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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收集韓國濟州方言之調查報告與錄音語料；並親赴濟州鄉校
，訪問耆老，採集語料。根據收集所得之各種語料，建置語料庫
，整理其中保存之漢源成分、分析音韻交替現象、整理音韻對當關
係。本年度己由層次、構詞、音變三方面整理出濟州方言漢字音的
變異類型，並完成音韻對當關係表。為韓國漢字音的研究開發新的
研究角度，提供比較研究的證據。

中文關鍵詞： 濟州方言、韓國漢字音、田野調查、漢語音韻史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collected field reports and audio records of
Jeju dialect in Korea and conducted fieldworks with senior
intellectuals in Jeju Hyanggyo. All the language materials
were integrated into a language copra. Chinese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is copra. Their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 were analyzed. And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with Middle Chinese were also worked out.
During this one year project, we have achieved the goal as
to work out the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 type form lexical
strata, morphology, and sound change. And we also made a
list of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These achievements
develop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also provide comparative
evidences on Sino-Korean research.

英文關鍵詞： Jeju dialect, Sino-Korean, fieldworks,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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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濟州島方言是各種韓語方言中唯一不能與其他方言互相通話的方言。它保存的特殊

音韻現象，在韓語音韻史研究中，早有熱烈的討論。然而它保存的漢字音，卻沒有

得到學界太大的注意。濟州島方言目前已達濱危等級，這項寶貴的文化遺產亟待研

究漢語音韻史的學者們努力搶救。 

 濟州方言雖然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然而因為現代化的衝擊，本土方言流失的

情況非常嚴重。在濟州島上六十多萬人口中，能流利使用該方言的已不到一萬

人。該方言雖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搶救對象，也有部分島民努力進行復

育工作，目前仍未脫離濱危的情況。在僅有少數語言學家有能力對濟州方言從事

科學性記述的情況下，濟州方言保存了多少漢字音？此一問題根本無暇兼顧。如

果沒有懂得漢語音韻史的學者投入，則此一重要的語言線索恐將流失殆盡，無法

復原。 

 

二、研究目的 

本計晝整理濟州方言中保留的漢源成分，與現有韓國漢字音的研究成果作比

較，希望能為韓國漢字音的研究提供比較研究的證據，進而為解決韓國漢字音來

源語的性質、判斷韓國漢字音分層的標準，尋找有利的線索。 

 

三、文獻探討 

（一）韓國漢字音的研究 

 河野六郎（1968）的研究可說是韓國漢字音研究的經典之作。他廣泛收集諺

文創制以來各種重要的文獻材料，與漢語音韻材料互相比較，整理出《資料音韻

表》，為韓國漢字音畫分出 abcd 四層，以 b 層為主層，認為與慧琳音系有關；

其他三個為副層，分別為早於慧琳音系的層次、北宋開封層、近代層。他的研究

不但在韓國漢字音的領域樹立了典範，對漢語音韻史也有許多重要的見解。伊藤

智ゆき（2007）在河野六郎的基礎上加入新發現的文獻材料，再次作了全面的分

析。廬慧静（2014）、 申祐先（2015）分別採用陳寶亞與楊秀芳的分層方法，

根據前人的材料，得到了各自不同的結論。值得一提的是：申祐先所分的層次中，

屬於上古層的例子是各家研究成果中數量最多的。 

（二）濟州方言的記述工作 

最早從事濟州方言記述工作的，首推日本學者小倉進平（1913），在不到五

十頁的篇幅中，對濟州島方言的音韻、語法、詞彙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古諺

文中「 」的音位，只保存在濟州島方言中，使得濟州島方言在韓語史研究中，

居於不可或缺的地位。文中並未討論漢字音的問題，然而由所舉詞例中，可看出

有些標準韓語沒有分別的漢字音，在濟州島方言仍有區別，如：「車차（tsʰa）：

次 （tsʰɔ）」。 

石宙明（1947），以一個生物學研究者的身份，收集了濟州島方言詞彙七千

餘條，與標準韓文、古諺文比較，尤其特殊的是指出了濟州方言中的許多蒙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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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詞。可惜與漢字音有關的只有：「濟州島方言中支那語와關係있는것1」一節，

