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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台灣最早，也是最優秀的一張語言分布地圖是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
附錄的一張〈台灣言語分布圖〉，這張地圖不但地理位置相當精確，並且所繪製的語言、

方言分布狀態也相當精確。【附圖一】摘取其北部地區部分，和我們近年近期田野調查

所繪製的地圖比較，可謂若合符節，令人贊嘆。 

但是這張地圖已經經過一百年，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狀態必然會有所改變，而

且這張地圖於閩南語部分只分漳州腔、泉州腔，客語部分也不細分內部方言，並且所參

照的行政區域太大，不夠精細。 

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台灣不論在經濟上、學術上都比當時的條件佳，我們沒有理

由不能繪製比小川尚義（1907）更精細的語言方言地圖。基於此，洪惟仁自 1985 年 2
月起以個人力量開始對台灣各地閩南語、及閩南語區內的福建客語(即所謂「鶴佬客」

的客語)進行調查，起初他的調查字表只有 100 多個，調查方言點約 200 個，目的是對

台灣閩南語的調查分佈做概略性調查，以便進一步作更詳細全面的調查，後來參加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這個調查便成了一個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洪惟仁將調查經過及簡要的調查成果陸續在各種刊物發表，後來輯為《台灣方言

                                                 
∗ 本研究是國科會自 1988 年以來將近二十年不斷的資助所進行的台灣語言方言調查計畫成果之一。本

文為洪惟仁與許世融合作的成果，洪惟仁負責語言調查，地圖繪製與論文主撰，許世融負責台北地區

漢移民開發史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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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1992)出版，成為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該書所收〈台灣

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1992: 67-107)一文對全台灣的方言類型與分佈

做了概要性的描寫，台北地區的方言現象當然也是重點之一。書末附錄了作者依據調查

資料所繪的〈台灣漢語方言地圖〉、〈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這兩張地圖雖然簡單，

卻是戰後第一次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而後者對於閩南語次

方言分布有精細的描繪，是比小川尚義進步的地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的前身，自 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

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台灣方言學上最大型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劃一直由龔煌城

先生擔任主持人，實際進行調查者以洪惟仁為主，負責大部分方言點的調查工作。 

此後洪惟仁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繼續進行調查，尤其是「台灣閩南語地理方

言學研究」（2002-2004）及「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2005-2007）兩個

國科會計畫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進行村以下的精細調查，並利用 ArcView GIS 進
行地圖繪製。【附圖二】〈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可以說是這一連串計畫的成果之一。 

台北地區的方言調查是洪惟仁用力最多的地區之一。上述中研院的調查計畫中，

台北地區部分《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份）》(洪惟仁 1990)在第一年期就

已經完成，對於台北地區的閩南語有詳細的調查紀錄與比較研究。十年後，洪惟仁等在

台北縣政府的資助下繼續調查，增加了調查方言點，撰成《台北縣方言調查報告》(洪
惟仁 2001)，2002 年起洪惟仁又在國科會的資助下開始利用 GIS 軟體進行地圖繪製工

作，除將自己所收集的語料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製成各式各樣的台灣閩南語方言分佈

圖，並進行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本論文所附【附圖三】〈大台北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

及【附圖四】〈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是其研究成果之一。 

關於台北地區的方言分類，繼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的閩南語方言分

類分析與〈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的繪製之後，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潘科元繼續作了探

討。潘科元曾與洪惟仁參與了上述的國科會和台北縣政府調查計畫，並親自下鄉調查，

其碩士論文《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1996)，利用大台北地區 28
個方言點的方言資料進行了類型比較方言學與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潘科元（1996）對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1992)及書末所附〈大台北地

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進行更詳細的類型學分析與地理方言學複查。他所比較的變項包

括：聲母 1 類；韻母 26 類；聲調 5 類，都是具有方言差意義的詞項。根據所分析的變

體類型及方言調查結果，將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為泉州腔、漳州腔、漳泉混合腔三種；

泉州腔之下再細分為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等。基本上印證了洪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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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1992)的分類，但潘科元（1996）在漳州腔之下再分老漳腔、新漳腔1。並根據調查資

