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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 

 

1.前言 

本文討論中古遇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南語的行為表現，即這個字類的漢字音在閩南語

發生怎樣的分化，有些什麼變異，變體的類型，變體的地理分佈，本文將從地理語言學、

語言類型學以及歷史語言學來解釋方言分化的動機、音變的方向與音變的機制。 

本文處理的閩南語除漳州、泉州外，還包括龍岩、大田、莆仙、台灣。為集中議程，

暫時不包括潮州、雷州、海南以及南洋各國的閩南語。 

《韻鏡》遇攝三等分開合，遇開三包攝魚、語、御三韻，遇合三包攝虞、麌、遇三

韻1。整個閩語區內遇開三大部分都和遇合三分韻的，合韻的只有閩北、閩中的方言。 

閩南語遇合三有文白兩讀，文讀音混同於開口韻，白讀音則開合分韻，一律唸成-u，

相當一致。相對於遇開三的方言變異複雜，遇合三的方言變異單純，因此本文把討論的

焦點放在遇開三，遇合三不在本文的討論範圍內。 

遇開三的字類在閩南語方言有 4 種主要的變體，最保守的是 -y，其次是 -ˆ，更新

的變體是 -i 和 -u 。-y 變體只分佈在莆田市；-ˆ 變體分佈在舊泉州府及永春廳的大部

分，唯今泉州市濱海地區的晉江市東半部、石獅市、惠安縣南部已經變成 -i。 

                                                 
* 本研究接受國科會長期研究補助，謹此致謝。本文曾於 2012/8/23 在廈門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中國音韻

學暨黃典誠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七屆學術討論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十二屆

國際學術研討會」，蒙與會學者討論，獲益良多，謹此致謝。 
1《韻鏡》遇攝三等分開合，魚、語、御三韻歸內轉第十一開；虞、麌、遇三韻歸內轉第十二開合。內轉

第十二開合含一等模、姥、暮三韻；三等虞、麌、遇三韻。「開合」二字令人費解，遇攝三等有開合

對立，依照閩南語文讀音，魚、語、御三韻唸開口，虞、麌、遇三韻唸合口，韻攝應該合乎這個分類

標準，把虞、麌、遇三韻歸入合口韻；遇攝一等不分開合，只有模、姥、暮三韻，現代漢語有唸合口

的（如官話、客語），也有唸開合的（如粵語、閩南語）作者歸入合口大概屬於合口一類的方言使用

者，但考慮有不少方言唸成開口，故歸類為「內轉第十二開合」，「開合」之義大概如此。中國社會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編《方言調查字表》把魚、語、御三韻和虞、麌、遇三韻同歸於「遇合三」，大

概是根據北方方言，但不合《韻鏡》的分類及部分現代漢語方言的分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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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變體在泉州以西形成很大的分佈區，由漳州市向北擴散到龍岩市、漳平市、大田

