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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十三學年度，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向客委會提出「堅實客家

文化研究所」之計畫，內含五個子計畫：(a)客語教師進修網站，(b)客家文化典

藏，(c)客家經典翻譯，(e)台灣客家語言地圖。結果僅通過(a)和(e)案，以及(c)案
中的『陳焯祺攝影集』，補助經費共 130 萬元，其中 20 萬元限於編輯和出版『陳

焯祺攝影集』。 
因此，本結案報告包括三個部分： 
(1) 客語教師進修網站的「客家文化」部分，內容增加了諺語解析，客家夥房和

客家人的生活，國客語之對比分析。 
(2) 台灣客家語言地圖，由於本案預定時間為兩年，故第一年完成了「通稱」（內

含(a)台灣客家話的特性，(b)台灣客家話的種類，(c)台灣客家話融合的趨勢）、「四

縣客家話」，內含(a)何謂四縣客家話？(b)四縣客家話的種類，(c)台灣四縣客家話

的分布，(d)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徵，(e)六堆客家話各次方言的音韻現象。「內埔

客家話」內含客家話區分的指標。 
(3) 「焯照今昔----陳焯祺攝影集」。 
 
貳、執行情形 
一、 計畫執行之概況 
    客委會通過的三個計畫中，都執行得非常順利，成果也遠比預期還要好。『陳

焯祺攝影集』順利出版，共 104 頁，含 102 張照片，頗能反映攝影家眼中的客家

地區變化的樣貌。 
    客語教師進修網站的「客家文化」部分，除了原有的教學法，教學活動設計

之外，內容增加了諺語解析，客家夥房和客家人的生活，國客語之對比分析。而

且，還拍攝了不少有關客家生活文化的照片，並且還請主持人鍾榮富教授到高雄

空中大學去開設「客家文化概論」的課程（共有 93 位學員選修該課程），其教學

節目及照片透過網路及電視教學之傳播，遠傳到各個客家地區，引起了許多客家

鄉親之認同並鼓舞了許多非客籍的人士對於客家文化的興趣。再者，該課程也透

過鍾榮富教授在「高雄市人力資源訓練中心」、高雄市民族國中及屏東縣富田國

小開設的「國中小客家話種子教師」，台南市教育局所辦的「鄉土語言教師研習

營」、台北縣「國小客語教師進修營」等不同地方的教學活動，把客家文化宣傳

出去，並獲得廣大的迴響。最後，鍾教授也在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台南女子技術

學院、南台科技大學等大專院校做專題演講時，把客家文化帶到年輕族群的生活

之中。 
    台灣客家語言地圖，由於本案預定時間為兩年，故第一年完成了「通稱」（內

含(a)台灣客家話的特性，(b)台灣客家話的種類，(c)台灣客家話融合的趨勢）。以

上三篇都是學術論文，一方面剖析台灣客家話的特性及主體性，另方面也反映語

言在社會環境中的變遷。從歷史的角度而言，三篇論文可以看出客家話的今昔演

變。第二個主題是「四縣客家話」，內含(a)何謂四縣客家話？(b)四縣客家話的種



類，(c)台灣四縣客家話的分布，(d)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徵，(e)六堆客家話各次

方言的音韻現象。這些短文反映的是一般讀者或客家人很想瞭解但並不容易快速

得到解答的問題，而許多人至今還以為「四縣客家話」是一種內部很一致的客家

話，因而在學術上或者是在政治社會上，只要有北部四縣客家人就以為代表了四

縣客家人或四縣客家話。這種偏見在字典編輯、語言使用、教科書撰寫、以致於

經費資源之應用上特別明顯。透過我們的分析，應該可以看出四縣客家話的差別

及徵性。但三個主題是「內埔客家話」內含客家話區分的指標，例如[i]/[e]，[i]/[ii]，
[ian]/[ien]，[iai]/[ai]/[e]，[fap]/[fat]等主題。 

 
二、 預算支用情形 

計畫名稱 核撥 實支 結餘 說明 
『陳焯祺攝影集』 292,000 231,998 6,0002  
台灣客家語言地圖 477006 477,006 0  
堅實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

家文化研究所 
530,994 530,871 123  

 
参、 檢討與建議 
    檢討這三個計畫之執行，真正體會到客家文化工作的困難。首先，在編輯『陳

焯祺攝影集』之時，發現很難和上年紀的人做好溝通，他們的觀念還停在編輯國

中小同學錄的階段，想在一頁之中擺很多不同風格的照片，而文字的撰述及題材

的選擇，都費了許多時間。慶幸的是：最後還是稍微達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程度。

在這個計畫執行之時，才發現沒有編列其他工作費，也沒有編列撰稿費，而使經

費有所結餘，這是在寫計畫之初，始料未及之事。也使經驗的教訓，使我們勞動

了很多沒有報酬的人力，也由此覺得客家老一輩的人，對於文化工作的執著和堅

持。 
 在執行客語教師進修網站的「客家文化」部分之間，感受到最多的關懷和溫

暖，而且從到處演講之中，得到許多友情的支持和鼓勵。不過，由於目前還沒有

一本良好的「客家文化概論」之類的書，一切的資料必須從頭蒐集，連照片都必

須要從頭拍照，工作非常艱困，相信放在網站上會對國中小教師之進修有意義。 
 台灣客家語言地圖的執行之中，面臨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首先，

要做到多細？例如在內埔內部就有各種不同的腔調和講法。目前中央研究院語言

學研究所在新豐地區做的是逐家挨戶去調查，然後用 GIS 地圖繪製軟體作成地

圖，費時又費事，但是很精榷，所需費用和工作時間也要很久。在各種考量之中，

我們先從大的點入手，並已內埔地區的客家話為準，繪製幾個地圖。 
 
建議： 
1.客家藝文典藏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應該繼續做下去。 
2.台灣客家語言地圖應該是長時間的工作，有必要建立好的評審制度，逐年評審



所建製的工作，並吸納各方的看法，但是在經費上最好能做多年的計畫。客家人

很難界定在哪個地區，幾乎全台都有，但是語言和腔調卻因地區而異，因而語言

地圖在研究和實務上均有地位。 
3.客家文化概論之類的書，客委會應該主動找人編寫，或擬好計畫開放大家競 
標，始有能力有有意願的人來做這個工作。 
4.有些用英文或其他語言撰寫有關台灣客家的研究，應該要找人有計畫地翻譯出

來，當作一面鏡子，看看外人如何看客家人，也透過這種管道瞭解客家人還有哪

些值得進一步研究。 



 

 

 

 

 

 

子計畫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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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客家人的居家 

                    二.客家音樂 

                    三.客家服飾 

                    四.客家文學 

                    五.客家美食 

                    六.客家童謠 

                    七.客家語言 

                    八.客家詞彙 

 

 

 

 

 

 

 



一.客家人的居家 

a 圍樓 

 詔安 

 
 

 八卦堡 



     
 

 

 

 

 

 

 

 

 

  



  
 

b 客家的風水 

 台中神岡 



 桃園楊梅 

  



 

 



 

 

 

 

  

  
 

  

 



  

  

 



  
 

  
c 夥房及客家文化 



 台中神岡 

 桃園楊梅 

徐傍興博士故居 

  

 



 

  

  



 

 

  



 

 

 



 

  
 

 



  

 

  

 



  

 

 

d 菸樓 

  

 

 



  

 

 

  



 

 

  

 



  

 

二.客家音樂 

客家歌曲大綱 

a. 客家山歌的形成 

b. 客家山歌的形式 

c. 客家山歌的特性 

d. 客家山歌的演變及改良 

e. 客家現代民歌 

f. 客家的八音 

 

a 客家山歌的形成 

山歌的形成 

講唱山歌捱盡多，足足裝有八九籮； 

拿出一籮同汝對，對到明年割番禾。 

皚个山歌比汝多，堆滿三江到六河； 

因為該年發大水，五湖四海都是歌。 

 

河邊洗衫劉三妹 

借問阿哥哪裡來? 

自古山歌從口出 

哪有山歌船載來? 



 

日頭出來一點金，阿妹出來垓點心， 

田頭該到田尾轉，阿哥無食亦甘心。 

 

阿哥邸在河壩西，阿妹家住溪水尾； 

兩人同食一條水，心心相印無人知。 

 

米篩篩米股在心，阿哥連妹愛真心； 

莫學米篩千隻眼，愛學蠟燭一條心。 

 

b 客家山歌的形式 

    所謂「形式」指的是歌曲的形成方式，由於客家山歌多是隨興的即席歌唱，

因次山歌的形式和歌唱方式有很密切的關係。一般而言，原史的客家山歌最常見

的是「對唱」，在西洋樂理內稱之為 antiphon，主要是因為客家山歌的起源本來

就是為了男女之間傳情。也因為如此，客家山歌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都是情

歌，以傾訴心中的愛戀或情思為主。例如有名的「桃花開」就是對唱的好例子： 

【桃花開】 

  (1) 
    男：桃花開來菊花黃，看哥毋到心毋涼 
        哥哥雖然別人好，過遠看到心就癢 
        好正好過遠看到心就癢 
    女：桃花開來菊花黃，哥哥想妹妹想郎 
        千里路途歌來料，可比寒天看日頭 
        好正好可比寒天看日頭 
  (2)  
    男：桃花開來菊花黃，兩人牽手笑洋洋          
        哥哥真心對妹好，將來結成好鴛鴦 
        好正好將來結成好鴛鴦 
    女：桃花開來菊花黃，兩人見面喊心肝 
        實言實語對哥講，萬古千秋情莫斷 
        好正好萬古千秋情莫斷 
 
其他沒有固定調名的對唱也很常見，如： 
  
    女：日頭落山出月光，月光照河又照江， 
        萬丈深潭照到底，月光難照郎心腸。 



    男：阿妹不必忒多心，阿哥一定有真情， 
        天長地久同妹好，絕無丟妹尋別人。 
    女：月光一出雲就開，阿哥約妹妹就來， 
        今夜相會嫌夜短，鈍刀破竹難分開。 
    男：蓮塘邊上種苦瓜，不到三吋就開花， 
        百萬家財哥無想，就想同妹共一家。 
 
    第二種形式就是獨唱(Solo)。由於客家山歌始於男女之傳情，在單戀、相思、

失戀之時都可能以獨唱方式來抒發心中的抑鬱，因此獨唱也是很普遍的歌唱形

式。除了傳情之外，每個人對於周遭的情境或所見所聞，若有所思，也會以獨唱

方式來表達。如： 
  (1) 摘茶愛摘嫩葉心，皮皮摘來湊上斤； 
     哥問妹摘做麼介，摘來分哥發萬金。      
  (2) 上山砍材不用刀，下河挑水無須瓢 
     戀情不必媒人說，只靠眨眼動眉毛。 
現在則多了重唱，合唱及混唱等等。  
     