料繪製了一張台北地區的方言分區圖。 

2006 年洪惟仁發表〈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對台北地區的閩

南語又做了一次更深入的檢討。本篇附圖根據這篇論文的理論，稍做修正，並根據最新

的調查資料重新繪製而成。 

2. 研究方法 

2.1 調查目的與調查字表的設計 

為了閩南語的方言地理類型學的興趣，自 1985 年 2 月起，本人就設計了約一百個

詞的調查詞表，做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地毯式初步調查，1988 年「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

查研究計畫」開始進行時，這個初期調查就變成了一種領航調查(pilot survey)。詳細比

較了《彙音妙悟》(1800)以來，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台灣的各種方言資料，整

理出閩南語的「方言系統」(diasystem)，知道那些是具有方言差異性的變項，然後開

始設計方言調查詞表。 

1988 年「台灣地區漢語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開始進行之初，經過討論，我們決

定詞表的設計應符合三項調查目標： 

(1) 呈現所調查方言點完整的音韻系統。 

(2) 呈現所調查方言在音韻上、詞彙上、語法上的特色，以建立比較方言學的、方

言類型學的、地理方言學的、社會方言學的基礎資料。 

(3) 製作方言地圖。 

這個計畫的調查目的不但涵蓋了傳統方言學兩個主要目的：(1)單點方言的完整音

韻系統；(2)建立方言學的基礎資料，不過單點方言的全面而詳細的描寫不是本計畫的

目的；(3)建立地理方言學的基礎資料。 

 
1 洪惟仁(1992:79)雖提到中和、永和、板橋原屬漳腔，但因板橋混合太多偏泉腔，所以歸入「混合區」，

作者在 p.70 說明：「〈褌〉韻/u /幾已絕跡，使板橋在這一點上異於其他的漳州區，不過漳州區也有

受泉州腔/  /的摻入，只是不像板橋那麼徹底。所以，並不因此而進一步細分老、新，將板橋歸於新

漳州腔。」其實如將漳州區細分老、新，而將中和、永和、板橋歸入亦是很好的構想。至於同安腔，

洪惟仁(1992:79)已說明大龍峒、三重、蘆州和八里、淡水、北投有顯然的不同，前三點接近廈門、後

三點接近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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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調查問卷和傳統的調查字表最大的差異是，調查詞項不以「字」為單位，

而以「詞」為單位 (故謂之「詞表」)；以口語為調查對象，不以書面語為調查對象。

詞表總共收了約 1000 個條項，需要八至十二個小時的調查時間，分二、三天進行，順

利的話可以在一天內做完，不過受訪者和訪問者都很累。因為怕調查時間太長，受訪者

會不耐煩而使調查中輟，為了爭取時間、順利完成調查任務，我們在表中抽出約 600
條調查詞項，謂之「簡表」，而全表則稱為「詳表」。簡表針對特色不大的方言點，可

以在一天內完成調查工作。 

本文調查範圍涵蓋整個台北地區，包括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每一個鄉鎮區，

目的只是了解本區閩南語方言的分類、分區，並繪製方言地圖，因此對於上述的資料只

採取能夠區別方言類型的部分。 

潘科元利用這份資料，增加自己調查的數點方言語料，撰成碩士論文《大台北地

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1996)，摘取其中 96 個字音製成〈大台北地區主要

方言點音韻特徵例字表〉，本文增加了張屏生、李仲民等提供的調查語料重新分類與分

區，詳參洪惟仁（2006）〈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本文基礎語料由 40 位發音人提供，潘科元、張屏生、李仲民、王鐘銘、黃美慈、

黃以丞等協助調查，潘科元、張屏生、李仲民等協助記音所完成。 

2.2 方言點與受訪者的選擇 

本計劃最初預定每一調查點至少調查三個年齡層，老年層應在 1990 年時滿 55 歲

（即 1935 年以前出生者）以上；青年層應在 1990 年滿十五歲（民國 1975 年出生）至

30 歲（1960 年出生）之間。但是實際上中、青年層的發音人非常難找，加上調查人力

時間的限制，最後還是以老年層為主要調查對象，中、青年層的資料少得多。那些備具

三個年齡層的調查資料可以做為社會方言學研究年齡變異參考之用。因為本調查記載了

發音人的出生年，我們輸入電腦的資料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篩選年齡層，比如本調查

