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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本文所謂「雲林縣」相當於雲林縣行政區域的全部。但這個地區的語言比較單純，

只有漢語沒有南島語，是全島沒有南島語分佈的少數縣份之一。縣內的漢語以閩南語為

主，也有少數的客語；閩南語有漳州腔和泉州腔，泉州腔還可以再細分為若干次方言，

客家話以詔安客話為主，零散散佈著幾戶二次移民的四縣客或海陸客。 

本文根據語言調查探討本研究區內的語言分佈狀況，並進行語言地理學的分析。 

2. 研究方法 

這一節將回顧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並指出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及地圖繪製的方法

上特殊之處。 

2.1 文獻回顧 

這一節討論對本區研究有貢獻的文獻。 

2.1.1 宏觀的研究 

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地圖的繪製起源很早，可以說是亞洲最早發展的地區。小川尚

義在《台日大辭典》（1907）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詳參【附圖 1】，雲林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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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右下圖，以下簡稱「小川圖」）)是有史以來第一張台灣的語言地圖，該圖是小川尚

義所繪製，他把支那語(漢語)分成漳州、泉州、客人三類，各有清楚的分佈區。 

這張地圖如何繪製，作者沒有說明，但可能

是參考台灣總督府 1905 年戶口調查資料所繪製

的（臺灣總督府官房臨時戶口調查部 1907 年刊

行）。方言區分應該是根據祖籍或民族別資料，

不過因為台灣總督府這次的普查有語言使用調

查，因此本圖也算是有語言調查根據。 

我們詳細和臺灣總督府及 1928 年出版的《台

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報告》所載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詳參【附圖

2】，雲林縣部分見左圖，以下簡稱「鄉貫圖」）

做比較，大體上一致，但細節上有些不同。 

西螺、二崙及崙背東部是有名的詔安客語的

分佈區，詔安縣屬於漳州府，「鄉貫圖」歸入漳

州，並沒有錯，但「小川圖」也劃入漳州語區，

顯然也沒有分清漳州客家和漳州鶴佬。既然「小

川圖」標榜的目的是為了繪製語言分佈圖，這個地區的客語分佈不應該遺漏才對。比較

「鄉貫圖」把彰化縣大村及員林西部、埔心、永靖東部（等於現在永靖腔的分佈區）以

及嘉義溪口劃出兩小片的潮州區，「小川圖」把員林地區、竹塘地區、溪口大埤地區都

劃出大片的客家語區，顯然很不一致。這個矛盾到底是反映了語言的變化（客語區的萎

縮）或資料錯誤、資料處理錯誤，必須根據日治時代的鄉貫及語言使用的戶口調查資料

以及族譜調查資料重新比對，才能重建當時的情形。 

總之，小川尚義的地圖從宏觀的角度看，大體上正確，但從微觀的角度看，細節上

的錯誤不少。現在我們根據文獻紀錄、族譜、墓碑及語言地理學的調查研究成果，還來

得及修正這些錯誤，這是今後重要的研究課題，也是本工作坊跨領域合作的意義。 

戰後第一位根據田野調查繪製漢語方言地圖的是鍾露昇教授。1967 年鍾露昇發表

《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這份報告是台灣方言地理學的開山之作，雖然調查詞條只有

27 條，調查人數有 448 人，調查點平均分佈於台灣各鄉鎮，每一個詞彙都作了方言變

體分佈圖，是台灣方言變體分佈圖的濫觴。 

這 27 張地圖雖然量不夠多，但對於閩南語的方言類型與方言差的分佈提供了相當

寶貴的文獻。但本報告把所有的資料彙整起來，運用平均法，算出各縣市的優勢語音，

以縣市為參考單位，繪製了各縣市閩南語方言的〈分區圖〉。圖中台北縣（基隆除外）、

台北市、新竹縣、澎湖縣及台中縣、彰化縣靠海的地區被劃入「泉州系」；其餘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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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劃入漳州區，包括桃園縣在內。比較小川尚義（1907）的分區，這張地圖顯然粗略

得多，作者自稱是「一個分區的論廓」可以說是符合事實的。 

鍾露昇的弟子洪惟仁自 1985 年起以自力進行台灣的語言地理學調查。1988 年 3 月

起至 1996 年 7 月止，前後九年間，參加了龔煌城先生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

研究計畫」，至今仍不斷進行台灣語言方言的調查，沒有間斷。1992 年出版的《台灣

方言之旅》是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附錄的〈台灣的漢語方

言分佈圖〉是根據當時實際的調查資料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這張地圖把新屋海

岸地帶的大牛稠漳州方言區和蚵殼港偏泉腔方言區以及客語的分佈區大勢都標示出來

來了，可以說是對於小川尚義的修正。但於其他有些地方自己沒有調查到的地方，譬如

高屏地方的客語分佈，卻也沿襲了小川尚義（1907）地圖的粗略。（詳參洪惟仁 2006） 

洪惟仁根據新的調查結果不斷地修改，精益求精，新修正的地圖逐年發表於論文中

或張貼於個人網站上。最新的版本就是本文所附的【附圖 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2008