縣。唯漳州濱海地區的邊緣地帶有兩種異質性的變體：1) -ˆ 變體侷限於詔安城關腔；

2) -u 變體從今龍海縣角美鎮向東延伸到今廈門市的海滄區及廈門島。（參見【附圖 1】） 

台灣閩南語主要是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的融合，但不是機械的混合。閩南語從漳

州、泉州移植台灣之後，-ˆ, -i, -u 三種變體發生了競爭。競爭的結果，如【附圖 2】所示，

漳州腔取得了絕對的優勢，泉州音趨於沒落。 

泉州移民人口比漳州人多了 10%，而遇開三字類的競爭中，泉州音卻輸給了漳州

音。顯然方言的競爭不完全取決於人口優勢，語言本身有自己的選擇，因此從語言學的

普遍理論來進行解釋是本文另一個焦點。 

本文將繼續運用地理語言學的研究加以鋪陳，並企圖從語言類型學來解釋漳州音勝

出的原因。結論認為這是因為「有標性效應」（markedness effect），簡單地說，就是

難發的音競爭不過容易發的音。 

2.閩南地區遇開三韻類的變體分佈 

2.1 遇開三韻類的涵字及其變體 

遇開三在閩南語方言學歸納為遇開三韻類，也就是說泉州《彙音妙悟》收入〈居〉

字母（-ˆ），漳州《雅俗通十五音》收入〈居〉字母（-i）的字類。例如： 

魚韻：「豬」、「鋤」、「藷」、「書」、「魚」 

語韻：「汝」、「佇」、「女」、「煮」、「鼠」、「序」、「語」、「舉」 

御韻：「去」、「據」、「箸」、「處」 

…等字。 

這個韻類閩南語方言有 4 種主要的變體，最保守的是 -y，其次是 -ˆ，更新的變體

是 -i 和 -u 。 

2.2 遇開三韻類變體的分佈 

這 4 種變體在閩南語地區的分佈如【附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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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閩南地區遇開三韻類的變體分佈圖 

資料來源：根據洪惟仁等 2010-2011 間閩南語地區的掃描調查繪製 

 

如圖所示，整個變體分佈的大格局如下： 

 

1) -y 變體只分佈在莆田市2； 

2) -ˆ 變體分佈在舊泉州府及永春廳的大部分，包括今德化、永春、安溪、南安（除

洪瀨地區）、泉州市鯉城區，晉江安海，泉港區（除界山、南埔），惠安北部等泉州市的

大部分及今廈門市同安、翔安、集美及中華民國所轄金門縣。 

3) -i 變體在泉州以西形成很大的分佈區，由漳州市向北擴散到龍岩市、漳平市、大

田縣。 

 

大體上看來，莆仙話以-y 音為主流，泉州話以-ˆ音為主流，漳州、龍岩、大田以-i

音為主流。不過事實上漳州、泉州的內部有異質性的存在： 

一、泉州話的方言變異：泉州市濱海地區今晉江市東半部、石獅市、惠安縣南部已

經變成 -i，由此向北經泉州市周邊的豐澤區擴散到馬甲鎮，再向西擴散到南安市洪瀨

                                                 
2 莆田方言和大田方言屬於閩南語的邊緣方言，分別受到閩東語和閩中語的影響而分化，有些學者主張

由閩南語分立，不過這屬於分類層次的問題。這兩個方言，包括雷州話、海南話都屬於大閩南方言的

邊緣方言這一觀點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這些邊緣方言保存著相同豐富的閩南語古形式，就方言地理學

而言，如果排除在閩南語之外，反而不能顯示出閩南語的衍化過程，其意義在本文中隨處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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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向東擴散到泉港區海邊的南埔鎮。泉州的 -ˆ 分佈區因此被 -i 的分佈區所切斷，

構成 a→b→a 的不連續分佈狀態。 

二、漳州話的的方言變異：漳州和潮州交界地帶的詔安城關腔唸-ˆ；漳州方言區和

泉州方言區的交界地帶包括今漳州市最東部的角美以東至今廈門市西部的海滄、杏林及

廈門島唸有-u。廈門市思明區的市區，即一般所知的「廈門話」，大部分遇開三韻類都

唸成-u，和郊外所謂的「禾山腔」相同，只有幾個常用字「魚」、「去」、「豬肉」、「汝」、

「有佇咧」等唸成-i，顯示廈門市區是以郊外所謂的「禾山腔」為底層，混合了幾個漳州

音，當然在其他方面，廈門混合了更多的泉州腔。3 

2.3 遇開三韻類變體分佈狀態的分析 

綜合上述，福建閩南地區遇開三韻類有-y, -ˆ, -i, -u 四種變體，分佈區相當錯雜，尤

其是濱海地帶。下表顯示濱海地帶各方言的變體分佈： 

 

【表 1】閩南地區濱海地帶遇開三韻類變體分佈 
清

代 
漳州府 泉州府 興化府

現

代 
漳州市 廈門市 泉州市 莆田市

分

佈 

詔安城

關、東山

湖塘村 

梅洲、東山、

雲霄、漳浦、

龍海 

角

美 
海滄

湖里 
廈門市

區 
翔安

金門

石井、東

石 
晉江、石獅、豐

澤、洛陽、崇武

惠安、

泉港 
南埔 莆田 

方

言 
詔安腔 漳州腔 漳海腔 

泉漳混

合腔 
同安

腔 
泉中同安

混合腔 
泉海腔 泉中腔 

閩南

莆田

混合

腔 

莆田腔

變

體 
-ˆ -i -u -u/-i -ˆ -i -ˆ -i -y 

 