雖然設定 1935 年以前出生者為老年層，但是也可以改變設定，我們建立的電腦資料檔

可以利用 Access 立刻篩選出來，連結方言資料檔，就可以繪製，比如老年層的方言分

佈地圖。 

同一方言區，同一年齡層，有時也同時並存二種以上口音，通常有一派保守祖籍

口音，一派向附近優勢音靠攏，通常勞動階級的語音比較保守，尤其是農民，本調查以

勞動階級為主，找不到勞動階級，我們才找白領階級2，如果勞動階級也明顯並存二種

 
2 勞動階級難找的地方如士林、基隆等，這些地方我們沒有勞動階級朋友。都市外地人多，同時也比較

忙，時間不好配合，所以適當的勞動階級發音人比較難找。不過台灣老年層的階級劃分比較不明顯，



台北地區漢語方言的分佈 

 

 5

                                                                                                                                                       

以上之不同口音，我們也儘量調查、紀錄；有些方言點自古即已有兩種口音並行不悖，

譬如新竹市的香山區，一個社區並存著同安腔和三邑腔(詳參洪惟仁〈新竹市志語言篇〉 
(1997:102) )，本調查對兩種口音都做了調查、紀錄，將來在地圖上同一個方言點會並列

著兩種變體標志。 

我們在製作方言地圖時，對所調查的資料將採以下的採用標準： 

(1) 老年層界定為戰前(1944 年)以前出生者。 

(2) 同一個方言點並存兩種變體時，以勞動階級為準。 

2.3 關於發音人 

2.3.1 發音人的條件 

發音人之閩南語母語能力應在合格以上，能以母語自由交談者。不懂華語或外語

者優先採用；世居本地，未長期移住他處者為優先採用，如長期移居，必須確定移居地

和本居地同屬一方言區，方可採用。譬如可以在南港、汐止、七堵移居，因為都屬於「安

溪腔」方言區，所以如果我們選擇的一個汐止發音人說他曾經在南港或七堵住過幾年，

我們還可以接受，但是不能長期移住基隆，因為基隆屬於「漳州腔」方言區，長期住過

本方言區以外的地方，其口音可能發生變化而失去代表性，所以不能用。 

本計畫所有的訪問都是親自下鄉，在當地訪問、錄音，然後帶回來整理。我們遵

守一個原則：就是所有受訪人都保證現在為止都一直住在受訪的代表方言點，沒有在乙

地調查甲地方言的情形。3 

 
社會變異也比較不那麼明顯，對於定性研究的影響大概也不太大。 

3 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的調查方言點在福建，但是發音人是在台灣找的，這不能說不是缺點，

但是調查當時發音人剛離開故鄉幾年，故鄉的方言記憶猶新，資料的可靠性尚可信任。張振興《台灣

閩南語方言紀略》(1983)正好相反，他是在福建調查台灣人的閩南語，調查是在 1970 年代所做的，發

音人離開台灣已經二、三十年，其口音早就變了，代表性極為可疑，該書中紀錄的所謂「台灣話」，

以我們的語感及調查語料判斷有許多可能不是真正的台灣話。 

離開故鄉越久，故鄉方言的代表性越低，越沒有資格當發音人。本人 1985 年以前試做方言調查時，

為了方便，有時會在所居的台北尋找南部發音人，但立即發現，發音人在台北住久了，其語言成分早

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不純」了，有許多兩可的情形。所以這些調查所得資料到頭來都放棄不

用了。1985 年以後，一直都是親自下鄉作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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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發音人之尋求 

