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語言地理學藉由分析語言特徵的地理分布，推斷地域變體的歷時演變跟造成變化的

原因，善加運用可以處理語言史的不連續性。海陸客家話“明天”說 [Sau¥¥ tso⁄‹]，首

字語源不明，學界近來往往寫做「韶」。我們透過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得到以下結論：客

家話「明天」的說法呈環狀分佈，創新形式「天光（日）」在最內側，較古老的「明＋

X」（X以「朝」或「晡」為主）在最外圍，「晨＋X」（X多數為「朝」）類、SHAU類、

SHA類介乎其中。根據地域連續性的原則我們可以推斷，「韶」（聲調有陰平、陽平、

上聲）本是「晨朝」的合音。

關鍵字：語言地理學，客家話，海陸，韶早，明天

一、前言：每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

海陸客家話“明天”說 [Sau¥¥ tso⁄‹]，第二音節無疑是「早」。後面再加時

間詞，則「早」字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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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Sau¥ tSau⁄ Sin¥ “明天早上”

　 Sau¥ tO˜⁄ tSu‹ “明天中午”

　 Sau¥ ha⁄ tSu‹  “明天下午”

　 Sau¥ am‹ pu⁄ “明天晚上”

MacIver《客英大辭典》亦收錄三條，（註 1）未附漢字（689頁）：

⑵ shâu tsáu, to-morrow.

　 shâu pu yà (àm), to-morrow night.

　 shâu chau shîn, to-morrow morning.

無獨有偶，崙背話“明天”說 [Sio‹‹ ¯it⁄‹]，第二音節即「日」，第一音節連讀調

為中平調 33，單字調可能來自陽平或陽去；韻母 io的前身是 eu，應與海陸話系

出同源。《客英大辭典》跟 shâu同音的有「韶」字。李如龍（1996:334）認為第

一音節就是「韶」：韶《廣韻》市昭切，紹也。紹《廣韻》市沼切，繼也。韶早、

韶日就是繼早（下一個早上）、繼日（第二天）了。從文獻尋找和方言對應的詞源，

是基於古今變化一脈相承之連續性為前提，不過 Sau¥是否確為「韶」字，十分

可疑：

第一點，《禮記・樂記》：韶，繼也。僅見釋義，用例不明。

第二點，《客法大辭典》（Rey 1926:24）chaō tsaò標陰平，芎林紙寮窩饒平話

（張屏生 2007）[Sau¥‹ tso¥‹]讀上聲，調類不同。

第三點，客家話以外似無方言「韶」表明天一說。

眾所周知，四縣話“明天”說「天光日」，與上述三種客家話迥異，不啻透露了

語言史的不規則性、不連續性，還有各地方言的獨自發展。語言地理學（又名方

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 or dialect geography）正是歷史語言學對這一現

象做出理論和方法上的回應，藉由分析語言特徵的地理分布，推斷地域變體的歷

時演變跟造成變化的原因。語言地理學和比較語言學方法上互補，「有了地理分

布『面』的佐證，文獻語言學才真正具備歷時的意義」（岩田禮 1995:53）。從語

言地理學的角度探討漢語方言，賀登崧神父（Willem A. Grootaers）七十年前在

1. 該辭典用閏號標調：陰平、陰入不標，陰上 á，陰去 à，陽平 â，陽入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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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揮下第一鋤，（註 2）在日本得到深耕，（註 3）在漢地猶起步尚早，（註 4）客家

話區仍屬斧斤未啟之地，本文將從“明天”一詞在東南方言和客家話區的共時分

布入手探討這個問題。

二、東南方言的「明天」

本節的論述得益於岩田禮 2007c一文極多。根據該文，我們把時間詞也分析

為兩種成分：例如「今＋日」，今是限定成份（modifier），日是中心詞素（head）。

「明」的本義是“明亮”、“天亮”，天亮以後就是“翌日”，表“翌日”屬於引申

義（extension）。除了叫「明日」，東南方言的「明天」一詞不少含有“早上”