以半頁的篇幅，列出了 53個詞，沒有分析與討論，僅具資料價值。 

朴用厚（1960、1988），收詞約 11000條，分 38類。第 36類有「漢字音」

一節，用了兩頁的篇幅、六項簡單的分類，列出同音漢字表。雖然非常粗略，但

已是目前所見整理濟州語漢字音最詳細的材料。 

玄平孝（1962），收詞約 13,800 條，詞條以國際音標記音，是濟州島方言

研究材料中，極少數使用國際音標的材料。由於解說過於簡單，曾兩度組織學者，

進行增補。由玄平孝（1995）：18,456 條，到玄平孝（2009），增至 25,350 條。

內容不但增加文法解說，還添加許多用例。可惜的是刪去國際音標記音，詞條全

採諺文表記。部分漢源詞會在後面標記漢字，未標記的也為數不少2。另外，由

於兩次修訂時間都比較倉促，並未作好統整工作，見於例句的詞語在詞條中遍尋

不得的情況也經常發生3。2009的版本，目前有 pdf版流傳，便於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國立國語院推行的「地域語調查」研究。根據姜榮峯

（2005-2012）的報告書，調查隊分別在「健入、翰京、西歸浦、表善、舊左、

穡達、加波島」等地根據「1.口述發話、2.語彙、3.音韻、4.文法」等項目，各

採錄了一至兩對老年夫妻的語料。錄音檔均已標記完成，開放學界使用。可惜的

是調查者引導發音人說出目標詞語時，有讓發音人複誦調查者發音的情況，降低

了語料的價值；然而這已是目前研究濟州島方言最權威的語料了。瀏覽報告書中

所有調查項目，可以發現：他們並未在誘發漢字音的部份作任何設計；因此要由

這批語料中收集漢字音的語料，應有大量披沙揀金的工作需要完成。 

繼韓國國立國語院推行的「地域語調查」之後，大致相同的團隊，用同樣的

模式，繼續作更細緻的分點調查，根據濟州大學國語文化院發表的《濟州語口述

採錄報告書》4，目前可見三十個調查點的語料轉寫。可惜據調查者表示：因為

研究還在進行中，暫無將錄音資料公開的計畫。他們的轉寫資料，完全使用諺文；

在沒有錄音可資佐證的情況之下，很難判斷各點之間有何細微的語音差異。 

可供聽取濟州方言詞語的網路資源，最便利的是濟州特別自治道的官方網

站。以「生活方言」（網址：

http://www.jeju.go.kr/culture/dialect/lifeDialect.htm）與「方言辭典」

（網址：http://www.jeju.go.kr/culture/dialect/dictionary.htm）兩個網頁

提供查詢。有中、英、日文的對譯，可線上查詢濟州方言詞語，許多詞項可聽錄

音。這兩個網站的前身原有國際音標記音，改版後取消，對語言研究者而言有點

可惜。 

濟州方言辭典類的有 NAVER 국어사전 방언（國語辭典 方言，網址：

http://krdic.naver.com/）可以查到濟州的詞語，然而與其他紙本的濟州方言

                                                       
1 目錄如此。內文標題「支那」作「中國」。 
2 如「단지（壜子）」。 
3 如「濟州」。 
4 本人所得僅 30冊，缺 3、4、12、15、27、34等號，據說是調查者尚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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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有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用諺文表記，無法表現細緻的音值。 

總體來看，由於意識到即將消滅的危機，濟州方言的記述工作可說是累積了

大量的材料。然而宥於韓國方言研究的傳統，絕大部份的語料皆以諺文轉寫，使

用國際音標的則是鳳毛麟角。這種情況對進行方言比較，尤其是細緻的音值比

較，是有限制的。加上從事濟州方言記述工作的學者，大多是韓國國語學界的背

景，對漢語史與韓國漢字音的關注不強。因此想要借重他們的研究成果，可說是

憂喜參半。值得慶幸的是材料很多，但有必要以嚴肅的態度對材料作篩選的工作。 

 

四、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由收集所得各種有關濟州方言的研究材料中提取漢源成分。 

（二）田野調查 

赴濟州島進行田野調查，驗證既有方言材料的正確性，並補充方言材料。 

（三）語料庫研究法 

將收集所得音檔建立語料庫。利用 HTK語音自動辨識工具、Praat聲學分析

工具、Toolbox 電子辭典-構詞分析工具，以及自行研發的音韻對當關係分析系

統。有效率地進行各種分析、整理工作。 

（四）內部擬測法 

分析濟州方言音韻結構及音韻交替現象，由語料中辨認漢源成分並擬測其古

形。 

（五）比較研究法 

將語料中的漢源成分，與現有韓國漢字音的研究成果、以及漢語音韻史作比

較。 

 