尋找發音人主要是透過親友介紹，其次是鄉鎮市公所﹑政黨服務站﹑廟宇﹑教會

之協助或直接下鄉，向當地村里長尋求介紹，或直闖古厝，禮貌訪求。 

3. 台北縣的本土語言 

台北縣是一個閩南語相當盛行的地區，除烏來鄉屬於泰雅語分佈區，而客語殘餘

著一些「鶴佬客」之外，全部是閩南語的傳統分佈區。 

3.1 烏來的泰雅語 

上述的本土語言互相之間都有消長，烏來溫泉區受到漢語嚴重的入侵。三十年前

我們到烏來遊覽時還可以欣賞到很多泰雅族唱歌、跳舞與各種服務，但現在幾乎已經看

不到原住民的服務，原住民唱的也已經不是傳統的歌曲了。我們最近遊覽烏來村，所聽

到的話不是華語就是閩南語。 

烏來鄉山上的部落受到漢人移民的入侵也頗嚴重，在語言上也受到華語的嚴重破

壞，許多年輕人已經不會母語了，二十世紀末年開始進行的母語教學，可能減緩母語沒

落的頹勢，但成果如何尚待觀察，但就目前母語逐漸在家庭中消失的情形看，其前途令

人堪憂。 

3.2 三芝、石門的鶴佬客 

台灣的客家人可分福建客和廣東客。福建客通常是和閩南漳州人一起移民台灣，

並且混居在一起，如嘉義溪口，雲林西螺、二崙、崙背，彰化員林，桃園八德，台北縣

三芝、石門等地。但現在這些客家語言島不是已經消失就是瀕臨消失，主要原因是客家

人因為人口少，缺乏語言競爭力而被混居的閩南人同化為「鶴佬客」。(詳參洪惟仁《台

灣方言之旅》(1992:165-191) 

台北縣閩南語區內有少數地方本來也有混居的客家人，但是現在差不多全部變成

「鶴佬客」了。現在台北縣境內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幾乎全部是隨著戰後都市化的發展

由客家區遷徙而來的新移民，使用方言主要是四縣客語，其次是海陸客語，其實際的使

用情形，以及語言變化情形需要進一步調查。 

本地傳統的客家話大部分是福建永定、詔安客話和少數廣東饒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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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一九八九年在三芝鄉南部北新庄仔山上發現一個饒平客語村落，叫做車

埕，該村的客家人沒有一個人會說饒平話，只有一位當時八十一歲由新竹縣新埔嫁過來

的海陸客家媳婦許陳澄嬌老太太保存著沒有子孫聽得懂的饒平客家話，所有的車埕客家

人都變成以當地淡水同安腔的閩南語為母語的鶴佬客4；三芝原來也有一個永定客語的

語言島，但是作者在三芝找到一位還會說永定客話的客家人江連潭先生，當時已經七十

九歲了，據他說只有他和他的妹妹會說客家話，其餘的客家人都變成鶴佬客了5。三芝

原來也有詔安客話，當時訪問到一位詔安客謝甘露老先生，他也只能記憶一兩個客語詞

彙，這個客語方言島已經沒有後代了。而許陳澄嬌老太太和江連潭先生兄妹則可以說是

三芝鄉的「末代客家人」。(以上詳參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177-183)的記載） 

三芝的隔壁石門鄉也有鶴佬客。呂嵩雁在《石門鄉志‧語言篇》(一九九七)記載了

該村還有兩位能說「永定話」的客家人練天鐘和練釵，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張屏生在石門

鄉乾華村訪問了在十八王公廟賣香的練釵老太太，張屏生根據練釵出示的族譜以及音韻

系統的比較，確定石門練氏的客家方言源自福建閩西武平縣。訪問當時練天鐘已經去

世，練釵老太太也已八十歲，可以說是石門鄉的末代客家人了。(根據張屏生 2002 及其

未刊資料) 

總之，就「出土」的調查資料來看，台北縣可以說已經沒有本土客家分佈區了，

殘存的少數一、二位會說客家話的老人過世之後，台北縣就沒有本土客家話了。 

二十世紀末年起，台北縣也辦客語教學，但是沒有任何福建客話或饒平客話的教

學，有的是以四縣話為主的客語教學。這反映了語言社會的現實，就是現在會說客話的

客家人都不是本土客家，而是戰後二次移民遷入的客家人。客家新移民來源複雜，並且

都沒有一個聚居的分佈區，而是散居各地。根據語言社會學的原理，散居而又沒有凝聚

力的語言，其終究消失的命運是可以預料的。 

3.3 閩南語在台北縣的地位 

綜上所述，目前台北縣境內具有活力的本土語言只有二種，一是烏來鄉的泰雅語，

一是閩南語。 

2004 年台北縣烏來鄉原住民 2140 人中，泰雅族即有 1921 人，那些非泰雅族人口

大概都是嫁入泰雅族人為妻，或戰後才遷入的新移民，可見烏來鄉屬於泰雅族分佈區，

 
4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先生的祖先是由車埕移民到中壢的饒平客，如果沒有二次移民，許信良也一定已

