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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語中古音陽聲韻，有不少韻類在閩南語白話層中，鼻輔音韻尾的鼻音成份傳遞

到主要元音，而韻尾本身則丟失，變成了鼻化元音韻。但是這種鼻化元音，屬於「有標」

（marked）音，不自然、難發音，因而容易發生音變。從現今閩南語的各個次方言來觀

察，鼻化元音傾向於崩潰，其演變有兩大途徑，一是「鼻化元音去鼻音化」，二是「鼻

化元音輔音化」（鼻化元音變成韻化鼻輔音）。漳、泉閩南語的發展，以後者較為顯著。 

漳腔韻書《十五音》的〈扛〉(*-ɔ)̃、〈褌〉(*-ũĩ)兩組鼻化元音韻，泉腔《彙音妙悟》

已合併為〈毛〉(*-ŋ)̣韻。台灣閩南語為漳、泉混合方言，鼻化元音輔音化的現象尤其顯

著。本文針對台灣閩南語各個次方言區，進行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分析漳泉競爭中，

鼻化元音音變為韻化鼻輔音(ŋ)̣的普遍趨向。 

台灣閩南語漳腔〈扛〉、〈褌〉兩韻類的鼻化元音所以會向泉腔的 ŋ ̣ 靠攏的音變動

機可以用「有標音無標化」來解釋。 

關鍵詞 

陽聲韻鼻元音化、鼻化元音輔音化、社會方言學、有標音無標化 

1. 前言 

1.1 漢語的鼻化元音化 

漢語中古音陽聲韻字，演變到現代漢語各方言，其鼻輔音韻尾，有些趨向於合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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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發音部份為兩種乃至僅剩一種，有些則丟失韻尾，但將其鼻音成份傳遞到韻腹的主要

元音，變成鼻化元音韻，甚至進一步丟失鼻音成份，成為口元音陰聲韻母。請看以下的

語料： 

 
方言點 

例字 
濟南 西安 太原 合肥 揚州 長沙 雙峰 廈門 蘇州 溫州

潘 pʰæ̃ pʰæ̃ pʰæ̃ pʰʊ̃ pʰuõ pʰõ pʰæ̃ pʰũã pʰø pʰø 文

faŋ 白 

酸 suæ̃ suæ̃ suæ̃ sʊ̃ suõ sõ sua sŋ ̣ sø sø 

染 ʐæ̃ ʐæ̃ zæ̃ ʐæ̃ 文 
ʐən 白

iẽ yẽ ȵiĩ nĩ 
zø 文 
ȵiI 白 

ȵi 

三 sæ̃ sæ̃ sæ̃ sæ̃ sæ̃ san sæ̃ sã sE sa 

例如山攝合口一等的「潘」、「酸」字，以及咸攝開口一等的「染」、「三」字，在屬

於官話的濟南、西安、太原、合肥、揚州方言，湘語的長沙方言，以及閩語的廈門方言，

如果丟失了鼻音韻尾就會變成鼻化元音韻。但是湘語雙峰方言，部分鼻化元音已經變成

口音韻了。至於吳語的蘇州及溫州方言所有鼻化元音都已經進一步變成口元音。 

1.2 鼻化元音的去鼻化 

鼻化元音，屬於「有標」（marked）音，不自然、難發音，因而容易發生音變。漢

語南方方言的鼻化元音都傾向於崩潰，其進一步的演變有兩大途徑，一是「鼻化元音去

鼻化」，二是「鼻化元音輔音化」。上述的湘語雙峰方言、吳方言採取的是第一個策略：

「鼻化元音去鼻化」。 

閩南語的鼻化元音的演變方向則東西方言各有不同。瓊州、雷州地區的閩南語方言

走的是「鼻化元音去鼻化」的策略，潮州、漳州、泉州則寧可堅持鼻音成分，但是卻有

一些鼻化元音韻母紛紛變成韻化鼻輔音，其所採取的是第二個策略「鼻化元音輔音化」。

請看以下的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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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點 
例字 海口 海康 潮州 漳州 廈門 泉州 

