 fan551 mat41 lat44 

龍川縣 佗城鎮 X X ŋoi24 X koi31 fan31 X X 

龍川縣 龍母鎮 X X ŋoi214 nan35 koi51 fan33 mat21 lat5 

豐順縣 湯坑鎮 san33 tan33 ŋai35 nan35 kei53 pʰon31 mat2 lat5 

饒平縣 上饒鎮 san11 tan11 ŋai55 nan55 X fan24 mat2 lat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粵東閩語 

表 67 粵東閩語主要元音 o、a 性質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山 單 我 難 個 飯 辣 襪 

金平區 石砲臺街道 sũã33 tũã33 ua53 laŋ55 kai213 puŋ11 luaʔ5 gueʔ5 

海豐縣 海城鎮 sũã33 tũã33 ua51 naŋ45 ko21 pũĩ31 luaʔ55 gueʔ55 

陸豐市 東海鎮 sũã33 tũã33 ua55 naŋ35 kai213 pŋ22 luaʔ5 gueʔ5 

揭東縣 曲溪街道 sũã33 tũã33 ua53 laŋ55 ko213 huaŋ11 luaʔ5 gueʔ5 

榕城區 東興街道 sũã33 tũã33 ua53 laŋ55 ko213 huaŋ11 luaʔ5 gueʔ5 

潮安區 庵埠鎮 sũã33 tũã33 ua53 laŋ55 kai213 hueŋ11 luaʔ4 gueʔ4 

潮陽區 文光街道 sũã33 tũã33 ua53 laŋ55 kai213 puŋ11 luaʔ5 gueʔ5 

澄海區 廣益街道 sũã33 tũã33 ua52 laŋ55 kai212 puŋ11 luaʔ5 gueʔ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150 

 

粵方言 

表 68 粵方言主要元音 o、a 性質比較表 

縣市區 鄉鎮 山 單 我 難 個 飯 辣 襪 

三水區 西南街道 san53 tan53 ŋoi13 lan21 koi33 fan22 lat22 mɐt22 

斗門區 上橫鎮 san45 tan45 ŋoi13 lan42 ko33 fan21 lat21 mɐt21 

臺山市 臺城街道 san33 an33 ŋguoi21 ⁿdan22 kuoi33 fan31 lat1 mbat21 

東莞市 城區 sɛŋ213 tɛŋ213 ŋo13 nɛŋ21 ko32 fɛŋ32 ŋɛk22 mɛk22 

從化區 街口街道 saŋ55 taŋ55 ŋoi23 naŋ21 koi23 faŋ21 lak22 mɐt22 

番禺區 市橋街道 san53 tan53 oi13 lan31 ko33 fan22 lat22 mɐt22 

越秀區 六榕街道 ʃan53 tan53 ŋo35 nan21 ko33 fan22 lat2 mɐt22 

開平市 赤坎鎮 san33 an33 ŋguoi31 ndan22 kuoi33 fan31 lat21 mbat21 

順德區 大良街道 san53 tan53 oi13 lan42 koi32 fan21 lat21 mat21 

增城區 荔城街道 saŋ55 taŋ55 ŋoi13 naŋ11 koi33 faŋ22 lak22 mak22 

禪城區 石灣鎮街道 san53 tan53 ŋoi13 nan42 koi33 fan22 lat22 mɐt2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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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特殊字讀音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 

表 69 粵東客家話、東江本地話個別特殊字讀音列表 

縣市區 鄉鎮 枝 無 貓 鎮 話名詞 柿 事做~ 國 

大埔縣 桃源鎮 ki33 mo13 ŋiau52 tʃin52 fa52 tʃʰɿ52 X kuak2 

大埔縣 高陂鎮 ki33 mo13 miau52 tʃin52 fa52 tʃʰɿ52 X kuak2 

大埔縣 楓朗鎮 ki33 mo24 ŋiau52 tʃin52 fa52 tʃʰɿ52 X kuak2 

五華縣 棉洋鎮 ki44 mau13 miau53 tʃɿn21(13) va53 sai21(13) ʃe21(13) ket1(24) 