    客家山歌素有「九腔十八調」之稱，其實「腔」即是方言之意，表示能唱山

歌的客家方言有九種之多。客家人包山包海，只要有太陽，有空氣，能生存的環

境，什麼地方都能去，都能生存。因此，「九腔」只是個通稱，表示客家的腔調

很多種。在台灣，以 
  (1) 四縣(指祖先來自原鄉嘉應州境內之蕉嶺、常樂、平遠及興寧等四個縣之客    
     家人) 
  (2) 海陸(指祖先來自原鄉惠州府內之海豐及路豐兩地之客家人) 
  (3) 東勢(指祖先來自原鄉.潮州府境內之大埔等地之客家人) 
  (4) 詔安(指祖先來自原鄉潮州府境內之秀篆或詔安等地區之客家人) 
  (5) 饒平五種腔調最多。 
      
    「十八調」則為客家山歌的調名，很像宋詞中的詞牌名，如「浣溪紗」、「普

薩蠻」等等。客家比較常見的山歌調名有： 
   1. 老山歌：又稱大山歌 
   2. 山歌子：由老山歌演變而成 
   3. 平板：又稱改良調 
   4. 其他歌曲：如初一朝、苦力娘、病子歌、勸世歌、桃花開、十二月古人、    
      稱渡船、十八摸、送金釵、思戀歌….. 
 

c 客家山歌的特性 



   1. 唱腔的自由性 
   2. 唱腔及伴奏的自由性 

d 客家山歌的演變及改良 

   客家山歌的源流 
     ․ 詩經：賦、比、興 

  ․ 楚歌 
  ․ 唐詩餘韻 
  ․ 山歌的句法 

    賦：直言之 
     ․ 男：因為相思得到病，爺娘面前唔敢聲 

         若係阿哥柬大事，塔信妹子著麻衫 
     ․ 女：親哥得病妹若驚，手撿燈籠星夜行 

         雙手折開綾羅帳，問哥身體病重輕 
     ․ 女：重唔重來輕唔輕，難為阿妹有心行 

         床下有張矮凳子，坐等慢慢講你聽 
    比：喻也 

     ․明喻 
           a. 山歌又好聲又軟，好比湖寮麵線乾 

好比蕉領鍋肚粄，繞繞纏纏切唔斷 
           b. 山歌好比長江水，源遠流長滾滾來 
           c. 男：妹子講話愛細聲，最驚隔壁有人聽； 
                  誠隍廟裡開客店，雖然無鬼也心驚。 
              女：講起戀郎盡艱難，好比鯉魚上急灘； 
                  水清又經人看到，水汶又經網來攔。 

     ․隱喻 
a. 郎係葛藤妹系花，葛藤種在花樹下 
   葛藤纏花花纏藤，纏生纏死咱兩儕 

        ․借喻： 
b. 深山肚裡一株梅，經霜捱雪紅花開 
   明知深山有老虎，因為尋梅捨命來 

興：以一物引另一物也 
      ․石榴開花滿樹紅，包黍開花一蕾絨 

        鷓鴣尋雙山上叫，妹仔懷春帶笑容 
       又如《詩經》有疊句，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三條綠竹一樣長，毋知哪條係竹娘； 
           三位阿哥都一樣，毋知哪个情過長。 



 
           上係石壁下係潭，左係崩崗右係岩； 
           總係兩人心甘願，上天無路亦愛行。 
    
           生愛連來死愛連，官司打到衙門前； 
           殺頭好比風吹帽，坐監好似進花園。 
 
           阿哥敢食三斤薑，妹子敢擋三下槍； 
           妹係坐監郎送飯，郎係殺頭妹抵擋。  
 
     古詩 
       古詩一首 
         數間茅屋壁微斜，蜀道歸來志不暑。 
         睡起日長無一事，抱孫閒步過鄰家。 
             乘夜車過嶺口山道/陳新賜 
         夜幕低垂山影幽，寥寥家火若星浮， 
         車中靜寂皆無語，遊子懷鄉易惹愁。 

   山歌為疊句： 
白白嫩嫩我不貪，烏烏赤赤我不嫌 
石灰恁白我不食，黃糖恁赤也不甜 

e 客家的現代民歌 

   客家山歌在台灣 
  ․ 傳統 ─ 賴碧霞 
  ․ 聲樂 ─ 楊兆禎 
  ․ 徘徊在古典與現代 ─ 胡泉雄 

    
   客家歌曲流變 

  ․ 流行歌曲 ─ 李文光、涂敏恆 
  ․ 民歌餘韻 ─ 阿淘的歌 
  ․ 客家韻味─新寶島康樂隊 
  ․ 客家韻味 ─ 林生祥 
  ․ 搖滾與繞舌 ─ 山狗大樂隊 

 
   賴碧霞-月古清賢人 
     正月(哪)裡來(啊)  月有(啊)清，(哪噯喲) 
     盤古開天(啊) 到如今(哪啊啊) 
     二月裡來月有清  廣東出有搞潭精 



     搞潭生有八九子  搞亂廣東無太平 
     三月裡有月有清  福見出有許真人 
     搞潭打入深古井  救得廣東八萬民 
    
   山歌仔 
     雞公相打胸對胸  山羊相鬥角相衝 
     皇帝相打爭天下  阿妹相打爭老公 
 
   老山歌 
     雞公相打胸對胸  山羊相鬥角相衝 
     皇帝相打爭天下  阿妹相打爭老公 
    
   平板 
     雞公相打胸對胸  山羊相鬥角相衝 
     皇帝相打爭天下  阿妹相打爭老公 
    
   阿淘-春水 
     山下一垃田    崗頂兩甲園    春水日日連    簑衣難離肩 
     耕種忘老天    山歌驅寒菸    阿妹有緣惜    日頭暖水田 
 
   生祥與瓦窯坑  臨暗 
     臨暗，收工   一個人行，佇都市  捱目珠吊吊頭顱有有 
     蓋像自家已經  灰飛腦散 
     三不時捱失神走志  浪浪蕩盪穿弄過巷  盡想聽一聲 
     阿姆籲係人仔洗身  盡想鼻一下  灶下裡煎魚炒菜介味氣 
     臨暗，愐起   阿公講介家族史  捱等這房歷代犁耙碌磧 
     今捱都市打拼  愛學開基組   暮麻，一個人   行中山路  輓中正路 
     論萬盞火照毋光  腳下介路   人來人去算毋利  有人好問  食飽喂有 

                 
    



   新寶島康樂隊 
       沒共樣的人      作詞：黃連煜 作曲：黃連煜  
       又轉到這老地方 離家十過年  
       共樣的日頭 共樣的地泥  
       共樣的山歌 共樣唱不停  
       又轉到這老地方 沒共樣的人  

f 客家八音 

    台灣的客家八音樂團，是以鑼鼓樂為基礎加嗩吶類的主奏樂器而形成，所以

鼓吹樂是客家八音的基本形式。八音團演奏的內容分為「吹場樂」與「弦索樂」。

前者屬於鼓吹樂，後者係鼓吹樂與絲竹樂的混合。客家八音樂團的吹場樂史用包

括：堂鼓、小鈸、大鑼、小鑼等二至四人。 

二胡  三角鐘    

  

三弦                                    小木魚跟小鐘 



椰子胡           嗩吶 

三.客家服飾 

客家人的服飾─典雅之美 

  
 

  
 



  
 

  
 

  
 



   
 

  

  



   
 
 
 
 

四.客家文學 

客家文學和客家文化 

鍾理和小說中的客家風味 
 
曾貴海的詩 
夜合 
日時頭，毋想開花   也沒有必要開分人看 
臨暗，日落後山     夜色跈山風湧來 
夜合  佇客家人屋家庭院   惦惦的打開自家的體香 
河洛人沒愛夜合     嫌佢半夜正開鬼花魂 
暗微濛的田舍路上   包著面的婦人家 
偷摘幾蕊夜合歸屋家 
 
勞碌命的客家婦人家 老婢的命的客家婦人家 
沒閒到半夜  正分老公鼻到香 
半夜  老公捏散花瓣 
放滿妻仔圓身  花香體香分毋清 
屋內屋背  夜合  花蕊全開  
熱天當晝 
熱天當晝    頭煮熟六根庄 



會動个東西全部避起來 
狗仔哈呀哈    目珠失神看著人 
大人睡當晝    細人仔偷偷去泅水 
跋上橋中間    直直插入水底 
炸開水花泥漿    一年二年三年到六年生 
每一年級都有代表來    大家浮上沒下分人尋 
有時節，走去淺水道    打波波戽斗相拼 
水花飛射滿面    熱烈各南方日頭 
照亮同年黑金各圓身    搞攬了，大喊一聲走去瓜園 
偷採香瓜芬人捉    有時節去青仔田 
一步一步惦惦聽聲捉鳥籠仔    帶去伯公樹下相鬥 
客家小說內的客家文化 

客家小說： 
  鍾肇政 
  李喬 
  吳錦發 
  鍾鐵民 
  黃娟 

客家新詩 
曾貴海 
黃子堯 
陳寧貴 
張芳慈 

 
 

五.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 



  
             艾粄                                 新丁粄 

  
            紅粄                              鹹粄 

  
         粢巴                             板條 



  
           花生豆腐                                烏荷條                           

  
             鹹菜                              桔子醬 

  
             覆菜                              豬腳 
 
  



  

  
              福菜                                  小炒 

  

  
               炒野蓮                           炸肥腸 



 
客家美食也可以很精緻 

 
 

六.客家童謠 

 
一、山的文化 

    本質上，文化是生活中各個層面的綜合表現。客家人大都住在山區，因

而客諺有謂「逢山必有客，無客不住山」，可見山與客關係之密切。連客家最

具傳統的山歌，似手也依山而名，所以客家文化可說是山的文化。 
    客家為何與山的關係如此密切，客人見不一。有人認為客家在遷移過程

中，腳步比閩南人慢，所以只能撿山區附近不毛之處開墾，是以客族多山居。

有人比較傾向「客家人愛山，所以居於山」的說法。暫不問何者為是，然客

人多與山為伍確是一致的現象。  
    山區狹隘，資源有限，因此山文化最明顯的特徵便是貧窮。客家的貧窮

困蹇，普遍見於食衣住行及整個生活環境之間。就食而言，客家多食粥、米

食、醃菜，三者顯然都因生活條件差，不得不爾。其中粥可省米，米食如粢

粑、粄條、米苔目都屬易飽之物；醃菜、鹹肉、豆鼓、筍干宜久藏，三者無

一不露貧乏氣象。 
    客家粥非常清淡，乃至於「一吹一陣浪，二吸一條巷，烏蠅跌落爬得上」

(這諺語極言粥之稀，因為濃粥不可能吹成浪花，吸食時，也不會形成像線的

一條巷，蒼蠅掉入濃粥，必為所粘，勢不能再飛起來)。童謠裡有關粥的，舉



不勝舉，且略看數句： 
   a.  死豬腸，炒牛肉，拿歸去 poΝ 粥 
   b.  八八八，窮苦人家 let 粥缽 
   c.  大姊嫁，二姊愁，灶頭碗筷 mo 人收  入門燒火 mo 便樵 