繪製〉。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楊文山主持，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執行完成的兩次類似的

研究計畫〈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2004; 2008），主要問題為客家的認同，

但為突顯客家比例，在某些項目上也做了各族的調查與統計，客家之分佈分單一認定與

多重認定，根據統計量化分級分色，繪製了多張不同族群(客家、福佬、大陸、原住民)

的人口分佈圖。 

但這些地圖及其調查數據只能供本研究的參考。首先，這份報告的分區是以鄉鎮級

行政區域為單位，村里以下的區別無法呈現在地圖上，不夠細緻，本研究所關注的是村

里以下自然村的分佈狀態，這份報告沒有辦法提供本研究細部的資訊。 

其次是，本報告所提供的是族群認同資訊，而不是語言使用的資訊；又其族群認同

也只分閩客語等，沒有進一步質的分析，譬如閩客語的方言分類等都闕如。本研究繪製

地圖的目的是呈現語言的分佈狀態，而不是族群的分佈狀態，目的根本不同。雖然族群

認同和語言使用是相關的，本報告可以提供本研究有關族群認同比例部分的參考，但族

群認同的變化往往比語言消失或萎縮速度慢，譬如許多鶴佬客已經不會說客家話，但仍

然認同客家就是一例；再說族群認同也可以被操作，不如語言使用的情形穩定。 

以上的地圖因為是宏觀的，空間涵蓋全台灣，所以有一些細節的分區與分佈沒有辦

法在地圖上顯示出來，實際上不能太過強求。 

2.1.1 微觀的研究 

有關本地區微觀的研究，在語言地理學方言最重要的文獻應數鄭錦全團隊兩篇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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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崙背鄉客家話地理分佈〉（2007）、〈漢語方言微觀分佈：雲林縣崙背鄉水尾村的客

家方言〉（2007）。鄭錦全院士所領導的研究團隊，利用 GPS 定位、衛星航照圖比對、

GIS 地圖繪製等技術進行家戶層次的語言方言分佈調查。這個調查計畫的研究團隊，從

中央研究院於 2004 年成立語言地理資訊室開始，成員除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之外，又

與同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及院外合作機構如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及交通大學之成員進行

語言微觀分布的建置工作。陸續執行的研究計畫有新竹縣新豐鄉、雲林縣崙背鄉與二崙

鄉、新竹縣新埔鎮的語言分布調查。本研究是鄭錦全團隊整個微觀語言學調查計畫的一

環。 

這個調查做得相當細緻，其調查報告提供了詳細的描寫。不但展示了各村的家戶語

言使用航照圖，同時統計了各村的使用語言比率。茲引述如下： 

 
表 1：崙背鄉十四個村之語言分佈初步統計（以戶為單位） 

村名 詔安客語 比例 閩南語 比例 其他 比例 合計 

港尾村 347 94.3% 21 5.7% 0 0% 368 
羅厝村 455 77.2% 134 22.8% 0 0% 589 
崙前村 406 76.2% 125 23.5% 2 0.3% 533 
西榮村 255 51.0% 245 49.0% 1 0.2% 500 
南陽村 340 45.3% 409 54.5% 2 0.3% 751 
阿勸村 200 35.4% 364 64.4% 1 0.2% 565 
東明村 67 18.5% 296 81.5% 0 0% 363 
枋南村 34 11.9% 251 88.1% 0 0% 285 
大有村 0 0% 466 100% 0 0% 466 
五魁村 0 0% 204 98.6% 3 1.4% 207 
水尾村 0 0% 356 84.2% 67 15.8% 423 
草湖村 0 0% 401 100% 0 0% 401 
舊庄村 0 0% 339 100% 0 0% 339 
豐榮村 0 0% 535 100% 0 0% 535 

總計 2,104  4,146  72  6,325 
資料來源：蔡素娟等〈崙背鄉客家話地理分佈〉（2007）表二。 

 
這個調查研究成果提供了本研究有關閩客語詳細的分界線之劃定以及細節描寫的

論文重要的參考。但是從本文的立場，也感到有些不足之處，即語言分類分閩南語、客

語兩類，但客語有詳細方言分類，除詔安客語之外還有四縣話、海陸話，卻完全沒有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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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南語方言的分類，造成閩客語分類詳略的不平衡。 

