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澎湖群島 ，位於臺灣西南與中國大陸東南之區際，以地理上的經緯度而言，

介於東經 119 度 32 分 37 秒－119 度 41 分 02 秒；北緯 23 度 28 分 52 秒－23 度

35 分 01 秒的座標上1。至於澎湖「群島」的島嶼數量，歷來說法並不一致2，然

而，藉由日據時期的調查資料與今日的人口普查，可以確知人口分佈於二十一個

主要的島嶼3。大體而言，這二十一個主要的島嶼，能夠再以澎湖群島「五鄉一

市」的行政區劃，作一含括4，如【圖 1】所示： 

 

    【圖 1】澎湖群島「五鄉一市」的行政區劃圖 

 

                                                 
1 依據大正七年《澎湖廳第三統計書》，臺北印刷株式會社。 
2 請參看蔡俊哲（2004）〈澎湖群島體系與無人島地籍管理之探討〉，《硓咕石》34 期，臺灣，澎

湖縣文化局。 
3 分別是澎湖本島、漁翁島、桶盤嶼、小門嶼、虎井嶼、八罩島、測天島、將軍澳嶼、白沙島、

花嶼、吉貝嶼、西嶼坪嶼、鳥嶼（小赤崁的移民）、東嶼坪嶼、員貝嶼、西吉嶼（民國六十七年）、

大倉嶼、東吉嶼、中屯嶼、大嶼，現有的人口聚積的主要島嶼，但是，這是否等同於在歷史上，

其他島嶼未曾有社群（social group在民族學中，主要是基於血緣關係來劃分）生活駐紮過？漢民

族進入中國東南沿海這個區域之前，是否有其他非漢人的社會群體曾在此區域生活？而後，又受

到漢民族文化的衝擊，而逐漸漢化的可能性？南方漢語方言是否存在其他民族語言的底層？這些

問題恐怕得先暫時存疑。 
4 顧百里（1978）先生即是採取這個行政分區方式進行田野調查，只是當時「馬公鎮」尚未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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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是「五鄉一市」由北至南的區域簡圖，其中共計 98 個村里5，羅列

如次： 

    A、白沙鄉 15 個村： 

中屯村、講美村、城前村、鎮海村、港子村、岐頭村、小赤村、赤崁村、瓦

硐村、後寮村、通樑村、大倉村、員貝村、鳥嶼村、吉貝村。 

    B、湖西鄉 22 個村： 

湖西村、湖東村、南寮村、北寮村、白坑村、青螺村、紅羅村、西溪村、沙

港村、成功村、東石村、鼎灣村、中西村、潭邊村、許家村、城北村、太武村、

隘門村、林投村、尖山村、龍門村、菓葉村。 

    C、西嶼鄉 11 個村： 

合界村、橫礁村、小門村、竹灣村、大池村、二崁村、池東村、池西村、赤

馬村、內垵村和外垵村。 

    D、馬公市 34 個里： 

中央里、復興里、新復里、長安里、啟明里、重慶里、光復里、中興里、光

明里、光榮里、重光里、西衛里、朝陽里、陽明里、西文里、東文里、案山里、

                                                 
5 以「聚落」的定義而言，澎湖群島非中心區域早年多為「漁民村」，而後隨著經濟活動的合作

方式，轉而為「漁業村」，請參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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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里、前寮里、石泉里、菜園里、東衛里、安宅里、興仁里、烏崁里、鐵線里、

鎖港里、山水里、五德里、井垵里、嵵裡里、風櫃里、桶盤里、虎井里。 

    E、望安鄉 10 個村： 

東安村、西安村、中社村、水垵村、將軍村、花嶼村、東坪村、西坪村、東

吉村、西吉村。 

    F、七美鄉 6 個村： 

東湖村、西湖村、中和村、平和村、南港村、海豐村。 

    另外，西嶼鄉、湖西鄉、白沙鄉與馬公市，具有陸路的交通設施，若要往來

望安鄉、七美鄉和白沙鄉的吉貝嶼、員貝嶼、鳥嶼、馬公市的虎井嶼、桶盤嶼，

則需要海路的船舶。 

    類型和分布兩個觀點，是本文用以分析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現象所使用的概

念。為了避免產生認知的歧異，本文所指的「類型」，指的是音韻結構類型，「分

布」，指的是音韻結構類型的地理分布。依循這樣的看法，我們所承繼的是方言

地理學「語言的空間分佈，反映的是時間序列6」的邏輯思路。 

 

                  第一節   論題擇取與基本思路                    

 

    關於澎湖群島的語言調查工作，Kubler Cornelius C.（1978）是時間最早的研

究著作，爾後，以澎湖語言材料為題的研究7，主要調查內容則著重於漢語的閩

南方言8。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十年來，大多數學者們逐漸認同臺灣應該是南島

語（Austronesian languages）的原鄉（home-land），果若如此，南島民族的動線，

對於周圍地區語言的影響，以及南島語言與漢語東南地區方言之間的相互關係，

著實可供作研究的課題。換言之，隨著百年來澎湖群島人類學（anthropology）、

考古學（archaeology）調查報告相繼發表9，除了逐步釐清現存文獻所記載的澎

湖史料外，澎湖群島是否可能殘存南島語族的痕跡？轉而成為需要追問的關鍵問

題 。為什麼？ 
                                                 
6 「時間序列」大抵指的是「地理推移的時間過程」，請參看第四章的相關討論。 
7 丁邦新（1981）先生曾經整理董同龢先生早期澎湖方言的調查，可惜的是，董先生並沒有留下

發音人的相關材料，但是，丁先生再以馬公生長的發音人重新確認當年的記錄，或許，可以視為

澎湖馬公市區語言材料的最早記錄。 
8 請參看龔煌城先生 1996（主持）《台灣東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國科會計畫

NSC85-2417-H001-010。王旭、曹逢甫、何大安、洪惟仁 2002《台灣閩南語演變趨向：宜蘭、澎

湖部分及方言地圖（3/3）調查報告》國科會計畫NSC90-2411-H155-004。 
9 承繼日本學者的研究腳步，高先尋、臧振華（1984）〈澎湖群島古代人類移殖史的考古學研究〉，

國科會計畫NSC72-0301-H001-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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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1988：8）談到： 

 

Languages of the extremely widespread Austronesian family, which includes 

such languages as Indonesian, Samoan and Hawaiian, are spoke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aiwan by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ibal groupings. 

Theories that Austronesian languages were once spoken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re sometimes encountered；but such theories are almost always based 

on archeological or anthropological arguments, and cannot be verified 

linguistically.10

 

    李壬癸（1992）先生亦言及： 

 

      南島民族的移民是單線或是雙線這個問題。臧振華先生認為是雙線，一 

      部份跑到臺灣來，一部份從中南半島沿海下去。但我從語言上找不到證 

      據，南島語言現在在中國大陸找不到痕跡；在中南半島雖有南島民族， 

      但是他們的語言非常單純，分化的時代應該不會很久，接近原始居留地 

      的可能性非常小。11

       

    這兩段文字共同面對兩個問題，第一，雙線發展無法成立的因素在於「語言

上找不到證據」。第二，考古學「出土材料」和語言學「調查語料」，目前尚無法

「接軌」12。「人作為語言的載體」的說法，大體是毫無疑論的，對於澎湖群島

閩方言研究而言，這個命題更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以考古學的立場言之，澎湖群

島「新舊文化層間缺少臺灣本島所屢見的龍山形成期文化層、圓山文化層、巨石

文化層以及凱達格蘭文化層和大致與其同時代的文化層」（林朝棨 1966：

28-29）。漢民族，或是非漢民族接觸的歷史，在史料殘缺的影響之下，探究澎湖

群島閩方言問題，便不能排除「漢族/非漢族」歷史時期疊置的可能性，換言之，

                                                 
10 筆者譯文：南島語族廣佈的語言當中，在臺灣山地區域，被許多不同的族群所使用，含括如

印度尼西亞、塞摩亞和夏威夷語。理論有時指出，南島語曾在中國大陸地區使用，但是，這種理

論幾乎是立基於人類學，或者是考古學的論述，而不能被語言學地論證。 
11〈臺灣南島民族的遷移歷史－從語言資料及現象所作的探討〉，《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 
12 若要全面檢證南島語族的設想問題，處於中國大陸與臺灣區際間的澎湖群島，在南島語族的

發展過程中，具有何種歷史定位？如何論證其與南島民族移動的動線問題？便是接續而出的課

題，順著這兩個問題，我們該如何論證澎湖群島「漢語∕南島語」兩個語言疊置（overlapping）

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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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區域文化的課題，是從事調查研究澎湖群島閩方言必須有所意

識並加以釐清的第一個課題。林朝棨（1966：28）先生述及澎湖群島的自然史與

文化史問題時，曾經談到： 

 

      澎湖群島情形特殊。因為澎湖群島地形低平，島嶼面積狹小，土地的大半

在海拔 30 公尺以下之低，尤其可耕的低平部份極有限，人類也不能只靠

魚貝維持肉體的健康。如果發生海進，澎湖的低地水淹，只有狹小的山頭

露出水面，此類山頭均以碌碌岩石所成，而不得耕種，人類遂不能獲得充

分的五穀而被迫他遷；同時，此種山頭小島，受冬季季風和夏季颱風的狂

風暴浪所威脅，人類不得依地營生，只有季節良好的時候利用為漁業的暫

時基地。 

 

    這一段看似平鋪直述的文字，其實帶出了一個思考澎湖群島語言層面的核心

問題，即是澎湖群島物質條件的貧乏，使得「人類不得依地營生，只有季節良好

的時候利用為漁業的暫時基地」。這段說法，可以適用於曾經生存於澎湖群島的

漢民族，亦可解釋非漢民族無法長期依存其間的問題。具體言之，「物質條件貧

乏」使得「人口移動頻繁」，增加了探究澎湖群島語言問題的複雜性。但是，以

方言地理學的三個基本原則言之，澎湖群島受到閩方言區域的影響，當遠大於其

他非漢民族，閩方言支系在各聚落分布的實際情況，和歷史的移民問題，則是思

考澎湖群島語言問題所應留意的第二個課題，其關鍵在於戶籍普查、族譜僅能呈

現梗概（請參看第一章第二節），至於細節部份，仍有不少需要填補的歷史留白。

張琨先生（1988：66）對於漢語東南方言的相關說明，為我們調查研究澎湖群島

閩方言音韻及其相關問題，提供了更為細緻的分析設想，徵引如次： 

 

      在漢語方言使用很久的東南沿海一帶，自從秦漢以來，因為人口移動，各

種不同的漢語方言經常的發生接觸，最初的非漢語的痕跡經過長期的同化

已經泯滅殆盡。每次大規模的外地移民在某個地方定居下來一定會對那個

地方的方言發生影響，留下一些痕跡；各種大批外地移民定居本土的事情

在某個地方發生過很多次，一定會把這個地方方言的音韻結構內部的一致

性攪亂。當然每個地區的居民都會保持相當的固定性，每個地區的方言也

會保持相當的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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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群島「漢語/南島語」共存問題的探討，並非是所謂的「底層假設」（吳

安其 1986, 龔群虎 2001,李如龍 2005），這是需要加以認識的第三個課題。「漢

語/南島語」兩者的「共存」關係，是建立在澎湖群島「散列狀的島形」以及「聚

落的分置」，語言之間是否直接接觸？田野踏查能否呈現接觸後的語言證據？無

須過於深究，亦無必要性。簡單的理由有二，一方面在於歷史上生存其中的南島

民族，內部的生存競爭，使其不斷向其他島嶼區域拓殖。另一方面，澎湖群島無

法在客觀環境上提供可靠的生活條件，南島民族持續依附其間的人數，勢必逐步

減少，終至受到鄰近閩方言文化來回沖刷，而失落了歷史疊置的階段，凡此種種

設想，皆是能夠有所預期的13。 

     

    一、澎湖群島「方言區域史」及本文的問題意識 
 

    回顧過去學者推估南島語族的發源地，約略可有四種看法：一，大陸東南地

區（張光直 1987）、二，臺灣（李壬癸 1995）、三，廣東東南部（陳有貝 2000）、

四，華南在內，大東南亞範圍（臧振華 2001）。這四種看法，分別來自考古學、

體質人類學（physical anthropology）和語言學的觀察14，由於論題質性偏於「南

島語族」，是以語言學的證據及學理依據，具有相對的重要性。我們需要留心的

問題則是，從上面四種說法所劃分出的區域位置，澎湖群島無疑可視為其間的重

要孔道。進一步而言，鄰近臺灣西部與中國大陸東南的澎湖地區，是否在南島民

族移動過程中，扮演過屬於「驛站」的角色？面對目前南島語族發源地的四種推

論，或許，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可能的設想（possible presupposition）：澎湖群島曾

歷經「漢語∕南島語」兩種語言共存（co-existence）的時期15。如何證明這個設

想的可能性，從某個意義層面看來，即是丁邦新（1992：23）先生所提出「方言

區域史」的觀念，徵引丁先生的實際說法於次： 

 

      漢語方言史是研究一個漢語方言形成的歷史；而方言區域史則是以現在或

                                                 
13 在本文的各章節當中，這三個課題雖不至於反覆重申，但是，行文的脈絡則是扣緊著這三個

課題，則是必須先行說明的。 
14 這裡必須指出的是，近年來隨著人類遺傳學的研究，亦有不同的看法。即如林媽利（2001）〈從

DNA的研究看台灣原住民的來源〉提出一個值得再思索的結論：「粒線體DNA的研究，對台灣是

否為南島語族的原鄉，尚沒有得到結論。所以台灣原住民是否為南島語族的發祥地，尚待多方面

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請參看《語言暨語言學》2.1：241-246。 
15 根據目前考古學的研究，目前在澎湖群島已發現九、十以至於十四世紀左右的漢人遺址，其

中以「蒔板頭山期文化」為最早，請參看臧振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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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某一個方言區為對象，研究那一個區域從古到今方言之間演變接觸的

情形。 

 

    丁先生所言「研究那一個區域從古到今方言之間演變接觸的情形」，是著眼

於漢語方言區域，若再考量方言地理學的基本思想（請參看第一章第二節）以及

澎湖群島的地理位置，本文擬以「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課題作為討論的起點16。

澎湖群島島內附屬離島島名和區域地名，是個可供觀察的視角，關於地名語源問

題，東條操（1938）有一段原則性的說明，其言17： 

       

地名の研究に当たっては、まづ、新しい地名を除くこと、宛字を無視し

て音によって語源を考えへ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地名には、いろいろな

命名法があるが、その主なものはふたつで、一つは、自然の地形をあら

はすもの、もう一つは社会生活に関係ある地名である。後者の研究は民

俗と深い関係がある。他の観点から、地名を地点名と地区名との区別を

たてて考える。地区名は多く地点名をもとにして発達したものが多い。

大切なのは、むしろ地点名の研究で、字アザ、小字コアザの地名が役に

たつ。類似の地形によって命名された地点名は、一々地名と地図とを対

照して考案すると、それによって地名の由来、即ち古い地形名を知るこ

とができる。また逆に、方言によって、地形の由来、又は一般の地形の

由来を知ることがある。18

 

    從這一段文字看來，東條操先生認為地名的研究，可以分成「分類認定」、「研

究方法」： 

    一，「分類認定」指的是自然地形，以及與社會生活較具關聯的地名。 

                                                 
16 從某種意義言之，本文企圖透過一個「重新理解」的過程，提出兩個問題：「該如何由澎湖群

島各區域的生活情境出發，思考區域歷史文化問題？」、「如何藉由學科整合建構澎湖群島族群

史，甚至所謂的「族前史」的概念？」 
17 柴田武 録校《東条操著作集 第 4 卷国語方言的研究》，p.13-14。 
18 筆者譯文：對於地名的研究，首先，先除去新的地名，無視字形問題，依據語音考量語言問

題是必要的。儘管，對於地名，有各式各樣的命名方法，主要的則有二種：其一，所展現的是自

然地形。其二，是與社會生活有關聯的地名。後者，則與民俗有較深的關係。從其他的觀點看來，

需考量並建立起地點與地區的分別。地區名，大多是以較多的地點名為基礎，而較發達的。至為

緊要的是，依地點名的研究，建立字、小字的地名。依據近似的地形而被命名的地點名，一個個

與地圖相互對照、考察，由此所得的地名由來，即能夠確知為古老地形名。又，依循方言，亦有

可能知道地形的來源、或是一般地形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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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是依據地圖與地名的對照，以及方言的考察。 

  順著東條先生的說法，我們能否進而依循以思索澎湖群島的島名問題？請先

思考澎湖群島部份島名、地名的地理分布，如【圖 2】所示，請看： 

 

    【圖 2】澎湖群島重要島名地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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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2】所示的區域概念，我們依照緯度的高低，再將澎湖群島劃分成

四個區域，分別以A、B、C、D作為區域代碼，同時，將岩永六一（1895）、伊

能嘉矩（1909）、安倍明義（1938）以及唐維爾（1734）19所記錄的澎湖群島島

名、地名及其音讀，依【表 1】、【表 2】、【表 3】和【表 4】的序列進行論證： 

 

    【表 1】澎湖群島部份島名地名音讀A20

 

           岩永六一     伊能嘉矩      安倍明義       唐維爾 

 目斗嶼     マツタウスイ   バクタウ     －（目嶼）  目嶼 Ge-su（？） 

 吉貝嶼      かウポア    キエツポエ     キエツポエ      Kipei-su                      

 姑婆嶼     コ－ポ－スイ コオポヲ     －    Gao－pei－su 

 鐵砧嶼      ヂヂャス      テツチアム       －           － 

 土地公嶼   トヂコン   トオトエコン      －           － 

 空殼嶼           －           －           －        Kong-Kue-su 

 白沙嶼          －        ぺエソア         －            － 

 金嶼       キンス－     キム            －            － 

                         キムソア金山嶼 

 屈爪嶼     クンュャウ  クツジアウ        －            － 

             掘爪嶼 

 毛司嶼       －           モオスウ        －            － 

                         ラムプヌ籃笨嶼              Nan-pe-cha 藍笨沙嶼 

     

   【表 1】透露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目斗嶼」的音讀問題，安倍明義與法國傳教士唐維爾同為「目

嶼」，可惜安倍並無註明音讀，唐維爾雖記為「Ge-su」，卻似乎存有疑惑而附上

（？），岩永六一記成「木斗嶼」（マツタウスイ），伊能嘉矩則是注為「目斗嶼」

（バクタウ），並略有說明： 

    

一名北島といひ、澎湖群島の北端二在り、周圍僅に四町。島の附近は王

                                                 
19 依據方豪〈康熙五十三年測繪臺灣地圖考〉一文，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專刊《文獻》創刊號。 
20 羅肇錦先生於口試時指出「姑婆嶼」、「屈爪嶼」和「毛司嶼」皆有可能屬於南島語，接續的

研究可著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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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礁（島の西北三浬に在る淺礁）北烈岩（群島最北端の大陰礁にして、

南北一浬の間に列せる三岩よりなり、目斗嶼より北微西一浬半迄に擴延

せる礁脈の上に位す）等の危險なる暗礁多く、古來航海上東洋第一の難

所と稱せられ、今日まで五十隻以上の船舶沈沒せし所なり。目斗嶼に石

洞あり、約十丈、内頗る幽邃。澎湖廳志に「有石榻石几，或入探之，覺

陰森之氣，悚人毛髮」と見ゆ。21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檢視森口恆一（1998：60）依據伊能嘉矩《蕃語集》