          拈起粥缽目汁流  磨穀 mo 幫手   樁米 mo 人定錐頭  
   d. 掌牛郎，面黃黃   三餐食粥 poΝ 黃糖  

至於蕃薯簽飯，也在童謠裡佔了一席： 
   a.  蕃薯簽，蕃薯簽 

         lo (拌)米 m 會甘， 
         我 m 貪，你 m  貪， 
         一食兩三擔 

   b.  蕃薯簽，食一轉 
         每日打屁卵 

   c.  蕃薯簽，蕃薯粥 
        食了肚 þi maN m 足 
 
 

 這些由童言童語所表現出來的粥印象，一言以蔽之，無非是描述對窮苦的各  
種感覺。 

這種描述也常常見諸於各種米食和醃菜： 
   a. 搭粄子，搭過河 

         新糧子討老婆 
         討到那裡去 
         討到後山耕大河(一說，打鷂婆) 

   b. 花花花，木棉花 
         大水淋來一屋下 
         九月九，店前樹下開老酒 
         十月十，粢粑粄子軟軟入 

   c.  be be 睡，øio 鹹菜 
         對天頂，mo 被蓋 
         蓋布袋 
    食的儉約，即使在祭拜最崇敬的伯公，也不能免： 
      伯公，伯婆 
      今本日我屋下割禾 
      上坵割有，下坵割 mo 
      刺得一隻硬頸鵝 
      愛食，也 m 食 
      我嘛 mo 奈何 



    對吃的寒酸，有時為顧及面子，反用以自我勉勵： 
      敢食三斤薑，敢擋三下槍 
      敢食三斤鐵，敢轉鑪下住(hiet) 
    以上是典型的自我惕勵，表示只要敢省著吃(即純吃薑)，心中自然無所怕，

所謂無欲則剛！這時自能好好籌謀未來之營生。 
客家儉窘之象，亦見於衣著。客諺「山精山角落，新衫底下著」，即是說山邊的

人是土包子，有新衣還捨不得穿，外面須要罩著舊衫，本意即怕新衣弄髒、快舊。

至於童謠，則用更活潑的語言來敘述： 
a.  洋葉子 (蝴蝶)，烏嘟嘟 

      莫笑阿哥著爛褲 
      等到阿哥風水轉 
      糯米褂子絲綢褲 

b. 羊子咩咩，蝦公做 tþ'iat    
      mo 米好煮，剝爛褲子來煮 

c. 礱穀窸窣，大婆踏粄 
      mo 粄好分，分介爛衫褲 
      塘內洗，井裡盪 
  d.  大路關人大褲腳 
      一身衫褲每日著 
      上山撿樵抏 øiat ts'a 
      四方姑娘都愛嫁 
    衣食之外，行也稍稍透露窮況。客諺所謂「命長 m 驚家鄉遠」，在在表示住

在山區，要到別處也用走的，只要命長不怕走不到。客家由於住山區之故，到外

面必須經過的，除了曲嶇之山路，還往往要爬山涉水，這種行的文化自然也入了

童謠： 
ⓐ搖，搖，搖 a 搖 

     搖過河壩橋 
     阿舅分我大水樵 
     分一擔，分兩擔 
     挑(k’ai)歸屋下好燒窯 

ⓑ河水清清流 
     排子慢慢游 
     人客啊 
     遠來過河不須求 

ⓒ橋會搖， 
     橋會 þim 咿咿 e e， 
     上上下下 þim 

ⓓ逃學狗，滿山走 



     走沒路，爬上樹 
     樹上一尾蛇 
     嚇得眼 k＇ia k＇ia 

ⓔ牛角子，角彎彎 
     阿姊嫁到半尾山 
     行了一山又一山 
     過了樹尾還愛彎 
     哀呀！半尾山 
    這五首童謠所反映出來的，是山區對外交通的困難，也同時道出了客族貧困

的客觀因素。 
手邊所集收的客家童謠裡，絕少提及住屋，有之則是一種面對破屋的嘲諷： 
   ⓐ真好笑，住茅寮        
     風吹竹葉好過吹簫 
     日間有太陽照 
     夜間有月來朝 
     一世 m 愁樵同米 
     又 m 憂大賊劫茅寮 
   ⓑ穿厝屋，mo 入穀    
     餓死大阿叔  
     看你滿足 ia m 滿足 
    食衣住行之外，因窮而引起的悲苦氣氛也圍繞著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有賣

子度日如 
    ⓐ，有夫妻相對無言者如ⓑ，有童養媳之悲如ⓒ，不勝枚舉。 

 ⓐ  烏鴉啼，纏樹根 
        父母 mo 錢賣女身 
        賣去那？ 
        賣去山背同人親 
        燒茶熱飯 m 得食 
        舊飯冷水每日進 
    ⓑ  共君坐床頭 
        共君細話目汁流 
        在家受盡兄嫂苦  
        出嫁為窮添新愁 
    ⓒ  一歲嬌，二歲嬌 
        三歲砍材爺哀燒 
        四歲學績麻 
        五歲學賡布 
        六歲學繡花 



        七歲繡個牡丹花 
        八歲食郎飯 
        九歲當郎家 
        十歲帶子帶女轉外家 
不只如此，婚姻之盼也在窮的陰影裡： 
        樹上鳥兒教連連 
        愛討輔娘又 mo 錢 
        兜張凳子同爺講 
        講來講去又一年 
    迄今為止，我們分別從有關食衣住行的童謠中，討論了客家山文化特色之一

的貧窮。客家人在如此的文化薰陶之下，出現了節儉、刻苦、和保守的個性。即

使是今天，仍然有很人認為客家人很吝嗇，雖然這種看法很難為我們客家人接

受，但是就某種程度而言，這種看法也未離事實太遠。  
    山文化的第二個特色是搬遷頻繁。陳運棟在《客家人》一書裏也把遷移列為

客家重要的文化特點。遷移文化的成型，歷史上可能起於戰亂，但是從本質來看，

歸因於山區資源之不足更可以解釋。像今天，已沒有戰亂了，客家的遷移卻未曾

稍停，這毋寧說是肇因於山地資源缺乏的緣故。 
遷移文化見於童謠者，亦復不少。 
    ⓐ  禾畢子 
      住在屋簷下 
        阿哥開店城腳下 
        十日半月歸一轉 
        滿屋都係絲烏 k'ia 
    ⓑ  阿爸去金山 
        久久歸一番 
        肚饑 mo 飯食 
        想你流 heu lan 

 ⓒ  河壩水，慢慢流 
        阿哥外出 mo 回頭 
        大嫂趕我去燒火 
        二嫂愛我去掌牛 
童謠也反映了客家婦女傳統的辛勞。 

  a.  蟾蜍囉，割早禾 
         透早浸米拿去磨 
         磨石咿唉咿唷 
         做點心，mo 現貨 
         做三餐，mo 刺鵝 

 b.  日頭一出千條鬚 



        阿妹上山割蘆萁 
        蘆萁割得多 
        阿妹轉去笑呵呵 
        蘆萁割得少 
        骨頭準備分人罵脆了 

 c.  雞 kok 子，半夜啼 
        啼到滿姑下來繡花鞋 
        繡了一隻長，一隻短 
        長的留來等老公 
        短的拿來 kau 雞卵 
    客家的遷移文化同時也衍生了其他相關的文化，最有意義的應是「幫」和「葬」

的文化。遷徙變動的生活中間，彼此相互扶持幫助是最溫暖的精神表現。迄今客

家人在婚喪方面，仍然表現強烈的幫文化，最明顯的是喪事之奠儀，客家話仍稱

為「幫」。另外，農忙時期客家莊流行「換工」，說穿了就是彼此互助的相幫。最

後，客家宗氏之間，常有所謂的「嘗」，更足以說明幫文化的普遍。客諺「一介

好漢三介幫，一人敵得十人當」，顯示幫文化已入了先民的智慧。童謠裡的幫文

話，並沒有很豐富的資料，稍可探尋的是： 
 鷂鴿子，雙排翼 

    你有閒來我有事 
    幫來幫去，石頭變豆豉 
    至於葬的文化，可以客家人的金甕子為代表。客家習俗，死者入葬後七八年，

要開墓撿骨，置於金甕子，然後再入葬，真正設墓碑。此習俗之源，雖難確考，

但與客族遷徙頻繁，又雅不願捨祖仙遺骨於原地有密切關聯。客諺「九葬九遷，

十葬萬年」，指的正是這個禮俗。可惜手邊的客家童謠，未有涉及喪葬方面的。 
    總結這部份的討論而言，山文化的特色之一是不斷的遷徙。歷史上的客家之

所以遷移，可能肇源於各種戰亂；而後的遷移，顯然和有限的生活資源大有關係，

時下客家人的移徙，足以證明這種看法，並非全然無的放失。常期的經驗會累積

成文化精神的一部份，客家的遷徙文化可以做為佐證。童謠是文化的表達方式之

一，所以客家的遷移文化也自然融合於童謠之中。 
 
二、耕讀文化 
    客族依山務農，世代以農為業，所以要對客家文化有整體的概念，理應從最

基本的農業文化入門。另方面，客家人又極重視讀書，客諺最足以代表客家人基

本意識形態的是「一等人忠臣孝子, 二件事耕讀傳家」。務農與讀書並不互相衝

突，反而融合成晴耕雨讀的和諧。  
    與讀書有關的童謠，可說俯拾即是。 

a.  蟾蜍囉，蟾蜍囉 
      囉啊囉， 



      m 讀書，mo 老婆 
   b. 月光華華 
      點火餵豬母 
      豬母 m sai 汁  
      bi 槍打禾畢 
      禾畢尾 taN taN 
      bi 槍打先生 

c. 先生教我人之初 
     我教先生打山豬 
     山豬跳過河 
     跌得先生背駝駝 

d.  黃面郎 
       有書 m 讀滿街蕩 
       去賭博，又愛娼 
       到尾輸了家產 mo 人讓 
       做討食，真淒涼  
 

 e.  光陰好，光陰好 
       我們做事愛趕早 
        莫講身體好 
        莫講有頭腦 
        讀書還係定心好  
        光陰一逝永遠去 
        光音一去我就老 
集耕讀於一的童謠不多，即使有也無法脫卻斧鑿痕跡：  
        唱歌子，唱歌情 
        唱出竹背一場景 
        三兄耕田陪父母 
        五弟讀書求功名 
農業文化可以由日常生活的情趣來烘襯。我們且從田家動植物，和節令天候來討

論童謠中的農業文化。首先是關於田裡蒔耕的童謠： 
     a.  牛啊牛，過水莫回頭 
         洋葉企你角 
         牛槌落你頭 
         又愛耙田下穀種 
         又愛開 kak 種芋頭  
         一工駛幾轉 
         日夜 m 須愁 



  b.  日頭水，狗耙田 
          耙了一片又一片 
          耕出大門樓 
          耙入一袋錢 
          有錢買個磨石歸 
          有錢買塊好良田 
除了牛是田耕生活的良伴外，其他農舍常見的動物，也都一一入了童謠。然而限