五華縣 水寨鎮 ki44 mau13 miau53 tʃɿn31 va53 sɿ31 ʃe31 ket2 

五華縣 華城鎮 ki44 mau13 miau53 tʃɿn31 va53 sɿ31 ʃe31 ket2 

五華縣 長布鎮 ki55 mau13 miau53 tʃɿn31 va53 sɿ31 ʃe31 ket2 

平遠縣 大柘鎮 ki24 mo11 miau45 tsɿn31 fa45 sɿ45 X kuet2 

和平縣 林寨鎮 X mau45 X X va41 X sai33 ket24 

東莞市 清溪鎮 tsi33 X miau42 tsʰin21 va42 se11 su21 kok22 

海豐縣 西坑鄉 ki53 mau35 miau21 tin21 va33 sɿ33 X kuet34 

海豐縣 黃羌鎮 ki53 mau24 miau31 tin31 va33 sɿ33 X kuet24 

梅江區 金山街道 ki33 mo11 miau53 tsɿn31 fa53 sɿ53 se53 kuet1 

梅縣區 程江鎮 ki24 mo11 miau53 tsɿn31 fa53 sɿ53 se53 kuet1 

梅縣區 松口鎮 ki33 mo11 miau55 tsɿn31 fa53 sɿ53 se53 kuet2 

連平縣 隆街鎮 X mau45 X X va33 tsʰɛi41 sɛi33 kut35 

陸河縣 河田鎮 ki53 mau35 miau31 tin31 va33 sai33 ʃe33 kuet45 

陸河縣 新田鎮 ki53 mo35 ŋiau31 tin31 va33 sai33 ʃe33 kuet45 

陸豐縣 西南鎮 ki53 mo45 ŋiau21 tin21 va33 sai33 ʃe33 kuet45 

博羅縣 羅陽鎮 X mau11 X X va32 sɛi13 sɛi32 kiak5 

惠東縣 平山鎮 ki44 mau11 miau53 tsin31 fa53 su53 su53 k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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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枝 無 貓 鎮 話名詞 柿 事做~ 國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ki44 mau22 miɛu22 tin35 va31 siɛ31 siɛ31 kiak45 

惠陽區 淡水街道 ki44 mau11 miau53 tsin31 fa53 su53 su53 ket1 

揭西縣 上砂鎮 ki55 mau214 miau52 tin24 voi55 sai33 ʃe33 kuet34 

揭西縣 下砂鄉 ki53 mau55 miau11 tin13 voi53 sai33 ʃe33 kuet5 

揭西縣 五雲鎮 X mo24 miau53 X X X X kuet21 

揭西縣 河婆鎮 X mo35 miau52 tʃin52 voi44 sai21 ʃei21 kuet1 

普寧市 船埔鎮 ki42 mo35 ŋiau42 tien31 va22 sai31 X kuet5 

紫金縣 紫城鎮 ki35 mau22 miau53 tsən31 va53 sɿ53 ʃe53 ket2 

詔安縣 秀篆鎮 ki13 mou54 ŋieu13 tin51 va33 tʃʰi33 ʃei33 kut24 

源城區 上城街道 X mau31 X X va55 tsʰiɛ13 siɛ55 kat5 

興寧市 刁坊鎮 ki33 X miau41 tʃin41 va51 sɿ51 X X 

興寧市 興田街道 ki44 mau11 miau31 tʃin31 va53 sɿ53 X kiet31 

興寧市 羅浮鎮 ki34 X miau41 tʃin41 va51 sɿ51 X X 

蕉嶺縣 蕉城鎮 ki34 mo21 miau41 tsɿn41 fa551 tsʰɿ551 X kuet41 

龍川縣 佗城鎮 X mau52 X tsɿn24 va44 X sɿ44 ket13 

龍川縣 龍母鎮 X mau35 miau51 tʃin21 va33 X X X 

豐順縣 湯坑鎮 ki33 mo35 ŋiau52 tin52 fa31 ʃi31 X kuet32 

饒平縣 上饒鎮 ki11 mo55 ŋiau53 tin53 va24 sɿ24 se24 kut2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粵東閩語 

表 70 粵東閩語個別特殊字讀音列表 

縣市區 鄉鎮 枝 話名詞 無 貓 鎮 柿 事做~ 國 

金平區 石砲臺街道 ki33 X bo55 ŋiau55 tiŋ213 X sɯ11 kok2 

海豐縣 海城鎮 ki33 ue31 bo55 ba55 tin213 ki33 su11 k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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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枝 話名詞 無 貓 鎮 柿 事做~ 國 

ŋiau33 su35 

陸豐市 東海鎮 ki33 X 
bo24 

bu24 
ŋiau33 

tiaŋ213 

tiŋ213 
ki33 

si22 

su22 
kok2 

揭東縣 曲溪街道 ki33 ue11 bo55 biau55 tiŋ213 X sɯ11 kok2 

榕城區 東興街道 ki33 X bo55 
ba33 

ŋiau55 
teŋ213 X sɯ11 kok2 

潮安區 庵埠鎮 ki33 ue11 bo55 ŋiau55 tiŋ213 X sɯ11 kok2 

潮陽區 文光街道 ki33 X bo55 ba55 tiŋ213 X sɯ11 kok2 

澄海區 廣益街道 ki33 ue11 bo55 
ba55 

ŋiou55 
tiŋ212 sai35 sə11 kok1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粵方言 