吳中杰（2009:105）和本研究的方言調查都確認了本研究區內，不論閩、客語的方

言都相當複雜，並且客語分佈區內的閩南語，不論是客家人、鶴佬客或閩南人所說的閩

南語都是漳州腔，和濱海地帶麥寮地帶

的偏泉腔大不相同，因而推論其閩南語

不是來台灣以後才學習的，而是在原鄉

就已經習得而流傳至今的。 

資料來源：吳中杰（2009:92）附圖 

有關二崙、崙背地區還有一個重

要的調查報告，即吳中杰《台灣客家語

言與移民淵源關係研究》（2009）。該

書第六章〈雲林縣大西螺地區閩客語言

與移民源流研究〉、第七章〈雲嘉南客

家語言與移民源流研究〉即針對本區的

客家移民源流有所討論。本文針對西螺、二崙、崙背三個鄉鎮，即所謂「大西螺地區」

的客家分佈及詔安客語使用情形進行調查，並以每 10 歲做為一個年齡層，繪製不同年

齡層的客語分佈，是社會地理語言學的作品，右圖摘取其比較具有老年層代表性的

「61-70 能說客語的人口比例

除語言調查之外也調查了居民的族譜，確定移民的祖籍地，將研究區內的族群與語

言使用情形分為：漳福佬人、泉福佬人、混合、福佬客、詔安客、四縣客、海陸客等七

類，並繪製「崙背二崙西螺語言分佈圖」，從而重建詔安客語在大西螺地區衰落的歷史。

也算是難得的一篇歷史地理語言學的作品。 

但我們拿吳文「61-70 能說客語的人口比例」圖和表 1 所示蔡素娟等（2007）的統

計作了比較，發現兩者有很大的差距。下表是兩者調查重疊的村落詔安客語使用比率比

較。因為蔡素娟等（2007）只有崙背鄉的資料，而吳中杰（2009）只有詔安客語分佈區

域的資料，其餘空白部分表示沒有詔安客語，都說閩南語，所以下表中把這個部分都記

為 0。 

表 2：崙背鄉蔡等（2007）與吳（2009）調查資料比較表 

村名 蔡等（2007） 吳（2009） 

港尾村 94.3% 80-100% 
羅厝村 77.2% 80-100% 
崙前村 76.2% 80-100% 
西榮村 5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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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村 45.3% 0 
阿勸村 35.4% 80-100%（鹽園） 

東明村 18.5% 0 
枋南村 11.9% 80-100% 

 
一是吳中杰和鄭錦全團隊同時對崙背區的客語使用進行微觀的調查，但所得結果相

差很多。如表 1 所示，枋南村（俗名「崩溝寮」Pang-ka-liâu）的客語使用人口只有 11.9%，

本人親自調查也顯示大約相同的情形，即客語使用者很少。但根據上圖所引，同村的客

語使用人口卻高達 80%以上。差異這麼大到底是甚麼原因，需要進一步查證。本文暫時

根據蔡素娟（2007）及本人的調查結果，將枋南村劃入漳州腔區內。 

資料來源：吳中杰（2009:101）附圖 

其次是吳文的「崙背二崙西螺語言分佈圖」。他分類之中，泉福佬人、漳福佬人沒

有問題，但是詔安客的分佈除了上述南村的人口比例有問題，崙背市街部分的西榮村、

東明村在上圖是畫入詔安客分佈區

以外，在本圖卻劃入「詔安客」區

內，顯然矛盾。比較大的問題是所

謂「福佬客」是怎麼認定的，論文

中敘述非常簡單，且都無法證明。

即使可以認定是「福佬客」的姓氏，

也沒有顯示「福佬客」在當地人口

的比例。如果沒有這些證據，那麼

所謂「福佬客」區只能解釋為有部

分詔安客裔，而非全部或大部分都

是福佬客的村落。 

2.2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我們採用「直接下鄉、間接觀察」的調查方法，所謂「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

法是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里長、

村里幹事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參與，對地方的語言、方

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不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

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度。經過這樣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密度大大提高

了。 

不過關於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念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更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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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間接觀察」可能問不出結果。因此關於閩南語方言的鑑定只有依靠更精密的方

言調查與方言類型學研究，不能信賴受訪者。 

本研究調查進行的時間，閩南語區從 1985 年開始迄今沒有間斷，客語區及南島語

區是 2005 年至 2009 年之間密集的進行。 

學術論文，包括碩博士論文所做的田野調查報告是本研究重要的參考，其中最重要

的是鄭錦全團隊和吳中杰的調查報告。但本論文也沒有忽視網路資源的價值。各地鄉鎮

公所、戶政事務所的網站，內政部的「台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提供了許多

自然村的語言使用資訊，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料。

這些資料雖然不完全，也是很好的參考，但是無論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本研究

不會直接引用作為繪製地圖的依據。 

2.3 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不好解決： 

1) 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2) 語言混雜的雜居區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3) 語言轉換中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這是語言地圖的三個罩門。 

小川尚義、淺井惠倫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6)和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

論》(2001)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狀顯示分佈狀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不能解決其

他問題。鄭錦全在新竹縣新豐鄉逐戶進行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狀顯示在航照圖上，不

但語言使用家戶的位置詳細而精確地呈現在地圖上，對對於沒有家戶分佈的新豐鄉鳳鼻

尾地區也留了白。第一、二個難題都同時解決了。但如都會區，不同樓層有不同的語言

使用，或一戶中有兩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所幸新豐地區是鄉下地區，

頂多只有鄉街的矮樓，並且這些樓房大都是「透天厝」，沒有這個問題。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狀繪製，高山、荒地、田地、軍事用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