五、 結果 

茲報告本年度執行結果如下： 

（一）人員訓練 

利用 Moodle平台，建立人員訓練、管理機制。分：職前訓練、溝通、檔

案傳遞等區塊。在職前訓練區塊中，公布工作手冊，訂定工作流程與考核標準，

以及線上測驗，引導新進人員迅速進入狀況。在溝通區塊中，設定線上討論、

工作記錄等項目，隨時掌握進度，及時解決問題。檔案傳遞區塊則作為交辦工

作與檔案上傳的窗口，讓工作人員隨時隨地都可接收指定工作，並將結果上傳。

由於參與計畫的學生流動性較強，此一機制使得先後參與計畫的一位博士生、

一位碩士生、五位大學生都能互相銜接，完成賦與的任務。 

（二）文獻探討與分析 

1.收集與濟州方言相關的研究成果 

通過網路、國際友人協助、移地研究等方式，計收集濟州方言相關論著約

五百種，與《濟州方言硏究的昨日與明日》書中統計百年來約六百種之數據比

較，已逹六分之五。並對重要研究成果作徹底研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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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收集現成語料包括：韓國國立國語院調查的「地域語調查」語料檔-

濟州島部份、濟州語保存會錄影檔、濟州語錄音教材四種，以及濟州大學國語

文化院發表的《濟州語口述採錄報告書》30冊。 

(2)既有語料整理分析 

將韓國國立國語院調查的「地域語調查」語料檔-濟州島部份（包括健入、

翰京、西歸浦、表善、舊左、穡達、加波島等七個調查點）、濟州島出品的四種

濟州語教材，目前已可根據關鍵詞檢索音檔。 

（三）文獻語料建檔 

將收集所得重要文獻材料打成電子檔，以便進一步處理。目前已輸入二十

餘萬字。 

（四）田野調查 

已赴濟州島進行田野調查，錄製約 17.5小時的語料5。 

（五）調查語料建檔 

此一部份最為困難。因為口語語料需仰賴濟州島發音人協助轉寫，轉寫一

段語料需花費該段語料時長幾十倍的時間。本人在濟州島期間，雖曾得到當地

發音人的協助，花了許多時間轉寫語料，統計完成標記的時長還不到半小時。

回台後沒有發音人的協助，只能將本人由濟州鄉校所錄製之古書朗讀語料，對

照原文進行標記，這部份語料大致標記完成。本計畫也利用語音辨識系統對需

要聽寫的語料進行自動轉寫，辨識率時好時壞。由於辨識結果需要濟州島發音

人協助校正，只能等待再度訪問濟州島的機會，再處理這部分材料。 

（六）漢源成分分析 

利用 toolbox將轉寫完成的語料進行自動分詞，將程式分析出來的新詞，

查考各種濟州語辭典，用人工判斷，標註發音、詞類、意義、語源成分（包括

漢源成分）、標準語對當詞語、古諺文對當詞語等基本訊息，逐步建立濟州語電

子辭典。此辭典可將成段的濟州語文獻自動切分、標註相關訊息，並將人工加

入的訊息自動滙入辭典，還可以隨時統計收錄的詞項數目。根據最近的統計，

目前已收錄漢源詞 326項、1066種語音形式。預計隨著分析工作的進行，漢源

詞的數量還會繼續成長。 

（七）形態音位分析 

Toolbox可自動篩選語料庫中包含某段成分的文句，提供形態音位分析的

具體線索。不但可自動記錄新詞的分析結果，還可在資料增多之後，隨時更新。

利用辭典中記錄的訊息，分析新材料，發現新現象。此電子辭典可隨時總結目

前語料庫中有哪些音韻交替現象，對找到的漢源成分作檢驗，便於區分各種異

常音韻現象的成因。 

（八）音韻對當關係分析 

本人有現成程式，可自動將對譯語料整理出音韻對當關係表。目前已根據

現有資料作成「濟州島方言漢字音音韻對當關係表」，作為撰寫論文的參考。 

（九）撰寫論文 

本人已分別在 2018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

表：〈濟州島方言與韓國漢字音研究〉。2018 第十屆歐洲漢學會議發表：〈On 

                                                       
5 參移地研究報告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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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s preserved in Jeju 

dialect〉。並預定在 2019 第 17 屆國際暨第 37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表：〈韓

