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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台灣華語的/iN/韻正在經歷變異。本研究探討這個最新的變異，對
於台灣年輕人的台語/iN/韻的影響。
台灣在歷經往華語的語言變遷(language shift towards
Mandarin)之後，即使會說台語的年輕人，也幾乎都是以華語為主要
語言，許多研究都提及台灣年輕人的台語發音，受到華語的音韻規
則影響。但是，過去的研究，多針對台語和華語之間的音韻差異
(gap)，對於華語正在變動中的語音變異，如何影響台語，則少有著
墨。
但台灣華語並非穩定不變。在過去三十幾年來，關於台灣華語音節
末鼻音的變異研究，一直沒有間斷。其中關於/iN/的變異狀況最不
穩定，甚至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有些研究認為/ing /-->/in/是主
流，有些則認為/in/-->/ing/才是主流，有些則針對上述兩個變異
規則，進行更細緻的社會因素分析，如性別、區域等因素，對
/iN/變異方向的影響。
本研究欲探討兩個語音變異現象。第一，是台灣華語的/iN/變異。
第二，是華語對年輕人台語的轉移(transfer)。本研究分析了112位
年輕台華雙語人的華台語語料，語料內容為設計過的台語及華語詞
表各一份。研究結果顯示，華語/iN/的變異，呼應了近年來相關研
究的結果。也就是[ing]是強勢變體，/in/正在往/ing/靠攏，且變
異的速度，北部高於南部，女性高於男性。至於台語的/iN/韻，在
/in/以及/ing/的表現，和華語接近，/in/往/ing/發展的態勢也相
當明顯。至於台語的/im/韻的語音表現，[im]明顯流失，女性高於
男性，北部高於南部。北部的[im]流失了甚至超過六成，取而代之
的變體，除了過去的研究常提及的[in]之外，也出現了[ing]，且
[ing]的比例較[in]為高，顯示台灣華語正在經歷中的/in/--
>/ing/也影響了年輕人的台語，台語的/im/正在進入第二階段的變
異，也就是/im/-->/in/-->/ing/。

中文關鍵詞： 台灣華語、語言變異、台語、語言接觸、語言接話、鼻音韻尾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atest condition of Taiwan Mandarin
/iN/ variation and its influences on young people’s
Taiwanese.
A long-term Mandarin-only policy resulted in the language
shift towards Mandarin in Taiwan; young Taiwanese people,
even the native Taiwanese-Mandarin bilingual speakers, thus
speak Mandarin as the major language. Previous studies
reported a variety of Mandarin phonological transfers in
young people’s Taiwanese. However, these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phonological gaps betwee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The ongoing Mandarin variations’ influences on
Taiwanese were barely studied.
Taiwan Mandarin /iN/ variation has been studi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hile contradictive tendiencies were found
in previous studies. Some suggested /ing/-->/in/ and others
suggested /in/-->/ing/ as the major direction.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is Taiwan Mandarin ongoing
variation influences Taiwanese.



112 young native Taiwanese-Mandarin bilingual speakers,
equally subclassified under sex and two regions, are
recruited to read one well-designed /iN/ word list. This
word list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in Mandarin and
the second in Taiwanese. All target words were selected by
two criteria – the shared form (Chinese character) in both
Taiwanese and Mandarin, and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phonologic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of this form.
The results regarding the /iN/ variation of Taiwan Mandarin
agre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in that [ing] is leading the
variation. Taiwan Mandarin /in/ is merging to /ing/ in a
manner that northerners faster than southerners, and female
faster than male. In Taiwanese, the phonetic
representations of /in/ and /ing/ were similar to the
pattern in Taiwan Mandarin in that /in/’s merger to /ing/
is salient. As to Taiwanese/im/, the [im] has been lost so
saliently that only less than 40% of /im/ were realized as
[im]. The remaining major variants were [in] and [im]. The
former is an ordinary L1 (Mandarin) transfer and had been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or even usually emphasized as
a negative transfer in Taiwanese teaching.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the
ongoing innovation in Taiwan Mandarin.
The value of this study are two-folded. First, it presents
the latest condition of Taiwan Mandarin /iN/ variation.
This value is important since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been consistent and the proficiency gaps
betwee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among young bilingual
speakers of these two languages remain enlarging. Secondly,
it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how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a
bilingual speech community keeps transferring its influence
on the minority language. In addition, at macro level,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L1 and L2 switch their statuses in an
unequal political-power involved bilingual speech
community.