於篇幅，只引重要部份，以見一斑：  
   a.  頭放雞，二放鴉  
   b.  閣閣雞，大阿姆 

          你燒火，我刺雞 
      c.  阿鶖箭 ,箭圓圓 
         上背阿婆愛蒔田 
         蒔上坵，蒔下坵 
         蒔到秧盆 koN m tþ‘iu (放不完) 

 
 
   d.  白翼子，氣揚揚 
       簫打鼓入間房 

          巴掌一打見閻王 
   e.  白鶴子，企田基 
      嘴唇紅紅點胭脂 
      阿妹 m 來待幾時 
      又有枕席 
      又有檳榔並粺基 
   f.  阿鵲子，打盤車 
      一打打到阿妹門前下 
      mo 米煮，煮泥沙 
      mo 眠床，睡樹下 
      mo 被蓋，蓋鹹菜 

另外，豬、老蟹和魚類也在童謠裡留了痕跡： 
      a.  你恁高，食豬毛 

       我恁矮，食老蟹 
   b.  月光華華 
     點火餵豬母 
       豬母 m sai 汁 
       bi 槍打禾畢 
       禾畢飛高高 



       bi 槍打烏料哥  
   c.  月光光，秀才郎 
       騎白馬，過蓮塘 
       蓮塘背，種韭菜 
       韭菜花，結親家 
       親家門前一口塘 
       放條鯉魚八尺長 
       拿分阿哥討輔娘 

客家農村生活的四季縮影，可以由以下的童謠窺其大略：  
          春天裡，風連連 
          阿爸阿姆去秧田 
          阿姊阿妹唱山歌 
          阿哥老弟學打棉 
          到熱天 
          阿婆燈下食火煙 
          人人想食冰 
          秋風起 
          拿起禾鎌同粺基 
          紙鷂滿天飛 
          兒童每日笑咪咪 
          到寒冬 
          天冷又大風 
          厚襖也通風 
          窮人最一好 
          四方愛他去做工 
三、結論 
    文化是多面、多層次的綜合體，殊不能由一二面概其括。童謠做為文化承載

的一部份，也絕不只反映山文化與晴耕雨讀兩個層面而已。比如說，在閒情逸致，

和職業的看法等兩個角度上，客家童謠也有相當程度的紀錄： 
a.  四月四，出門打逗趣 

       五月五，團圓打嘴鼓  
       六月六，大家合一曲 
       七月七，芳鄰共休息  
   b.   老阿公，鬚扒扒 
       你飲酒，我飲茶 
       茶苦 m mo 食 
       酒酸 m mo 飲 
       還係出去玩泥沙 



c.  和尚頭，油光光 
        木魚打得響叮噹 
        千年 mo 想戴紅帽 
        萬年 mo 想做新郎 
        日夜食齋住廟堂 
   d.  討食子，寄門樓 
        人人講我賣骨頭 
        賣幾多 
        賣 mo 一個臭盆頭 
    我們從山的文化和晴耕雨讀探兩方面，探討了客家童謠的文化觀。山文化的

特徵是貧窮，資源的匱乏自然導致生活的寒困，進而引起外出遷移。遷移過程裡，

彼此支助，相互幫忙，遂形成客家獨有的幫文化。另方面，敬祖宗孝先人的觀念，

使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不願定葬死者，這也是客家葬文化異於其他民族之處。

至於生活上，客家人過的是典型的農業生活，且奉尊士人為既定傳統，而有了晴

耕雨讀的概念。這些客家的文化特色，都明顯地反映在童謠內。 
 
 
 
 

七.客家語言 

客家話的風雅 

     a.古詩     b.山歌     c.童謠 
     d.諺語     e.新詩 
 
客家本色 
唐山過台灣，無半點錢，剎猛打拼耕山耕田， 
咬薑啜醋幾十年，毋識埋怨， 
世世代代就恁樣勤儉傳家，兩三百年無改變， 
客家精神莫豁掉，永遠、永遠。 
 
時代在進步，社會改變，是非善惡充滿人間， 
奉勸世間客家人，修好心田， 
正正當當做一個良善的人，就像偲個好祖先。 
永久不忘祖宗言，千年萬年。 
客家山歌雙關詞 
劉禹錫的「竹枝詞」就以寫景來表現一語雙關的情意： 



楊柳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U晴U卻有U晴 
馮夢龍的「山歌」 又是一例： 
不寫情詞不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了顛倒看，橫也U絲U來豎也U絲U。  
「送妹送到茶亭下，放下東西來食茶，囑妹食茶愛洗碗，切莫食人口涎渣。」 
「生愛連來死愛連，生死都在妹面前，阿妹死了變綢緞，哥變針線又來連」 
客家童謠 
阿秋箭，阿秋吉 
上背阿婆做生日 
唔知愛普我去 
也唔分我去 
害我打扮兩三日 
客家諺語 
水打五更頭，行人無使愁 
未落雨先唱歌，有落嘛無多 
雷打冬，十個九欄九個空 
燒窯看火色，經驗自家測 
新詩 
夜合 
日時頭，毋想開花 
也沒必要開分人看 
臨暗，日落後山 
夜色媵山風湧來 
夜合 
佇客家人屋家庭院 
惦惦介打開自家介體香 
河洛人沒愛夜合 
嫌佢半夜正開鬼花魂 
暗微濛介田舍路上 
包著面介婦人家 
偷摘幾蕊夜合歸屋家 
勞碌命介客家婦人家 
老婢介命介客家婦人家 
沒閒到半夜 
正分老公鼻到香  
半夜 
老公捏散花瓣 



放滿妻仔圓身 
花香體香分毋清 
屋內屋背 
夜合 
花蕊全開  
背穀走相趜介細妹仔 
一九五０年左右 
窮苦年代介收成季節 
細人仔會去田坵撿穀串 
大人割忒禾仔 
大家坐佇田唇打嘴鼓 
有一擺 
細孻仔向細妹仔挑戰 
背穀袋走相趜 
我看到庄肚介一個細妹仔 
背著歸袋穀 
大矢窟煞猛搖 
兩隻硬撐介腳  拚命走 
 

八.客家詞彙 

a 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侍奉的是朝週揭陽縣境內的獨山，明山及巾山等三座山。依據「霖

田都三山國王顯靈史蹟」之記載：三山國王,原來是有三個山的山神,因為顯靈,有

過了庇民獲國的功績,而被朝廷封為護國公王的。這三座山,同是在廣東省潮州府

揭陽縣霖田都一處地方,即今之揭陽躲屬河婆地方。 

唐代,憲宗元和十四年,韓文公任潮州刺使之時,逢霪雨害稼,韓公憂心,率眾乃

禱于三山神,果然有應,韓公即以犧牲等祭品,併作文祭祀。到了宋朝,劉振據兩粵抗

命,開寶四年(九七一年),韓國公潘美奉旨提師南討,潮守王侍監,愬請山神助佑,天

果雷霆大作,風雨交襲,促賊兵大敗,南海告平。又宋太平興國四年(九七九年)太宗

率兵親征劉繼元,軍到大原城下,見有金甲神三人,操戈馳馬,飛往助陣,宋師大捷,凱

旋之夕,復見神於城上,雲中顯出旌旗,書曰：「潮州三山神」,所以上奏朝廷潮州揭

陽二山神之神助,即獲下詔賜封為： 

 

巾山為清化威德報國王 

   明山為助改明肅寧國王 

   獨山為惠威弘應豐國王 



早期客家人入墾的地方,建立不少奉祀三山國王的廟宇,例如彰化縣溪湖鎮的

「霖肇宮」,相傳是明萬曆年間所創建。同縣員林的廣安宮是明永曆年間所建:永

曆年間所創建的尚有高雄市楠梓區的三山國王廟、高雄縣橋頭的義安宮、屏東縣

九如的三山國王廟。此外,康熙乾隆年間以前所建的：臺中縣豐原萬順宮、沙鹿

保安宮、彰化縣員林廣寧宮、社頭鎮安宮、鹿港三山國王廟、埔心的霖興宮、霖

鳳宮。台南市三山國玉廟。屏東市林邊忠福宮、佳東千山公侯宮、國玉廟、車城

保安宮等。 

如上述,乾隆年代以前已經有這麼多三山國王廟之存在,正可證明客家居民

不少,且民有餘財,才會建立廟宇,由寺廟之建築與財產,可察知地方經濟之榮枯。這

個情形與﹁諸羅縣志」(嘉義縣志)漢俗考所載：「自下加冬至斗六門,客莊、漳泉

人相半......斗六以北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諸羅土曠,漢人間上草地.........

潮人尤多,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數百,號曰客莊﹂「凡流寓,客莊最多,漳泉次之,興

化福州又次之」。「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亦載：「臺自鄭氏擎內地數萬人來居茲

地,半閩之漳泉,粵之惠潮民﹂。可見乾隆早期以前來臺的漢人,客家人居半之情形

躍於文獻上,才會如此建立這麼多座早期的三山國王廟。 

有句成語:「有三山國王廟之地方,必定有客家人,沒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未必是沒

有客家人。」所以現今在被視為學佬人縣市的中南部：臺中縣、彰化縣、雲林縣、

嘉義縣、臺南縣等,都存在著多座三山國王廟,就是很多客家人在這等地方生活過

的痕跡,反之桃園縣,客家人的約略占半數之鉅,竟然沒有一座三山國玉廟之存

在。苗栗縣可以說客家人的縣份,但三山國王廟僅有四座,一座在苗栗市,一座在卓

蘭鎮,兩座在頭份鎮,廣大而且甚受「番害」威脅的公館;頭屋、大湖、獅潭、南庄

等地區,也沒有三山國王廟。新竹縣的湖口、新豐、竹北、新埔、關西等市鄉鎮,

就中新埔、關西二鎮曾經受「番害」熾烈的地方,也僅有一座三山國王廟在關西

鎮而已。 

   



      

 

 

  

b 土樓及圍樓 

     

    土樓是很特殊的建築，基本上是個封閉的巨大建築，也是個防禦及攻擊的單

位。現有的土樓分佈在閩西及粵北，特別是在梅嶺以南的始興縣，韶關等地區。

表面上，土樓是單一結構，內則從兩層到八層樓不等之建築。舉凡客家一般家居



內之主房，廊廳，堂廳以致於灶間廚房無不具全。外則有防禦之巧思及攻擊之箭

間。整體而言，外表示個堅固的建築體，而兼具了客家家居及防禦之措施。  

 

 圍樓則便建於閩西及廣東各界，其和土樓之區別在於土樓為單一之設施，

而圍樓則為幾個大建築建構而成的一體，建築才圍圍而漸，也是一個防禦

措施。圍樓其實不一定是客家人所居住，只要是依山偏遠之處，居民為了

防禦和協力合作之需要，都有圍樓的建築。 

 

 土樓和圍樓都可以在台灣的客家建築中，尋找到相似之圖形。我們先看看

圖片，再來逐一解說。  

 