由 4 種變體的分佈格局來看，-y 只分佈在偏遠的莆田市，-u 變體只分佈在廈門市

的漳海腔區內，其餘兩種變體構成互相包圍的局面。 

 

1) 在東邊，泉海腔的 -i 包圍著惠安、泉港的-ˆ； 

2) 泉海腔的 -i 又被惠安、泉州、同安的 -ˆ 所包圍； 

3) 漳州和泉海的-i 包圍著泉州、同安的 -ˆ； 

4) 漳州的 -i 又被泉州和詔安的 -ˆ 所包圍； 

 

互相重重包圍的分佈局面，如果運用「方言周圈論」來解釋，-ˆ 和-i 都可能解釋

                                                 
3 廈門市區和台灣普通腔都是漳泉混合腔，不過混合的比例不太一樣，粗略估計，大概廈門話六分泉、

四分漳，台灣話四分泉、六分漳。這個數字尚待更精細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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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變體或舊變體，不會有定論。 

到底那種變體是新語，那種變體是舊語需要從更廣大的方言地理學，乃至社會方言

學、語言類型學及歷史語言學來分析與解釋，才能梳理出音變的來龍去脈。 

3.台灣地區遇開三韻類變體的分佈 

台灣遇開三韻類的變體分佈如【附圖 2】所示。因為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相當複雜，

圖中套疊了台灣語言區劃（根據洪惟仁 2011 重繪）。4 

如圖所示，現代台灣的閩南語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台北盆地及狹小的西部濱海地

帶，南閩州的混合區都變成-i 的天下。至於-u 變體在地圖上幾乎看不出來了，只分佈在

澎湖群島（白沙鄉以外）和台北盆地的新同安腔分佈區如台北蘆洲、三重一帶，以及高

雄的茄萣鄉。台北市區大稻埕和廈門市區一樣，大部分唸成-u，但常用字接受了-i（詳

參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 

 

 

【附圖 2】臺灣地區遇開三類「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值得討論的是，閩南地區的-u 變體分佈在漳海區，屬於漳腔方言，台灣的漳州腔已

經聽不到漳海腔方言了。澎湖和台北的新同安腔，屬於泉腔方言，居民的祖籍主要是同

                                                 
4 本文的目的在顯示閩南語的分佈，為求簡潔，重繪時把南島語州和花東州的南島語分佈區空白，客語

州的內部方言也不區劃，閩南語方言也只分漳州腔、泉州腔、混合腔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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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包括今廈門市東半部同安、翔安、集美及金門縣），茄萣雖然屬於關廟方言區，但