英文關鍵詞： Taiwan Mandarin, Taigi, Taiwanese,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variation, language change, nasal coda



1 研究動機  

台語1和華語在台灣有相當頻繁的接觸，這兩個語言也都因此留下了與對方

接觸後的痕跡，其中又以語音表現最顯而易見，這點在雙語社會中的語言接觸相

當普片。此外，華語和台語之間的優弱勢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改變，也

因此這兩種語言在台灣的語音表現也有了不同的樣貌。 

 早年相當常見的「台灣國語」，指的是帶有明顯台語口音的華語。「台灣國語」

的普遍，也反應出當時台灣以台語為母語的人數相當龐大。經過數十年強力的華

語教育之後，台灣社會經歷了往華語的語言變遷 (language shift towards 

Mandarin)，華語也在台灣在地化，發展出有別於中國口音的台灣華語，而台灣

華語也已成為年輕一輩的主要語言，甚至是母語。在這樣的語言背景下，台灣年

輕人的台語發音，開始出現了來自華語的影子。近年的幾個研究，如楊如雪、李

忠謀、邱瓊芳（2009）、許慧如(2014)等等，也都有相關的分析。 

不過，無論是「台灣國語」或是上述的年輕人台語，可說都是第二語言習得

時經常出現的第一語言轉移(transfer)。這種轉移，在兩種語言的音韻系統有差異

時，其實相當常見，或許不足為奇。但是，如果第一語言本身正在經歷語音變異，

這個變異對已接受其轉移的第二語言，是否會持續轉移? 如果會，是否有其他因

素會影響轉移的情形? 如果不會轉移，又為什麼不會轉移?  

 近年來，台灣華語的音節末鼻音變異，也就是/N/及/iN/韻母的鼻音變異，

逐漸受到學者注意，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N/的變異表現，不同學者的研

究成果較為一致，大多是//合併為/n/(如 Kubler 1985、Chen 1991、Tse 1992、

Hsu & Tse 2007、Fon et al.2011 等)。至於/iN/的變異，就有兩種相反的發現，有

的研究顯示/i/合流至/in/，(如 Kubler 1985、Tse 1992)，有的研究顯示是/in/合流

至/i/(如 Chen 1991、Hsu & Tse 2007、等)，也有的研究顯示兩者並存，但受到

不同的條件影響(如 Fon et al.2011、Su 2012、Yeh 2015、Lei2016)。 

如前所述，目前台灣的年經人幾乎皆以華語為主要語言，本研究將透過語料

收集及分析，深入探討台灣華語進行中的音節末鼻音變異，是否也影響了年輕人

台語的相同音節。 

 華語的鼻音韻尾有兩個，分別是/n/及//，可置於此二鼻音前的母音有三個，

分別是[a]、[i]、[]，其中，/a/及/an/韻母的表現相當穩定(Kubler 1985、Tse 1992、

Hsu & Tse 2007)，可說無系統性的變異，因此本文不討論/a/及/an/這兩個韻。

台語的鼻音韻尾有三個，分別是/n/、//、及/m/，可置於此三鼻音前的母音分別

為[a]、[i]、[o]，但是其中[o]與鼻音韻尾的結合較為受限，除了沒有/on/韻母之外，

/om/韻母的字也相當有限2。此外，華語的/N/韻母雖然有變異的趨勢，但是台語

                                                 
1
在台灣通行的閩南語，有多種名稱，如「台語」、「河洛語」、「福佬語」、「閩南語」、「台灣閩南

語」等等。但本研究考量到「台語」一詞仍為目前較普遍之用法，故仍採用「台語」一詞。但對

於其他未使用到的名稱，本研究持中立態度，無任何價值判斷。 
2 根據教育部台灣閩南語用詞辭典，以[om]為韻母的字只有四個，漢字及台羅拼音分別是「參」



的鼻音韻中並沒有/N/韻。 

在上述種種條件下，正在變異中、且台華語都有、韻尾為鼻音的韻母，僅有

/in/及/i/。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台灣年輕人台語的/iN/韻母，透過語料收集、