義的單音節中心詞素，如：（註 5）

	 ⑶	a. 江蘇蘇州：明朝 [m@n¥ ts{⁄]

  b. 福建福州：明旦 [ma˜¥ na˜‹]

  c. 福建屏南：明早 [ma˜¥ tsa†]

少數含有“下午”義的單音節中心詞素「晡」。（註 6）不過朝、旦、晡在詞中已變

成跟「日」表同樣的抽象概念。有些方言在“早上”義的中心詞素後又添上「日」，

可能是以「今日」為準據重新類推的結果。

⑷	江西崇義聶都：明晡 [miã5 pu1
]

或是含有表“早上”義的詞組，如：

2. 賀登崧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論著，2003年出版了漢譯本。

3. 日本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之概述，請見 Iwata（1995）、岩田禮（1995, 2003, 2007a）及岩田禮、蘇曉青

（1999）。評論請見石汝傑（1996）。
4. 方言地理學的專著有葉祥苓（1981）《蘇州方言地圖集》、王輔世（1994）《宣化方言地圖》和 Simmons、
石汝傑、顧黔（2006）《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等。2008年 11月，曹志耘主編的三卷

本《漢語方言地圖集》正式出版。

5. 文中語料取自縣（市）志者：梅州地區志、龍巖地區志、興寧、蕉嶺、連平、紫金、惠陽、惠東、梅縣

丙村鎮志、屏南、福鼎、平和、會昌、尋鄔、興國、崇義、仁化、始興、乳源、連平、佛岡、德慶、封

開、珠海、青州。北京大學（1995）：北京、蘇州、溫州、福州、廈門。李如龍（2001）：晉江、大田。

曹志耘（2008）：晉州、黃龍、岷縣。連城四堡：本人調查。

6. 晡《廣韻》博姑切，申時（即下午 3點到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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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福建福鼎：明早起 [ma˜¥ tsa† khi†]，“早上”福州說「早起頭」tsa† i† 

lau¥、廈門說「早起」tsa† khi†、北京也說「早起」tsau† tÇhi‚。

	 ⑹		福建晉江：天光 [t
hK~⁄ k˜⁄]＜“天亮”（主謂結構，南方方言大多如此說），

「早上」溫州說「天光」thi⁄ kuO⁄。

此類造詞法正如李如龍（2007:468）指出的認知理據：「離現在最近的“明天”

是明天早晨，“昨天”則是昨天晚上」，正是以部分代全體的典型提喻（synecdo-

che）。Buck（1988:999）早已提到不少印歐語系語言“明天”都從“早晨”派

生而來，語意發展為“在早晨”＝“在翌日早晨”，再擴大指涉整個明天：

	 ⑺	a.  英語 tomorrow＜中古英語 to morwen（-n先丟失，-e繼之，最後 w元

音化變成 ow（註 7））＜古英語 tō morgen 

  b.  德語 morgen＜古高地德語 morgane（morgan的與格形式），比較

Morgen“早晨”

  c.  法語 demain、意大利語 domani（註 8）＜俗拉丁語 de$ ma$ne“從早晨（開

始的）”

  d. 西班牙語man~ana“早晨”＝“明天”

  e. 立陶宛語 rytoj，比較 rytas“早晨”

  f.  俄語 ´aBTpa＜古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za“在……期

間”＋utra“早晨（utro的單數屬格）”

突厥語（Öztopçu et al. 1996）、滿語（河內良弘 1996）、日語、芬—烏語系（Wuolle 

1990）、藏緬語族彝語支（Matisoff 1988）及南島語系（Tryon 1995）的“明天”

和“早晨”兩者也有相關：

	 ⑻	a. 維吾爾語 ätä，比較 ätigän“早晨”

  b. 哈薩克語 yerteng，比較 tangyerteng“早晨”

