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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地理學的研究最重要的最終目的是要對語言分佈提出所以然的解釋，語

言地理學於不同範疇有不同的理論。本論文討論語言分佈狀態的發展論，這個理論針對

語言、方言地理分佈的發展過程進行類型分析。本文主張語言分佈的發展有兩種類型：

插入型與包抄型。但兩種類型構成一個連續體，插入型優勢語言往往發展為包抄型。本

文並主張推斷語言的新舊往往不能根據語言分佈的表面狀態，必須根據歷史事實。 

1. 語言分佈的解釋 

語言地圖的繪製是語言地理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並不是說一定要繪製地圖才算是語

言地理學研究，只能說地圖繪製是呈現語言地理學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但是語言地圖

畫出來了，也還不能說語言地理學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了。 

語言地理學的研究的最終目的是針對語言分佈提出所以然的解釋，並歸納出概括化

的、普遍性的原理、原則。 

1.1 語言分佈解釋的兩個取向 

語言地理學家有關語言空間分佈的解釋可以有兩種研究取向： 

一、從語言分佈的表面狀態進行語言地理學的分析； 

二、與地理學、歷史學進行跨領域研究，解釋語言分佈狀態之所以然。 

語言空間分佈的變化可能出於語言本身的動機（motivation），其發展模式可以靠著

語言學本身的理論來證明。譬如台灣閩南語現在有幾個正在發生的音變，如央元音崩

潰，變成普通元音；/j-/[dz/z]併入/l-/[d/l]，由海口的泉腔向其他地區擴散（參見洪惟仁

2003 a, b）。這些方言形式的變化與空間擴散，不一定要求證於語言外的解釋。 

但是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語言不能脫離社會而獨立存在，語言空間分佈的擴散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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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往往無法擺脫自然地理、社會發展、政治事件、族群遷徙、人口變動等因素對語言發

生的影響。當代的語言分佈狀態必然是過去民族接觸或民眾交往所產生的語言互動的結

果。因此共時的語言分佈狀態其實是語言史的縮影，語言分佈的解釋，說穿了就是語言

史的重建。因此語言地理學的解釋必須和地理學、歷史學合作進行跨領域研究。 

總之，語言地理學理論基本上只有「洞識力」而沒有「證明力」。因此語言分佈的

解釋除了語言地理學的普遍原理之外，必須與地理學、歷史學乃至社會學、民俗學進行

跨領域研究。 

1.2 傳統語言地理學的範疇 

傳統語言地理學有四個重要的範疇，包括：（1）類型論：討論語言的分佈類型；（2）

發展論：討論語言分佈的發展型態；（3）生成論：討論語言分佈形成的過程與動因；（4）

原鄉論：討論如何判定語言擴散的起點。 

本文把焦點放在「發展論」的討論。這個理論研究語言地理分佈開始變化之後發展

的過程及其發展類型。本文把語言地理分佈的發展分為兩種類型：插入型和包抄型。 

1.3 語言連續性原則 

如前所述，語言地理學研究不能只做到描寫性分析，還要進一步歸納出解釋性的原

理。語言分佈的解釋雖然不能脫離地理條件與歷史文獻印證，但是語言地理學本身有獨

立的一套理論，可以對語言分佈的表面進行語言地理學的分析。 

日本柴田武《言語地理学の方法》（1969）提出「語言的地理分佈」兩個原則：連

接分佈原則與周邊分佈原則。第一個原則相當於本文所謂的「語言連續性」原則。本文

所謂的「語言連續性」原則不只用在語言地理學，也用在所有的語言變異或變化，可以

說是語言變體分佈的基本原則，這是本文之所以採用「語言連續性」原則這個新術語，

而不延用柴田先生創用的名稱的原因。 

所謂「語言連續性」是認為語言或方言變體的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都具

有「連續性」（continuity）。不論是語言自然的歷史變化、地理變異或社會變異，所有變

體在歷史上、社會上、地理上的常態分佈都排列成一個「連續體」（continuum）。因此

所有語言的變異必然形成「漸層分佈」（gradient distribution）狀態，語言的變化也必然

呈現「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1 運用到語言地理學，所謂「連續性」包含兩個

概念，其一是柴田先生所謂的「鄰接分佈」，其二即「漸層分佈」。 

 
1 這是我在博士論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所闡述的理論（洪惟仁 2003，

第 11.3 節）。雖然這個理論並不新鮮，可以說是語言學的共識，只是現代語言學界已經很少人討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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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歷史上發生的事件往往破壞了常態分佈，否則語言的地理分佈就永遠是