    早期台灣南部的六堆客家人，聚落的建構有幾個特色。第一，講求集體防禦，

因此每個聚落四周幾乎都有城門或柵門，門上都有防禦功能很強的設施，也有便

於攻敵的閘口。現存於佳冬北柵門及西柵門最可透露這些集體防禦的訊息：門下

的通道狹窄逶迆，曲折如羊腸，變化如迷宮，頗見防守之巧思。 

    門上則有兩大閘口，進可做攻防之用，退可做佈線遠眺之能。至今仍然可從

耆老的口中，傳述著當年敵禦日軍之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睹物緬懷，如今還彷

彿能從柵門下想起當年先賢們苦心孤詣為守住柵內的生靈而日夜築門修工的辛

勞。美濃的東門樓，高大巍峨，結構堅固，可遠瞰千里，極盡構工之能事。遙想

當年，移巨石，搬大木，鑄高牆，流血流汗，也只不過為了一家的安危，舉族的

存續而已。由這些城門、柵口顯示：客家人內心的恐懼與不安，也可見客家人漂

泊在外的奮鬥過程，的確必須有過人的堅持與耐力，才能護守著每個微小無助的

生命。 

    客家聚落的第二個特色是外圍防禦，內圈也防禦。聚落與聚落之間，雖然稟

持互助相幫的默契與認知，但彼此之間的互信也非常脆弱，這可從聚落與聚落之

間，也講求界線分明，儼然也是敵我有分看得出來。通常聚落與聚落之間也有簡



單的防禦工事，不是隆起的土牆，就是錯落的巨石，最低限度是叢叢的刺竹或大

片的布薑樹。聚落之首通常是開莊伯公或福德正神，這是客家人迄今仍然虔拜的

神祇，也是客家人宗教上最大的特色。 

    聚落之尾是祖先的墳場，開莊伯公和祖先墳場都被認為兼具守護及宗教的信

仰，而守護的意義又大於宗教的成分。這也充分說明客家人內心的患得患失，因

為他們所住之處，遠離人群，四周不是寂靜的荒山，雜以陣陣的狼哮及獸嚎，就

是異族敵人，隨時都可能傾巢而出，大舉來犯。為了生存，為了延續香火，客族

先賢之所以層層防守，處處提防，也是有其歷史背景。 

    客家聚落的第三個特色是：房舍之建築，大都是依山面水，主要的通道穿莊

而過。通道也是九曲十八拐，彎道之內還有彎道，終於每條通道僅止於個人挨身

而過才止。家家戶戶背者通道，依者姓氏血緣，築成ㄇ字形的夥房。大門小而窄，

兩旁的石牆或土磚則高且壯觀。門通常不面向大道或通道，而是面向碑塘或圳

溝，昔日國小教科書內的「我家門前有小河」就是典型的客家人居家寫照。 

    這點也是客家人和閩南人最大的不同之處，因為閩南人的家門通常是面對著

馬路。其實，前面所述也是延續客家人的防禦心態，門不向馬路，為的正是怕敵

人來攻時，首當其衝。 

 

 



【圍樓】 

  

 

  



   

 

 



 

 

  

屏東客家文物館 

 

c 五星石 

 五星石又稱為「五行石」，是依據金，木，水，土，火等五行而設置的石

頭，其顏色形狀和五行的分配為： 



       金   木    水     火    土 

 顏色  白   綠    黑     紅    黃 

 形狀  圓   直  波浪形  尖形  方形 

 

 

 



 

其實也有各種不同的說法。有人說，客家人在屋宇建至之前，

其主要目的是用來避邪，並確定方位。不過，現存常

 

五星石的設置 

    五星石的設置，

會先以五星石在四方定位，

見的五星石大都設在正廳之後的化台上。有人因此認為：五星石的目的其實是在

定置五行，藉基石以求土生金，今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的期許，世世

興旺，常傳後代。 

五星石的排列 

    從前面的相片實作之中，可以看出五星石的排列並沒有定則，只要是具有五

行之象，依據居家的方為及風水，作各種可行的排列即可。 

    其實，五星石的設置，只是客家大家庭及富戶的傳言，可能和富有之家期望

用遠富庶，長傳子孫。然而，富不過三代幾乎已經為華夏民族之共同認定。五星

石的設置反映了富庶之家的多重憂慮。 

 

 

d 冬戲 

    客家人在秋收之後，一年的辛勤耕耘到了一個段落，也是應該歇息歇息的時

候，這時有感於天年的關顧及老天的垂憐，終於有了小小的收成。於是農人趁此

良機，舉辦大拜拜，一者感謝上天，一者為自己一年的勞動作慰勞，稱為完福，

其實就是慶祝秋收的意義。 

    北部客家人一直擁有劇團，多奔於廟口及廣場之間，無非是為了餬口。於是

有人藉完福之便，也請劇團上演一些有關祈福方面的戲劇，稱為冬戲，又叫做「做

收冬戲」 或「做平安戲」。沒想到演久了，成了一地的文化活動，也成為北部客

家人的特點。 

 

收冬戲的時間？ 

    大概在農曆十月過後，農田的秋收告一個段落，大家也比較有心情從事薔稼



之外的雜事，於是沿襲往日的節慶活動及寺廟團體，共同進行完福，並延請劇團

上演相關劇碼。所以，收冬戲的時間一如南部課即在做完福的時候，約在農曆的

十月之後。 

 

冬戲的既往 

    在農村時代，冬戲是一年的大事，也是許多父老有機會和小孩共同看戲的時

間，幾乎所有的客家人都很珍惜冬戲，當時所請來表演的劇團，除了客家大戲之

外，還會請閩南的歌仔戲，當然山歌會串也是常見的情況。總之，各種表演團體

莫不利用機會，好好把他們一年所學，在眾神之前展現他們的努力。 

 

 

客家劇的簡歷 

    客家戲劇，一如閩南的歌仔戲，深受中國戲曲發展的影響。 

    依據黃新穎「台灣的客家戲」 ，客家人今所稱的「福路」和「西路」，兩者

皆屬板腔體。野台最常唱的客家曲調為平板，山歌仔次之，其他山歌、小調也會

摻雜使用，以本嗓演唱，較常唱的曲調有：（瓜子仁）、（剪剪花）、（十二月古人）、



（洗手巾）、（十八摸）、（初朝歌）、（桃花開）、（賣酒歌）、（思戀歌）、（五更歌）、

（撐船歌）等等；（送郎）、（打海棠）、（苦力娘）、（陳士雲）、（挑擔歌）、（上山

採茶）等歌較少唱，用此創詞也不容易；老式山歌很難唱，也不討好，在野台並

不使用；高、屏地區的客家曲調，基本上也不使用。 

 

客家戲的定場話或詩 

 舉「榮興客家採茶劇團」為例： 

 曾先枝：「十年河東轉河西，莫笑窮人穿破衣；十年窗下無人問，一舉成

名天下知。」老漢混世魔王程咬金 …….. 

 傅明乃：「來到朝堂下，隨開牡丹花；端帽朝天子，執笏眾卿家。」吾乃

薛丁山 ……. 

 劉玉鶯：「雙扇龍門單扇開，後宮三千入門來，未央宮中著珠紗，袞龍袍

上繡丹花；藍田玉帶朝北斗，話說萬民第一家。」寡人……. 

 (「 榮興」，日戲：《姑嫂奪帥》，楊梅埔心瑞塘里福神宮，民國八十五年

十一月十日) 

客家戲的酬謝話 

    各位觀眾先生，大家午安！這下（現在）藉這一瞬間的時間來報按（這麼）

多的先生，分本團按多，按大包的金錢，這下一一來向大眾報告：XXX 小姐向

本團賞金一大封，XXX 先生向本團賞金一封，XXX 先生向本團賞金一封，XXX

先生亦係(是)賞金一封、里長伯 XXX 先生向本團賞金一封；每次來這位(裡)，就

賞金按大，這次又還更大。 

 

酬謝話之另一例 

 (我)代表團長，在台前十二萬分的致謝，相信恩裡(我們)的伯公、伯婆(土

地公、土地婆)；本宮的真神，聖靈的聖感，在那爐下善男信女在庇祐之

下，能納百福、萬事如意、福星高照，分你(給)出外作頭路(工作)一定鴻

圖大展；作生理(意)者分你拋磚引玉、鴻圖大展；萬商雲集，賺大錢，闔

家平安。謝謝！(放鞭炮) 

 (「榮興客家採茶劇團」，民國八十五年十一月十日，日戲：《姑嫂奪帥》，

楊梅埔心瑞塘里土地廟，曾先枝) 

 

冬戲和客家戲 

 客家戲起始於山歌對唱，繼而增加了一些對話，並從閩南歌仔戲及其他中

國戲曲如崑曲，豫劇，京戲等登吸取養分，進而發展出小而美的「三角採

茶戲」，多以一旦一生一丑，或兩旦一生，或兩丑一旦等三個角色，多以

插科打諢為主，因為當時主要是要娛樂觀眾。 

 逐漸發展後，才有了「客家大戲」的出現。但是，細究客家大戲的內容或

唱腔，除了加入一些山歌的曲名及調名之外，動作及內容大抵都是沿用歌



仔戲。 

 

常見的戲碼 

 扮仙戲：三仙會，醉八仙，醉仙，壽仙，天官賜福，嬏桃會，八仙過海 

 正戲：陳三五娘，梁山伯與祝英台，李旦見鳳嬌，薛仁貴征東，秦瓊賣碼 

 普渡戲：目連救母，鍾傀 

 

e 石獅 

    客家石獅現存於屏東縣的廣福村，共有兩座：一座是新的，位於廣興村通往

廣福村的入口，另一座舊的放在村中間的三山國王廟口。舊的石師本來是唯一的

一座，後來由於洪水把整個村莊攔腰衝斷，使大陸關變成今天的廣福和廣興兩個

村莊。舊石獅埋入了河底，於是在村口設立一座新的石師。後來，經過長期的河

水沖刷，舊石獅又再度被發現，挖掘出來之後，就把舊石獅放在廟口。  

 

石獅的設立 

    石獅的設立，因於一個傳說。原來廣興村三面環，水一面環山，風景秀麗，

但是和隔壁的原住民常因水源的爭執而戰鬥。約在一百多年前，據說村人在入口

處建了石獅，做為護衛之神。而石獅也真的很負責任，每有原住民來竊取水源或

無端來攻時，石獅都會先吼叫，使村民有所準備。 

    原住民朋友後來轉轉打聽，才知道師時的厲害，於是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奇襲

之中，派了幾位勇士，帶了石丁、鑿鏨之類的器具，摸黑進入廣興村把石獅釘死。

當時，只聽一聲尖叫怒犼，之後的石師再也不會以聲音示警了。廣興村民為了懷

念石獅的貢獻，遂日夜皆以供拜，成為地方的守護神。 

    石獅內計放有：黑布七丈，黑烏鴉標本一個，紅絲帶七丈，客家龜粄七塊。

據說這些都是為了讓石獅能再度呼吸，做為村莊的守護。  

  



 

  

