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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吳語是漢語族的一個重要分支，分佈在江蘇南部、浙江省大部、上海市全境，安徽南部及福建、江西

的小部分地區。學術界將其分爲太湖片、台州片、東甌片、婺州片、處衢片、宣州片六個小片。其中北部

吳語即太湖片是公認的吳語代表。據 2004 年的統計，大約有 8000 萬人口，是中國第二大方言，世界第

十大語種。吳語歷史悠久，婉轉優雅。與其他漢語方言一樣，吳語曾經被質疑爲「獨立語言」而非「漢語

方言」。出於政治、文化上的考慮，語言學家將其劃分爲漢語方言的一支。  

溫嶺方言屬於北部吳語太湖片與南部吳語各片的過渡區台州片。《台州地方誌》指出：「台州方言片

以臨海市爲中心，市北與仙居、天台、三門3縣通稱上鄉話，口音比較強硬；市南與溫嶺、黃巖、玉環、椒

江4縣市通稱下鄉話，口音較柔軟；上、下鄉語音有細微差別。」關於台州片是否屬北部吳語，學術界尚存

爭議。 

本論文以筆者的母語——溫嶺話作爲研究對象。本文所研究的是城區音系，在最近的五十年裡，市區

的方言雜糅了各個鄉鎮湧入的口音，但主體框架仍然存在。本論文試圖通過對溫嶺話新老派音系的研究，

對溫嶺方言作一個全面的闡述，以探求本地區方言的特點。從而可以結合北部吳語其他地點的資料進行類

比研究，更好地促進吳語的研究。  

因筆者不是語言專業出身，所學非精，文中如有失當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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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u (吳語) is one of the major division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spoken in most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municipality of Shanghai,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as well as smaller 

parts of Anhui,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The academia divide Wu into six dialects, that 

include those of Taihu(太湖片), Taizhou(台州片), Oujiang(甌江片), Dong'ou(東甌片),Wuzhou(婺州

片),Chu-Qu(處衢片) and Xuanzhou(宣州片). The Taihu is also called the Northern Wu(北吳), is 

the accepted model of Wu. It was estimated in 1991 that there were 87 million speakers of Wu 

language, making it the 2nd most populous language in China's territory and the 10th language in 

the world. Wu with a long history is often subjectively judged to be soft, light, and flowing. Like 

all other varieties of Chinese, there are plenty of disputes as to whether Wu is a language or a 

dialect. However, considering politics and culture, linguists still think it a dialect of China.  

Wenling dialect(溫嶺話) which is a variant of Taizhou dialects is a transitional dialect 

between Northern Wu and the other southern variants of Wu. Local Records of Taizhou 

illustrate that the center of Taizhou is Linhai(臨海), the northern part comprises Xianju(仙居), 

Tiantai(天台), Sanmen(三門) is commonly known as Shangxiang(上鄉話), its accent is 

perceived by the locals as hard, while Xiaxiang(下鄉話) with soft accent includes Wenling(溫嶺), 

Huangyan(黃巖), Jiaojiang(椒江), Yuhuan(玉環) as well as southern Linhai. The two accents 

are mutually intelligible. Whether Taizhou is a part of Northern Wu or no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a. 

The author takes his mother tongue Wenling dialect as the studying object of this paper, 

which represents the accent of urban Wenling. During the recent 50 years, the dialect of 

urban Wenl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accents of other towns, but there is still a main 

framework. This thesis trie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dialect's 

characteristics. By studying the dialect in this area, I hope this thesis can be helpful for Wu 

researching.   

 

Key words: Dialect, Wu, Taizhou, Urban Wenling, Wenling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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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語音 

一 方言音系 

溫嶺話屬吳語。石塘鎮箬山一帶漁區同時通行閩南話。 

溫嶺話內部略有差異，其中市境西北角澤國大溪一帶音近黃巖，西南角城南塢根及東南石塘一帶音近

玉環。本文主要研究城關地區老派音系，對新派①音系輔以歸併梳理，進行適當的對比研究。 

 

一、聲母(29 個) 
聲母表 

條目 雙唇 唇齒 舌尖前 舌尖中 舌面前 舌根 喉 

塞音 
清 

不送氣 [p]幫班   [t]端擔  [k]嫁古 [ʔ]下影 

送氣 [pʰ]滂攀   [tʰ]透塌  [kʰ]揢苦  

濁  [b]並辦   [d]定蛋  [g]隑巨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ts]知志  [tɕ]機見   

送氣   [tsʰ]次初  [tɕʰ]欺溪   

濁    [dz]箸遲  [dʑ]鰭其   

擦音 
清   [f]非番 [s]絲試  [ɕ]希曉 [h]罅好  

濁   [v]奉飯 [z]是字  [ʑ]誓神   

鼻音 [m]明慢   [n]難拿 [ȵ]疑泥 [ŋ]砑硬  

邊音    [l]爛來    

說明：  
本音系共有聲母29個（次濁不陰陽分列），具有濁塞音、濁塞擦音和濁擦音。《溫嶺縣誌》作29聲母，

與本表並無差異。 
[ȵ]與[n]不構成音位對立，故而拼音記錄之時可全部轉寫為n 。另有 [j]姨/[w]胡 ,一般方言志中均記爲

[ɦ]，即作 [ɦi]姨/[ɦu]胡 處理，實際音值應爲[ji]/[wu]。本文中分記作[j]/[w]。 
 

二、韻母(43 個) 
韻母表 

      韻頭 
韻尾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開尾韻 
（含-u） 

[ɿ] 資試時志 [i] 衣未世西 [u] 烏夫婆火 [y] 雨居吹靴 
[a] 矮街泰拉 [ia] 野謝寫也 [ua] 歪怪畫文   

[ɔ] 襖包交孝 [iɔ] 要橋繞超     

[o] 下家巴瓦   [uo] 花白瓜白 [yo] 唷 
[ɤ] 鬥透嗽樓 [iɤ] 後口歐否     

[ø] 判半酸亂     [yø] 遠娟全原 
[ɛ] 晏反藍傘 [iɛ] 刊眼間顏 [uɛ] 彎慣環   

[e] 哀來碎最 [ie] 煙變千扇 [ue] 碗會歡官   

[ɯ] 屙哥柯餓 [iu] 友流手壽     

鼻化韻 
[ã] 幸爭猛硬 [iã] 央兩相長 [uã] 橫   

[ɔ̃] 項剛方嚐   [uɔ̃] 光慌 [yɔ̃] 窗雙撞 

 
①新派年齡段基本爲 60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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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尾韻 

[øŋ] 寸       

[ɤŋ] 恩 [iŋ] 英名進忍   [yŋ] 雲準君閏 
[əŋ] 本跟肯   [uəŋ] 溫困棍   

[oŋ] 龍東蹦同   [uoŋ] 翁公空 [yoŋ] 用弓兄熊 

塞尾韻 

[ɛʔ] 押 [iɛʔ] 甲掐 [uɛʔ] 刮活骨窟   

[aʔ] 軛客 [iaʔ] 約腳 [uaʔ] 劃   

[oʔ] 惡落角墨   [uoʔ] 屋穀谷 [yoʔ] 俗鬱菊肉 
[ɤʔ] 黑特 [iʔ] 益別石   [yʔ] 越 
[əʔ] 黑特   [uəʔ] 刮活骨窟   

[øʔ] 脫奪       
說明： 

表中淺藍色部分爲老派音系中存在的發音，紫色部分爲新派音系發展歸併後產生的發音，而灰色部分

爲兩者共有。 
輔音韻[m]，[n]，[ŋ]不計入總數。溫嶺話單母音豐富，沒有[ai]，[ei]，[au]，[ou]等前響複合元音。老

派音系共有韻母 52 個（[yo]唷 僅一字，縣誌老派音系表中未記錄），新派音系共有韻母 44 個。與老派比較，

新派歸併的情況如下： 
1) [ue]韻部分老派人群發音為[uø]，部分城區新派口音混淆[e]與[ø]； 
2) [øŋ]和[ɤŋ]基本上完全併入[əŋ]，而[ɤŋ]在一定情況下可視爲[əŋ]的變體。城區新派口音仍舊較為完整

地保留[øŋ]； 
3) [ɛʔ]行併入[əʔ]行；[øʔ]行基本併入[oʔ]行，少數入[əʔ]行；[aʔ]行基本併入[əʔ]行，但也有不成系統的殘

留，在語流中可以體現；[yʔ]基本併入[yoʔ]，亦有少數殘留現象。 
實際發音音值描述： 
1) [a]行實際發音音值可介於[a]與[ᴀ]之間； 
2) [aʔ]行實際發音音值近[ɐʔ]； 
3) [ɔ̃]行實際發音音值近[ɒ̃]； 
4) [ã][ɔ̃]行鼻化韻實際發音音值近鼻尾韻[aŋ][ɔŋ]； 
5) [iʔ]實際發音音值近[iɪʔ]，[yʔ]實際發音音值近[yɪʔ]。 
6) 輔音韻發音陰調字頭帶緊喉[ˀ]，如五白[ˀŋ]；陽調有明顯的濁氣流[ʱ]，如 紅白[ʱŋ]。 

 

三、聲調(7 個) 
陰平 33 剛私高安天三  陽平 31 寒窮平|牛人門 

陰上 42 古祖紙|馬米有  陽上 31 近部坐稻動罪 

陰去 55 界帕醉唱菜放  陽去 13 蛋助大|浪岸用 

陰入 5 哭革百客一七  陽入 1 石白讀|納木月 

說明： 

城區單字調 7 個。爲平上去入分陰陽調，與中古四聲整齊對應。其中陽平，陽上雖爲同一調值 31，但

兩者的連調和變音均不同。次濁音位的歸併爲次濁上聲歸陰上①，其餘歸陽調。另有匣母上聲亦歸調陰上②。 
同時存在小稱音變③，變調後調值一般比較整齊，俗稱兒化。對於一些口語常用字，可能罕用單字調，

而多用小稱音節。 

 
①[l], [m], [n], [ŋ], [ j], [w]屬於次濁，次濁對應上聲字比如 「馬米有」 等字，在溫嶺話讀次濁陰調。次濁陰調，即緊喉次濁，舉例如[ʔl], [ʔm]等音，發

音時沒有類似 「牛人門」 等吐字時帶動的濁氣流。 
②匣母上聲字，比如 幸 下 等字，讀陰調。下文將作詳述。 
③在北京話中，兒化音變同時也就是小稱音變，因爲兒化「指小」、「表親切或喜愛的感情色彩」都跟「小」有關；而在溫嶺話中兒化音變與小稱音變

並不完全等同：兒化除了具有指小的語法功能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功能。下文將做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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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拼音方案 

溫嶺拼音方案基於吳語協會通用吳語拼音框架，採用老派溫嶺話作為現代音系，參照李榮先生溫嶺話

著述及《溫嶺縣誌》製作。 
本吳語拼音是在考察台州羅馬字方案、綜合吳語區各地傳統吳語羅馬字方案、世界主要羅馬字和轉寫

方案，結合現代資訊化應用之需要，考量實際使用與現代音系的匹配而成，是傳統和現代結合的產物。 
總體的設計思路是，使吳語拼音符合國際上的羅馬字慣例，讓拼音能夠成為大家交流和學習吳語的強

有力的工具，也可成為無法寫出漢字時的第二文字。方案習得請移步百度溫嶺話吧溫嶺話拼音方案教程。

字音查詢請移步吳音小字典（地區選擇「溫嶺」）。 
本文將在下部採用國際音標與吳語拼音並書的格式行文。 

聲母表 

唇音 p 幫比 ph 滂批 b 平皮 f 敷飛 v 奉浮 'm 媽米 m 明迷 

齒音 ts 知渣 tsh 癡差 dz 遲查 s 絲曬 z 是蛇 'l 拉裡 l 來雷 

舌頭音 t 端低 th 透梯 d 定地     'n 那腦 n 南鬧 

舌面音 c 見基 ch 溪千 j 其健 sh 曉西 zh 神齊 'ni 拈擬 ni 疑泥 

牙音 k 光該 kh 框看 g 狂渠     'ng 嗯咬 ng 牙傲 

喉音 (')① 影嶴     h 好黑 gh 匣豪 
y 姨/w 胡 

    

 
韻母表 

a 矮介 o 下沙 e 哀愛 au 襖告 ou 歌屙 eu 鬥頭 
  

ua 歪怪 uo 花白 ue 碗換 
     

ia 野借 io 喲 ie 煙旱 iau 要叫 iou 友久 ieu 後狗 
  

        
ae 晏限 oe 判盤 an 幸生 aon 項浪 on 東龍 en 盆本 oen 寸孫 eon 恩 

uae 彎關 uoe 碗 uan 橫梗又 uaon 黃廣 uon 工空 uen 溫困 
  

iae 刊敢 
 

ian 央鄉 
  

in 清音 
  

 
ioe 遠卷 

 iaon② 撞雙 ion 用永 iuin 君雲 
  

aeh 鴨押 oeh 脫雜 ah 格客 
 

oh 讀惡 eh 黑則 r 而新

③  

  
uah 劃 

 
uoh 屋國 ueh 骨刮 m 無白 

 
iaeh 甲掐 

 
iah 約腳 

  
ih 立一 n 爾白 

 

    
ioh 局鬱 iuih 越缺 ng 魚白 

 
說明： 

參照第二部分韻母說明，與老派比較，新派歸併的情況如下： 
1) ue 韻部分老派人群發音為 uoe，部分城區新派口音混淆 e 與 oe； 
2) oen 和 eon 基本上完全併入 en，而 eon 在一定情況下可視爲 en 的變體。城區新派口音仍舊較為完

整地保留 oen； 
3) aeh 行併入 ah 行；oeh 行基本併入 oh 行，少數入 eh 行；ah 行基本併入 eh 行，但也有不成系統的

殘留，在語流中可以體現；iuih 基本併入 ioh，亦有少數殘留現象。 
 

 
 

 
①「'」表示零聲母，在拼音出現隔音問題時添加，一般書寫中不出現。 
②iaon 全拼亦作 iuaon，無對立情況下考慮略寫。 
③「而」讀 r[əl]為新產生讀音，音值較不穩定。老派文讀作 zy[z]。 

http://tieba.baidu.com/p/721186475�
http://www.wu-chinese.com/mini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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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音音系比較 

與中古漢語音系的比對① 
由於韻母部分涉及比對較為複雜，故本處只作聲母的比對。採用國際音標，附本地吳語拼音比對。 

 

一、知系 
知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知母 ʈ tʂ ʦ/ʨ ts/c 

徹母 ʈʰ tʂʰ ʦʰ/ʨʰ tsh/ch 

澄母 ɖ tʂ /tʂ' ʣ/ʥ dz/j 

娘母 ɳ n/ɻ n/ȵ n/ni 

     

莊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莊母 ʧ tʂ ʦ ts 

初母 ʧʰ tʂʰ ʦʰ tsh 

崇母 ʤ tʂʰ z z 

生母 ʃ ʂ s s 

  
 

 
 

章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章母 ʨ tʂ ʦ/ʨ ts/c 

昌母 ʨʰ tʂʰ ʦʰ/ ʨʰ tsh/ch 

船母 ʥ tʂ/tʂʰ/ʂ z/ʑ z/zh 

書母 ɕ ʂ s/ɕ s/sh 

禪母 ʑ tʂʰ/ʂ z/ʑ z/zh 

日母 ɳʑ ɚ/ɻ ȵ/ʑ ni/zh 

 

二、端系 
端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端母 t t t t 

透母 tʰ tʰ tʰ th 

定母 d t/tʰ d d 

     

精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精母 ʦ ʦ/ ʨ ʦ/ʨ ts/c 

清母 ʦʰ ʦʰ/ ʨʰ ʦʰ/ ʨʰ tsh/ch 

從母 ʣ ʦ/ʦʰ/ ʨ/ ʨʰ z/ʑ z/zh 

邪母 z s/ɕ z/ʑ z/zh 

心母 s s/ɕ s/ɕ s/sh 

    
 

泥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值 吳音 吳拼 

泥母 n n/ɻ n/ȵ n/ni 

來母 l l l l 

 

 

 
①中古音系採用《廣韻》擬音。比對同時涉及與普話的比對。對於個別字可能存在的特殊讀音，各表不作收錄。表格中吳音一欄，僅指的本地區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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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幫系 
幫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幫母 p p p p 

滂母 pʰ pʰ pʰ ph 

並母 b p/pʰ b b 

明母 m m m m 

     

非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非母 pf f f f 

敷母 pfʰ f f f 

奉母 bv f b/v b/v 

微母 mv 零聲母 m/v m/v 

 

四、見系 
見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見母 k k/ʨ k/ʨ k/c 

溪母 kʰ kʰ/ʨ'ʰ kʰ/ʨʰ kh/ch 

群母 g k/ʨ/kʰ/ʨʰ g/ʥ g/j 

疑母 ŋ 零聲母 ŋ/ȵ ng/ni 

    
 

曉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曉母 h h/ɕ h/ɕ h/sh 

匣母 ɦ h/ɕ ɦ gh 

    
 

影組聲母 中古擬音 普話音 吳音 吳拼 

影母 ʔ 零聲母 ʔ (')零聲母 

喻母 j 零聲母 j(ɦi) y 

 