經變成鶴佬客了 

5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就是出身於三芝的永定鶴佬客，李家很早就放棄了客家話了，據說李前總統的尊翁

李金龍先生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了，李登輝先生當然更不會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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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傳統語言是泰雅語。 

2004 年台北縣人口已經超過 368.6 萬人，除烏來鄉的原住民分佈區之外，其餘的

都是閩南語的分佈區，可見閩南語可以說是台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土語言。 

本篇的地理語言學研究重點在閩南語方言，但是從整個大台北地區的觀點來看，

也牽涉到閩南語與泰雅語以及客語的的互動。因此也必須討論泰雅語以及客語的分佈狀

態參見【附圖三】〈大台北地區的語言分佈圖〉。 

4. 台北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與分佈 

4.1 台北地區閩南語的分類 

根據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台灣地區閩南語的方言

做如下的分類。 

表 1 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類 

方言 次方言 二次方言 

老漳腔 
漳腔方言 漳州腔 

偏漳腔 

老同安腔 

新同安腔 同安腔 

偏同安腔 

老安溪腔 

新安溪腔 

泉腔方言 

 

安溪腔 

偏安溪腔 

混合方言 混合腔 混合腔 

偏安溪腔和偏同安腔相同接近而略有不同，但都屬於泉腔方言，為簡單化起見，

在地圖上都歸入「偏泉腔」，不在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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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台北地區閩南語方言的分佈 

根據上面的方言分類以及實際收集的方言語料，我們把台北地區的方言分為 7 個類

型，其所屬方言點列分佈說明如下表： 

表 2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與分佈 

二次方言 方言區及方言點 

老漳腔 東北海岸帶：三芝北部丘陵地、石門、金山、基隆(中興隧道以下

市區及海岸部分)、瑞芳海岸部分(包括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

等台北縣東北海岸帶。 

士林內湖區：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以南，基隆河以北，社仔除外)、
內湖區。 

鶯歌中湖區：鶯歌鎮東湖里、中湖里以西鄰近桃園市、八德市各里。

偏漳腔 板橋中和區：台北縣板橋(浮洲里除外)、中和、土城(頂埔、馬祖田

除外)、新店市新店溪西岸(大安坑)。此區延伸到板橋市北部江子翠

地區。 

老安溪腔 基隆山區：基隆市五堵、六堵、七堵、八堵。 

台北盆地南舷帶：台北市南港；台北縣汐止、萬里鄉南端溪底村(尪
仔上天)、平溪、坪林、土城南部(頂埔及馬祖田)、三峽、鶯歌、樹

林柑園、林口、泰山，五股南部(成泰路一段及以西山區)。此區延

伸到桃園縣蘆竹鄉、龜山鄉與台北縣交界的山區。 

鶯歌西部延伸到桃園縣八德鄉有詔安客分佈。 

新安溪腔 瑞芳暖暖區：台北縣瑞芳(海岸除外)；基隆市暖暖。 

台北盆南區：台北縣石碇、深坑、新店(新店溪以東)；台北市木柵、

景美，松山至艋舺等市區部分。 

偏泉(安溪)腔 大漢溪西岸區：樹林(柑園除外)、新莊、板橋浮洲里。 

老同安腔 淡水河口區：台北縣淡水、北投、八里等淡水河口地區。 

永和區：台北縣永和市。 

新同安腔 基隆河口區：基隆河口兩岸的台北市士林社仔、大龍峒、大稻埕及

對岸的台北縣蘆洲、三重、五股北部。 

偏同安腔 板橋新店溪畔區：板橋新店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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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腔 烏來區：烏來鄉北部。 

4.3 台北地區閩南語方言的分佈狀況 

把上述台北地區方言分區資料匯入 ArcView GIS 軟體繪成〈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