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不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比起鄭錦全（2007）的微觀地圖來，本

研究所採取的角度屬於「中觀」的。但是本文對於重要的語言小島或方言小島都找出其

所在的經緯度，輸入電腦中，繪製在地圖上。這個方法多少解決了這個問題。 

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儘量把雜居的情形以及雙語的情形如客家人會說閩南語或

閩南人會說客語的區別都標示在地圖上。這樣詳細的區別在過去的地圖是未曾有的。 

至於第三個問題，包括不同階層、不同場所採用不同語言的情形屬於語言社會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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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本文並不期待完全解決。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力、時效性、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以及觀察角度的

設定，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想做以及能做的是站在語言地理學的立場，運用我

們可以掌握的人力、財力、時間，盡最大的努力把台灣的語言分區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GIS地圖繪製軟體採用ArcView 9.1

版，圖層資料採用勤崴公司村里層電子圖資進行地圖繪製。雖然勤崴公司村里層電子地

圖精確度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較，發現有不少錯誤。本

文因應的辦法是，當錯誤程度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自己修改圖層，或用

PhotoShop進行人工修改。1 

3.雲林縣的語言分佈 

本文的目的在調查雲林縣閩南語與客語分界線附近的語言及方言分佈狀態。調查結

果分述如下： 

雲林縣是台灣少數沒有原住民鄉的縣份，並且閩南語佔絕對優勢，因此語種單純。

縣內除了閩南語只有少數的客語，分佈在所謂「大西螺地區」。但閩南語有漳州腔、泉

州腔，泉州腔內部又可以分為幾個方言區。（參見【附圖 4】「雲林縣語言分佈圖」） 

本文為了敘述的方便，根據田野調查結果將雲林縣分為三區來說明。即： 

一、泉腔區。 

二、漳腔區。 

三、大西螺區。 

3.1 雲西區 

雲林縣是一個閩南語優勢區，全區以閩南語為主，雖然區內也有客家人，但也都會

說閩南語。本區閩南語，漳泉界線分明的地區，濱海及近海各鄉鎮屬於泉州腔，內埔各

鄉鎮屬於漳州腔。漳泉之間的界線南部主要以虎尾溪為界，東邊的大埤鄉屬於漳腔，西

邊的元長鄉屬於泉腔；往北以土庫與虎尾之間為界，西邊的土庫鄉屬於泉腔，東邊的虎

尾屬於漳腔；北部以崙背為界，崙背鄉分為兩半，西半部講麥寮的三邑腔，東半部幾個

村講漳腔。（參見【附圖 5】「雲西區方言分布圖」） 

 
1 我們曾經將所有收集來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崴公司進行修正，但是修正的效率不盡理想，錯誤仍然不

少，只好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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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腔區的內部也可以再劃分為幾個小片。 

3.1.1[木宜]梧漳腔方言島 

口湖鄉南部的[木宜]梧（Gî-gôo）地區是一個漳腔。南部牛挑灣（俗名「牛擔灣」

Gû-tann-uan）溪流域各村，包括溪南的過港村、梧北村、梧南村、後厝村、湖口村、水

井村之外，還包括溪北台子、成龍、蚵寮三個村，大約佔口湖鄉的一半面積，然後跨境

延伸到水林鄉的西半部。 

這個漳州方言島在台灣總督府「臺灣漢語方言分佈圖」（1908）也看得出來，不過

該圖把整個口湖庄都標示為漳州人。 

本區的漳腔方言有一些和其他地區不同的特色。如： 

聲調：陽平變調唸中調[22]，同陰平，和鄰近的口湖北部變 11，同陽去的類型不同。

陽入聲是一個低升調 120，是一個相當有特色的類型，像這樣的類型只有在斗六方言才

聽得到。 

聲母：〈入〉字頭唸 j-，和北部泉腔的 l-不同。 

韻母：〈姜〉字母文讀音唸-iang 和北部泉腔唸 iong 不同。 

3.1.2 麥西三邑腔小片 

由水林鄉東半部2、口湖鄉向北部向北沿海經四湖、台西、麥寮各鄉鎮，向東延伸

到崙背西部各村屬於帶三邑腔特色的三邑腔小片。其泉腔的特色有3： 

聲調：陽入聲唸高升調 230；陽平變調唸 11，同陽去；陰上變調唸高升調 23；陽

去聲本調 31/11、變調 11。所有陽聲調的變調都是低調，這是泉州音的共同特色。但中

心地帶有陽上聲 22/21，共八個調類。兩個低調相鄰時前字中調化，如「食飯」tsia22png11、

「代誌」tai22tsinn11、「崙背」lun22pue11……。陰平調接近漳腔的各庄唸 33，越北越變

成 22（口湖、下崙、台西）。其聲調特色最能體現三邑腔的特色。 

聲母：〈入〉字頭唸 l-。 

韻母：〈姜〉字母唸-iong，「和尚」唸成 he11siunn11，「橫」唸成 huinn12、「關」

                                                 
2 雖然「鄉貫圖」把水林劃入同安人區， 不過從方言特色來看，水林鄉西半部應該屬於[木宜]梧漳腔方

言島的一部分，東半部是口湖三邑腔的延伸。 
3 這個區域詳細的調查報告參照洪惟仁《台灣方言之旅》（1992:83）、〈台灣雲林北港方言：一個泉

州惠安腔的台灣方言〉（1996）；陳淑君《四湖閩南語語音調查與研究》（2007）的崙北方言部分；

林郁靜《麥寮方言的調查與研究：語音及詞彙初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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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成 kuinn33。中心地帶有央元音。 