 

 

 



《溫嶺城區方言研究》 

- 8 - 

三 聲韻特點 

一、聲母部分 
1) 古漢語濁聲母字，今仍讀濁音聲母。 

全濁：b[b]、d[d]、g[g]、gh[ɦ] 、v[v]、z[z]、dz[dz]、zh[ʑ]、j[ʥ] 
次濁：m[m]、n[n]、ni[ȵ]、ng[ŋ]、l[l]、j[j]、w[w] 

 
2) 見系拼細音與尖團合流。 

所謂見系拼細音，即舌根音[k]組，與[i]、[y]相拼的發音。現代溫嶺城區音系中，見系齊齒①已經基本顎

化②，而見系撮口③仍基本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但在市境西南部、東南部及玉環縣境內，中老年人群依然存

留著完備的見系不顎化。精組字逢細音基本讀[ʨ]組聲母。 
據西洋傳教士的台州羅馬字聖經記載，百年前的台州方言 節 tsih≠結 kyih④，但隨著近代見系細音的顎

化，以及尖音的團化，現代溫嶺音系已經演變爲 節 cih[ʨiʔ]=結 cih[ʨiʔ]。 
例如：焦 ciau[ʨiɔ]33=澆 ciau[ʨiɔ]33 | 酒 ciou[ʨiu]42=久 ciou[ʨiu]42 

ci 
[ʨi] 際 chi 

[ʨʰi] 妻 zhi 
[ʑi] 齊 shi 

[ɕi] 西 
 

ji 
[ʥi] 其 ci 

[ʨi] 雞 chi 
[ʨʰi] 溪 shi 

[ɕi] 戲 

cia 
[ʨia] 姐 chia 

[ʨʰia] 且 zhia 
[ʑia] 謝 shia 

[ɕia] 寫 
 

jia 
[ʥia] 茄 cia 

[ʨia] 迦 chia 
[ʨʰia] * shia 

[ɕia] * 

cie 
[ʨie] 尖 chie 

[ʨʰie] 千 zhie 
[ʑie] 前 shie 

[ɕie] 仙 
 

jie 
[ʥie] 件 cie 

[ʨie] 兼 chie 
[ʨʰie] 欠 shie 

[ɕie] 險 

tseu 
[tsɤ] 走 tsheu 

[tsʰɤ] 湊 zeu 
[zɤ] * seu 

[sɤ] 嗽 
 

jieu 
[ʥiɤ] 厚 cieu 

[ʨiɤ] 構 chieu 
[ʨʰiɤ] 口 shieu 

[ɕiɤ] 吼 

ciau 
[ʨiɔ] 焦 chiau 

[ʨʰiɔ] 悄 zhiau 
[ʑiɔ] 憔 shiau 

[ɕiɔ] 肖 
 

jiau 
[ʥiɔ] 橋 ciau 

[ʨiɔ] 澆 chiau 
[ʨʰiɔ] 翹 shiau 

[ɕiɔ] 曉 

ciou 
[ʨiu] 酒 chiou 

[ʨʰiu] 秋 zhiou 
[ʑiu] 就 shiou 

[ɕiu] 秀 
 

jiou 
[ʥiu] 求 ciou 

[ʨiu] 久 chiou 
[ʨʰiu] 恘 shiou 

[ɕiu] 休 

cian 
[ʨiã] 醬 chian 

[ʨʰiã] 槍 zhian 
[ʑiã] 像 shian 

[ɕiã] 相 
 

jian 
[ʥiã] 強 cian 

[ʨiã] 僵 chian 
[ʨʰiã] 羌 shian 

[ɕiã] 向 

ciah 
[ʨiaʔ] 爵 chiah 

[ʨʰiaʔ] 鵲 zhiah 
[ʑiaʔ] 嚼 shiah 

[ɕiaʔ] 削 
 

jiah 
[ʥiaʔ] * ciah 

[ʨiaʔ] 腳 chiah 
[ʨʰiaʔ] 卻 shiah 

[ɕiaʔ] 謔 

cin 
[ʨiŋ] 精 chin 

[ʨʰiŋ] 清 zhin 
[ʑiŋ] 秦 shin 

[ɕiŋ] 心 
 

jin 
[ʥiŋ] 近 cin 

[ʨiŋ] 經 chin 
[ʨʰiŋ] 輕 shin 

[ɕiŋ] 興 

cih 
[ʨiʔ] 跡 chih 

[ʨʰiʔ] 七 zhih 
[ʑiʔ] 席 shih 

[ɕiʔ] 悉 
 

jih 
[ʥiʔ] 極 cih 

[ʨiʔ] 吉 chih 
[ʨʰiʔ] 契 shih 

[ɕiʔ] 吸 

cion 
[ʨyoŋ] 縱 chion 

[ʨʰyoŋ] * zhion 
[ʑyoŋ] 從 shion 

[ɕyoŋ] 松⑤ 
 

jion 
[ʥyoŋ] 共 cion 

[ʨyoŋ] 供 chion 
[ʨʰyoŋ] 穹 shion 

[ɕyoŋ] 兄 

cioh 
[ʨyoʔ] 足 chioh 

[ʨʰyoʔ] 促 zhioh 
[ʑyoʔ] 俗 shioh 

[ɕyoʔ] 肅 
 

jioh 
[ʥyoʔ] 局 cioh 

[ʨyoʔ] * chioh 
[ʨʰyoʔ] 曲 shioh 

[ɕyoʔ] 旭 

ciu 
[ʨy] 咀 chiu 

[ʨʰy] 蛆 zhiu 
[ʑy] 聚 shiu 

[ɕy] 須 
 

giu 
[gy] 巨 kiu 

[ky] 居 khiu 
[kʰy] 區 hiu 

[hy] 虛 

cioe 
[ʨyø] 鐫 chioe 

[ʨʰyø] 拴 zhioe 
[ʑyø] 旋 shioe 

[ɕyø] 宣 
 

gioe 
[gyø] 拳 kioe 

[kyø] 卷 khioe 
[kʰyø] 勸 hioe 

[hyø] 楦 

ciuin 
[ʨyŋ] 俊 chiuin 

[ʨʰyŋ] 皴 zhiuin 
[ʑyŋ] 殉 shiuin 

[ɕyŋ] 筍 
 

giuin 
[gyŋ] 群 kiuin 

[kyŋ] 經 khiuin 
[kʰyŋ] 菌 hiuin 

[hyŋ] 訓 

ciuih 
[ʨyʔ] * chiuih 

[ʨʰyʔ] * zhiuih 
[ʑyʔ] 絕 shiuih 

[ɕyʔ] 雪 
 

giuih 
[gyʔ] 掘 kiuih 

[kyʔ] 決 khiuih 
[kʰyʔ] 屈 hiuih 

[hyʔ] 血 

注：*表示無字，或者非常用字。 

 
①齊齒[i-class]，「齊齒呼」的簡稱，音韻學上的四呼之一。凡[i]韻母或韻頭[i]的韻母，稱齊齒呼，如 機 ci[ʨi]，天 thie[tʰie]。 
②顎化是一個語言學的名詞，指輔音在發音時變得接近顎輔音。漢語族的音位變化一般指[k]組轉爲[ʨ]組，例字如「雞」，在傳教士時代，記音一般作

kyi[ki]，而現代溫嶺音系已經讀爲[ʨi]。 
③凡[y]韻母或者韻頭[y]的韻母，稱撮口呼，音韻學四呼之一。如 鬼 kiu[ky]，捐 kioe[kyø]。 
④傳教士一般將喉塞尾[ʔ]記作-h，如 tsih 即[tsiʔ]，kyih 即[kiʔ]。 
⑤溫嶺話中將「松樹」稱為「松毛樹」zhion-mau-zhiu[ʑyoŋ mɔ ʑy]，「柏樹」為「松柏」shion-pah[ɕyoŋ pa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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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ȵ]只拼細音，不與[n]構成音位對立。 
例如：呆白nie[ȵie]31 | 牛 nieu[ȵiɤ]31 | 繞白niau[ȵiɔ]13 | 扭'niou[ˀȵiu]42 | 讓白nian[ȵiã]13 | 韌白nin[ȵiŋ]13 | 

肉 nioh[ȵyoʔ]1 
 
4) 從母字一般讀[z]聲母，拼細音則讀[ʑ]聲母。 

例如：坐 zo[zo]13 | 齊 zhi[ʑi]31 | 罪 ze[ze]31 | 殘 zae[zɛ]31 | 造 zau[zɔ]13 | 賤 zhie[ʑie]13 | 泉 zhioe[ʑyø]31 
| 牆 zhian[ʑiã]31 | 從 zhion[ʑyoŋ]31 | 賊 zeh[zɤʔ]1 | 集 zhih[ʑiʔ]1 

有極少數例外：暫 dzae[dzɛ]13 
 

5) 莊組多讀舌尖音，即[z]組聲母。 
例如：助 zu[zu]13 | 愁 zeu[zɤ]31 | 閘 zaeh[zɛʔ]1 | 生 san[sã]33 | 窄 tsah[tsaʔ]5/tsaeh[tsɛʔ]5 | 債 tsa[tsa]55 | 

抄 tshau[tsʰɔ]33 | 初 tshu[tsʰu]33 | 瑟 soeh[søʔ]5  
例外字如：澀蝨 shih[ɕiʔ]5 | 閂 shioe[ɕyø]33 | 窗 chiaon[ʨʰyɔ̃]33 | 縮 shioh[ɕyoʔ]5   

 

6) 除假攝止攝外，知章組多讀[ʨ]組聲母。與同攝三四等的精組同音。 

例如：就從=授常zhiou[ʑiu]13① | 晴從=成禪zhin[ʑiŋ]33 |須心=書書shiu[ɕy]33 |  
焦精=招章ciau [ʨiɔ]33 | 酒精=帚章ciou[ʨiu]42 | 箭精=戰章cie[ʨie]55 |  
進精=鎮知cin[ʨiŋ]55 | 漿精=張知cian[ʨiã]33 |七清=斥昌chih[ʨʰiʔ]5  

jiau 
[ʥiɔ] 兆潮 ciau 

[ʨiɔ] 照 chiau 
[ʨʰiɔ] 超 zhiau 

[ʑiɔ] 擾紹 shiau 
[ɕiɔ] 少燒 

jiou 
[ʥiu] 稠 ciou 

[ʨiu] 周晝 chiou 
[ʨʰiu] 臭抽 zhiou 

[ʑiu] 受柔 shiou 
[ɕiu] 收手 

jian 
[ʥiã] 長 cian 

[ʨiã] 張 chian 
[ʨʰiã] 廠創 zhian 

[ʑiã] 壤 shian 
[ɕiã] 商 

jiah 
[ʥiaʔ] 著 ciah 

[ʨiaʔ] 芍 chiah 
[ʨʰiaʔ] 綽 zhiah 

[ʑiaʔ] 弱 shiah 
[ɕiaʔ] 爍 

jion 
[ʥyoŋ] 重 cion 

[ʨyoŋ] 終中 chion 
[ʨʰyoŋ] 充衝 zhion 

[ʑyoŋ] 茸絨 shion 
[ɕyoŋ] 舂 

jioh 
[ʥyoʔ] 濁 cioh 

[ʨyoʔ] 燭竹 chioh 
[ʨʰyoʔ] 觸 zhioh 

[ʑyoʔ] 熟辱 shioh 
[ɕyoʔ] 叔束 

jin 
[ʥiŋ] 陳程 cin 

[ʨiŋ] 真正 chin 
[ʨʰiŋ] 秤趁 zhin 

[ʑiŋ] 晨城 shin 
[ɕiŋ] 伸升 

jih 
[ʥiʔ] 直撤 cih 

[ʨiʔ] 浙質 chih 
[ʨʰiʔ] 斥徹 zhih 

[ʑiʔ] 石入 shih 
[ɕiʔ] 室設 

jiu 
[ʥy] 廚墜 ciu 

[ʨy] 朱追 chiu 
[ʨʰy] 處吹 zhiu 

[ʑy] 瑞樹 shiu 
[ɕy] 輸水 

jioe 
[ʥyø] 椽傳 cioe 

[ʨyø] 專轉 chioe 
[ʨʰyø] 穿串 zhioe 

[ʑyø] 船 shioe 
[ɕyø] 閂 

jiuin 
[ʥyŋ] 䣩 ciuin 

[ʨyŋ] 肫 chiuin 
[ʨʰyŋ] 春 zhiuin 

[ʑyŋ] 純潤 shiuin 
[ɕyŋ] 舜 

jiuih 
[ʥyʔ] 朮 ciuih 

[ʨyʔ] 拙茁 chiuih 
[ʨʰyʔ] 出 zhiuih 

[ʑyʔ] 述 shiuih 
[ɕyʔ] 說 

 

 

 

 
①就從 此處下標表示該字的中古聲母。本文遇單字儘量標調，而詞彙部分將不再標調，因爲其中涉及連續變調這一複雜問題。詳見 李榮《溫嶺方言的

連續變調》，《方言》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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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匣母字。 

⑴上聲緊喉。 

例字 現代讀音 中古聲 中古韻 中古攝 四聲 反切① 

後厚② ieu[ˀiɤ] 匣 侯 流 上 胡口 

旱 ie[ˀie] 匣 寒 山 上 胡笴 

下廈 o[ˀo] 匣 麻 假 上 胡雅 

幸 an[ˀã] 匣 耕 梗 上 胡耿 

限 ae[ˀɛ] 匣 山 山 上 胡簡 

亥 e[ˀe] 匣 咍 蟹 上 胡改 

項 aon[ˀɔ̃] 匣 江 江 上 胡講 

浩 au[ˀɔ] 匣 豪 效 上 胡老 

渾 uen[ˀuəŋ] 匣 魂 臻 上 胡本 

緩 ue[ˀue] 匣 桓 山 上 胡管 

戶 u[ˀu] 匣 模 遇 上 侯古 

特例如：喖嚨 u-lon[ˀu loŋ] | 猢猻 u-soen[ˀu søŋ] | 葫蘆 u-lu[ˀu lu] | 和尚 u-zaon[ˀu zɔ̃] 
此類字雖爲平聲，但是反切前字皆爲 戶，細究起來在音韻上也勉強算是契合的。 
⑵匣母讀如群母③。 
例如：啣 giae[giɛ]31 | 餡 giae[giɛ]13 | 厚 jieu[ʥiɤ]31 
⑶其他特殊讀音。 
例如：峽 kiaeh[kiɛʔ]5 | 艦 khiae[kʰiɛ]42 

 
8) 懶音④。 

此處懶音是指，部分本音應讀聲母[l]的字由於發音習慣等諸多因素，實際發音之時混入聲母[n]。 
溫嶺話中並無成系統的懶音，懶音的現象也並不嚴重。筆者調查所得也只有少數幾個字，所以不可因

爲溫嶺話裡幾個字的懶音，而妄加推斷溫嶺話是[l]/[n]不分。 
例如：輪 loen[løŋ]13/noen[nøŋ]13→輪船 noen-zhioe[nøŋ ʑyø] |  

論 loen[løŋ]13/noen[nøŋ]13→論文 noen-ven[nøŋ vəŋ] 
 

 

 

 

 

 

 

 

 

 
①反切，即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爲一個漢字註音的方法。是中國傳統的註音方法。有時單稱反或切。簡而言之，就是取被切上字的聲母和被切下字的韻

母組合成的讀音來表示一個新字。 
②忠厚 cion-ieu[ʨyoŋ ˀiɤ]，下文讀音爲 jieu[ʥiɤ]時意項與「薄」相對。 
③《廣韻》中記錄爲匣母的字，在吳音中常常出現讀如群母。在吳語各地均有分佈。 
④懶音原爲粵語發音不准的概念，此處借用專指溫嶺話中部分因爲語流關係造成的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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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母部分 
 
1) 古入聲韻，今均帶喉塞韻尾[ʔ]。 
 
2) 鼻音韻區分前後[ã]，即分列 an[ã]和 aon[ɔ̃]。台州片內部均區分兩韻。 
 
3)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皆讀[ie]韻。 

例如：變 pie[pie]55 | 店 tie[tie]55 | 連 lie[lie]31 | 尖 cie[ʨie]33 | 鉗 jie[ʥie]31 | 扇 shie[ɕie]55 | 燕 ie[ˀie]55 

 
4) 山攝桓韻合一和山攝刪韻合二有別。前者主要讀 oe[ø]和 ue[ue]韻，後者多讀 ae[ɛ]、uae[uɛ]韻。 
 
5) 相比台州其他地區，介音字較多。 

例字 隑 該 開 敢 刊 工 空 

溫嶺 gie[gie] kie[kie] khie[kʰie] kiae[kiɛ] khiae[kʰiɛ] kuon[kuoŋ] khuon[kʰuoŋ] 

臨海 ge[ge] ke[ke] khe[kʰe] koe[kø] khoe[kʰø] kon[koŋ] khon[kʰoŋ] 

仙居 gae[gɛ] kae[kɛ] khae[kʰɛ] kiae[kiɛ] khoe[kʰø] kon[koŋ] khon[kʰoŋ] 
 

