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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聲調語言﹕從 0到 10認識台語的 7聲調。 

 

    宇宙萬物絕大多數都是無聲的。語言是人之異於萬物,成之為人的極其獨

特,珍貴之能力。人類學家認為“人類”是在擁有語言能力之後才和其他的萬

物分離,成之為“人類”的。到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的語言就已演進得

非常複雜了。因為人類的學習能力很高,曉得革新,加上人與人之間的遷徙和

隔離,在整個活動史上竟然發展出 12000種不同的語言出來。這真是人類智慧

無上的表現。令人驚訝的是,每一種人類的口語尚且是不必經過刻意之教育過

程,很容易就獲得的。 

人類一旦學會說話之後,就說個不停了。“人都有愛說話的傾向”,達爾文

提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每一個人在一生中都說了好幾牛車的話 (雖然絕大部

份都是廢話)。 

    今天世上的語言可以分做非聲調語言與聲調語言(Tone languages)兩大

類。歐美各國的語言屬於前一類,東方的語言包括台灣話,客家話,廣東話,北

京話,泰國話,非洲有些地方的語言屬於後一類。 所謂聲調語言就是在發出一

個語音之時依聲調的高低,長短等就構成出不同語義的語言。 “是”因發音時

聲調的不同而形成“是,詩,時,四,死,薛”等即聲調語言之特點。在各種聲調

語言裏面,台語又擁有世上僅見,極為奧妙的轉調現象。 

你可能聽說過台語有八音變化之美,不過卻不知道是那八音,怎麼來分辨? 

底下,我們就從零開始,一起來認識。因為只要把“零, 一, 二, 三, ..., 十”

這些數字念一遍,我們就說到台語八音中最常用到的七個聲調了。 

當我們說“零 leeng”的時候,是將這個聲調稍微降低,再將之緩緩提升的,

這個聲調叫做迴旋音。 我們用迴旋的 5 來做它的示調圖。 “霞 haa, 魚 hii,

扶 huu, 蝦 hee, 鬍 hoo”等都發出這個聲調。 

當我們說“一 cit”的時候,是在發出這個聲調的過程中忽然間把聲調急

促切斷的。 切斷時,聲調是從高音位的地方切下去的。這個聲調就叫做高促

音。我們用8來做它的示調圖。 “六 lak, 十 zap”也同樣發出這個聲調。 “乞

食 khitciah, 國賊 kokzhat”這兩個語辭中每一個音都發出高促音。 

當我們說“二 nng”的時候,感覺到很輕鬆,我們是心平氣和,不高不低來

發出這個聲調的,這就是台語的基準音了,也叫做基調或中平音。 我們用中間

平平的 7 來做它的示調圖。 “五 go”也發出基調音。 “土豆 thotau, 油飯

iupng, 香味 phangbi”這些語辭中每一個音都發出基調音。 

當我們算到“三 svaf”的時候,感覺到得將這個聲調輕平的提高,這就是

我們的高調音了。 高調音也叫做高平音,用比基調音高的 1 來做示調圖。 

“姊夫 zefhw, 火車 hoefchiaf, 米糕 bykof”這些語辭中每一個語音都發出

高調音。 

從“三 svaf”算到“四 six”時,我們的聲調突然從最高的高調音下降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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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低降音,過程十分美妙。我們用下降的 3 來做它的示調圖。 “妹婿 

moexsaix, 豆菜 tauxzhaix, 代誌 taixcix”這些語辭都發出低降音。 低降

音又叫做下突音。 

“七 chid”和“八 poeq”屬於低促音。 發出這個聲調時,得將聲調在中途

急促切斷。 不過切斷時是從中度音位的地方往下切的,這和發出“一 cit, 六

lak, 十 zap”時聲調從高音位處切下去有所不同。 低促音用 4 來做示調圖。 

“一隻 cidciaq, 木蝨 badsad, 讀冊 thagzheq”這些語辭中每一個語音都發

出低促音。 高促音和低促音就是以前的人所說的入聲。 

當我們講出“九 kao”的時候,發覺到這是一個很用力,得拚勢從高音位喊

出的聲調,這叫做高降音。 我們用從上頭往下頭衝的 2 來做它的示調圖。 

“四嫂 siesor, 透早 thaozar, 跳舞 thiaobuo”這些語辭都發出高降音。 高

降音又叫做上突音。 

綜合起來,從“零到十”這些數字就包含了七個聲調,其中有五個的發音

時間比較長,屬於長聲調,有兩個的發音時間比較短,屬於短聲調。 

 

長    聲    調        短聲調 

                    基   高   迴   低   高    高   低 

                      調   調   旋   降   降    促   促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7   1   5   3   2    8   4 

         leeng   零              x 

         cit     一                             x 

         nng     二   x 

         svaf    三         x 

         six     四                  x 

         go      五   x 

         lak     六                             x 

         chid    七                                  x 

         poeq    八                                  x 

         kao     九                       x 

         zap     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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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與一些常用語辭的拼字寫法 

 