居民祖籍全部是同安縣。而同安腔是 -ˆ 變體分佈區5。可見台灣的-u 變體和漳海腔沒有

移民的淵源關係。我們判斷，-u 變體是台灣新生的變體，和漳海腔平行演變。 -u 變體

分佈區的形成和漳海腔沒有移民的直接淵源關係。 

台灣普通腔閩南語和廈門話一樣都是漳泉方言的混合，遇開三韻類音讀-i 和-u 互相

參雜。不過廈門話-u 讀遠多於-i，台灣話則相反，-i 讀遠多於-u，口語常用詞大部分唸

-i，只有少數的變體如「煮」、「處」等字參雜了-u，文讀音也有採用-u 的傾向。【附圖 2】

是以「豬」字為例所繪製的分佈圖，代表口語常用詞的唸法。 

參與台灣遇開三韻類變體競爭的主角是泉州 -ˆ 和漳州 -i。但兩者的競爭是不是泉

州腔和漳州腔的競爭呢？ 

根據台灣總督府的鄉貫調查（1928）統計，台灣泉州籍人口佔 53.49%，比漳州籍

的 41.47%多了 12.02%，分佈在台北盆地及西部平原靠海的大半部。如果把閩南地區的

分佈格局拷貝到台灣來，又假設泉州人都保守著閩南泉州腔，台灣的泉州人移民區除了

原鄉屬於泉海腔者外，至少有三分之二的 -ˆ 變體分佈區，總體而言，-ˆ 和 -i 兩種變

體應該平分天下。但事實並非如此，經過三、四百年的漳泉方言競爭，我們看到的結果

是泉州的有標元音 -ˆ 敵不過漳州的無標元音 -i，而走向萎縮的命運，可以預測 -ˆ 最

後的命運可能是在台灣消失。泉州音的 -ˆ 是「萎縮型」的變體，相對的，漳州音的 -i

變體是「擴張型」變體。 

人口強勢的泉州方言居然競爭不過人口劣勢的漳州方言，顯示變體競爭不等於方言

競爭。 

4.遇開三韻變體在台灣泉腔區的社會階層分佈 

如果我們單就台灣來看，泉音的-ˆ 變體不論在台北盆地或在西部海岸地帶都是被

漳腔的-i 變體包圍著。根據方言周圈論，-ˆ 可以推斷為新興的變體。如果是一個插入的

新變體，它應該是相當有活力的變體，但事實並非如此。 

-ˆ 是不是有活力的變體需要進行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才能驗證。如果是一個有活力

的變體，它在年齡層的分佈一定是隨著年齡的下降，比率的曲線越來越提升，如果曲線

越來悅下降，就是沒落的變體。我們曾經針對台灣泉腔區方言所進行的社會方言學調

查，結果顯示泉州腔無論是那個字類的央元音都顯示著缺乏競爭力而趨向於沒落。泉州

央元音在年齡層的分佈如下圖所示：（洪惟仁 2003:131） 

                                                 
5 澎湖馬公雖然以-u 讀佔壓倒性優勢，但個別的老人還有老同安腔的 -ˆ 讀，可見在我們調查的時候（1990

年代），澎湖的-ˆ→-u 音變還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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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台灣泉腔區央元音變體衰退圖 

資料來源：引自洪惟仁 2003b 第七章附圖 

 

如圖所示，在台灣的泉腔區內，包括遇開三韻類（即「居居類」）在內的所有央元

音變體分佈都隨著年齡層的下降而下降，顯示央元音正趨向於萎縮。 

社會方言學研究結果顯示泉音的-ˆ 變體實際上不敵其他的 -i 和-u 競爭而趨向消

亡，證明泉州央元音不是正在興起的，有活力的變體。 

5.央元音變體競爭失利的內在因素 

為什麼 -ˆ 變體競爭不過 -i 變體？我們認為是央元音的「有標性效應」（markedness 

effect）。央元音作為音位是有標的，因為如果元音有前後的對立，再加上一個央元音，

就變成三元對立。三元對立當然比二元對立有標。有標元音容易變成無標元音，元音 -ˆ 

向前移位變成 -i，或向後移位變成 -u 都是自然的音變趨向（詳參洪惟仁 2003a, 2003b, 

7.6 節）。 

由此可見泉州央元音變體在台灣競爭不過漳州音，不是語言外的音素，比如人口屈

居劣勢的關係，而是語言內部的因素。簡單說，就是因為泉州音比漳州音難唸，基於人

文避難就易的心裡，台灣閩南語選擇了漳腔及泉海腔無標的 i 變體，而揚棄了泉腔有標

的 -ˆ 變體。 

6.遇開三韻類的音變史 

以下我們將從歷史比較語言學及地理語言學的觀點，就遇開三韻類的音變史進行擬

測。 

從整個閩語區遇開三韻類的變體分佈來看，和北方官話一致的-y 變體是主流，除了

閩南語方言，大部分都唸成 -y。因此我們判定莆田話的-y 讀是存古形式，共同閩南語

應擬為 *-y，其餘的三種變體都是由這個變體分化出來的。y 也是有標音，閩南語音變

的結果，揚棄了-y 讀正是一種有標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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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遇開三的變體分佈及其與止開三精莊系在閩語的分合 