6) 果攝假攝基本不相混。果攝歌韻（見系）多爲 ou[ɯ]，戈韻多爲 u[u]。而在台州舊府城臨海，果攝一等

與假攝開口二等字同韻。 
例如：歌 kou[kɯ]≠家白ko[ko]33 | 賀 ghou[ɦɯ]≠和 wu[ɦu]②≠夏 gho[ɦo]13  

果攝 
過 磨 破 座白 搓白 蛾 歌 河 
ku[ku] mu[mu] phu[pʰu] zu[zu] tshu[tsʰu] ngou[ŋɯ] kou[kɯ] ghou[ɦɯ] 

假攝 
嫁 麻 怕 射白 叉 牙 加 霞 
ko[ko] mo[mo] pho[pʰo] zo[zo] tsho[tsʰo] ngo[ŋo] ko[ko] gho[ɦo] 

 
7) 蟹攝開一區分泰、咍兩韻。 
    例如：戴[te]≠帶[ta]55 

咍攝 
戴 態 耐 菜 代 
te[te] the[tʰe] ne[ne] tshe[tsʰe] de[de] 

泰攝 
帶 太 奈 蔡 汏 
ta[ta] tha[tʰa] na[na] tsha[tsʰa] da[da] 

 

9) 複雜的魚韻合三字①。 
⑴[ɿ]韻 

苧箸 煮豬 鼠 薯鋤 梳絮 
dzy[dzɿ] tsy[tsɿ] tshy[tsʰɿ] zy[zɿ] sy[sɿ] 

⑵[e]韻 

去 鋸 渠 虛 許 
khie[kʰie] kie[kie] gie[gie] he[he] he[he] 

 
 

 
①魚韻合三字涉及較多文白異讀層次，下文將作敘述。 

 



《溫嶺城區方言研究》 

- 12 - 

⑶[u]韻 

助 阻 初 所 廬 
zu[zu] tsu[tsu] tshu[tsʰu] su[su] lu[lu] 

⑷[y]韻 

除 處 咀 蛆 巨 居 如 徐 書 
jiu[ʥy] chiu[ʨʰy] ciu[ʨy] chiu[ʨʰy] giu[gy] kiu[ky] zhiu[ʑy] zhiu[ʑy] shiu[ɕy] 

⑸其他  魚白ng[ʱŋ] 
 

10) 知章組祭韻開口讀 i[i]韻。 

滯 制 誓 世 勢 
ji[ʥi] ci[ʨi] zhi[ʑi] shi[ɕi] shi[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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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白異讀 

文白異讀也是聲韻方面的一個特徵，但並不是單單關於聲母或者韻母的，且涉及範圍較廣，故此處單

列一個章節敘述。 
文白異讀普遍出現於南方方言，由於歷來都是北政南商，所以文白異讀系統被認爲是南方人爲了適應

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些漢字在方言中有兩種讀音。一種是讀書識字所使用的語音，稱爲文讀，又叫

讀書音、文言音、字音；另一種是平時說話時所使用的語音，稱爲白讀，又叫做說話音、白話音或話音。 
吳語的文白異讀古已有之，演變到了現代，文白異讀系統已經十分完備，與現代吳語幾乎是同一時期

定型的。總的說來，吳語的文白異讀歷史層次比較多，讀音情況也比較複雜。  
近年來，隨著推普工作的進行，產生了一些接近普話而混亂的讀音，能否將這些讀音歸爲新的文讀音

還不能確定。本文則是以傳統的文白異讀格局爲標準進行偏向學術層面的探究，但是無意於為何者正名，

因為在實際語言發展過程中，一音化已不可避免，不管是蟹攝合口三四、與止攝合口三等、麻韻還是章組

宕攝開口三等，如若在普話的音位影響之下，重又建立起類似傳統文白異讀的情形，仍舊應當留意這種對

語言現狀的破壞，不應加以提倡。 
行文中考量老派使用情形，將通行於日常語言的讀音標記上深紅色。 

 
1) 魚韻合口三等 

上文已作敘述，魚韻合三字讀音比較複雜，其中存留的文白層面也同樣比較複雜。 
例如：魚白ng[ʱŋ]/文niu[ȵy] | 鼠白 tshy[tsʰɿ]/文chiu[ʨʰy] 
此處摘錄較有規律的一組，白讀[y]韻，文讀[e]或者[ie]韻。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渠 giu[gy] gie[gie]   虛 hiu[hy] he[he] 
鋸 kiu[ky] kie[kie] 

 
許 hiu[hy] he[he] 

去 khiu[kʰy] khie[kʰie]   
   

⑴渠道 giu-dau[gy dɔ]；第三人稱 gie[gie] 
⑵去年 khiu-nie[kʰy ȵie]；作動詞 khie[kʰie] 
⑶腎虛 zhin-hiu[ʑiŋ hy]；表示浮腫、虛胖 he[he] 
⑷許配 hiu-phe[hy pʰe]；人稱代詞，我許'ngo-he[ˀŋo he] 

 
2) 蟹攝合口三四等 

白讀 iu[y]韻，文讀 ue[ue]韻。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衛 we[we] yu[jy]   桂 kue[kue] kiu[ky] 
慧 we[we] yu[jy] 

 
惠 we[we] yu[jy] 

 
3) 止攝合口三等 

白讀 iu[y]韻，文讀 e[e]或 ue[ue]韻。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危 we[we] niu[ȵy]   跪 gue[gue] giu[gy] 
魏 we[we] yu[ȵy] 

 
貴 kue[kue] kiu[ky] 

為 we[we] yu[jy] 
 

歸 kue[kue] kiu[ky] 
位 we[we] yu[jy]   隨 ze[ze] zhiu[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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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麻韻高化① 
一般白讀 o[o]韻，文讀 a[a]韻。部分字只有一讀，如 者 cia[ʨia] | 且 chia[ʨʰia]。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瓜 kua[kua] kuo[kuo]   亞 ia[ˀia] o[ˀo] 
花 hua[hua] huo[huo] 

 
雅 ia[ˀia] 'ngo[ˀŋo] 

話 wa[wa] wo[wo]   馬 'ma[ˀma] 'mo[ˀmo] 
畫 wa[wa] wo[wo] 

 
茶 dza[dza] dzo[dzo] 

嘉 cia[ʨia] ko[ko]   射 zhia[ʑia] zo[zo] 
家 cia[ʨia] ko[ko] 

 
下 shia[ɕia] o[ˀo] 

 
5) 章組宕攝開口三等 

白讀 aon[ɔ̃]韻，文讀 aon[ã]韻。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商 shian[ɕiã] saon[sɔ̃]   昌 chian[ʨʰiã] tshaon[tsʰɔ̃] 
傷 shian[ɕiã] saon[sɔ̃] 

 
常 jian[ʥiã] zaon[zɔ̃] 

 

6) 寒韻開口一等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肝 kiae[kiɛ] cie[ʨie]   安 ae[ˀɛ] ie[ˀie] 
看 khiae[kʰiɛ] chie[ʨʰie] 

 
寒 ghae[ɦɛ] ye[jie] 

⑴乙肝 ih-kiae[ˀiʔ kiɛ]；豬肝 tsy-cie[tsɿ ʨie] 
⑵安全 ae-zhioe[ˀɛ ʑyø]；安生 ie-san[ˀie sã] 
⑶看望 khiae-vaon[kʰiɛ vɔ̃]；好看 hau-chie[hɔ ʨʰie] 

 
7) 日母字 

一般規則為白讀 ni[ȵ]聲母，文讀 z[z]/zh[ʑ]聲母。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耳 zy[zɿ] 'ng[ˀŋ]   人 zhin[ʑiŋ] nin[ȵiŋ] 
讓 zhian[ʑiã] nian[ȵiã] 

 
繞 zhiau[ʑiɔ] niau[ȵiɔ] 

 

8) 部分非組字，白讀如重唇音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萬 vae[vɛ] mae[mɛ]   網 uaon[ˀuɔ̃] 'maon[ˀmɔ̃] 
玩 wae[wɛ] mae[mɛ] 

 
望 vaon[vɔ̃] maon[mɔ̃] 

晚 uae[ˀuɛ] 'mae[ˀmɛ]   忘 vaon[vɔ̃] maon[mɔ̃] 
肥 vi[vi] bi[bi] 

 
蚊 ven[vəŋ] men[məŋ] 

 
9) 覃韻 

例字 文讀 白讀 
 

例字 文讀 白讀 

南 nae[nɛ] noen[nøŋ]   蠶 zae[zɛ] zoen[zøŋ] 

 
①高化，即母音的發音舌位變高，麻韻高化即爲 a[a]→o[o]的語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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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稱音變 

在許多漢語方言中，存在著類似北京話兒化的語言現象。而「兒化」這個概念主要是以官話的角度而

言的，許多人對此類語音現象稱爲「兒化」有異議。不妨在此引入「小稱音變」這一稱謂，此詞原意指小，

而同時也演化出其他的功能。發生音變的字在下標處注明爲兒。日常書寫亦可加後綴「ㄦ」以為區分。 
溫嶺方言中的小稱音變，「指小」的功能已經弱化。《縣誌》載：「溫嶺話有兩種變音，都具有名詞化的

語法作用。」同時起到柔和語調的作用。從音變的角度講，可分爲兩類。舒聲變升調，仄聲變降調。 
1) 變調型。非入聲字本音發生變調，區別於單字調值，也即「小稱變調」。 
例如：桃 dau[dɔ]31 → 桃兒daur①[dɔ]15 | 弟 di[di]31 → 弟兒dir[di]

51
   

2) 鼻音型。一般爲入聲字，原韻的喉塞尾變爲鼻音[ŋ]或者鼻化[˜]，同時發生小稱變調。有時原韻中的

元韻腹也會發生變化。不論陰入陽入，音變後均趨向同一調值 51。 
溫嶺話入聲字變韻雖然複雜，但是與古音對應整齊，證明了這種變音古已有之。李榮先生早年寫作論

文之時，對溫嶺老派 ah[aʔ]組入聲韻進行了論述，而現時新派已基本併入 eh[əʔ]組。下表中黃色部分即爲老

派音。由是可以推斷出小稱音變的變韻滯後於入聲韻的合併，可由音變自然地反推出入聲韻的原狀。 
例如：鑊 woh[woʔ]1 → 洋鑊兒yan-waonr[wɔ̃]51 | 鴨 aeh[ˀɛʔ]5 → 雄鴨兒yon-aer[ˀɛ]51   
但隨著部分新派鼻音韻的合併，表中最後兩組音變也已經合併入 eh[əʔ] → en[əŋ]的音變行列。同時因

為小稱音變自構能力尚存，故而有大量由新派入聲韻派生而出的新小稱音節，已失卻老派音系的整齊格局，

此處略過不談。 
入聲韻（老派） 入聲韻（新派） 

 
小稱音變（老派） 小稱音變（新） 例字 

aeh[ɛʔ] eh[əʔ] → ae[ɛ]  鴨發法 

iaaeh[iɛʔ] ih[iʔ] → iae[iɛ]  甲莢 

uaeh[uɛʔ] ueh[uəʔ] → uae[uɛ]  挖刮活 

ah[aʔ] eh[əʔ] → an[ã]  白伯百客 

iah[iaʔ] ih[iʔ] → ian[iã]  鵲藥腳 

eh[ɤʔ] eh[əʔ] → en[ɤŋ] en[əŋ] 黑 

uaeh[uɛʔ] ueh[uəʔ] → uen[uəŋ]  窟 

oh[oʔ] 

uoh[uoʔ] 

ioh[yoʔ] 

oh[oʔ] 

uoh[uoʔ] 

ioh[yoʔ] 

→ on[oŋ]  六 

→ uon[uoŋ]  屋穀 

→ ion[yoŋ]  粥叔肉竹 

oh[oʔ] 
 

→ aon[ɔ̃]  落鑿 

uoh[uoʔ] 
 

→ uaon[uɔ̃]  鑊 

ioh[yoʔ] 
 

→ iaon[yɔ̃]  桌 

ih[iʔ] 
 

→ in[iŋ]  壁日力 

iuih[yʔ] 
 

→ iuin[yŋ]  橘 

ih[iʔ] 
 

→ ie[ie]  葉裂 

iuih[yʔ] 
 

→ ioe[yø]  月刷 

oeh[øʔ] oh[oʔ]/eh[əʔ] → oen[øŋ] en[əŋ] 粒 

附：部分無相應單字音的小稱音節② 
1) 舒聲變升調：鵝兒ngour[ŋɯ]15 | 桃兒daur[dɔ]15 | 球兒 jiour[ʥiu]15 | 梨兒 lir[li]15 | 橙兒 jinr[ʥiŋ]15 
2) 仄聲變降調：妹兒mer[me]51 | 弟兒dir[di]51 | 姐兒ciar[ʨia]51 | 鴨兒aer[ˀɛ]51 | 粟兒shiaonr[ɕyɔ̃]51 |  

橘兒kiuinr[kyŋ]51 | 粥兒cionr[ʨyoŋ]51 

 
①直觀起見，將產生小稱音變的字拼音轉寫附加後綴-r，不作實際發音，僅表示區別。如非必要可不予書寫。 

②所謂無相應單字調，是指日常口語中讀單字習慣於讀小稱音節，在一些詞彙中可以體現出該組字的單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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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合音字 

所謂合音字，即一種特殊的方言俗字。常用的雙音節詞，在口語中合成一個音節，而用一個字來記錄，

這樣的字稱爲合音字。合音字的書寫格式一般是兩個字的合寫，相當於一個方塊字。一般分左右結構，和

上下結構。比如漢字「嫑」。 
合音字的讀音一般由前後兩個音節緊縮而成，大致聲母與前字基本一致，韻母及聲調與後字關係較大。 
溫嶺話中合音字基本否定意義的佔多，有以下幾個： 

1) 𠏕𠏕shiau[ɕiɔ]，是「休要」的合音，也即「要」的否定詞。僅使用合音字，通用於台州地區。 
例句：𠏕𠏕吵啊。| 爾𠏕𠏕撥我纏牢。| 飯喫慢侹，𠏕𠏕喫噎牢。 

2) 朆 fen[fəŋ]/fon[foŋ]，「弗曾」合音，義爲「不曾、沒有」。僅使用合音字。通用於吳語區。 
例句：箇隻歌我朆聽過。| 爾飯喫爻朆？ 

3) 覅 fiau[fiɔ]，據筆者調查此字多出現於「弗曉得 faeh-shiau-teh[fɛʔ ɕiɔ tɤʔ]」連讀爲「覅得 fiau-teh[fiɔ tɤʔ]」
時。一說爲「弗要 faeh-iau[fɛʔ ˀiɔ]」合音，同字，通行於江浙一帶。 
4) 甮 von[voŋ]，「勿用 vaeh-yon[vɛʔ jyoŋ]」合音，義即「不用」。 

例句：箇道題目老實難，爾許還是甮做算爻。 
5) 孬 fau[fɔ]，爲「弗好 faeh-hau[fɛʔ hɔ]」合音，「不好」之義。 

例句：孬聽。| 孬妝。| 孬過。 
6) 𣍐𣍐[ve]，「勿會」合音，義即「不會」，僅使用合音。也出現在句末，用法與「𠲎𠲎va[va]」近似。 

例句：辣茄我𣍐𣍐喫个。 
朞日天價老好，爾講是𣍐𣍐？ 

合音是一種語流音變現象。有一些虛詞或者代詞，很容易在語流中合併入前一個音節，比如「望著爻

maon-jiah ghau[mɔ̃ ʥiaʔ ɦɔ]」習慣會縮略爲「maon-jiau[mɔ̃ ʥiɔ]」。有許多合音在語速加快時纔會出現，

放慢時仍分成兩個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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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語法 

七 數詞 

吳語中數詞與普話基本一致，使用也無較大差異。 

漢字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漢拼  líng  yī èr  sān  sì wǔ liù  qī bā jiǔ shí 

吳音  liŋ ˀiʔ ʱn/ni sɛ  sɿ  ˀŋ loʔ ʨʰiʔ pɛʔ ʨiu ʑiʔ 

吳拼 lin ih n/ni sae sy 'ng loh chih paeh ciou zhih 

漢字 廿 百 千 万 亿 兆 
     

漢拼  niàn bǎi  qiān wàn yì zhào 
     

吳音  ȵie paʔ ʨʰie vɛ ˀi ʥiɔ 
     

吳拼 nie pah chie vae i jiau 
     

而主要的差別就在「二」與「兩」的用法上。 
1) 讀音 

「二」讀音 n[ʱn]或 ni[ni]。日常生活中 n[ʱn]比較常見，ni[ni]則散見於一些特定詞彙。 
「兩」讀音'lian[ˀliã]，作數詞時也存在懶音'nian[ˀȵiã]，但作量詞不可使用懶音。一定情形下，「二」和