區圖〉，就是【附圖四】的樣子。由這個圖來看方言類型的分佈，有幾個地理方言學上

的問題值得討論： 

1) 從整個台灣北部來看，由【附圖四】可見，老漳區的分佈區東北片由台北縣東

海岸的三芝、石門、金山、基隆、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一直向南連接到宜蘭縣；

由金山越七星山向南延展到基隆河岸的士林、內湖；西片老漳腔在台北縣西南邊越過龜

山嶺的桃園台地北半部(蘆竹鄉除外)，本片大部分在桃園縣內，只有鄰接桃園、八德兩

市的鶯歌西部的中湖地區是老漳腔方言深入台北縣的小塊。兩片老漳區和烏來的泰雅語

區形成一個外環，把泉腔方言包在環內。 

2) 整個台北盆地及盆舷地帶像一個大布袋，淡水河口譬如布袋口。布袋的外緣除

了基隆河以北士林、內湖兩地的漳腔區以外，其餘的廣大地區都是泉腔方言的分佈地。

布袋的底部是安溪腔區，位在布袋的頸部及口部是同安腔區，而新店溪和大漢溪的交匯

處，是安溪腔和同安腔兩個方言區的交界。 

3) 台北泉腔布袋的中心卻又包著一個板橋中和區的漳腔方言片，形成了一個漳腔

方言島。整個台灣北部地區形成了漳包泉，泉包漳的地理形勢。 

4) 漳泉交界地帶的板橋和大稻埕附近是清代分類械鬥最嚴重的地帶，同時也是方

言接觸的「前線」，方言融合的「爐心」。東北海岸的老漳腔和泉腔方言有大屯山、中

央山脈、基隆河等自然疆界阻隔，老漳腔區成了偏遠地區，不容易受到泉腔的影響，因

而比較能夠保存老漳腔的特色，但士林和板橋就沒有那麼單純，都接受了不少的泉腔特

色。接近士林、大直的大稻埕、大龍峒同安腔，也受到漳州腔的影響，相對的士林漳州

腔也相當的泉腔化，但漳泉分別還是很明顯，老派還保存相當多的特色。漳泉方言融合

最嚴重的是第二個爐心大漢溪下流。以大漢溪為界，西岸的樹林、新庄屬於「偏泉腔」，

東岸的板橋、中和、土城的漳腔方言四面被泉腔方言團團圍住，不能不受泉腔影響而變

成「偏漳腔」。 

5) 安溪腔分佈在台北盆地南半部和其南舷山區。距離「爐心」越遠的地方就越能

保存原鄉的方音。「老安溪腔」分佈在台北盆地的南舷地帶，因為遠離了「爐心」，才

能保存老安溪腔；距離「爐心」越近的地方越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接受其他方言

的成分，或者受到牽引而及早發生自然演變，這些地方就變成「新安溪腔」了。更有進

者，以安溪腔為底層的樹林、新莊因為雜居了一些漳州人，影響之下，混雜了更多的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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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腔成分，因而變成了「偏泉腔」。 