固定不變了。當語言地盤發生變化，語言的分佈狀態的連續性受到破壞時，就會顯得「奇

特」，而引起語言學家的興趣，試圖提出解釋，解答為什麼分佈的狀態會不合常態，因

而產生一些變異理論。 

語言所以發生不連續分佈現象，不論是在社會階層上的分佈或是地理空間上的分

佈，都暗示著有個故事發生了。社會語言學家或語言地理學家的任務就是去解開這個歷

史的秘密，判斷語言的不連續分佈或不規則分佈是因為語言本身的變化或語言發生了競

爭，抑或是政治事件或人口移動所造成的結果，而其發展的過程有什麼類型。 

2. 語言分佈的兩種發展類型 

2.2 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柳田國男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論」（見柳田國男，1930），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

也就是說語言的地理方言變異，周邊一致性的變體是存古的，中間不一致的變體是後來

插入的新形式。柳田假定有三個連續的聚落排列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假定這三個聚落屬於同一個語言或方言，其語言變體的分佈應該成這樣的狀態： 

 a － a － a 

三個聚落的方言是一致的，也就是說成連續性分佈。柴田武（1969）進一步假定分

佈成： 

 a － b － c 或 c － b － a 

表示距離越遠，方言差異越大，也並沒有違反語言連續性原則2。但是如果方言變

體形成這樣的分佈狀態： 

 a － b － a 

周邊方言一致，而中間的方言不一樣。這樣的非常態分佈狀態就違反了語言連續性

原則了，如上所述，這裡面一定有一個故事在。柳田國男為了解釋這種奇特的分佈狀態，

提出所謂的「方言周圈論」。主張可以推斷 B 聚落的 b 方言是後來插入的新變體。柴田

武（1969:32）接受了柳田國男的「方言周圈論」，作為他語言分佈理論的第二原則「周

 
2 柴田武（1969:27-31）有關語言地理分佈的第一原則「鄰接分佈原則」假定詞彙延著地面傳播，詞彙

變體基本上必須遵守「鄰接原則」分佈，不是 a-b-c 就是 c-b-a。而中間的 b 往往是 a 和 c 的混合。這

樣的分佈狀態，用本文的說法就是「漸層分佈」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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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分佈原則」。 

日本學界把柳田國男的「方言周圈論」看成是日本方言地理學對語言地理學的理論

貢獻。不過如下節所述，這個理論並不能解釋所有的現象，並且也不是柳田國男的獨創。 

約和柳田國男發表「方言周

圈論」（1930）的同時，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一書也提出

類似的理論。【附圖 1】是荷蘭德

語「鼠」和「屋」的韻母變體分

佈。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來，德

語的[-us]韻進入荷蘭之後慢慢變

成 [-us]/[-ys]的混合，呈現了漸

層分佈狀態，接著往西變成

[-ys]，再進一步變成[-øs]（分佈

在 Bruges 附近）。這些變體雖然

形式有異，但都是圓唇長單元

音，元音的舌位變化也隨著漸變

的軌跡，由後→前，由高→中，

成漸層變化狀態，並不違反連續

性原則。但是請注意，荷蘭內部穿插著一個雙元音的[-øys]的分佈區，荷蘭最大城市的

Amsterdam、Hague 就在這個區內，可見這個變

體的競爭力相當強勁。Bloomfield 指出，中心地

帶的[-øys]雙元音變體其實是新發展的分佈

區，屬於「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他的論述雖然沒有「方言周圈論」的術語，

不過所見略同，發表的時間也約在同時，應該

沒有互相參考而是同時創發的。 

橋本萬太郎（1981:345-352）指出日本奄

美、沖繩一帶周邊方言聲母有 t, th, d 三元對立，

中央地帶只有二元對立，那是因為中國移民的

影響；中國的湘語和吳語的聲母有三元對立（全清、次清、全濁），中央地帶的贛語、

客語、粵語只有二元對立，沒有全濁音。其分佈大勢如【附圖 2】所示。 

橋本解釋說這種二元對立的新形式是因為北方移民南遷，沖破了南方三元對立聲母

的地理分佈連續體所造成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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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語的泰雅族（Atayal）原居今仁愛鄉北部山區，大約兩百年前才紛紛由南