潘 fua pʰua pʰũã pʰũã pʰũã pʰũã 

酸 tui sui sɯŋ sũĩ sŋ ̣ sŋ ̣

染 ni ni ni ni ni ni 

三 ta sa sã sã sã sã 

西部閩南語如海口、海康的鼻化元音已經完全消失，東部閩南語如潮州、漳州、泉

州採取不同的發展策略，這些方言一方面堅持保存著鼻化元音，但是同時有部分韻母開

始進行了「鼻化元音輔音化」。 

1.3 閩南語的鼻化元音輔音化 

閩南語的鼻化元音有兩個來源，一是來自聲母，一是來自韻母。 

來自聲母的字如「梅、媒、毛、毋」等字，只有「毋」普遍地變成韻化鼻音韻母 ṃ7，

其餘的字僅泉州音全部唸成韻化鼻輔音「梅 ṃ5、媒 hṃ5、毛 mŋ̣5」，漳州音和潮州音都

仍然保存鼻化元音或完全失去鼻音，比較如下： 

例字 
方言點 梅 媒 毛 毋 

泉州 ṃ hṃ mŋ ̣ ṃ 
漳州 bue/ṃ bue/hṃ mɔ ̃ ṃ 
潮州 bue bue mɔ ̃ ṃ 

鄭曉峰（2001）研究南方漢語鼻音輔音化，全部鼻音聲母+高元音的例子，來自明

母的字就變成 ṃ，來自疑母的字變成 ŋ。̣擴散範圍包括吳語、湘語、粵語、客語幾乎所

有南方方言。但是鄭曉峰的例子沒有來自陽聲韻的。 

閩南語特殊之處就在於有些陽聲韻韻母變成了鼻化元音之後再進行「鼻化元音輔音

化」。泉腔《彙音妙悟》的〈毛〉(*-ŋ)̣字母在漳腔《十五音》韻書分為〈鋼〉字母(*-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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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ɔ)̃字母和〈褌〉(*-ũĩ)字母。也就是說泉腔的 ŋ，̣在漳州分成三個韻類。 