 

f 伯公 

    客家地區莊莊都有至少兩座伯公，莊前一座，莊尾一座。伯公的典範是巨大

的榕樹或樟樹之下，供著巨大的石碑，上刻「福得正神」，後書「某某莊子弟立」，

如此簡單明瞭，如此樸素純淨。客家的伯公和閩南莊的土地公不同，前者不但肩

負該村莊的安危，村人的福祉，遠景及子弟的前途，更承擔了客家人日常生活的

信仰。因此有「開基伯公」、「莊頭伯公」、「榕樹伯公」、「立橋伯公」等等。閩南

莊的土地公和客家的土地龍神或有應公頗為類似，都是負責該地地理或土地開發

的保佑。 

   



伯公生 

    農曆二月二日和八月二日 

   

早期的伯公 

    伯公精神在在顯示客家人安土好逸的心態，也呈現了客家人堅吝的個性，每

年收成之時，家家挑一小擔祭品，祈求收成良好。給的少而要求的多，是為客家

人奉侍伯公的例行心態。  

  瀰濃庄里社真宮 龍肚庄里社真宮 九芎林莊里社真宮 

 

 

 

 

 

 

 

 

 

 

 

 

 

 

 

 

 

 

 

 

美濃三座里社真宮埤記 

 

碑石     承天資化育 

里社真官神位 

    配地福無疆 

龍莊 

里社真宮香座 

水口 

廣 

庄  水土里社貞官

位 

福 

內幅聯 里社千年盛； 

真官萬事興。 

里社民安口渥； 

社郊物阜沐恩。 

里居千載盛； 

社立萬民安。 



外幅聯 四時沾德澤； 

一帶沐神庥。 

社民有慶樂昇平 四民俱感德； 

萬幸沐沾恩。 

伯公樹 龍柏(光復後植，原

為龍眼、楊桃) 

龍眼(已砍伐) 芒果(已砍伐) 

 

 
現在的伯公 

  



  

  

  



  

  
 

g 完福 

    客家完福，又稱為「還福」或「祈福」，是客家地區極為重視的年底重頭戲。

形式及日期依據各地之風俗而不同，但意義和習俗則大抵相類。依據習俗，客家

人於每年農曆十月到十一月之間，則一吉日，做完福之儀式。完福主要是用已感

謝上蒼及神明過去一年來的協助使各家之農作羹蒔得以順利完成，即使有某家因

為時運不濟，無法有好的收成，也藉機會像各神明祈禱懺悔，並希望來年有更好

的收成。家有添丁者，也利用此機會做新丁粄(以米為主，印有受福祈祥之字樣)，

酬神及感謝左右鄰居的幫忙協助。 

    由於所費不資，參與人員又是全村種動員，因此完福儀式非成正視而繁瑣。

一般禮俗，先由跌茭請神明(有些村子以伯公為主，有些則依據三山國王或當地



奉侍之神明)選出「爐主」，再組成委員會， 訂定日期及儀式，然後公告。完福

之前，先搭一棚，供各家盧列奉祭之菓品或三牲，主祭者都以全豬及大米龜板為

主要祭品。熱鬧者還請八音團進駐，依請神、進燈、祭拜、祈福、尾音等步驟逐  

一演奏，另方面司儀還以起揚頓挫之語音，宣布進行之工作。 

    通常祭拜儀式要一整個晚上，從入夜起始，每間隔一段時間，進行一樣儀式，

而來自各方的信男信女則依據自己適合的時間來參與祭拜。因此，整個完福儀式

要大第二天清晨才完成。這時，吹號角，放煙火，然鞭炮，重八音齊奏，小孩大

人紛紛搶到神桌前，分祭品分牲體，其樂洋洋，頗有大家同享幸福之況味。 

 

 

 

 

 

  



 

 

完福在南北差異 

    客家人共同的文化特色就是對於大自然或天公的感恩心態，這點南北差別不

大，甚至於在大陸地區也還有相同的儀式。但是以完福而言，台灣南北的客家人

在形式上還是有所區別。北部客家人都以「收冬戲」或「冬戲」，但南部客家人

卻沒有冬戲的習俗。顯然，南部客家人比較沒有戲曲享受的觀念。 

 

 

 



h 攻炮城 

    攻炮城是難部地區客家人，特別是萬巒及內埔地區的客家人，共同得習俗。

每年上元節，當地客家人把昔日在家鄉防守及攻擊的伎倆移到節慶的玩耍之上。 

    昔日客家人，由於比鄰原住民，多有被攻擊或威脅的恐懼，因此客家人的居

家設置多以防禦為主要的考量。這種生活環境衍生出站在水中央洗衣的風俗，也

迫使客家人有夥房聚居的觀念。 

攻擊伎倆和節慶 

    昔日客家人在生活之中，由長期的防禦觀念培育了攻堅技巧，特別是在射擊

的準確度上，更是有所要求。攻擊的準確度必須有賴於日常的應用及練習，唯有

把這種攻擊伎倆化入生活之中，才能使年輕人投入。於是，有智慧的先賢遂想出

了節慶競逐上的需求。這家是攻炮城的由來。 

    要怎樣才能把準度練習移入生活呢？ 

攻炮城活動 

    要練習準度，必須要求精益求精。而攻炮城的玩法主要就是在空地上，立一

個高高的桿子，在桿子頂端放置一個空盒子，四面都有個洞。玩者必須把點燃的

爆竹，投入盒子的洞內，使爆竹在盒子內部引爆，使盒子被爆竹炸成裂片，四散

飛揚，在空中形成一片火花。由於攻擊者很多，每人都有無限次的爆竹投擲動作，

贏者在於能否擊中盒子，引燃爆竹。因此，頗能引起年輕人的學習動機。 

現代攻炮城 

    時到現代，可以玩的東西，從各式各樣的玩具到各種電動遊戲，無不出陳推

新，因此年輕人很難再對攻炮城有興趣。尤其是，攻炮城雖人好玩，命中率卻不

高，常常丟了半天，還是沒有人可以成功進入炮城，兼以現代客家子弟，已經沒

有了防禦的使命感，使這項活動更加提不起年輕人的興趣。 

    現在，只有在客家大型活動之中，才有機會看見攻炮城的活動，通常也是觀

者多於參賽者，使這項節目更加寂寥。 

  
 



反省 

    面對像攻炮城之類的客家文化活動，很多人嘆息，也很多人認為應該加強溝

通及交流，使年輕人來參與客家文化活動。但是，想想，攻炮城的背景已經消失，

這中活動的使命及動機也已經不在，我們是否還需要呼籲年輕人來參與這種活動

呢？這實在是應該可以思考的問題。 

    某方面來講，攻炮城很危險，萬一把爆竹丟錯了方向或失了準頭，在空間狹

小的現在，有時還可能釀成火災。 

 

i 李文古相聲 

李文古的故事 

    海峽兩岸的客家人都有李文古的故事，敘述一位孤苦但機警的的小孩，一生

說謊無數，為的只是求在夾縫中求取基本的生存。由於所作所為，頗失人性應有

的規範及倫常，很多人認為李文古過於叼鑽，有害天理，所以無後也無法善終。

但這只是片面的論評，在客家聚落之中，父老對於李文古的許多做為還是津津樂

道。 

軼事 

 1. 屠殺老師的黑狗 

 2. 為長短腳姑娘和瞎一眼之男人做媒 

 3. 幫叔叔取妾 

聆聽一段李文光的李文古 

    風行於台灣南部客家電台幾十年，迄今還是為人所樂道的李文古故事其實是

家住萬巒的李文光先生和呂金守先生的共同作品，這是一種具有多面性的廣播

劇，一方面重新闡述了李文古的故事內涵，一方面把客家山歌及流行於日本或國

內的流行歌曲以客家話來翻唱，頗有創新的功勞。他們對於客家歌曲的重新賦予

新意，的確很有貢獻。 

後面一段是他們的製作中，頗有意義的一小段。 

  地理師：等那唯 噢茅山埃埃埃。 

  文 古：埃地理先生哦吼，你今甭（今天）日麼個風。 

  地理師：ㄟㄟㄟ麻介風阿，你這支金瓜寮，捱耶羅盤要甘你賠耶ˊ。 

  文 古：哈、麻介意思愛敢捱賠呢。 

  地理師：埃！埃！埃！分你唆唆慫慫，羅盤嘟丟掉了看那你愛樣耶同捱講。 

  文 古：哼、唉、做媒人又唔係包你宮賴耶（生孩子）ㄟ哩！你係過客氣        

          兜也，冇的確，捱茅山會帶你來去看 得哩。 

  地理師：欸！有影係麻。 

  文 古：日頭一出奈這係，仰會冇影子呢。 

  地理師：唔！價就按呢，來去分捱請，才同捱講好喂茅山。 

  文 古：冇有昧係好！打幫你哦！按好禮啦，價冇你覺到按隨便就請得到  



          我嗎？ 

  地理師：價係、來去、捱請你 講好唯。 

  文 古：價怕唔好，壞勢。 文古 哈── 

  地理師：唔會來去哪 

 歌唱 

文 古：（唱）捱就係專門看地理的人，人人喊捱茅山先生，看到佢對我按好，     

        冇去分伊請也壞勢，不過佢對捱差唔多，所以捱要來同伊尋一個冇人葬  

        的地跡，分伊去葬呦。 

李文光和李文古 

    李文光先生做了李文古的故事之後，其實還有一把客家話帶入流行歌曲，可

惜當時能欣賞的人不多，所灌製的錄音帶並沒有很好的銷路，使客家流行歌曲在

比較上遠遠慢了閩南語將近三十年。 

 

j 忠義祠 

    康熙六十年，朱一貴起兵亂台灣，威脅到六堆地區的生存。六堆先民為保護

家鄉，防止亂賊打家劫舍、濫殺無辜，六堆十三大庄、六十四小庄，各派代表集

會，商量大計。會中公推李公直三為大總理，侯公觀德為軍師，組織「六堆義民

團」，建營固守。下淡水一戰，挫敗了朱一貴部眾，加速了朱一貴的全面崩潰。

事後，清廷認為六堆人士是守土義民，平亂有功，頒聖旨表揚並御筆親書「懷忠」

二字，給六堆人士，又由閩浙總督覺羅滿保，為六堆興建「忠義亭」，祭祀平亂

戰役的英靈，以表揚他們的忠勇義烈，這就是六堆「忠義亭」的由來。  

忠義詞和六堆客家人 

 也是由於朱一貴事變，南部地區的客家人組織了六個隊伍加入保鄉衛土的

行列，後來這些客家人遂沿襲當時的稱謂及功能，成立了六堆客家人： 

 前堆：長治，麟洛 

 後堆：內埔 

 左堆：新埤，佳冬 

 右堆：美濃，杉林，六龜，高樹 

 先鋒堆：萬巒 

 中堆：竹田 

 

 

 

 

 

 

 



六堆的地理分布圖 

                   

  



  

 

