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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收集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所收的「俗讀音」，討論各俗讀音產

生的原因，並將之分為以下幾類：字形類化、語言接觸（主要為華語）、音韻和歷史因素

（包括有標音位丟失、變調問題、兩反切、陰陽調差異）。字形類化為俗音產生最常見的

類型；對臺灣閩南語來說，語言接觸（尤其是強勢的華語）則在近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臺灣閩南語的語言發展歷史久遠，內部音韻自然也會有較多複雜的變化，而產生與音韻規

則不盡然相符的音讀。透過這些整理，本文以「水系模式」（洪惟仁，2019）討論俗音在

一般使用及教育中的定位，提出「正音」並非永遠的標準，而官方訂定的標準音也僅是一

個時代的切片，但對於語言教育，尤其是弱勢語言來說，卻也是必要的存在。而當代常見

的訛音，同時也是未來可能定型的俗音，本文在最後列出這些音讀，供臺語正音教育作為

教學重點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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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vernaculars of words collected in the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

Used Taiwan Minnan”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9) and investigates how vernaculars 

are formed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data suggest that vernaculars mainly occur in three 

ways: (i)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vernacular has the pronunciation of a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 (ii) Nevertheless, one major source of vernaculars has been language cont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in 

the region. (iii) Last but not least, phonological and other historical factors ---- loss of marked 

sounds, tone sandhi, homographs & heteronym, and Yin/Yang tone switch ---- als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vernaculars over the long histor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naculars and prescriptive pronunciations,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the River System Model (Ang 2019). Pronunciation changes with time, and 

prescriptive pronunciation is no exception, but rather a snapshot of the time when the dictionary 

was published. However, government-endorsed, standardized pronunciation is necessary for 

language teaching at school,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minority languages. In addition, 

pronunciation errors that commonly occur may one day become part of the vernacular. I provide 

a list of such erroneous pronunciations for purposes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eaching and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Keywords:  Descriptive Pronunciation, Prescriptive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Sound Chang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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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閩南語的發展歷史悠久，北方的官話與南方在地的百越語，歷經長遠的接觸

融合，而產生極為豐富的歷史語音演變1，於今視之，造就複雜的「一字多音」。依據董

忠司 (2001)、林慶勳 (2001) 之臺灣閩南語概論專著，一字多音的狀況包括：破讀（不

同反切）、文讀音與白讀音、方言差、音變（如同化作用、合音、連讀變調等）；楊秀芳

(1982、1991) 對於閩南語的文白讀提出歷史語言層的見解，認為文白讀乃隨時間與語言接

觸層層堆積，但仍保有其系統性；洪惟仁 (1992、2003、2019)、張屏生 (2007) 則全面地描

述了臺灣各地的方言差異，及其與包含漳、泉、廈等源頭的異同。

上述各種分類，都在中古音系的大架構下展開，文白讀多能納入系統對應中，各次

方言之間的接觸所產生的方言差異，則是在「以各閩南語為主要、甚至唯一的溝通語言，

且多數人不識漢字」的前提下發展。臺灣在近百年內急速地進入現代化，臺灣閩南語內部

有漳泉廈的競爭、有在地化以後產生的方言差，外部有客家話、原住民族語的些微影響，

以及日語、華語的強大影響，歷史與政治造成語言急速的改變，也幾乎在同時，較科學性

的語言學引入，各種記錄足使後人窺見百年來的語言變遷，又由於現代教育觀念的引進，

「語言標準化」也成為新興且重要的語言教育工程。在此背景下，「變動中的語音」，成為

可以被觀察和分析的類別，同時也是教、學雙方及辭典編纂者深感困擾的一環。且正因其

仍在變動，故研究甚少論及。

語言總是不斷產生變化，在利於辨義與簡化之間擺盪，產生內部的音變之外，也會

因為外力產生變化，例如語言接觸產生的競爭與融合。「標準音」，包括一個漢字該讀哪個

音或哪幾種音，以及該音的音值為何，往往是某一個時代、根據其需求（如作詩、教育所

需）而「決定」出來的，因此，標準也會隨著時代改變，古之訛誤可能為今之標準，今之

訛誤也可能成為未來的標準。

語言教育需要標準化，但真實的語言表現亦不容抹滅，因此，「俗音」這一項分類，

便出現在目前的語言教育需求中。以國語辭典來說，辭典只收錄正音，訛音俗音不會收

錄，如果音讀經歷時代演變而更改，也會透過行政程序公告而成為新的標準（如「國語一

字多音審訂表」），但臺灣閩南語狀況不同，「俗音」存在於官方辭典中。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下簡稱「教典」）之音讀體例中，設有「俗讀

音」一項，其定義說明為2：

依循中古反切不可能切出來的音讀，卻是社會大眾比較常說的音，是相對於

「正音」來說。而所謂「正音」則是指符合中古反切所切出來的音。一般常見

1　詳見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

2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compile1_3_9_3.jsp，列於辭典說明→編輯說明→編輯凡例→音

讀說明之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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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俗音」如下：