「兩」兩者可以通用。 
2) 適用範圍 

⑴ 2 在個位時，用「二 n[ʱn]」。例如 32sae-zhih-n[sɛ ʑiʔ ʱn]，102ih-pah-lin-n[ˀiʔ paʔ liŋ ʱn]。 
⑵ 2 在十位時，吳語多作「廿 nie[ȵie]」。20 讀 一廿 ih-nie[ˀiʔ ȵie]，21 讀 廿一 nie-ih[ȵie ˀiʔ]。 
⑶ 2 在大於百位的數詞首位時，用「兩'lian[ˀliã]」。例如 220 讀 兩百廿'lian-pah-nie[ˀliã paʔ ȵie]。 
⑷ 2 表示時刻時，一般作「兩'lian[ˀliã]」。例如 2:02 可讀爲 兩點零二'lian-tie-lin-n[ˀliã tie liŋ] ʱn]，也

可爲 兩點兩分'lian-tie-'lian-fen[ˀliã tie ˀliã fəŋ]。 
⑸ 2 後接量詞時，一般作「兩'lian[ˀliã]」。但 二兩 只可讀作 n-'lian[ʱn ˀliã]。 
⑹ 2 作概數時，一般作「兩'lian[ˀliã]」，同時後字發生小稱音變。例如 兩百兒'lian-panr[ˀliã pã] | 兩個兒

'lian-kier[ˀliã kie]。 
⑺ 2 作撲克點數時，讀爲 小二 shiau-ni[ɕiɔ ni] 或 二頭 ni-deu[ni dɤ]。 

3) 諧趣 
溫嶺話中 20 即「廿」還別有用途。因爲 廿 nie[ȵie]/呆 nie[ȵie] 同音，所以 20 常常被等同於 呆大

nie-du[ȵie du]，用以戲謔某人頭腦呆滯。 
13 及 13 點 也有相同寓意，與吳語區別部一樣，故此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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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量詞 

溫嶺的量詞與普話也大同小異，以下羅列一些特殊的量詞。 

儘量採取已有的正字記錄，一些不肯定的字下標爲音，表明是音調契合的字，意思也略有相近。 

盆  ben[bəŋ] 相當於「盤」 一盆菜——一盤菜 

部 bu[bu] 相當於「輛」 一部車——一輛車 

𡉑𡉑 da[da] 相當於「趟/行」 走一𡉑𡉑——走一趟  

沺音 die[die] 相當於「泡」 一沺尿①——一泡尿 

筒 don[doŋ] 
 

一筒拭餅② 

幅 foh[foʔ] 相當於「片」 一幅樹葉兒——一片樹葉 

廚 jiu[ʥy] 相當於「頓」 一廚夜飯——一頓晚飯 

許 he[he] 相當於「些」 箇許——這些；有許——有些 

偠音 iau[ˀiɔ] 相當於「條」 一偠褲——一條褲子 

樣  yan[jiã] 相當於「件」 一樣事幹——一件事情  

窠  khou[kʰɯ] 相當於「窩」 一窠黃頭雀——一窩麻雀 

揢 kho[kʰo] 相當於「把」 一抲瓜子——一把瓜子 

桄 kuan[kuã] 相當於「條」  一桄魚——一條魚 

林 lin[liŋ] 相當於「束/捆」 一林稻稈——一捆稻稈③ 

日  nih[ȵiʔ] 相當於「天」 一日——一天 

粒 'noeh[ˀnøʔ] 
 

一粒米 
𡍲𡍲  taeh[tɛʔ]  

 
表處所，俗作「搭」，幾𡍲𡍲蕩地——幾個地方  

退 the[tʰe] 相當於「排」 一退屋——一排屋子，地名用字中亦作「透」 

丘 chiou[ʨʰiu] 相當於「塊」 一丘田——一塊田 

記  ci[ʨi] 相當於「下」 一記——一下 

朞 ci[ʨi] 
 

一朞——一會兒 

頂  tin[tiŋ] 相當於「座/把」 一頂橋——一座橋，一頂傘——一把傘  

腳 ciah[ʨiaʔ] 相當於「隻」 一腳會——一隻會④ 

株 ciu[ʨy] 相當於「棵」 一株樹——一棵樹 

盅 cion[ʨyoŋ] 相當於「杯」 一盅酒——一杯酒 

隻 
tsah[ʦaʔ] 

 
泛指物體，一隻蘋果——一個蘋果 

cih[ʨiʔ] 
 

泛指動物，一隻雞 

份 ven[vəŋ] 相當於「戶」 一份人家——一戶人家 

問 ven[vəŋ] 相當於「道」 一問題目——一道題目 

垡 vaeh[vɛʔ] 相當於「次」 一垡——一次 
 
 

 

 
①尿 讀音 shiu[ɕy]33 

②拭餅爲溫嶺端午時節的喫食，一種麥糊做的薄麵餅。在其中裹以各類時令菜蔬，再捲起兜底食用，是爲本地人稱道的美食。現在已經成爲溫嶺特色

早餐之一。 

③稻子脫粒後剩下的稈子，鄉間多一捆捆束起，曬乾後用作柴燒。 

④「做會」,是浙江台州、溫州等地傳統而相當普遍的民間集資形式，以此形成參與者在資金上的互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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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介詞 

溫嶺方言中有以下一些介詞，如：「從，照，朝，問，搭，撥，徠，勒」等等。介詞多爲單音節，同時

也存在少量雙音節詞，並且後者相對偏文。如：因爲 之於 爲，按照 之於 照，兩者比較意義大體接近。 

文中涉及的方言用字一般使用本字或者吳音俗字，如若本字不可考，則採用音義相近的字代替。「撥/

搭」兩字則爲吳音俗字。「撥」的本字可認為是「畀」。 

功能  普通話  吳語  例句  

表示時間/處所  在/當  徠/勒  物事囥徠/勒角落頭。（東西放在角落裡。） 

表示動作起點  從/打/由  從  我從昨夜起便體爻？（我從昨晚開始就這樣了。） 

表示動作方向  朝/向  朝  你朝裡向望便好爻。（你朝裡面看就行了。） 

表示動作協同物件  和/同  搭  我搭爾組隊去。（我和你一起去。） 

表示動作物件  向  問  渠問我借一本書。（他向我借一本書。） 

表示給予  給  撥  書撥本我。（給我一本書。） 

表示致使  讓  噢/要 柬爾噢爾組隊去个？（誰讓你一起去的？） 

表示被動  被  被/撥 魚被/撥貓喫爻。（魚被/給貓喫了。） 

表示處置  把  撥  爾撥渠怎兒爻？（你把他怎麼了？） 

表示方式 按 照 照渠个講法。（按他的說法。） 

1) 搭 taeh[tɛʔ] 
⑴相當「和」。 
例句：渠搭我都是學生。——他和我都是學生。 
⑵表示行爲對象。 
例句：渠搭我講悄悄話。——他對我講悄悄話。 

2) 撥 poeh[pøʔ] 
⑴相當於「給」。兼表被動。 
例句：魚撥貓喫爻。——魚給貓喫了。 
⑵相當於「把」。 
例句：貓撥魚喫爻。——貓把魚喫了。 

3) 徠 le[le]/勒 leh[lɤʔ] 
相比較而言，勒 leh[lɤʔ] 的舒化音 leu[lɤ]更常用。 
⑴表示動作起始的時間或者處所，表時間時常常可省略。 
例句：我勒/徠屋裡。——我在家裡。 

我勒/徠九月份上學。| 我九月份上學。——我在九月份上學。 
⑵表示動作終點。 
例句：渠勒/徠地裡①摜倒。——他摔倒在地。 

 

 

 

 

 

 

 
①此處「地裡」後字一般促化為'leh[ˀlɤʔ]。義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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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代詞 

一、人稱代詞 
普通話中的人稱代詞用「我、你、他」，而溫嶺話中的人稱代詞用「我、爾、渠」。與江浙大部的人

稱代詞無較大差異。複數形式即在單數基礎上加「侇/許①/俚」等。就現在市區的人稱複數分佈來看，「俚」

尾碼的複數形式已經式微。語流中「侇 yi[ ji]」極容易混入首字，從而進一步弱化爲一個拖調。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我 'ngo[ˀŋo] 爾 'n[ˀn] 渠 gie[gie] 

複數 

我等 'ngo-ten[ˀŋo təŋ]  
 

  

我侇 'ngo-yi[ˀŋo ji] 爾侇 'n-yi[ˀn ji] 渠侇 gie-yi[gie ji] 

我許 'ngo-he[ˀŋo he] 爾許 'n-he[ˀn he] 渠許 gie-he[gie he] 

1) 第一人稱 
第一人稱代詞，我，讀'ngo[ˀŋo]42。複數形式有 我等/我侇/我許，同時也存在「阿等 aeh-ten[ˀɛʔ təŋ]」，

對應普通話中的「咱們」。 
例句：阿等聚隊買物事迲，好用𠲎𠲎？——我們一起買東西去，好嗎？ 

我等海邊人都喜歡喫海鮮。——我們海邊人都喜歡喫海鮮。 
而幾種複數形式中，「我侇」具有較強的排他性，一般也用以指代自己。 
例句：箇種事幹，我侇是弗做個。——這種事情，我們是不做的。 

2) 第二人稱 
第二人稱代詞，爾，讀'n[ˀn]42，亦常見讀作懶音'ng[ˀŋ]42。複數形式爲 爾侇/爾許，無特殊用法。面稱

時用「爾侇」合音「伲 ni[ˀȵi]」，或者「爾許」合音「倷'ne[ˀne]」，亦有尊重他人的意味在。類似於普话

中「您」這類由複數衍生而出的敬稱，但是較為自然。 
例句：爾許/倷个日子過得②老好。——你們的日子過得真好。 

3) 第三人稱 
第三人稱代詞，渠，讀 gie[gie]31。與普通話分歧巨大。《三國志》：「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宋詞

中也有用「渠」表示第三人稱。可見溫嶺話的「渠」古已有之。複數形式爲 渠侇/渠許。 
溫嶺話中，「渠」可以皆指男女，也可指物。物品不可作爲主語，只能作爲賓語。同時還可代替中性

的事物。 
例句：爾便實心撥書讀好爻起，別許事幹甮管著渠。——爾只要先專心讀好書，別的事情別管它。 

4) 其他人稱代詞 
其他人稱代詞有 
⑴自指：自 zy[zɿ]，自侇 zy-yi[zɿ ji]，自己 zy-ci[zɿ ʨi]； 
⑵他指：人家 nin-ko[ȵiŋ ko]，別人家 bih-nin-ko[biʔ ȵiŋ ko]； 
⑶通指：大槓人 da-kaon-nin[da kɔ̃ ȵiŋ]。 
例句：爾𠏕𠏕自嚇③自。——你別自己嚇自己。 

自侇屋裡怎兒个④爻？——自己家裡怎樣了？ 
別人家講話弗管爾个事幹。——別人說話不關你的事。 
大槓人都好講話，怎兒便爾突出侹？——大家都好說話的，怎麼就你異樣一些？ 

 
①代詞中，「許」爲白讀 he[he]。 
②此處「得」為俗音'leh[ˀlɤʔ]。 
③嚇，huoh[huoʔ]：懼，怕。 
④此處「个」又音 kie[kie]。亦可用「概」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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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示代詞 

普通話的指示代詞分近指和遠指兩種，吳語中的指示代詞則通常有三種。關於這樣三分的做法，學術

界尚有爭議。本文將按三分法來描述本地區的指示代詞：⑴近指，形式爲「倚+×」；⑵中指，距離比近指

稍遠，也有人將此類併入近指，形式爲「箇+×」；⑶遠指，形式爲「檞+×①」。中指也並非一定很嚴謹，有

時可兼指近指和遠指。事實上，三者之間的界限也不明晰，多有重合區域。 

基本形式 倚+× 箇+× 檞+× 

指  物 
倚個② i-kie[ˀi kie] 箇個 kaeh-kie[kɛʔ kie] 檞個 ka-kie[ka kie] 
倚樣 i-yan[ˀi jiã] 箇樣 kaeh-yan[kɛʔ jiã] 檞樣 ka-yan[ka jiã] 

指處所 

倚頭 i-deu[ˀi dɤ] 箇頭 kaeh-deu[kɛʔ dɤ] 檞頭 ka-deu[ka dɤ] 
倚𡍲𡍲

③ i-taeh[ˀi tɛʔ] 箇𡍲𡍲 kaeh-taeh[kɛʔ tɛʔ] 檞𡍲𡍲 ka-taeh[ka tɛʔ] 
倚底 i-ti[ˀi ti] 箇底 kaeh-ti[kɛʔ ti] 檞底 ka-ti[ka ti] 

表方式 

體/替④ thi[tʰi] 
  

體儴/替儴 thi-nian[tʰi ȵiã] 
  

馨 shin[ɕiŋ] 檞馨 ka-shin[ka ɕiŋ] 
馨儴 shin-nian[ɕiŋ ȵiã] 

  
馨體 shin-thi[ɕiŋ tʰi] 檞體 ka-thi[ka tʰi] 

表承上啟下 
箇伐 kaeh-vaeh[kɛʔ vɛʔ] 

  
伐 vaeh[vɛʔ] 

  
例句：  

1) 指物 

倚/箇本書撥我，檞本書撥渠。——這本書給我，那本書給他。 

倚樣事幹嘸做好，𠏕𠏕走忖檞樣。——這件事情沒做好，別想著那件事情。 

2) 指處所 

東頭倚/箇𡍲𡍲蕩地弗如西頭檞𡍲𡍲。——東面的這塊地不如西面的那塊。 

學堂倚頭有小店，檞頭有嘸？——學校這邊有小賣部，那邊有沒有？ 

倚底个人性格都蠻溫和，爾檞底叻？——這裡的人性格都蠻溫和，你那裡呢？ 

3) 表方式 

爾箇人怎兒體儴/替个焉？——你這人怎麼這樣子啊？ 

4) 表承上啟下 

海貨爾弗喜歡，箇伐/檞體河裡貨叻？——海鮮你不喜歡，那麼河鮮怎麼樣？ 

海貨伐，我是候喜歡个。——海鮮麼，我是很喜歡的。 
 

三、疑問代詞 
溫嶺話的疑問代詞比較多樣，分爲兩組，一組首字多爲 k[k]聲母，另一組首字多爲 gh[ɦ]聲母，兩者對

應整齊。不妨認爲後一組是前一組的增生形式。其中表中淺黃色部分爲現今常用詞彙。 
 

 

 
①「檞+×」在個別縣境範圍內亦可作「傍+×」格式，構詞方式與表中類似。 
②此處量詞不僅僅爲「個」，可以爲別的量詞如「本」等。 
③𡍲𡍲 也可小稱音變爲 taer[tɛ]51。 
④此組亦可促化為「僣 thih[tʰi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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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代詞 普話 吳音 

疑問指示 哪+個/些 哪①+個/許 'leu-kie/he[ˀlɤ+kie/he] 逅+個/許 ieu-kie/he[ˀiɤ+kie/he] 
問人 誰 柬爾 kiae-'n[kiɛ ˀn] 咸爾 ghae-'n[ɦɛ ˀn] 

問事物 
啥 唕 zau[zɔ] 

  
什麼 檞某 ka-'m[ka ˀm] 何某（嚡某） gha-'m[ɦa ʱm] 

問處所 哪裡 

哪底 'leu-ti[ˀlɤ ti] 逅底 ieu-ti[ˀiɤ ti] 
檞横 ka-wan[ka wã] 何橫（嚡横） gha-wan[ɦa wã] 
柬倚 kiae-i[kiɛ ˀi] 咸倚 ghae-i[ɦɛ ˀi] 

問時間 什麼時候 幾時 ci-zy[ʨi zɿ] 
  

問數量 多少 多少 tu-shiau[tu ɕiɔ] 
  

問方式 怎樣 怎兒 tsan-n[tsã ʱn] 
  

問原因 
怎麼回事 咋生 tsa-san[tsa sã] 

  
爲什麽 為檞某 yu ka-'m[jy ka ˀm]   

 
1) 問人 

一般使用「柬爾」，也有用「哪個」，前者可以詳化到身份等特徵，後者僅限於泛泛地描述是哪一個。 
例句：小王是哪個？——小王是哪一位？ 

小王是柬爾？——小王是誰？ 
2) 問事物 

可以省略爲「檞 ka[ka]」的拖調，也可以詳化爲「檞某物事 ka-'m maeh-zy[ka ˀm mɛʔ zɿ]」。「檞某」連

讀的時候，由於後字的影響，前字音都有鼻化爲 kan[kã]的傾向。 
例句：箇許是檞某物事？——這些是什麼東西？ 
其否定式並不是單純的對原詞彙的否定，多用「嘸較 m-kau[ʱm kɔ]」。 
例句：嘸較物事，便幾本書。——沒什麼東西，就幾本書。 
「唕」可以認爲是更加口語層面的詞彙，「唕」之於「檞某」就像「啥」之於「什麼」。 
例句：箇人唕名字？——這人啥名字？ 

3) 問處所 
市區多用「哪底/何橫」，當然也有由「哪」擴展出的 哪𡍲𡍲[ˀlɤ tɛʔ]等。 
例句：渠勒哪底？——他在哪裡？ 

4) 問時間 
例句：爾昨夜幾時轉來个？——你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的？ 
言及時間很晚，用 幾時幾 ci-zy-ci[ʨi zɿ ʨi]。 
例句：昨夜轉來幾時幾爻。——昨晚回來已經很晚了。 