現在我們要把從語言地理學切入歷史語言學，看泉州央元音演變的來龍去脈。 

泉州的 -ˆ 元音有兩個來源：遇開三韻類來自遇開三（泉州屬於-ˆ韻，漳州屬於-i

韻）；〈居艍文〉韻類來自中古止開三精莊系（泉州屬於-ˆ韻，漳州屬於-u 韻）。換言之

泉州話遇開三與止開三精莊系是混同的，但漳州話兩韻是對立的。 

閩南以外整個閩語只有福州，都混同為-y；閩南語內部方言只有泉州混同為-ˆ，角

美全部與廈門大部分都混同為-u，其餘都劃然不混，也就是說分韻是主流，合韻是例外。

列表如下： 

【表 2】閩南語遇開三韻類與止開三精莊系韻類的方言變異 

 遇開三 止開三精莊系 

例字 煮、鼠、序 子、此、士 

福鼎 i u 

建甌 y u 

建陽 y ou 

南平 y ˆ 

永安 y ˆ 

福州 y y 

莆田 y o 

泉州 ˆ ˆ 

晉江 i i 

大田 i F 

龍岩 i ˆ 

漳州 i u 

角尾 u u 

廈門 u/i u 

詔安 ˆ u 

潮州 ´ ´ 

鄭曉峰（2001: 172）把遇開三的代表字「魚」字音分為三類，-y 類、非-y 類及-e

類（參見【附圖】）。-e 類屬於閩西的客語及贛語、吳語，其餘二類屬於閩語。由附圖可

見，-y 類分佈在閩北、閩東、閩中等絕大部分的閩語區，閩南語區只有莆田、仙遊唸成

-y 讀，非-y 類分佈在廣大的閩南語區，變體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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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福建省及其周邊地區「魚」字的變體分佈 

資料來源：鄭曉峰《福建光澤方言》（2001: 172），等語線為洪惟仁所加。 

6.1 閩南祖語遇開三與止開三精莊系的擬測 

由此可見閩祖語遇開三和止開三精莊系是分韻的，混同是後來的變化。因此我們把

兩個韻類的閩南語祖語形式擬測如下： 

 

遇開三 *y 

止開三精莊系 *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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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韻類在各個方言的演變路線擬測如下： 

 

1) 遇開三 

*y (閩南祖語)  → y（閩語、莆仙）  

 → i（漳州） 

 → u（漳海腔） 

 → ˆ（泉州） → i（泉海） 

  → u（台北新同安腔） 

2) 止開三精莊系 

*ˆ (閩南祖語)  → ˆ（泉州）→ i（泉海腔） 

 →*ˆ → u（漳州、漳海腔） 

 

說明如下： 

1) 遇開三 

閩南語祖語*-y，從泉州市開始崩潰，現在莆田以南所有的閩南方言都變了，不同

的方言選擇了不同的音變方向。泉州和漳州走著不同的路。 

*-y→-ˆ 的路線：泉州話和詔安話變成 -ˆ；在泉海腔（晉江、惠安）和泉州泉港區

南埔再變成-i 

*-y→-i 的路線：漳州腔變成-i 

*-y→-u 的路線：在漳海腔及廈門變成-u。 

2) 止開三精莊系 

另外，〈居艍文〉韻類相當於止開三精莊系的字，在北方官話唸成*-（̂俗所謂空韻）。

閩南語大部分方言都唸成-ˆ，因此我們認為閩南祖語應該也唸成*-ˆ。 

遇開三韻類的變體，泉海腔（晉江東部，惠安南部）表面上和漳州都讀 -i，其實

只是演變方向相同。泉海腔雖然唸成 -i，但泉海腔和其他的泉州腔一樣遇開三和止開

三精莊系都混同了，兩類字都唸成-i。由此可見，泉海腔是由泉中腔演變的，泉中腔遇

開三類由古閩語的*-y→*-ˆ，和止開三精莊系韻類（*-ˆ）混同，泉海腔再一起變成-i，

結果「煮」和「子」同音，都唸成 tsí。所以雖然遇開三類泉海腔和漳州腔同音，但其涵

字和音變的條件不完全相同，因此我們認為兩者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漳州話遇開三和止開三精莊系是分韻的。漳州止開三精莊系韻類的音變路線應該是

*-ˆ→-u；遇開三韻類絕對沒有經過*-ˆ 的過程，由古閩語的*-y 一步到位直接變成-i。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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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煮」（遇開三韻類）唸成 tsí，「子」（止開三精莊系韻類）唸成 tsú，不同音。 