（一）組 tsóo，但是【組長】唸 tsoo-tiúnn。

（二）歉 khiám，但是【道歉】唸 tō-khiam。

（三）象 siōng，但是【印象】唸 ìn-sióng。

（四）轎 kiāu，但是【轎車】唸 kiau-tshia。

（五）技 kī，但是【技術】唸 ki-su' t。

（六）觸 tshiok，但是【接觸】唸 tsiap-sio' k。

（七）償 siông，但是【賠償】唸 puê-sióng。

上述這些俗讀音多半是受到字形類化的影響所產生的音，這些詞如果就規範的

角度來說，應該標注「正讀音」，但是我們顧慮到語言使用的社會性，所以在

這些詞我們也加注了「俗讀音」，在主音讀旁以「俗唸作 XXX」表示。

除了詞目本身以「俗唸作」標示外，該單字詞之俗讀音也以「俗」標註3，而牽涉使

用此俗讀音的詞目，則如上所述，在詞目內文的主音讀旁標註俗音。

綜觀教典有「俗」音標記的單字，總收 57 個4，但上述七個例子當中，第一「組

(tsoo)」與第五「技 (ki)」卻沒有標註俗音，以體例來說視為正讀。而 57 個俗讀音當中，

有部分字詞在 1913 年出版的《廈門音新字典》、1931 出版的《臺日大辭典》中，就只收

錄教典所謂俗音，並沒有收錄教典所稱的「正音」。

教典因為是團隊集體編輯，且編輯之初，學術及人力資源都相當匱乏（林佳怡，

2010），資料有所錯漏或需修訂，亦為辭典必然的發展過程5。但這些俗音如何產生？能不

能加以解釋和歸類？本文重點不在討論教典的俗音收錄和定義問題，而是以教典收錄的俗

音為例，來探討俗音產生的原因和類型，如遇教典標註的俗音有值得商榷之處即予指出，

最後提出本文針對俗音的討論，末節再列舉當前常見的訛誤音讀，作為教育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以教典收錄的俗音為討論基礎，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並非以教典所載做為判

定字音為俗音與否的標準，而是以教典資料做為分類討論的基準。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比較法，並未加入實際的語言調查，除了作為討論基準的

教典之外，主要以 1913 年出版的《廈門音新字典》（以下簡稱甘字典）、1931 出版的《臺

3　 同樣的標示方法另有文、白，表示文讀音與白讀音。「替」字之標註在內文標於詞目處而不標於音

讀處，表示為「替代字」，替代字之音讀為替代音。

4　 資料來源為教典資料庫中標記為俗讀音者，此 57 字之俗音及正音（主音讀）列於文末附錄，依俗

讀音的臺羅為順序。鑑於教典持續編修中，此一數字為 2019 年 7 月申請之資料庫。

5　 參考林秀梅譯，2005，《OED 的故事：人類史上最浩大的辭典編纂工程》（原作者：Simon 
Winchester）。臺北：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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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辭典》（以下簡稱臺日典）兩本文獻為主，並輔以代表臺灣近代語音的十五音韻書

《彙音寶鑑》，做為百年前的正讀音和今日俗音的參照基準。文獻反應的語言情況不一定

普遍和全面，尤其字辭典，會傾向「正確」的讀法，也會盡可能收集存在的讀音，而文獻

相較於實際語音，也會是相對較早的情況，當代的演變無法掌握。

本文先收集教典中所收錄的俗音字，以及使用該俗音字構詞的詞群，再比較甘字典、

臺日典對於該字、詞收錄的音讀為何，較特殊的例子再增加彙音寶鑑的資料來比較。最後

將俗音產生的原因分類解釋，再各舉一些教典的例子來逐字討論。

本文以下將「臺灣閩南語」從俗稱為臺語。使用的臺語羅馬字為教育部臺灣閩南語羅

馬字拼音方案，臺語漢字以教典使用之漢字為主。華語拼音使用漢語拼音方案。

參、俗音產生的原因及類型

語言總是不斷地發生變化，語音會在辨義和簡化之間拉扯尋找平衡，音韻系統也會傾

向發展成對稱的結構（陳淑娟，2010），語言學家對各種變化提出解釋，言之成理後成為

學術的共識，有時候，則是以 A 理論來解釋也成理、B 理論解釋也可行，但卻會產生截

然不同的觀點。俗音的產生也是一樣，我們可以根據前人研究、歸納的各種現象和規則，

來為每個俗音的產生提出解釋，但這個解釋，只能說是合理或不合理，很難得到具體的驗

證。

本文將俗音產生的原因分為三種類型：字形類化、語言接觸、音韻和歷史因素。同樣

地，如前所述，由於對俗音所提出的解釋只能求合理性，所以一個俗音的產生，很可能從

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也可能同時受到兩種甚至三種因素的影響，本文乃

以解釋上影響性最大者為其歸類，有其他可能解釋者，再另外說明。以下分節討論。

一、字形類化

根據李惠綿 (2016)，字形類化所產生的音變，不是由「音」本身所引發，而是受字

「形」類似的影響，「這些類化字有共同的特點，其音讀皆於古無據，亦即無法在古代

韻書中找到這個音讀的反切；而所改變的音讀，或與其偏旁相似，或與其同偏旁的字相

似。」此一定義和前引教典體例之「音讀說明」所述相似。依此定義，教典收錄之字形類

化類俗讀音，舉例討論如下。

【歉】教典俗讀音 khiam、正讀音 khiàm，【抱歉】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抱歉」一詞在甘字典、臺日典中皆未收錄，臺日典亦無收錄「歉」字，應是由華語

吸收的現代新詞。歉與常用詞「謙虛 (khiam-hi)」、「過謙 (kòo-khiam)」的「謙」同偏旁，

因而類化讀為 khiam，除「抱歉」一詞，口語中並無其他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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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教典俗讀音 sióng、正讀音 siông，【賠償】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臺日典已收錄「賠償」一詞，只有正音 puê-siông 而無俗音。華語也是陽平調，可證