表 71 粵方言個別特殊字讀音列表 

縣市區 鄉鎮 枝 話名詞 無 貓 鎮 柿 事做~ 國 

東莞市 東莞城區 tsi213 va32 mou21 miu213 tsɐn32 soi32 sɐi32 kuo44 

越秀區 六榕街道 tʃi55 wa22 mou21 mau55 tʃɐn33 tsɐn22 ʃi22 kuok3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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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粵東、贛南聲調調值分布 

粵東、贛南客家話聲調表 

表 72 粵東、贛南客家話聲調表 

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大埔縣 桃源鎮 33 13 31 33 52 52 2 5 

大埔縣 高陂鎮 33 13 31 33 52 52 2 5 

大埔縣 楓朗鎮 33 55 31 33 52 52 2 5 

五華縣 水寨鎮 44 13 31 44 53 31 2 5 

五華縣 長布鎮 55 13 31 55 53 31 2 5 

五華縣 棉洋鎮 44 24 21(13) 44 53 21(13) 1(24) 4 

五華縣 華城鎮 44 13 31 44 53 31 2 4 

平遠縣 大柘鎮 24 11 31 24 45 45 2 4 

石城縣 琴江鎮 53 24 31 53 31 32 4 4 

全南縣 金龍鎮 24 11 42 24 44 22 3 5 

定南縣 歷市鎮 35 213 31 35 53 33 2 5 

東莞市 清溪鎮 33 11 21 33 42 21 22 55 

東莞市 清溪鎮 33 11 21 33 42 21 22 55 

海豐縣 西坑鄉 53 35 324 53 31 33 24 5 

海豐縣 黃羌鎮 53 24 214 53 21 33 34 5 

梅江區 金山街道 44 11 31 44 53 53 1 5 

梅縣區 松口鎮 24 11 31 24 55 55 2 5 

梅縣區 程江鎮 44 11 31 44 53 53 1 5 

陸河縣 河田鎮 53 45 13 53 31 33 45 54 

陸河縣 新田鎮 53 45 13 53 31 33 45 54 



 

156 

 

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陸河縣 螺溪鎮 53 35 13 53 21 33 45 54 

陸豐市 西南鎮 53 45 24 53 21 33 45 54 

陸豐市 南塘鎮 53 55 35 53 21 22 55 11 

惠東縣 平山鎮 44 11 31 44 53 53 1 5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44 22 35 44 13 31 45 3 

惠陽區 淡水街道 44 11 31 44 53 53 1 5 

揭西縣 上砂鎮 55 214 24 55 52 33 34 54 

揭西縣 下砂鄉 53 55 13 53 11 33 5 2 

揭西縣 五雲鎮 55 24 11 55 53 11 21 5 

揭西縣 河婆鎮 44 35 21 44 52 21 1 5 

普寧市 梅林鎮 42 35 24 42 21 213 24 2 

普寧市 船埔鎮 42 35 24 42 31 22 5 2 

紫金縣 紫城鎮 35 22 31 35 53 53 2 5 

紫金縣 龍窩鎮 35 22 31 35 53 53 2 5 

詔安縣 秀篆鎮 13 54 51 13 51 33 24 3(33) 

寧都縣 劉坑鄉 42 13 214 42 31 44 2 5 

興寧市 興田街道 44 11 31 44 53 53 2 5 

蕉嶺縣 蕉城鎮 34 21 41 34 551 52 41 44 

龍川縣 龍母鎮 33 35 21 214 51 33 21 5 

龍南縣 桃江鄉 24 312 53 24 44 22 5 23 

豐順縣 湯坑鎮 33 35 52 33 52 31 32 55 

饒平縣 上饒鎮 11 55 53 11 53 24 2 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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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閩語聲調表 

表 73 粵東閩語聲調表 

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海豐縣 海城鎮 33 44 51 35 21 31 12 55 

陸豐市 東海鎮 33 35 55 213 213 22 1 5 

金平區 石砲臺街道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潮陽區 文光街道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澄海區 廣益街道 33 55 52 35 212 11 1 5 

揭東縣 曲溪街道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榕城區 東興街道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潮安區 庵埠鎮 33 55 53 35 213 11 2 4 

普寧市 流沙西街道 35 55 53 13 31 11 2 5 

資料來源：參考中央研究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繪製。 

粵方言聲調表 

表 74 粵方言聲調表 

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三水區 西南街道 53 21 35 13 33 22 55 33 22 

斗門區 上橫鎮 45 42 24 13 33 21 55 33 21 

臺山市 臺城街道 33 22 55 21 33 31 55 33 21 

東莞市 城區 213 21 35 13 32 32 44 224 22 

從化區 街口街道 55 22 35 21 23 21 55 23 22 

番禺區 市橋街道 53 31 35 13 33 22 55 33 22 

越秀區 六榕街道 53 21 35 13 33 22 5 33 2 

開平市 赤坎鎮 33 22 55 31 31 31 55 33 21 

順德區 大良街道 53 42 24 13 32 21 55 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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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增城區 荔城街道 55 11 35 13 33 22 55 33 22 