這個小片的中心在四湖、台西、麥寮。記載：台西有八個聲調；〈居居〉類

（遇開三）的字唸成-ir、〈科伽白〉類和〈科檜白〉的字唸成-er。這兩個央元音

由台西往南過了四湖 4；由麥寮往東進崙背就沒有了，都變成前元音i-、-e了。本

人調查的口湖泉腔甚至也開始發生北港介音-u脫落的現象。  

這種央元音向周圍消變的情形和台中海線向周圍消變退化的情形完全一樣。 

三邑腔也有新舊之分，老三邑以泉州市，鯉城區為代表，其母音有央元音 ir, 

er，新三邑變成-i, e。本小片的央元音由中心向南北周圍漳腔區的方向褪色變成-i

的情形正好和泉州三邑腔由泉州市鯉城區向晉江、惠安褪色變成-i 的情形類似。

如果要細分，可以把老、新分為兩個小片。那麼四湖、水林、崙背都可以歸類為

「新三邑腔」，四湖、台西、麥寮歸為「老三邑腔」。不過本區的音變相當快，

即使是老年層央元音也快消失了，這個分類越來越沒有意義了。  

崙背鄉豐榮北部濁水溪畔的中佃有 4 戶海陸客家，是本區唯一的客家方言島。這個

地區包括東佃厝、中佃厝、西佃厝的居民是 1933 年左右有新竹人鄭萬吉在此買地，招

佃開墾為農場，但東佃厝、西佃厝的佃農為彰化二林、芳苑路上的閩南人，講閩南語；

中佃厝有 30 戶左右佃農是來自新竹縣竹東的海陸客。但現在多半已經遷出，只剩 4 戶，

且後代都不會說客家話，成為鶴佬客。中佃厝可以說已經散庄，地圖上標示的海陸客方

言島即將消失。 

3.1.3 北港惠安腔小片 

北港惠安腔小片向分佈在北港鎮和元長的南部，延伸到嘉義縣新港鄉西端的南港

村。口湖泉腔也受到影響。 

洪惟仁《台灣方言之旅》（1992:83）記載：「元長、北港的惠安腔特色表現

把泉州的 ir 統統讀成 i，如「孔子」唸成 khong13tsi31、「歷史」唸成 lik10si31、「四

書」唸成 si31si33、「語」讀 gi31，後二字聽起來像漳州腔，其實惠安腔。」把〈居

艍文〉類（止攝精系、莊系字）唸成-i 是北港的特色，過境到口湖鄉就沒有這個

特色，只有〈居居〉類（遇開三）的字唸成-i。北港只憑這個晉江、惠安的音韻

特色，就可以另立一個小片。不過這個特色也在褪色中。洪惟仁在〈台灣雲林北

港方言：一個泉州惠安腔的台灣方言〉（1996）一文中說：  

「〈子〉類字（按即〈居艍文〉類）幾乎每個字都有兩讀，北港 58（按：發音

 
4 如陳淑君（2007）所紀錄的四湖崙北方言就沒有央元音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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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編號）對這兩層讀音有價值的判斷，一般說來他對-i 讀的評論是「古早話」、「舊