國濟州島方言漢字音變異現象研究〉。 

  

六、討論 

通過對濟州島既有記述語料以及本人調查語料的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濟

州島方言漢字音有存古、創新、變異三大特色。尤其是各種類型的變異現象，提

供了許多內部擬測的線索，有助於構擬原形、畫分層次，進一步為韓國漢字音的

研究提供比較研究的證據，開發新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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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6年 12月 5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移地研究選定濟州島的：濟州市、大靜邑、表善面三點為根據地，進行田野
調查、訪問研究機構與收集資料；並順道在首爾收集資料、會晤學者。計訪問濟州島
20天、首爾 5天。 

田野調查部分，除訪問濟州、大靜、旌義三個鄉校，有計畫地錄製語料以外；還
就近探訪市場、公園、老人院、寺廟、海港等地，了解濟州方言實際使用情況。最難
得的是：經由濟州文化院介紹，採訪到一位濟州詩人吳文福（曾任旌義鄉校 27-28代
典校）；以及經由濟州語保存會介紹，錄製了一位九十二歲老農婦的語料。 

訪問機構部分，計訪問：濟州道廳文化體育對外協力局、西歸浦市文化藝術課、
濟州文化院、濟州學硏究中心、濟州語保全會、濟州語硏究所、小學堂漢文學院、濟
州鄉校、大靜鄉校、旌義鄉校等單位。除收集到許多寶貴的資料以外，還能與濟州方
言的調查、保存、研究、復育各方面的工作者對談，了解濟州方言研究的各種面相。
最難得的是與吳昌命、姜榮峯兩位重量級的濟州方言研究者分別進行了深入的訪談，
聽取他們對濟州方言研究核心問題的意見。 

另外，往返濟州島途中，都在首爾作短暫停留。除收集資料以外，還與韓語史研
究會成員：南星祐、林龍基、洪允杓、鄭光等學者會晤。他們不但贈送了許多研究資
料，還邀請本人組隊參加明年在高麗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 

二、研究成果 

1、錄製語料 

本次調查，最大宗的語料採自濟州鄉校。本人出發前先取得濟州鄉校課表，儘可
能將一週內的各種課程內容錄影。計錄製：論語、孟子、詩經、漢字、伽倻琴、濟州
民謠、秋史體書法等課程，約 7.5小時的語料。具體記錄了濟州島漢字音現階段傳承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36－ 

計畫名稱 韓國濟州方言保存之韓國漢字音研究Ⅰ 

出國人員

姓名 
吳聖雄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出國時間 
106 年 10 月 19 日至 

106 年 11 月 12 日 出國地點 韓國 首爾、濟州島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2 

 

的實況。另外在大靜鄉校剛好碰到舉行傳統文化活動，作了實況錄影。在旌義鄉校得
到一位執事先生的首肯，將祭典時所用〈齋弁儀 笏記〉作了全程朗讀錄影。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走訪濟州島上多所老人聚會場所，經常空無一人；在田地裡
或是海邊工作場所，反而易於發現老年人的蹤跡。本次調查，錄製了三位九十幾歳老
太太的語料，部份語料又請一位七十幾歲的法師幫忙解釋，是相當寶貴的經驗。如果
濟州島的老年人們，能夠保持健康，這對搶救濟州島方言的歷史，應是一大福音。 

本人也全程錄製了訪問學者的經過，包括濟州漢學家吳文福、濟州方言研究者吳
昌命、姜榮峯。訪談的內容，對了解濟州島漢學傳承、濟州方言研究狀況都有很大的
幫助。 

另外，藉著隨處探訪的機會，聽到講話有濟州腔的人，便上前搭訕。徵得同意之
後，錄製的語料，積少成多，也有助於了解濟州方言在濟州島使用的實況。 

茲將本人錄製約 17.5小時的語料作成清單，列表如下： 
 

語料來源 內容 長度 備註 
濟州鄉校 課程內容錄影 7:49:10  
大靜鄉校 鄉校活動實況錄影 1:15:25  
旌義鄉校 朗讀〈齋弁儀 笏記〉 0:51:00  
老年人語料 海女、農婦等 1:33:03  
大乘寺 法師訪談 1:47:55  
學者訪談 吳文福、吳昌命、姜榮峯 2:15:48  
其他 隨機採訪錄音 1:51:59  
總計  17:24:20  