禪城區 石灣鎮街道 53 42 35 13 33 22 55 33 22 

資料來源：參考中央研究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繪製。 

東江本地話聲調表 

表 75 東江本地話聲調表 

縣市區 鄉鎮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白）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惠城區 河南岸街道 44 22 35 31 13 31 45 3 

博羅縣 羅陽鎮 44 11 35 32 13 32 5 3 

源城區 上城街道 33 31 35 55 13 55 5 3 

連平縣 隆街鎮 33 45 13 33 41 33 35 3 

龍川縣 佗城鎮 44 52 24 44 31 44 13 3 

和平縣 林寨鎮 33 45 35 33 41 33 24 3 

資料來源：參考侯小英（2008）《東江中上游本地話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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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贛南方言聲調調值分布圖 

圖 41 粵東、贛南陰平調調值分布圖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圖 42 粵東、贛南陽平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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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粵東、贛南陰上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圖 44 粵東、贛南陽上調（白讀）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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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粵東、贛南陰去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圖 46 粵東、贛南陽去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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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粵東、贛南陰入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圖 48 粵東、贛南陽入調調值分布 

資料來源：贛南客家話調值選自中研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筆者統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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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其他語言分布相關數據表格 

清代吉康都聚落 GIS 資訊 

表 76 清代吉康都聚落 GIS 資訊表 

今日所屬行鎮區劃 清代地名 x座標 y座標 

上砂鎮 上砂 115.6897452 23.475683 

下砂鄉 下砂 115.7119182 23.3903811 

五雲鎮 五雲洞 115.7618845 23.4459597 

水唇鎮 黃塘墟 115.7225112 23.3368561 

水唇鎮 侖嶺村 115.7545663 23.364154 

東坑鎮 吉溪 115.7177212 23.2917661 

東坑鎮 東坑 115.6989782 23.2892961 

五雲鎮 田螺塘 115.7385712 23.3952619 

後溪鄉 田螺塘 115.7750384 23.2215561 

水唇鎮 黃塘約 115.7235462 23.3401701 

螺溪鎮 螺溪墟 115.6173312 23.3795121 

螺溪鎮 螺溪甲 115.6173312 23.3794924, 

新田鎮 新田約 115.5450572 23.1952301 

五雲鎮 北坑村 115.7839811 23.4302897 

河口鎮 南丫頭 115.6746042 23.1617831 

河田鎮 河田甲 115.6472502 23.3043851 

上護鎮 上護東甲 115.5901682 23.2628921 

上護鎮 上護西甲 115.5773772 23.2512191 

八萬鎮 八萬 115.7432522 23.0362041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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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潮惠原鄉「海陸片」客家話鄉鎮 

表 77 中國潮惠原鄉「海陸片」客家話鄉鎮語言分布表 

所屬市 所屬縣 鄉鎮名 主要方言 其他少數方言 備註 

汕尾市 陸河縣 水唇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河縣 上護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河縣 螺溪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粵臺片龍華小片 
純客家話鎮，然各安村、

書村屬紫金口音 

汕尾市 陸河縣 河口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海陸片普豐小片 
純客家話鎮，東郊屬普豐

小片 

汕尾市 陸河縣 東坑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河縣 新田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河縣 河田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河縣 南萬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粵臺

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屬紫金口音 

汕尾市 海豐縣 黃羌林場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臺

片龍華小片、粵東福佬

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平東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公平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西坑鄉 
粵臺片龍華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赤石鎮 
粵臺片梅惠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圓墩鄉 
粵臺片梅惠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尖米話、畲語 閩客混居 

汕尾市 海豐縣 鵝埠鎮 
粵臺片梅惠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陸豐市 西南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陸豐市 大安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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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市 所屬縣 鄉鎮名 主要方言 其他少數方言 備註 

汕尾市 陸豐市 八萬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豐市 陂洋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汕尾市 陸豐市 南塘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汕尾市 陸豐市 內湖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福佬話片陸海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揭陽市 普寧市 後溪鄉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大坪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黃沙鄉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船埔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雲落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南陽鄉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梅林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普寧市 馬鞍山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潮汕話片潮普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揭陽市 普寧市 裡湖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潮汕話片潮普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揭陽市 普寧市 普僑區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潮汕話片潮普小片 
無 閩客混居 

揭陽市 揭西縣 上砂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粵臺

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揭西縣 下砂鄉 
海陸片陸揭小片、粵臺

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揭西縣 五雲鎮 
海陸片陸揭小片、粵臺

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 

揭陽市 惠來縣 葵潭鎮 
海陸片普豐小片、粵東

潮汕話片潮普小片 
無 客家話僅限郊區 

揭陽市 惠來縣 隆江鎮 
粵東潮汕話片潮普小

片 
海陸片普豐小片 

客家話僅限頭寮、尾寮、

北溪三地 

梅州市 五華縣 登畬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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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市 所屬縣 鄉鎮名 主要方言 其他少數方言 備註 