可以說泉州方言在「鼻化元音輔音化」這個音變趨勢上是走在最先鋒，三個韻類都

輔音化而混同了，漳州三個韻類〈鋼〉(-ŋ)̣、〈扛〉(-ɔ)̃、〈褌〉(-ũĩ) 都各有不同的音讀。 

其餘各方言輔音化的程度不一，潮州是僅次於泉州，輔音化最徹底的方言，只有〈扛〉

字母的「兩」字唸成 nɔ，̃其餘都變成 ŋ，̣並且進一步插入一個小小的 ɯ，這個 ɯ只能

算是過渡音，在音韻上沒有意義。台灣話的 ŋ，̣除了「黃」ŋ̣5、「園」hŋ̣5 等字外也都會

插入一個小小的過渡音[ˆ]，音韻學家通常都不予理會。 

長泰方言和漳州則都表現了結構擴散的現象。漳州方言〈鋼〉韻類變成了-ŋ，̣〈褌〉

韻類保存了-ũĩ，相反的，長泰方言〈褌〉韻類變成-ŋ，̣〈鋼〉韻類卻又保存了 ɔ音̃讀。 

最特別的是〈扛〉字母的「兩」字，「兩」字因為鼻化韻母的同化，聲母也鼻化，

成為 nɔ，̃因為鼻音聲母的牽制，變化比較緩慢，除了泉州之外都還保存著 nɔ的̃音讀。

列表比較如下： 

韻類 〈鋼〉 〈扛〉 〈褌〉 
例字 

方言點 
燙 當 缸 兩 褪 頓 光 卵

長泰 tʰɔ ̃ tɔ ̃ kɔ ̃ nɔ ̃ tʰŋ ̣ tŋ ̣ kŋ ̣ nŋ ̣

漳州 tʰŋ ̣ tŋ ̣ kŋ ̣ nɔ ̃ tʰũĩ tũĩ kũĩ nũĩ 

潮州 tʰɯŋ tɯŋ kɯŋ nɔ ̃ tʰɯŋ tɯŋ kɯŋ nɯŋ 

泉州 tʰŋ ̣ tŋ ̣ kŋ ̣ nŋ ̣ tʰŋ ̣ tŋ ̣ kŋ ̣ nŋ ̣

1.4 台灣閩南語漳泉競爭下〈褌〉字母的泉音優勢 

台灣閩南語是一個漳、泉混合方言。根據洪惟仁（2003:180）的社會方言學研究結

果，漳腔變體和泉腔變體的競爭，在包括聲母、韻母、聲調的 12 個變項中，漳音得勝

9 項，新泉音只得勝 3 項，如果以此為方言勢力的指標，兩者的比率是：漳音的勢力是

泉音的 3 倍。取勝的變體是現在的台灣優勢音，也應該是未來的優勢音，因此被認為是

台灣普通腔的內容，下表只摘取韻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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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漳泉音競爭成績表 

 韻類 老泉音 新泉音 老漳音 新漳音 台灣普通腔 例字 
居居  u/i i － i 魚、去… 
居龜  u/i u － u 自、思… 
科伽  e e － e 短、退… 

單元 
音韻 

科檜  e ue － ue 火、皮… 
雞稽 e ue *ei e e 雞、鞋… 
杯稽 *e ue *ei e e 八、買… 

複元 
音韻 

鉤沽 *u io *ou  io/ 後、貿… 
箴箴 m im m am im 蔘、森 陽聲 

韻 恩巾 n un in － in 巾、根… 

由上表中可見，漳泉競爭的成績，老泉音全軍覆滅，剩下的是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

台灣普通腔幾乎和漳音完全一樣，只有〈箴箴〉韻類以新泉音佔優勢，〈鉤沽〉韻類除

了漳音-的唸法，如「貿易」唸成 b7-ik8，但「後悔」則唸成新泉音 hio7-hue2；〈居居〉

韻類也有少數字傾向於唸新泉音 u，如「煮」唸 tsu2，其餘絕大多數都是漳音佔優勢。 

但是在鼻化音韻母部分顯然泉州音佔了上風。〈鋼〉字母在《十五音》（1818）及《福

建方言字典》（1837），早已經變成 ŋ韻̣，不在話下，就是〈褌〉字母，即使台灣北部的

老漳區，ũĩ音讀也在退化之中。 

這可以說是台灣閩南語鼻化元音輔音化的進一步發展。本文針對台灣閩南語各個次

方言區，進行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分析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音變為韻化鼻輔音(ŋ)̣

是台灣閩南語共同的音變趨向，並進一步進行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2. 研究方法 

為了證明〈褌〉字母的兩個漳泉變體的競爭結果，ũĩ → ŋ是̣台灣閩南語正在進行

的變化，也就是說漳腔方言是放棄了 ũĩ音向泉音 ŋ音̣靠攏，而不是泉腔方言放棄了 ŋ向̣

漳腔的 ũĩ音靠攏，我們採取了三個研究方法： 

一、發音人的社會階層化：我們把發音人按照其年齡分成 4 個年齡層，看看不同變

體在不同年齡層的分佈，如此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表面時間的比較」（appa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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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從變體的分佈圖上顯現兩種變體的興衰變化，從而觀察進行中的語音變

化。 

二、我們先對調查的方言點進行了方言類型的鑑定，然後選擇了最具方言特色的「老

泉區」方言和「老漳區」方言，進行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比較老泉區和老漳區音變是否

有所差異。 

三、如果漳腔方言正在由漳音的鼻化元音向向泉音的鼻輔音靠攏，比較各個漳腔方

言之間是否有城鄉差距。 

至於田野調查的技術問題說明如下： 

2.1 調查點的選擇 

本研究共調查了 11 個方言點，其中有 6 點是屬於泉州籍移民集中的聚落，另有 5

點屬於漳州籍移民集中的聚落。根據「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88–1996)的

調查結果，前者居民的口音是台灣閩南語泉州腔的典型代表，歸類為「台灣閩南語老泉

腔方言區」（以下簡稱「老泉區」）；而後者居民的口音是台灣閩南語漳州腔的典型代表，

歸類為「台灣閩南語老漳腔方言區」（以下簡稱老漳區）。11 個方言點列表如下： 

老泉區 
台北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後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