受偏旁「賞 (sióng)」類化影響而產生俗音。

【寂】教典俗讀音 siok、正讀音 ts k，【寂寞】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只收正讀音，並另收 ts p。比較同偏旁的淑 (siok)6與叔 (tsik)，兩

字在華語同音，寂字在類化時卻受了淑的影響，且因為流行歌大量使用寂寞 (siok-bo' k) 一

詞，使這個俗音被廣為接受。

【恢】教典俗讀音 hue、正讀音 khue，【恢復】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受偏旁「灰」的影響而產生俗讀，教典未收其他以

「恢」字構詞的詞彙。臺日也收了「恢復」一詞，亦僅收錄正讀音。

【購】教典俗讀音 káng、正讀音 kòo，【採購】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臺日典未收單字，僅收「購買組合」一詞並標註

（日），表示為日語外來詞。可以推論購字在早年臺灣人口語中並不使用，採購、購買也

都是新詞，而新詞產生時，可能受到「開講 (khai-káng)、演講 (ián-káng)」的「講」之影

響，同偏旁而類化讀為 káng。

【漠】教典俗讀音 bôo、正讀音 bok，【沙漠】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臺日典僅收正讀音，甘字典並收 bok, bôo 兩文讀音，兩音都有”iù-iù ê soa teh pe”這

句解釋，彙音寶鑑則 bok, bôo 兩收，並都有「沙漠」一詞。「漠」字中古僅入聲一切，bôo

音之產生可能是音同偏旁常用字「模 (bôo)」的類化，但其產生的時代很早。

【避】教典俗讀音 phiah、正讀音 pī，【避免、閃避、逃避】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與臺日典接僅收正讀。本文稍後會提到，許多俗音產生的原因是受到華語的

影響，「避」字的正讀音與華語讀音相當接近，卻反而受字形類化的影響，產生和「癖

(phiah)」一樣的讀音，固然「癖」在口語中是常用詞，但相較於同樣常用的其他字，卻各

自有不同的發展。避、癖在廣韻分屬不同韻部。

【植】教典俗讀音 t t/ts t、正讀音 s t，【植物】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與臺日典皆只收正讀。直及偏旁為直的各字同韻，直、值屬中古澄母，植、

殖屬中古禪母，現代華語都演變成為 zhí，但在文獻中的臺語正讀音，保留了 t、s 兩種聲

母差異，也就是說，儘管偏旁「直」有 t- 聲母的讀法，但可以合理推論至少在百年前，

6　 本例先不論淑字原為陽入，只就甘字典與臺日典所收的實際語音 s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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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正讀音為 s t。但此差異至近代發生改變，而有逐漸混同的趨勢，將植、殖誤讀

為 t t，一方面受字形類化影響，也可能多少受到華語四字同音的牽引。

【艦】教典俗讀音 kàm、正讀音 lām，【軍艦、艦隊、戰艦】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與臺日典皆只收正讀。「監」及偏旁為「監」的各字同攝，監、鑑屬中古見

母，濫、襤屬中古來母，這四個字在現代華語和臺語都依其音韻規則表現，區分清楚7。

「檻」字華語衍生 jiàn、kăn 兩讀，臺語則甘字典收錄 lām 表示欄杆、捕獸器等，彙音寶

鑑同音同義，臺日典、教典未收此字。

「艦」字亦為匣母，雖然可做參照的字只有「檻」，但甘字典、臺日典、彙音寶鑑皆

一致性地收錄 lām，皆為戰艦之義，足見此一正讀音不僅符合音韻規則，也存在於口語之

中。但因為現代華語的艦字讀如見母字，字形類化與華語語音同時影響，而產生 kun-kàm

之俗音。

【轎】教典俗讀音 kiau、正讀音 kiāu,kiō，【轎車】以俗讀音為主音讀

「轎」的白讀音 kiō在臺語中屬常用詞，在早年的常民生活與迄今的宗教活動，都

是相當常用的詞彙，新詞「轎車」進入臺語時，卻將「轎」讀如同偏旁的「嬌 (kiau)」或

「驕 (kiau)」，kiau-tshia 成為唯一的讀法，正讀不存在。

【錄】教典俗讀音 lo' k、正讀音 lio' k，【錄音】以俗讀音為主音讀

教典在此字相關詞的音讀取捨，不知是刻意為之或系統疏漏，錄音、錄音機、錄音帶

三詞以俗讀音為主音讀，且並未把正讀音放在「又唸作」「又唸作」。甘字典、臺日典與彙

音寶鑑皆只收正讀，其中甘字典並收錄了白讀音 l k，而彙音寶鑑在索引處多收一音「經

八柳 (l k)」寫「錄取」（但經八柳正文沒有收），表示當新詞彙進入臺語中時，也曾出現

過正讀的白讀音。俗音 lo' k 可能是受此偏旁的常用詞「祿」類化而產生。

【障】教典俗讀音 tsiong、正讀音 tsiòng，【故障、保障】以俗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受偏旁章的影響而產生俗讀。值得注意的是，在「白