梅州市 五華縣 龍村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梅州市 五華縣 橋江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梅州市 五華縣 棉洋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梅州市 五華縣 華陽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梅州市 五華縣 硝芳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梅州市 五華縣 梅林鎮 粵臺片龍華小片 無 
純客家話鎮，有海陸片陸

揭小片語音特色 

資料來源：本表參考韋煙灶、洪惟仁、吳中杰、吳芳等學術界先進的多篇文章，海陸客家話分

片部分則修改為正文結論所建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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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竹苗中投客家地區語言分布（村里級） 

表 78 臺灣桃竹苗中投客家地區語言分布表（村里級） 

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八德區 霄裡里 Xiaol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八德區 龍友里 Longyou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堅里 Zhongji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和里 Renhe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美里 Renme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祥里 Renx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愛里 Ren'a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福里 Renfu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仁德里 Rende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正義里 Zhengy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自立里 Zil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自信里 Zixi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至善里 Zhi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明德里 Mingde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東興里 D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林森里 Linse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信義里 Xiny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振興里 Zhen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健行里 Jian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普仁里 Pure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普忠里 Puzh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普強里 Puq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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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中壢區 普慶里 Puq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華勛里 Huaxue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華愛里 Hua'a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新興里 Xin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篤行里 D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龍慈里 Longc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過嶺里 Guoling Vil. 四縣客家話、饒平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三民里 Sanmi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央里 Zhongya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建里 Zhongji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原里 Zhongyu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榮里 Zhongro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壢里 Zhongl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五福里 Wufu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五權里 Wuqu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仁義里 Reny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內壢里 Neil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文化里 Wenhua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水尾里 Shuiwe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永光里 Yonggua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永福里 Yongfu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永興里 Yong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石頭里 Shitou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光明里 Guangm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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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中壢區 成功里 Chenggo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和平里 Hep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幸福里 Xingfu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忠孝里 Zhongxiao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義里 Zhongy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里 Zhongfu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金華里 Jinhua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復華里 Fuhua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復興里 Fu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普義里 Puy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新明里 Xinm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新街里 Xinjie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福德里 Fude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德義里 Dey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興平里 Xingp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興和里 Xinghe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興南里 Xingn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興國里 Xingguo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舊明里 Jium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龍安里 Long'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芝芭里 Zhiba Vil. 混合腔閩南語、饒平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山里 Zhongshan Vil. 華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正里 Zhongzheng Vil. 華語 

桃園市 中壢區 中興里 Zhongxing Vil. 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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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中壢區 後寮里 Houliao Vil. 華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龍德里 Longde Vil. 華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龍興里 Longxing Vil. 華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自治里 Zizhi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自強里 Ziqia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莊敬里 Zhuangji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興仁里 Xingren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龍平里 Longpi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龍東里 Longdo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中壢區 龍岡里 Longga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中壢區 龍昌里 Longcha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山峰里 Shanfe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安里 Bei'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富里 Beifu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華里 Beihua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貴里 Beigu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勢里 Beish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北興里 Bei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平安里 Ping'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平南里 Pingn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平鎮里 Pingzhe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東安里 Dong'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東社里 Dongshe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東勢里 Dongshi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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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平鎮區 金星里 Jin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金陵里 Jinl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南勢里 Nansh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建安里 Jian'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莊敬里 Zhuangj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湧光里 Yonggua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湧安里 Yong'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湧豐里 Yongfe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華安里 Hua'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新安里 Xin'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新英里 Xiny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新富里 Xinfu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新貴里 Xingu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新榮里 Xinr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福林里 Fuli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龍恩里 Long'e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龍興里 L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鎮興里 Zhen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平興里 Ping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宋屋里 Songwu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高雙里 Gaoshua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復旦里 Fud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復興里 Fu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新勢里 Xinshi Vil. 混合腔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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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平鎮區 義民里 Yimi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義興里 Yi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廣達里 Guangda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廣興里 Guang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平鎮區 雙連里 Shuangli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饒平客

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廣仁里 Guangre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平鎮區 中正里 Zhongzheng Vil. 華語 