彰化縣鹿港鎮、雲林縣麥寮鄉。 

老漳區 
基隆市區、桃園縣桃園市區、大溪鄉、新屋鄉大牛椆村、宜蘭縣礁

溪鄉。 

由上述方言類型的定性選擇，我們不但可以了解漳泉之間音變方向的不同，也可以

了解漳腔或泉腔方言各個方言點的音變速度，從而發現城鄉間音變速度的差距。 

2.2 發音人的選擇與年齡分層 

每個方言點各調查了老、中、青、少四個年齡層的發音人，每一年齡層男女各 3

人，一個方言點共 24 人為原則。 

老年層：6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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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年層：40 歲—59 歲。 

青年層：20 歲—39 歲。 

少年層：15 歲—19 歲。 

3. 調查結果 

3.1 老泉區與老漳區整體統計 

根據我們歷年來所進行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抽出「黃、遠、軟、酸、問、園、飯、

光、算、卵、川」等十五個字進行統計。這些字是屬於《十五音》韻書中的〈褌〉字母

(*-ũĩ)，在老泉區 6 個方言點中，幾乎完全使用韻化鼻輔音 ŋ的̣說法。見表 1 及圖 1。 

表 1. 老泉區〈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字母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392 99.75% 437 98.42% 474 98.96% 334 99.11%

鼻元音(ũĩ) 1 0.25% 7 1.58% 5 1.04% 3 0.89%
 

圖 1. 老泉區〈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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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老漳區，5 個方言點全部統計起來，我們發現，即使是口音最保守的老年層，

也已經有超過 60%使用泉州腔的韻化鼻輔音了。老年層以降的中年、青年、少年，也一

致而快速地朝向這個發展趨勢走，到了少年層，鼻化元音輔音化的現象已超過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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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老漳區〈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271 61.31% 348 81.69% 365 92.17% 371 96.11%

鼻元音(ũĩ) 171 38.69% 78 18.31% 31 7.83% 15 3.89%

圖 2. 老漳區〈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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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老漳區各方言點統計 

不過，同樣屬於老漳區，五個方言點的地理條件差異頗大。其中有大都會區的基隆

市及桃園市，也有山區的桃園大溪鄉及東部的宜蘭礁溪鄉，這些方言點的語言演變速度

是否有城鄉差異呢？以下分別列表並製圖比較。 

3.2.1 礁溪鄉鼻化元音輔音化的演變趨勢 

表 3. 宜蘭縣礁溪鄉〈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16 27.59% 25 35.71% 40 66.67% 65 95.59%

鼻元音(ũĩ) 42 72.41% 45 64.29% 20 33.33% 3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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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宜蘭縣礁溪鄉〈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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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 及圖 3 可以看出，礁溪的老年層與中年層多數人仍維持鼻化元音(ũĩ)的說法，

到了青年層，開始主客易勢，輔音化(ŋ̣)的說法變成多數，到了少年層則幾乎全部採用

輔音化的說法了。圖 3 兩條變化線交叉成 X 形，表現出兩種發音變體明顯的競爭消長

的態勢，其交叉點位於中、青年層之間。 

比較簡佳敏（2005）的碩士論文，她在礁溪調查了〈褌〉韻共 22 個字的語音演變1。

她區分男女性別加以統計，發現其變化情形並無明顯的性別差異。以下將其調查所得，

不分性別，合併計算： 

表 4. 簡佳敏（2005）宜蘭縣礁溪鄉〈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31 5.89% 232 44.44% 404 77.69% 493 96.29%

鼻元音(ũĩ) 495 94.11% 290 55.56% 116 22.31% 19 3.71%

 

 

                                                 
1 22 個字是「問、算、飯、卵、園、光、黃、頓、酸、軟、遠、勸、轉、斷、褪、門、磚、川、

方、穿、痠、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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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簡佳敏（2005）宜蘭縣礁溪鄉〈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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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結果與簡佳敏的結果相當類似，X 形曲線的交叉點都是在中年層至青年層間

發生。而相異的地方在於她調查所得的老年層，高達 94.11%都還維持著鼻化元音的說

法，而我們所調查的，僅有 72.41%是如此。可是她的調查所顯現的變化態勢更劇烈，

中年層僅剩 55.56%的鼻化元音，而我們的尚有 64.29%。 

3.2.2 大溪鄉鼻化元音輔音化的演變趨勢 

表 5. 桃園縣大溪鄉〈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11 18.03% 47 71.21% 61 93.85% 71 95.95%