內障」一詞則又收正讀音 tsiòng/tsiàng，「殘障」、「障礙」也都僅收正讀音。此字教典反而

不收正讀。

以下是仍屬字型類化，但狀況比較特殊者。

【紀】教典俗讀音 kì、正讀音 kí 8

「紀」字廣韻只有上聲一切，與去聲的「記」有別，但在華語中記、紀兩字都讀同去

7　 其中，「襤」在現代口語中似乎不常使用，但仍經常出現在傳統戲劇的對白裡，臺日典也收了襤

褸、襤襤褸褸等詞。

8　 另有「紀年 (khí-nî)」一詞不在此比較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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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目前的國民教育中則分別規範兩字的適用語境，以為用字的區別。

教典各詞「紀錄、紀念、紀元、紀律」以俗讀音為主音讀，又唸作亦不錄正讀音，

「年紀、世紀」以正讀音為主音讀，不兼收俗讀音。以這幾個詞彙來看，「紀」字在詞彙

中的前音節為俗讀音 kì，同記，在後音節則保留原本的上聲 kí。而甘字典與臺日典不論

在音節前、後都只收正讀音，臺日典所收「紀」字在前音節的詞彙「紀元、紀行、紀綱、

紀傳」等也都只收正讀，彙音寶鑑亦同，且也收了「紀元」一詞。

由此看來，臺語原本保留了記、紀不同聲調的用法，但可能隨著華語將記、紀音義

混用，也受到了影響趨向混同，但又未到系統性改變。這可能是因為前字變調之後，正讀

kí 為高平調、俗讀 kì 為高降調，後字未變調正讀 kí 為高降調、俗讀 kì 為低降調，華語則

無變調問題，記、紀兩字音混同後都為高降調，進而影響臺語的俗音演變只發生了一半，

即前字選擇俗音、後字選擇正讀——音韻表現得跟華語更為接近。

【輔】教典俗讀音 phóo、正讀音 hú

教典收了此一俗讀單字音，但列為不成詞單字，故沒有釋義等內容9，但也沒有收錄

使用俗音的相關詞彙，僅有使用正音的輔導、輔助、輔選、輔大。而甘字典、臺日典、彙

音寶鑑也都沒有收錄俗讀音 phóo。然而這個俗讀音卻普遍存在於服過兵役的男性，在軍

隊中會稱呼輔導長為 “phóo--ê ”，連帶也有人將輔大讀為 Phóo-tāi10。

而華語讀為 fǔ的常用字當中，只有「斧」字臺語可讀為 póo，該字也有文讀音 hú。

而同偏旁的補、捕、脯等則都讀為 póo，受字形類化影響的可能性較高，但卻滋生了送氣

音而成為 phóo，倒是前面字型類化的例子中所未見的例子。

語音不斷變化的歷程中，即便最後演變出與中古甚至上古相同的音韻特色，但語言使

用者對於歷史音韻的演變多數不察。因此，固然偏旁「甫」在臺語中聲母有 p- 的讀法，

而「輔」字在甘字典、臺日典、彙音寶鑑都僅收錄 h- 聲母的讀音，表示在近百年的語言

使用中，單就「輔」字而言，很可能只有 hú 音，phóo 是當代後起的語音。

二、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是產生新讀音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強勢語言對弱勢語言更容易造成影響，

以下舉出教典所收俗音字中，因為語言接觸的而產生的俗音。

【佩】教典俗讀音 phuè、正讀音 puē，【佩服】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且僅有「佩戴」之義的相關詞，沒有佩服、敬佩等

詞，應是從現代華語吸收而來，並受到華語的影響而產生俗音 phuè。

9　 參見教典體例：辭典說明→編輯說明→編輯凡例→九、附錄文件→（一）收詞原則→六、...... 不構

成「獨立單字詞」條件者，僅於查詢結果頁面呈現音讀。

10　 語料來自 PTT https://www.ptt.cc/bbs/HsinChuang/M.1324828912.A.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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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典俗讀音 ú、正讀音 gū，【公寓】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11、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臺日典並收錄「寓所」一詞亦為正讀音。日本時代

雖已使用此詞，但臺語吸收了現代華語的公寓一詞後，仍受華語影響而產生俗音。

【弊】教典俗讀音 piah、正讀音 pè，【作弊】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臺日典並收錄舞弊、作弊、弊端、弊病等詞，皆為正

讀。教典另收臺華共同詞12「弊案、弊端」，則僅標註正讀音而未收俗音。以「弊」字構

詞的相關詞中，作弊是口語中較常使用的，可能受了華語弊、壁同音的影響，而使「弊」

產生與「壁 (piah)」同音的俗音，其他詞彙可能口語使用出現斷層，而臺語教育興起之

後，反而缺少俗音產生的機制而僅收錄正讀音。與前述「避」字相較，華語也同音，卻受

字形類化的影響而產生俗音 phiah。固然 piah、phiah 僅送氣與否之差異，但哪邊的影響比

較關鍵，則難以驗證。

【藉】教典俗讀音 tsioh、正讀音 tsik（文）tsiah（白），未收錄相關詞彙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臺日典並收錄「藉口」標音 tsià-kháu，可能受華語

藉、借同音的影響，且華語亦藉口、借口兩用，但教學上以「藉口」為主，故使臺語也將

「藉口」讀為 tsioh-kháu，亦可為了使音、字相符而寫成「借口」。

【碩】教典俗讀音 sik、正讀音 s k，【碩士】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僅收錄正讀音，臺日典未收錄此字。碩士為新詞，陰陽入的混用是常見誤讀