	 ⑼ 滿文 cimari“明天；明天早上；早晨”

7. 語音演變的說明參照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資料庫所收，1989年第二版 tomorrow一詞的解
釋。

8. 繼承古典拉丁語 cras的只剩薩丁尼亞和意大利南部四省的方言（Adams 200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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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⑽		日語 asita，根據《角川古語大辭典》，古今語意變化為“（夜晚過去後的）

早晨”＞“翌日早晨”＞“明天”

	 ⑾	芬蘭語 huomenna，比較 hyvää huomenta“早安”

	 ⑿	拉祜語 sO2  -pO$，比較 sO2 “早晨”

	 ⒀	a. 爪哇語 sesu?，比較 esu?“早晨”

  b. 巽他語 isuk-an，比較 isuk“早晨”

  c. 馬都拉語 laggu?，比較 gu-laggu“早晨”

  d. Buru語 supan“早晨；明天”

  e. 東加語 ?apo˜ipo˜i，比較 po˜ipo˜i“早晨”

  f. 薩摩亞語 taeao“早晨”＝“明天”

所以“明天”含“早上”義並非漢語方言的專利，實為屢見於諸語言之常態。

至於共時的地理分布，圖一（即岩田禮 2007b之地圖 A）顯示：

	 ⒁		（＝3a）「X朝」類（「明朝」占大多數）分布極廣，長江中游以下沿江官

話（如湖南常德、湖北天門、安徽安慶、蕪湖、江蘇泰州、南通，見陳章

太、李行健編 1996）如此，遍及蘇南、皖南、浙江、江西、皖西南贛語

區、福建內陸和廣東。

	 ⒂		（＝ 3b）「X旦」類集中於閩語區，「旦」的聲母 t-已先變為 n-，如福建大

田be˜¥ na~‹、福安（Ibañez 1941–43）ma⁄ nan‹、海南海口「明旦白」[hin¥ 

nua‹ ∫E†]。

引人注目的是秦嶺淮河以北也出現含“早上”義的用法：（註 9）

	 ⒃		（＝3a）山西聞喜、萬榮、永濟、隰縣、陝西黃龍為「明朝」、陵川說「清

朝」。

	 ⒄	（＝3b）山西臨汾說「明旦個」。

	 ⒅		（＝5）山西新絳、霍州、河北晉州、甘肅岷縣、青海西寧是「明早」類，

太原、晉源、清徐、太谷說「早起」，山東壽光、青州說「早晨」。

9. ⒃ –⒅山西語料除另注出處外，皆來自侯精一、溫端政主編（1993）《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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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漢語方言的“明天”（岩田禮 2007b: 27）

「明朝」在地理上呈現 A（山西一帶）B（江淮、冀魯）A（南方）分布，據此岩

田禮認為在漢語史上“明天”義的「明朝」曾經遍及全國，後來北方又新生至少

三種形式：

 X ＋日（明日 etc.）

 明＋兒（自成音節）

 明兒：兒化

 單個兒的“明”

 X ＋朝（明朝 etc.）

 明早

 早起

 早晨

 X ＋晡（明晡日 etc.）

 X＋工

 明子：明頭

 明天

 明兒天

 X ＋光（天光 etc.）

 明旦

 – 個

地圖 A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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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⒆	由最古老的層次「明日」的中心語素「日」虛化變為「–兒」。

	 ⒇		近代北方方言中產生了添加詞尾「個」的「明日個」，其中心語素「日」

弱化也變為「–兒」。

	 長江下游產生了以「天」為中心語素的創新形式「明天」。

三、客家話「明天」的地理分布與地圖的解釋

客家話「明天」一詞的地理分布請見圖二。本圖的呈現我們做了一些加工，

包含下列四點：

⒜	標出閩、客過渡區的四個方言點：姑田中堡、賴源下村、萬安松洋、步雲梨

嶺。

⒝嘉應州屬遷往廣東中部的二度移民不予標示，如增城程鄉話。

⒞凡是“明天早上”說法與“明天”的限定成份有異者，並排標示。

⒟東莞清溪、沙頭角從聲調判斷應是「明朝日」而非「明早日」。

我們從圖二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天”在客家話裡的說法呈由內而外的環狀分

佈，彷彿是波浪理論（Wellentheorie）的範本：

天光

（日）

晨 X

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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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客家話的“明天”