就遇開三韻類而言，無論是泉系方言或漳系方言，都趨向於迴避有標音*-y 或*-ˆ，

變成無標的 -i/-u，而構成閩南語的音變「潮流」6。而這個音變趨勢其實早在閩祖語時

代就已經開始了，閩南語遇開三的祖語形式*-y 和止開三的*-ˆ，應該也是閩語的祖語形

式，閩祖語的元音系統，有 4 個對立的高元音：*i, *y, *ˆ, *u，這是相當有標的。高元音

雖然容易區別元音，但有 4 個對立的高元音，在世界的語言也是不多見的。4 個高元音

是有標的元音結構，這就是造成閩南語分化與簡化的「動機」（motivation），閩南語方

言音變的「潮流」（drift）。 

7. 結論 

本文首先從方言地理學的研究得知：在閩南地區，-y 變體侷限於莆仙話； -ˆ變體

在泉系方言區內仍然屬於主流，但也逐漸變成泉海腔的-i；-i 遍佈於漳州、龍岩、大田，

儼然佔據了閩南地區的大半。另外有一個旁流-u，分佈在漳州漳海腔和台灣新同安腔。 

唐山過台灣之後泉音 -ˆ 不敵漳音 -i 的競爭或變成台灣新同安腔的-u。我們的社會

方言學研究，證明了泉州的央元音是沒有競爭力的變體。在閩南語分佈區內，-i 是最

大的主流，也就是閩台閩南語的大主流。 

在這方面我們用「有標性效應」來解釋，也就是難以發音的變體容易在競爭中落敗。

-ˆ是有標音，從世界的語言類型學看，有標音在地理上的分佈空間有限，在歷史上存在

的時間短。這就是為什麼泉州移民人口比漳州人多了 12.02%，但泉音 -ˆ 卻敵不過漳音

-i 的競爭。 

根據歷史語言學研究，我們擬測閩南語遇開三的祖語有 4個對立的高元音：*i, *y, *ˆ, 

*u，這是相當有標的。閩語北部的大部分乃至莆仙的 y 以及泉州的 ˆ 之所以趨向於沒

落其實有內在的動機。有標音的崩潰是音變的「動機」，但是音變「方向」要選擇那一

個無標音，方言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是選擇的方向如果不能得到大多數方言的支持，

最終還是會在競爭中落敗。 

                                                 
6 薩丕爾(Sapir 1921, chap. 7)是能夠從整個語系來看音變的普遍趨勢的第一人。他指出一個語言變化規

律，可能在同語系內各個語言普遍地發生，這些語言雖然散佈在不相往來的、廣大的、懸隔的地域，

卻都像潮流(drift)中的小舟一樣，不由自主的隨波逐流，往相同的方向漂流。這是薩丕爾有名的「潮流

論」，或譯為「漂流論」(theory of drift)。閩南語央元音的崩潰正好印證了這個理論，洪惟仁（2003b）

並分析潮流產生的重要「動機」是因為共同語的有標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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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餘論 

在閩南地區，-u 是一個弱勢的變體，只分佈在廈、漳交界的漳海腔。漳海腔在台灣

雖然沒有地盤，不過在汕尾、雷州、海南島7以及馬來西亞檳城、印尼等地，漳海腔卻

相當強勢，遇開三韻類都唸成-u。 

閩南漳海腔地區可能是明代閩南人南遷的主要原鄉，而台灣人的原鄉遍佈整個閩南

語地區，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所有方言的競爭場所，因此有標的形式容易在競爭中落敗。 

有標音的落敗是音變的動機，但-i 和-u 都是無標音，選擇那一個方向都是好的。台

灣和其他的移民區選擇的音變方向不同和移民的來源地有關，和有標性效應無關。 

方言演變的方向到底受到語言內部動機的制約，還是方言競爭勢力的制約，要看這

兩者制約力那一個強。這個問題值得做更細緻的調查比較研究。 

 

                                                 
7 海南島遇開三白讀多半唸-u，文讀多半唸-i（劉新中 2006:134-135），和台灣正好相反。本文以白讀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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