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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同一個生活區域中，儘管生活習慣有大部分相同之處，但方言卻有極大差異。同一個家庭就可能說兩種
以上不同的語言，尤其是外出或留在本地，對方言的口音上就可能出現異處。以下就是本組調查的地點、目
的、對象、人數及方法。

2.        調查地點

2.1地點：宜蘭縣

目的：宜蘭的漳州腔口音在台灣來說是極特別的，和其他的縣市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近年來宜蘭青年人外
出工作和唸書或父親、母親為外縣市人，故和老年層的漳州腔有很大的不同。於是我們以外出與否不同做為宜
蘭漳州腔調調查的目的，看看是否因為外出與否的不同使漳州腔的口音也隨之不同，對於外出青年與在地青年
的口音有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的原因是否受到外縣市的影響。

對象：宜蘭縣的外出青年與在地青年(包括外出唸書、工作，但不包括途搬家到宜蘭的人)
人數：青年一代：100人＜30歲，在地50人，外地50人。總合：100人。

調查方法：我們將以走訪的方式訪問宜蘭人，首先問受訪者是否為宜蘭人，如果是中途搬入則不做訪問，
再問其是否會說台語，如果不會說台語也放棄，不訪問。只選擇會說台語的宜蘭人做為訪對象。再訪問他們是
留在宜蘭或出外工作。首先我們選『酸酸軟軟』 及『吃飯配滷蛋』為調查的句子，對於青年人就用寫在紙上，
請受訪者唸出來，再用錄音機錄下為證。之後再把老年及青年的口音做一比較。

2.2宜蘭青年一層漳州腔口音

宜蘭的學校及工作機會都不多，所以青年一層基於此因，以致外出的青年人數大增，當然原本純正的宜蘭
口音，便有了改變，尤其在青年人方面口音應該改變最大。於是我們把青年人分為外出青年和在地青年兩類，
調查他們的漳州口音。以下我們選了幾個比較『可愛』的詞句，請受訪者唸讀，有『酸酸軟軟』、『吃飯配滷
蛋』、『斷』、『遠』、『門』。另外我們也把父母親為外地人算為外出一類。

2.2.1在地青年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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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來，在本地的青年人大都受到太大的影響，有些變調的口音，大可能是受到家中其他外出青年
的影響。

        以下是在地青年口音的總合比較：

 受 干 擾 比率 不 受 干 擾 比率

 酸 8 16% 42 84%

 軟 12 24% 38 76%

 飯 10 20% 40 80%

 蛋 8 16% 42 84%

 斷 4 8% 46 92%

 遠 6 12% 44 88%

 門 16 32% 34 68%

2.2.2外地青年的口音

     酸                 ‚ 軟                 ƒ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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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看來，大部分的青年漳州口音都被干擾了，有些保留原有口音，

而有些則受到外來因素而改變，其他有些則是母親或父親為外地人，口音

也略有不同。



以下是外地青年口音的總合比較：

       受 干 擾 比率    不 受 干 擾 比率

 酸 20 40% 30 60%

 軟 18 36% 32 64%

 飯 32 64% 18 36%

 蛋 34 68% 16 32%

 斷 32 64% 18 36%

 遠 24 48% 26 52%

 門 34 68% 16 32%

    比較外地與在地青年的口音，明顯可知道，外出的青年受到其他口音的影響很大，很少保留全部的純宜
蘭口音。在本地青年的口音改變比率，明顯比外地青年來的少。可知口音在一種潛移默化中很容易改變。

2.2.3綜合比較

以下是外地青年及在地青年在「酸」、「軟」、「飯」、「蛋」、「斷」、 「遠」、「門」七個字口音的
比較：

酸：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16%    40%

不被干擾      84%    60%

軟：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24%      36%

不被干擾        76%      64%

飯：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20%      64%

不被干擾        80%      36%

蛋：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16%      68%

不被干擾        84%      32%

斷：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8%      64%

不被干擾        92%      36%

遠：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12%      48%



不被干擾        88%      52%

門：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被干擾      32%      68%

不被干擾        68%      32%

2.2.4分析

在「酸」字在地和外地來看，不受影響的百分比都超過50%以上，可見「酸」字的宜蘭傳統口音受到極小
影響。「軟」字的情形和「酸」字很相似，沒受到太大影響。「飯」字在在地和外地青年的口音上，受影響的
情況有很大差異。可能是「飯」是個每天一定用到的字，所以受影響的機會也增加。

「蛋」字的情況就和「飯」字一樣，受到干擾很大。「斷」字的干擾也很大。在地的青年發[n]的音沒受到
多大改變，而外地青年卻被[ng]的口音影響都由[n]變成[ng]。「遠」字受到影響很小，應該是因「遠」字用到
機會不大，因此受到的影響也相對變小了。「門」字受到的影響顯然很大，原因應是發[ng]的音比發[n]的音要
來的順一點。

由此看來，「酸」、「軟」、「遠」三字受到干擾較小；而「飯」、「蛋」、「斷」、「門」四字受到干
擾較大。且在地青年的口音明顯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3.        結論

很明顯可以看出，在地青年長期在宜蘭縣中，出去也只是短期性的，所以口音受到影響不多；而外出的青
年因為長期在外縣市工作或唸書，所以口音就受到很大改變。以下是在地青年與外地青年受干擾的總合比例：

    在地青年    外地青年

受干擾     18. 29%     55. 42%

不受干擾     81. 71%     44. 57%

4.        感想

老師！我們這一組辛苦地跑到宜蘭做報告，可是花了不少車錢及體力喔！本來我們到冬山河親水公園訪
問，結果效果不彰，雖然是玩的很高興，但我們還是決定到補習班和火車站訪問比較方便。這裡有我們這一組
在冬山河的合照，作為這次做報告的回憶。雖然我們錄音的工作做得不好，而且報告也不是很盡完善，但是我
們覺得很好玩，也讓我們學到更多有關做報告的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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