5) 問數量 
詢問價格時，常常省略其後的賓語。 
例句：朞日膏蟹多少（鈔票）一斤？——今天膏蟹多少錢一斤？ 

6) 問方式 
「怎兒」在語流中常常省略爲前字「怎 tsan[tsã]」的拖調。 
例句：箇問題目怎兒做？——這道題目怎麼做？ 

7) 問原因 
例句：渠爲檞某會②去？——他爲什麼會去？ 

 
①「哪」又音'lo[ˀlo]。 
②此處「會」多讀促音[ˀuɛ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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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虛詞 

一、語氣助詞 
吳語區語言語氣助詞十分豐富。篇前有言，台州片系太湖片與甌江片的過渡，是故其語氣助詞兼有兩

家所長。下面羅列幾個常用的語氣助詞： 

1) 爻 ghau[ɦɔ] 
相當於「了」。表示動作完成之義。下文將展開論述。 
例句：作業我做完爻。——作業我做完了。 

2) 啊 gha[ɦa] 
與「啊」基本無異，表示感歎或疑問。 
例句：基日老暖啊！——今天好熱啊！ 

3) 叻 leh[lɤʔ] 
相當於「呢」。表疑問或句中停頓。 
例句：人叻？——人呢？ 

4) 个 kaeh[kɛʔ] 
⑴相當於「的」。多用於陳述語氣。 
例句：是个。——是的。 
⑵語氣助詞，表示敘述完成，無實際意義。 
例句：箇支筆是我概个。——這支筆是我的。 

5) 喈 ka[ka] 
⑴相當於「嗎」，表疑問。可理解爲「个啊」的合音。 
例句：箇句話是對喈？——這句話是對的嗎？ 
⑵相當於「的」。表陳述，感情色彩較濃。 
例句：我阿要①去喈！——我也要去的！ 

爾箇人怎兒體/替喈？！——你這人怎麼這樣的？！ 
6) 嗐 ghe[ɦe] 

相當於「咦」。表驚歎語氣。 
例句：嗐，爾阿勒溫嶺啊？——咦，你也在溫嶺啊？ 

7) 焉 iae[ˀiɛ] 
相當於「嘛」。多表陳述，感情色彩較濃。 
例句：𠏕𠏕煩我焉。——別煩我嘛。 

 

二、「爻」的用法 
溫嶺話中的」爻」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常用字「了」。「爻」的寫法借自李榮先生早前研究資料以及溫

州話資料，具體用法也大同小異。 

1) 主要功能是作助詞，後置於動詞，表示動作完成。 

例如：窗門開爻起再掃地。——開了窗再掃地。 

飯喫爻起再走。——喫了飯再走。 

我撥一口碗打爻。——我把一口碗打碎了。 

2) 表示一種狀態的延續。一般後接於動詞或者動詞短語。 

例如：講賺爻。——說錯了。 

 
①此處「要」多讀促音 iaeh[ˀiɛ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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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與「爻」結合，句子一般要有賓語，而且賓語往往要前置，「爻」位於句末。例如「上課」是動

賓短語，一般不說「上爻課再去」，而是說「課上爻再去」。 

 

三、「个（箇、個）」的用法 
溫嶺話中「个」用法較多，其發音也分促聲 kaeh[kɛʔ]和舒聲 kie[kie]兩種。 
量詞統作「個」，不作深入。以促聲 kaeh[kɛʔ]為例，辨義起見，一般將指示代詞寫作「箇」，助詞寫

作「个」，讀如舒聲 kie[kie]時則可考慮寫作「概」。 
另有發音 kou[kɯ]用於「個人」之類固有詞彙，不作贅述。 
1) 實詞，這，這麼，這樣。 
例句：箇許魚怎兒賣？——這些魚怎麼賣？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這麼/這樣）長。（李白《秋浦歌》） 
2) 助詞，的。 
例句：概是柬爾个物事？——這是誰的東西？  

箇是我个物事。—— 這是我的東西。 
3) 助詞，無實際意義。 
例句：箇枝筆是我概个。——這支筆是我的。 
4) 量詞，個。 
例句：檞個人是柬爾？—— 那個人是誰？ 
5) 承上啟下，那麼。 
例句：箇伐爾想怎兒？ —— 那麼你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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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語綴 

在漢語中，經常會在詞根前或詞根後加上一個字，這種構詞成分就稱之爲首碼或尾碼，總稱語綴。 

一，首碼  

1) 阿 
「阿」用在單音節人名前面，如：阿紅 aeh-ng[ˀɛʔ ʱŋ]、阿琴 aeh-jin[ˀɛʔ ʥiŋ]。  
「阿」也用在親屬稱謂之前。 
阿爸 aeh-pa[ˀɛʔ pa]：父親。 
阿姆 aeh-'m[ˀɛʔ ˀm]：岳母。 
阿叔兒aeh-shionr[ˀɛʔ ɕyoŋ]：叔父。 
阿嬸 aeh-shin[ˀɛʔ ɕiŋ]：叔母。 
阿娘 aeh-nian[ˀɛʔ ȵiã]：姑姑。 
阿舅 aeh-jiou[ˀɛʔ ʥiu]：舅舅。 
阿妗 aeh-jin[ˀɛʔ ʥiŋ]：舅媽。 
阿大 aeh-da[ˀɛʔ da]：哥哥。 
阿姐 aeh-cia[ˀɛʔ ʨia]：姐姐。  

2) 老  
「老」做詞頭時，置於名詞前，意義虛化，不含表示老年意義。 
老倌'lau-kue[ˀlɔ kue]：老公；老頭。 
老太'lau-tha[ˀlɔ tʰa]：老婆。 
老大文'lau-da[ˀlɔ da]：對船工的稱呼。 
老大白'lau-du[ˀlɔ du]：排行第一。相當於「長子」或「長女」。 
老孺人'lau-zhiu-nin[ˀlɔ ʑy ȵiŋ]：中年婦女。 
老酒'lau-ciou[ˀlɔ ʨiu]：黃酒。 
老牌'lau-ba[ˀlɔ ba]：對長輩的不敬稱呼。 
老牌位'lau-ba-yu[ˀlɔ ba jy]：同上。 
老策'lau-tshah[ˀlɔ tsʰaʔ]：年紀輕但做事幹練。 

 
二、尾碼 

1) 兒 
前面有提及溫嶺的小稱音變已經融入單字音中，而作爲詞綴出現的「兒」尾就顯得少見的多，其表現力

也不及小稱音變。意項僅表示小，有愛稱之意。如表示動物幼崽：貓兒'mau-n[ˀmɔ ʱn]、狗兒 cieu-n[ʨiɤ ʱn]。 
2) 頭 

「頭」的派生能力較強，一般用法如下：  
⑴加在時間季節後面，表示是處於這段時間。如：春頭 chiuin-deu[ʨʰyŋ dɤ]。 
⑵加在某些錢數後面。如：獨塊頭 doh-khue-deu[doʔ kʰue dɤ]，五角頭'ng-koh-deu[ˀŋ koʔ dɤ]。  
⑶作名詞尾碼。如：石頭 zhih-deu[ʑiʔ dɤ]、磚頭 cioe-deu[ʨyø dɤ]、拳頭 gioe-deu[gyø dɤ]。  
⑷作方位詞尾碼。如：上面頭 zaon-mie-deu[zɔ̃ mie dɤ]、下頭 o-deu[ˀo dɤ]、東頭 ton-deu[toŋ dɤ]。 
橦頭 jiaon-deu[ʥyɔ̃ dɤ]：杆狀物的末端。本作「𩪘𩪘」。 
腦頭'nau-deu[ˀnɔ dɤ]：杆狀物的上部。 
眼骨頭'niae-kuaeh-deu[ˀȵiɛ kuɛʔ dɤ]：額頭。 
牌頭 ba-deu[ba dɤ]：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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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頭 zhiu-deu[ʑy dɤ]：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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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詞彙 
溫嶺話詞彙與普通話比較，絕大部分是一致的，同時也有著詞法上的差異： 

1) 語序比較特殊，副詞常常置於動詞之後。 
2) 副詞「顯 shie[ɕie]」後置於形容詞，表示程度的加深。例如：好顯、硬顯。也可再重複詞首形容詞，表

示程度的極大加深。例如：好顯好、硬顯硬。 
3) 形容詞可以前加單音摹狀成分，也可後加單音或雙音摹狀成分。例如：硬掙、輕殼、燥鬆鬆、重墜墜。 
4) 一些合成詞的詞素次序與普通話恰好顛倒，而詞義相當。例如：鬧熱、氣力、人客。 
5) 一些詞在書寫上和普通話相同，但意義有差別。例如：勞碌、生活。 
6) 動物的雌雄有兩種叫法，一種是在名稱之前冠以「草」、「雄」，另一種是在之後加「公」、「娘」。例如：

草豬、豬娘。 
 

部分詞彙附表： 

(1) y [ɿ]韻    

dzy-ci [dzɿ ʨi] 雉雞 野雞。 
tsy-tsy-cih-cih [tsɿ tsɿ ʨiʔ ʨiʔ] 知知節節 性格內向，懂得禮節。 
tsy-deu [tsɿ dɤ] 紙頭 紙的總稱。 
tsy-cion [tsɿ ʨyoŋ] 豬種 種豬。 
tsy-cian [tsɿ ʨiã] 紫醬 一種顏色，色調較暗，比紫紅要深。 
tshy-za-fon [tsʰɿ za foŋ] 癡柴瘋 （小孩）人來瘋，欠揍。 
tshy-kuo [tsʰɿ kuo] 刺瓜 黃瓜。 
tshy-bi-la-'lie [tsʰɿ bi la ˀlie] 恥皮賴臉 不知羞恥地嬉皮笑臉。 
tshy-jion [tsʰɿ ʥyoŋ] 蛓蟲 一種遍體絨毛的害蟲。《廣韻》去聲志韻

七吏切：蛓，蛓毛蟲有毒。 
zy-jian-nih-ciou [zɿ ʥiã ȵiʔ ʨiu] 時長日久 1.常常；2.時間久。 
zy-nih [zɿ ȵiʔ] 市日 集日。 
zy-cie [zɿ ʨie] 事幹 事情。 
zy-pin [zɿ piŋ] 柿餅 用柿子做成的餅狀食物。 
zy-le-hu [zɿ le hu] 自來火 火柴。 
sy-pih-lin [sɿ piʔ liŋ] 司必林 門鎖。英語 spriŋ 譯音。 
sy-pae-pae [sɿ pɛ pɛ] 死板板 不會變通，不靈活。 
sy-nin-kuaeh-deu [sɿ ȵiŋ kuɛʔ dɤ] 死人骨頭 骷髏。 
sy-bin-paeh-uen [sɿ biŋ pɛʔ ˀuəŋ] 四平八穩 做事穩妥，也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缺

乏進取心。 
sy-chin-loh-kioe [sɿ ʨʰiŋ loʔ kyø] 四親六眷 眾親戚。 
    
(2) i [i]韻    
bi-dae [bi dɛ] 皮蛋 松花蛋。 
bi-mie [bi mie] 被面 被子上面的綢緞或布的面子。 
bi-sy [bi sɿ] 被絮 棉花胎。 
bi-chih [bi ʨʰiʔ] 皮尺 捲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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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y-nioh [bi tsɿ ȵyoʔ] 肥豬肉 肥肉。 
phi [pʰi] 𠜱𠜱 通「批」，削皮。《玉篇》削也。 
di [di] 踶 跑，追逐。 
di-di [di di] 地地 故意；特地。 
di-voh [di voʔ] 地栿 門檻。 
ti [ti] 渧 滴水。 
ti-thaon-taeh-'lu [ti tʰɔ̃ tɛʔ ˀlu] 渧湯溚鹵 喫飯時湯水外撒。 
thi [tʰi] 體 這樣；以物下墊。例句：碗底用物事體牢。 
thi-deu [tʰi dɤ] 剃頭 理髮。 
ji [ʥi] 徛 站立。 
ji-shin [ʥi ɕiŋ] 躸身 身體。 
ji-ji-gie-gie [ʥi ʥi gie gie] 徛徛隑隑 無所事事的樣子。 
ji-ku [ʥi ku] 奇古 性情古怪，乖戾。 
ci-pie [ʨi pie] 濟邊 左邊。明·馮夢龍《山歌》云：「左，讀曰

濟」。  
ci-shiou-mie-pie [ʨi ɕiu mie pie] 濟手面邊 左邊。 
ci-khou [ʨi kʰɯ] 雞窠 雞窩。 
ci-ko-ci [ʨi ko ʨi] 記加記 一次又一次；不連貫的，斷斷續續的。 
ci-mau-tae-ciou [ʨi mɔ tɛ ʨiu] 雞毛撣帚 用雞毛製作的撣灰塵的清潔用具。 
ci-tsy [ʨi tsɿ] 雞子 雞蛋。 
ci-waon [ʨi wɔ̃] 雞黃 雛雞。 
chi-dau [ʨʰi dɔ] 氣道 氣味。 
chi-deu [ʨʰi dɤ] 起頭 開端。 
chi-yeu [ʨʰi jiɤ] 氣候 氣量，氣度。 
chi-tsau-khu-shin [ʨʰi tsɔ kʰu ɕiŋ] 起早枯星 淩晨。 
chi-uoh [ʨʰi ˀuoʔ] 起屋 砌房子。 
shi [ɕi] 蟢 蜘蛛。 
shi-'maon [ɕi ˀmɔ̃] 蟢網 蜘蛛網。 
shi [ɕi] 嬉 玩耍。 
shi-shi [ɕi ɕi] 嬉戲 遊戲玩耍。 
shi-'lau [ɕi ˀlɔ] 細佬 男孩子。 
shi-'lau-deu [ɕi ˀlɔ dɤ] 細佬頭 男孩子。 
i-sy [ˀi sɿ] 醫師 醫生。 
i-zaon [ˀi zɔ̃] 衣裳 衣服。 
yi [ji] 勩 摩擦致破壞。例句：皮鞋弗保養好，候快

勩个。 
yi [ji] 咦 又。例句：爾咦弗聽講啊？ 
li [li] 犁 （車）碾壓。 
li-shi-waeh-ka [li ɕi wɛʔ ka] 離世滑界 不正經，荒唐。 
'li-shian [ˀli ɕiã] 裡向 裡面。 
mi-dau [mi dɔ] 味道 舒服，愜意；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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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hiu [ȵi ɕy] 泥水 泥水匠。 
ni-ciou [ȵi ʨiu] 日晝 中午。讀如「尼晝」。 
    
(3) u [u]韻    
bu [bu] 潽 液體沸騰溢出。例句：水潽出來爻，快侹

關煤氣。 
bu [bu] 篰 竹子編的簍子。 
bu [bu] 埠 碼頭；水邊浣衣處。 
bu-shie [bu ɕie] 蒲扇 常綠喬木蒲葵葉做的圓形扇子。 
du [du] 拕 拿。也作「馱」，吳音俗字。例句：幫我

撥手機拕來。 
du-bin [du biŋ] 大貧 極邋遢的人。亦作「墮貧」，即墮民。 
du-deu-bah-'niae [du dɤ baʔ ˀȵiɛ] 大頭白眼 指大話空話。 
du-kaon-ue [du kɔ̃ ˀue] 大缸碗 大碗公。 
du-chieu [du ʨʰiɤ] 塗口 食物久置口感變得像泥。 
du-zaon [du zɔ̃] 肚臟 （動物）內臟。 
du-ze [du ze] 肚才 才智，學識。 
tu-kaon-tu-wo [tu kɔ̃ tu wo] 多講多話 說不該說的話。 
thu-shiu [tʰu ɕy] 土水 老土，粗俗。 
gu [gu] 跍 身體彎曲。 
ku [ku] 過 下飯，傳染。例句：爾撥感冒過撥渠爻。 
ku-shi-shian [ku ɕi ɕiã] 孤棲相 可憐的樣子。 
ku-nian [ku ȵiã] 姑娘 姑媽（背稱）。 
ku-ciu [ku ʨy] 詁注 過分講究。 
khu-shin [kʰu ɕiŋ] 枯星 早晨。 
hu [hu] 戽 灌溉，潑水。 
hu-'m [hu ˀm] 火姆 螞蟻。 
tsu-de [tsu de] 組隊 一起。 
tsu-san-tsu-tae [tsu sã tsu tɛ] 做生做旦 裝模作樣。 
su-zy-deu [su zɿ dɤ] 鎖匙頭 鑰匙。 
vu-khuon-ghae-deu [vu kʰuoŋ ɦɛ dɤ] 無空閒頭 不做正經事。 
vu-lu [vu lu] 霧露 露水。 
vu-cioh [vu ʨyoʔ] 腐竹 用豆腐皮製成的食品。 
fu [fu] 殕 白黴。《博雅》敗也，腐也。例句：飯囥