式說法」、「比較俗氣」；對於-u 讀則評論說「比較正確」。-i 讀在台灣極少聽到，

-u 讀為台灣優勢音，由此判斷-i 讀為北港方言的舊音讀。至於哪一種讀法較常使用，

則要看是新名詞或舊名詞、常用詞或非常用詞，舊名詞且非常用詞多用北港舊音讀

(-i)，新名詞或常用詞多用借自台灣優勢音的新音讀(-u)。」 

另一個特色是介音-u 的脫落。〈雞〉字母泉州音唸成-ue，北港唸成-e，如街

ke33、鞋 e12、洗 sie31/se31，不過〈杯〉字母唇音字白讀音仍然唸成-ue，如「買賣」

bue23bue11。這些〈雞〉字母字在一般的泉腔都唸成-ue，本區唸成-e 可能是受到

漳腔的影響。甚至因為「矯枉過正」的緣故，把「做」字唸  tsie11 ，而附近漳州

腔「做」唸  tso11/ tsor11，在台灣「做」tsie11 或  tse11 的唸法是非常特殊的。  

3.1.4 雲中南安腔小片 

泉州府南安縣雖然傳統上歸入「三邑」之中，不過就方言分類上，雲林縣中部內埔

的南安腔保存著相當古老的泉腔特色，其音韻系統類似彰化縣溪湖以及台北南舷地帶的

南安腔或安溪腔。老安溪和老南安大概本來屬於同一個方言，把這種口音叫做「安溪腔」

也無妨。 

雲林中部的南安腔，分佈在褒忠鄉、土庫鎮北部馬公厝、東勢鄉、元長鄉北部，延

伸到四湖鄉東北角緊鄰元長鄉的溪底村。這個地區的老派保存著臺灣最古老的泉腔特

色，不但有央元音的單音韻尾-er（〈科檜白〉類、〈科伽白〉類）、-ir（〈居居〉類），

也有雙音韻母的-ere（〈雞稽白〉類）、-irn（〈恩巾〉類）、甚至還有央元音的鼻化韻

irinn（〈熋經白〉類、〈關經白〉類）。 

二十年前洪惟仁（1992:83）即報導了這個老泉腔：「褒忠的泉州腔尤其寶貴。彙

音妙悟的「關」韻，杜嘉德字典和臺日大辭典都記泉州音讀為 kirinn，現在臺灣偏泉區

都變 kuinn 了，唯有褒忠馬鳴山的老人還發現有讀作 kirinn 的。如「肩頭」kirinn22thau12、

「定」（硬）tirinn22、「指」tsirinn31，另外還保存了 kirnn33、「雞」kere33 等，是臺灣

最純粹的老南安腔。 

但現在這些雙音韻母的央元音更難聽到了，只有零星地殘存在少數方言點的老人。

很幸運的，陳淑君碩士論文《四湖閩南語語音調查與研究》（2000）竟然在本區的邊緣

地帶四湖鄉溪底村找到這樣的口音，並且做出詳細的語音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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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虎庫偏泉小片 

這個過度區包括土庫東部除了馬公厝以外的大部分村落、虎尾鎮西半部、以及水林

鄉的東半部。「小川圖」（1907）和「鄉貫圖」（1928）都把虎尾劃入同安腔、土庫劃

入三邑腔，水林在「鄉貫圖」劃入同安腔。不過依照最近的調查資料看，這些地區的泉

腔色彩已經相當淡薄，大部分都接受了台灣普通腔，只零星保留了一些泉腔特色，如「青」

唸成 tshenn、「八」唸成 pueh 等。有些村落甚至接受了鄰近的老漳音，如「和尚」唸

成 hue22sionn22。因此我們把這個地區劃入偏泉腔。 

3.2 雲東區 

從整個方言分佈大局來看，除了前述的泉腔區，整個雲林縣的東半部都是漳腔區。

因為即使是大西螺地區的詔安客語分佈區的客家人都會講閩南語，並且講的是漳州腔。

不過大西螺地區的語言比較複雜，為了敘述的方便，我們特別把「大西螺」地區分出來

另成一區。因此本區不包括「大西螺」。（參見【附圖 6】「雲東區方言分布圖」） 

這個地區的方言相當一致，大部分跟台灣普通腔一致。比較有特色的音韻特徵有兩

個： 
一、〈入〉字頭唸成 g-，如「日」唸成 git̍。分佈在本區的西部，大約是以「鶴佬

客」集中的大埤、溪口為中心開始擴散。擴散範圍達到斗六鎮西部。其餘地區都還念-j。 
二、〈箱薑白〉字類，如「尚」唸成 siōnn，這個字類唸-ionn 是老漳音。分佈在本

區的西部，東部唸優勢音-iunn。 

〈入〉字頭唸成 g-是不是閩南語固有的方言變體，而是因為客語影響所產生的新變

體，因此在本區屬於擴張型的特徵，相反的〈箱薑白〉唸-ionn 是固有的漳音，本來應

該是遍佈整個雲東漳腔區才對，因此在本區屬於萎縮型的特徵。兩相折衷，我們把分界

線定在斗六與斗南的邊界，把本區分為兩個小片： 
一、雲東漳腔西片：〈入〉歸〈語〉；〈箱薑白〉唸成-ionn。範圍包括斗南鎮、

大埤鄉、虎尾鎮的東半部。 
二、雲東漳腔東片：〈入〉與〈語〉分，〈箱薑白〉唸成-iunn。範圍包括莿桐鄉、

林內鄉、斗六市、古坑鄉。 
這個區有一個小小的海陸客語島，在大埤鄉東邊的田寮，人口只有 200 人，是日治

時代末期由新竹遷徙來的二次移民。目前一半人口移出，只剩約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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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西螺區 