忠義詞和義民廟 

 忠義詞是南部客家人的中心，每年的忠義詞有春秋兩祭，這和北部義民廟

的拜祭方式並不完全相同。 

 忠義詞並不是廟，雖有忠靈，卻沒有成為一種信仰，這和北部客家的義民

廟也不相同。 

 忠義詞只有一座，位於竹田西勢，並不像北部的義民廟，各地都有。 

k 東方美人茶 

    行入北埔老街，稠稠的客家味迎面飄來，粽香、油蔥香、柿餅香，各香各味，

散那在舊舊介街仔上，盡像頭擺阿婆介灶下。但係講到北埔名產，還係最有名介

東方美人茶。 

   原來北埔地勢高，天氣清涼，水土又好，種出來介茶葉特別有味趣。當地製

茶師傅講究方法，完全人工採茶，淨摘一心兩葉介嫩心，精心烘焙，使茶一出爐，

就滿室芬芳，久久不散。用八十度左右介燒水來泡，茶色金黃，清澈透明，茶香

芳郁，周圍十里可聞。一入口，頰齒生津，透心舒爽。日本時代，有人進供天皇，

太子妃特別欣賞，故所安到東方美人茶。 

又名：膨風茶 

    聽講頭擺有人在淡水港口等船，閒閒泡一壺東方美人茶，茶香引來了一介日

本人，佢用二十斤黃金來買二十斤茶。這介人就請轎仔一路從淡水扛歸北埔，堵

到人就講佢賣茶介經驗，當時無人相信，攏姥到佢膨風，故所東方美人茶也安到

膨風茶。 



    秋下介北埔，西風涼爽，百花紛開，坐啊在廟前介禾埕上，琳一杯東方美人

茶，看來往人潮，係人生最大享受。 

 

 
 

  

 

 

  



l 門簾 

    客家門簾是竹做的橫條細紋簾子，通常還有手工圖繪，外表顯得樸實輕巧。

以前，客家幾乎每家門扉之前，都掛有門簾，一者隔離內外，使客家婦女在長期

辛勞工作之後，能一入門簾，排開千萬雜事，享受片刻的安寧。再者，客家門簾

還兼具戶饔之美，以對應簾上的「清風」、「明月」，充滿了客家人自我的期許。

客家小孩出入都必須推簾，養成內外之別的觀念，也養成敬愛父母的情懷。  

    只要是客家子弟，每置新家，必先想起門簾。即使到了現代，門簾已經成為

夕陽工業，有時要尋找一戶門簾還很有點困難，然而客家人還是心中充滿了對門

簾的憧憬及記憶，千方百計地找出門簾的製作者，使新家能以門簾帶來客家文化

濃濃的情懷，恰如普魯斯特的「追憶似水情懷」中的食物味道，客家門簾已經烙

印在客家人心房的某個角落。  

  

 



m 客家美食-板類 

 

 

 

 

客家美食-萬巒豬腳 

 

 



 

 

n 客家諺語 

1.求官不到，秀才還在 

    古代的讀書人，唯一的夢想，就是榮登金榜，以便出人頭地，衣錦還鄉。

這個夢，使許多學子安於寒窗十年的磨練，而事實上，只有少數人能完全實

現平步青雲的美夢。 

    秀才在科舉時代，已是中等身分，至少已考過貢生，又中了鄉試，正往

當官的路上衝刺。只要有考過會試，中了進士，就有小縣令可做。「求官不到，

秀才還在」就是：即使無法謀到一官半職，也無損，因為至少還存有秀才的

身分啊！但若不進考場試試運氣，就完全不可能中進士。俗云：「自古沒有場

外的狀元」，只要入場考試，就有一份希望。退一步說，即使不中，也仍然保

有秀才身份，無損於己。  

   「求官不到，秀才還在」延伸之意：把握任何機會，不要怕嘗試。胡適說：

「自古成功在嘗試」，即使是嘗試性的起步，也終有達到的一天；但如果不去

嘗試，則就自絕於成功之門。  

   「一枝草一點露」，悠悠眾生於各行各業中，必有一個屬於您的事業或職

業。因此初入社會，不宜妄自菲薄。從現在起，就停下本文，立刻去試一個

您認為可以得到的機會，終究它會是您的。  

2.把戲撮打鑼 人不倒 

    電視駕臨我們的生活以前，常有一團遊走江湖的藝人，少則兩位，多者

十幾位，到各小村落，一邊賣力地演出戲一邊沿場兜售各種貨品。客家話把

這種活動叫做「撮把戲」。「撮」唸 ts＇ok，含有哄騙的意味。 

    幾乎所有「撮把戲」的團，都有一位專司打鑼的人。他在賣藝之前，沿

街敲鑼叫嚷：「今暗晡在某某地方有撮把戲！請大家吃飽飯後，光臨某某地



方。」打鑼人在賣藝中間，也扮演了吃重的角色，因為藝中人講話或說唱期

間，其抑揚頓挫，亟需要鑼聲的配合，所以打鑼人必需暸解戲裡的每個動作，

否則就會穿梆。  

    「把戲撮打鑼人不倒」，意即撮把戲裡的所有花樣、技術，都瞞不了打鑼

的人，因為他也是內行人。平常言談中，這句諺語便意味著：我也是內行人，

少用哄人的伎倆來耍我；或者說：少來那套，我早就是其中「先覺」了。 

    在左營服役期間，有時大票人，相約逛後街。左營後街除了閃爍的霓紅

燈外，還有很多擺棋的郎中，他們在路旁擺了一個殘局，任由顧客選紅黑，

一局輸贏伍拾元。有一回技癢，連殺了三盤，待要下第四盤其時，該郎中突

然說：「把戲撮打鑼人不倒，您還是就此打住吧！」聽這個熟悉的諺語，我還

感動地把一百伍拾元還他呢！  

3.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陌生人，到了一個村莊，想找個人理髮。村     

   裡只有兩家理髮店。當這個陌生人，到了第一家理髮店時，發現那個理髮師    

   的頭髮簡直像狗啃過的，忽長忽短，此起彼落；他於是走到第二家理髮店，   

   發現該理髮師的頭，理得很整齊。於是陌生人就走回第一家理髮廳，坐下來 

   接受理髮。為什麼他要走回第一間理髮店呢？因為理髮師是不能理自己的頭 

   髮的。由第一間店裡的師傅的頭髮之亂七八糟，他知道第二間理髮店的師傅， 

   手術奇差，所以他折回第一家理髮店。  

   「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就是說，斧頭雖利，卻只能替別的斧頭服務，

絕不可能用來削自己的柄。有很多情況，自己反而不能分享自己的優點，而

必須像蠟燭一樣，燃燒自己，照亮別人。 

    譬如說，一位卓越的外科醫師長了惡性瘤，儘管他醫術多精湛，技術多

純熟，他也不能替自己操刀，必須把生命委諸他人。這種情況，就是「斧頭

自家，削唔得自家柄」的最佳寫照。 

   「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另方面也隱含：自己的優點，或者是自己的

才能，所做的善事，不必自己吹捧誇耀，「善名唔麼（不要）由自家起」由別

人處傳揚起來的善名，才是真實的。 

4.富人讀書，窮人養豬  

    「養」這裡要唸 hiuk，與一般「養」字讀法不同。「富人讀書，窮人養豬」，

也採「書」(su)「豬」(tsu)相互押韻。其含意可從積極與消極方面來看： 

    積極方面而言，「富人」已有了財富，不需要再為三餐奔波，因此富者追

求的下一步就是貴，宋徽宗說：「富者因書而貴」，讀書是使富者登上顯貴之

路，因此富者要讀書。另方面，窮人三餐自顧不暇，所做所為就是為增加財

富著想。古時農業社會，養豬對一般窮人，一則可以儲蓄，再則可以增加收

入，是家家必做的副業。  

    消極方面而言，富人閑暇較多，讀書消遣，可以吟哦、可以與古人共遊，

未嘗不是個增加生活情趣的方式。而窮人既無法識字唸書，稍有閑暇，看看



豬的生長，撫撫豬背，一方面可以夢想遠景，另方面與豬建立情感。養豬的

確就是窮人生活的一部份。 

    如今教育逐漸普及，一般家長均能供子弟上學唸書，時空易位之下，許

多富家子弟，反而在茶來伸手飯來張口的優裕生活中，失去讀書的耐性。而

貧家子弟，刻苦耐勞，反而能用功讀書。尤其是客家子弟，一般都住在生活

條件較差的山丘上，自然環境使他們的體魄更加強壯，精神更加淬勵奮發，

上進的意志也更加堅定。這些條件使窮人子弟書讀得更好，更能發揮又耕又

讀的客家精神。  

5.無過六十六‧莫笑人勞碌  

   「無」在這裡要讀 mo，有些人也用 man（還沒有）。「莫」讀 mok，「不要」

的意思。「無過六十六，莫笑人勞碌」就是說，如果我們的年紀還沒有過六十

六歲，最好不要輕易取笑別人勞碌命。本諺取「六」liuk 與「碌」luk 做尾韻，

旨在求押韻的工整。 

    