6) 同樣的，老同安腔分佈在偏僻的淡水河口，遠離了「爐心」，因而能夠保存同

安腔的央元音特色，越往上游，越接近「爐心」的三重、大稻埕都喪失了央元音而變成

「新同安腔」了。同為「新同安腔」，最接近大稻埕「爐心」的地方，如大稻埕受到漳

腔的影響最大。只有有自然疆界保護的同安腔方言才能減少被融合的速度，永和和社仔

島就是例子。永和雖然和中和的漳州腔區交接，可是其東、北、西三面都被新店溪所包

圍著，在福和橋開通以前是一個交通不便的閉塞地帶，因而奇蹟似地保存了老同安腔的

特色；還有社仔是一個封閉的洲島，在百齡橋開通以前，也是一個閉塞的地方，因而在

新同安腔方言中保存最多的同安腔特色。 

5. 唐山移民與漢語方言的分佈 

從漢語方言的地理分佈來看大台北地區（包括宜蘭、桃園）的祖籍分佈狀態，有

幾點值得討論。 

5.1 台北地區語言方言分佈狀態的分析 

一、由桃園、宜蘭向北延東北海岸到石門、三芝，除中間被烏來的高山和台灣海

峽中斷以外，漳腔的分佈幾乎連成一個圓圈，把台北盆地的泉腔方言圍起來；然而盆舷

的安溪腔和盆口的同安腔又把盆底的漳州腔包在裡面（詳參【附圖三】〈大台北地區的

語言方言分佈圖〉）。大台北地區漳包泉，泉包漳的分佈狀態是怎麼形成的？ 

二、泉州腔方言分為同安腔和安溪腔兩個次方言，同安腔分佈在淡水河及新店溪

下游（參見【附圖四】〈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為什麼有這種分佈狀態？ 

三、漳泉交界地帶雖然也有漳泉之分，實際上這個地帶有許多鶴佬客，如三芝、

石門的詔安鶴佬客說漳州腔；淡水新庄仔車埕是饒平鶴佬客，說淡水腔同安話；板橋、

土城的鶴佬客講偏漳腔，新莊潮州鶴佬客說偏泉腔。鶴佬客鶴佬化的過程如何？ 

5.2 台北地區語言方言分佈的歷史解釋 

台北地區漳泉語言分佈，實與開墾當地的漢移民先後及移民人數競爭相關。 

根據 1928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資料顯示，北台地區的漢族原籍人

數優勢情形如下： 

漳州籍優勢區：基隆市、台北市的士林、台北縣石門、萬里、金山、瑞芳、貢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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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板橋、中和、土城以及宜蘭全縣。 

同安籍優勢區：台北市的北投、內湖等，台北縣淡水、八里、三芝、新莊、蘆洲、

五股。 

安溪籍優勢區：台北市文山區、松山區，台北縣汐止、平溪、新店、深坑、石碇、

坪林、鶯歌、三峽、基隆的七堵等。 

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雖與今日不盡相同，但若將上述的調查狀況，與本語言地圖

相對照，會發現到：日治時期調查中，漳州籍優勢區，在本語言調查中全數屬於漳州腔

分佈區；安溪籍優勢區除鶯歌有部分地區屬於漳州腔外，其餘地區亦相符；至於同安籍

優勢區中，淡水、八里、蘆洲、五股皆為同安腔分佈區，新莊偏泉腔亦可算相符，唯有

三芝、北投、內湖在本語言調查中屬於漳、同各半。（參見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

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0-13）足見今日之方言分佈在日治時代大體上已經決定。 

族群優勢的造成，決定於移民人口的競爭。土地開墾墾首多半會招來同籍佃戶，

日久乃在當地形成優勢人口。以下分區來說明： 

一、東北海岸地帶漳州分佈區的形成 

東北海岸沿海地帶的石門、萬里、金山、瑞芳、貢寮、雙溪自來即為漳人（潘英，

1992：134）的墾區；乾隆年間進入基隆的漢人，漳人多往沿海，向南延伸到貢寮、宜

蘭，都是漳州移民的墾區；泉人則進入山地（潘英，1992：79），今八堵、七堵、暖暖，

延伸到瑞芳一帶，遂為泉州腔分佈區。此一分佈狀態與西部泉海、漳山的分佈狀態正好

相反。 

台北盆地盆底地區的中和、永和、板橋、土城同屬於清代的擺接地區，除永和為

同安人所開闢外，擺接地區最大墾戶為漳人林成祖，本地遂為漳人優佔區。 

士林據傳在康熙 42 年即有漳州人鄭姓來闢建雙溪圳，移民中漳州人比泉州同安人

為多。內湖在雍正年間粵人廖簡岳等首先進入墾耕，乾隆年間漳人驅逐粵人，漳人人數

漸多（溫振華，1978：68-73）。 

二、大漢溪以西安溪人分佈區的形成 

至於泰山自康熙末即由泉州安溪人入墾，亦以李姓人數最多。樹林於康熙 52 年由

鄭珍等四人組「陳和議」墾號請墾，乾隆 21 年後股權大部份歸晉江人張必榮等三人所

屬的「張吳文夥記」，其佃人亦以泉人為多。（溫振華，1978：63-67） 

唯一比較特別的是新莊。新莊在乾隆年間，漳人與粵人較泉人為多，惟嘉道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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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械鬥，粵籍遷往桃園、中壢，漳籍亦退出，使本地成為同安籍優勢區（溫振華，1978：
64-65）。但這些粵人、漳人應該並非全部移出，應該有部分留下，根據《臺灣在籍漢