所編纂的《伊能嘉矩蕃語調查ノ－ト》時，發現「身體名稱‧目」項中，臺灣原

住民各族有如下的說法： 

 

    【表 1-1】臺灣高山族「目」的音讀形式 

 

      族                名                 目（eye） 

           TEROSOK                            matsa 

   VARANGAO、 KINAVURAO、 

     TAIVOAN、TAPARON、 

     TSIKATSOAN、KARIYEN                      mata 

  SIVUKUN、PAKTAO、KIVURAN 

           YA’AMI-KAMI               tariri（イチビ內皮の男子用防寒位） 

           SAMAKAN                mata,motutao（眼球）, kep’ kep（睫毛） 

           PAZZEHE                  daorik 

            ATAYAL                  raoyak 

     

   【表 1-1】中，其一，將「目」讀為「mata」共有九個族群，果若比較「目斗

嶼」的漢音，我們可以初步推測「目斗」一詞，應該是譯音的漢文轉寫。何大安

（1995）先生曾對排灣群語言進行比較擬測22，「eye」項的資料為【表 1-2】所

示： 

                                                 
21 筆者譯文：另一個名稱北島，在澎湖群島北端，周圍僅有四町。島的附近如王公礁、北烈岩

等等的危險暗礁非常的多，而被稱之為航海史上東洋海域的海難發生率第一之所在，時至今日，

有五十艘以上的船舶沉沒此處。在目斗嶼中，有石洞，約有十丈高，內部頗為幽暗深邃。在《澎

湖廳志》可見「有石榻石几，或入探之，覺陰森之氣，悚人毛髮」的記載。 
22 〈論排灣群語言的分類〉，國科會《排灣群語言比較研究》NSC-83-0301-H0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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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排灣群語言「eye」的語音形式擬測 

 

          PAN    maca 

          Ruk     Bd.    ,Mg.    ,Tn.   ,Mn.    “face＂ 

          Bun     mata,Td.mata 

          Pai      maca 

          Puy     maTa 

          Tha     ma: a 

          Sai      masa 

          Ami     mata 

 

    何先生（1997）先生進一步思考原始南島語的同源詞問題23，其中B類屬於

鄒語、排灣語兩群的同源詞「eye」則為： 

 

                     PAN           PP          PT 

          Eye        maca          maca        maca 

 

其二，SAMAKAN 族將睫毛讀為「kep’ kep」，唐維爾標音為「Ge」，K、G

是否為聲母的清濁問題？p 是否弱化而消失？還是如伊能嘉矩所言「暗礁多く、

古來航海上東洋第一の難所と稱せられ」，意即「繁多的暗礁，而被稱之為航海

史上東洋海域的海難發生率第一之所在」，而「暗礁」或形象如人之「睫毛」？ 

相信是個合理的推測。 

其三，依據李紹章（1960）編修《澎湖縣誌》所整理出歷代文獻的澎湖島名

記錄，時間最早的《臺灣府志》（1694）即是記為「目嶼」，稍後的《裨海紀遊》

（1697）、《澎湖志略》（1735）、《續修臺灣府志》（1764）三書皆記為「月眉」，

到了《澎湖紀略》（1770）、《澎湖聽志》（1892）、《臺灣通史》（1918），則回復為

「目嶼」的說法，直至《臺灣省五十一年來統計提要》（1946）一書，方才記為

「目斗嶼」。我們認為，唐氏所記與今日排灣話射馬干一支的近似音讀，恐怕亦

                                                 
23 請參看何大安先生《排灣群語言比較研究》國科會NSC-85-2411-H-001-022。 

  關於南島語同源詞的問題，另請參看何大安（1999）〈論原始南島語同源詞〉收入石鋒、潘悟

雲（編）《中國語言學的新拓展－慶祝王士元教授六十五歲華誕》，香港，城市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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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偶然成之。 

    第二個問題在於「吉貝」的音讀 ，伊能、安倍和唐維爾的說法儘管一致，

可是，何以岩永六一將「吉貝」讀為「かウポア」（kaupoa）？需要補充的是，

岩永氏當時擔任駐紮澎湖「在臺混成枝隊司令部」24 的「通譯官」，加以記錄的

時間又較伊能、安倍兩氏為早，果若比較目前吉貝嶼的老年人口25，憶及孩童時

期村里長輩，大多仍以[ka pua]為稱的說法，岩永的記錄可謂彌足珍貴，此

處的問題則在於，何以唐維爾（1734）則是記錄為「ki-pei」？「吉貝嶼」的音

讀問題，似乎顯得複雜難解，或許，可以為漢人和南島民族共存的時間點，提出

一個可能的設想26。為了深入這個問題，我們先行思考伊能嘉矩（1909）、安倍

明義（1938）對於「吉貝」命名的緣由及其說解： 

     

白沙嶼の北方に位し、周圍二里十九町。嶼岸は概ね沙濱にして、其の南

濱に吉貝郷あり、西角の外端に在る丘陵（高さ五十九尺）は島中の最高

部にして西崁と稱す。一島一澳にして、吉貝澳と稱す。島の近海に暗礁

極めて夥し。澎湖廳志「半沈半浮，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如吉字」と

本島に初めて漢族の移住せし時代ならざるも、早く海賊の一群となり、

終に部落を形成せしもの如しといふ。27

      吉貝嶼（白沙庄）澎湖廳志に曰く「半沈半浮，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

如吉字」と。大列嶼とも稱し歐人はバ－ドBird（鳥の意）といふ。28

       

    兩位日本學者皆以林豪《澎湖廳志》「半沈半浮，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

                                                 
24 根據伊能嘉矩（1909）談到『混成枝隊陸軍軍人軍屬合葬墓』時，言及：「……明治二十八年

二月，我が混成枝隊の南進して澎湖島の占領に向ふに際り、軍人軍屬の戰死病歿せる者極めて

多し。」可以見得當時駐紮澎湖的日本軍旅為數頗多。 
25 吉貝嶼目前九十高齡耆老有二人，一為 95 歲，另外一位陳里棟先生，現年 92 歲，原籍吉貝，

年輕時以討海、巡滬（目前吉貝嶼大小石滬有八十七處，許多石滬基座有兩百年以上的歷史）維

生，是吉貝嶼居民相當敬重的長輩，同時是本文重要訪談人。至於七十歲以上人口，約有二十多

人，吉貝嶼「老年層」的語音調查工作正持續進行中。 
26 在第二階段口試時，林慶勳先生提及一個可靠的證據，內容是：臺南縣東山鄉白河鎮有一社

名「吉貝耍」（ka ba sua），其意涵即是「木棉」之意。這個證據對本文的論證過程，具有實證的

效用，非常感謝慶勳先生提供寶貴的線索，以利於後續的研究。 
27 筆者譯文：位於白沙嶼的北方，周圍有二里十九町的長度。嶼岸大概由沙濱所構成，它的南

方海濱有吉貝鄉，在西方的外角處的丘陵（有五十九尺高），是島中最高之處，稱之為西崁。由

一島一澳所構成，稱之為吉貝澳，島嶼近海處，有非常多的暗礁。《澎湖廳志》記載「半沈半浮，

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如吉字」，即使沒有漢族移居最初的的時間記錄，較早時期，成為一群

海賊，最終，當如所言形成部落。 
28 筆者譯文：吉貝嶼（白沙莊），《澎湖廳志》嘗言「半沈半浮，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如吉

字」。歐洲人亦稱之為所謂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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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吉字」作為島嶼起名緣由，果若「吉貝」如《澎湖廳志》所言其形如「吉」字，

則「貝」字該當何解？順此邏輯，「目斗嶼」是否即是「其形如目」？「斗」字

又當何解？這是值得推敲的，以下分成兩點論之： 

    一，我們可以借助宋、元時期的幾筆史料，作為繼續申論的基礎，首先，我

們先思考元 汪大淵《島夷志略‧彭湖》所載的一段文字： 

 

島分三十六，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

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不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

暖，風俗扑野，人多眉壽。男女穿長布衫，繫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

酒，採魚蝦螺蛤以佐食，蓺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綠豆。山羊

孳生數萬為群。家以烙毛刻角為記，晝夜不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販，

以樂其利。地隸泉州晉江縣。至元間立巡檢司，以週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

一十錠二十五兩，別無科差。29

           

    這段短文除了以往學者所注意的問題外30，必須加以留心的是，當時的澎湖

地區「男女穿長布衫，繫以土布」，可是「土布」及其「原料」可能為何31？從

未受到應有的關注。 

    二，果若我們注意到鳥居龍藏（1903），重新思索《島夷志略‧三島》「男頂

拳，婦人椎髻俱單衣，男子常附舶至泉州云云」這段文字背後的啟示，「吉貝」

為[ka pua]的音讀及其意涵，便有了進一步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鳥居先生談

到： 

 

三島の記事中『椎髻』の文字の見ゆるは最も注意すべきことである、   

一體支那人の所謂、西南夷、若しくは南蠻と稱するものは、多く其頭髮

は『椎髻』として居る、今日も左樣である、私は今回の旅行中、この風

俗をみました、椎髻とは髮を頭上（額の上）にて巻きつけ、羊の角の如

くするのです、この風は苗族も玀猓もしていります。32

                                                 
29 請參看蘇繼廎（1981）《島夷志略校釋》，北京，中華書局，頁 13-33。 
30 請參看臧振華（1992）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Number95. 
31 正宗嚴敬、森邦彥（1938）〈澎湖島產植物目錄〉，《臺灣博物學會會報》28（177）頁 227-231、

滕詠延（1947）〈澎湖群島植物目錄〉、薛鍾彝（編）《澎湖群島科學調查專輯》。 
32 筆者譯文：在《島夷志略‧三島》的記載中，所見『椎髻』的文字，應該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所謂中國人，西南夷，在較早時期稱之為南蠻，髮式大多為「椎髻」，連今日亦同。在我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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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再補充的是，在這段文字所提到「椎髻」的風俗，鳥居先生認為與《漢

書》當中所言及的「西南夷」史料有相近之處，透過澎湖群島實地的旅行訪查，

發現當時住民與馬來民族亦十分接近，因此，我們可以合理推測，果若當時居處

澎湖地區的蠻族，與馬來諸島的種族類近，則汪大淵所提及澎湖男女著長布衣的

「土布」及其「原料」，是否可能亦為馬來族群所常使用？我們可再比較安南地

區的生活習慣，元代周達觀《真臘風土記》有兩則材料，轉錄於下33： 

 

      近地亦有以種荳蔻、木棉花，織布為業者。布甚粗厚，花紋甚別。34

 

      土人皆不事蠶桑，婦人亦不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不能

紡，但以手捏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搭窗上。梭亦只用

一竹管。 

 

    這兩段文字，最重要的是「土人皆不事蠶桑，婦人亦不曉針線縫補之事，僅

能織木綿布而已。」，可是，此處的「木棉布」究竟指的是何物？請再思考宋 方

勺《泊宅編‧卷三》所提及：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葉如柞，結實如大菱而色青，秋深即開， 露

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令紛起，然後紡

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爾。當以花多為勝，橫數之

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

即古所謂白疊巾。李琮詩有「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綿」之句。35

 

    在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是將閩廣地區所產木棉的名稱，明確的揭示出來，

「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令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

貝。」順此，我們可再檢視兩則宋代學者對於「吉貝」的記載，請先思索宋 趙

汝適《諸蕃志‧吉貝》所言： 

 

                                                                                                                                            
的旅途中，看到了這樣的風俗，所謂的「椎髻」是將頭上（額頭上）的頭髮捲曲而繫附之，如同

羊角般，這個習俗在苗族和玀猓仍然存在。 
33 請參看夏鼐（1980）《真臘風土記校注》，北京，中華書局。 
34 請參看《真臘風土記‧野人》，北京，中華書局。 
35 請參看許沛藻、楊立揚（1983）《泊宅編》（點校），北京，中華書局，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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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貝，樹類小桑，萼類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數十，南人取

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不煩緝績，以之為布。最堅

厚者謂之兜羅綿，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或染以雜色，異紋

炳然，幅有闊至五六尺者。36

    

    從這段引文可知，其一，「吉貝」當是製布的原料，其二，依「其」所成之

布匹，有四種類別。另外，宋 周去非《嶺外帶答‧卷六‧服用門‧吉貝》亦言

及：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萼類芙蓉，花之新葉皆細茸，絮長半寸許，宛如柳綿，

有黑子數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以之為

布，最為堅善。唐史以為古貝，又以為草屬，顧古、吉字訛，草木物異，

不知別有草生之古貝，非木生之吉貝耶？將微木似草，字畫以疑傳疑耶？

雷、化、廉州及南海黎峒富有，以代絲紵。雷、化、廉州有織匹，幅長闊

而潔白細密者，名曰慢吉貝；狹幅粗疎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貝。有絕細而

清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不成端匹，聯

二幅可為臥單，名曰黎單；間以五采，異紋炳然，聯四幅可以為幕者，名

曰黎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者，名曰鞍塔；其長者，黎仁用以繚

腰。南詔所織尤精好。白色者，朝霞也，國王服白氈，王妻服朝霞，唐朝

所謂白氈吉貝、朝霞吉貝是也。37

 

    以周去非所記錄的這段引文，很清楚的看到此種木綿，一，取自吉貝木的「茸

絮」，二，分布在南海、廣東、廣西一帶，三，所製成的加工品及其質料粗疏的

類別，或可顯示此種植物的經濟價值38。引論至此，我們必須再追問一個問題，

亦即「吉貝」音讀[ka pua]與馬來語kapok（木棉）同源的形式39，是否代表

                                                 
36 請參看楊博文（1996）《諸蕃志校釋》，北京，中華書局，頁 192-193。 
37 請參看楊武泉（1999）《嶺外代答校注》，北京，中華書局，頁 228-231。 
38 必須加以補充的是，李壬癸（1991）先生談到古南島語同源詞「繩子」時，曾經言及古南島

民族懂得使用一種稱為「野棉花」的植物以編製繩子，或許是另一個佐證，儘管我們仍需深究「木

棉」與「野棉花」之間的關係及其用途的差異。 
39 根據武富正一（1942：429、430、410）木棉一詞有三種音讀形式：kapas、kapok、kabu，為

了進一步的探討，徵引武富的說解於次： 
   一，Kapas：（a）Kapas-Kapas 『名』魚，南洋產のタヒ科の魚で一般の嗜好魚、（b）『名』

綿、綿花『植物』（ワタ）流綿、棉絲、木棉絲、生綿。Kapok（Kabu-Kabu 參照）、benang kapas
木棉絲，seperti kapas di-busar 純白、（c）＝limau kapas『名』しモン。 
   二，Kapok：（kabu-kabu）＝Fai-Teet（J）＝kpok（sulu）『名』木綿，かポツク、綿の木、樹

綿、木綿の綿（草綿に対する）、木綿【註】silk cotton 樹の萌から得られた である、即ち、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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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與南島語族直接接觸的證據呢？我們可再引證一項資料，即李壬癸（1995）

先生認為臺灣東北及東岸的南島民族，「栽培植物」的詞彙移借和菲律賓（特別

是巴丹群島）有密切接觸，其中，關係為深的是臺灣北部巴賽族和蘭陽平原噶瑪

蘭族。關於「木棉」的音讀形式40，可以【表 1-3】示之，請看： 

 

    【表 1-3】巴賽族與噶瑪蘭族「木棉」的音讀形式 

 

                         Basay               Kavalan 

            木棉        kapowa               kəpuaʔ 

 

   【表 1-3】的語料，或可證明菲律賓巴丹群島、宜蘭噶瑪蘭族和馬來語、澎湖

吉貝嶼老年層，在「木棉」一詞的音讀形式具有共同的來源，可是，噶瑪蘭族用

以製作衣服的材料則是一種稱為 abaka（學名 Musa texitilis）的植物，這一點和

馬來民族、早期澎湖群島族群以「木棉」為衣服材料，是有差異性的，或可顯示

噶瑪蘭族「木棉」的音讀是受到巴賽語的接觸影響。申論至此，仍有兩個問題需

要加以澄清： 

    一，在澎湖群島的岩礁區，生存一種魚類，俗名稱之為「加破婆」，學名則

有二稱，一為孟加拉雀鯛，一為五帶雀鯛。依據目前的訪查，「加破婆」可有三

種音讀形式，一與[ka pua]同（馬公市重光里、山水里，白沙鄉赤崁村、瓦

硐村），一為[ka pua pou

                                                                                                                                           

]（馬公市朝陽里），一為[ka tsia pou]（望

安鄉東安村）。但是，此種魚類並非吉貝嶼獨有，音讀形式因區域位置亦有差別。

對照馬來語中，kapas 的音讀，同時指稱一種南洋魚類以及棉花，以單一音讀形

 
ルネオ其他熱帶地產の樹木で五六月頃淡黃色で大形の花が き、花後、惰圓形の果實を結び熟

すれば樹葉は落葉して果實は自然に裂開して開絮し絮毛を有する種子を出し、太陽乾燥して純

白見事に膨脹す、種子よりは油を榨り、  の用に供す、 綿の種毛を採取して布團、クッショ

ン、救命用品に用ひ、纖維工業用には未だ需要少し、かポツク（木綿）の採綿方法は開絮（熟）

しかかったかポツクを花棟から採取して空タンク等の中に入れて家外日光梗燥をなす（この 

場合よく開絮したものを棒等で綿絲と綿實とを離別し綿はそれぞれ夜具枕等に速席使用し綿

實からは脂肪を採取する） 
   三，Kabu：＝Kabu-kabu『名』植（南洋の特產物）木綿、木に生ずる綿、（この外に kapok
と稱する樹綿もある）、乾燥する膨脹する、白色彩あり強韌なり【註】kabu は紡績をなす為に

その纖維短く、主として枕‧敷布團、浮力ある為め救命用の特殊品にも用ひらる（木綿の）棉

花、生棉、棉、粗末（下等の）棉、（棉花）、（kapas 參照）pokok kabu-kabu（植）棉花を生ずる

木の名（五加科屬）。 
40 引自李先生〈台灣北部平埔族的種類及其互動關係〉一文，收入《平埔研究論文集》，潘英海

等主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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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指稱兩物的情況推斷，或許能夠更加證實馬來語殘留於澎湖群島的可能性。 