音，例如「畢」業、「捷」運、「激」動等，應不是受華語影響，但皆為華語漸成主流過程

中混用的例子。

【尚】教典俗讀音 sióng、正讀音 siōng，【高尚】以俗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臺日典並收錄「高尚」一詞標註正讀音。可能受華語

尚字讀為高降調的影響而產生俗音。

【象】教典俗讀音 sióng、正讀音 siōng，【印象】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象】教典俗讀音 siòng、正讀音 siōng，【對象】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且皆無印象、對象這兩個詞彙，與前述「高尚」相

比，俗音產生的原因可能相同，都是受華語高降調的影響，但印象的象產生高降調、對象

的象產生低降調的俗讀，而與「尚」字不同的是，「象」字其他構詞如現象、氣象等，在

臺語中並沒有產生俗讀音，而臺華共同詞更收錄了許多新詞如意象、亂象、象徵等等，也

11　 甘字典另收錄 ú 音，義為”óa-kià; khiā-khí, siok-lūi, thok-tiōng.”，與公寓的「寓」無關。

12　 參見辭典說明→編輯說明→改版說明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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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述弊端、弊案一樣，都沒有產生俗音。可見俗音產生的理由或可推測，但卻沒有一定

的規則，同樣的條件也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俗音。

除上述多音受強勢華語影響而誤讀產生的俗音，但也有從甘字典、臺日典即已固定

的俗讀音，如「常在」讀 tshiâng-tsâi、「西瓜」讀 si-kue，都已在口語中形成唯一的讀

音，且常、西的正讀音也穩定地存在於其他構詞中。又如俗語「一錢二緣三媠四少年」的

「錢」固定讀為 tshiân，此音也僅用在這句諺語中。

還有兩個特殊的例子。「饅頭」讀為 bán-thô，說受華語影響並不正確，而是直接從山

東腔的華語移借進臺語，成為固定的讀法13。「整個 (tsíng-kô)」一詞，在許多演講、正式

談話中經常使用，「個」字固定讀為 kô，大概也是移借自華語但又產生音變，卻已在臺語

中固定下來，目前社會上反而是中年以上的臺語人才會使用的詞彙了。

與接觸最後一個特殊的例子是「彌補」。「彌」字正讀音為 mî、bî，臺日典收錄許多

「彌陀」相關詞，「彌」字有 mí, mî, bí, bî 等並存的四個音。「阿彌陀佛」在現代多讀為

Oo-mí-tôo-hut，很有可能因為這樣，使「彌」字與 mí 音連結，當新詞「彌補」進入臺語

時，就讀為 mí-póo 了。

三、音韻和歷史因素

還有些俗音的產生源自於音韻本身的特色和音韻的歷史演變，例如有標 (marked) 音

位丟失、變調問題、兩反切、陰陽調差異等等。

（一）有標音位丟失

【仰】教典俗讀音 ióng、正讀音 gióng，【久仰】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危】教典俗讀音 uî、正讀音 guî，【危險】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此兩字甘字典、臺日典皆僅收正讀音。俗音的產生可能是因為濁聲母較為有標

(marked)，加上強勢華語沒有 g-，現在年輕一輩的人也常有丟失濁聲母 g- 的情況，但此

二字發生的時間較早，被教典認定為俗音而非誤音。

（二）變調問題

【坎坎坷坷】教典正讀音 khám-khám-khiat-khiat、俗唸作 kham-kham-khia' t-khia' t

【卸世卸眾】教典正讀音 sià-sì-sià-tsìng、俗唸作 sià-sí-sià-tsìng

【戲弄】教典正讀音 hì-lâng、俗唸作 hí-lâng

這三筆俗音都是聲調發生改變，但並不是受到字形類化或其他語言的影響，而是發生

「再變調」，即正讀音變調後的調值，當作本調再變調一次，這三筆俗音的本調，其實是

二次變調之後的調值，去逆推本調而得到的結果，並不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本調，「坎坎坷

13　 臺日典中的「饅頭」讀為 bîn-thâu，與這裡所說的一般食品饅頭 (bán-thô) 是不一樣的東西，只是

臺日典使用這兩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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坷」的「坎」、「卸世卸眾」的「世」、「戲弄」的「戲」皆是如此。本研究的參考文獻甘字