鼻元音(ũĩ) 50 81.97% 19 28.79% 4 6.15% 3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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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圖 5. 桃園縣大溪鄉〈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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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 及圖 5 可以看出，桃園大溪的老年層仍有超過 80%的人維持鼻化元音(ũĩ)的

說法，比宜蘭礁溪(72.41%)的比例還高。但是大溪的年齡層間變化則遠為劇烈，一到中

年層，輔音化的說法馬上變為主流，超過 70%，所以 X 曲線的交叉點位於老年層與中

年層之間。到了青年層及少年層則都幾乎採用輔音化的說法了。 

3.2.3 桃園市鼻化元音輔音化的演變趨勢 

表 6. 桃園市區〈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70 58.33% 111 92.50% 117 98.32% 111 95.69%

鼻元音(ũĩ) 50 41.67% 9 7.50% 2 1.68% 5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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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桃園市區〈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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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都會區的桃園市，則連老年層也有接近 60%的人都採用輔音化 ŋ的̣說法，已經

顯現不出 X 形的曲線了。中年層以下，當然也是一面倒地說 ŋ ̣ 而不說 ũĩ。 

3.2.4 新屋鄉大牛椆村鼻化元音輔音化的演變趨勢 

表 7. 桃園縣新屋鄉大牛椆村〈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12 70.59% 18 94.74% 13 100.00% 10 71.43%

鼻元音(ũĩ) 5 29.41% 1 5.26% 0 0.00% 4 28.57%

圖 7. 桃園縣新屋鄉大牛椆村〈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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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大牛椆村是一個極特殊的閩南語漳腔方言島，其四周被客家聚落所包圍。老年層僅

有 30%左右保留鼻元音的說法。而中、青年層則幾乎都說鼻輔音韻母 ŋ了̣。大牛椆是鄉

村，比起都會區的桃園市，語音的變化卻顯得更快速，這點將在本文第 4 節「結論與討

論」進一步探討。 

3.2.5 基隆市鼻化元音輔音化的演變趨勢 

表 8.基隆市區〈褌〉字母音讀的年齡層分佈表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褌〉韻字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輔音化(ŋ)̣ 162 87.10% 147 97.35% 134 96.40% 114 100.00%
鼻元音(ũĩ) 24 12.90% 4 2.65% 5 3.60% 0 0.00%

圖 8. 基隆市區〈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老年層 中年層 青年層 少年層

輔音化

鼻化元音

 
基隆市是本文調查的五個老漳區方言點中，語音變動最快的。即使是老年層，接近

90%的絕大多數人都採用輔音化 ŋ的̣說法了。 

4. 結論與討論 

4.1 結論 

由上面的調查結果可知： 

 13



洪惟仁 
 
一、由 3.1 節的調查漳泉音變體分佈的比較結果看來，鼻化音韻類的〈褌〉字母音

讀，老泉腔方言早在老年層就已經有 99.75%唸成 ŋ，̣幾乎完成了輔音化音變；老漳腔方

言的老年層雖然有六成以上變成了鼻輔音，但是還有平均 38.69%的老人仍然保存著鼻

化音音讀。由此可見鼻化元音輔音化是台灣漳泉方言接觸之下，不論是漳腔方言或泉腔

方言，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共同的音變方向。由漳泉競爭的角度來看，是漳腔方言向泉