    二，翻撿李壬癸、土田滋（2001：142）所搜羅關於巴宰語kapua的詞項41，

其意涵亦有三：一為棉被（blanket，coverlet，quilt），二為床墊（sleeping mattress），

三為棉花（cotton）。巴宰語的祖居地，位於今日豐原、大安和東勢一帶（衛惠林 

1981）42，以其「kapua」的形式與澎湖群島「吉貝」的音讀形式，可謂全然相

同，從這個角度看來，前文引據宋元時期資料證明「棉花」為其本意，在巴宰語

的語意選項中，似乎又可間接得到證實。可是，巴宰族、巴賽族，是否曾經因為

漁業撈捕，經由澎湖群島而作短暫停留、駐紮？當時澎湖的區域文化，究竟與南

島民族存在何種文化聯繫？南島民族到達澎湖群島的遷徙路線，其中可能的路徑

為何？這些先民，又是如何克服澎湖群島與臺灣間的「黑水溝」？果若再將前文

所論述，目斗嶼的「Ge」與排灣族的「kep’」的關係列入討論，南島民族與澎湖

群島所居處的族群，恐怕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論證的問題，正等待著我們的推想

與思考。進一步而言，早期學者藉由島的形狀，作為說明目斗嶼，或是吉貝島名

的稱謂來由，顯得牽強難解。具體言之，果若我們上述的諸多推論站得住腳，那

麼，必須再繼續思考這批南島民族，究竟是何時到達澎湖群島？如果唐維爾

（1734）的記錄可信43，當時澎湖地區的聚落或許仍以漢人為主，換言之，屬於

植物名稱的「吉貝」，以及作為島嶼名稱的「吉貝」，在此時並無任何聯繫44。直

到 1734 年之後，方有屬於馬來族群的部落，在澎湖留下[ka pua]的語言證

據。倒是以 1734 年，作為判斷南島民族經歷澎湖群島的時間基準，似乎仍有懷

疑的空間，為什麼？ 

    其一，宋  趙汝适《諸蕃志‧毗舍耶》曾記載「毗舍耶，語言不通，商販不

反，袒裸盱雎，殆畜類也，泉有海島，曰澎湖，隸晉江縣」，案「毗舍耶」指的

                                                 
41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42《埔里巴宰七社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專刊NO.27。 
43 唐氏的記錄主要是依循另一位法國傳教士馮秉正（中文名）已有的資料。 
44 依據歷史學者的看法，以及目前仍可查見的文獻資料，絕大多數是記錄澎湖群島的地理位置，

和島中部份的人文現象，諸如：孫元衡《赤崁集‧卷一‧抵澎湖澳》有言 ：孤島如  一葦航，

情懷跋扈興相羊。身隨雲鳥投清堪（洋少淺曰清水堪），夜鼓天風過黑洋（黑水溝稱黑洋）。翠蠏、

胎魚堪入饌（海蠏翠色、沙魚胎生），竹灣、花嶼（俱彭湖山名）有飛觴。此間未是埋憂地，貫

月浮查正渺茫。《赤崁集‧卷四‧彭湖》續言 ：七十二嶼  彭湖，滄溟萬里開荒塗。嶼嶼盤  互

鉤帶，洪波割據成方  。東西二吉門戶壯，將軍之澳為中區。林謙光《臺灣紀略附澎湖》則言及：

澎湖，舊屬同安縣。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不能及，乃議棄之。後內地苦徭役，

往往逃於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為最多。及紅毛入臺灣，並其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復相繼據

險，恃此為臺灣門戶。環繞有三十六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澳門口有兩砲臺。次者曰西嶼頭等

處，各嶼唯西嶼稍高，餘皆平坦。另外，石井宮三郎（1898）《臺灣新地誌》，明治 31 年、農美

重由（1896）《臺灣地誌略》，明治 29 年、山田行先（1898）《臺灣地誌》，明治 3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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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馬來民族45，核心問題則在於，何以趙氏將此條史料與彭湖置接於同一處？

是否代表當時已有第一波的馬來族群聚居於澎湖？恐怕值得我們深思。這裡或可

另外補充一點，陳信雄（1985：129）依據瓷器的特徵，以及海底考古所得出的

分佈概況46，得出下列【圖 3】宋元時期澎湖航路的設想圖，請看： 

 

    【圖 3】宋元時期澎湖航路設想圖 

          

                                                 
45 亦有學者認為是菲律賓人，或是琉球人，本文暫時存疑。這裡可再補充黃寬重（1986）先生

〈南宋「流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一文（《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7：3》），黃

先生以《歷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九》〈夷狄〉當中所提： 

    往時海外有一種落，俗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北鎮，去州

治無二十里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尺鐵，爭先收拾，所過之處，

刀斧鉤鑿，為之ㄧ空。及散走嶺外，殺人為粮，挾舟而行，出沒水中，猶履平地，潮惠一帶，莫

不戒嚴。此曹禽獸也。初不知所託在何等處，尚能為吾民之害。 

    關於這段文字，黃先生認為可有三項重點：一，林光朝這份奏劄，約略作於淳熙三年，以林

氏擔任官職，所述所聞當有所據，非抄襲前人之文者所能比擬。二，毗舍耶人於南宋時期，時而

進犯閩粵沿海。但是，宋人記述雖多，卻無貿易往來痕跡。三，以目前零散的史料（尤其南宋史

料過於龐雜），恐怕有待更仔細的爬梳。基於黃先生的論述，我們暫以馬來民族作為可能的推斷。 

另外，周偉民、唐玲玲（1999）〈黎族和馬來族的環流與血緣的雙向互融〉則是提及海南島黎族

所代表的古百越族與馬來民族之間具有血親聯繫，請參看海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7 卷第 3

期。倒是楊惠南（2002）〈明鄭時期台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又提及到光十三年北路理番

同知陳盛韻《問俗錄》所言：「《楞嚴經注》云：四方貴賤分四姓，毗舍商賈也。然則台灣為西洋

互市也，自昔為然矣」這段文字，楊先生的解釋是，印度四姓中，毗舍（vais´ya）是商人的意思，

臺灣為西洋貿易通商地，因而稱為毗舍耶。請參看《臺灣文獻》第 53 卷第 3 期。 
46 請參看陳信雄（1985）《澎湖宋元陶瓷》，澎湖縣立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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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圖 3】卻又帶出一個基本問題，為什麼僅是單向的航路？如果這是

屬於海上的貿易路線，或許不會是這麼單純的貿易路線47。次者，元代以來，泉

州港作為貿易的主要樞紐，固然值得重視，然而，明代福州港與中山國琉球的海

路交通48，以至於福州、北京的陸路交通，仍是思考近代漢語不容忽視的課題。 

    其二，我們參考的唐維爾資料，主要是透過方豪先生的研究而來，據方先生

                                                 
47 安溪縣文化館（1977）〈福建安溪古窯址調查〉曾言及：「安溪青花瓷在清代曾大量外銷東南

亞」，請參看《文物》第 7 期。如果我們再把日治時期，日人對於澎湖群島戶籍調查內容代入這

個思路，會發現日治時期七美鄉、望安鄉的居民以安溪籍為主，原因為何？相信值得繼續探討。 
48 林慶勳先生於口試時特別指出，當時的琉球與中國的關係較近，且屬於中山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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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49，當時法國傳教士所記錄的法文資料不少，將來有繼續追蹤研究的必要性。 

    其三，仔細閱讀唐氏所記錄澎湖群島的島名譯音，會發現與明清時代「通語

層」較為接近50，因此仍有再仔細思考的必要性。 

    基於這三點考量，我們初步認為澎湖群島「漢語∕南島語」應當具有共存的

可能性，問題僅在於最早的時間點為何？仍有討論的空間，本文初步推估明代海

賊極盛時期，當為「漢語∕南島語」共存最早的階段。曹永和（2000：108-109）

先生談到： 

 

      在宋元時代，澎湖已有漁民定居，臺灣、大陸之間自元末起也有若干貿易

往來；但由於明初的海禁政策，將澎湖放棄，並把澎湖居民遷回內陸，內

地與臺灣的關係遂告中斷。但是沿海居民的出海捕魚是無法禁絕的，明中

葉以後，沿海省區的人口壓力升高，於是被明廷放棄的澎湖又成為漁民聚

匿的淵藪。其漁業不但不衰，反更興盛，甚至將漁場拓展至臺灣近海；到

了嘉靖、萬曆年間，到臺灣近海捕魚的漁船更多，同時也和臺灣土著民族

建立了友好關係，產生所謂的「漢番貿易」。 

 

    這段文字的論述基礎源自於《明實錄》的記載，澎湖的漢族人口曾回流大陸

區域，後因福建鄰海區域人口壓力，使得澎湖成為漁民集中之所在，是研究澎湖

群島閩方言需格外重視的，而這個層面便是「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相關課題。 

至於【表 1】的第三個問題，則在於「目斗」、「吉貝」音讀問題外，其他島

嶼的名稱，皆與現代閩南方言音讀形式相當接近。 

 

 

 

 

 

 

 

 
                                                 
49〈康熙五十三年測繪臺灣地圖考〉，《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創刊號（專刊）。不過，我們相信以

荷蘭文、西班牙文所纂寫的歷史文獻，亦當需要加以關注。 
50 呂昭明（2004）〈明代北方漢語方言音韻問題的初步觀察－八思巴文、蒙古文與漢語的整合研

究〉，未刊稿，部分內容請參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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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澎湖群島部份島名音讀 B 

 

             岩永六一      伊能嘉矩      安倍明義       唐維爾 

 員貝嶼                   オアヌポエ        －             － 

灣貝嶼     ワンプイ     オアヌポエ 

雞善嶼     クイシエン   コエシエヌ 

                雞膳        ロアヌヒエン     －            － 

                             亂形嶼 

 錠鈎嶼      チャカウ      テアカウ         －        Tim Keou tchi su 

碇齒嶼          テアキイ                    椗鈎齒嶼 

 西嶼        サイスイ    サイ           －        si-su 

 大倉嶼     トアツンア      トアツン        －           － 

              大倉仔 

 中屯嶼 

中墩       ヂュンジン  チオントウヌ     －           － 

 查坡嶼                   ツアアポオ       －           － 

 陽嶼    ヨンスイ    イオン 

 香爐嶼     ヒコンロ－     ヒウロオ 

 鼎灣嶼     ヂャンワン   テアオアヌ   チアヲアヌ       － 

 雞籠嶼      雞籠仔      コエラム         －           － 

 圓頂嶼     クイヲン       イイテエン 

 查某嶼              ツアアポオ       －            － 

 陰嶼    インスイ     イム 

    

【表 2】中，「查坡嶼」、「查某嶼」以及其他島名的音讀大致能與現代閩南方

言吻合，但是，我們依然必須懷疑「錠鈎嶼」是否表示「島形如鉤」？若是如此，

則「錠」義為何？何以又有「碇齒嶼」的別稱？儘管在馬來語有（tinggi）一詞，

意義為「マレ半島東海岸ティンギ島，海產物多し」51（馬來半島東部的tinggi

島，漁產豐富），不過，這裡的音近關係應當是種巧合，主要是基於錠鉤嶼的地

質地形，恐怕未曾有人類居住過，然而「碇齒」究竟為何義？是否與馬來語全然

                                                 
51 請參看武富正一（1942：994），《馬來語大辭典》，東京，歐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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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聯繫？有待深究，本文不擬細論。倒是唐維爾將西嶼記為「si-su」，「西」讀

為「si」而與岩永、伊能「sai」的不同，轉而成為一個有趣的問題。需要補充的

是，在白沙鄉赤崁村調查期間，當地人多數稱「西嶼」為[saisi] 52，是否表

示唐維爾誤記？目前西嶼鄉一帶的讀音與[sai]的音讀形式吻合，果若再比較閩

南地區的幾個方言點，或許能夠顯示「西嶼」語音形式的時間層次，請看【表

2-1】： 

 

    【表 2-1】「西」在福建地區的音讀形式53

 

             建陽、建甌、廈門、泉州、永春、漳州：sai 

                                福州、古田、寧德：sE 

                               周寧、福鼎、大田：se 

                               龍溪、永安、沙縣：si 

                                           龍岩：sie 

                                           松溪：sa 

                                           莆田：¬ai 

 

   「西」在閩東莆田，聲母為[ɬ]的形式，是否受到少數民族的影響，是另一個

問題54，果若以【表 2-1】「西」的音讀形式推斷澎湖群島的閩南人口來源，「si-su」

似乎顯示在清雍正年間西嶼的漢民族可能來自龍溪、永安、沙縣等閩中地區，而

現在西嶼讀為[saisu]，顯示漢族人口則可能來自建陽、建甌、廈門、泉州、

永春、漳州等區域。 

    必須補充的是，西嶼島另名為「漁翁島」，倒是若與白沙鄉「瓦硐」村的音

讀，值得特別留心55，請看【表 2-2】： 

 

    【表 2-2】漁翁島、瓦硐、緝嗎灣、合介頭的音讀 

 

                                                 
52 發音人鄭桐木（77 歲，原籍白沙鄉赤崁村，職業：討海，種植土豆、蕃薯，教育程度：日本

小學校六年畢業） 
53 請參看陳章太、李如龍（1991）《閩語研究》，大陸，語文出版社 
54 請參看葉寶奎（2002）〈莆仙方言邊擦音初探〉，收入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周

邊方言的關係》，大陸，香港中文大學。 
55 關於「瓦硐」相關史實，請參看曹永和（2000：149-183），《臺灣早期歷史研究續集》，聯經出

版公司，2000 年 10 月初版。 

 23



              岩永六一         伊能嘉矩              安倍明義       

 漁翁島                        ヒイアン 

 瓦硐       ヒャタンかン     ヒアタンオヲ         ヒアタン 

 緝嗎灣       チマワン                            チプぺエヲアヌ 

 合介頭   ハツカイタン                 カプカイタウ 

 

   【表 2-2】中，請注意，「瓦硐」，岩永記為「hyatan」，伊能、安倍兩位先生

皆記為「hiatan」，我們實地調查出兩種讀法，一為[uatoŋ]，另一為

[haŋkaŋ]，為了深入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比較閩南地區幾個方言點音讀形

式，請再思考【表 2-3】： 

 

    【表 2-3】「瓦」在福建地區的音讀形式 

 

            龍溪：ua    建甌：ua   永春：uɑ 

                       漳州、廈門、永春：hia    

                                   泉州：hia    

                                   松溪：xua   

                                   莆田：hyɑ 

 

    從【表 2-3】可以發現，[uatoŋ]的「瓦」字，龍溪、建甌雖同為[ua]，

但前者為陰去聲，後者為陽去聲，永春為陰上聲，並與龍溪、建甌呈現元音前後

的差別。對照【表 2-2】岩永、伊能和安倍的記錄，可以對應於漳州、泉州、廈

門與莆田，換言之，這些地區的閩南民族，是否是明代因賊寇問題，將全部澎湖

居民移徙回大陸後，較早來到澎湖群島的漢民族？接下來要問的是，[haŋkaŋ]

的形式，其實際意涵為何？根據我們目前的田野調查記錄，可有三種解釋，請先

看【圖 4】： 

 

    【圖 4】日據時期馬公港對內的運輸孔道簡圖 

           

                  

 24



 

      

   【圖 4】的主要意義在於，日據時期，馬公港對內主要運輸孔道有三56，其中

一條即是航向瓦硐，其餘二條則往西嶼，若將瓦硐、港子與港尾（日據時期的講

美，目前講美當地居民仍呼為 [kaŋ bɛ]）三點相連接，則形成一個灣澳，是

                                                 
56 請參看《續修澎湖縣志‧交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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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haŋkaŋ]的音讀，或許即是指馬公「航」向「港」子、「港」尾的說法。 

    第二種說法與第一種相近，但是採取直接由馬公通往瓦硐的航線講起，主要

是指一條專供「帆船」航行，猶如「巷道」的航道，瓦硐本身是個「商港」

[sioŋkaŋ]，意指「經由似巷弄的港道到達商港」的「巷港」，是以，瓦硐

[haŋkaŋ]的音讀與此說法可謂若合符節57。 

    但是，問題在於上述的兩種說法，仍有望文生義的可能性，且非由語言層面

所提出的分析，因而第三種解釋的路向，應對準瓦硐地區老一輩的說法，孩提時

期稱「瓦硐」為「瓦硐港」，並且呼為[hia taŋk aŋ]的音讀形式58，除了可

與三位日本學者的記錄有所呼應外，[haŋkaŋ]的形式，應該是[hia 

taŋk aŋ]「縮讀」（contraction）所形成的結構，從這個角度所作地名分析，

或許是比較可靠的思考。 

 

    【表 3】澎湖群島部份島名音讀 C 

 

           岩永六一      伊能嘉矩          安倍明義      唐維爾 

 虎井嶼                     ホオチイ          －            － 

           ツンパンスイ  ツヌパン船蓬嶼 

            船蓬嶼         タイ檯嶼 

 花嶼       ホイスイ         ホエ            －              － 

                          ポアピエン半坪嶼 

 八罩島     ポイタウ        パツタア     －      Pa tchao su 

                          ポアヌムン挽門嶼 

 馬鞍山嶼      －         ぺエオアソア       －              － 

                コエシヌ雞腎嶼 

 將軍澳嶼  チョンクンオ  チオンクヌオヲ    チオンクヌヲヲ     － 

 後帝仔嶼      －          アウテエア         －             － 

 

 

 

                                                 
57 「巷港」的說法，可對照《續修澎湖縣志‧交通志》。 
58 「硐」在《廣韻》有兩個音切，其一與「同」同為徒紅切，磨也。其二與「動」同為從揔切，

安硐、鍯硐見馬融長笛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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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澎湖群島部份島名音讀 D 

 

           岩永六一        伊能嘉矩            安倍明義    唐維爾 

 貓嶼      二ャウスイ    二アウ              －           － 

              大貓嶼  小貓嶼 

 草嶼         －            ツアウ   －           － 

 頭巾嶼       －           タウクヌ               －      Teou king su 

                         タウクヌ 頭軍嶼 

 鐵砧嶼   ヂヂャス      テツチアム             －          － 

           鉄砧       パクテツチアム北鐵嶼 

 鋤頭嶼      －       ツオオタウ            －          － 

東嶼坪嶼     －       タンスウピエン   スウピイ       － 

                東嶼坪                   嶼坪 

西吉嶼    サイキア         サイキエツ      サイキエツ     － 

                         ピツテア筆錠嶼 

東吉嶼   タンキャ    タンキエツ     タンキエツ     － 

 鐘仔巖                   チエンア 鐘仔嶼          －            － 

             －            プンツイ 方錐嶼 

 猪母礁   ヂュム－ツイ         －            チイプウツイ    － 

      猪母水                                    猪母水 

    

【表 3】、【表 4】屬於澎湖群島偏南的島嶼，其島名受到閩南方言的影饗較深，

或可同置一處討論。針對部份島名來由，安倍明義曾略有說明，可以幫助我們思

考，徵引於下： 

 

      八罩嶼は曾て和蘭人は海賊島の義を以てt’Rovers Eyl. と命名した。挽門

嶼とも稱し歐人はロ－バ－Rover島といふ。將軍澳は（望安庄）將軍廟

があるのに因んで名つけられた。澎湖諸島中の香爐嶼、目嶼、頭巾嶼、

圓頂嶼、鐵鉆嶼、筆錠嶼、四角嶼、方錐嶼、馬鞍嶼等の名は皆その形の

似たおるのに因み、空殼嶼は島中一物をも産しないのにう んで名つ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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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れた。59

       

    在這段引文中，除了目嶼的說法值得懷疑外，香爐嶼、頭巾嶼、圓頂嶼（雞

籠嶼）、鐵鉆嶼、筆錠嶼、四角嶼、方錐嶼和馬鞍嶼，大體皆與其抽象的島形相

近。或也正是這幾個島嶼名稱與其島形的相似性，讓許多學者朝向這條思路，並

企圖為「島名來由」尋找出可能的出口。至於為什麼荷蘭人以「八罩嶼」為海賊

島？伊能嘉矩（1928）的記錄，顯得較為具體可供依憑，其言60： 

 

澎湖廳下に於ける遠隔の幾多大小島嶼の住民は、古來屡屡海賊の侵掠を

被れる歴史を有するのみならず、中には其遺裔の定住に係る覺しき者あ

りしは事實とす。加之險惡なる臺灣海峽内の地勢に感化せらる影響は、

知らず識らず其島民の心を殺伐に導き、殊に近代に至るまで等閑にせら

れし施政の反應は、此等遠隔の諸島に在りて、防汛の稽査全く及ばず、

放任に失したる自治の流弊となり、現に北端なる吉貝嶼並に南端なる八

罩嶼等の如き、凡そ難破船舶の漂著するに際り、島民は之を奇貨とし肆

に貨物を搶奪し、甚だしきは遭難者に危害を加ふるに至りて異とせざる

の慘忍を敢てし、尚ほ颶風暴雨の大に至るに遇へば、豫め事を失する船

舶あらん事を慮り、故らに海岸に火を挙げ號と為して誘引し、陽に救護

の を粧ひて實は搶奪を肆にするためにするあり。61

 