桃園市 平鎮區 忠貞里 Zhongzhen Vil. 華語 

桃園市 平鎮區 貿易里 Maoyi Vil. 華語 

桃園市 新屋區 永安里 Yong'an Vil. 粵漳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永興里 Yongxing Vil. 粵漳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槺榔里 Kangl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九斗里 Jiudo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下田里 Xiat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下埔里 Xiapu Vil. 粵漳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大坡里 Dapo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石牌里 Shipa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石磊里 Shil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赤欄里 Chil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東明里 Dongm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社子里 Shez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後庄里 Houzhu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後湖里 Houhu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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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新屋區 埔頂里 Pud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望間里 Wangj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清華里 Qing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笨港里 Beng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蚵間里 Ej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新生里 Xins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新屋里 Xinw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新屋區 頭洲里 Touzho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楊梅里 Yangm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楊江里 Yangji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紅梅里 Hongm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永寧里 Yongn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大平里 Da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東流里 Dongli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水美里 Shuim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上田里 Shangt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梅新里 Meixi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大同里 Dat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埔心里 Puxi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金龍里 Jin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瑞塘里 Ruita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四維里 Siwe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梅溪里 Meix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高山里 Gao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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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桃園市 楊梅區 高榮里 Gaor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仁美里 Renme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光華里 Guang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富岡里 Fug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豐野里 Fengye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員本里 Yuanbe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瑞原里 Ruiyu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三湖里 Sanh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上湖里 Shangh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中山里 Zho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楊明里 Yangm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金溪里 Jinxi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裕成里 Yuc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秀才里 Xiuca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青山里 Qi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新榮里 Xinr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雙榮里 Shuangr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瑞坪里 Rui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永平里 Yong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瑞溪里 Ruix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高上里 Gaosha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富豐里 Fuf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裕新里 Yuxi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楊梅區 三民里 Sanmin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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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楊梅區 頭湖里 Touhu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九龍里 Jiu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三水里 Sanshui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三和里 Sanhe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上林里 Shangli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上華里 Shanghua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中山里 Zho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中正里 Zhongzhe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百年里 Baini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武漢里 Wuh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凌雲里 Lingyu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林里 Wuli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高平里 Gao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龍星里 L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龍祥里 Longx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龍潭里 Longtan Vil. 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八德里 Bade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三坑里 Sanke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大平里 Dap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永興里 Yong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烏樹林里 Wushuli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高原里 Gaoyu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祥和里 Xianghe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黃唐里 Huangta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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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龍潭區 聖德里 Shengde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桃園市 龍潭區 東興里 Dongxing Vil. 華語 

桃園市 龍潭區 三林里 Sanlin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龍潭區 中興里 Zhongxi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龍潭區 北興里 Beixing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龍潭區 佳安里 Jia'an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龍潭區 建林里 Jianlin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龍潭區 富林里 Fulin  Vil. 華語、混合腔閩南語 

桃園市 觀音區 白玉里 Baiyu  Vil. 粵漳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三和里 Sanhe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大潭里 Datan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坑尾里 Kengw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武威里 Wuwei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金湖里 Jinhu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保生里 Baos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新興里 Xin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廣興里 Guang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桃園市 觀音區 觀音里 Guany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大林村 Dal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大湖村 Dah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水磜村 Shuij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北埔村 Beip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外坪村 Wai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南坑村 Nankeng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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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北埔鄉 南埔村 Nanp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南興村 Nan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北埔鄉 埔尾村 Puwe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十興里 Shi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中興里 Zhong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文化里 Wen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北興里 Bei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竹仁里 Zhure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里 Zhube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東平里 Dong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東海里 Dongha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東興里 Dong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鹿場里 Luch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隘口里 Aiko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北市 興安里 Xing'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鷄林里 Jil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二重里 Erzh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三重里 Sanzh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上舘里 Shanggu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上坪里 Shang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大鄉里 Daxi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中山里 Zhong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中正里 Zhongz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五豐里 Wufeng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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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竹東鎮 仁愛里 Ren'a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竹東里 Zhud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忠孝里 Zhongxia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東華里 Dong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東寧里 Dongn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南華里 Nan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柯湖里 Keh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員山里 Yuan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員崠里 Yuand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商華里 Shang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軟橋里 Ruanqia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陸豐里 Luf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瑞峰里 Ruif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榮華里 Ronghua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榮樂里 Rongle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竹東鎮 頭重里 Touzh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上山村 Shang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下山村 Xia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中坑村 Zhongk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五龍村 Wul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文林村 Wenl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水坑村 Shuik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永興村 Yong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石潭村 Shitan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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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芎林鄉 秀湖村 Xiuh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芎林村 Qionglin Vil. 海陸客家話、饒平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華龍村 Hual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芎林鄉 新鳳村 Xinf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七星村 Qi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中盛村 Zhongc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石井村 Shij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峨眉村 Eme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富興村 F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峨眉鄉 湖光村 Hugua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中正村 Zhongz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中勢村 Zhong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中興村 Zhongxing Vil. 華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仁勢村 Ren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孝勢村 Xiao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和興村 He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東興村 Dong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波羅村 Polu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長安村 Chang'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長嶺村 Changl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信勢村 Xin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信義村 Xiny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勝利村 Shengli Vil. 華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湖口村 Hukou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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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湖口鄉 湖南村 Hun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湖鏡村 Huj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愛勢村 Ai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鳳山村 Feng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鳳凰村 Fenghu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湖口鄉 德盛村 Dec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上寮里 Shanglia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下寮里 Xialia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五埔里 Wup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內立里 Neil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文山里 Wen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北平里 Bei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四座里 Sizu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巨埔里 Jup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田新里 Tianx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旱坑里 Hank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南平里 Nan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清水里 Qingshu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鹿鳴里 Lum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新北里 Xinbe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新民里 Xinm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生里 Xinsh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新埔里 Xinp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埔鎮 照門里 Zhaomen Vil. 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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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新埔鎮 寶石里 Baosh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埔和村 Puhe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上坑村 Shangkeng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山崎村 Shanqi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中崙村 Zhonglu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忠孝村 Zhongxiao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松林村 Songlin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松柏村 Songbo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青埔村 Qingpu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後湖村 Houhu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重興村 Zhongxing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員山村 Yuanshan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崎頂村 Qiding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瑞興村 Ruixing Vil. 老漳海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新豐鄉 福興村 Fu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力行村 Li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大肚村 Dad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內灣村 Neiw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田寮村 Tianliao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沙坑村 Shake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南昌村 Nanch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新興村 Xin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福興村 Fux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橫山村 Heng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182 