音的 ŋ變̣體靠攏，而不是泉腔方言向漳音的 ũĩ音靠攏。 

二、我們將受訪者的年齡分為四個層次，由漳泉變體在各個年齡層的分佈狀態進行

「表面時間的比較」，圖 2〈老漳區〈褌〉字母音讀的演變趨勢圖〉顯示，ũĩ變體的分

佈隨著年齡的下降急速下降，到了少年層只剩下 3.89%保存著 ũĩ變體，其他的人都變

成 ŋ，̣幾乎已經完成了鼻化元音輔音化的音變程序了，由此證明 ũĩ → ŋ是̣台灣閩南語

正在進行中的音韻變化。 

三、比較老漳區 5 個方言點之間音變速度的差異，得到的順位是：礁溪>大溪>桃

園>大牛椆>基隆。 

宜蘭礁溪（圖 3）和桃園大溪（圖 5）的變體消長圖呈現著 X 狀。雖然從老年層的

ũĩ變體指數看來，大溪 81.97%比礁溪 72.41%略高，但是礁溪兩條變體曲線的交叉點在

中年層和青年層之間，大溪兩條變體曲線的交叉點在老年層和中年層之間，顯示大溪音

變的速度比礁溪快。其餘三張圖都顯示，漳泉變體分佈曲線的交叉點都不在圖內，把曲

線加以延伸，可以推斷曲線的交叉點在圖外的老年層以上。比較起來，距離老年層最遠

的是基隆，其次是大牛椆，比較保守的是桃園市。基隆和桃園都是人口超過 35 萬人的

大城市，而大溪、礁溪相對而言是鄉下，由此可以證明城市的語音向優勢音變化的速度

比鄉下快速。 

以上的結果大致上合乎我們的預期。 

4.2 討論 

值得特別討論的問題有兩點： 

第一點，位在桃園縣新屋鄉的大牛椆方言是一個被客家方言包圍的小小閩南語方言

島，地理位置相當偏僻，為何音變的速度相當於城市，甚至比桃園市還快速，這是一個

難以理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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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陳淑娟（2002:100）博士論文研究大牛椆方言接觸「台閩語優勢音」產生了 12 項

語音變化，分析各項變化的語音差距，認定其中〈褌〉字母韻類 ũĩ → ŋ一̣項語音差距

最大，最具方言特色。她同時發現「大牛欄的方音 ũĩ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為該社群最

顯著之方音特點，其他方音較無特殊社會評價。」因此她把大牛椆方言 ũĩ → ŋ一̣項之

所以變化最大歸因於社會心理因素的影響。陳淑娟（2002:105）說： 

「因為 ũĩ / ŋ兩̣個韻的音韻距離較為明顯，加上方音 ũĩ具有負面社會評價，語言因

素與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大牛欄各組語音之變化，以 ũĩ變成 ŋ的̣比例最高（所有

受訪者的平均數為 67%）。」 

陳淑娟比較各種特殊方音變化的速度的不同提出的社會心理的解釋，我想也可以用

來解釋像大牛椆這樣的偏僻地點的方言輔音化的速度相當於高度城市化的桃園市、基隆

市。大牛椆的社會心理反映在 ũĩ輔音化的快速音變可以這樣推斷： 

大牛椆方言的 ũĩ音讀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方言變體，往往被外地人當成取笑的資料，

大牛椆人對於外地人的負面評價並沒有足夠的自信與自尊，有些人甚至懷疑自己是不時

閩南人，甚至有些人自以為是客家人。大牛椆的人口只有 2 千多人，又被客語包圍成一

個小語言島，就語言的勢力而言是弱勢中的弱勢，不像礁溪人或大溪人處在宜蘭、桃園

的大方言區，同口音的人互相鼓勵，培養方言的認同感與忠誠感，來保存自己的口音。

因此大牛椆人面對外地人對於母語的負面評價，只好這樣應對： 

1) 主動修正大牛椆的方音特色，遷就優勢音。 

2) 面對外地人時儘量掩飾大牛椆的方音特色。 

由此看來，大牛椆人自然而輕鬆的說話，一定有更豐富的 ũĩ音讀。 

這個推斷可以由大牛椆的 ũĩ變體分佈曲線（圖 7）看得出來，大牛椆的少年層的 ũĩ

變體 28.57%，幾乎和老年層的 29.41%差不多，而青年層竟然低到 0%、中年層也只有

5.26%，這樣的曲線和其他方言的變體曲線圖大大不同。一般的情形，因為少年人尚未

出社會，和外地方言也較少接觸，因此少年層表現得比青年層保守，變體曲線的尾端會

出現一點內彎是正常的，但是沒有像大牛椆方言內彎得這麼厲害。老、中、青年變體曲

線如果扣除了心理因素，表現應該是更加的保守。 

根據陳淑娟（2002:132）對於大牛椆的口音流動的研究，發現大牛椆人和親人、鄰

居說話的口音，和跟外地人談話的口音不同。針對兩位老年男性、兩位老年女生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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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談話的觀察，發現老年人和親人、鄰居說話的口音使用 uinn 的比率男性 88.7%、