分析，了解正在進行的華語/iN/變異，無論是/in//i/，或/i//in/ ，對台灣年

輕人台語的/iN/韻母，在產製層面，是否產生了任何影響。更具體地說，華語的

/iN/變異是否已轉移至台語。 

此外，台語的鼻音韻尾/m/，是華語沒有的韻尾。，過去的研究顯示，許多

年輕人台語的/im/韻尾，會誤讀為[in]，並且將這個誤讀解釋為來自華語的轉移。

本研究也將觀察並分析年輕人台語的/im/韻尾，是否也受到華語/iN/變異的影響。 

2 文獻回顧 

 本節將回顧關於台灣華語/iN/變異的相關研究，並且整理各研究的研究結

果，作為本研究設計研究方法時的重要參考。 

華語/iN/變異的相關研究，幾乎都是跟其他母音+鼻音的音節，放在同一個

研究裡討論的，以下將僅回顧/iN/變異的相關研究結果，/aN/及/əN/的變異則暫不

討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華語音節末鼻音的變異研究結果， /iN/正好也是其中

最複雜的3。有的研究顯示/i//in/為主要的變異方向、有的則剛好相反，顯示/in 

//i /為變異的主流。近期的相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還增加了社會因素的分

析，探討上述兩個並存的變異。 

Kubler (1985) 探討台語對華語的語音影響，其中也觀察到華語的/iN/變異。

該文提到，華語的/i/在台灣傾向於發成[in]；Kubler 認為這是來自台語的影響。

Tse (1992)則是探討華語音節末鼻音的專文，該研究也指出，華語的/i/在台灣傾

向於發成[in]。Yueh (1992)也提出了相同方向的/iN/變異，也就是/ i/合併至/in/。

較近期的研究，如 Li et al. (2005)，其研究結果也支持這個變異方向。 

 但是，同時期發表的其他研究，如 Chen (1991)、Hsu & Tse (2007)卻也提出

了完全相反的發現，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台灣華語/iN/變異的主流，是/in/往/i/

靠攏4。 

 基於上述兩種相反的研究結果，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則傾向於在研究方法上有

更細緻的處理。Fon et al. (2011)加入了台語方言這兩個因素，來探討台灣華語的

/iN/變異。結果顯示，這些同時以台語以及華語為母語的發音人，在台灣華語的

/iN/變異上有不同的表現。在北部，/in/往/i/的變異可說是有壓倒性的優勢。在

南部，則是/in//i/及/i //in/都有，女性採用前者的比例較高，後者則主要是

男性採用。不過即使是南部地區的女性，/in//i/的比例還是不若北部的比例那

                                                                                                                                            
som、「掩」om、「丼」tôm、「茂」ōm，其中只有「參」為本字，其餘三個漢字皆為替代字。 
3
 /aN/的發音相當穩定，除了少數個人之外，可說沒有變異現象，/əN/的變異則是堪稱穩定，幾

乎都是[ə][ən]。 
4
 在此提醒讀者，各研究提出的台灣華語/iN/變異的方向，無論是/in//i/、或是/i //in 

/皆為主要趨勢，各研究皆仍觀察到少部分 



麼高。此外，Fon et al. (2011)還認為，/in//i/應該是台灣華語的新興變異，且

已發展為台灣華語/iN/變異的主流。至於/i //in/則應該是來自台語的移轉

(transfer)，這點可由台語方言的差異說起。台語的/i /韻，在台灣北部大多讀做

[i]，但是在南部，則有許多人讀做[i]。也就是說，許多南部人的台語並沒有

[i]這個音節，因此在華語的[i](ㄧㄥ)音節時，就容易以較接近的且台語有的[in]

取代了。 

Su (2012)利用與大學生訪談的自然語料，檢視台灣華語的/iN/變異合流現象。

該研究在/i //in/的頻率和地區的表現上，和上述的 Fon et al. (2011)有所差異，但

是整體的趨勢是一致的。就是/i //in/的表現，台南較台北頻繁，男性較女性頻繁。

Su 認為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是主要原因。因前人研究收集到的語料，都是相對較

正式的語體，但 Su 採用的為自然語料。此外，台南人在談及與家鄉相關的主題時，

較容易出現 /i //in/，但台北人的/i //in/則較不受主題的影響。且台南人的/i 

//in/和另一個音節末鼻音合流的規則///n/也有不同的表現。 

Su 認為，由/i /合流而來的/in/，可以從不同層面考量其意義。首先，若單

單從台南人使用這條規則的高頻率來看，可以將這個合流後的/in/，視為 Labov 

(1972)提及的 indicator，或是 Silverstein(2003)的 first-order index，也就是已經具

有地區屬性但還未發展出明顯設為意義的變體。簡單地說，這個由/i /合流而來

的/in/，顯示出說話者的台南屬性。不過如果再考量與家鄉相關的主題更能引發

台南人的/i //in/，那麼這個合流後的/in/已經超越 indicator 所單純顯示的地區，

而是文化上的連結，也就是進入了 Labov 所說的 marker,或是 Silverstein 

second-order index。 

Yeh (2015)及 Lei (2016)這兩個相當新近的研究，除了方言因素之外，也都加

入了韻律(prosody)因素。這兩個研究的結果，在區域性上和 Fon et al. (2011)一

致，都發現套用/in/→[iŋ]最多的是臺北人，/iŋ/→[in]則是以南部人5為主。其中

Yeh (2015)還分析了世代差異，結果發現，/in/→[iŋ]主要發生在台北年輕人，

/iŋ/→[in]則是南部老年女性。在韻律因素上，這兩個研究皆發現，無論是哪一個

合流規則(merger rule)，韻律邊界都會發生強化效果。 

 綜合上述關於台灣華語/iN/變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性別及地區是影響這

個變異結果的兩個主要的社會因素，其中，”地區”因素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台語/i/