	 		「天光（日）」在最內圈，大體以武夷山脈為西界，蓮花山為東南界，最北

到石城、寧化，分布於閩西汀江、梅州市梅江流域。構詞法和⑹晉江閩南

語相同。

	  	「晨（或「辰」）＋X」（X＝「朝」佔多數）分布於「天光（日）」的南北兩端，

「天光」類  明＋X  晨＋X  SHAU＋X  SH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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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邊集中在連城一帶，南邊於梅縣、興寧、五華安流、新豐大席、河源零

星散播，遠至香港、中山等地。《客英大辭典》第 701頁亦收錄了「晨朝

日」shîn chau nyit、「晨朝早」shîn chau tsáu指“明天早上”的說法。根

據 Bartoli的「側邊地域（aree laterali）原則」（Hall 1946:274），遠離中

心區域「天光（日）」的「晨＋X」屬於較古老的層次。

	  	「明＋X」（X＝「晡」在贛南的外圍，其餘大多為「朝」）在「晨＋X」之

左側，廣見於贛南、粵北，粵中則北起連平，南迄沙頭角，向東到龍川皆

有分布。贛南、粵北「明」的讀音大多來自 *mia˜¥，粵中從 *min¥ ～

*men¥而來。

依據第二節所述，足以肯定到中最外圈的「明朝╱明晡」屬最早階段。

最內圈的詞彙「天光（日）」最晚近，「晨朝」介乎其中。廣東德慶、封川說「明

朝日」，新界錦田、珠海唐家說「明日」，廣西欽州說「明朝」，合浦、鬱林叫「明

日」，這些地方都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外側，我們推測粵語較早的形態應該也是「明

＋X」。此外有兩種形式特別值得注意：

	 		說「天光（日）」的外圍，凡是沒有「晨＋X」分布的區域，可以看到連

城隔川朱餘 Sau⁄ ˜iÒ、詔安秀篆 SEu¥ ˜it›、平和九峰 Seu⁄ tso†、陸河 Sau¥ 

tsau†等，第一音節聲調為陽平或陰平，偶有上聲；中心成分是「日」或

「早」。以下簡稱 SHAU類。李如龍認為啟始音節即「韶」，不過各地聲調

並非一致為陽平。

	  	五華橫陂說 ßa⁄ ˜it›、新豐說 Sa⁄ ¯it›、紫金說 sa⁄ tsau†、四川新都泰興說

sa¥ tau‹ ¯ie?›，第一音節多為陰平，散見於五華以西，以下簡稱 SHA類。

SHAU類和「晨朝」類都分布於「天光（日）」的外側，而且此有彼無：連城城

郊的文亨文保說 S@u¥ ˜iÒ，東部的姑田中堡叫「晨朝」Se˜¥ tiao⁄；從閩南西側、

饒平北部、豐順、揭西、陸河全屬 SHAU類，再往西「晨朝」跟 SHA類交錯出

現。語言地理學最早證明的一點就是地域的連續性（continuité des aires）：年

代較早的詞，今天分布在互不相鄰的區域，從前本是連成一片的（Dauzat 1922: 

38）。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把「韶早」的「韶」與「晨朝」等同起來—「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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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晨朝」的合音，以海陸話標音之：