 

2、收集資料 

 (1)圖書資料 

包括：《濟州語口述採錄報告書》30冊、濟州語辭典兩種、濟州語教材四種、濟州
漢詩集三種、古書兩種。 

(2) 有聲語料 

包括：濟州語保存會錄影檔約 24小時、濟州語教材錄音 37分鐘。 

3、了解濟州島地區對濟州島方言研究的概況 

本次移地研究，不但拜訪了當地政府、公私立研究單位，還訪問了多位資深研究學
者。目睹韓國政府、學界、民間，面對濟州方言消滅的危機，投下可觀的經費與人力，
感到由衷佩服。然而根據當地資深研究者的意見，大部份的資源都投到大拜拜式的活動
中，深入、細緻的研究，反而缺乏資源。第一線的調查者基本訓練不足，極少人有能力
使用國際音標。雖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錄音效果不佳、轉寫分歧，整合困難。本人
問及濟州方言漢字音的研究，則表示乏人問津。韓國方言研究的主力來自其國語學界，
在韓語史古今對應關係方面具有優勢，然而在漢語史方面，則非其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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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本人熟識的幾位韓國國語學界學者，對台灣的語言研究非常感興趣。他們不但正面
肯定我方在漢語史、方言學、南島語言學方面有許多值得他們借鏡的地方，更希望與漢
語史研究者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鑒於韓國政府投下大筆經費，積極推動韓國語言、
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貴部是否可以考慮增設雙邊合作計畫？促成台灣漢語史研究
者與韓國國語學者間更密切的合作，擴展我國研究在韓國學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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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4月 3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韓語史與漢語史的對話(Ⅱ)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韓國國語史研究會與韓國延

世大學共同主辦，邀集韓語史與漢語史兩種不同專業的研究者，進行高層深度

的對話。除了在 6月 15日以一整天的時間進行論文發表會，宣讀、討論了 12

篇分別以中、韓文撰寫的論文以外，還分別於會期間安排了多場的參訪、見學

與座談。包括：延世大學中央圖書館古書室見學，景福宮、故宮博物館見學，

秘苑見學，國立中央博物館見學，國立韓文博物館見學等。由於與會者多不諳

對方的語言，大會特別安排了通譯人員，在各種時機作口譯，以便學者們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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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障礙，交換意見，互相學習，摸索新的合作方式，共同研究對方領域中難

解的問題。此一會議規模雖小，但論文發表會當日卻吸引了韓國國語學界與中

文學界許多重量級的學者來旁聽，在通譯人員的協助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二、 與會心得 

韓國國語史研究會是由幾位重量級學者組成的民間團體，帶領研究生每月定期

在首爾仁寺洞聚會，以嚴謹的態度分析原典，探討韓語史的各種議題，並舉辦

演講，出版期刊《韓國語史研究》，收錄相關研究成果。本人在韓國講學期間

參加該會的活動，個人的專業引起他們的興趣，逐漸展開對話，並於 2017年

組團自費訪問台灣師範大學，開啟第一次「韓語史與漢語史的對話」學術研討

會。訪台期間，除了拜會台灣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還移地花

蓮、台中，探訪原住民部落，參觀林家古厝，對台灣的學術研究水準以及文化

保存情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韓國國語史研究會返國之後，便策畫在韓國辦理

第二次的對話，並擴大規模成為國際會議，安排來訪學者了解韓國歷史、語言、

文化設施，多角度進行深入的對話。會議期間又相約 2019年在台灣中央研究

院舉行第三屆會議。此一類似雞同鴨講的會議形式，原先只是偶然的碰撞，居

然獲得這麼大的反響，吸引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細推其

中原由，則是來自學者們對研究的執著，以及對其他領域高深之處的好奇。本

人所發表的論文，對韓國研究《朝鮮館譯語》的專家而言，無疑是一大衝擊。

他們對本人由層次分析解決了對音混亂的問題，給予很大的肯定。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朝鮮館譯語》所載朝鮮漢字音層次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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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吳聖雄 

摘要 

 