投縣仁愛鄉附近開始向北遷徙（參

見移川子之藏等 1935；馬淵東一

1954；李壬癸 1997、1999），然後

遍佈整個北部的中央山脈和雪山

山脈。泰雅語有兩種主要的方言：

Ts'oli'和 Squliq。Ts'oli'方言分佈在

五峰鄉西部、泰安鄉、仁愛鄉北部

山地以及南澳鄉、大同鄉的四季

村，相當於泰雅語分佈區的邊緣地

帶，而中心地帶的新竹縣尖石鄉、

台北縣烏來鄉、宜蘭縣大同鄉等都

是 Squliq 方言的分佈區。由整個泰

雅語方言的分佈大勢來看，Squliq

被 Ts'ole'所包圍，而 Ts'ole'方言的

分佈區失去了連續性。右圖【附圖

3】顯示泰雅語分佈在同語系的賽

德克（Seediq）語的北部，Ts'ole'

方言分佈在泰雅語東西周邊。 

李壬癸據此分佈狀態，推斷

Ts'oli'人北遷比 Squliq 人早。李壬

癸指出：「……泰雅語群最分歧的

區域集中在南投縣仁愛鄉。……可

以推測，這個語群最先在仁愛鄉內

開始分化與擴散。這個推測正好和

本族人的傳說：起源於仁愛鄉發祥村（舊稱瑞岩）一致。」（李壬癸，1997：94）又說：

「大約十八世紀中葉，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

向北和向東遷徙。……向北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分裂為澤敖列（Ts'oli'）和賽考力克

（Squliq）。前者遷徙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都分布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

近的事，其地理分佈最廣。」（李壬癸，1999：35）至於遷入宜蘭的時間，大約 1754

年左右 Ts'oli'人先遷入；大約 1820 至 1850 年 Squliq 人才遷入。（李壬癸，1996：192） 

以上分析的語言分佈狀態都可以印證「方言周圈論」的要旨：周邊一致性的方言是

舊的，中間插入的方言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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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方言周圈論」是普遍性的原則嗎？如果是，那麼根據這個理論，任何語言

或方言呈現 a-b-a 的分佈型式，a 一定是原本的語言或語言形式，b 一定是新發展的或插

入的語言或語言形式了。 

不過，這個假設一旦出現了一個反例，它就不是普遍性的「原則」，只是語言地理

分佈發展的一種類型。從而所謂「方言周圈論」必須歸入「插入型」的發展模式，而其

相反的模式為「包抄型」。 

2.3 包抄型的發展模式 

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舉出

一個東歐發生的包抄型發展模式。右圖

【附圖 4】「東歐拉丁語分裂圖」顯示屬於

拉丁語系的羅馬尼亞孤立於拉丁語系的

分佈區之外，和意大利之間發生斷裂，而

被芬匈語系的匈牙利語以及波蘭、俄羅

斯、保加利亞、南斯拉夫的斯拉夫語系語

言所包圍。 

從羅馬尼亞的地理位置來觀察，按照

「方言周圈論」所主張的「古語殘存於邊

境」的解釋，羅馬尼亞應該是插入的新興

語言才對。可是 Bloomfield 根據史實說拉

丁語系的語言本來是連續相接的，因為中

世紀斯拉夫語的入侵，接著，九世紀匈牙

利語的入侵，才造成羅馬尼亞和拉丁語系

的分佈區斷裂。總之，從羅馬尼亞與斯拉

夫語系的關係而言，並不屬於「插入型」，而是一種「包抄型」的發展模式。換言之，

分佈在周邊的語言不是「古語」而是「新語」。 

由這個例子來看，Bloomfield 的解釋和柳田的「方言周圈論」顯然是互相衝突的，

如果 Bloomfield 是正確的，「方言周圈論」便無法成立。 

2.3 由插入型到包抄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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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台灣的語言分佈。【附圖 5】「台灣語言分佈圖」顯示，台灣的原住民南島