 

縣市名 鄉鎮市區名 村里名 村里名（ENG） 語言分布情形 

新竹縣 橫山鄉 豐田村 Fengt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橫山鄉 豐鄉村 Fengxi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上林里 Shangli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大同里 Dato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仁安里 Ren'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北山里 Bei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北斗里 Beido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玉山里 Yu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石光里 Shigua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西安里 Xi'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東山里 Do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東平里 Dong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東光里 Donggua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東安里 Dong'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東興里 D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金山里 Ji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南山里 Na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南和里 Nanhe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南雄里 Nanxue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南新里 Nanxi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新力里 Xinl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新富里 Xinf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關西鎮 錦山里 Ji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三峰村 Sanfe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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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寶山鄉 大崎村 Daqi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山湖村 Shanhu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油田村 Youti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深井村 Shenji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新城村 Xinche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雙新村 Shuangxi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雙溪村 Shuangxi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寶山村 Baoshan Vil. 海陸客家話 

新竹縣 寶山鄉 寶斗村 Baodo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雙湖村 Shuang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雙潭村 Shuangt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西湖村 Xi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勝興村 She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廣盛村 Guangch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龍騰村 Longt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義鄉 鯉魚潭村 Liyut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三灣村 Sanw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大坪村 Da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大河村 Dah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內灣村 Neiw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北埔村 Beip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永和村 Yongh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頂寮村 Dingl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三灣鄉 銅鏡村 Tongjing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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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大湖鄉 大湖村 Da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大寮村 Dal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明湖村 Ming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東興村 D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武榮村 Wur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南湖村 Nan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栗林村 Lil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富興村 F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新開村 Xinka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義和村 Yih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靜湖村 Jing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大湖鄉 大南村 Danan Vil. 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大坑村 Dak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中義村 Zhongy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五谷村 Wug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仁安村 Ren'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北河村 Beih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玉谷村 Yug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玉泉村 Yuq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石墻村 Shiq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尖山村 Jia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南河村 Nanh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開礦村 Kaiku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福星村 F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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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公館鄉 福基村 Fuj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福德村 Fud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館中村 Guanzh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館東村 Guand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館南村 Guann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鶴山村 He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公館鄉 鶴岡村 Heg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下埔村 Xiap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五湖村 Wu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金獅村 Jinsh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高埔村 Gaop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龍洞村 Longd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三湖村 Sanh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西湖鄉 四湖村 Sih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上新里 Shangxin Vil. 海陸客家話、大埔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中街里 Zhongjie Vil. 大埔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內灣里 Neiwan Vil. 四縣客家話、大埔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老庄里 Laozhuang Vil. 饒平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西坪里 Xiping Vil. 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坪林里 Pingl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苗豐里 Miaof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景山里 Ji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新厝里 Xincuo Vil. 大埔客家話 

苗栗縣 卓蘭鎮 新榮里 Xinrong Vil. 大埔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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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卓蘭鎮 豐田里 Fengti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 

苗栗縣 南庄鄉 田美村 Tianme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西村 W. Vil. 海陸客家話、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東村 Dong. Vil. 海陸客家話、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東河村 Donghe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賽夏語 

苗栗縣 南庄鄉 南江村 Nanjiang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賽夏語 

苗栗縣 南庄鄉 南富村 Nanfu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員林村 Yuanl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獅山村 Shi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南庄鄉 蓬萊村 Penglai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賽夏語 