長久猛，白殕都出起爻。 
u [ˀu] 熓 火熄。《字彙補》火熄也。 
u [ˀu] 咊音 接吻。 
u [ˀu dɛ] 烏癉 膚色黑。 
u-lae [ˀu lɛ] 汙濫 潮濕。 
u-lon [ˀu loŋ] 喖嚨 喉嚨。 
u-lu-deu [ˀu lu dɤ] 烏顱頭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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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oeh-lae-kau [ˀu møʔ lɛ kɔ] 烏墨爛絞 極言其黑。 
'lu [ˀlu] 擼 挽起；伸舌頭。 
'lu-'li-paeh-su [ˀlu ˀli pɛʔ su] 囉哩八唆 冗長囉嗦。 
'lu-su [ˀlu su] 囉唆 囉嗦。 
    
(4) iu [y]韻    
kiu-tau-tau [ky tɔ tɔ] 鬼搗搗 做事不光明。 
kiu-tau-zhih-chih [ky tɔ ʑiʔ ʨʰiʔ] 鬼搗十七 暗地裡做事。 
jiu-ya [ʥy jia] 除夜 除夕家宴。 
ciu-bu [ʨy bu] 嘴脯 嘴巴。 
ciu-tsho [ʨy tsʰo] 疰車 暈車。 
ciu-zhiuin-kau [ʨy ʑyŋ kɔ] 嘴唇膏 口紅，女性化妝品。 
chiu [ʨʰy] 癡 白癡。 
chiu-khuaeh-doen-kaon [ʨʰy kʰuɛʔ døŋ kɔ̃] 吹闊臀講 吹牛拍馬。 
chiu-nieu-pi [ʨʰy ȵiɤ pi] 吹牛屄 吹牛，說大話。 
zhiu-o-tsho [ʑy ˀo tsʰo] 樹椏杈 樹枝，樹杈。 
shiu [ɕy] 稅 出租。《廣韻》租，積也稅也。例句：勒

城關稅屋候貴喈。 
shiu-jin [ɕy ʥiŋ] 水芹 芹菜的一個品種，長在水塘，莖葉粗壯。 
shiu-jiu [ɕy ʥy] 書櫥 書櫃。 
shiu-pih [ɕy piʔ] 水筆 碳素筆，簽字筆。 
shiu-pu [ɕy pu] 尿布 包裹嬰兒身體下部接尿用的布片。 
shiu-vaon-kiae [ɕy vɔ̃ kiɛ] 書房間 書房。 
shiu-zo [ɕy zo] 水蛇 常在水裡活動的無毒蛇。 
iu-phi [ˀy pʰi] 雨披 沒有袖子的雨衣，騎自行車用。 
    
(5) a [a]韻    
a-a [ˀa ˀa] 挨挨 按順序。 
a-yi [ˀa ji] 婀姨 母親。 
a-'loe-phau [ˀa ˀlø pʰɔ] 矮卵脬 身材矮小的人。 
a-ciah-ku [ˀa ʨiaʔ ku] 矮腳鼓 身材矮小的人。 
ba-deu [ba dɤ] 牌頭 特殊身份，地位。 
ba-yu [ba jy] 牌位 罵語。對長輩的不敬稱呼。 
pa-shiu [pa ɕy] 拜歲 拜年。 
da [da] 𡉑𡉑 量詞，次，趟。吳音俗字。 
da [da] 汏 洗，漂洗。 
da-den [da dəŋ] 撻藤 （植物）藤蔓蔓延生長。 
da-jion [da ʥyoŋ] 大蟲 老虎。 
da-ih-moh/maonr [da ˀiʔ moʔ/mɔ̃] 大約莫 約莫。 
da [da] 沱 哭。《易·離卦》出涕沱若。又大雨貌。 
da [da tʰie] 沱天 陰雨連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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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 [tʰa] 拖 獸以嘴啣物；穿拖鞋。 
tha-yan-koh [tʰa jiã koʔ] 太陽角 太陽穴。 
ga [ga] 解 切。吳音俗字。匣母讀如群母。例句：箇

塊肉皮韌久久个，解阿解弗進。 
ka-jiu [ka ʥy] 庎櫥 櫥櫃。 
ka-tau [ka tɔ] 庎刀 菜刀。 
tsa [tsa] 奓 手張開。也作「摣」。例句：走路𠏕𠏕手奓

起，孬看。 
za [za] 㾹 瘦的。《廣韻》㾹，瘦也。 
sa [sa] 駛白 駕駛。 
sa-tsho-nin [sa tsʰo ȵiŋ] 駛車人 司機。 
sa-de [sa de] 曬臺 陽臺。 
sa-ciou [sa ʨiu] 篩酒 溫酒。 
la-bi-tshy-'lie [la bi tsʰɿ ˀlie] 賴皮恥臉 不知羞恥地嬉皮笑臉。 
la-tshy [la tsʰɿ] 癩癡 癩蛤蟆。 
ma [ma] 埋 躲藏，待。例句：渠侇家人一日到晏埋徠

樓上。 
ma-waon [ma wɔ̃] 賣王 吹牛。 
'na-cian [ˀna ʨiã] 奶漿 蒲公英。 
'na-tsau [ˀna tsɔ] 奶罩 胸罩。 
nga [ŋa] 捱 等到，拖延。 
nga-shian [ŋa ɕiã] 外向 外面。 
    
(6) ia [ia]韻    
jia [ʥia] 惹 炫耀；招惹。 
chia [ʨʰia] 笡 傾斜的。《廣韻》笡，斜逆也。 
chia [ʨʰia] 㕐 沏。 
shia [ɕia] 瀉 瀉痢。 
shia-i [ɕia ˀi] 寫意 適意，舒服。 
ia [ˀia] 吖音 罵。 
    
(7) ua [ua]韻    
kua-tsy [kua tsɿ] 拐子 騙子。 
kua-kaon [kua kɔ̃] 怪講 怪不得。 
kua-tsy-kaon [kua tsɿ kɔ̃] 怪之講 怪不得。又作「怪是講」。 
kua-zy-kaon [kua zɿ kɔ̃] 怪是講 同上。 
hua-'niou [hua ˀȵiu] 花紐 花骨朵。 
hua-deu [hua dɤ] 花頭 花樣。 
hua-deu-pah-chiuih [hua dɤ paʔ ʨʰyʔ] 花頭百出 變著法子耍花招。 
ua [ˀua] 歪 不講理的。 
    
(8) au [ɔ]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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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ˀɔ] 噢 叫，喚。《集韻》叫也。 
bau [bɔ] 鉋 刨瓜果皮的器具。 
bau-bau [bɔ bɔ] 暴暴 時間不長，剛剛開始的意思。 
pau [pɔ] 趵 跳。例句：小海上來个蝦都是會趵个。 
phau-jian [pʰɔ ʥiã] 炮仗 爆竹。 
dau-dau [dɔ dɔ] 道道 常常。 
dau-dau-zy [dɔ dɔ zɿ] 道道時 常常。 
tau-ban [tɔ bã] 倒棚 瓜果進入產果晚期。 
tau-ba-tsy [tɔ ba tsɿ] 倒牌子 丟臉。 
tau-di [tɔ di] 島地 庭院，天井。 
tau-me [tɔ me] 倒楣 丟臉。 
tau-tshy-ue [tɔ tsʰɿ ˀue] 搗粢碗 做麻糍的石器。 
thau-gha [tʰɔ ɦa] 套鞋 膠鞋 
thau-he-nin [tʰɔ he ȵiŋ] 討海人 漁民。 
thau-shieu-zhih [tʰɔ ʨʰiɤ ʑiʔ] 討口舌 以吉利話換取好兆頭。 
gau-chih-nie-sae [gɔ ʨʰiʔ ȵie sɛ] 搞七捻三 胡攪，搗亂。 
kau-shiu-shie-san [kɔ ɕy ɕie sã] 教書先生 老師。 
kau-jin [kɔ ʥiŋ] 高橙 一種柳丁。溫嶺特產。 
khau-deu [kʰɔ dɤ] 薧頭 小魚乾的統稱。 
khau-kaeh [kʰɔ kɛʔ] 靠个 幸虧。 
khau-pe [kʰɔ pe] 靠背 椅子背。 
khau-ciou [kʰɔ ʨiu] 考究 品質精美。 
ghau-sau [ɦɔ sɔ] 豪𢜶𢜶 爽快；快點。《玉篇》快性也。 
hau-thie [hɔ tʰie] 好天 晴天。 
hau-te [hɔ te] 哮痽 哮喘。 
tsau [tsɔ] 抓 抓癢。 
tsau-ka [tsɔ ka] 早界 早晨。 
tsau-vaer [tsɔ vɛ] 早垡兒 從前。 
tshau [tsʰɔ] 抄 翻找。 
tshau-ci [tsʰɔ ʨi] 草雞 母雞。 
zau-kaeh [zɔ kɛʔ] 唕个 難道。 
'lau-pae-chian-yin [ˀlɔ pɛ ʨʰiã jiŋ] 老闆腔形 擺架子。 
'lau-sae-'lau-sy [ˀlɔ sɛ ˀlɔ sɿ] 老三老四 好爲人師，傲慢不虛心。 
'lau-zhiu-nin [ˀlɔ ʑy ȵiŋ] 老孺人 婦人。 
mau-shie-sae [mɔ ɕie sɛ] 毛線衫 用毛線編織的上衣。 
mau-ku-ku [mɔ ku ku] 毛估估 粗略地估計。 
    
(9) iau [iɔ]韻    
biau [biɔ] 薸 浮萍。《揚子·方言》江東謂浮萍爲薸。 
diau [diɔ] 趒 走，去。例句：爾哪底趒來？ 
diau-jih [diɔ ʥiʔ] 條直 直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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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u-tha [diɔ tʰa] 調泰 舒服。 
tiau-ng-cionr [tiɔ ʱŋ ʨyoŋ] 釣魚竹兒 釣魚竿。 
tiau-tiau-uae-uae [tiɔ tiɔ ˀuɛ ˀuɛ] 刁刁彎彎 不爽快，扭捏作態。 
ciau-nin-ghoh-yan [ʨiɔ ȵiŋ ɦoʔ jiã] 照人學樣 有樣學樣。 
ciau-yoh [ʨiɔ jyoʔ] 撟浴 洗澡。 
chiau [ʨʰiɔ] 繰 把布料的毛邊縫到裡面去。 
shiau [ɕiɔ] 𢳚𢳚 掀開。 
shiau-hu [ɕiɔ hu] 燒火 使柴草燃燒用來煮飯，做菜。 
shiau-'loe-phih-ghae [ɕiɔ ˀlø pʰiʔ ɦɛ] 消卵䏘閒 貶義詞，十分清閒。 
shiau-iau-koh-seh [ɕiɔ ˀiɔ koʔ sɤʔ] 小妖角色 不值一提的小角色。 
shiau-kho [ɕiɔ kʰo] 小揢 輕微，一點點。 
shiau-chi-bo-lih [ɕiɔ ʨʰi bo liʔ] 小氣耙音力 力氣小。 
shiau-uae [ɕiɔ ˀuɛ] 小綰音 小孩。 
iau-jiou [ˀiɔ ʥiu] 要舊 仍舊。 
yau-zhioe [jiɔ ʑyø] 搖船 用櫓使船前進。 
liau-shiou-ian [liɔ ɕiu ˀiã] 撩手癢 趁機對人動手動腳。 
'niau-nian-phih-cion [ˀȵiɔ ȵiã pʰiʔ ʨyoŋ] 嬲娘䏘種 沒有男子氣概。 
'niau-'niau-don [ˀȵiɔ ˀȵiɔ doŋ] 嫋嫋動 扭動。 
    
(10) o [o]韻    
bo-ngo [bo ŋo] 䶕牙 齙牙。 
po [po] 芭音 澀的。 
po-li-se [po li se] 玻璃碎 玻璃碎片（渣）。 
po-lon-tshe [po lon tsʰe] 波薐菜 菠菜。 
po-mo [po mo] 把模 尺度。 
po-cie-ghaon-deu [po ʨie ɦɔ̃ dɤ] 把尖行頭 自以爲是，很出風頭。 
po-cih [po ʨiʔ] 巴結 勤奮，賣力。 
ko-deu [ko dɤ] 家頭 搭檔的人。 
ko-die [ko die] 價鈿 價錢。 
ko-faeh-tsy [ko fɛʔ tsɿ] 假弗知 裝做不知情。 
ko-san [ko sã] 家生 工具，傢俱統稱；匕首，短槍等殺人兇器。 
huo-deu-ia-zhia [huo dɤ ˀia ʑia] 花頭野邪 （小孩子）很野。 
o [ˀo] 掗 強予，強給。《字彙》掗，強與人物。 
o [ˀo] 埡 狹縫。 
o [ˀo] 椏 樹杈。《玉篇》椏，木椏杈。 
o-'lau [ˀo ˀlɔ] 啞佬 啞巴。 
o-wan-deu [ˀo wã dɤ] 下橫頭 下方。 
dzo [dzo] 搽 塗抹（嘴唇）。 
dzo-die [dzo die] 茶鈿 茶錢。 
tsho [tsʰo] 蹅音 踢。 
tsho-ci-vae-in [tsʰo ʨi vɛ ˀiŋ] 差記犯陰 冒失惹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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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 [zo] 坐 副詞，一定。如 坐輸。 
so-pu [so pu] 紗布 西藥用的消毒紗布；很稀很薄的布。 
so-wa [so wa] 奢華 奢侈，華麗。 
so-iu [so ˀy] 沙雨 泥螺。 
mo [mo] 𢳀𢳀 抓。 
ngo [ŋo] 砑 （坐臥處）不平的。 
    
(11) uo [uo]韻    
huo-tshe [huo tsʰe] 花菜 芥菜的一種。 
wo-soe [wo sø] 划算 計畫，計算。 
    
(12) eu [ɤ]韻    
deu-shih [dɤ ɕiʔ] 頭蝨 寄生在頭髮裡的小蝨子，體長形，灰白色

或黃色，腳短而粗。 
deu-lu [dɤ lu] 頭路 頭緒，門路。 
deu-chi [dɤ ʨʰi] 頭起 剛纔。 
deu-zhie [dɤ ʑie] 頭前 前邊。 
teu [tɤ] 兜 攔路；盛飯。 
teu-loe [tɤ lø] 抖亂 不按章法亂來。 
theu [tʰɤ] 敨 展開。 
theu-'niae-cian-maon [tʰɤ ˀȵiɛ ʨiã mɔ̃] 偷眼張望 偷看。 
theu-chi [tʰɤ ʨʰi] 敨氣 呼氣，喘氣。 
heu [hɤ] 敂 打。據李榮。例句：要敂死。 
tseu-le-diau-khie [tsɤ le diɔ kʰie] 走來趒去 來來去去。 
tsheu [tsʰɤ] 湊 再次。例句：喫湊。 
zeu [zɤ] 愁 發愁。例句：赤卵雞代鴨愁。 
'leu [ˀlɤ] 鏤 （小小地）挖。 
    
(13) ieu [iɤ]韻    
cieu-bi-tau-tsau [ʨiɤ bi tɔ tsɔ] 狗皮倒灶 吝嗇而使人討厭。 
cieu-deu-hu [ʨiɤ dɤ hu] 狗頭虎 狼。 
cieu-ciu-u-soen-mie [ʨiɤ ʨy ˀu søŋ mie] 狗嘴猢猻面 長相難看。 
chieu-hau [ʨʰiɤ hɔ] 扣好 剛好。 
chieu-chian [ʨʰiɤ ʨʰiã] 扣瑲 剛纔。 
chieu-zhih [ʨʰiɤ ʑiʔ] 口舌 舌頭 
shieu [ɕiɤ] 鱟 彩虹。 
shieu-pe [ɕiɤ pe] 佝背 駝背。 
nieu-bi-zoh-don [ȵiɤ bi zoʔ doŋ] 牛皮鑿洞 愚頑不開竅，有時用作頑固不化。 
ieu-khuen [ˀiɤ kʰuəŋ] 後髖 後面。 
ieu-nie [ˀiɤ ȵie] 後年 明年的明年 
ieu-san [ˀiɤ sã] 後生 年輕；小青年 
yeu [jiɤ] 候 副詞，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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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e [ø]韻    
boe-zhioe-shiu-ciah [bø ʑyø ɕy ʨiaʔ] 盤旋水腳 路費。 
poe-san-'lan-zhionr [pø sã ˀlã ʑyoŋ] 半生冷熟兒 半生不熟。 
poe-tshy-yon [pø tsʰɿ jyoŋ] 半雌雄 兩性人。常比喻女性化的男人。 
doe [dø] 摶 胡亂揉弄（成球形）。 
toe [tø] 斷 講價；商定。如：斷價鈿。 
toe-cin [tø ʨiŋ] 端正 不傾斜；準備好 
dzoe [dzø] 竄 穿行；奔逃。 
tshoe [tsʰø] 汆 清煮。 
tshoe [tsʰø] 躥 跳。 
loe [lø] 欒 文旦。韓彥直（南宋）《橘錄》有朱欒，

香欒。 
loe-boe [lø bø] 欒盤 輪子。 
loe-deu-aon-tsaon [lø dɤ ˀɔ̃ tsɔ̃] 亂頭骯髒 頭髮蓬亂。 
moe-taon-khu [mø tɔ̃ kʰu] 㒼襠褲 死襠褲。 
    