    伊能嘉矩所言及的這段長文，主要說明澎湖歷來受到「海賊」的侵擾，甚至

島中仍有「遺裔」。受到險惡環境的影響，因而時有吉貝、八罩等島島民劫掠附

近遇難船隻的事件。只是這段澎湖群島的人類學觀察報告，卻又帶出了一個問

                                                 
59 筆者譯文：八罩嶼曾經被荷蘭人以海賊島的意思，命名為t＇Rovers Eyl.。挽門嶼，歐洲人稱之

為暫歇島。將軍澳（望安莊），因為將軍廟的因素而被命名。在澎湖諸島中，香爐嶼、目嶼、頭

巾嶼、圓頂嶼、鐵鉆嶼、筆錠嶼、四角嶼、方錐嶼、馬鞍嶼等等的名稱，都是由於它們的形狀相

似而來，空殼嶼則是由於島中並無生產任何東西，而被賦予這樣的名稱。 
60 請參看氏著《臺灣文化志‧澎湖島民の習慣的掠奪》上卷，東京，刀江書院。 
61 筆者譯文：關於澎湖廳遠近大小島嶼的居民，自古以來，不免留下每每受到海盜侵擾的歷史

記錄，其中，過去聯想海盜遺裔定居澎湖則為事實。受到險惡的台灣海峽的感化影響，無知的島

民受到殺伐之心的誘導下，特別是直到近代簡單的行政措施的反映，在如此距離遙遠又隔離的島

嶼，全然無防汛的稽查，放任地形成自治的流弊，現在，如北方的吉貝島和南方的八罩島，凡是

遇到海難的船舶漂流海上時，島民往往視之為珍品，因而肆無忌憚地搶奪財物，甚而至於，對於

遇難者加以危害，以至於極為殘忍之事。尚且，如果船隻遇到颶風暴雨的話，依然能夠設想失事

船舶可能遇難處，從而刻意在海岸邊際燃舉火把，以作為信號誘導船舶，表面上看來是為了搶救

船隻，實質上是為了大肆搶奪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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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茲比較真榮平房昭（2004）關於清代襲擊琉球的「海賊」的相關說法，請看： 

 

こうした海賊に襲われた琉球人一行は、積荷や衣類、簪まで奪われ、「亂

髮異樣」の風體であったため、温州府役人から安南海賊とまちがえられ

たのである。62

 

  在這段文字中，談到溫州府官吏誤認襲擊琉球的海賊來自於「安南」地區，

是個值得關注的課題，具體而言，伊能所言居住於澎湖群島的「海賊遺裔」，是

否與清代襲擊琉球的「海賊」有所聯繫？明清時期中國東南沿海的海賊，是否雜

有「南島語族」的族群？63「吉貝」、「目斗」殘存於澎湖群島的語言證據，讓我

們必須提出肯定的答案。漢民族於澎湖群島的拓荒墾殖，遠早於臺灣本島，以處

理臺灣本島漳、泉音系的邏輯思維（張振興 1989），探究澎湖群島的音韻現象，

是否全然毫無疑問？是否僅需著眼於福建內部音韻現象，即可解釋移民分化所造

成音韻演變的種種可能？皆是我們當有所自覺的課題64。在全然缺乏直接文獻語

料的對應之下，探究澎湖群島與臺灣閩方言的形成問題，需要特別關懷明清的歷

史史料65，其中，關鍵性的文獻當為收入明 沈有容《閩海贈言》而為明 陳第所

撰寫的《東番記》，為什麼？陳第《舟師客問》以及《明史卷二百七十‧沈有容

傳》的兩段文字： 

 

隆冬北風，易作易息，我師過澎，則視風進止矣。且漁人而漁，商人而商，

未聞以冬而廢業者，又何疑于航海之師也。66

                                                 
62 筆者譯文：過去襲擊琉球人的海賊，搶奪行李、衣服和針簪等等物品，因為是屬於「頭髮散

亂、外形怪異」的樣子，溫州府的官吏，時常將之誤認為安南地區的海盜。 
63 許雪姬（2003）〈日治時期臺灣面臨的海賊問題〉一文討論到日人的海盜政策，其中有三點值

得注意： 

    一，1895-1932 年間，澎湖振成利號遭到劫掠。 

    二，海盜的分布範圍，1895-1945 年間，東北（關東州所屬沿海島嶼與漁場）、長江一帶及

江浙區域、閩浙交界、福建到香港沿海。 
    三，海賊的根據地：「南日島」、「南匿山」即是在福清、莆田一帶，屬於今日的閩東方言區。 
請參看《咾咕石》第 33 期 
64 簡言之，在語言學與邊際學科整合的過程，我們需要以更嚴格的提問，檢視其中隱含的諸多

問題。 
65 以目前閩方言區域文獻語料的分布概況言之，並未見直屬於「島嶼區域」的有關材料，果若

欲以目前能夠掌握的文獻銜接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語言問題，必須針對「接軌」、「何以接軌」提出

解釋，因為「直接扣合」的思考方式，並無法解決語言現象問題，並容易淪為常識性機械操作模

式，而全然符合語言學的學科意識。 
66 請參看《閩海贈言‧卷二》，臺灣文獻叢刊。另外陳第《一齋集》原 35 卷，現存 33 卷，其中

〈入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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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曆二十九年  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澎山洋，倭據東番，有客守石澎，

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澎湖與倭遇，格殺數人67。 

 

    這兩段徵引的文字，或可顯示明代漢人經由海路到澎湖以至於臺灣，進而與

「番人」接觸的真實情況，而此或可謂為「歷史性的時刻」68（historical moments）。 

值得留心的是，在陳第《東番記》中，提及有關語言的部份，則有下列一段文字： 

 

永樂初，鄭內監航海諭諸夷，東番獨遠竄不聽約，於是家貽一銅鈴使頸之，

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始皆聚居濱海，嘉靖末，遭倭焚掠，迺避居山，

倭鳥銃長技，東番獨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

之惠民、光龍、列嶼諸澳，往往譯其語，與貿易。69

 

    這段文字敘述的重要啟示在於，漳泉地區所代表的閩南方言與東番所使用的

語言（當為南島語族），基於貿易因素，仰賴譯語，儘管是否發展成所謂的「克

里奧語」（Creole）無從得知，卻可能是南島語族與漢語方言「接觸」的真實記

錄70。根據陳第的說法，我們或可以「歷史想像」（Speculation of History）獲得

初步推想，不過，道光年間澎湖進士蔡廷蘭《海南雜著》一書所提供的相關史料

71， 則可為思索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問題，提供了一絲線索，請看《海南雜著‧

炎荒紀程》所記錄的兩則文字，徵引如次： 

 

 （1）道光十六年正月（越南國明命丙寅十七年） 

十三日，抵廣平省城（俗稱洞海，唐音呼龍回）止庸長洪謹家（福建同安

人）。 

      十五日，是晚宿  崙（唐音呼坐輪，去廣平四十里）陰雨不見月。 

                                                 
67 請參看《明史‧卷二百七十》 
68 這裡帶有歷史人類學的意義存在。 
69 請參看《閩海贈言‧卷二》，臺灣文獻叢刊。 
70 其一，漳泉地區所代表的閩方言與東番所使用的語言（當為南島語族），儘管是否發展成所謂

的「克里奧語」（Creole）無從得知，果若因為貿易因素，仰賴譯語，當是南島語族與漢語方言

「接觸」的真實記錄。其二，前文提及閩人移居琉球的問題（瀨戶口律子（1994）、木津祐子（2004）、

陳澤平（2004）皆分別論及琉球官話課本的語言問題。），正也顯示中國大陸福建地區、臺灣以

及琉球，在明代初年的交通往返，所可能產生的語言文化問題（關於流中的歷史問題，請參看賴

福順（2002）〈流中航線研究（上）（下）〉，《臺灣文獻》第 54 卷第 1、2 期。）。 
71 請參看蔡廷南《海南雜著》，台灣文獻叢刊。 
另外由高啟進、陳益源、陳英俊合著（2005）《開澎進士蔡廷蘭與海南雜著》一書，則是採取實

際田野調查方式，重新思索，澎湖縣文化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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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日，稍晴，行二十里至橫山嶺（唐音呼布政嶺）。 

      二十三日，見總督官阮公，書吏鄭德興（祖籍福建省德化縣，能作泉州人

語）傳語。 

 （2）二月二十日，公知余寥寂，以書謂曰：「諒山邊地，且經兵  後，城邑荒

墟，草草脩治，山川人物無足觀，惟一、二巖洞可供清遊，君試一涉歷焉？」

遣八品書吏段文忠（能作泉州人語）同廣、潮二庸長導余遊。 

 

    在這幾兩則文字當中，蔡進士對於所接觸的人物皆作了簡介，其中兩次言及

「能作泉州人語」，尤以「二十三日，見總督官阮公，書吏鄭德興傳語」一則，

可以推想蔡進士所習用的閩語，或當為以「泉州人語」為基礎的方言，至於蔡進

士所屢屢言及的「唐音」究竟為何？我們當再思考《海南雜著‧滄溟紀險》所記

的一則文字： 

 

      越宿破曉，見一漁艇過呼問，語不可解，指書「安南」二字。少頃，又一

小艇來，中一人能華語，自稱唐人（安南呼中國人曰唐人） 

 

    這則文字所透露的意涵，顯示「華語」與蔡進士所習用的「泉州語」有異72，

具體而言，澎湖群島閩方言當有屬於「泉州音讀」的音韻類型73。但是，這裡所

謂的「泉州」，恐怕仍值得玩味，理由在於明代的「泉州府」領縣有七，七處次

方音區域並無足夠的文獻語料可供比較，與問題直接關聯的是，當時的澎湖群島

閩方言，究竟是哪些泉州次方言分布其中？或許仍有細究的必要，然而在毫無直

接聯繫的文獻語料殘存的情況之下，細究的可能性便微乎其微。次者，假若再仔

細閱讀蔡廷蘭的相關記錄，可以發現當時至越南的習用閩方言的漢人74，來源並

非單純「泉州府」，含括詔安、龍溪75、漳州、廈門、潮州、長泰等區域76，顯現

                                                 
72 值得注意的是《海南雜著‧越南紀略》言及「又嘗細驗其民情，雖漢裔居多，而雜彝獠舊習，

詭隨輕吝，殊不可親」。是否顯示漢語東南方言人口，移徙範圍的廣度？ 
73 關於清代學者記錄臺灣本島方音問題，尚有清 黃叔敬《臺海使槎錄‧卷二‧赤嵌筆談》 針對

當時台南的音韻現象，作了如下的描述，請看：郡中鴃舌鳥語，全不可曉。如：劉呼澇、陳呼澹、

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待御兩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切，更為難省。 
74 這些區域多屬於閩方言「鄰海區域」的方言點，何以移民至越南等零雜的歷史問題，反倒接

踵而出，其與越南區域文化的可能影響為何？亦有討論的空間。是以，當我們持續專注於澎湖群

島閩方言音韻的「歷史層次」概念時，便有必要再深入思索澎湖群島的歷史移民的可能問題（畢

竟我們的論題在於「漢語方言層」，若為非漢族，何有漢語方言之說？） 
75 今日，龍溪、海澄合稱為龍海話。 
76 若將其書〈滄溟紀險〉、〈炎荒紀程〉和〈越南紀略〉三篇所記的相關人物，依人名、籍貫作

一整理，可以發現：  

 31



福建個區域海外移民人口，自十八、九世紀以來的活躍程度77。試以下面兩個提

問歸結之： 

    一，以澎湖群島個案為例，語言與移民史料之間，論證邏輯的先後為何？先

有語料，抑或先有移民史觀？戶籍調查、祖譜資料是否可以作為探討語言現象的

「直接證據」？ 

    二，明代之後，當於何時，又有漢族人口登陸澎湖群島？這些移民的籍貫來

源，又是為何？ 

    這兩個問題，可以兩個設想進行較為具體的模擬思考78，請看【圖 5】 

 

    【圖 5】澎湖群島移民歷史動線設想圖 

 

 

                          A↘ 

     Ⅰ              B↘ 

              C↘ 

                            □    →        ░ 

                                                                  

                           A↘ 

     Ⅱ               B↘ 

               C↘ 

                            ░    →        ▓ 

                                                                                                                                            
    沈亮 詔安    林慊 同安        陳如琛 廣州       農孟區 廣西 寧明州 
    林送 詔安    林遜 同安        陳輝光 廣州      呂振鷺 河北 順天大興 
    沈壬 詔安    吳深 同安        陳壁光 廣州      江遜軒 江蘇 
    沈林 詔安    鄭金 同安                         何宜興 廣州    俞懋典 江西 廣豐 
  林回山 龍溪    洪錠舍 同安      鄭德興 德化       陳振記 廣州    杜光己 臺灣淡水 
  黃  文 龍溪    曾添   同安金門  胡寶定 順德      楊萬記 長泰    賃施均 晉江 
  鄭開禧 龍溪    洪謹家 同安                       楊成記 長泰    丁拱辰 晉江 
  林伯僚 龍溪                     陳衡寬 潮州 
    胡榮 漳州                     祝  鑑 潮州 
  蔡  節 廈門                     王  七 潮州 
  陳天祐 廈門                     段文忠 
77 亦有歷史學者注意到福建移民至中國西北部陜西的情況，這對於語言研究者而言，是需要加

以重視的問題。 
78 果若以「詞彙擴散」的概念，作為思考當中「線性」（linier）的發展，或許可以「多向性」、

「重疊性」說明由漳州、泉州和金門各地，散布於澎湖群島的梗概。「多向性」與「地理類型」

的形成恐有關聯，「重疊性」則或與「時間層次」有所接軌，可是，又該如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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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代表不同的移民來源，I □是假設澎湖群島原為無人島，而後 A、

B、C 人口移入之後而成為░的分布情況，II ░是假設澎湖群島在 A、B、C 等

人口移入之前已有漢人（甚至非漢民族）居住期間，而後 A、B、C 移入之後，

形成更為複雜的人口族群▓。 

    設想（Ⅰ）認為，澎湖群島全然無漢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直到宋元時期，方

有漢族人口遷徙至此。漢語文化層的形成時期，或許當以此為基準。但是這個設

想，必須先回答，為什麼處於中國大陸東南和臺灣區際的澎湖群島，由於「哪些

因素」導致長時期的歷史過程，全然無人類生活，直至宋元時期方有漢族入居。

因而，設想（Ⅰ）的困難度較高，因為需要排除的因素較複雜。 

    設想（Ⅱ）認為，澎湖群島原先屬於某些民族停留駐紮之處，時間不長，或

許是季節性的停留。直到漢族大量湧進，使得原先的少數民族語言層（或非漢語

語言族群），增加了一層漢語層。設想（Ⅱ）可以解釋零星的史料證據，同時為

南島民族的動線，找到了停泊站。但是，隨著漢民族勢力的擴張，明清時期的澎

湖群島閩方言，所必須面對的，即是在漢語閩方言區塊鄰接因素之下，究竟是哪

些次方言區域移徙而來？再次，方為日治時期戶籍調查，以及澎湖群島殘存的祖

譜資料，所呈現的移民來源的可能性。換句話說，語言材料的重要性先於移民、

戶籍普查，一方面在於島嶼區域史料的不完備，無法呈現移民問題的系統性。另

一方面，語言的邏輯並不等於歷史的邏輯，戶籍調查、族譜資料僅具備「間接輔

證」的性質，甚至兩者與語言現象亦可能全然無法扣合，是需要有所體認的。 

至於明代以來澎湖群島漢族人口來源，情況可能更為複雜，分為兩點說明： 

    第一，十六世紀中葉，中國與日本的私商往來頻繁，於是產生所謂的倭寇與

海寇。儘管當時有戚繼光、俞大猷等人於沿海緝私、剿伐海盜、倭寇，但是基於

福建商品經濟發展和海外貿易需求，始終無法全面遏止。福建月港，成為對外走

私中心，直至嘉靖四十四年，撫按奏請將月港置為海澄縣79。 

第二，觀察明代的移民史料，顯示原居於澎湖群島的漢族，基於當時鄰海海

域的「海賊」因素，在政治力量的操作下徙置大陸本土。這次的移徙政策，至少

讓我們必須設想澎湖群島「漢語方言」存續的時間，當以「有明時期」為鑑別的

基準。 

茲徵引《明實錄》所記載的幾段史料80，以利於進一步的思考，如次： 

                                                 
79 請參看曹永和（2000：89-106）。 
80 為了避免淆亂，《明實錄》萬曆四十五年八月癸巳朔、天啟六年九月丙子、崇禎四年二月丁

卯、崇禎五年九月乙卯，這四處的資料暫且不列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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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吏科給事中陳嘉訓疏論拾遺候代浙江巡撫尹應元，及福建巡撫徐學

聚，各貪婪暴橫狀：請亟點浙江撫臣，早與交代。其徐學聚於吳建一事，

官兵殺人數千，匿不以報。紅毛番之役，彼以一船來市，遠泊彭湖，一

矢未加，何功可敘。乞下部院勘議施行。不報。81

 

 （2）三十二年以撫、按並缺，令姦商潘秀等往販和蘭，勾引紅夷，詐韋麻郎銀

錢三萬，許以彭湖通市。臣等奉旨拒逐，今臣已告歸，而紅夷又至，殺戮

商、漁，薦窺內地，使沿海將士不得安寢者，是誰啟之乎？自寀壞海禁，

而諸夷益輕中國。以故呂宋戕殺我二萬餘人，日本聲言襲雞籠、淡水，門

庭騷動，皆寀之為也。惟皇上大奮乾斷，立命撤回，毋令寀肆炰  ，以中

國與外夷為市。疏入，亦不報。學聚之在閩，以卻紅夷事，原有功於閩。

而獨委曲高寀，為朝論不推。蓋自高寀後，紅夷無歲不窺澎湖矣。82

     

（3）大約倭奴之襲朝鮮、琉球者，乃關白時事。而尋常入寧區牛欄、溫（州）

麥園頭等處，皆中國之姦民購倭中之亡賴者剽掠海，未嘗稟仰其國王，而

敢狡焉大舉也。通貢之說，有之。乃稅使未撤時，閩人實誘之欲交通稅使

於閩開市。自撤後，其謀已寢矣。所稱海上倭船與我國唬船等，視大東船

小甚，然亦無巡船也。自以裁減取名，盡失前人規制。而兵與船皆虛弱敗

壞，無濟緩急。寧待將帥玩  、士卒離次而後可憂耶？至通倭，則南直隸

由太倉等處以貨相貿易，取道浙路而去，而通倭之人，皆閩人也。合福、

興、泉、漳共數萬計，無論不能禁。法能禁之，則數萬人皆倭，而禍立中

於閩。83

 