大西螺區包括西螺鎮、二崙鄉、崙背鄉。這個區的特色是居民大

部分源自漳州詔安縣。詔安縣南部講閩南語，但北部的秀

篆、官陂、霞葛以及太平、紅星的一部分講詔安腔客語。因

此本區的分佈也以閩南語偏北、客家偏南，中間過渡地帶屬

於混居狀態。不過住在過渡地帶的詔安客家現在都喪失了客

語能力，變成「鶴佬客」，只有崙背東南角以及二崙西南角

幾個村落屬於真正的「詔安客語」分佈區，本文把這個區域

叫做「雙崙詔安客語小片」，其餘的地區叫做「大西螺漳腔

小片」。（參見【附圖 7】「大西螺區語言分佈圖」） 

漳
州
閩
客
分
界
圖 

資
料
來
源
：
李
如
龍
︽
福
建
雙
方
言
研
究
︾ 

(
一
九
九
五) 

3.3.1 雙崙詔安客語小片 

崙背地區的客語分佈，如前所述吳中杰（2009）和蔡素娟等（2007）有很大的差異，

因為鄭錦全團隊做了家戶調查，造成很大的困擾。但是鄭錦全團隊採用的是地毯式的家

戶調查，相當可信。我們進行的調查也差不多。因此我們採用蔡素娟等（2007）的調查

資料，按一般的原則，把客語聚落人口 60%標示為客語區，30%~60%為雙語區，10~30%

標示為混居部分客語使用者。需要說明的是表 1 所示為全村的人口比例，但我們經過調

查知道阿勸村的詔安客雖然只佔 35.4%，但詔安客集中在東部的「鹽園」庄，把「鹽園」

獨立出來就可以標示為高純度的詔安客語村；西榮村也是一樣，客家人口雖然只有

51%，但是我們知道客家人集中在村南部靠崙背街上，因此我們也把西榮村劃為南北兩

半，南部就是純詔安客家的領域了。另外南陽村是崙背街區，閩客各半，我們也標示為

雙語區。這個區在吳中杰（2009）所繪的詔安客語區之外，表示是純閩南語區，根據表

1 詔安客有 45.3%，並不是沒有客家。 

依照吳中杰（2009）的調查：「崙背街區四周的枋南、鹽園、崙前、羅厝以及二崙

街區以西的紹安、來惠、田寮，在 41-90 歲之間，大抵都是 60%以上的能說客語者。」

但 40 歲以下會說客語的，大部分村落都不及 50%。20 歲以下整個地區會說客語的都不

及 50%，邊緣地帶半數的村落會說詔安客語的都在 10%以下。由此可見詔安客語有走

向消亡的趨勢。 

這個小片在崙背水尾村和二崙庄西村之間有一個叫做「田底」的四縣客家聚落，只

有幾十戶人家。 

雙崙詔安客語小片的客家人，每一個都兼通漳腔閩南語，並且非常流利。其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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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和大西螺漳腔小片的閩南語完全相同，即使是崙背的客家人，雖然和崙背的泉腔

人鄰居了幾百年，仍然說漳腔閩南語。 

3.3.1 大西螺漳腔小片 

大西螺區，除了西南角的「雙崙詔安客語小片」之外，全部是漳州閩南語的分佈區。

這個區域的南部過去有不少詔安客，不過現在全部改說漳腔閩南語，變成「鶴佬客」。 

這裏的閩南語和雲東的漳腔相當類似，但 3.2 節所述雲東區的兩個特色，本小片只

有一個：〈箱薑白〉字類，如「尚」唸成 siōnn，和雲東漳腔西片同；〈入〉與〈語〉

分，和雲東漳腔東片同。 

雲林縣東部，雖然都屬漳腔，不過大同之中，大西螺漳腔小片、雲東漳腔西片、雲

東漳腔東片三個小片之間的音韻特色卻有小異。 

4. 結論與討論 

4.1 結論 

本文針對雲林的語言方言分佈進行描寫，並繪製地圖。其資料來源主要根據作者本

人實際田野調查，另外參考近年來本區的田野資料，其中最重要的是鄭錦全團隊，包括

蔡素娟及其學生黃菊芳、郭彧琴在崙背的家戶調查（黃菊芳等 2007、蔡素娟等 2007），

以及吳中杰（2009）。 

雲林縣是一個閩南語優勢，縣內主要是閩南語，分泉腔、漳腔兩種方言，其次是少

數的詔安客語。其分佈的大勢為泉腔靠海，漳腔靠陸，客家夾在其中。本文將全縣的語

言分為三區： 

一、雲西區 

本區包括大約虎尾溪以西至濱海地帶的幾個鄉鎮，以泉州腔為主，除了南端口湖鄉

及水林鄉西半部屬於漳州腔，本文為之「[木宜]梧漳腔方言島」，其餘都是泉腔。本區

的泉腔分為四個小片，最保守的是「中南安腔小片」，分佈在本區的中央地帶，其老派

保存著豐富央元音韻母的老泉音特色，單音韻母、雙音韻母、鼻化韻母都有央元音。其

次是「麥西三邑腔小片」分佈在濱海地帶，以麥寮、台西、四湖為中心，保存著兩個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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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單音韻母，但過了口湖、水林就沒有央元音了。「北港惠安腔小片」的泉州腔也有