	  Sin＋tSau＞Sau

聲調也好解釋，讀陰平的繼承「朝」的聲調，讀陽平的繼承「晨」的聲調。單音

節化之後在詞組中像“明天中午”說 Sau¥ tO˜⁄ tSu‹還算穩定，但是單獨表示“明

天”時仍需增添中心詞素「早」或「日」以滿足雙音節。用「晨朝」表達「明天」，

同「天光」一樣是“早上”義的引申，源頭與其認為是把「朝晨」前後對調，不

如說構詞上師法雩都話“早上快要吃早飯的時候”說「晨朝邊子」ße~¥ tßO⁄ pK~⁄ 

tsœ‚、（註 10）廣州話「“早晨”有「晨早」sån¥ tsou†一說。（註 11）「天光（日）」

一說未興起前，「明朝」的限定成份「明」先被「晨」取代，繼之「晨朝」在部

分地區合音為 SHAU，聲調不定。說話者對合音詞一旦喪失語源的聯繫，就可能

透過通俗語源（folk etymology）的解釋改讀做上聲（如芎林紙寮窩）；或受到

其他時間詞「昨天」類推的影響，或迴避 au韻母連續出現而省去前一音節的 u

韻尾，產生 SHAU＞SHA的音變：

	 廣東新豐 tsha¥ pu⁄ ¯it›“昨天”、sa⁄ pu⁄ ¯it›“明天”

	 	陸河 Sau tsau＞紫金 sa tsau（詞中音脫落 syncope）

地圖上顯示，梅縣、興寧、五華境內都存在著有異於「天光（日）」的叫法，

創新形式「天光（日）」的輻射中心（center of radiation）估計不在梅縣，應該

位於閩西汀州，梅縣是將其發揚光大的中轉站。至今寓目的粵西、廣西、四川客

家話資料「天光（日）」罕見，顯然這些再度移民的客家人不是從說「天光（日）」

的區域出去的，或者當他們離鄉背井之際，「天光（日）」一說尚未誕生、擴散。

四、結論

海陸客家話「明天」說[Sau¥¥ tso⁄‹]、崙背話說 [Sio‹‹ ¯it⁄‹]，我們透過“明天”

10. 謝留文（1998），《雱都方言辭典》。

11. 白宛如（2003），《廣州方言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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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的地理分布，判斷本字是「韶」的推論不能成立。

客家話「明天」大體呈現為三個同心圓：最內圈的中心區域是「天光（日）」，

也是最晚近的創新形式，其次是「晨＋X（X以「朝」佔多數）」以及 SHAU類

和 SHA類，最外圍是較老牌的「明＋X」（X多為「朝」或「晡」）。SHAU類和

SHA類一般寫做「韶」（聲調有陰平、陽平、上聲等），「韶」本是「晨朝」的合音。

Bloomfield（1984: 50–51）曾啟示我們，方言地理學將是諸多問題的解答：

Because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and sub-standard types of 

speech can be understood only in the light of local dialects . . . linguists have 

come to see that dialect geography furnishes the key to many problems.

繪製地圖是語言地理學的起點而非終點，解釋地圖上的現象才是目的。本文可算

是語言地理學在客家話研究的初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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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客家話各地語料