典與彙音寶鑑，都以「字」為編排，看不出單一詞彙的表現；三詞彙中，臺日典「戲弄」

確實收了兩音，用字相同。

（三）兩反切

【會】教典俗讀音 huē、正讀音 kuè

「會」字本有兩反切，音義皆不同。甘字典所收 huē音，沒有算數的意思，kuè 音則

列”ǹg-siàu, siàu-hāng, siàu-gia' h.”，仍明確分用，彙音寶鑑亦同。臺日典「會計」一詞則

huē-kè、kuè-kè 正俗兩收並標註（國）14。教典「會計」主音讀 kuè-kè、俗唸作 huē-kè。

【勞】教典俗讀音 lô、正讀音 lō，【慰勞】以正讀音為主音讀

「勞」字本有兩反切，音義皆不同。甘字典兩收分用，彙音寶鑑亦同。臺日典去聲亦

僅收「犒勞」一詞音 khò-lō，同樣分用。教典「慰勞」主音讀 uì-lō、俗唸作 uì-lô。

以上兩筆情況類似，雖然臺日典「會計」已收錄俗音，但仍應以正讀音為主為宜。

【汙】教典俗讀音 ù、正讀音 u

「汙、污」字本有兩反切，去聲做動詞。甘字典「污、汙」兩字都 u、ù 兩收。臺日

典只收 ù，用字為「污」，「污味、污血、污氣、污點」皆為 ù 音。彙音寶鑑「污」u、ù 兩

收，「汙」僅收 u，但「污」字於上平聲處標註同「汙」。教典視兩字為異體字，從國語辭

典用「汙」字，「貪官汙吏」以俗讀音為主音讀，其他詞彙以正讀音為主音讀。可能因為

同時牽涉異體字、兩反切，所以使用情況較為混亂，但教典將 ù 列為俗音是否恰當，有當

商榷。

【劑】教典俗讀音 tse、正讀音 tsè

「劑」字有平、去兩切，但廣韻、集韻的平聲都是齊的意思，明清《字彙》才有藥劑

之義，為去聲。甘字典、臺日典、彙音寶鑑皆僅收 tse，臺日典收「藥劑師」也是俗音。

教典「藥劑、防腐劑、鎮靜劑」以俗讀音為主音讀，藥劑師、劑量以正讀音為主音讀。以

此脈絡，教典將 tse 列為俗音是否恰當，也同樣有待商榷。

（四）陰陽調差異

【潮】教典俗讀音 tiau、正讀音 tiâu

「潮」澄母字，陽平為正讀。甘字典僅收正讀音，但未列高潮、思潮等抽象義；臺日

典未收單字，相關詞當中，「風潮」收俗音 hong-tiau，並標註 ( 國 )，「思潮」卻僅收正讀

14　 此處的國語為日語，表示此詞由日語而來。後文同，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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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su-tiâu；教典「高潮」收俗讀音 ko-tiau 且未收正讀，另收「風潮、熱潮、潮流」等皆

標正讀音 tiâu，未收「思潮」一詞。

【誓】教典俗讀音 sè、正讀音 sē（文）、tsuā（白）

「誓」字為禪母字，固然以反切來看，文讀音為 sē為正讀，不過甘字典、臺日典

文讀音皆僅收 sè，文讀音相關詞彙；教典收「山盟海誓、誓不兩立、宣誓」，臺日典收

「立誓、誓盟、誓願」等，皆僅有 sè 一音，甘字典亦不收 sē，而是收 sè（文）、tsuā

（白）。

【調】教典 tiau、tiàu、tiâu、tiāu 並列正讀音

「調」本有平去兩切，其為定母字，陽平、陽去為正讀。甘字典收文讀 tiâu、白讀

tiau、單獨文讀 tiāu，平聲陰陽都是調和之義。臺日典平聲部分有「烹調、調處、調養、

調停」標音 tiau，未收「協調」一詞；去聲部分，「調動、調遣、調營」等皆標 tiāu，未

收 tiàu。教典平聲部分，僅「協調」主音讀 hia' p-tiau、又唸作 hia' p-tiāu（皆非陽平），其餘

「調解、調停、調養」等皆為陽平；去聲部分「調動、對調、調派、調度」皆僅收 tiàu，

其餘與音調、調查有關的詞會都收 tiāu。

綜合看來，「調」的平去兩切，正讀音應為 tiâu 與 tiāu，陰平的 tiāu 在臺日中已出現

在少數詞彙，陰去的 tiàu 則在甘字典臺日中皆未見，實為受華語影響而產生的俗音，而教

典列為正讀。

【態】教典 thài、thāi 並列正讀音

「態」字為透母字，應以 thài 為正讀音，事實上甘字典、臺日典也都僅收 thài 一音，

並沒有 thāi 音；教典則兩音都列正音，相關詞「態」字在後者，主音讀為 thài，例如「形

態、生態、心態」等等，「態」字在前者僅「態度」一詞，主音讀 thāi-tōo、又唸作 thài-

tōo。而臺日典態度一詞則僅收 thài-tōo 一音。由此看來，「態度」讀為 thāi-tōo 才是真正的

俗音，教典卻以正讀音視之。

臺語陰陽去牽涉方言差、陰陽平則變調後有方言差，確實常有混淆的現象，比較以上

四字，其實是類似的狀況，但教典在「潮、誓」兩字將不符反切者標記俗音，「調、態」

兩字不符反切者則並列正讀，除了顯示教典的資料處理仍有不一致之處外，其實也突顯了

「俗音」定義的問題：以不符合反切為俗音的定義，是妥當的處理方式嗎？這個問題將在

後文稍作討論。

四、其他

教典還列了許多俗音字，有的分屬上述原因，有的可能受多種因素影響，也有以俗音

標記可能不甚妥當者，本文並未全部涵蓋，最後再討論幾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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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教典俗讀音 koo、正讀音 ko，「藥膏、齒膏、糖膏」等主音讀為正讀音，「膏