苗栗縣 後龍鎮 校椅里 Xiaoyi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海陸客

家話 

苗栗縣 後龍鎮 豐富里 Fengfu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海陸客

家話 

苗栗縣 苑裡鎮 蕉埔里 Jiaopu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上苗里 Shang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大同里 Dat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中苗里 Zhong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文山里 We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文聖里 Wensh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水源里 Shuiy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北苗里 Bei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玉苗里 Yu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玉清里 Yuqing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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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苗栗市 玉華里 Yuhu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青苗里 Qing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南勢里 Nansh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建功里 Jiang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恭敬里 Gongj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高苗里 Gao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清華里 Qinghu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勝利里 Shengl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新川里 Xinch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新苗里 Xin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新英里 Xiny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嘉盛里 Jiach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嘉新里 Jiax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福安里 F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福星里 F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福麗里 Ful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綠苗里 Lvm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維祥里 Weix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苗栗市 維新里 Weix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泰安鄉 清安村 Qing'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烏眉里 Wumei Vil. 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南和里 Nanhe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城南里 Chengn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福興里 Fuxi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家話、海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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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楓樹里 Fengshu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通霄鎮 福龍里 Fulong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大西村 Dax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大龍村 Da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平興村 Pi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造橋村 Zaoq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錦水村 Jinshu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造橋鄉 豐湖村 Feng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永興村 Y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百壽村 Baisho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竹木村 Zhum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和興村 He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新店村 Xindi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新豐村 Xinf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獅潭鄉 豐林村 Fengli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九湖村 Jiu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中平村 Zhong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竹森村 Zhuse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盛隆村 Cheng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朝陽村 Zhaoy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新隆村 Xin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福興村 Fu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銅鑼村 Tongluo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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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銅鑼鄉 樟樹村 Zhangs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銅鑼鄉 興隆村 Xing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上埔里 Shangp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上興里 Sha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下興里 Xia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土牛里 Tuniu Vil. 偏泉腔閩南語 

苗栗縣 頭份市 山下里 Shanxi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中興里 Zho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仁愛里 Ren'ai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文化里 Wenhu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斗煥里 Douh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民生里 Minsh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民族里 Minz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民權里 Minqu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田寮里 Tianl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合興里 He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尖下里 Jianxi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尖山里 Jian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成功里 Chengg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自強里 Ziqi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和平里 Hep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忠孝里 Zhongxi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東庄里 Dongzhu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信義里 Xinyi Vil. 四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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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頭份市 建國里 Jiangu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後庄里 Houzhua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流東里 Liud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珊湖里 Shanhu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新華里 Xinhua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廣興里 Guangxi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興隆里 Xingl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頭份里 Toufe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濫坑里 Lank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份市 蟠桃里 Pantao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北坑村 Beik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曲洞村 Qudo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明德村 Mingde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飛鳳村 Feif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象山村 Xiangshan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獅潭村 Shitan Vil. 四縣客家話、海陸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鳴鳳村 Mingfeng Vil. 四縣客家話 

苗栗縣 頭屋鄉 頭屋村 Touwu Vil. 四縣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九房里 Jiufa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土牛里 Tuniu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石岡里 Shiga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和盛里 Hec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金星里 Jinxing Vil. 新漳海腔閩南語、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梅子里 Meizi Vil. 大埔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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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石岡區 萬安里 Wan'a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萬興里 Wan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德興里 De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石岡區 龍興里 Longxing Vil. 新泉中腔閩南語、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上城里 Shangc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上新里 Shangxi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下城里 Xiac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下新里 Xiaxi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中嵙里 Zhongke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中寧里 Zhongn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北興里 Bei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延平里 Yanp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明正里 Mingz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東安里 Dong'a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東新里 Dongxi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南平里 Nanp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茂興里 Mao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泰昌里 Taicha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泰興里 Tai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埤頭里 Bitou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詒福里 Yifu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隆興里 Long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新盛里 Xinc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粵寧里 Yuening Vil. 大埔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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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東勢區 福隆里 Fulo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廣興里 Guang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慶東里 Qingdo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慶福里 Qingfu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東勢區 興隆里 Xinglo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大南里 Danan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中正里 Zhongz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中和里 Zhonghe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月湖里 Yuehu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協成里 Xiecheng Vil. 新泉中腔閩南語、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東興里 Dong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復盛里 Fuche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新社里 Xinshe Vil. 新泉中腔閩南語、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福興里 Fuxing Vil. 大埔客家話 

臺中市 新社區 慶西里 Qingxi Vil. 大埔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長流村 Changliu Vil. 大埔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長福村 Changfu Vil. 大埔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長豐村 Changfeng Vil. 大埔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南港村 Nangang Vil. 四縣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北港村 Beigang Vil. 海陸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大石村 Dashi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大旗村 Daqi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北山村 Beishan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柑林村 Ganlin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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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國姓鄉 乾溝村 Gangou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南投縣 國姓鄉 福龜村 Fugui Vil. 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家話 

資料來源：本表主要參考洪惟仁（2019）《臺灣語言地圖集》、黃菊芳教授的逐戶調查、以及筆

者的親身調查製作。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