特色，〈居艍文〉類唸-i。不過這些具有特色的泉州方言特徵正在劇烈的消變中，

整體而言，向台灣普通腔靠攏。其中最嚴重的應屬和雲東漳腔區鄰近的土庫、虎

尾西部，本文將這個地區劃入「虎庫偏泉小片」。  

二、雲東區 

本區包括大抵虎尾溪以東的各個鄉鎮。這個地區的方言非常單純，除了大埤鄉田寮

有一個小小的海陸客語方言島，其餘都是漳州腔的分佈地。本地的方言相當單純，不過

西片保存較多的老漳音，如〈箱薑白〉類唸成 ionn，並且發生「入歸語」的變化。因此

本文將雲東區分為「雲東偏漳東片」和「雲東偏漳西片」兩片。 

三、大西螺區 

大西螺區包括西螺、二崙、崙背三個鄉鎮。這個區所以特殊是因為區內西南角二崙、

崙背的南部保存著一個詔安客語島，本文稱為「雙崙詔安客語小片」。其餘的部分都是

漳腔閩南語的分佈區，本文稱為「大西螺漳腔小片」。詔安客語在本區屬於弱勢語言，

年輕人逐漸喪失母語能力，並且每一個客家人都兼通當地的漳腔閩南語。本區的漳腔可

以說是雲東區漳腔的延伸，但也有自己的方言特色，如雖然〈箱薑白〉字類唸成-ionn，

但沒有「入歸語」特色。 

4.2 餘論 

關於雲林縣的語言分佈有幾點可討論： 

一、 本區是閩南語的優勢區。傳統的客語分佈區現在僅存「大西螺詔安客語小片」，

大埤鄉過去也是潮州客家分佈區，現在除了田寮的小小海陸客語島之外，客語

完全消失了。客語島的消失或萎縮原因為何？過程如何？這些是台灣史學上及

社會語言學上值得討論的問題。 

二、 雲林縣的閩南語方言分佈反映了台灣西部平原「泉海漳陸」方言分佈的大勢。

但客語區大約介於漳泉之間。譬如大西螺的詔安客語島西、南鄰雲西的泉腔

區，北、東鄰都是漳腔區；大埤鄉也是西鄰泉腔區，東鄰漳腔區。為什麼泉腔

靠海而漳腔靠陸？為什麼客家會分佈在漳泉之間？這些是台灣史學上值得討

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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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不論是大西螺的詔安客或大埤的饒平客，都兼通閩南語，有趣的是，雖然客語

區西鄰泉腔區，但是他們說的閩南語都是漳州腔。這種情形不時必然的，因為

新竹市的客家人說的是新竹腔的閩南語（參見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

言篇》(1997)），但新竹縣新豐鄉閩客雙語的海陸客家人（參見洪惟仁 2010）

以及雲林縣大西螺的雙語詔安客，雖然鄰居是泉州人，卻不學泉州話，專說漳

州話。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些閩客雙語的客家人的閩南語如果是到台

灣才學習的，其閩南語理應是鄰居的泉州腔，或者是漳泉混合腔，為什麼是會

是漳州腔？而且大埤、大西螺的閩南語都保存著-ionn 這個老漳音？為什麼？

這些詔安客或潮州客後裔是不是早在唐山時代就已經是閩客雙語的呢？ 

四、 雖然整個語言的競爭，閩南語都佔著優勢，但是客語也反過來表現了相當的影

響力。譬如「入歸語」現象，就是客語影響的結果，分佈在閩客接觸頻繁的偏

漳區。問題是，並不是閩客交界地帶的閩南語都有「入歸語」現象。以雲林縣

為例，大埤所在的雲東漳腔西片有，詔安客所在的大西螺卻沒有。特徵傳播的

動機不是必然的，是偶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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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資料來源：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907）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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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台灣總督府「臺灣漢語方言分佈圖」（1908） 

 

資料來源：原載台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8）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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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洪惟仁「臺灣漢語方言分佈圖」 

 
 
資料來源：原載洪惟仁「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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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雲林縣語言分佈圖（洪惟仁 2010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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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雲西區方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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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雲東區方言分布圖（洪惟仁 2010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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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大西螺區語言分佈圖 

 
 

 6-25


	2010雲林縣的語言分佈_洪惟仁.pdf
	1.前言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回顧
	2.1.1宏觀的研究
	2.1.1微觀的研究

	2.2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2.3 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3.雲林縣的語言分佈
	3.1雲西區
	3.1.1[木宜]梧漳腔方言島
	3.1.2麥西三邑腔小片
	3.1.3北港惠安腔小片
	3.1.4雲中南安腔小片
	3.1.5虎庫偏泉小片

	3.2雲東區
	3.3大西螺區
	3.3.1雙崙詔安客語小片
	3.3.1大西螺漳腔小片


	4. 結論與討論
	4.1結論
	一、雲西區
	二、雲東區
	三、大西螺區

	4.2餘論


	雲林縣的語言分佈(圖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