  本文主張應參考注音漢字的明代漢語讀音來判斷《朝鮮館譯語》擬音的適當性。

根據音韻對當關係將《朝鮮館譯語》的音讀分成「傳承漢字音層」與「近代借入層」

兩種不同的層次。前者反映較古老的音韻現象，後者則反映近代漢語新興的音韻變

化；這是造成《朝鮮館譯語》對音混亂的主要原因。經本文判斷為「近代借入層」

的韓國漢字音，在現代韓語中多已消失，只能由《朝鮮館譯語》等書窺見一斑，這

應是該書的重要價值。 

 

四、建議 

對本國語言歷史的研究者享有先天性的優勢，但對他國語言歷史的研究卻有一

定的限制。如能取人所長，補己所短，對研究品質的提昇一定大有幫助。他國

的優秀學者應該人同此心，也希望由我國優秀學者取得有價值的啟發。只要能

夠克服語言的障礙，這種國際間高層深入的對話，應該大有可為。建議科技部

考慮對這種大膽的嘗試酌予補助，或許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開啟更多國際

合作的機會。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韓語史與漢語史的對話(Ⅱ)》會議論文集一冊，內容為活動日程表、會

議程表、會長南星祐的序，以及與會者的 12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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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4月 3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所發表論文題目與本研究計畫內容直接相關，然而由於出席國際會議

經費己用盡，因此以自費方式，與共同作者江佳璐博士一起赴會。會議期間兩

天，第一天由 The University of Milan 舉辦，第二天則由 The 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 負責舉辦，每個時段分三個場地同時進行。本人與江博士的論

文被排在第二天下午第一時段的第三會場。論文發表者除了來自歐美的學者以

外，亞洲的學者也不少，尤以台灣的學者人數最多。論文內容以討論語法的比

例最高，音韻與歷史語言學的寥寥無幾。本論文以濟州島漢字音為研究主題，

在所有論文中顯得獨樹一幟。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36 － 

計畫名稱 韓國濟州方言保存之韓國漢字音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吳聖雄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會議時間 
107年 9月 27 日至

107 年 9 月 28 日 
會議地點 義大利米蘭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屆歐洲漢語語言學學會國際研討會 

(英文)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發表題目 

(中文) 

(英文) On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s 

preserved in Jeju dialect 



 2 

二、 與會心得 

由於主辦單位緊縮開支，現場服務人員有限，大部分事務工作都由主持人與發

表者共同解決。在少紙化的政策之下，既無會前論文集，論文的內容也由發表

者用簡報系統直接播放。又由於同一時段分三個場地舉行，每個會場的人數也

就相對減少，與國內學術會議的盛大情況相比，顯得比較冷清。然而即使場面

寒酸，世界各國學者卻都願意自費前往，實在不得不令人佩服他們的精神。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On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s preserved in Jeju dialect 

 

Sheng-Shiung W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usst@deps.ntnu.edu.tw) 

Chia-Lu Chiang, VeeTime Cable TV Company (fan0126@ms19.hinet.net) 

 

In the field of Sino-Korean studies there were very little researchers who had used the dialect materials to 

support their discussions, which means this research field needs comparative evidences. 

Jeju dialect is the only dialect in Korea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comprehensible by other Korean dialects. It is 

also confronted with an endangered situation due to the extensive language contacts with large immigrants. 

Less than one-sixtieth (5,000-10,000) of the population in Jeju Island actively speak the language and most of 

them are above 70 years of age.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fieldwork materials of Jeju dialect done by other scholars and also ourselves. 

By sifting Chinese borrowings from these materials we are constructing a database which contains all the 

elements directly/indirectly borrowed from Chinese. Base on this databas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would be worked out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subdialect distinctions and strata differences. Statistical 

methods would also be conducted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distribution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in 

Jeju subdialects. 

It is hoped that we coul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in Jeju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Which would also provide concrete comparative evidences 

for the Sino-Kor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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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經由本次會議，體認到世界各地都有不計名利、孜孜不倦、熱心研究的學者。

要集合這些性格特異、眼光獨到的讀書種子，似乎並非提供優厚條件就能讓他

們齊聚一堂，反而差別待遇有可能阻擋了一些有心人。許多學者能夠不遠千里

而來，往往是受到特定學者的吸引。本人回國後，收到許多國際學者的來信，

詢問我們籌辦國際會議的計畫。建議科技部能稟持優良傳統，繼續對學者出席

國際會議提供補助，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六、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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