(15) ioe [yø]韻    
cioe [ʨyø] 轉 回，歸。 
chioe-deu [ʨʰyø dɤ] 川豆 蠶豆。 
chioe-pan [ʨʰyø pã] 穿繃 花招被揭穿。 
zhioe [ʑyø] 旋 欺騙。 
zhioe-nian-zhioe-ya [ʑyø ȵiã ʑyø jia] 旋娘旋爺 撒謊招數蹩腳，被指出。 
yoe-khuon-bau-'mo [jyø kʰuoŋ bɔ ˀmo] 懸空跑馬 辦事缺乏依據。 
nioe-tsy-pih [ȵyø tsɿ piʔ] 原子筆 用墨油書寫的一種筆，筆尖是個小鋼珠。 
    
(16) ae [ɛ]韻    
bae [bɛ] 踫 跨越，邁。《集韻》涉也。例句：踫過溝。 
bae [bɛ] 爿 碎片。 
dae [dɛ] 㶣 放在火上使熱。 
dae [dɛ] 癉 （膚色）黑。 
tae-zhiuin-mau [tɛ ʑyŋ mɔ] 撣順毛 順其脾氣行事。 
pae-tsho [pɛ tsʰo] 板車 用人力或畜力拖拉的一種車，兩個輪子，

運東西用。 
phae [pʰɛ] 扳 用手拉。 
ghae-fi-zhiau-zhih [ɦɛ fi ʑiɔ ʑiʔ] 閒廢饒舌 談論他人是非。 
hae-kaon [hɛ kɔ̃] 譀講 誇大其詞的。 
haer [hɛ] 稴兒 紕穀。 
dzae [dzɛ] 賺 錯。吳音俗字。例句：箇件事幹爾做賺爻。 
dzae-nian-'m [dzɛ ȵiã ˀm] 賺娘姆 挨駡。 
tsae [tsɛ] 嶄 東西品質好，外形好。與「壞」對應。 
tsae [tsɛ] 劗 切（肉）。《玉篇》劗，剃髮也，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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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也。 
tsae [tsɛ] 灒 濺。《廣韻》灒，水濺。 
sae-kan-kuoh-ha [sɛ kã kuoʔ ha] 山埂谷罅音 偏僻的山區地帶。 
sae-phiau [sɛ pʰiɔ] 散票 零錢。 
sae-ciu [sɛ ʨy] 散嘴 零嘴，零食。 
sae-zhih-ninr [sɛ ʑiʔ ȵiŋ] 三十日兒 除夕。 
vae [vɛ] 犯音 罵，辱駡。 
vae-nae [vɛ nɛ] 煩難 麻煩，煩瑣。 
vae-tsy [vɛ tsɿ] 範子 模樣。 
fae-shin [fɛ ɕiŋ] 㽹心 噁心，嘔吐。《廣韻》㽹，又芳反切，反

上聲。心惡吐疾也。 
lae [lɛ] 濫 溼的。《說文解字》一曰濡上及下也。 
lae [lɛ] 攔 趕。 
'lae [ˀlɛ] 灠 使入味，使沾染，塗抹。 
lae-shin-chiou [lɛ ɕiŋ ʨʰiu] 爛心臭 存心不良。 
'mae-deu [ˀmɛ dɤ] 晚頭 晚上。 
mae-ghaon [mɛ ɦɔ̃] 慢行 滯銷。 
'nae-n-shi [ˀnɛ ʱn ɕi] 囡兒婿 女婿。 
'nae-n-deu [ˀnɛ ʱn dɤ] 囡兒頭 女孩子。 
nae-ni [nɛ ȵi] 濫泥 乾泥，溼泥的統稱。 
nae-tsy [nɛ tsɿ] 男子 已婚男人。 
    
(17) iae [iɛ]韻    
giae-ngo [giɛ ŋo] 臽牙 食物嵌在牙縫裡。 
kiae-ven [kiɛ vəŋ] 襇紋 皺紋。 
kiae-zhih [kiɛ ʑiʔ] 揀食 挑食。 
'niae-li-boeh-deu-thi [ˀȵiɛ li bɛʔ dɤ tʰi] 眼淚鼻頭涕 又是眼淚又是鼻涕，痛苦狀。 
'niae-maon-maon [ˀȵiɛ mɔ̃ mɔ̃] 眼望望 眼睜睜看著。 
'niae-u-ciu [ˀȵiɛ ˀu ʨy] 眼烏珠 眼睛，眼珠。 
    
(18) uae [uɛ]韻    
guae [guɛ] 摜 摔；扔。 
guae [guɛ] 擐 背；拿；環形提手。匣母讀如群母。《說

文》段玉裁注，穿物持之也。 
kuae-sae [kuɛ sɛ] 關衫 外套。 
huae [huɛ] 儇 乖巧，聽話。 
    
(19) e [e]韻    
be [be] 背 （老來）背時。 
be [be] 便 就。 
de [de] 兌 等值錢幣調換。 
de [de] 紿 負重而鬆弛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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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te] 𠡒𠡒 拉扯，抓住。《說文解字》著力牽也。 
the [tʰe] 煺 用滾水燙後去畜毛。例如：煺雞，煺鴨。 
the-pae [tʰe pɛ] 推板 差，次。 
tshe-hua [tsʰe hua] 菜花 花椰菜。 
he-shiu [he ɕy] 海水 海水；漁業產量。 
he-phoh-phoh [he pʰoʔ pʰoʔ] 虛奤奤 虛胖。 
le [le] 𨀤𨀤 跌倒。《類篇》足跌。 
le [le] 睞 眼珠轉動。 
'le [ˀle] 癗 皮膚長出的小疙瘩。《玉篇》癗，皮起也。

《集韻》癗，小腫。 
me [me] 煝 燃燒。 
    
(20) ie [ie]韻    
bie [bie] 緶 縫緝其邊曰緶。例如：褲腳緶。 
die [die] 簟 攤曬穀物的竹席。 
die [die] 鈿 錢。 
thie-ko [tʰie ko] 天價 天氣。 
thie-lu-sy [tʰie lu sɿ] 天羅絲 絲瓜。 
gie [gie] 隑 靠。《揚子·方言》隑，陭也。 
khie-sae-tsy [kʰie sɛ tsɿ] 開散子 說大話。 
jie [ʥie] 邅 歪著（脖子）。 
cie [ʨie] 乾 粘稠的。 
cier [ʨie] 䥛兒 割稻用的鐮刀。 
cie [ʨie] 見 對待。例句：箇男人見渠老太候好个。 
cie-jiau-loh-shiu [ʨie ʥiɔ loʔ ɕy] 趕潮落水 爭分奪秒。 
chie-nieu-shi [ʨʰie ȵiɤ ɕi] 看牛細 牧童。 
chie-cin-baeh [ʨʰie ʨiŋ bɛʔ] 千斤拔 一種野草。 
zhie [ʑie] 賤 頑皮好動的。 
zhie-men-uoh-ieu [ʑie məŋ ˀuoʔ ˀiɤ] 前門屋後 房子周圍。 
zhie-nih [ʑie ȵiʔ] 前日 前天，昨天的前一天。 
shie [ɕie] 顯 副詞，很。用於詞尾。 
lie-ti-ton [lie ti toŋ] 連底凍 從表面到底部都結凍。 
mie-jian-ten [mie ʥiã təŋ] 面杖燈 日光燈。 
mie-mau-khu [mie mɔ kʰu] 棉毛褲 冬天穿的針織內褲。 
mie-mau-sae [mie mɔ sɛ] 棉毛衫 冬天穿的針織內衣。 
mie-cin [mie ʨiŋ] 面巾 毛巾。 
mie-ciu [mie ʨy] 面嘴 面目。 
nie-du [ȵie du] 呆大 傻瓜。 
nie-le-wu-khie [ȵie le wu kʰie] 呆來糊去 思路糊塗。 
'nie-'nie-tshoeh-tshoen [ˀȵie ˀȵie tsʰøʔ 

tshøŋ] 
拈拈撮撮兒 好動，招惹別人。 

ie [ˀie] 𥀬𥀬 痂。例如：疤𥀬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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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ˀie] 魘 做惡夢。 
ye-soe-chiou [jie sø ʨʰiu] 汗酸臭 出汗後發出的酸味。 
ye-vae [jie vɛ] 嫌飯 挑食。 
    
(21) ue [ue]韻    
ue [ˀue] 崴 關節扭傷。 
ue [ˀue] 煨 微火慢煮；生食放入帶火的灰中使熟。 
    
(22) ou [ɯ]韻    
ou [ˀɯ] 屙 大便。 
gou [gɯ] 跍 蹲。 
    
(23) iu [iu]韻    
jiou-nie [ʥiu ȵie] 舊年 去年。 
ciou-shiu [ʨiu ɕy] 酒水 酒宴，酒席。 
ciou-cion [ʨiu ʨyoŋ] 酒盅 酒杯。 
shiou-kuaeh [ɕiu kuɛʔ] 手骨 手臂。 
shiou-maeh-cih-deu [ɕiu mɛʔ ʨiʔ dɤ] 手末節頭 手指頭。 
shiou-cin [ɕiu ʨiŋ] 手巾 手帕。 
shiou-tshau [ɕiu tsʰɔ] 手糙 馬虎不細心。 
liou-jih-bah-jian [liu ʥi baʔ ʥiã] 流徛白長 遊手好閒。 
iou-daer-shian [ˀiu dɛ ɕiã] 有闒兒相 怪異。 
iou-kaon-m-kaon [ˀiu kɔ̃ ʱm kɔ̃] 有講嘸講 多嘴；廢話。 
iou-kiae [ˀiu kiɛ] 柚柑 柑橘。 
iou-'mau-iou [ˀiu ˀmɔ ˀiu] 幽貓幽 藏貓貓。 
iou-tsy [ˀiu tsɿ] 幽滋 （土地）涵水。 
you-tshy [jiu tsʰɿ] 油鼠 鼴鼠。 
you-zau [jiu zɔ] 油皂 肥皂。 
you-zau-fen [jiu zɔ fəŋ] 油皂粉 洗衣粉。 
you-zy-kuaeh-'laeh [jiu zɿ kuɛʔ ˀlɛʔ] 油漦刮拉 油膩 
    
(24) an [ã]韻    
an-loh [ˀã loʔ] 鸚綠 深綠色。 
ban [bã] 搒 扔。例句：撥垃圾搒爻。 
pan-ngan [pã ŋã] 繃硬 很硬。 
pan-pan [pã pã] 繃繃 勉強湊合。 
tan-shiu-maon-in [tã ɕy mɔ̃ ˀiŋ] 打水望影 比喻沒有希望。 
tan-men-jiaon-pih [tã məŋ ʥyɔ̃ piʔ] 打門撞壁 指桑駡槐。 
tan-san [tã sã] 打生 陌生。 
tan-san-mah-san [tã sã maʔ sã] 打生陌生 陌生。 
tan-tau-bau [tã tɔ bɔ] 打倒刨 出爾反爾。 
tan-thi [tã tʰi] 打嚏 打噴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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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laon [gã lɔ̃] 筻廊 竹林。 
gan-cionr [gã ʨyoŋ] 筻竹兒 竹子。 
kan [kã] 挭 阻礙；用器具攪拌。例句：撥湯挭挭過。 
kan-biau [kã biɔ] 羹瓢 湯匙。 
tshan [tsʰã] 撐 賺。 
tshan [tsʰã] 瞠 瞪大眼。 
san-cin [sã ʨiŋ] 生勁 厲害。 
san-zhin [sã ʑiŋ] 生成 本來，原本。 
man-tshy-'niae [mã tsʰɿ ˀȵiɛ] 盲覷眼 眼睛視力不佳。 
    
(25) ian [iã]韻    
jian-da-ioe-lu [ʥiã da ˀyø lu] 長𡉑𡉑遠路 路途遙遠。 
cian-deu-maon-'nau [ʨiã dɤ mɔ̃ ˀnɔ] 張頭望腦 探頭探腦。 
chian-ghaon [ʨʰiã ɦɔ̃] 暢行 暢銷。 
chian-ci [ʨʰiã ʨi] 瑲朞 現在。 
zhian-chie [ʑiã ʨʰie] 祥芊 （藤本植物）長勢好。 
zhian-chian [ʑiã ʨʰiã] 像腔 像樣。 
shian-fon [ɕiã foŋ] 鄉風 風俗。 
shian-mo [ɕiã mo] 相罵 吵架。 
shian-zhian [ɕiã ʑiã] 相像 像樣。 
ian [ˀiã] 抰 作勢。 
yan [jiã] 煬 受熱融化。《方言》郭璞注: 今江東呼熾

猛爲煬。或作「烊」。 
yan [jiã] 垟 田野。如：田垟。 
yan [jiã] 蛘 一種黑色米蟲。 
yan-die [jiã die] 洋鈿 銀元；錢，鈔票。 
yan-you [jiã jiu] 洋油 煤油。 
yan-you [jiã jiu] 洋遊 蝙蝠。《縣誌》作「夜遊」。 
yan-you-ten [jiã jiu təŋ] 洋油燈 煤油燈。 
yan-yu-deu [jiã jy dɤ] 洋芋頭 馬鈴薯。 
yan-laeh-cioh [jiã lɛʔ ʨyoʔ] 洋蠟燭 燭心爲棉線，燃燒時不用剪燭。 
yan-maeh [jiã mɛʔ] 洋襪 針織的襪子，區別於布製襪子。 
yan-sae [jiã sɛ] 洋傘 雨傘。 
nian [ȵiã] 瓤 瓜果的核。 
nian-n [ȵiã ʱn] 娘兒 父（母）與兒子。 
nian-'nae [ȵiã ˀnɛ] 娘囡 父（母）與女兒。 
    
(26) uan [uã]韻    
wan-pie [wã pie] 橫邊 旁邊。 
wan-go [wã go] 橫架 東西雜亂攔路放置。 
wan-jih [wã ʥiʔ] 橫直 反正，類似「橫豎」。 
uan-chin [ˀuã ʨʰiŋ] 奣清 水體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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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on [ɔ̃]韻    
baon-nian-kaon [bɔ̃ ȵiã kɔ̃] 傍娘講 偏向母親。 
daon [dɔ̃] 蕩 （溼）處。如：濫蕩。 
daon [dɔ̃] 盪 用水漂洗。 
daon [dɔ̃] 趤 逛。 
daon-di [dɔ̃ di] 蕩地 場地。 
daon-kuan [dɔ̃ kuã] 糖梗 甘蔗。 
daon-saon [dɔ̃ sɔ̃] 糖霜 砂糖。 
taon-cion [tɔ̃ ʨyoŋ] 當中 正中。 
thaon [tʰɔ̃] 湯 熱水；菜湯。 
thaon-bin [tʰɔ̃ biŋ] 淌平 道路平坦。 
kaon-cion [kɔ̃ ʨyoŋ] 鋼鈡 鋁製。 
khaon [kʰɔ̃] 囥 放，藏。《廣韻》囥，藏也。。 
tsaon [tsɔ̃] 妝 做。吳音俗字，借自溫州話。 
zaon-ng [zɔ̃ ʱŋ] 藏魚 海蜇。 
zaon-laonr [zɔ̃ lɔ̃] 上落兒 指數量或程度不相上下。 
zaon-o-sae-de [zɔ̃ ˀo sɛ de] 上下三代 同血緣的上下幾代人。 
zaon-wan-deu [zɔ̃ wã dɤ] 上橫頭 正座。 
saon-pin [sɔ̃ piŋ] 霜冰 冰。 
saon-u [sɔ̃ ˀu] 桑烏 桑葚。 
saon-ia [sɔ̃ ˀia] 桑吖音 蟬。 
laon [lɔ̃] 㫰 晾曬。《集韻》又郞宕切，音浪，暴也。 
'laon [ˀlɔ̃] 㝗 稀疏的。《集韻》《類篇》空虛也。 
laon-in [lɔ̃ ˀiŋ] 狼鷹 老鷹。 
'laon-lin [ˀlɔ̃ liŋ] 鋃鈴 鈴鐺。 
'laon-saon [ˀlɔ̃ sɔ̃] 㝗爽 空曠暢通。 
laon-ci [lɔ̃ ʨi] 莨萁 蕨。 
    
(27) uaon [uɔ̃]韻    
kuaon [kuɔ̃] 挄 塗抹。 
huaon-ia-huaon-zy [huɔ̃ ˀia huɔ̃ zɿ] 荒野荒市 荒涼。 
huaon-'li-paeh-cian [huɔ̃ ˀli pɛʔ ʨiã] 慌裡八張 慌慌張張。 
waon-khuen [wɔ̃ kʰuəŋ] 黃昏 黃昏，傍晚。 
waon-deu-chianr [wɔ̃ dɤ ʨʰiã] 黃頭雀兒 麻雀。 
waon-waon-loh-loh [wɔ̃ wɔ̃ loʔ loʔ] 惶惶碌碌 恐懼，緊張。 
    