 （4）琉球國中山王尚寧遣通事蔡廛來言：邇聞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隻，欲協

助雞籠山。恐其流突中國、為害閩海，故特移啟奏報。巡撫福建右副都御

史黃承玄以聞，謂：雞籠逼我東部，距汛地僅數更水程。苦得此，益旁收

東番諸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瑕伺間，惟所欲為。指臺、礵以犯福寧，則

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戶危。薄彭湖以瞰漳、泉，則閩

                                                 
81 萬曆三十三年十月丙寅 
82 萬曆三十五年十一月戊午 
83 萬曆四十年八月丁卯 

 34



之內地危。非惟八閩患之，恐兩浙未得安枕也。84

     

 （5）倭船入福建彭湖地方，官兵擒斬賊首黃十二等於虎井嶼，撫臣王士昌具疏

上聞。85

     

 （6）福建巡撫商周祚言：紅夷自六月入我彭湖，專人求市，辭尚恭順，及見所

請不允，突駕五舟犯我六敖。86

     

 （7）萬曆甲辰，有奸民潘秀賈大泥國勾引以來，據彭湖，求市中國。不許，第

令仍舊於大泥貿易。嗣因途遠，商船去者絕少。即給領該澳文引者，或貪

路近利多，陰販呂宋。夷滋怨望，疑呂宋之截留其賈船也，大發夷眾，先

攻呂宋，復攻香山澳，俱為所敗，不敢歸國。遂流突閩海彭湖，城而據之，

辭曰自衛，時為要挾求市之計。87

     

（8）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奏：臣，閩人也。閩自紅夷入犯，就彭湖築城，

脅我互市。及中左所登岸被我擒斬數十人，乃以講和愚我，以回帆拆城緩

我。……今彭湖盈盈一水，去興化一日水程，去漳、泉二郡只四五十里。

於此互市，而且因山為城，據海為池，可不為之心寒哉。且閩以漁船為利，

往浙、往粵市，溫、潮米穀，又知幾千萬石？今夷據中流，漁船不通，米

價騰貴，可虞一也。漳、泉二府負海，居民專以給引通夷為生，往回道經

彭湖。今格於紅夷，內不敢出，外不敢歸，無籍，雄有力之徒不能坐而待

斃，勢必以通屬夷者轉通紅夷，恐從此而內地皆盜，可虞二也。……又據

千總陳士瑛稟稱：蒙差。88

 

 （9）巡撫福建南居益，條陳彭湖善後事宜：一議彭湖添設路將，一議戍守中左，

一議增兵，一議增餉，一議建城池、營舍，一議屯田，一議墩臺，一議用

人，一議內地防禦。章下所司。89

                                                 
84 萬曆四十四年六月乙卯 
85 天啟元年四月己丑 
86 天啟三年正月乙卯 
87 天啟三年四月壬戍 
88 天啟三年八月丁亥 
89 天啟五年四月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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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兵部尚書梁廷棟上言：閩寇之起也有二，其猖獗也有四，其蔓延而不可撲

滅也有二。請言其起：閩地瘠民貧，生計半資於海，漳、泉尤甚。故揚航

蔽海，上及浙直、下及兩粵，貿遷化居，惟海是籍。自紅夷據彭湖而商販

不行，米日益貴。無賴之徒，始有下海從夷者，如楊六、楊七、鄭芝龍、

李魁奇、鍾六諸賊皆是，此賊起之ㄧ。閩之土既不足養民，民之富者懷資

販洋，如呂宋、占城、大小西洋等處，歲取數分之息，貧者為其篙師、長

年，歲可得二三十金。春夏東南風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餘萬計。自

紅夷內據，海船不行，奸徒闌出，海禁益嚴。向十餘萬待哺之眾，遂不能

忍饑就斃，篙師、長年，今盡移其技為賊用，此賊起之二。90

 

（11）兵部覆福建巡撫勞堪題：倭寇一自北洋，一自廣海突入，意在窺犯興化、 

漳南地方。又有夥船出沒東湧、彭湖，欲圖聯勢劫掠，實係內地奸徒勾引。

各官兵奮勇撲滅，兩戰皆勝。共擒斬倭賊三十餘人，爭回被虜男婦六十餘

人。乞將效勞被傷官軍，分別賞侐及將倭賊梟示。從之。91

 

    若仔細分析《明實錄》所載這十一則史料，可以初步歸結澎湖群島海賊成因、

侵擾區域於次，要點有三： 

    第一，澎湖群島周圍海域海賊成因有二：前文（5）、（6）、（10）的史料顯示

福建地區原先即地狹人稠，資源分配的困難，勢必造成經濟上的紛擾。當時澎湖

群島又受到紅夷的佔據，增加通商的困難，「無賴之徒」遂下海為「夷」，此為

第一個因素。「呂宋、占城」等處原屬富裕，尤其春夏之際，東南季風的影響，

數十萬人以海為業，然而荷蘭紅夷的侵擾，又造成商船之不行，使得這個區域較

為貧困的階級：篙師、長年，以其長技轉為海賊，此為第二個因素。 

    第二，澎湖群島受到海賊的領據：（4）、（8）、（11）的史料，說明澎湖所處

位置，距漳、泉二府為近，當時擔任琉球國中山王通事蔡廛，即言「薄彭湖以瞰

漳、泉，則閩之內地危」。另外，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同則是談到「漳、泉二

府負海，居民專以給引通夷為生，往回道經彭湖」，指出海賊勢力範圍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由此亦可看出海賊問題東可延至琉球、臺灣，西南亦可至呂宋、占城，

是否同時造成這個區域之間言語問題的接觸、變化？便是必須直接面對的課題。 

    第三，（1）、（2）、（3）、（7）、（9）的史料記錄，則是說明澎湖群島作為通商

                                                 
90 崇禎三年十二月乙巳朔 
91 萬曆八年八月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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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是海賊覬覦的主因，是以明朝政府因而有戍守、增兵、屯田等計劃。 

    第四，透過這十一則資料，我們可以將明代海賊的活動範圍，圖示如次： 

 

    【圖 6】明代海賊動線構想圖 

         

         
 

    請注意，海賊尚有「倭寇」、「紅夷」，其中倭船並屢至澎湖。文獻史料提供

的歷史線索，豐富了我們的思路。其中海盜、漁民身分的雙重性，更是值得玩味

的。進而言之，澎湖群島閩方言的研究，需要更為關注該區區域歷史的相關問題，

而此正為本文所謂「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範疇。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類型與分布的相關問題 
 

以「類型學」觀點思考語言或方言問題92，目前較具有思考策略的研究面向，

                                                 
92 梅祖麟（1997：101）曾提出「漢語是吸收鄰近語言的類型特徵然後定型的」的說法，主要的

論證依據即是以修正Norman（1988：11）的七個類型特徵，重新加以檢證得之。只是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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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以語法層面為考量主軸93。整體考量漢語方言類型的地理分布問題，概以橋

本萬太郎先生（1976,1977,1979,1980）一系列的專文具有啟示意義。何謂「類型」？

橋本萬太郎（1978）儘管展現出指導性的論述，細節部份的說明卻相對為少94，

是以橋本（1980：406）進一步指出
 ： 

 

      現代の言語類型論の課題は、共時的には、個々の言語の類型構造を、全

体的に把握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言語の構造の各部分がいかにあり、

一歩すすんで、なにゆえそうあるかを、予告的に解明することにある。

通時的には、各種の言語の、類型構造の発展原理をみることによって、

一方では、人間の言語のあり方にたいする一般理論に寄与するとともに、

他方では、その観察分析をとおして、個々の言語の共時相のあり方にか

んする、いかにとなにゆえにとを、あきらかにする点にある。つまり、

言語研究の一番根本に、関係しているのである。95

 

    根據橋本先生的看法，掌握「語言關係」更能接近於語言史演變的面向96，

進而讓整個邏輯推論過程，找到具體的立足點。語言類型的地理分布研究，或可

簡言之為「語言的地理關係」，進而讓我們對於語言發展的時間序列，有更清楚

的認識。但是，請注意橋本先生原文「類型構造」（或是構造類型）指的即是「結

構類型」，「結構」的定義為何？何大安（1988：2-3）先生提出了下列的說法，

有助於我們對此概念的理解97，請看： 
                                                                                                                                            
恐怕尚未受到學者們重視與接受。請參看梅祖麟（1997）〈漢語七個類型特徵的來源〉，收入《中

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4：81-103。 
93 請參看Comrie 1989, Croft 1990, Kortmann 1997。 
94 至於比較語言學對於「型態」的思考，請參看Antoine Meillet（1925），岑麒麟譯（1957）《歷

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法》，北京，科學出版社。 
95 筆者譯文：現代語言類型論的課題，在共時層面，依循整體性掌握各個語言的類型結構，語

言結構各部份為何，預先解釋將何以如此，一步步進行解析。就歷時層面而言，依據所見各語言

其類型結構的發展，一方面，以一般理論思索人類語言的某些情況，另一方面，推估觀察與分析

所得。關於各語言共時形態的某些情形，掌握其何以如此，並且清楚解釋。總之，語言研究最重

要的根本在於「關係」的掌握。 
96 隨著歐美語言學家不斷的向世界各地進行語言調查的同時，藉由檢視各種調查、論證等方法，

並適時推出新的理論框架，卻反而使得許多漢語語言研究者，疏忽了歐美語言學者提出各種理論

背後的「問題意識」究竟為何？ 譬如，為什麼Chomsky要提出Performance以及Competence的概

念？Steven Pinker為什麼提出「人類天生所具有的語言能力，正如同蜘蛛會結網一般」？ 我們追

究、慎思的應該是這些問題，而非單純演繹其語言理論系統的諸多術語，更非單純著眼於羅列龐

大語料後的種種分析，惟有如此，我們才能更加理性的承繼西方語言學的方法及其方法論，並尋

得適於漢語研究的路徑。 
97 引論至此，需要澄清一個觀念，即是面對「相同類型的不同演變」，該如何解釋？我們相信採

取「結構類型」概念進行分析的步驟或當置於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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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客體或現象本身必須是一個整體，也就是需要具有整體性

（wholeness）。此ㄧ完整體之各部份，在來源上未必皆具同質性，但在運

作當時，並不自外於此一完整體。……第二，此ㄧ整體可以進一步分析為

許多組成的成分，這些成分依據不同的向度（dimension）組合成不同的

有作用的單位，而這些單位復能彼此配合形成整體的各部份。……第三，

必須有一套法則，或ㄧ套規則系統來支配這些成分之間的各種關係。這些

關係包括並存、對立、互補、選取、排取、蘊涵、替代等等。 

 

    針對澎湖群島音韻結構類型及其地理分布的相關問題，我們可再補充兩點想

法： 

    第一，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從歷史層面看來，具備《切韻》系韻書「音類」

的架構，可供我們思索時代間的「語音聯繫」。有宋以來的漢語研究者，正是以

《切韻》、《韻鏡》的「音類結構」為思考基型，進而纂作出數量龐大的文獻語料

（documentary materials），這是屬於漢語音韻「結構主義」的產物，只不過在宋

明時期心學、理學的哲學氛圍下，這批文獻語料的「生成」往往受到作者引用「虛

玄的術語系統」干擾下，受到質疑而掩沒之。換言之，明清時期大規模文獻語料

的出現，背後的因素為何是一個問題，個別作者採取各自的術語系統，是另一個

問題，我們該如何建立一套客觀，用以檢驗詮釋這批文獻語料的思考步驟的方

法，則又是另一個問題。98長田夏樹（1993）言及以比較語言學方法構建漢語史

的相關內容99，： 

 

中国現代諸方言のうち、呉語系方言の語頭有声子音bʰ˗、dʰ˗、gʰ˗、ʣ˗、

z˗、v˗、閩、粵、客家方言の語尾子音m˗、p˗、t˗、k˗等種々の点において

古形を存するものがあるが、これら諸方言は、いずれも訳音、韻書及び、

                                                 
98 語言的田野調查工作，是每個研究者都必須實際操作的課題，語料的蒐集、整理，方才是提

出理論的基礎工作。由早期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諸位先生，到現在大陸地區的許多方言

調查材料的出版，儘管數量越來越多，不過，由於涉及到調查的區域廣狹、訪談人的年齡、數量

及其代表性等等問題，若是調查者本身未曾意識到這些問題，那麼，接續的研究者在閱讀完這一

批一批的材料後，所形成的思維框架，到更進一步的理論詮釋，又如何能夠「檢證」整體思路過

程中的「盲點」？另外一個問題則是，果若回到音韻層面的問題，儘管語音的表層現象看似繁瑣，

然而對於有經驗的研究者而言，即使缺少了某個「時段」的形式結構，依然能夠藉由語音學、歷

史語言學的知識進行可能的推估，可是，這些「慣性的步驟」對於音韻學研究的推展，是否有實

質上的幫助？如果上述的兩個問題，不會受到唐突前人的誤解，我們恐怕必須重新審察漢語語言

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99 請看長田夏樹（1993）《長田夏樹論述集－漢字文化圈と比較言語學（下）》，日本，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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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音の史的比較研究によって査定し得る中古音より遡り得るものは

なく、また春秋左氏伝、公羊伝その他先秦文献に看取し得る古代方言と

の直接の関係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るから、中間共通語としての中古中国語

の存在を想定し得る。100

 

    在這段文字當中，長田先生對於域外對音、韻書的認識，是有些許不足的。

理由是文獻語料、域外對音材料和現代方言，其「聯繫基礎是必須論證的」，未

經論證，其聯繫過程的粗糙及其合法性，都是可以預期的。處理文獻語料與現代

方言的對應問題，其方法是否全然適用於毫無文獻語料殘存的區域？雖不易回

答，但方法的調整與補充，是可以預想的。次者，假設「某個時代音系的存在」，

能否更進一步解釋這個「假設音系」存在的「相對時間」？對於這個問題而言，

我們認為方言區域及其語言現象的空間分布問題，可以做為解釋的基準。以《切

韻》音類為分析單位的文獻語料研究，即便作者時代確立，其所「構擬」的音系，

仍不足以說明「絕對時間」的實際意涵，則是需要補充的101。 

    第二，大橋勝男（2002）言及方言地理學的學理依據問題，曾談到102： 

 

方言地理学の基本原理は、言語の地域差を前提としている。しだがって、

方言消滅が徹底し、方言地理学実践対象地域の言語が同じになった場合

には、方言地理学はその方法上の根拠を失うことになる。103

       

    大橋先生的說法，指出方言地理學可能遭遇的難題，從而使得我們在進行澎

                                                 
100 筆者譯文：在現代漢語方言當中，關於吳語方言聲母的濁輔音、閩粵客家話的韻尾等等，儘

管保存了古老的形式。那些現代方言形式，並不能夠從依循域外對音、韻書，以及漢語音韻比較

的研究史所得的中古音形式查出。因為，要能夠考量到春秋左傳、公羊傳及其他先秦文獻所取得

的古代方言，與之並無直接聯繫，因而必須假定作為過渡時期的中古漢語的存在。 
101 人類對於語音的感知，與優選論（optimality theory）強調「選取」的過程是若合符節的，其

與考古學藉由物質世界的建構，物質的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絕對時間」是不可相互比擬的。「語

音」固然有其物質性，可是經由人耳的記錄，研究者的語音感知不同的情況下，不同區域所選擇

的發音人全然不同的情況下，當中涵藏太多的「變數」，這些「變數」的存在皆足以否定單純以

「形式」作為絕對時間的設想。或許有人會問，難道經由現存文獻語料的構擬分析，會不可靠？

那麼，所有音韻學家的構擬工作豈都不足信也？這其實是兩個問題，並不能夠混淆。我們相信文

獻語料本身的音系擬構，某種程度反映各個時代的「音韻邏輯過程的推導」，但是，某個時代、

某種文獻語料的構擬，是不足以稱之為「絕對時間」的。再次，如何藉助方言地理學的思路，檢

證比較法設想的可能性，是整個問題的關鍵。 
102 請參看馬瀨良雄監修，佐藤亮一、小林隆、大西拓一郎編集（2002）《方言地理学の〈課題〉》，

東京新宿，明治書院，平成 14 年 5 月初版，p.374。 
103 筆者譯文：方言地理學的基本原理，是以語言的區域差異為前提。準此，當方言徹底消失時，

在方言地理學當中，面對成為一致的區域語言。方言地理學的方法，便會喪失根本作用。 

 40



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的過程，時時懷有自覺性的反思。不過仍然隱藏一個問題，即

是日高水穗（2002）所提出的，其言104： 

 

      方言地理学は、その基本的仮説として、「言語の地理的分布には整然と

した秩序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れから、「隣接分布の原則」「周辺分布の

原則」といった言語の地理分布に関する諸原則が成立することになる。

ところで、これらの原則の成立には、自然言語の特性の一つである「言

語の恣意性」ということが前提となっている。105

 

    語言任意性的問題，是比較語言學和言語地理學，共同面對的課題，尤以「言

語層面」為最。倘若能以「結構類型」觀察之，其中的規律性，同樣可以符合方

言地理學所謂「固有變化原則」以及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語音演變無

例外規律」的設想。 

 

                  第二節  方法取徑與論述策略      
 

    現代漢語與日本語在音韻層面的研究，分別可以高本漢（Karlgren）和東條

操（TouziYou-Misao）兩位先生為代表。高本漢透過《切韻》音類和漢語北方區

域的實際訪查，認為現代漢語方言皆由《切韻》所派生而出106，其後藉由趙元任、

李方桂與羅常培三先生共同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遂使其音韻思想順著

時勢而廣布。東条操設想日本語的諸方言是由同一體系分離、分裂而成，續以服

部四郎、北条忠雄和平山輝男三先生，透過實地調查與相關著作的發表 ，逐步

形成日本比較方言學的初步規模。 

    在以「歷史比較法」為「主流」趨勢發展茁壯的同時，處於「伏流」發展的

「方言地理學」思想，亦處於醞釀成形的階段。從印歐語言學的發展史看來，方

言地理學（dialect geography）即是產生於比較方言學風靡的時期（高橋顕志 

2002）。果若我們繼續追問「比較方言學」和「方言地理學」兩個學科意識，其

                                                 
104 請參看馬瀨良雄監修，佐藤亮一、小林隆、大西拓一郎編集（2002）《方言地理学の〈課題〉》，

東京新宿，明治書院，平成 14 年 5 月初版，p.167。 
105 筆者譯文：方言地理學，其基本假說是考量「語言的地理分布是整齊一致的」。因此，關於所

謂「鄰接分布原則」、「週邊分布原則」的語言地理分布的諸原則是成立的。是以，在這些原則成

立當中，自然語言的其中一個特性，所謂「語言的任意性」便成為前提。 
106 閩方言是唯一的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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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差異性為何？金田一春彥（1974）先生提出了兩個學科的四點區野107，請

看： 

 

    （1）方言地理学では二つ以上の地点の言語事実の相違を資料として、そ

の地域の過去の言語事実をあき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比較方言学では、

方言を一つの言語体系として扱い、二つ以上の方言を比較してその系統

をあき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108

 

  （2）方言地理学では、二つ以上の地点の相違のある言語事実ならば、ど

のようなものでも研究の対象とする。比較言語学で二つの方言を比較す

る場合には、言語体系を変化しにくい根幹的部分と、変化しやすい葉的

部分とに分け、根幹的部分についてならば相違のないことでも比較の対

象とする。109

 

（3）方言地理学では、よるべき原理として、ド－ザの言った〝地区連続

の原理〝と、もう一つ、私の言葉で言うと、言語要素の〝優勝劣敗の原

理〝を重要視する。比較方言学では、音韻その他〝言語要素の規則的変

化の原理〝を重要視する。110

       