語大部分分佈在中央山脈的高山地帶以及東部海岸山脈兩邊（阿美族）及蘭嶼島（達悟

族或稱雅美族）。除達悟族所居住的蘭嶼不論，地圖顯示，整個台灣島上的南島語分佈

區全部被包圍在漢語分佈區內。 

從共時的表面分佈狀態來看，南島

語分佈在中央而周邊，按照「方言周圈

論」，可以推斷南島語是新插入的，而漢

語才是原住民族。不過事實剛好相反。 

眾所周知，十七世紀初期漢人開始

入侵台灣以前，台灣全島是南島語的分

佈區。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階段，漢語

的分佈還處在「插入型」的階段。漢人

移墾台灣雖然從台南開始，但不是單點

插入，而是紛紛由西部港口多點入侵。

隨著漢人地盤不斷擴張，點連成面，到

了清末，整個西部和宜蘭已經全部被漢

人所侵佔，東部花東地區也在漢人掌握

之中。接著經過日治時代及戰後的東部

開發，除了孤懸太平洋上的蘭嶼達悟語

之外，台灣本島所有平地和淺山地帶全

部被漢人佔住了，原住民被包圍在中央

山脈和雪山山脈的高山地帶之中；分佈在海岸山脈兩岸的阿美族，也屬於另一種小型的

包抄。換言之，現在南島語在台灣的分佈狀態是因為漢人插入、擴張的結果，問題是這

些分佈在「周圈」的漢語是申插入的，顯然違反了「語言周圈論」所謂「古語在周圈」

的推論。 

由此可見，「插入型」與「包抄型」不是互相對立的類型，寧可說是一種連續體。「插

入型」的語言如果夠強勢，可能逐漸擴張，演變而為「包抄型」，斯拉夫語插入拉丁語，

進一步包抄了羅馬尼亞；台灣三個世紀前新插入的漢語，經過長期的語言競爭，擴張了

地盤，包抄了南島語，都是也是由「插入型」演變成「包抄型」的例子。事實上現在南

島語區北部已經開始被漢語插入，開始破碎了，將來有消失的危機；由【附圖 5】也可

以觀察得到，華語小島散播各地，這個語言雖然是戰後才插入的，但是相當有活力，配

合著華語作為台灣的「國語」，華語正在急速擴張之中，將來可能演變成「包抄型」的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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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語可能就沒有希望了，分佈在桃竹苗及高屏地區的客語雖然和閩南語一樣是新

插入的漢語，但在閩客語的競爭場上，由於人口、經濟的劣勢，客語所有的分佈區都被

閩南語包圍著，方言島不斷消失，中心地帶的桃竹苗邊緣地帶也在向中心萎縮3，加上

華語標準語的全面壓境，客語也有消失的危機。這顯示插入的語言如果面臨更強勢的語

言競爭時，可能一直處於被包圍的狀態，甚至面臨萎縮的命運。 

3. 結論 

傳統語言地理學有四個重要的範疇，包括：（1）類型論；（2）發展論；（3）生成論；

（4）原鄉論。本文討論「發展論」。我們把語言分佈的發展類型分為兩種：插入型和包

抄型，並討論兩者的關係。 

本文主張語言的常態分佈都具有「連續性」（continuity）。所謂語言地理分佈的「連

續性」包含兩個概念，其一是「鄰接分佈」，其二即「漸層分佈」。 

柳田國男 1930 年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論」，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約在同時，

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一書也提出類似的理論。橋本萬太郎（1981）、李壬癸

（1997）都從不同地區的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實例，印證了「古語殘存於周邊」的假設。 

不過，這個假設出現了反例，證明它不是普遍性的「原則」，只是語言地理分佈發

展的一種類型。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舉出東歐的拉丁語系的羅馬尼亞被芬匈

語系以及斯拉夫語系語言所包圍。但從歷史事實來看，羅馬尼亞並不是「插入型」的語

言，而是被入侵的語言「插入」，然後發展為「包抄」。 

台灣島上的南島語分佈區全部被包圍在漢語分佈區內，從共時的表面分佈狀態來

看，南島語分佈在中央，按照「方言周圈論」，可以推斷南島語是新插入的，而漢語才

是原住民族。不可事實剛好相反。漢語是插入的語言，經過長期的語言競爭，擴張了地

盤，逐漸由「插入型」演變而為「包抄型」。可見，「方言周圈論」所觀察到的只是「插

入型」語言初期階段的發展形態，沒有看到後期的「包抄型」發展。 

從語言分佈在周邊或中央的表面狀態，無法斷定那個是古語、那個是新語。中央的

語言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舊的；同理，周邊的語言可能是舊的，也可能是新的。斷定

語言的新舊，往往不能從語言分佈的表面狀態來判斷，而必須從歷史事實尋求答案。本

文引用的例證，不論是 Bloomfield 或橋本萬太郎、李壬癸之所論，都是根據民族遷徙的

歷史事實，而非語言地理學的理論得到證明的。 

「插入型」與「包抄型」不是互相對立的類型，寧可說是一種連續體。「插入型」

的語言如果夠強勢，可能逐漸演變而為「包抄型」，否則只有永遠處於被包抄的命運。 

 
3 有關客語的萎縮，詳參〈消失的客家方言島〉（洪惟仁 1992:184-191）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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