音節的方言差異。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根據相關前行研究的結果，進一步探討，華語的/iN/變異是否影響

了台語的/iN/音節。換句話說，是要了解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的台灣年輕世代，是

否會將其華語/iN/變異的表現帶至台語。本研究將會透過朗讀詞表、讀音判斷等

過程，並分析不同背景發音人的表現，深入了解這個主題。 

                                                 
5
 Yeh (2015)及 Lei (2016)研究中的南部人皆為高雄人。 



3.1. 發音人 

 本研究的發音人條件如下。 

1. 人數: 共 112 人，平均分配於地區及性別的組合。 

2. 年齡: 19-26 歲，平均年齡 21.6 歲。 

3. 地區: 包含台灣的南北兩地。北部包括台北市及新北市、南部則包括台南及

高雄。發音人至少必須在 3-18 歲期間連續居住於該地區(可跨台北市及新北

市、或台南及高雄搬遷。) 

4. 語言背景: 需為台華雙語人，其中台語能力為至少能夠以台語進行日常對話。 

5. 性別: 男女各半。 

上述年齡及地區的條件限制，主要是參考上述各前人研究的研究結果所設

計的。本研究在這兩項條件上，沿用大部分前行研究的作法，主要原因是因為本

研究是基於前行研究的結果所發展出來的，因此希望能儘量控制變項，讓研究結

果能夠更有利於與前人研究的研究結果比較、並且作為相關研究的後續發展。 

本研究的發音人取樣方式屬於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是社會語音學

相關研究常用的抽樣方式。至於分層抽樣的樣本數，通常每組至少要 4 人(Milroy 

and Gordon 2003)。本研究每組發音人為 28 人，總共有 112 人，樣本數應該是足

夠的6。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社會語音學(sociophonetics)相關研究的樣本數，經常

是讀者對此類研究不信任的來源。儘管樣本數不能過度簡化地以越多越好為原

則，但多一些的確較好。只是，這類研究的語音分析工作所需的時間相當長，除

了因為每位發音人大多必須提供相對充足的語料量之外，所有語料皆須進一步進

行語音分析，有些研究甚至還必須進行聲學分析。在這樣的現實考量下，分層抽

樣就成了這類研究的常用抽樣方法。 

至於樣本的代表性問題，就是透過幾個條件交互組合加以把關，期望能將

同一條件樣本內的差異性降到最低。換句話說，這類取樣方法，是透過詳細分類

彌補樣本數不大的遺憾。 

3.2. 詞表 

本研究的語料將來自發音人的詞表朗讀。詞表包含華語及台語兩種，每位發

音人皆需朗讀這兩種語言的詞表。 

 雖然前人研究已揭示華語/iN/變異的特質以及與社會因素的互動關係，但由

於本研究要探討華語/iN/變異對於台語可能的影響，因此直接分析相同發音人的

華語及台語語料是較謹慎的做法，且其結果更能反映現實狀況也更具解釋力。 

 本研究的詞表，共有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華語詞，第二部分為台語詞。兩者

                                                 
6
 且相較於前人研究，本研究的發音人數也應該是足夠的。舉例來說，前述的 Fon et al.(2011)

的發音人共有 23人，Su (2012)則是 35 人。  



皆包含 50 個詞。華台語詞表的設計原則大致相同，其中每個/iN/韻尾的目標(target 

words)詞皆為 10 個，其餘為干擾詞。故，台語詞表共有 30 個目標詞，20 個干擾

詞；華語詞表則有 20 個目標詞，30 個干擾詞。且目標詞及干擾詞，還都有進一

步的選詞原則。 

目標詞的選詞原則，是根據聲韻調7的差異程度選出單音節詞(在此即為單一

漢字)。 在此以幾個實例，以便能更具體地解釋上述選詞原則。台語及華語的/in/

及/i/韻的字，根據聲韻調的相同程度，可以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聲韻調(調值)