出處： a—《客贛方言調查報告》，b—《客贛方言比較研究》，c—《東江中上游土語

群研究》

加灰色網底的是臺灣的客家話，*：圖二未標示的方言點

「天光」類 苗栗 thien⁄ kO˜⁄ ¯it›

臺中東勢 thien⁄ kO˜⁄ ˜it›

屏東內埔（賴維凱 2008） thia˜⁄ kOn⁄ ¯it›

石城 b thien⁄ kO˜⁄

寧化（福建省志） thiE˜⁄ kO˜⁄

長汀（福建省志） thie~⁄ kO˜⁄

連城四堡 tha~i⁄ kO˜⁄ ˜i?4

武平（福建省志） thie˜⁄ kO˜⁄

武平坪畲（通用詞典） thiEn⁄ kO˜⁄ ˜it4 

上杭（福建省志） thie~⁄ kO~⁄

上杭古田（龍巖地區志） thie⁄ ko˜⁄

永定（福建省志） thie~⁄ kO~⁄ ˜i?4

永定下洋（黃雪貞 1983） thiEn⁄ kO˜⁄ ¯i?4

梅縣 1（漢方詞） thiEn⁄ kuO˜⁄ ¯it4

梅縣寶坑*（橋本 1972） thiam⁄ kvO˜⁄ ¯it4

梅縣松口（註 12） 〔天光日〕

梅縣丙村*（鎮志） 〔天光日〕

蕉嶺（梅州市志） thiEn⁄ kuo˜⁄ ˜it4

平遠（梅州市志） thiEn⁄ kuo˜⁄ ˜it4

12. 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196, 2008年 1月 17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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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寧 1（通用詞典） thiEn⁄ kO˜⁄ nit4

興寧大坪 1 thiEn⁄ kO˜⁄ nit4

五華（梅州市志） thiEn⁄ kuo˜⁄ ˜it4

五華橫陂 1 then⁄ ko˜⁄ ˜it4

五華安流 1 thEn⁄ kO˜⁄ ˜it4

大埔（梅州市志） thiEn⁄ kuo˜⁄ ˜it4

惠陽*1（縣志） then⁄ ko˜⁄ ˜it4

酃縣十都*（湖南省志） thien⁄ ko˜⁄ pu⁄

「晨 X」類 連城揭樂（曹志耘 2008） 〔晨晡日〕

連城新泉（項夢冰 1997） ßa¥ pØ@⁄

連城姑田中堡（Branner 1995） Se˜⁄¥ tiao⁄

連城賴源下村（Branner 2000） h@~¥ tST⁄

龍巖萬安松洋（同上） ha¯¥ tSµ⁄

龍巖萬安梧宅*（同上） sie¥ tsÏ⁄

上杭步雲梨嶺（同上） S@@~ ¥ tSiU⁄

梅縣 2（漢方詞） s@n¥ tsau⁄ ¯it4

興寧 2（梅州市志） s@n¥ tsau⁄ ˜it4

五華安流 2 SŒn¥ na⁄ tsau†

連山小三江*（通用詞典） sin¥ tsau⁄ ˜it4

新豐大席 c sin¥ tsiau⁄ tsau†

河源 2 c sin¥ tsiEu†‘明天早上’

香港（劉鎮發 2004） sin¥ tsau⁄ ¯it4

中山五桂山（甘甲才 2003） sin¥ tsa⁄

信宜思賀*（粵西） sin¥ tsau⁄ ¯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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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U類 楊梅海陸話 Sau¥ tso†

芎林紙寮窩饒平話（張屏生 2007） Sau† tso†

雲林崙背 Sio¥‡ ¯it4

南靖梅林（陳秀琪 2006） Seu¥ ˜i?4

平和九峰（曾少峰 1994） Seu⁄ tso†

詔安秀篆 a SEu¥ ˜it4

饒平饒洋 Sau⁄ ˜it4

豐順（縣志） Seu¥ tso†

豐順東留（註 13） seu‹⁄ tso⁄‹

揭西 a Sau¥ tsau†

陸河 Sau¥ tsau†

連城隔川朱餘*（Branner 1996） Sau⁄ ˜iÒ

連城文亨文保（項夢冰 1995） S@u¥ ˜iÒ

西河*a Sau⁄ nit4

廉江青平*（粵西） sau⁄ nit4

SHA類 興寧大坪 2 ßa¥ lau† nit4

五華橫陂 2 ßa⁄ (tsau†) ˜it4

紫金（縣志） sa⁄ tsau†

紫金古竹 2 c ßa‹ tsau†  ‘明天早上’

新豐（周日健 1990） Sa⁄ (pu⁄) ¯it4

從化呂田（珠三角）（註 14） sa⁄ pu⁄

增城長寧話（王李英 1993） Sa⁄ pu⁄ ¯it4　Sa⁄ tso†

佛岡客家話*（縣志） 〔社日〕

13. 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5441&extra=&page=7 ， 2008年 9月 4日下
載。