(28) iaon [yɔ̃]韻    
shiaon-shin [ɕyɔ̃ ɕiŋ] 雙身 懷孕。 
ciaon [ʨyɔ̃] 壯 胖。 
    
(29) en [ə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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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iah-ben-shiou [bəŋ ʨiaʔ bəŋ ɕiu] 笨腳笨手 手腳不靈活。 
phen-shian [pʰəŋ ɕiã] 噴香 很香。 
ten [təŋ] 簦 笠。如「涼簦」。 
ten-hu-loh-kan [təŋ hu loʔ kã] 等火落羹 迫在眉睫。 
then [tʰəŋ] 氽 浮在水上。 
then [tʰəŋ] 㖔 差的，壞的。 
hen [həŋ] 擤 擤鼻涕。 
ven [vəŋ] 刎 用刀割脖子。如：自刎。 
men-jion [məŋ ʥyoŋ] 蚊蟲 蚊子。 
ven-tsy [vəŋ tsɿ] 份子 人情往來。 
men-zaon [məŋ zɔ̃] 眠床 床。 
men-zhie-uoh-ieu [məŋ ʑie ˀuoʔ ˀiɤ] 門前屋後 房子周圍。 
    

(30) oen [øŋ]韻    

toen [tøŋ] 頓 重重地往下放。 
toen [tøŋ] 扽 一（兩）端固定，猛一拉。 
toen [tøŋ] 燉 文火煮。 
thoen [tʰøŋ] 褪 退下配飾。 
tsoen [tsøŋ] 罇 一種敞口陶器，形似缽。 
tsoen [tsøŋ] 捘 用指甲掐。《增韻》擠也，掐也。 
tshoen [tsʰøŋ] 忖 想。例句：讓我忖忖相。 
zoen-deu [zøŋ dɤ] 蠶豆 豌豆。 
noen-zhiu [nøŋ ʑy] 嫩儒 軟弱無能。 
    
(31) in [iŋ]韻    
bin-n [biŋ ʱn] 病兒 懷孕後貪喫挑食。 
tin [tiŋ] 濎 沉澱使清。《集韻》濘水貌。 
tin-shian [tiŋ ɕiã] 丁香 耳環。清初李笠翁在他的《閒情偶記·生

容》裡將耳飾裡小巧簡潔的耳環稱爲「丁

香」。 
thin-nian [tʰiŋ ȵiã] 廳讓 明天。 
jin-tshy-'niae [ʥiŋ tsʰɿ ˀȵiɛ] 近覷眼 近視眼。 
cin-ciu-'mi [ʨiŋ ʨy mi] 珍珠米 玉米。 
chin-shi-shi [ʨʰiŋ ɕi ɕi] 清勢勢 乾閒著。 
chin-ji-bah-ten [ʨʰiŋ ʥi baʔ təŋ] 清徛白等 坐等，遊手好閒的樣子。 
chin-kioe [ʨʰiŋ kyø] 親眷 親戚。 
chin-saon [ʨʰiŋ sɔ̃] 清爽 乾淨整潔。 
chin-ci-ci [ʨʰiŋ ʨi ʨi] 青擠擠 很不順眼。 
zhin [ʑiŋ] 尋 找。 
zhin-tsy-tsy [ʑiŋ tsɿ tsɿ] 靜支支 文靜的。 
zhin-tsy-wu-tsy [ʑiŋ tsɿ wu tsɿ] 神之糊之 傻裡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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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 [ɕiŋ] 醒音 忍受。 
shin-le-chiau [ɕiŋ le ʨʰiɔ] 新來俏 時髦，新鮮。 
shin-u-khuenr [ɕiŋ ˀu kʰuəŋ] 心窩窟兒 胸口。 
shin-zy [ɕiŋ zɿ] 心事 擔心。 
in-pin-shiu-'lan [ˀiŋ piŋ ɕy lã] 陰冰水冷 冷淡。 
in-ven [ˀiŋ vəŋ] 應分 應該，理應。 
'lin-deu [ˀliŋ dɤ] 領頭 領子。 
min-ven [miŋ vəŋ] 名分 明明（是）；名義上（是）。 
nin-bi-tiau-chiou [ȵiŋ bi tiɔ ʨʰiu] 韌皮鳥臭 （小孩子）臉皮厚。 
nin-diau [ȵiŋ diɔ] 人條 身形。 
    
(32) uen [uəŋ]韻    
khuen-tshau [kʰuəŋ tsʰɔ] 睏草 草席。 
khuen [kʰuəŋ] 睏 睡。 
    
(33) iuin [yŋ]韻    
chiuin-ten [ʨʰyŋ təŋ] 春凳 寬而長的凳子，工料比較講究，是舊時傢

俱必備。 
zhiuin-pie [ʑyŋ pie] 順邊 右邊。 
zhiuin-shiou-mie-pie [ʑyŋ ɕiu mie pie] 順手面邊 右邊。 
shiuin [ɕyŋ] 峻 陡峭的。 
    
(33) on [oŋ]韻    
bon-ion [boŋ ˀyoŋ] 塳塕 灰塵。 
don [doŋ] 酮 （葷油）久置發黃。 
don-die [doŋ die] 銅鈿 錢；銅錢。 
ton-sae-'li-sy [toŋ sɛ ˀli sɿ] 東三裡四 嚕蘇。 
son-sau [soŋ sɔ] 鬆燥 乾燥。 
fon-tshy [foŋ tsʰɿ] 風颸 颱風，即熱帶風暴。 
lon [loŋ] 弄 交配。 
lon-jion [loŋ ʥyoŋ] 攏共 一共（纔）。 
lon-son [loŋ soŋ] 弄送 戲弄，慫恿。 
mon-kuon [moŋ kuoŋ] 蠓蚣 蜈蚣。 
'mon-chion [ˀmoŋ ʨʰyoŋ] 懵𥅻𥅻 迷糊，犯困。 
    
(34) ion [yoŋ]韻    
cion [ʨyoŋ] 躬 彎腰，低頭。 
chion [ʨʰyoŋ] 蹱 走路不穩。 
yon-ci [jyoŋ ʨi] 雄雞 公雞。 
    
(35) aeh [ɛʔ]韻    
baeh-deu-ng [bɛʔ dɤ ʱŋ] 鼻頭紅 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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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h-men [dɛʔ məŋ] 闒門 窗門。 
taeh [tɛʔ] 𡍲𡍲 表地點。《集韻》德盍切。地之區處。 
taeh-de [tɛʔ de] 搭隊 一起。 
kaeh-vaeh [kɛʔ vɛʔ] 箇伐 那麼。 
dzaeh-lin [dzɛʔ liŋ] 渫淋 （土地）易流失水。 
dzaeh [dzɛʔ] 渫 懸空去水。 
tshaeh-shiau [tsʰɛʔ ɕiɔ] 插銷 門窗上安裝的金屬閂。 
zaeh [zɛʔ] 煠 焯，水煮。 
saeh-kiaeh [sɛʔ kiɛʔ] 煞甲 厲害。 
saeh-tsy [sɛʔ tsɿ] 殺豬 宰人。 
faeh-shih [fɛʔ ɕiʔ] 弗識 不懂，不知道。 
faeh-jih [fɛʔ ʥiʔ] 發劇 慌張。 
faeh-'ng-faeh-loh [fɛʔ ˀŋ fɛʔ loʔ] 弗五弗六 不三不四。 
faeh-sae-faeh-sy [fɛʔ sɛ fɛʔ sɿ] 弗三弗四 不三不四。 
faeh-chih-faeh-paeh [fɛʔ ʨʰiʔ fɛʔ pɛʔ] 弗七弗八 不三不四。 
faeh-tsu-shin-shian [fɛʔ tsu ɕiŋ ɕiã] 弗做聲響 不發出聲音。 
laeh [lɛʔ] 揦 扇耳光。 
laeh-jia [lɛʔ ʥia] 辣茄 辣椒 
laeh-taeh [lɛʔ tɛʔ] 𥀰𥀰㿴 骯髒。 
laeh-thaeh [lɛʔ tʰɛʔ] 邋遢 骯髒。 
'maeh-fen-ya-se [ˀmɛʔ fəŋ jia se] 末粉耶碎 粉碎。 
'maeh-se [ˀmɛʔ se] 末碎 粉碎。 
maeh-zy [mɛʔ zɿ] 物事 東西。 
    
(36) iaeh [iɛʔ]韻    
giaeh [giɛʔ] 搿 抱。 
kiaeh-'man [kiɛʔ ˀmã] 蛺蜢 蚱蜢。 
    
(37) uaeh [uɛʔ]韻    
kuaeh-du [kuɛʔ du] 刮肚 最後一胎生的孩子。 
khuaeh-doen [kʰuɛʔ døŋ] 胐臀 屁股。 
waeh-deu-'mo-tsy [wɛʔ dɤ ˀmo tsɿ] 滑頭碼子 油滑而不老實。 
waeh-du [wɛʔ du] 活墮 行爲離奇，令人作嘔。 
waeh-loh [wɛʔ loʔ] 活絡 靈活。 
    
(38) ah [aʔ]韻    
bah-bu-bu [baʔ bu bu] 白蒲蒲 白茫茫。 
bah-shian [baʔ ɕiã] 白鯗 剖開晾乾的黃魚；諧音「白想」，什麼也

沒有。 
bah-shiuih-shiuinr [baʔ ɕyʔ ɕyŋ] 白雪雪兒 雪白。 
bah-deu [baʔ dɤ] 白豆 黃豆。 
bah-fu [baʔ fu] 白殕 白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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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i-zhih [baʔ ˀi ʑiʔ] 白衣食 白喫白拿的東西。 
bah-'lau-tshy [baʔ ˀlɔ tsʰɿ] 白老鼠 上當，受騙。 
bah-moh-zy [baʔ moʔ zɿ] 白木耳 銀耳。 
bah-nih-jiaon [baʔ ȵiʔ ʥyɔ̃] 白日撞 白天趁人不備，溜進來作案的小偷。 
bah-vae [baʔ vɛ] 白飯 沒有菜肴只有飯。 
khah-mie-kuaon [kʰaʔ mie kuɔ̃] 客面光 表面上過得去。 
tshah-lae-u [tsʰaʔ lɛ ˀu] 拆爛汙 做壞事出醜。亦作「拆爛糊」。 
tshah [tsʰaʔ] 㿭 皴，（皮膚）因受凍而乾裂。《集韻》恥

格切。皴㿭也。 
mah-lin-deu [maʔ liŋ dɤ] 驀臨頭 突然。 
    

(39) iah [iaʔ]韻    

ciah-ji [ʨiaʔ ʥi] 著棋 下棋。 
ciah-i-zaon [ʨiaʔ ˀi zɔ̃] 著衣裳 穿衣裳。 
ciah-khue-deu [ʨiaʔ kʰue dɤ] 腳髁頭 膝蓋。 
ciah-kuan [ʨiaʔ kuã] 腳梗 腿。 
ciah-maeh-cih-deu [ʨiaʔ mɛʔ ʨiʔ dɤ] 腳末節頭 腳趾。 
ciah-pu [ʨiaʔ pu] 腳布 洗腳用的毛巾。 
ciah-tsau [ʨiaʔ tsɔ] 腳爪 作爲食物的動物爪子。 
    
(40) eh [ɤʔ]韻    
teh-tsy [tɤʔ tsɿ] 得知 不知道；表反問語氣。 
zeh-kuaeh-deu [zɤʔ kuɛʔ dɤ] 賊骨頭 賊。 
leh-ban-kuaeh [lɤʔ bã kuɛʔ] 肋棚骨 人的肋骨。 
    
(41) oeh [øʔ]韻    
zoeh-kaeh-loen-ten [zøʔ kɛʔ løŋ təŋ] 雜个倫等 雜七雜八。 
moeh-heh-tau-don [møʔ hɤʔ tɔ doŋ] 墨黑搗洞 漆黑一片。 
    
(42) ih [iʔ]韻    
pih [piʔ] 潷 擋住固渣，倒出液體。《廣韻》潷，去滓。 
pih-koh-lon-deu [piʔ koʔ loŋ dɤ] 壁角弄頭 牆角，弄堂角落。 
pih-len-jinr [piʔ ləŋ ʥiŋ] 筆楞直兒 筆直的樣子。 
phih [pʰiʔ] 䏘 女性生殖器。《廣韻》譬吉切。牝䏘。 
tih [tiʔ] 扚 訂（紐扣）。《集韻》擊也，引也。 
tih-koh-sy-faon [tiʔ koʔ sɿ sɔ̃] 的角四方 方方正正。 
thih-lu [tʰiʔ lu] 鐵螺 田螺。 
ih-gen [ˀiʔ gəŋ] 一哏音 虎口張開大拇指與食指的距離。 
ih-men-shin-sy [ˀiʔ məŋ ɕiŋ sɿ] 一門心思 一心一意。 
ih-seh-ih-yan [ˀiʔ sɤʔ ˀiʔ jiã] 一色一樣 一模一樣。 
ih-thaeh-kuaeh-tsy [ˀiʔ tʰɛʔ kuɛʔ tsɿ] 一塌刮子 一共，全部 
ih-zhin [ˀiʔ ʑiŋ] 一仞 兩臂平伸兩手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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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zy-saeh-kheh [ˀiʔ zɿ sɛ kʰɤʔ] 一時三刻 形容時間短。 
yih-paon [jiʔ pɔ̃] 翼膀 翅膀。 
jih [ʥiʔ] 擲 傾倒。 
jih-'leh [ʥiʔ ˀlɤʔ] 值得 想要；值得。 
cih [ʨiʔ] 挾 用筷子夾。 
cih-kuen [ʨiʔ kuəŋ] 結棍 厲害。 
cih-li [ʨiʔ li] 蛤蜊 蛤蜊。 
cih-cioe-khuen [ʨiʔ ʨyø kʰuəŋ] 側轉困 側過身子睡覺。 
chih-'laeh [ʨʰiʔ ˀlɛʔ] 愜搭 好像。 
chih-ngau-ngau [ʨʰiʔ ŋɔ ŋɔ] 赤熬熬 （天氣）赤熱。 
chih-tau-paeh-ua-zhia [ʨʰiʔ tɔ pɛʔ ˀua ʑia] 七倒八歪斜 東倒西歪。 
chih-chion-paeh-tih [ʨʰiʔ ʨʰyoŋ pɛʔ tiʔ] 七蹱八跌 踉蹌。 
chih-tsy-nionr [ʨʰiʔ tsɿ ȵyoŋ] 赤豬肉兒 精豬肉。 
zhih-di [ʑiʔ di] 實地 實在（是）。 
zhih-din [ʑiʔ diŋ] 實定 （睡覺）踏實。 
zhih-sae [ʑiʔ sɛ] 十三 白癡。 
zhih-sae-tie [ʑiʔ sɛ tie] 十三點 白癡。 
zhih-toh-taonr [ʑiʔ toʔ tɔ̃] 實篤篤兒 比較結實。 
shih [ɕiʔ] 拭 擂打。如：拭餅。 
    
(43) iuih [yʔ]韻    
chiuih-li-li [ʨʰyʔ li li] 赤利利 身體裸露。 
    
(44) oh [oʔ]韻    
koh-'loe-koh-chiau [koʔ ˀlø koʔ ʨʰiɔ] 各卵各竅 異樣。 
koh-chiau [koʔ ʨʰiɔ] 各竅 不同，異樣。 
tsoh [tsoʔ] 斫 砍。 
tshoh-koh-loh-shin [tsʰoʔ koʔ loʔ ɕiŋ] 簇角落新 簇新。 
loh-khoh [loʔ kʰoʔ] 落殼 土匪。一說為「落寇」，音不合。 
loh-zhioe [loʔ ʑyø] 落船 下船。 
loh-zy [loʔ zɿ] 落時 新鮮果蔬因時令關係淡出市場。 
loh-zy [loʔ zɿ] 落市 趕集。 
moh-shin-shin [moʔ ɕiŋ ɕiŋ] 木性性 呆頭呆腦。 
moh-tsy-moh-koh [moʔ tsɿ moʔ koʔ] 木知木覺 感覺遲鈍。 
    
(45) uoh [uoʔ]韻    
uoh-nin-shian [uoʔ ȵiŋ ɕiã] 屋人相 害羞。 
    
(46) yoh [yoʔ]韻    
khioh-zhioe [kʰyoʔ ʑyø] 蛐蟮 蚯蚓。 
jioh-'niae [ʥyoʔ ˀȵiɛ] 逐眼 逐漸。 
cioh-in-thaon [ʨyoʔ ˀiŋ tʰɔ̃] 粥飲湯 燒粥時濾出的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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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h-o-bo-zae [ʨyoʔ ˀo bo zɛ] 捉下巴瀺 拾人牙慧。 
chioh-chieu [ʨʰyoʔ ʨʰiɤ] 喫口 味覺。 
chioh-shian [ʨʰyoʔ ɕiã] 喫傷 喫壞。 
chioh-san-waeh [ʨʰyoʔ sã wɛʔ] 喫生活 挨揍。 
chioh-lau [ʨʰyoʔ lɔ] 戳牢 幹壞事被查證。 
zhioh-ka [ʑyoʔ ka] 孰解 怎麼辦？！（多用於事態緊急時驚呼） 
nioh [ȵyoʔ] 掿 揉。吳俗又作「𢫭𢫭」。 
nioh-li [ȵyoʔ li] 肉劙 指頭接近指甲處表層皮肉向外裂開。 
nioh-e-hua [ȵyoʔ e hua] 玉薆花 梔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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