藥、膏肓」主音讀為俗讀音。甘字典列文讀音 ko、白讀音 koo。臺日典兩收，但 koo 都標

註為（泉），彙音寶鑑也將 koo 列為泉音。洪惟仁 (2009) 亦認為「高高」類讀 oo 是泉腔

特色。

「查」教典俗讀音 tsa、正讀音 tshâ。甘字典收文讀音 tshâ、白讀音 tsa，意思相同。

臺日典兩收，「查埔、查某」的詞頭「查」先不論，其餘與調查之意之詞彙，tshâ、tsa 兩

音兼有，有的只列 tshâ，例如「查案、查出、探查」等，有的只列 tsa，例如「密查、

存查、查明、查問」等，有的一詞兩音兼收，例如「暗查、查考、查看」等，還有「查

查」一詞收 tsa-tshâ。彙音寶鑑同樣兩收，tshâ 音舉例「查考」、tsa 音舉例「調查」。教典

則規則性地，「查」字在前者以正讀音為主音讀且各詞皆收俗唸作、「查」字在後字以俗

音為主音讀且不收正讀音。「查」為床母，就反切沒有讀為陰平的條件，民間文獻很早就

將「查埔、查某」的詞頭定型寫為「查」，有可能受此影響而產生 tsa 音，甚至演變為強

勢音讀。

另有兩個在俗音體例中舉為俗音的例子，一是「組」，依反切應讀為 tsóo，教典僅收

錄 tsoo 一音，相關詞主音讀皆為 tsoo 音，單字未標記俗音，亦未收錄 tsóo 音。甘字典僅

收錄 tsóo 音。臺日典則 tsoo、tsóo 兩收，標示（國）者多以 tsóo 為主音讀並兼收 tsoo 的

讀法，未標示者如「歸組、消防組、甲組」則僅收 tsoo 音。

另一字是「技」，依反切應讀為 kī，教典僅收錄 ki 一音，相關詞主音讀皆為 ki 音，

單字未標記俗音，亦未收錄 kī音。甘字典僅收錄 kī音。臺日典原則上也僅收錄 kī音，

「技能」一詞收錄 tsi-lîng 但註明 tsi 為 kī之誤，另「技藝、技術」也是同樣的狀況。這

兩字皆符合教典對俗音的定義，也在體例說明中列舉作為俗音的例子，但正文卻遺漏了，

並未標記俗音。

肆、俗音的表現與教學標準

王士元於 1969 年提出的「詞彙擴散理論」，雖然主要是用來解釋音韻結構改變的情

況，但俗音的產生之後，很可能和一個語言社群中的某個音韻開始改變時的情況一樣，

從一個詞彙開始，漸漸地擴散到該字的其他詞彙。這個動態的過程，從某一個時間點來

看，就會呈現不同的狀態。不過，我們也可以從 Johannes Schmidt 於 1872 提出的「波傳

理論」來說明，有些改變並不會全面性地發生，而是只侷限在部分詞彙。更必須要提出的

一點是，俗音不一定會擴及整個語言社群或方言區域，在語言教育的脈絡中，正讀音會一

再被提出、定義為「正確的」音讀，但是哪些字詞會被社會大眾認為是正確的音，則難有

一定的標準。教典選擇要將正讀音列為主音讀，還是將俗讀音列為主音讀，依據編輯說

明，乃是根據語言調查的結果，但是語言調查執行的規模大小差異極大，要多少個發音人

才夠？發音的人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人生經歷各有不同，怎樣的發音人才足夠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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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一點，在教典中則沒有充分的說明。

教典所收俗音中，有些音，在文獻裡仍只收正讀，到現代普遍出現俗音，此類詞彙佔

教典所收俗音的多數，例如：「閃避、避免」、「植物」、「軍艦、艦隊」、「寂寞」、「恢復」、

「作弊」、「佩服、敬佩」、「碩士」、「公寓」、「故障、保障」、「賠償、補償」、「採購」、「印

象」、「對象」等等（未盡列）。在臺語語言教育方興未艾之際，固然有許多人已習慣唸成

俗音，這些詞彙的正讀音在教育中被適度地強調，仍是有必要的，尤其當中有些俗讀音的

產生原因是受到強勢華語的影響。

相反的，有些俗音，則已經完全固定在語言中，幾乎不會有人以正讀音來讀，例

如：山盟海誓、轎車、紀錄、紀念、常在、西瓜、彌補、藥劑、防腐劑等等（未盡列），

不管俗音產生之始為誤讀還是語言內部音變的結果，或者其實並不存在所謂正讀、不能

算是俗音，總之這些詞彙已經以俗音固定在語言中使用，則除了研究者之外，不用再以

俗音視之。

根據洪惟仁 (2019)：「語言的演變有兩種原因，一是來自語言本身結構壓力的動機；

一是來自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環境因素及其帶動的語言接觸對語言變化的影響，

這兩個變因一個都不能忽略。」前文對俗音產生的討論確實不出這兩種情況，而根據同

文提出的「水系模式」理論，也對於我們看待俗音有重要的啟發：臺語固然有漢語的系

譜上的來源，字音演變多半符合漢語歷史音韻學的規律，但同時也受到周邊語言接觸的

影響，以及自身內部的變化，產生許多「不符合反切」的音讀，並衍生出型態各異的俗

音，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演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洪惟仁，2019，2015）。因此，當