女性 96.4%，平均 92.55%。這個數字和我們調查的老年層使用 uinn 的比率只有 29.41

有巨大的差距。差距的原因，顯然就是陳淑娟所謂「向上聚合」（upward accent 

convergence）的表現了，換言之，表 7 的數字是大牛椆人面對陌生的訪查員進行了語言

遷就所產生的誤差。 

老、中、青年層因為出社會，受到許多操持普通腔的外地人對於大牛椆方言特色的

負面評價，修正或掩飾了自己的方音，致使表 7 的變體曲線向外扭曲，實際上大牛椆人

與親人、鄰居談話的變體曲線，應該有個交叉點，交叉點應該在中、青年之間，和宜蘭

的礁溪相當。 

第二個需要討論的問題，元音擔任韻核（nucleus，即韻腹）的角色是正常的，鼻輔

音當作韻核，在全世界的語言是比較罕見的、有標的結構，為什麼 ũĩ → ŋ會̣變成台灣

閩南語漳泉競爭下的共同音變趨勢？ 

如前所述，鼻化元音是一種有標音（marked vowel），發音相當困難，在全世界的

語是比較罕見的。無標的元音是口元音，發口元音時只要把嘴巴張開，讓氣流通過就可

以。但是發鼻化元音的時候，除了嘴巴張開，鼻腔也要開放，氣流雙管齊出，同時通過

口腔與鼻腔，這樣的音顯然比口元音難發，所以是有標音。一個語言一旦採用了有標音

就會變成一種困擾，進一步變成一種音韻變化的動機，最後在共時的層面，變成語音限

制（constraint），從音位清單刪除，完成了音變程序。 

人是懶惰的動物，對於發音的生理機制來說，如果有標音和無標音的區別不是很重

要的時候，寧棄有標音，取無標音。因此音韻的變化過程，往往是由有標音變成無標音

就是這個道理。鼻化元音崩潰，變成非鼻化元音正是基於這個動機。 

鼻化元音變成非鼻化元音，最直接省力的策略是變成口元音。漢語的鼻化元音最普

遍的是變成口元音，如前述的吳語蘇州、溫州，湘語的雙峰，閩南語的雷州、瓊州都採

取 1.2 節所分析的第一個策略「鼻化元音去鼻化」。 

但是「鼻化元音去鼻化」的結果造成鼻化元音和口元音的混同，比如西部閩南語的

雷州話發生「鼻化元音去鼻化」音變的結果，「當」*tɔ ̃→ tɔ，和「刀」tɔ變成同音了。

這不能不說是一種代價。於是語言的使用者另外會產生一種區別音位的心理要求，這種

心理要求變成阻止音韻混同的動機。東部閩南語的潮州話、漳州話、泉州話堅持鼻化元

音，不願與口元音混同，便是基於這個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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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鼻音最自然的莫過於鼻輔音，發鼻輔音的時候只要把口腔的某一個部位，如唇、舌

等關閉，同時把鼻腔開放，讓氣流從鼻腔流出，就可以發出自然的鼻輔音 m, n 或 ŋ了。

一般所謂的鼻音，不用說明，指的就是鼻輔音，因此鼻輔音是無標的。東部閩南語面對

鼻化元音的限制採取第二個策略「鼻化元音輔音化」其實也是符合了有標音變成無標音

的趨勢。 

東部閩南語為了堅持鼻化元音與口元音的區別，最後不得不隨著泉州腔〈鋼〉(*-ŋ)̣、

〈扛〉(*-ɔ)̃和〈褌〉(*-ũĩ)混同為〈毛〉(*-ŋ)̣的路線演變，其實是很無奈的。 

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音位分合之間沒有什麼真理可言，變化，

變來變去，有時是基於生理的便利，有時是基於心理的要求，唯心與唯物，古今有異、

東西不同，各取所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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