民族鄉貫別調查》的資料，新莊郡，包括新莊、鷺洲（蘆洲）、五股、林口四庄中，以

新莊的 1000 漳州人、汀州 300 人最多，其次是五股 200 漳州人，這是造成新莊地區泉

州腔最不純，而成為「偏安溪腔」區的原因。 

[台北盆地南舷地帶為安溪人優佔區應該有所解釋] 

三、淡水河岸同安區的形成 

同安腔之所以分佈在淡水河及新店溪下游，一則與早期開墾的移民有關，再則與

咸豐年間的械鬥有關。試分別說明如下： 

淡水河西岸的八里在康熙末年原由閩、粵人開墾，閩人以漳人為主。道光年間，

閩粵械鬥，粵人離去，後漳泉械鬥，漳人亦敗走，遂使該地成為同安人勢力範圍。蘆洲

早期移民即以同安人居多，尤以同安李姓佔多數，兼具血緣與地緣色彩。 

淡水的開闢自來以泉州人為主，三邑、安溪、同安皆有，但同安人透過保生大帝

祭祀活動，將淡水、三芝的同安人連結成一個緊密的地緣組織。（溫振華，1978：58-78）

[此一敘述並未解釋同安人優勢的原因] 

大同區的大龍峒，於乾隆初年，漢人入墾漸眾，而以同安人最多，至乾隆中葉，

已正式成立大浪汞庄，境內有保安宮，所奉祀的保生大帝為台北盆地同安人的信仰中心

（陳三井，1981：38）；至於大稻埕，原本即有不少的同安人，再加上咸豐三（1853）
年的「頂下郊拼」，艋舺地區的同安人不敵三邑人，只得敗退移往大稻埕，咸豐 6 年及

9 年，新莊方面的同安人又在械鬥中敗退，乃紛紛退據大稻埕，以作長久定居之地（陳

三井，1981：42），並在此地興建了慈聖宮與霞海城隍兩處同安人的信仰。 

基於以上原因，大稻埕以下的淡水河兩岸遂成為同安人的優佔區。 

四、客家的分佈及消失 

客家人鶴佬化的過程已難詳考，但亦應與械鬥有關。分類械鬥發生，使得人民流

離失所，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也造成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為尋求安全保障，相對弱勢

的族群只得被迫遷出，同類相聚的情形將更為顯著。（黃秀政 1992：68-69） 

台北盆地的分類械鬥事件起於乾隆中期，大致說來，道光 21 年以前，主要為閩粵

械鬥，其後則轉為漳泉或者泉州府內不同縣的械鬥（溫振華，1978：91-2）。道光 21
年以後台北地區之所以不再出現閩粵械鬥，縱使不是粵人近乎消失，至少是由於粵人數

量已不足以威脅閩人。換言之，道光 21 年以後，台北盆地的粵人若非大舉遷往聲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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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桃竹苗地區，就只能漸漸同化於人數較佔優勢的族群，故推斷本地區客家鶴佬化的

過程當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客家人為何分佈在漳泉交界地帶尚未說明] 

6. 結論 

本文利用方言調查與音類分析的方法，對台北地區閩南語進行方言分類與方言分

區，並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繪製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圖。 

我們根據方言調查語料，將台北地區的閩南語分成 7 個基本類型，即老安溪腔、新

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偏泉(安溪、同安)腔、老漳腔、偏漳腔。台北地區唯一

的方言混雜的閩南語分佈區是烏來鄉，把這個「混合腔」算進來，台北地區共有 8 個方

言類型，如細分新莊的偏安溪腔和板橋的偏同安腔，可以分為 9 個方言，參見表 1〈台

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類〉。 

方言類型確定之後，根據方言調查資料，我們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把方言分區的

結果繪成【附圖三】〈大台北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及【附圖四】〈台北地區閩南語

方言分區圖〉。 

最後，我們企圖根據對台北地區開發史的歷史文獻，對台北地區漢語方言所以如此

分佈的原因與過程，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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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小川尚義〈台灣言語分布圖〉北部地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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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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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大台北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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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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