都相同者；第二類是聲母跟韻相同，但是聲調不同者；第三類是聲調及韻相同，

但聲母不同者。第一類的例字如”評”，在台語和華語兩者的發音都是[phi]，且

調型都是升調。第二類的例字，如”品”。 在台語和華語兩者的發音都是[phin]，

但是在台語的調型是降調、在台灣華語則是低調。第三類的例字，如”民”。這個

字在台語和華語，調型皆為升調，但是在台語的聲母是[b]、在華語則是[m]8。 

若華語的/iN/變異已影響了發音人的台語，這些目標詞的分類原則，將可作

為結果分析時的變項，以進一步了解影響這個語音變異規則轉移的可能因素。 

所有目標詞(單音節詞)都會擴大為雙音節詞，再以選出的詞造出一個雙音節

詞，並且將目標詞置於此雙音節詞的第二音節，以避免 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且這些雙音節詞皆為台華同型詞，也就是台文和華文寫起來都一

樣的詞(如”產品”、”人民”)，且皆為常用詞，無罕見詞 (表一)。 

 

表一、本研究目標詞的選詞原則示例 

   發音 調值    

 聲母 聲調 台 華 台 華 例字  例詞 

第一類   [phi] [phi] 25 25 評  批評 

第二類   [phin] [phin] 41 213 品  產品 

第三類   [bin] [min] 25 25 民  人民 

 

選擇常用詞作為目標詞，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希望能提高語料的自然程度；

第二個原因則是針對台語詞表。因為台灣民眾，即使是台語流利的台語母語者，

大多都不習慣閱讀台語文，根據本人過去收集語料的經驗可以發現，大部分人其

實是翻譯閱讀到的華文，再以台語朗讀，且許多人甚至未意識到這個”華文台

語”的翻譯過程。在此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明，”食暗頓”跟”吃晚餐”，兩者意思相

同，前者為台語文寫法，後者為華文寫法。但是台灣民眾在閱讀漢字時，通常較

習慣後者，因此若要求受試者看到文字後以台語讀出，對許多會說台語的民眾而

言，看到”吃晚餐”再”讀出”台語 tsia̍h àm-tǹg，可能會比直接看到”食暗頓”更容易

和自然。 

                                                 
7
 這裡的”調”是指調值，而非調號或調名。如，台語的陽平調(第五聲)，對應的是華語的第二

聲；台語的陰上調(第二聲)，對應的是華語的第四聲。 
8
 上述選詞原則適用於/in/及/i/兩個韻，因為台語及華語皆有這兩種韻。 

 



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標詞及其擴大後的雙音節詞，全都為台華同型詞。至

於選用常用詞，除了提高語料的自然程度之外，也考量了年輕台語使用者的台語

程度。畢竟台灣年輕的台語使用者，其台語的詞彙大多較其華語詞彙少很多，因

此選用常用詞，以提高有效語料的比例。 

至於干擾詞，分為兩類。一類為一般常用詞彙(如、”學校”、”年齡”…)，另

一類則是具”誤導”效果。”誤導”效果可能使受試者誤認本詞表的目的，如此則可

降低發音人讀到目標字時的專注性，也就是能夠提高朗讀目標字時的自然程度。

本研究在華語詞表部分選用的”誤導”詞彙為罕見詞或破音字(如”龜裂”)，台語詞

表部分則選擇了台華不同型的詞彙(如”厝邊”、”目鏡”)。 

3.3. 語料收集 

詞表上的詞以電腦幻燈片方式播放，每次播放一頁，每頁ㄧ個詞，發音人必

須以台語讀出螢幕上出現的詞，每個詞念一次。整個朗讀詞表的過程都以數位錄

音機錄音。為了讓語料收集能夠順利進行，在正式朗讀詞表之前，研究人員除了

口頭說明，還會實際示範。在示範之後，還會以五張幻燈片請受試者練習，以確

定受試者了解並熟悉詞表朗讀的過程，避免因不熟悉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整個

語料收集過程皆以數位錄音設備錄音。 

3.4. 資料分析 

 所有收集到的語料，先挑選出目標詞，再進行發音人/iN/韻的鼻音判別。判

別的方法，主要是由經過訓練的資深研究助理以及計畫主持人共同聽辨9。判別

出發音人的發音之後，再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時觀察了以下幾個因素。 

 