0 leeng 迴旋音 

eeng  eng’eeng,  beeng  bengbeeng,  geeng ,  heeng  khok’heeng 

peeng  tangpeeng  saipeeng  lampeeng  pakpeeng,   

seeng  khanseeng,  zeeng  jinzeeng 

 

1  cit 高促音 

it  itteng,  bit  phangbit,  citbu  cit’ee,  hit’ee  hitjit     

pitkix  pitgiap,  sit  sitsu  lawsit,  tit  tiautit 

 

常用語辭 

goar 我: Goar 是雲林人。 

lie 你: Lie 是學生。 

y 伊:  Y 若會到這碼尚未來。 

goarn 阮: Goarn 是台灣人。  

larn 咱: Larn 的責任很大。 

lirn 恁: Lirn 攏這麼關心, 感謝 lirn 大家。 

yn 尹(他們): Yn 無愛 larn ka yn 攪擾。 

ee 的: Larn ee 前途 ti larn ee 手中。 

si 是, mxsi 不是: Goar si 化學工作者, mxsi 魔術師。 

zef 這: Zef si 一本台灣史。   

hef 那: Hef si 台南市 ee 市區圖。 

ciaf 此: 請來 ciaf 坐。 

hiaf 彼: Ciaf u 茶, hiaf u 咖啡。 

u 有: Y u 學問, 也 u 良心。 

bQo 無: Ciaf bQo 黃金, 也 bQo 美夢。 

laai 來: Yn laai ciaf 表達 yn ee 意見。 

khix 去: 請 khix hiaf. 

ti 在: Ti 三月初五 ee 下午四點, 請 laai ciaf 集合。 

cidee 一個: Y si cidee 有心 ee 人。 

cit'ee 這個: Cit'ee si goar ee, mxsi lie ee. 

hit'ee 那個: Hit'ee 才 si lie ee. 

symmih 甚物: Zef si symmih ?  

ar 而: Zef si goar ee, ar hef si 阿明 ee. 

kQq 擱(又): Y u 才情, kQq u 仁慈 ee 心。 

ia 也: Y 惜錢, ia 惜面子, 很歹做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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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 和: 阿義 kab 阿美攏 si 很優秀 ee 囝仔。 

ma 嗎(亦): 得讀冊, ma 得運動。 

na 若: Na 知影代誌能變成按呢, goar 那會按呢做呢。 

lorng 攏: Larn lorng si 台灣人。 

ciu 就: 時間 na 到, 報應 ciu 會到。 

m 不: Y m 食, ia m 飲, 會害。 

teq 在: Y teq 寫批。 

afnny 按呢(如此): Lirn afnny 講, goarn ciu afnny 做。 

laang 人: 阿英 laang 美, kQq u 才情。 

ka 向: Y u ka goar 講 y ee 想法。 

     把: Y ka 那張批讀兩遍。 

ho 被: Y si khix ho 牛觸`著, mxsi khix ho 蛇咬`著。 

eng 用: Eng 別人 ee 手舂石獅。 

ui 為: Ui 正義 laai 死 ee laang 最達得 larn ee 尊敬。 

ui-symmih 為甚物: Ui-symmih y 會 afnny 做 ? 

gaau 賢: Gaau ee laang u ti ciaf. 

gauzar 賢早: 王`先生, gauzar. 

hamban 憨慢: Y mxsi hamban ee laang. 

suie 美: 阿英 suie kQq gaau. 

bae 醜: 阿美 bae kQq 厚屎。 

tQsia 多謝: TQsia lirn ee 支持。 

sitlea 失禮: 真 sitlea, ka lie 撞`著。 

zaehoe 再會: Zaehoe, u 時間才 kQq laai. 

 

goar : oar,  koar cidkoar,  moar,  noar,  soar,  zoar 

lie: ie iegoa,  bie A’Bie,  gie, Taigie,  hie, kionghie,   

jie kijie,  kie seakie,  lie konglie,  nie,  pie,  sie thaisie,   

tie tieseg 

larn: arn arnnai,  barn,  garn,  harn hiharn,  parn zhutparn,   

sarn sengsarn,  tarn,  zarn 

lirn: irn khip’irn,  birn linbirn,  kirn 

goarn: oarn oarnhun,  boarn oanboarn,  hoarn sionghoarn,  soarn,  zo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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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ay      kofzuy      khazhngf    simkvoaf    bwthviaf     

ciwsiefn    siawlaang    binzhngg    kangtviuu   thienkiQo    

unzvoaa    phvaylaang   hwnvii      cymthaau   ciwzuix 

kvizaxng   viafphvix    zhayphvoax   Sioxngtex  tiexnsvoax 

sngrpvoaa   thngrsvaf    kiernsiaux    chiwngr    kvoafkirn 

hvoahie     khurnchvie   tuiekhvoax   koaekoaix  khoaechiaf    

aesuie      zhaecvix     laosae       zhaosngf    thiaobuo    

zhuozuo     ciuokhie    chviuokoaf    keazngf     seakie       

chiah’iah    zokgiet      zhutjip       ciaplap     kietkiok     

ciQqpiaq     utzud      zabzhab       habzog    thagzh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