    （4）方言地理学では、二つ以上の言語事実がどのような広さにどの問う

な形で行われているかという分布状況に注目し、その地域の過去から現

在に至る交通その他住人の生活に深い関心を払う。比較言語学では、同

じ方向に変化する語類があると考えるところから、何拍語にはどのよう

な語類が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それぞれの語類に属する語はどのような

                                                 
107 請參看《日本語方言の研究》，，日本，東京堂出版，昭和五十二年八月。  
108 筆者譯文：所謂方言地理學，是蒐集兩個以上地點，其語言形式不一致的材料，使得區域的

歷史的語言發展，呈現清晰的學科。所謂的比較方言學，則是將方言作為一個統一的體系，藉由

兩個以上的方言比較，使其系統清晰的學科。 
109 筆者譯文：所謂方言地理學，果若兩個以上地點的不一致，成為某種語言事實，即便是如此，

亦是其研究的對象。所謂的比較方言學，將兩個方言進行比較時，對於語言系統當中，變化較為

複雜的根幹部份，以及音變較為簡易的枝葉部份，分別開來，即便關於根幹部分的差異是不存在

的，同樣是其比較的對象。 
110 筆者譯文：所謂方言地理學，作為依據地域的原理，即所言「區域連續性的原理」，還有一個，

以我的術語言之，則是重視語言要素的「優勝劣敗的原理」 。所謂比較方言學，則是重視音韻

其他「語言要素的規則性的變化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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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で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つとめ、そうしてさらに、

語類がちがった方言の間でどのような規則的関係を結んでいるかに注

目する。そうして一方、規則的変化というものは、どういう変化の向か

って行なわれるかに注意して、その方言のちがいのできた経路を明らか

にしようとする。111

 

    以這四段描述性質的闡釋，可以約略勾勒出方言地理學和比較方言學，所關

懷的對象及其面臨的可能問題。然而，很顯然地，比較方言學集中於「形式」的

演變規律、規則變化，至於其他影響因素並非此學說用心之所在，是否將語言現

象與人文歷史切割開來？橋本萬太郎（1980：285-307）明確提出了比較法的基

本問題112，其中，橋本先生針對比較語言學「所謂同系的意涵」，則有較具批判

性質的說法，請看： 

 

われわれはこれらの言語を、共通の祖語にみなもとをもつ、同系の言語

である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ろうか？いうまでもなく、いうまでも

なく、それは、ここでいう「同系」よいうのは、科学の一分野の術語で

あって、その専門的な定義が、このことばの常識的に意味するところと、

ちが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ある、ふたつの言語が同系であるという仮説

は、いちごんにしていうと、そのあいだに、ぜんたい的な構造原則の類

                                                 
111 筆者譯文：所謂的方言地理學，兩個以上的語言現象，以所問的形式，就其廣度，注意其所

言的分布情況，關切區域的過去情況，以至於現在的交通以及居民的生活。比較語言學，從考量

相同變化方向的語言類型，到何種語言具有相同類型？這個意涵是，依循那些語言類型，以辨明

是否有這種語言為任務。是以，進一步而言，以語言類型相近的方言之間，尋找是否有這種規則

的關係為目的。另一方面，所謂規則的變化，指的是注意是否依循這樣的變化，即是釐清那個方

言相近的可能演變路徑。 
112 或可參看橋本萬太郎先生於《現代博言學》的另外一段說明：「AとBという言語形式があっ

たとしよう。AからBにかわる変化と、BからAにうつる変化が、平行しておこるとしよう。こ

の変化は、（１）A>B（２）B>Aと定式化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変化は、いろいろ言語につい

て観察されるが、ことが瞬時にすむことを前提としていることは、あきらかであろう。しかし、

その一方では、変化が瞬時にすむなどということなど、ありうるはずがないことも－これも、

だれでも知っている。なぜなら、ひとつの言語ぜんたいを、個人が実現するのには、たいへん

な時間を要する。ましてや、その言語集団ぜんたいが、ことに参与したらである。史的発展の

実相からとおざかっているから、比較方法における『なぜ』の説明には、常識人にはとてもか

んがえられない、ひとをくったところがある。古典アルメ二ア語では、なぜerk－が、インド•
ヨ－ロッパ祖語の*dw－に対応するのかという疑問をもった読者にたいする返答は、でだしは

立派である－いわく、そこにはインド•ヨ－ロッパ祖語の*dw－が、アルメ二ア語のerk－に対

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une règle générale（一般法則）があるのだ、と。どんな法則かおもって

みると、なぜならば、これとおなじ対応をしめす例が、ほかにふたつ知られている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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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があるばかりでなく、個々の言語形式（単語、形態素など）のあいだ

に、外見上の類似とは関係のない、音韻の対応関係がみいだされるのに

気のついた言語学者が、かかる対応は、そのもとにある、ふかい系譜関

係を仮定するなしに、どうして納得がいくだろう、と感嘆した、その「感

嘆」をもととしている。いわば、信念であり、数学でいえば定理みたい

なものである。だから、そこのところは、ふつうにいう「証明」が出来

ていないどころか、もともと「証明」のはいりこむところではないので

ある。それにこのような仮説にたいする、関連事実のデモンストレーシ

ョンは、ほんらい、「証明」というような表現をもってよぶべきではな

いのであるが、前世紀来のインド•ヨーロパ語にたいするこの種の探索

が、かなり精緻になったために、いまでも平気で、音韻の対応が確立さ

れたら、同系であることが証明され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いわれるよ

う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じじつ、フェルジナン•ド•ソシュールが理論的に

想定して、のちにヒッタイト語がほりおこされてその存在がたしかめら

れた、インド•ヨーロパ語の有名な喉音の発見など、内実を知らずに話

しだけきいていると、素粒子論の初期いあった、中間子「発見」までの

物がたりをおもわせるようなところが、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ある。しか

し、「証明」ということを厳密に問題にするかぎり、n足すnが２nである

ことさえ、形式上の「証明」をしないと気のすまない精密科学からみた

ら、この言語学でいう「証明」は、笑止千万であろう。113

       

    橋本先生「證明」一語指出了比較法的可能困境，換句話說，語言「同系」

                                                 
113 筆者譯文：當我們掌握各語言共通的祖源語，但是，是否作為同系的語言皆是如此？現在所

言恐非如此。所謂「同系」的說法，是科學分野的語言。可是，那個專門性的定義，卻意味著這

個語言的常識，因此是有所牴觸的。換言之，所謂兩種語言同系的假說，一言以蔽之，在那之間，

並非只有全體性的結構原則的近似，在每個語言形式（詞彙、詞素等等）當中，沒有外在形式的

近似關係，能夠注意而看出音韻對應關聯的語言學者，關懷對應關係，並以之為基礎，做出具有

深厚關聯的假定，為何能被接受呢！令人感嘆，且不間斷。如果說，這是信念，是能夠以數學而

得出的定理。只是，在此處，不能進行平常所言的「證明」嗎？原先的「證明」並非是複雜的。

針對這樣的假說，與事實相互關聯的介紹，原來，儘管並非是持之而呼為「證明」的展現，然而，

上個世紀以來，對於印歐語的種種探索，相當程度都是為了指明這種說法。直到現在，較能平心

靜氣，指出如果音韻的對應關係能夠確立，便能夠證明是同系的說法，全然以此為說。事實上，

費南德索緒爾在理論的設想，其後，西提文字的出土，能夠被確立其存在，直到印歐語有名喉音

的發現等等，無法知道事實，聽的只是口耳相傳。當原子論發展的初期，儘管，能夠想到類似直

到原子「發現」的事，並非是要感動流涕的。但是，受限於以嚴密的問題論證所謂的「證明」，n

加n等於 2n，由形式上無法「證明」以及無法由精密科學看出，這個語言學科所謂的「證明」，

便是貽笑大方。 

 44



的「信念」能否經得起檢證？是橋本先生所懷疑的問題。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

問題則是，處於大陸東南與臺灣區際的澎湖群島，在文獻史料與語料雙重缺乏的

情況下，朝向以語言調查所得，建立起「古澎湖群島的音韻系統」（Proto Peng-Hu 

phonological system）是否真能實現？因為必須接續著追問，這個「音韻系統」

與「閩南古語」114，甚而至於「閩方言古語」的關係為何？只是當一層層的「同

系」問題逐漸歸向「時間軸心」提問時，一個最為迫切嘗試的方向，便是與本文

論題相關的「空間分布」的方向推索，申述至此，我們需要繼續回答兩個問題，

其一，「方言地理學」的具體內容為何？其二，本文取法方言地理學的思路，又

該如何具體呈現？ 

 

    一、方言地理學的運用及其方法論 
 

    基於前文對於「方言地理學」和「比較方言學」的初步認識，需要接續提出

的兩個問題是： 

    一，本文在方法取徑方面的具體思路為何？ 

    二，如何建立一套詮釋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類型與地理分布的方法？ 

    針對這兩個問題，橋本萬太郎先生（1980：345-365）解釋琉球地區的奄美

島、沖繩島方言的觀念與方法115，對於我們思考介於中國大陸和臺灣的澎湖群

島，在文化以及語言上的過渡問題，帶來相當程度的啟發，橋本先生嘗言： 

 

      あまたある日本語の方言のなかでも、地理的に、大陸のなかでもそこに

                                                 
114 過去，洪惟仁先生以《彙音妙悟》為共同閩南語的依據，可是真正的問題是，「為什麼」以《彙

音妙悟》為基礎？這部韻書的基礎方音為何？以《彙音妙悟》思考閩南方言問題，無疑認定現代

閩南方言是由《彙音妙悟》「演變而來」，這很可能是個非常危險的設想。其危險性遠勝於高本漢

以《切韻》為據，思考現代漢語方言問題。理由有五：一，目前的研究，無法說明為什麼《彙音

妙悟》可與閩南方言各區域聯繫？二，由各區域族譜、日治時期人口普查，皆無法證明泉州人分

布的確切區域，更無法證明泉州人為各區的大宗，小川尚義《台日大辭典》更顯示臺灣本島漳州

人多於泉州人。換言之，以《彙音妙悟》為據，還必須解釋何以潮州、漳州、廈門等區域的文獻

語料，為什麼不能與《彙音妙悟》「等位視之」，而必須被屏除在「共同閩南語」之外？三，今日

所見閩方言區域文獻多是清代韻書（少數是傳教士所纂作），《彙音妙悟》更是晚於閩東《戚林八

音》之後，何以如此晚期的文獻語料可以視為「共同閩南語」的依憑？四，為什麼清末方有「共

同閩南語」，清末之前，「共同閩南語」是否存在？如何證明？若無法證明其存在，這個「共同閩

南語」僅能是個「空概念」。五，我們無法排除這批清代的閩南文獻語料，其個別音類的「混併」

是屬於「後期的變化」，換言之，閩南系文獻語料的個別問題，尚未取得具體共識之前，以任何

一部文獻語料，企圖聯繫某個區域、某些區域的音韻問題，不僅無法切合歷史邏輯，遑論音韻邏

輯的有效性。這五個問題，是我們閱讀目前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研究報告所產生的疑惑，儘管不得

其解，但是衷心期待這五組問題將來能夠獲得研究者「系統性回應」。 
115 繼《言語類型地理論》（1978）之後，橋本先生另一部思索語言現象和理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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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存在しないところの、子音間に無声有気－有声－無声無気という３ 

対立のある方言のはなされている江南地方（と、そこから、断続的に西

南方にのびた地帯）－その江南にちかい地方の「日本語方言」にだけ、 

       [t´a]（田）－無声有気音 

          [da]（家）－有声音 

          [ta]（舌）－無声無気音 

   のような、３項対立のみられる（与那国方言）という事実を冷静にみつ 

   めて、その個々の形式について、内地方言の対応する諸形式にたいする、

かなり明確な対応規則のみいだされることを承知しつつも、しかもなお

かつ、なぜ、この大陸江南地方にちかい方言にだけ、これがみられるの

か、と問いつづけた、あくまでスぺキュレ－ションにすぎなかった。柴

田博士の「仮説」は、さすがに、ながい臨地調査の経験をもたれる、こ

の分野の専門家の論考ふさわしく、この無声無気音（音声学的には、喉

頭化をともなった無声無気音）の「発生」にかんする、従来の説を承知

ながらも……この３項対立を、柴田博士のように「言語上層」、「傍層」

にぞくするものとするか、卑見のように言語基層（substratum）に由来

するものとするかについては、いろいろなかんがえかたが、できること

とおもう。……近代以前の琉球国に、対岸の中国から、相当数の住民が

流入し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ており、そのことと、いまここに問題とし

ている「地域特徴」の発生とは、けっして無関係に、かんがえられない

からである。移住民の流入は、正史にもみえていて、慶安庚寅（一六五

○年）、向象賢になる『琉球国中山世鑑』の巻２には、たとえば、 

       「洪武 25 年【一三九二年】に人３６姓の移住があり、いまの久米

村の住人は、その後胤である。ただ、姓といっても、のちにおとろ

えて、現存するのは、わずかに、蔡と鄭と林と梁と金の５家だけで

ある。」 

      というような記事がみえる。……柴田博士の立論の重要な基礎は、奄        

美•沖縄方言の無声無気音は、方言間の歴史的な対応がないという事実

にある。従来国語方言学者、「沖縄学」者が、かならずしもじゅうぶん 

   注意をはらわれなかった重要な点である。……しかし、ここで、たいへ  

ん興味ぶかいのは、東北隅における無声無気音の「できかた」と、西南

における「できかた」のどちらをとってみても、それらは、いずれ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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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岸の大陸における言語の音形論、音用法の状況を考慮しないと－すく

なくとも、それを念頭におかないと－、なぜという説明がつかない点で

ある。116

       

    在這段長文中，其實帶出三個重點： 

    一，奄美島、沖繩島（那霸、名護兩方言點），經由柴田武先生長時間的調

查，發現聲母語音形式有三種類型：清音送氣∕濁音∕清音不送氣，針對這個發

現，橋本先生轉而由「層位」（substratum）的概念提出解釋的可能，當中還涉及

到「地域特徵」的影響性117，於是橋本先生更進一步描繪出奄美島、沖繩島的音

韻類型，請看【圖 7】： 

 

    【圖 7】奄美島、沖繩島音韻類型地理分布圖 

               

              

                                                 
116 筆者譯文：即使是在大量日本方言中，並非僅是存在於地理性的、陸地的區域，在江南地區，

輔音當中有所謂「無聲無氣/有聲/有聲無氣」三項對立的某種方言（所謂江南地區，是指從西南

斷斷續續相連的地帶）－接近江南的地區的「日語方言」能夠看到（與那國方言）三項對立的音

讀形式： 
          [t´a]（田）－無聲有氣 
          [da]（家）－有聲 
          [ta]（舌）－無聲無氣音 
      冷靜面對這樣的事實，關於各種形式，針對與內地方言對應的形式，相當明確的對應規則，

即使能夠持續呈現，例如：只是在大陸江南地區接近的方言，能夠被發現？即使不斷追問，至今

的標準測度仍沒有超過。柴田博士（案：指柴田武先生）的「假說」，畢竟是長時間的實地調查，

支持這種音讀形式區分的專家，對於這個無聲無氣音（在音韻學中）「產生」，即使接受歷來的說

解。柴田博士作為「言語上層」、「旁層」的解釋嗎？如以鄙見，即以語言層（substratum）作為

由來的說明是如何呢？儘管有各種想法，我仍在思考可行的詮釋方法。……根據了解，近代以前

的琉球國，從對岸的中國，移徙了相當多的居民。針對此事，直到現在仍是「地域特徵」發生的

問題，即使毫無關聯，仍是不得不考量的。居民的移入能夠見於正史，譬如在慶安庚寅（1650）

年，向象賢所纂寫的《琉球國中山世鑑‧卷二》： 
洪武二十五年（1392），有三十六姓移入，現在久米村的居民為其後嗣。只是，即使能言其姓氏，

其後逐漸衰亡，現在僅有蔡、鄭、林、梁、金五姓。 
能夠看到這樣類似的記錄。……作為柴田博士立論的重要基礎，奄美、沖繩方言的無聲無氣音，

卻沒有所謂方言間歷史對應存在。歷來方言學者，「沖繩學」的研究者，並未曾注意這個重點。……

但是，此處充滿十足的趣味，即使嘗試掌握關於東北部清聲不送氣，以及西南部的「可行方法」，

那些可行方法，是哪一方面？即便未考慮到對岸中國大陸語言的音韻形式和運用的種種情形，即

使線索太少，以至於未能形成相關思路，仍是無法說明當中的音韻問題是何以如此的。 
117 關於「層位」與「地域特徵」的相關問題，請參看西光義弘（1990）〈言語接觸のタイプ〉，

《言語研究》9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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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 7】中，可以明顯看出，東北方的奄美島、沖繩島以及西南方「与那

国」、臺灣（閩方言）是屬於「3 項對立」的區域，介於兩者之間則為「2 項對立」

的形式。 

    二，橋本先生開始思考「琉球」在歷史上的移民問題，當中最重要的資料即

為向象賢（按：日文原名為羽地朝秀）於 1650 年所作《琉球國中山世鑑》一書，

向氏為當時琉球王族出身的官員，因此所撰作的這部書，具有相當程度的參考價

值。書中敘述洪武 25 年（1392），有來自中國大陸的閩人 36 姓移居久米村，直

到現在（向氏記錄時間）仍有蔡、鄭、林、梁、金五姓存在。橋本先生因而開始

思考當時琉球方言和漢語的「接觸」問題，在討論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橋本仍注

意到漢語北方方言向南方移動的動線問題，並著手設想奄美、沖繩島「3 項對立」

的現象，與閩方言聲母「[p´]、[b]、[p]」三項對立的關聯性。最後指出琉球方言

「區域特徵」的問題，其中，土田滋、金關丈夫兩位先生，則特別注意到臺灣高

砂族可能帶來的影響。 

    三，橋本先生的思路呈現語言研究關注歷史層面問題的必要性，更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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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考慮到「可行方法」問題，「可行方法」或可等同於「詮釋邏輯」（interpretation 

logic）的概念，即便我們所能掌握的線索不足（包含現存文獻線索的殘缺所致），

仍需以殘存的線索，系統性的推估可能的歷史樣貌。聯繫前文的相關討論，一方

面，可以解釋為什麼我們取擇方言區域史的看法，作為思考澎湖群島閩方言、南

島語島名的動機。另一方面，則是企圖說明語言類型與地理分布研究，需要更為

掌握區域文化問題，方言地理學的內在精神和語言調查研究的整體意義，方有呈

顯的可能118。 

    現在，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是，何謂「方言地理學」？其學科意識為何？柴

田武（1963）先生曾經談到「言語地理學」的基本原則： 

 

      言語地理学で、地理的分布に推定を加えて歴史を再構する、その根拠は、

「地理的分布は歴史を反映しているはずだ」という仮説にある、言語の

歴史は言語の一定の時間的であるから、それを反映する地理的分布も整

然とし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そこで、「地理的分布は整然としているはず

だ」という仮説が立つ。それは、記述言語学で「言語記号は整然とした

体系を持っているはずだ」という仮説を立ているの比較できる。集めた

資料をそのまま地図に記入するだけでは必ずしも整然とした分布図は

得られない。えがき直すというのは、集めた語の分類を変えてみるとい

うことである。もし、どのように分類し直しても整然とした分布が得ら

れないならば、調べ方が悪いと考えられる。119

       