(1) 社會因素: 性別、地區。 

前人研究顯示，台灣華語的/iN/變異，在台北以/in//i/為主流，Fon et 

al.(2011)研究中的/i //in/的比例，甚至低到幾乎沒有。至於在南部，/in//i/

及/i //in/兩者皆有，且有性別上的差異。前者在女性較為普遍，後者則是在男

性較為普遍。 

(2) 第一語言的影響。 

華語的變異，是否影響到台語。舉例來說，若發音人的華語/i/已合併至/in/，

這個變異規則是否也轉移至發音人的台語。 

此外，台語的/im/會有哪些讀法也是本研究會特別注意的問題。台語/iN/韻

母，較華語多出一個，也就是/im/。過去的研究顯示，年輕人在念這個韻尾時，

傾向於將這個[im]的韻尾[-m]讀成[-n]，也就是一種來自華語的負轉移(negative 

                                                 
9若聽辨意見不一致，則會以聲學分析的式分析。 

 



transfer)。本研究將觀察，台灣華語/in//i/這個新興變異，是否讓年輕人原有的

台語/im//in/變化，在進一步發展成為/i/，也就是變成/im//in//i/。其中第

一階段的變化是傳統的第一語言的聲韻轉移，第二階段雖然也是第一語言轉移，

但是轉移的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興變異。 

 

4 研究結果 

4.1. 華語的/iN/ 

華語/iN/韻的表現，和近年來的前人研究相當一致。大抵就是/in/在語音層面

的表現，除了原有的[in]之外，[ing]也正在形成一種強勢的變體。且台北發展較

南部快，女性又較男性明顯。台北的女性受試者，[in]及[ing]這兩種變體的使用

率大約各占一半，南部的女性受試者更是[ing]出現的頻率高於[in]。至於/ing/韻，

則[ing]仍有相當穩定的表現，且台北高於南部。 

這兩個/iN/的分析結果顯示，在台灣華語，[in]及[ing]這兩個變體正在競爭，且[ing]

似乎正在成為優勢變體。本研究的受試者皆屬二十幾歲的年齡層，這個分析結果

應可視為台灣華語目前的語音發展方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部的男性。由表一可看出，南部的男性，無論在/in/或/ing/

這兩個韻，變異的比例都差不多。換句話說，南部的男性，在台灣華語/iN/韻的

發音上，相當穩定地維持保守的發音，/in/就大多維持在[in], /ing/就大多維持在

[ing]，似乎未明顯地受到社會語音變異的影響。 

 

表一 本研究華語/iN/韻的語音表現分析 

 

  華語 /in/ (%) 華語 /ing/ (%) 

  [in]  [ing] [in]  [ing] 

北 

 

男 60.3 39.7 4.9 95.1 

女 50.4 49.6 2.7 97.3 

南 

 

男 82.6 17.4 15.6 84.4 

女 44.6 55.4 12.1 87.9 

 

4.2. 台語的/iN/ 

本研究要觀察的重點有兩項，第一，是/in/及/ing/的語音表現，和華語之間

是否相關。第二，台灣華語的/in//ing/的變異，是否影響到台語的/im/。 

 



4.2.1. 台語的/in/及/ing/ 

台語的/iN/韻有三種，/in/, /ing/, /im/。不過由表二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in/

及/ing/的語音表現，雖皆有變異現象，但[im]的比例相當低，大部分的語音表現

都是[in]或[ing]。 

台語的/in/及/ing/的語音表現，趨勢和華語一致，[ing]是強勢變體，不但/ing/的[ing]

變體表現相當穩定，/in/的[ing]變體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此外，台北的發音人，

華語和台語在/in/及/ing/的語音表現，可說有相當一致的趨勢和比例。 

 

表二 本研究台語/in/韻及/ing/韻的語音表現分析 

 

  台語-/in/ (%) 台語-/ing/ (%) 

  [in] [ing] [im] others [in] [ing] [im] others 

北 男 67.4 27.7 2.7 2.2 7.6 91.5 0.4 0.4 

女 54.5 39.7 1.8 4.0 2.2 96.4 0.0 1.3 

南 男 75.0 20.1 3.1 1.8 2.7 96.4 0.4 0.4 

女 60.3 32.1 6.3 1.3 0.9 96.9 0.0 2.2 

 

4.2.2. 台語的/im/韻 

台語的/im/韻，經常是台語教師對台灣年輕人的教學重點，因為華語沒有合

口韻，許多年輕人容易以/in/取代/im/。這種取代，可說是第二語言使用時常見的

第一語言轉移，畢竟現在台灣年輕人的母語大多為華語，即使是華台雙語人，也

是以華語為主要語言。 

本次分析結果的確也顯示，這些年輕發音人台語/iN/韻中，/im/的發音最不穩定，

且四組發音人皆是。值得觀察的是，在/im/的變體中，除了過去常見的因第一語

言轉移而出現的[in]之外，正在發生的華語/in//ing/變異規則，也發生在台語的

/im/。 

也就是說，台灣年輕人的/im/韻，可能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的變異。第一階段

是典型的第一語言轉移，也就是/im//in/。但是近年來台灣華語的/in/正在逐漸

靠向/ing/，本研究的發音人皆為年輕人，且皆為台灣華語的母語者。台灣華語的

這個/in//ing/新興變異，似乎也就隨著年輕使用者帶入台語(圖一)。且四組發音

人，除了南部男性組之外，[ing]變體出現的比例都高於[in]變體。即使是南部男

性組，[ing]變體的比例也幾乎和[in]相當。可見[ing]變體的強勢。 

 