官方訂下標準，等於是一個時代的切片，這些標準音並不是自來如此，也不可能就此固

定。

那麼難道我們要基於對語言演變的尊重，不要有官訂標準嗎？這恐怕又矯枉過正且不

合現實了。現在教育普及、制度嚴密，沒有規範化的標準，會讓教育工作者無所適從，更

不利於臺語的保存與推展，尤其「大洪水」強勢華語的影響仍然巨大，臺灣人普遍缺乏臺

語教育，若不強調正讀、沒有官方標準，則恐怕在不公平的自然競爭下，臺語會被影響得

面目全非。

當然，訂定標準非常困難，也必然無法符合每個人的期待。教典編輯的年代，臺語

教育和社會上對臺語文接受的程度和關注度，比起現在差距甚大，許多研究工作和標準化

的工程，也仍在摸索中，標準不一或不佳，在所難免。但就目前臺語發展的狀況來看，政

府投入更多資源、以更科學更嚴謹的方法，新審視教典的各項標準，包括俗音的認定和體

例，是絕對必須執行的語言基礎工程。

伍、未來可能的俗音

前述俗音當中，為數不少原本是誤讀，後來約定俗成，漸漸成為多數人接受的讀法，



59臺灣閩南語俗音的類型

甚至進一步成為標準音。由此看來，目前社會上開始流行的誤讀音當中，若教育導正的力

量不夠，或者語言本身演變的推力或拉力夠大，可能有些現在看來明顯錯誤的音讀，未來

也會變成被接受的標準音。

本文最後列舉三種類型的誤讀音，但因仍為明顯誤讀，故不詳加討論，同時為了避免

出現過多錯誤音，也不將錯誤的唸法列出，僅列出資料以供參考，並在教育中加強。

第一種是變調錯誤。臺語有連音變調的必用規則，有些詞彙因為不同的因素發生變調

錯誤的情況，常聽到的如：捷運 tsiat-ūn、網路 bāng-lōo、碩士 s k-sū、復健 ho' k-kiān、奉

獻 hōng-hiàn、導師 tō-su / 善導寺 Siān-tō-sī、獸醫 siù-i、激動 kik-tōng、畢業 pit-gia' p。這

些詞彙的前字變調經常發生錯誤。

第二種是錯誤類推。這部分和前述俗音產生的原因類型中之「語言接觸」狀況相似，

有些字華與同音、臺語不同音，但受到華語兩字同音的影響，臺語也唸成的同音字，以下

所列，前者為常唸錯的音，括號中所列者則是同音的華語字，及其臺語的讀法：

肯定 khíng-tīng（誠懇 sîng-khún）、結構 kiat-kòo（有夠 ū-kàu）、

徵求 ting-kiû（爭取 tsing-tshú）、趨勢 tshu-sè（屈勢 khut-sè）、

啟蒙 khé-bông（起頭 khí-thâu）、宣示 suan-sī（宣誓 suan-sè）、

關鍵詞 kuan-kiān-sû（建設 kiàn-siat）、律師 lu' t-su（綠色 l k-sik）、

通訊 thong-sìn（教訓 kàu-hùn）、侵犯 tshim-huān（欽此 khim-tshú）

第三種是受華語音讀直接影響，而在音韻結構上產生和華語讀法相近的音，同樣只

列出正確讀音：澳洲 Ò-tsiu 、狀況 tsōng-hóng、傳統 thuân-thóng、傳承 thuân-sîng、產生 

sán-sing、衝突 tshiong-tu' t、美容 bí-iông、席次 s k-tshù、選擇 suán-t k、島嶼 tó-sū、推廣 

tshui-kóng。

陸、結語

本文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收錄的「俗讀音」為討論範圍，將辭典所

收俗讀音產生的因素，分為「字形類化、語言接觸、音韻和歷史因素」三大類別，採文獻

比較法，以《廈門音新字典》、《臺日大辭典》、《彙音寶鑑》為基礎，逐類舉例、再逐字討

論。結果發現，教典所收俗讀音，與編輯說明說所定義及舉例的俗讀音，並未完全符合，

未符合者，部分屬應列為俗讀音而辭典漏列，部分為辭典的俗讀音定義（依循中古反切不

可能切出來的音讀，卻是社會大眾比較常說的音）過於絕對，未考慮臺灣閩南語的語言現

實，以文獻收錄情況，實可列為主音讀。

考量臺語之語言保存及復振工作需求，本文認為，教典應重新審視俗讀音的定義，除

了中古反切之外，應加入文獻紀錄的考量，將部分不符中古反切卻已在文獻中及口語中存

在已久的讀音，列為辭典主音讀，並將界定俗音與正音的界線定義清楚，再輔以相關的說

明文件以增進人民的語文知識教育，方能更切合國民教育階段的教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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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收錄俗音（2019 年 7 月版）

字目 俗音 主音讀

握 ap ok

饅 bán bân

撫 bú hú

錦 gím kím

恢 hue khue

仰 ióng gióng

跡 jiah/liah tsiah

艦 kàm lām

購 káng kòo

歉 khiam khiàm

寢 khím tshím

紀 kì kí

轎 kiau kiāu

劇 kio' k k k

強 kióng kiông

膏 koo ko

錄 lo' k lio' k

露 lo' k lōo

戀 luân luān

彌 mí nî

鮑 pau pāu

包 pâu pau

避 phiah pī

簿 pho' k phōo

輔 phóo hú

佩 phuè puē

弊 piah pè

抱 pō phāu

埠 poo pōo

字目 俗音 主音讀

柵 sa tshik

誓 sè sē

西 si se

鮮 sián sian

碩 sik s k

寂 siok ts k

償 sióng siông

象 sióng siōng

尚 sióng siōng

象 siòng siōng

蝕 sit s k

嗣 sû sū

潮 tiau tiâu

植 t t/ts t s t

查 tsa tshâ

早 tsái tsá

劑 tse tsè

錢 tshiân tsiân

腸 tshiân tiông

常 tshiâng siông

藉 tsioh tsik

障 tsiong tsiòng

鈍 tun tūn

鈍 tùn tūn

寓 ú gū

汙 ù u

圍 û uî

危 uî gu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