                                                 
118 以現存文獻語料的歸納，作為訪談材料固然具有某種意義，但是，原鄉方言進入臺灣各地區

之後，其與區域內部方言接觸的實質問題，恐怕都必須納入討論範圍，更何況可與閩南方言島嶼

區域「直接接軌」的文獻語料，可以說是完全不存在的。如果運用「間接」的屬於原鄉區域的文

獻語料研究調查，而無法說明「何以接軌」？何以能夠「直接聯繫」，這在方法論上是完全站不

住腳的。以近代漢語音韻研究概況論之，今日閩方言區域的文獻語料多是有清時期的產物，其所

呈現的都是針對《切韻》「音類」的歸納思考，研究者必須先說明該韻書與《切韻》音類的聯繫

問題，其類型研究才會有「歷時」的意義。就更為重要的是，該文獻語料，與該區域常用詞彙是

否有所聯繫，同樣是必須論證的。語言調查研究，絕非機械式的操作。為了某部韻書擬音，而進

行語言調查，動機雖不至於全然錯誤，卻是一種對於語言學共時與歷時研究的「誤會」。 
119 筆者譯文：所謂的語言地理學，指的是推定地理分布，重新擬構歷史。這個理論的依據，在

於「語言的地理分布，反映的是歷史的演變」的假說。語言的歷史因為是語言的一定時期，因此

它能夠完整的反映在地理的分布。立基於此，所謂「語言地理的分布，能夠整齊的道理」的假說

因此可以成立。因而，能夠與描寫語言學所建立的「抱持語言符號是完整的體系」的假說，相互

比較。將所收集的語料，僅隨意的記入地圖之中，必然無法獲得整齊的地理分布圖。所謂修正描

繪，指的是嘗試改變所收集的語料的分類。假如，以某個方式修正其分類，而不能夠獲得完整的

地理分布情況，就應該考量到調查方法的誤謬。 

 49



    柴田先生順著這一段文字，繼續說明方言地理學假說（hypothesis）的一般

原則： 

 

（1）「隣接地域の原則」である。（1963：102） 

語が地を這うように広まるといっても、A集落でうまれた語が、まず、

すぐ隣りのB集落へ、ついで、そのすぐ隣のC集落へ、というように広

まるとは必ずしも決まっていない。ときには、A集落からQ集落へ飛火

のように広まり、そのQからR、さらにSへ広まることもある。120

 

  （2）「辺境残存の原則」である。（1963：102） 

ある語が中心地から遠いところに分布していても、その分布地域がそこ

だけならば、その語はそこで独自に発生したものかもしれない。ある語

が、隣接しない２箇所の辺境に分布しているときには、まず移住による

可能性もあるが、３箇所以上の辺境に分布しているときは、同じ語がそ

ういうふうに別々のところで独自に発生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きわめて希

なことだ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それは、かつて分布地域が連続していたの

が、辺境だけ残ったと考えるほうがいっそう真実である可能性が大きい

というわけである。「方言周圏論」は、実は「辺境残存の原則」が同時

に何度も当てはまる場合に成立する。この仮説が成立するのは、ある語

が他の別の語（語原の違う語）と入れかわるような変化の場合である。

言語形式の一部が変わる（訛る）場合とか、言語形式の上にかぶさって

いるような二次的特徴、たとえばアクセントの型が変わる場合とかには、

この原則が当てはまらないことが多い。むしろ、こういう場合の変化は

辺境で起きることがある。121

                                                 
120 筆者譯文：即便所言語言是以區域廣泛散佈，但是，在A聚落所形成的語言，首先，向B聚落

擴散，其次，向C聚落擴散。這種廣佈的情況並非具有決定性。在此時，以飛火的形態，從A聚

落向Q聚落延燒的方式，亦有從Q到R，進而向S的情況。 
121 筆者譯文：某種語言，從中心區域向較遠的區域分布，果若分佈的只是那個區域，那個語言

便不得不獨自發生變化。但是，當某種語言，不是處於鄰接的兩個區域時，儘管，首先依據移住

居民的可能性，在三個以上邊境區域分布時，因為考量到相同的語言，在所謂封閉的個別區域，

個別發生變化是較罕見的。是以，分佈區域的連續性質，考量到只有邊境殘存一面，其真實的可

能性是比較大的。「方言周圍論」，實質上，「邊境殘存原則」在同時、同條件下成立。這個假說

的成立，某種語言（與原來語言差異的語言），與其他語言交替而產生變化的情況。在語言部分

形式變化的情況，語言形式上所附加的特點，譬如，在聲調調型變化的條件下，這個原則涉入的

情形是較多的。亦即，在邊境區域產生這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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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固有変化の原則」である。（1963：102-103） 

   １語１語の分布図をえがくと、その分布の模様は千差萬別で、１語１語

違っているといっていいほどである。もちろん、多くの語のなかには、

ほぼ完全に一致するのもあるが、原則として１語１語が固有ぼ分布を持

っている。語にはそれぞれ固有の歴史があるからである。122

 

  關於（3）「固有變化的原則」，柴田先生進一步補充： 

 

（4）言語地理学は、最近、１語１語の歴史ではなく、言語の体系的部分

そのもの歴史も扱おうとしつつある。……一般に言語の体系を組み立て

るときに、語として例外が必ず生ずる。それが例外である理由を説明で

きるのも言語地理学である。また、そういう例外は、歴史的変化にとり

残されたためとか、新しい変化の先触れであるためとかといった歴史的

変化の例外であ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を説明するのも言語地理学である。

（1963：105）123

 

  順著柴田（1963）的思路，徳川宗賢（1975）認為若再補充三點，可以使其

更加完善，其言： 

 

     （1）連続分布の原則（AA型分布）もっとも基本的な原則である。Aの

隣にAがあり、その隣にもAがあるというような場合、それぞれのA相

互に関連があった可能性が強いと考える。各Aの使われる地点に交流が

あれば、各Aはまず無関係ではなかろう。124

 

     （2）隣接分布の原則（AB型分布）柴田氏のものをさらに消極的に考え

                                                 
122 筆者譯文：描繪出每個語言的分布圖，以其分布的差異，所言各語言的區別是較好的。當然，

在多數語言當中，儘管有完全一致的形式，抱持每個語言有其固定分布作為原則。因為在語言中，

是有其種種的固有歷史。 
123 筆者譯文：近來，語言地理學，並非是一個個語言的歷史。持續歸納語言內部體系，各部份

的歷史。一般而言，當建立起語言的體系，其例外必隨之產生。能夠說明例外理由的是語言地理

學。又，所謂的例外，是否是歷史變化的殘存？還是率先接觸到新的變化？將此說明的學科是語

言地理學。 
124 筆者譯文：連續分布的原則（AA型分布）是最基本的原則。與A類型相鄰的，則有A類型的

情況。能夠考量那些A類型相連有較強的可能性。如果有使用A類型的各個地點，原先各個A類

型，應該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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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つまりAの隣にBが分布する場合、A>B、またはB>Aの歴史を考え

る。この程度にとどめようとするのである。もっともこの場合にしても、

もとはACBであって、Cが消えてABになったなども考えられるから、限

界はある。ただし、ABの使われる地点間に交流があれば、ABの接触面

で、現在何らかの摩擦の生じていることは考えていい。125

 

（3）周辺分布の原則（ABA）ABが別語根の場合に、特に適用しうる。

ただし、全域Bだったところ、地域の両端で無関係に平行的な類義語か

らの転義‧比喩表現からの転化‧隣接位相語からの転位などが起こって、

ABAの生ずる場合のあることも、考慮外におくことはできない。126

       

    整合柴田武、徳川宗賢的說法，則方言地理學的基本原則與方法，或可歸結

為三點： 

    一，方言地理學認為語言的分類，與地理分布情況當有一致性，如果無法反

映這種現象，便需要檢討調查方法的問題。 

  二，方言地理學的基本原則有三：「鄰接區域原則」、「邊境殘存原則」以及

「固有變化原則」，而此學科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解釋「例外」產生的因素，諸如

歷史殘存，或是接觸到新的結構變化。 

    三，按照方言地理學的設想，當考慮到「類型」的分布問題，亦即語言類型

的地理分布所涉及 AA、AB、ABA 甚或 ACB 的情況，皆需做出解釋、說明。 

    本文試圖藉助日本學者研究「方言地理學」的思路，並就其得出的發現、論

證的過程、學者之間意見分歧之處作一檢討。是以，本文在方法的取徑上，將側

重思索橋本萬太郎、柴田武、金田一春彥、亀井孝、德川宗賢、岩田禮、井上史

雄、馬瀨良雄、佐藤亮一、大橋勝男等等，約略二十位日本方言學者的相關思路，

並期待擇取出一套詮釋、檢證澎湖群島方言音韻現象的方法。同為海島國家，我

們對於日本方言地理類型研究的了解，將有助於我們解釋臺灣漢語方言的區域分

                                                 
125 筆者譯文：鄰接分布的原則（AB型分布），更消極的考量柴田的想法。即是，B類型分布在A
類型的鄰近區域，考慮A向B擴散，或者B向A擴散，僅止於這樣的程度。即便是最特殊的情況，

即ACB的分布情形，因為能夠考慮到當C類型消失，而成為AB等等類型，有其限制。但是，如

果有使用AB類型的地點彼此互有來往，則以AB類型所接觸的層面，考量其現在為何而產生是比

較好的。 
126 筆者譯文：週邊分布的原則（ABA），在以AB類型為其他語言語根的情況，特別適用之。但

是，當整個區域為B類型，以區域兩側毫無關係平行性質的近義詞，由其隱喻、比喻的轉化、鄰

接語的轉移等等所產生，即使有ABA類型形成的情況，不能不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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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問題，另一方面，對於理解整個漢字文化圈的形成（西田龍雄 2000），或許同

樣能夠獲得助益127。 

 

    二、本文思考的步驟與篇章的內容 
 

    在方言地理學方法與方法論的引導下，我們可以再補充三點想法，以說明本

文的基本觀點： 

    第一，傳統以《漢語方言調查字表》為基礎的工作128，由於「區域文化」的

因素，需要增補調查和研究的方法129。意即一個聚落當中所使用的語言問題，往

往透露出其與區域文化的關係，倘若我們單純考量語音的演變，著眼於音讀形式

的記錄，很可能無法脫離以「漢語中心觀」的調查模式。是以對於澎湖群島的調

查工作，我們採取以《漢語方音字彙》和人類學蒐集資料方法的雙軌方式進行130，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設想，即是澎湖群島介於臺灣地區南島語族和中國大陸漢語

南方方言的區際之間，著眼於方言地理的角度，這個由「島嶼」構成的地區，或

許曾經歷「南島語族∕漢語族群」交疊存在的部落社會，臺灣地區目前的語言現

象可以作為這個思考邏輯的基點。前文的提問與論證，亦可說明這個設想的合理

性。 

                                                 
127 基於本文方法操作的立場，我們必須代入橋本萬太郎（1978）所提出的兩個觀點，補充的本

文方法論的立論：一，運用比較法構擬印歐語的祖語，是站在畜牧民型語言的角度。二，整個漢

語分布的區域，實大於歐洲的面積。 
128 在目前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方法上，大體仍以《漢語方言調查字表》為依憑。但是，在這條

既有的套路中，我們需要藉助其它學科的相關知識，幫助我們進行語言材料的採集，是以對於澎

湖群島的語料蒐集工作，我們採取了文化人類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當中「文化型式」（culture 
type）的概念，所謂「文化型式」指的是在一個區域裡的眾多部落，部落文化之間，屬於相同型

式。在邊境區域（marginal area）文化類型易於與其他類型文化混合，而逐漸脫離原本所處區域

文化的性質，而中央區域（central area）則是此區文化的標準。由於區域文化是由中央區域擴散，

因而中央區域又稱為文化中心（culture centre）。如果再將「文化型式」的觀念結合李壬癸（1978）

先生 所提出「語言的區域特徵」，意即：「某種語言因為與鄰近語言接觸（contact）的關係，從而

促始它本身產生一些變化，最後也帶有鄰近語言的某些特徵」。這兩個概念，有助於探索澎湖群

島地區語言與文化關係的歷史深度。然而對於屬於「島嶼」的澎湖而言，這兩個概念仍需要某些

程度的調整與延伸，當中的問題是，其一，澎湖群島位於中國大陸、臺灣區際，來往的民族或可

概略為「漢族」與「南島語族」，可是，早期聚居的漢族是否已脫離中原文化？而與當時居住在

澎湖地區的「少數民族」混合出另一種類型的文化？其中是否又有語言接觸的痕跡呢？其二，若

以澎湖西嶼（漁翁島）為例，其中可約略劃分出漳州方言島、泉州方言島，而這與中心區域、鄰

近區域所言及的文化問題，又該如何接軌？ 
129 王士元（1996）曾說：「要把每一種方法都看成是在揭示歷史的某一側面的工作，跟其他的方

法互相補充的。」其實就是體認到單一方法的侷限性所抒發的心得。 
130 為了避免僅由中古時期音類思考澎湖閩方言音韻問題，我們亦參考民族語言學者的調查方

法，作為實際調查時的依據，請參看陳其光（1998）《語言調查》，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以及羅安

源（2000）《田野語言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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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族譜問題，可以幫助我們理解人口的可能來源，卻無法與語言現象本

身直接畫上等號。為什麼？ 

    一，各姓氏族譜能夠保存較完善的多是人口數量較多的家族，澎湖地區的十

大姓，與金門地區族譜雖能有所接軌131，可是，針對澎湖地區方言現象的複雜性

而言，必須更謹慎而客觀的藉由「時間」與「空間」，重新估量人口來源與語言

現象的交叉脈絡。為什麼？ 

    依據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記錄

132，當時的澎湖廳分為馬公支廳、望安支廳，若以表格歸納之，其居民籍貫及其

人數可以如下【表 5】： 

 

    【表 5】澎湖群島日治時期戶籍調查資料表 

 

                                      馬公支廳            望安支廳 

    泉州府  安溪                         1700               10200 

            同安                        45100 

            三邑（南安、惠安、晉江）     1200 

    漳州府                               8600 

    福州府                                200 

    潮州府                                100 

    其他                                  500 

 

   【表 5】的資料，受到諸多學者的重視133，然而，其中卻又隱藏著兩組問題： 

    其一，泉州府下有五個來源地，至於漳州府、福州府、潮州府，以及屬於其

他的項目，儘管人口數量相對為少，但是，其意義在於澎湖群島散列島狀，在未

知方言人口分布的實際情況之下，各個區域所使用的主要方言，不見得以漳泉為

主。換言之，替換為今日閩方言的次方言的系屬，澎湖群島的閩方言當有「閩南」、

「閩東福州」和「潮汕」的來源，這一點認識，對於建立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其周

圍閩語地區的比較基礎，是至關重要的134。可是，真正的問題在於當時的馬公支

                                                 
131 請參看李紹章（1960）、呂祝義（2004）。 
132 臺灣時報發行所，昭和元年末。 
133 請參看顧百里 1978、張振興 1989、張屏生 1996。 
134 在漢語史的發展過程中，移民的主要路線若以中國區塊為中心，約略可以「西北→東南」的

走向為趨勢，客家話將東南方言區域一切為二的移民路線，是個明顯的歷史遺跡。按照歷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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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含括今日馬公市、湖西鄉、西嶼鄉以及白沙鄉，泉州府下五個次方言（安溪、

同安、南安、惠安、晉江）的分布區域為何？各聚落語用實際情況為何？較早移

居當時馬公支廳的泉州人，與晚近移居者是否受到區域、時間因素而造成音韻層

面的差異？這三個問題提出的動機在於移民與方言，固然有其關聯，卻未必有必

然性135。換言之，移民問題的知識，只是為了幫助我們詮釋語言的現象，兩者間

的邏輯不可倒置的理由即在於此136（請參看本章第二節）。 

    其二，以日治時期人口普查的資料判斷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類型，是否可以

「同安方言」以及「安溪方言」作為分劃137？澎湖群島閩方言是否來源於這兩大

支流？138這兩個問題是我們存疑的，嚴格而言，這裡有個模糊地帶需加以說明，

即是，若要以澎湖群島人口祖籍的來源地，作為推論語言的「祖源」，恐怕必須

做出更具體的線性聯繫與論證。只是，一來，方言與祖籍何處，並無必然性。二

來，澎湖群島的祖譜研究，究竟如何證明其為該區域閩方言研究的前提？我們或

可先行思索澎湖地區族譜資料的調查研究，先行回答這個問題，請看【表 6】所

示： 

 

【表 6】澎湖群島部分族譜資料 139

                                                                                                                                            
（包括族譜等資料）的推估，澎湖群島的移民，多數來自福建地區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明代由

於海賊的因素（詳見第五章），將島中居民遷回中國大陸，是否亦對區域方言造成影響？或許仍

需謹慎考量。換言之，「福建地區→澎湖群島」的移民路線，明代或許呈現「澎湖群島→福建地

區」的「逆流」情況，我們又該如何證明移民所帶出的音韻變動？ 
135 透過「語言現象」的啟發，進而投入言語地理的比較，相信是探索澎湖群島區域文化、語言

史較為具體的思考策略。在漢語史的發展過程，漢代揚雄《方言》應當是最早「方言分區」，可

是漢語方言「分區」的問題，今日面臨歷史語言學當中「分群」的挑戰，為了避免觀念上的淆亂，

我們有必要補充一點說明：「方言區域史」的觀點是丁邦新先生（1982）所提出的，借用張先生

（1980）〈中國考古學上的聚落形態－一個青銅器時代的例子〉一文，所言及聚落形態研究的兩

種主張，張先生有言：『在聚落形態的考古學研究上，有兩種互輔但有尖銳區別的學派。其一可

以稱為聚落考古學，強調對聚落居民生活與行為的了解，包括他們與其他聚落之間的關係行為在

內。另一派可以稱為空間考古學（Spatial archaeology），或位置考古學（locational archaeology），主

要強調＂空間性＂本身，以自聚落在空間上或位置上的特徵而取得解釋性的模型為目的。』如果

我們將「聚落形態」改換為「方言區域」，那麼，張先生所敘述的這段文字，是很有意思的。進

一步而言，澎湖群島的相對位置，一方面與東南漢語方言區域鄰接，另一方面，南島民族，而形

成一過渡地帶。 
136 或可以余光弘（1995）先生論及澎湖班兵的來源作個補充，余先生談到 ： 
從綠營「兵皆土著」的原則來看，金門鎮兵來自操泉州話的金門島，海壇鎮與閩安協之兵，來自

操閩東語的海壇島（即平潭）與閩安，南澳鎮兵來自操潮洲語的南澳島，福寧鎮兵應是來自操閩

東語的福寧府屬各縣。福建水師提督駐紮廈門，其親轄的提標兵應是來自操泉州語的廈門島。 
137 兩者在音韻問題的「一致性」和「差異性」的具體內容為何？ 
138 以馬公支廳的戶籍看來，籍貫為「同安」的居民佔有決定多數，這一點或可反思張屏生（1995）

先生將澎湖群島的調查重心，擺放在「馬公、湖西、西嶼和白沙」這四個區塊，其背後的原始動

機。果若如此，則今日的望安鄉、七美鄉是否可歸為「安溪方言」？ 
139 請參考李紹章（1960）《澎湖縣志》、呂祝義（2004）《澎湖地區姓氏族譜調查研究》，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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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祖籍      遷徙地 