 

 



/im//in//ing/ 

 

圖一 台語/im/變異的兩階段發展 

 

另一個觀察點則是南北差異，台北的發音人，受到華語的影響較南部發音人

明顯許多。這可從/im/發[im]的比例來觀察。如前所述，華語沒有/im/韻，因此/im/

韻對不以華語為(主要)母語的人而言，很容易被/in/取代。雖然這個狀況在南北的

發音人都可觀察到，但南部發音人保留[im]變體的比例，明顯較台北為高。 

 

表三 本研究台語/im/韻的語音表現分析 

 

  台語-/im/ (%) 

  [in]  [ing] [im]  others  

北 男 24.1 36.2 38.4 1.3 

女 20.5 52.7 25.4 1.3 

南 男 17.4 22.3 60.3 0.0 

女 20.5 19.6 58.5 1.3 

 

5. 重要性 

本研究的性質為語音變異的基礎研究，這類基礎研究的結果，將有助於各個

語言應用相關的領域，透過對語音變異的認識，提升掌握該語言的精準程度，有

時可保障語言使用者的權益(如考試、教育、法律)、有時可改善產品品質(如語音

辨識)、有時可提升作品的寫實性(authenticity)(如戲劇)…等。 

舉例來說，/iN/的變異，無論在台語或華語，許多本來讀音跟意義都能清楚區

辨的詞彙，就會產生同音異義詞，如華語的”基金 vs. 雞精”、台語的”有身 vs.

有心”。若這個研究結果可應用於語音辨識系統，在系統的設計上，或許就可強

化相關詞彙的語境判讀功能，而非完全根據字典或教育部的規範，來判讀這些詞

彙的讀音，以提高辨識程度。 

就社會層面而言，在語言變異研究較為成熟且重視人權的社會，有越來越多

的語言學家應邀至法庭作證，或提供區域變體的專業知識協助辦案：如享譽盛名

的社會語言學大師 William Labov，曾以其對美國英語區域變體的專業知識，應

邀出庭作證；最後，一名被控連續以電話恐嚇泛美航空的嫌犯，因 Labov 的專業

證詞洗刷罪名10。而 Labov 在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即是靠著當時他對美國英語變

                                                 
10詳情可見William Labov 1987年就其自身之語言學經驗，寫給大學部學生之短文—“How did 

you get into your chosen field of work?” 全 文 刊 登 於 

http://www.ling.upenn.edu/~wlabov/Papers/HowIgot.html。 

 

http://www.ling.upenn.edu/~wlabov/Papers/HowIgot.html


異的科學研究與分析經驗，二十多年來的累積。若有更多相關研究，除可應用於

上述專家證人的情形，以利提升辦案的準確度及判決的公正性之外。 

此外，在戲劇或其他需有語言展現之文化創作或表演藝術上，除了了解語音

辨異的語言表現外，若這個變異和其他社會因素(如地區、年齡、性別等)有交互

作用，則可在角色的語言表現上有所著墨，以求作品的細緻或逼真，如日本 NHK 

電視台之戲劇節目變常設有方言指導一職，商業電影中也常見敬業的演員為求更

真實詮釋劇中角色，學習不同區域變體。如前幾年的好萊塢驚悚電影「開膛手」

一片中，擔綱女主角的美國影星海瑟葛拉罕為了符合劇中角色的背景，在劇中皆

說著一口愛爾蘭英語。該片男主角強尼戴普則為了劇中倫敦警探這個角色的屬性

與階級，練了一口當時的東倫敦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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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8/06/27-2017/06/30 

地點: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會議名稱: Sociolingusitics Symposium 22 

 

Sociolinguistics Symposium (簡稱 SS)，1976 年設立，目前堪稱是社會語言學領域

規模最大的國際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設立，有其時代背景。William Labov 在