14.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



客家話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海陸話「韶早」的來源 727

北流塘岸*（謝建猷 2007） Sa⁄ ¯it4

馬山片聯*（同上） Sa⁄ ¯åt4

華陽涼水井*（董同龢 1948） sa⁄ tau†

新都泰興* sa¥ tau‹ ¯ie?4

「明 X」類 清流（福建省志） mÏ˜¥ tSiO⁄

明溪（李如龍 2001） mE˜¥ tsau⁄

寧都*b mia˜¥ tsau⁄

瑞金（羅肇錦 1989） miA˜¥ tsO⁄

會昌（縣志） mie~⁄ tSau⁄

安遠 b mia~¥ tsO⁄ ni´†

尋鄔（縣志） miAn¥ tsAu⁄ pu⁄

興國（縣志） mia˜¥ tSau⁄

雩都 b mia~¥ tSO⁄

贛州蟠龍 a mia~¥ tsO⁄

南康 b mia˜¥ tsO⁄

龍南 b mia˜¥ ts@u⁄ niI?4

定南 b mia˜¥ tsau⁄ nit4

虔南 b mia˜¥ pu¥

上猶社溪 b mia~¥ tsO⁄

崇義（縣志） mia~¥ nie4

崇義聶都（縣志） miã¥ pu⁄

大庾 a miã¥ pu⁄ lie⁄

南雄珠璣（林立芳、莊初昇 1995） mia˜¥ tÇi˜⁄ nie4

仁化長江（縣志） mE˜† n†

始興（縣志） miEn¥ pu⁄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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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馬壩（通用詞典） mia˜¥ pu⁄ ˜i4

乳源（縣志） mia˜¥ pu⁄ ˜it4

連南 a mia˜¥ nit4

翁源 a min¥ tsau⁄ ¯it4

連平（縣志） min¥ tsau⁄ ¯it4

新豐馬頭（周日健 1990） min¥ tsiau⁄

和平林寨 c min¥ tsau⁄

龍川佗城 c min¥ ¯it4

河源 a min¥ tsau†

紫金古竹 1c min¥ ¯it4

惠州 c m@n¥ ¯it4

惠陽 2（縣志） min¥ tsau⁄ ˜it4

惠東（縣志） 〔明朝日〕

東莞清溪（陳曉錦 1993） min¥ tsau⁄ git4

深圳沙頭角 a min¥ tsau⁄ git4

汝城（曾獻飛 2006） min¥ (pu⁄) ¯iE†

陸川*a min¥ tsau⁄ nit4

高州新垌*（粵西） mEn¥ tsau⁄ ¯it4

電白沙琅*（同上） m@n¥ tsau⁄ ¯@t4

化州新安*（同上） men¥ tsau⁄ ¯iet4

暫未歸類 連城*（縣志） Sa˜¥ ni‡

文亨崗尾* SO˜¥ ¯iÒ

龍巖萬安*（張振興 1984） sie~⁄ tsÏµ⁄

陸豐南塘*（潘家懿 1999） sa˜¥ tsO†

雲浮大亻厓話* tßau⁄ ¯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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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shau5-tso2 ‘tomorrow’ in Hailu Hakka: 
A Linguistic Geography Approach

Cheng, Hsiao-f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Hakka dialects using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he word ‘tomorrow’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is [Sau¥¥ 
tso⁄‹], of which the first syllable is of unknown origi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omorrow’ of the Hakka spoken in the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shows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The most recent innovation 天光 (日）is 
in the center; the older expression, 明＋X, is distributed along the most peripheral 
region; and the 晨＋X, SHAU-, and SHA- forms are scattered between the other two 
areas. Judging from the spatial continuity principle, we conclude that SHAU- is de-
rived from a contraction of 晨朝.

Key words: linguistic geography, Hakka, Hailu, shau5-tso2,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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