  陳姓   漳州鳥嶼橋圍仔頭→白沙鄉岐頭村 

         金門上下坑→湖西龍門村 

         泉州海礁→白沙鄉鎮海村 

         泉州安溪→白沙鄉講美村 

  許姓   金門後浦→湖西鄉菓葉村、龍門村、許家村、白猿坑、南寮村 

                         北寮村、白沙鄉瓦硐村 

                 →馬公市鎖港里→馬公市、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馬公市烏崁里、白沙鄉鎮海村 

  呂姓   金門林兜→馬公市東衛里→小池角、內垵村、外垵村 

                                  望安鄉山寮社>七美鄉（南） 

                                 大小赤崁>（北） 

         金門→重光里（明末清初）、瓦硐村（康熙）、林投村（順治） 

  洪姓   金門水頭後豐鄉→湖西鄉紅羅村→尖山村、龍門村、烏崁里、隘門村 

                                 林投村、鼎灣村、中屯村、通樑村、馬公 

  蔡姓   金門瓊林→馬公市興仁里→馬公市東文里、鐵線里、風櫃里、湖西鄉 

                 →西嶼鄉竹灣村、赤馬村 

  吳姓   金門→馬公市蒔裡里→馬公市五德里 

         泉州府南安縣江崎北四十都→鎖港里 

         泉州延陵→白沙鄉講美村、港底（兩者可能為不同支派） 

         漳洲海澄店仔八崎→白沙鄉講美村 

         泉州南城門外磁灶莊→西嶼鄉竹灣村 

  林姓   泉州南門外→文澳 

         漳州漳浦烏石鄉→白沙鄉通樑村 

         金門→小赤崁 

         泉州→馬公→朝陽（紅木埕） 

  王姓   海澄→西衛 

         金門連府→興仁里 

         金門→西溪村、尖山村 

  黃姓   南安縣居覺山內厝鄉→菜園里→東石鄉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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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門英坑鄉→小池角→馬公（小池角其中一支） 

         泉州府同安縣仁德里十三都崙上社→馬公 

  郭姓   福建龍溪錦湖→白沙鄉岐頭村 

  張姓   福建漳州漳浦縣灶山頂隸頭社→白沙鄉瓦硐村 

                                   →赤崁村→瓦硐村 

         福建漳州漳浦縣→通樑村 

             泉州同安縣→興仁里 

  鄭姓   福建漳州漳浦縣→赤崁村、中屯村、鳥嶼 

                       →通樑村 

  歐姓   泉州府→太武村→五德里、井垵里、吉貝、沙港、港仔、潭邊 

  顏姓   金門後浦鄉→小池角→大池角、緝馬灣 

                     小池角→風櫃里→望安花宅、七美鄉 

         金門後浦鄉→湖西鄉後寮村→西嶼鄉竹灣 

  宋姓       金門→澎湖後寮 

    

   【表 6】所顯示的意義是陳、許、呂、蔡、洪、吳、林、黃、郭、張、鄭、

歐、顏十三個姓氏的祖源是較為清楚的，遷徙的區域，多是集中於今日的馬公市、

湖西鄉、西嶼鄉與白沙鄉，北緯 23 點 5 度以南的望安鄉、七美鄉，其祖譜的情

況為何？似乎仍有待深入。另外，無法同列於【表 6】的還有胡、高、翁、孫、

晏、莊、曾、葉、趙、劉、薛、鮑、謝、蕭十四個姓氏，最主要的因素在於祖譜

資料的不夠完整，當然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莫過於許多族譜資料尚未公開，甚而

無任何記載的可能性亦需列入。因此，【表 6】所反映澎湖地區姓氏大宗的祖籍，

可以金門為主，其中下坑、後浦、林兜、西村、瓊林、水頭、古寧頭七個聚落為

宗140，其地理位置可以【圖 8】示之： 

 

    【圖 8】金門聚落分布圖   

                                                 
140 根據《金門水頭、官澳、瓊林歷史考古試掘報告》，瓊林、瓊林水庫和瓊林鹽場，發現了明清

時期的青花瓷、硬陶，水頭地區另有清代的青瓷、白瓷。可是，根據陳信雄（1973）先生的研究，

澎湖群島的陶瓷器皿，則顯示為宋元時期，從這個角度看來，今日所存族譜確實可以反映目前澎

湖群島居民祖先由金門遷徙的路線，可是「部分」的情況，仍有有相當大游移的空間。國立歷史

博物館 2002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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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族譜的資料，是否可以推估澎湖群島馬公市、湖西鄉、西嶼鄉和白沙鄉

的音韻現象，與金門是「直接聯繫」呢？我們認為： 

    其一，日治時期的戶籍調查，基本上屬於「共時」層面的反映，「同安」、「安

溪」籍的人口確實為多數，但是，從親屬稱謂詞的層面看來，應該再考量族譜資

料的「歷時」記錄，即是「金門」籍人口的影響，換言之，從「共時」或「歷時」

的時間軸而言，澎湖群島親屬稱謂詞的問題，其所反映的形式現象，或許當再由

地理分布層面進行檢證。 

    其二，以地理區域而言，「同安」、「安溪」屬於鄰海區域，「金門」與「澎湖」

屬於島嶼區域，請再觀察澎湖群島與金門地理相對位置圖，可以【圖 9】示之： 

     

    【圖 9】澎湖群島與金門的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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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章第一節末的論述中，我們觀察到明代史料對於澎湖群島「海賊」的

十一則相關記錄，即是要證明「鄰海」、「島嶼」居民語言接觸的可能性。具體言

之，中國東南沿海漢民族的頻繁移徙，與明代東南邊境海域的歷史發展，不僅僅

造成漢語東南方言接觸、競爭，同時對於閩方言鄰海、島嶼區域。以這一層關係

看來，澎湖群島與金門的島民，相互間的往返同樣是可以預測之事。 

    其三，以李紹章《澎湖縣志》記載的居民祖籍來源「同安為多數」，如果我

們以此為據，從而認為澎湖群島屬於「同安方言」，此種說法是否能夠成立？以

《大明一統志‧卷七十五‧泉州府》領縣為「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德化縣、

安溪縣、同安縣、永春縣」七縣的說法，若要以日治時期籍貫調查資料為本，則

澎湖群島移民以「同安縣、安溪縣」為兩大來源，何以獨厚「同安方言」？次者，

「同安縣歷史上並未取得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與外界交流相對

較少，同安話比起泉州話、漳州話、廈門話相對穩定保守」（《同安縣志 2000：

1345》），如果澎湖群島屬於「同安方言」，則其「論證過程」、「具體音韻內容」

為何？這些問題若回法系統性的回答，將澎湖群島閩方言歸於哪個次方言，便很

可能無法獲得完整的認識。 

    二，即使澎湖地區十大姓族譜資料完整，但是，非十大姓的家族人口分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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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究竟又是構成何種關係？這種關係能否解釋方言問題？進一步而言，果若閩

方言分成若干區塊（張振興 1985），澎湖群島因為鄰近中國大陸東南區域的關係，

使得人口分別來自這些區塊，那麼，音韻結構的共性與殊性，進而至於進入澎湖

群島「區域」間，又是如何「接觸」而產生「新的變體」141（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更是值得追問的課題。但是，目前所遭遇的現實問題在於「原鄉

方言」的調查尚不完備，以澎湖群島為例說明，按照日治時期戶籍普查資料，同

安籍、安溪籍分劃成南北兩大區域（請參看第二章第一節），可是安溪方言似乎

尚未進行全面的調查，在全然無法掌握安溪原鄉的方言概況之下，這個層面的探

究目前呈現受阻的狀態。 

    三，由族譜探求人口來源，誠然有助於梳理語言問題，可是卻又帶來一個值

得深思的問題。過去，在澎湖群島漢語方言的調查工作上，是先設想以漳州、泉

州方言作為申論的前提，但是，歷史上的移民問題與語言現象的關聯性，恐怕需

要先作細部的個別分析，將兩者直接扣合的做法，恐怕會造成更多的問題142。是

以，我們認為澎湖群島方言的研究應該是問題導向的，為了思考、解釋問題，更

是離不開目前澎湖群島相關歷史學、考古學以及人類學等等的研究成果143，因

為，「語言現象」決不是孤立形成的，更遑論我們企圖透過「現象」重建整個「發

生過程」。 

    第三，賀登崧（W.A.Grootaers）認為語言地理學的基本思想有四144： 

   （1）慎重遴選少量語音、詞彙以及語言片斷（syntagm），到較多的地點進行

調查，記錄其發音。 

   （2）每個調查項目製作成一張地圖，這時，對語言資料不作任何修改，以實

際記錄到的形式表示出來。 

   （3）把詞及所指對象聯繫起來，也就是要研究詞彙中所反映的物質的和精神

的文化現象。 

                                                 
141 張光宇先生（2006）則是反覆多年思考，正式提出所謂「共同脫軌」的觀點。澎湖群島的孤

立性與封閉性，是否可能有此種現象，同樣是我們所關懷的課題。 
142 問題即在於，如果臺灣地區方言複雜性以「鹿港」為最，澎湖地區方言卻又較鹿港為複雜（洪

惟仁 1992），試問，如何具體條列同為閩南方言「複雜性」的音韻規律？還是先拉提到整個「閩

方言」的上位概念，作為思考澎湖群島方言來源問題的基本設想，較為合宜？次者，光復後的澎

湖群島，居民多移居高雄、屏東、臺南（尹建中 1969），是否帶回新的語言結構？（Trudgill 1986：

56） 
143 此處，有一個基本觀點需要說明，如果說考古學和歷史學是無法全然割劃的學科，我們認為，

近代漢語的文獻語料和現代方言，同樣必須全面聯繫，但是目前看來，兩者的聯繫仍然有極大努

力的空間。 
144 引自賀登崧（1941-1948）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石汝杰 岩田礼（譯）漢語方言

地理學，大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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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地圖進行解釋。對於語言學者來說，是很最重要的工作，並且是以上

述三項工作為前提的。語言地圖的作用是為語言（方言）間作比較，為語言演變

的歷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料。由此，我們能夠確定語言的和文化的地理界線，也

能夠進而研究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  

    本文的第三章、第四章的討論方式大體是貫串（1）（2）兩觀點而成，第一

章探討「吉貝」、「目斗」兩個詞彙的內涵意義，及其文化層面的價值，大致上亦

可與第（3）觀點所言若合符節，換言之，我們將「方言區域史」的觀點，進一

步擴充至「區域文化史」的作法，實際上則是順著賀登崧的思路延展而出。至於

何以我們認為需要持續進行「漁獵型」語言類型地理分布的研究？背後的整體問

題意識即是對於「區域語言與文化」的關懷。以「漁獵」方式作為主要的生活型

態的區域，是澎湖群島與其他閩方言島嶼區域的共性。閩方言各個島嶼區域「殘

存」閩方言內陸、鄰海區域語言現象，理論上可取得設想，以實際的調查接續研

究亦有其必要性，這是本文繼承賀氏第（4）點看法，並與橋本（1978）觀點整

合後，所提出的研究課題。（請參看本文第二章、第五章相關內容） 

    至於本文具體的篇章內容可以如下： 

    第一章：主要是說明撰作本論文的「問題意識」，以及本文論題的基本理據

145。其中，以目前現存文獻零星殘存的部份澎湖群島島名語料，進一步說明南島

民族曾短暫居留澎湖的可能性，以「方言區域史」的觀點言之（丁邦新 1982），

則可顯示澎湖群島語言與文化的歷史意義，這些乍看與語言研究無直接關係的初

步認識工作，我們認為是進行澎湖群島語言調查最重要的基礎步驟。至於在方法

層面的取徑，透過日本方言地理學的所揭示「鄰接區域原則」、「邊境殘存原則」

和「固有變化原則」，為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類型與地理分布問題，提供一套適

宜的詮釋方案。 

                                                 
145 檢證歷來對於澎湖群島方言的調查成果，分為兩個側面。其一，論證澎湖群島與漢語東南方

言的區域聯繫，以及其中所涉及的「鄰接區域」問題，主要以「親屬稱謂詞」、「人稱代詞」和「形

容詞結構」為基礎。其二，考量過去學者在澎湖所採集「田野調查的語料」與閩語文獻語料的聯

繫問題。可以補述的是，現代學者關懷的課題多著眼於文獻語料、現代方言的比較，但是，隨著

漢語方言調查資料的逐步增多，許多現成的結論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會出現「量變」的情況？

語言研究運用的是比較的方法，可是，如果僅嚴守著「語音規律無例外」，那麼，同一地區，比

較十個方言點與百個方言點，其推論、結論若無差異，則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質意義為何？應當是

值得深思的問題。具體而言，研究者除了充實不同語言學理的理論知識外，查訪實際的「言語活

體」，或許能夠更為清楚掌握「語言」古體的原始形貌。理論的區別反映不同的解釋效力，固守

著某種信念，很難讓我們開展足夠的視野，提出適當的詮釋請參看徐通鏘（1991）《歷史語言學》，

大陸，北京商務印書館。其三，方法運用的問題。基於澎湖地區屬於「島嶼」的因素，我們一方

面採取《方言調查字表》與中古音類聯繫，另一方面，各個區域間的「基本詞彙」（basic vocabulary）

的差異，同樣是我們追索的重點，包括親屬稱謂詞人稱代詞、形容詞結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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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澎湖群島文獻史料的殘缺，使得思索「移民史」的問題，往往倚靠

日治時期戶籍普查以及部份殘存族譜資料，「移民史」、「族譜」與語言的關係，

是否適用於「漁獵型」生活型態的區域？以之作為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的前提，

當中邏輯辯證、分析與詮釋，是否帶來了可能的問題？在缺乏具有系統性線索的

情況之下，若要思考「移民與方言形成」的課題，我們必須仰賴「語言的直接證

據」。檢證歷來對於澎湖群島方言的調查成果，分為三個側面： 

    一，現代學者關懷的課題多著眼於文獻語料、現代方言的比較，但是，隨著

漢語方言調查資料的逐步增多，許多現成的結論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會出現

「量變」的情況146？或許是可以暫時存疑的。 

    二，方法運用的問題。基於澎湖地區屬於「島嶼」的因素，我們一方面採取

《方言調查字表》與中古音類聯繫，另一方面，整合思考閩方言區域的文獻語料，

並以閩方言內陸、鄰海北部和鄰海南部分區討論。 

    三，閩方言島嶼區域的共同徵性有三：其一，以漁獵、漁撈為主要生活型態。

其二，音韻類型與鄰接陸塊區域相近。其三，馬祖、澎湖群島和海南島有著共同

的歷史人口來源－「閩東」。 

    第三章、第四章：分別討論澎湖群島聲母、韻母和聲調的類型與分布問題，

閩南方言的聲母問題，多數學者經由比較研究（Comparative Method），確立了清

儒古無輕唇音、舌上音，以及喻三歸匣、喻四歸定的學說。「語言具備高度規律」

的設想（Neo-grammarian），可由閩南方言獲得實質的印證。近些年來，隨著調

查的逐步深入，在福建龍溪、廣東中山隆都和海南瓊海陸續發現「輕唇音」的存

在（李如龍 ,黃家教 1985）。值得注意的是，閩方言內陸區域、鄰海區域的部份

方言點，呈現輕唇音讀的形式。在本章中，我們針對澎湖群島聲母所呈顯的現象

與地理分布，以晚期文獻所歸併中古唇音聲類問題、鄰近區域、域外對音等等的

點滴線索，初步提出澎湖群島 ɸ 聲母存在的可能性，並說明閩方言內陸→鄰海→

島嶼的地理推移動線，當為音韻結構變動的成因。閩南方言的島嶼區域，有著兩

種韻母結構類型：vʔ̃、vʔ，歷來多數學者認為置於音節末尾的喉塞音[˗ʔ]，非屬

「音位」而為「入聲徵性」。然而，海南島的語料顯示，[˗ʔ]為韻尾位置的音節結

                                                 
146 語言研究運用的是比較的方法，可是，如果僅嚴守著「語音規律無例外」，那麼，同一地區，

比較十個方言點與百個方言點，其推論、結論若無差異，則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質意義為何？應當

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具體而言，研究者除了充實不同語言學理的理論知識外，查訪實際的「言語

活體」，或許能夠更為清楚掌握「語言」古體的原始形貌。理論的區別反映不同的解釋效力，固

守著某種信念，很難讓我們開展足夠的視野，提出適當的詮釋請參看徐通鏘（1991）《歷史語言

學》，大陸，北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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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並不侷限於入聲韻類（梁猷剛 1964）。以閩方言整體區域言之，喉塞音[˗ʔ]

今讀的中古來源，分屬入聲、非入聲兩種類型。為了進一步解釋這個問題，本章

主要討論了閩方言鼻化韻形成的內在機制，初步認為澎湖群島老年人口口語非入

聲字，帶有喉塞音[˗ʔ]的情形，與閩方言鄰海北部區域、海南島有相近之處，或

許是閩東歷史移民所造成的共同影響。 

    魚虞模韻的音值擬定，是漢語音韻史初期發展的重要論題之一（羅常培 1930,

周法高 1975）。經由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韻書《彙音妙悟》、《拍掌知音》、《彙集

雅俗通十五音》、《渡江書十五音》、《八音定訣全集》韻類中古來源的分析、整理，

加以閩語內部次方言的音韻比較，我們發現澎湖群島˗io韻母類型的中古來源，和

閩北石陂、將樂是一致的，《建州八音》亦有相近的記錄。以˗io韻母類型僅出現

於湖西鄉論之，兩者或有移民問題存在其間。具體而言，澎湖群島音韻類型的「疊

置」（overlapping）以及其於閩語區域的分布問題，是本文第三章、第四章研究

重心之所在，透過「空間平面」的認識，用以填補「時間軸線」文獻語料的殘缺，

則是立基於澎湖群島語言現象所透露的種種線索。次者，第四章以澎湖群島「親

屬稱謂詞」、「人稱代詞」、「形容詞結構」「身體部位名稱」、「時間單位詞」、「小

稱詞尾」以及「語尾助詞」詞彙現象，界定其與島外聯繫、島內分區的基礎，從

而討論內部地理分布的關係。論述的語料，以我們目前實際踏查的二十二個聚落

為主，並依循閩方言「島嶼區域」和「鄰海區域」、「內陸區域」作為論證音韻類

型結構地理分布的依據147（Norman 1980），各區域之間，依其音韻類型作為劃歸

地理分布的基礎。這裡有一個方法論的基本觀點，本文所提出的類型指的是「具

有區域特徵，且可證之於文獻語料的音韻現象」共時、歷時兼具的情況。再次，

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研究，需要先建立類型與其地理分布的研究根基，方能以

其他語言學次學科方法論，持續深入探索的可能性，理由即在於語言地理學與比

較語言學兩者於語言史觀的差異，另外，屬於「島嶼」的區域，其以「漁獵」為

主的生活型態，迥異於「畜牧型」、「農耕型」的生態文化，則是本文企圖延展「漁

獵型」語言類型問題的關鍵。 

    第五章：提出本文研究的文化意義，本文是繼 Kubler（1978）以六條音韻現

象劃歸澎湖群島閩方言內部區域之後，首次將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鄰接區域，作一

接軌的研究工作，並企圖以「方言與區域文化史」作為重新觀察、審視的課題，

                                                 
147 根據生態環境學的觀點，生物圈的概念，一個地區的生物往往因為物理、化學的因素，而進

行遷徙工作，請參看西村朝日太郎（1974）《海洋民族學－陸の文化から海の文化へ》，日本、放

送出版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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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過程聯繫澎湖群島的相關研究成果，含括考古學、人類學和歷史學，並依此

提出進一步延伸的論題，以及下個階段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的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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