1960 年代末期的幾個研究，如最經典的紐約市百貨公司研究、…開啟了社會語

言學這個新領域，對語言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特別是語言變異這個領

域。但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相當重視社會及文化因素，當時幾位歐洲的語言

學者，希望學業能在 Labov 開啟的新研究風潮的基礎上，從夠發展出針對不同

語言社群、不同文化背景的語音變異研究方法及視野。當時發起 SS 的幾位歐洲

語言學者，後都成為語言變異研究的重要學者，如 Peter Trudgill, Jim Milroy, 

Lesley Milroy 等。 

SS 的規模從 1980 年代開始大幅擴大，並且開始在歐洲各地舉辦，且固定為兩

兩年一次的會議。會議中發表的主題也早已不只是語言變異，語言與社會互動

的各項議題，都是 SS 接受的研究主題，如言談分析、語言媒體、語言與法律、

語言與政治…等。 

 

本次會議為第 22 屆的 SS，這次的會議一如往常，是個充滿學術活力的會議。

總共有 7 場 keynote speech、168 篇口頭報告、19 場小型工作坊(每場有三篇論

文口頭發表)、65 場大型工作坊(每場有 5 至 6 篇論文發表)、三場海報發表。許 

時段，同時進行的場次(concurrent session)多達二十場。 

 

本人的發表安排在第二天第一場，題目為” Still homogeneous? Taiwa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five Mandarin varieties.”，探討台灣年輕人針對台灣社

會中常見但卻少被注意的幾種華語口音的態度。這個議題在發表時，最需要向

在場聽眾解釋的，是華語在台灣的政治性和社會性，因為這個社會特性正是本

研究要探討的幾個華語口音的成因。發表後的 Q&A 階段，聽眾最有反應的的確

也是這個背景知識。 

 

發表當天有幾個小狀況。本人發表的場次為上午八點，是當天第一場，當天到



現場準備時本人發表的會場居然還上鎖中，快要八點才開門。想不到開門之

後，電腦出狀況，無法開機，等到大會工作人員好不容易處理好，已經超過開

始時間的七分鐘了。另外，該場次的 chair 始終沒有出現，所幸發表人跟在場所

有聽眾都有效控制發表及討論時間，整場次得以順利完成。 

在眾多發表及演講中，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 Allan Bell 教授的專題

演講，不但讓我印象最深，也啟發了我的思考。 

 

 Allan Bell 教授是著名的社會語言學者，也是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這份

社會語言學重要期刊的創辦人之一。他的專題演講，題目是”Sociolinguistics 

from the Edge”，從紐西蘭的地理位置和經濟位置出發，探討並反思紐西蘭的社

會語學研究。 

 

 在地理位置上，紐西蘭不但不屬於主流的北半球，即使南半球，位置也屬

相對邊陲，且經常被和澳洲相提並論，甚至分不清楚。但經濟上，紐西蘭卻 

在亞太地區有相對中心的位置，吸引各種背景的移民。 

 

 在 1980 年代之前，紐西蘭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仍將紐西蘭的語料，定位為國

際脈絡下的一小部分。換句話說，當時紐西蘭的社會語言學者，傾向於從外

界、或他者的關點看待自己的語言。1980 年代開始，才慢慢轉向從紐西蘭看紐

西蘭，且這樣的轉變，反而讓紐西蘭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吸引更多國際關注。

Allan Bell 還提到，”The local cast light on the global.” 這個趨勢，也讓我想到近年

來在台灣興起的”台灣學”。顯然，在國際化的浪潮下，站穩自身的定位，似乎

更能確保自己不被這波浪潮淹沒而消失，也更能吸引國際的關注，以實現實質

的國際化。台灣近年來也流行一句口號，”越在地，越國際”，就是這個意思。 

 

 除了在 SS22 會議中得到的學術交流和啟發之外，此行看到紐西蘭社會對毛

利文化的重視，也是一大收穫。紐西蘭人對毛利文化的復振，可說相當支持。

除了許多毛利語的廣告看板之外，這次會議中看到多位紐西蘭在地的學者，無

論是否為毛利人，都會在發表之前，以毛利語開場，包括 Allan Bell 教授。奧克

蘭大學也有學制完整 Maori Studies，提供毛利語言、藝術、毛利文化與社會各

層面的互動等的課程和學位。本人在 2006 年也曾出席 SS16，地點在愛爾蘭。

相形之下，愛爾蘭語復振的成效，似乎遠不及毛利語。  

 



 紐西蘭相當國際化，但也展現了高度的在地價值。這個在地價值，在社會

語言學的研究上，除了毛利語與毛利文化的相關研究之外，還包括的英語這個

強勢的國際性語言。紐西蘭英語有其特有的語音系統，過去就有多個大型計劃

在研究紐西蘭英語的形成和特徵，如 ONZE 計畫。Allan Bell 教授也是長期研究

紐西蘭英語的專家。相形之下，台灣語言學界及社會對台灣華語的定位，還是

顯得不夠明朗與自信。這點也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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