    六十六歲是一段公務人員退休的年齡，農家莊稼漢固然沒有所謂退休的

觀念，但到了六十六歲，大多數的莊稼漢已做了祖父。實際下田耕作的需要，

已經大大地減少。而且以前的農家觀念，主要是養兒防老，所以六十六歲變

成一個分水嶺：之前必須勞力穡稼，粒粒皆辛苦。六十六歲之後，則可以休

閒清心，含飴弄孫，不再為生活奔波，為生計愁苦。  

    然則命由天成，有些人即使到了七十歲，仍然要捱風吹雨打之苦，躬身

扶犁，一畦一畦地犁田，一株一株地插秧。即使面龐的皺紋已深，膚色已黑，

也沒法休息。這種勞碌命，半由天成，半因自起，恁誰也無法預測的。有人

兒女成群，指望能早日功成身退，卻因兒女不肖，不願與田為伍；也有人半

生坎坷，租田而耕，後來卻因後代勤奮出息，使自己免受風雨之苦。 

    所以說，一個人是否勞碌，至少要到六十六歲才見真章，切莫因某人一

時困頓，而加以冷嘲熱諷。  

6.上不過眉，下不過膝  

   「眉」指眉毛，「膝」指膝蓋，都是人體部位裡，說高也不高，說低也不

見得低的地方，「上不過眉，下不過膝」就是說高不成，低不就的半調子。 

    挑過水的人，相信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半桶水比滿桶的水，還容易外

溢。半深淺的河灘，容易有水濺，深淵則不易起波紋。人也如此，學問見解

自成一家的人，往往顯得更冷靜，更沉著，不輕易批評別人。倒是半調子才

可怕，東懂一點，西通半分，拉雜而談，侃侃而言，彷彿上通天文、下通地

理，宇宙之間，無所不知，無所不曉，但究其實際，無非是膚淺的普通常識

而已。  

   「上不過眉，下不過膝」的論調，也有人取之與「中庸」之道混為一談。

「中庸」的初衷，在不偏不倚，不會太過也不會不及，取其中以適之。但中

庸之道，行之愈久，愈見其不負責任。為學做人處世，套一句柏楊的話，都



在「和稀泥」而已矣。 

    中庸之道，使我們為學不求極致，不狠下功夫，始終處在「上不過眉，

下不過膝」的狀態之中。這種心態，其實普遍瀰漫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

面，使我們的改革無法快速，始終擠不進已開發的世界裡。 

7.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  

        杜斯妥世夫斯基，是俄國有名的小說家。他曾經索枯肚腸，想創造一個   

   完美無暇，正直剛阿的人物，後來一直寫，終於把他寫成「白痴」，這就是麥 

   什金公爺，也就是「白痴」一書的主翁。人世上，「一粒米可飼百種人」可就 

   沒有正直的人。自古正直之士，只存於三代以前，或是者是祭文的追悼中。 

   前者純屬渺遠的虛構，為了某種典範而創造，有教育之意：後者則往者已矣， 

   只有追思歎息罷了！所以杜斯妥也夫斯能從白痴中，創造正直之人，已然非 

   易！  

   「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就是一種警戒。一方面訓示我們「正直」之

難為，雖極盡心向善，時時有正直之念，猶有未及之處。因此，行善待人，

千萬不可以稍停，必須自強不息，懈怠不得。 

    另方面則在教導我們涉世未深者，多瞭解人性，縱然人性非惡，可是初

涉也，也絕不可太信任裡面的正直，必須「聽其所言，查其所由」，縝密細思，

畢竟世上正直之士太少了。 

   「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並非全然地否定人性，而是一種出自深愛的

諄諄教誨。如今社會暴力日多，緬懷先賢之古諺，更加感觸良深。 

8.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  

       從前，農家施肥，用的是水肥，也就是豬糞，尿以及丟坑內的大小便等     

   混合而成的自然有機肥，只要不小心，就可能沾得滿身臭味：即使很小心，  

   也可能染得臭氣沖天，因此施肥是我最怕的差事，偏偏我爸爸就喜歡讓我幹 

   這個差事，他的理由是：挑過幾桶水肥，才叫親身體驗農人的滋味。而且， 

   他說：「耕心唔驚屎，不好好讀書就得好好耕種，挑幾擔屎尿，怕什麼？」 

       「唔」客家話唸做 m，是個鼻聲韻母，意思就是「不」。「唔驚」就是「不  

   怕」。「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就是說耕田的人，不要怕屎怕尿，因為施 

   肥是農作中極重要的一部份；而當兵的人，其目標就是保國衛民，所以不可 

   以怕死。其中，「屎」和「死」客家話都唸 si，含相同的韻母，也就是彼此押 

   韻。  

   「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延伸之意就是：三百六十行，每行都有其立

足生存的條件。因此，想當外科醫生，就不可以怕血，怕死人。想當民意代

表，就不能怕替人民服務、跑腿；怕替百姓謀福利。想做研究，當教授、就

必須忍住斗室內的孤寂。 

    後來，我出外唸書，偶有怠情之意，就到常校後面農田間的埂道上走一

走，或靜觀埋首耕作的農夫，或親手撫摸兩傍的稻禾，一面遙想家鄉的父親

與水肥，倦怠之意於是煙消雲散。「讀書唔麼(不要)驚苦！」  



9.富在深山有遠親 窮在隔壁無近鄰  

       唐人小說裡的杜子春，繼承了龐大的家產，日日揮霍，於是朋友甚夥， 

   親戚更多，因為只要有人上門，攀沾關係，即使五代未曾來往，也一樣受到 

   優厚的禮遇，或可得不小的紅包，有吃有住，還有零錢可以花用，何樂而不 

   為！等到千金散盡，家產變賣一空時，朋友散了，近親骨肉也立刻劃清界線， 

   這時的杜子春才知道世態炎涼，忍不住大呼「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隔壁無 

   近鄰」。  

    社會越重名利，百性就越勢利，特別是在安和富庶的時代裡，承平日久，

危機意識淡泊，大家不約而同地互比財富。有唐一代，是中國歷史上的黃金

時代，由杜子春一文可看出當時的勢利情形。現在的台灣，就每人平均收入

而言，比唐代高出很多，於是勢利的觀念也就益加濃厚。  

    現代的杜子春，不知有多少，尤其是在股市狂飆狂落的這幾年，就可看

出短短一生的縮影了。朋友某，集資數萬，投資股市，短短三年間，疊積上

億財富，於是親朋畢集，夜夜笙歌，香檳成林、XO 成池。可惜好景不過一年，

如今債務纏身，人人避之唯恐不及，這就是「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隔壁無

近鄰」的最佳寫照。 

       客家先賢的古諺，當然不是鼓勵大家要勢利眼，一切向錢看，而是：醍     

   醐灌頂，勸戒我們把握貧富的分際，同時不可隨俗附和勢利。  

10.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  

    年初，父親他們五兄弟，齊心一力地把舊有的宅第拆除，準備蓋新屋。

因此，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家當，暫時挪移到一間逼仄仄的儲藏室裡，連人也

只好委身其中。由於搬家，太過匆促，而且儲藏室實在窄，為求一時方便，

竟把媽媽的嫁粧－那個古色古香的床－的床頭，弄壞了。 

    我心中不忍，連呼可惜，這時媽媽才幽幽地說：「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

穀，沒什麼可惜的」。  

   「跌」客家話讀成 tet，入聲，是「丟掉」的意思。「屋」唸成 vuk，「穀」

唸 kuk，求其押韻。「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的意思就是說：搬家時，常

常把有用的東西拋，其價值與一籮穀的價錢相等。客家人在歷史上有五次大

的遷移，飽受搬家之苦，因此從實際生活中，領悟一動不如一靜的妙處。每

次搬家，就要丟掉一些原本可用的東西，實在心疼，然而客家人在歷史上的

輾轉移徙，實在有不得已的苦衷：不是避亂就是想尋找更宜於生存的空間。 

   「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固然可以反映客家人害怕搬家的心態，另方

面卻足以表現客族在五次大遷移中的堅毅果敢，如此一想，就會更加領悟這

個諺語的意思。  

11.本村鳥，隔村打  

    自古先知和聖賢都是先得到外人的認可，宣揚，而後才贏得本地的尊奉，

進而引以為榮。就以孔子為例吧，至聖先師的諸多理念，從政治到教育，無

不見棄於魯國，終於迫使孔子周遊列國，到處兜售其理想。後來儒家思想為



顯學時，山東一帶才開始建孔廟，奉孔子為聖。耶穌的故事，與孔子差不多；

初傳教義，就被視為異端，終於為此而捐生。蘇格拉底也為自己的理想，喪

生於本土。 

   「本村鳥，隔村打」就是說，本村的鳥，總是被視為平凡的，不會叫的，

因此在本村沒有人會去理會，然同樣一隻鳥，飛到了隔壁村莊，身份頂時重

要起來，其羽毛被視為稀有，其鳴聲被視為悅耳，於是爭相羅致，儼然成為

寶貝。  

    於是日本過氣的首相、議員，可成為我們的上賓；美國人遺忘的影星，

可以在台灣大撈一把。還有，我們的學術也彷彿都要仰人鼻息。研究漢學，

徵引的都是西方人的看法，連針炙，都要說「人家美國如何如何」！ 

    最近兩岸開始接觸，於是大陸的出版品，從托福生字的背法到小說、新

詩的創作，從談古典中國的研究到論到西方思潮的作品，無不大量傾銷台灣。

以前，我們一談到大陸，就說他們的文化大革命，已然使學術生命中斷，如

今我們立刻忘了這些。為什麼呢？哇！本村鳥，隔村打，也許是遠方的和尚

會唸經吧！  

12.官字兩隻口，無冤枉多嘛冤枉少  

    客家話，「無」唸 mo（ㄇㄛˊ），「嘛」是「也，亦」的意思。又客語裡，

「口」唸 keu，「少」字唸 seu，兩字同韻，彼此互押。官字兩隻口，無冤枉

多嘛冤枉少」，有兩種可能的含意。 

       其一，為官的一生，雖極盡清廉，明察秋毫，也會有失手而冤枉別人的   

   事 ]產生。 

    其二，官員高高在上，而且能言善辯，辯才加上權力，往往能指黑為白，

顛倒是非。一般老百性，無論理由如何充分，證據如何齊全，也只有含冤莫

辯。  

    上面兩種含意中，無論豆那一種，都顯示為官要達到毋枉毋縱，良心清

白的境界，實在不容易。也因為如此，才使有些耿直之士，在理想無法實現

的情形下，毅然罷官而去，像昔日的孔子，今日的高新武，都使智識份子的

清流不斷。 

    我認識一位法學界的名嘴，專攻憲法的。有一次閒聊，他說如今桃李遍

法院，有檢察官、法官、司法官，只有他仍然兩袖清風，舌耕（教學）、筆耕

為生。我就問他何以棄官從教，他感概無限地說，做官難得良心清靜。我就

立刻說：「官字兩隻口，無冤枉多嘛冤枉少」，然後用國語向他解說一次，他

撫掌大笑，驚歎客家諺語之圓融、含蓄，而又富於機智。  

13.滬魚愛力，釣魚乞食  

    「滬魚」就是把池塘裡面的水，一瓢一瓢地往外舀，等到水乾了，魚自

然到手。「滬魚」能把池內的魚，無論大小，一網打盡，是個萬無一失的好方

法，但是「滬魚」很費力，而且要有足夠的耐心，千萬急躁不得。 

    「釣魚」則是個輕鬆悠閒的事，只要把餌裝好，往水裡一丟，就等魚來



上鉤。甚至有時還可仿效姜太公，離水三寸，願者自來。然而，釣魚看手氣，

手氣好時，自然沒話說；手氣背時，則可能三餐不繼，淪落為乞兒。 

    滬魚愛力，釣魚乞食」就是說凡事沒有捷徑，否則自毀前程，耐心地按

部就班，表面上看來，蠢不可及，其實往往是最好的方法。  

       譬如說學一種語言，無論是英語、日語或是德語，都要背生字，記字辭，   

   而且要勤開口，多練習，才能生巧，這是費力的方法，卻是不二法門。劉紹      

   銘先生在「霜濃路滑的日子」一書裡，談學英語之道，也著重勤查單字，多     

   背多練習，「最笨的方法，其實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時下的學生，動輒買「英 

   語三週速成」或「英語考試祕訣」，存抱著僥倖之心，抄短路，碰運氣，結果 

   一敗塗地，真是咎由自取，也就成了「乞食」了。  

14.掌羊種薑，利息難當  

    有一位朋友，高職畜牧科畢業後，就回鄉牧羊。起初只買十幾隻，每日

早出晚歸，置身青山綠草間，生活相當愜意。我每次回鄉，他都會帶我去看

他的牧場。但見一片山坡中，點點白羊黑羊，咩咩之聲，此起彼落。置身其

中，飽享清風，再也舒適不過。以後每去一次，祇看到羊群愈來愈多，竟多

到滿山滿谷，其獲利可知。  

    「掌羊種薑，利息難當」這句諺語，本意就是養羊和種薑，其穫利遠超

過把錢借出去所得利息，用現代人的眼光來看，其實就是說：把錢做生產投

資，遠比把錢存放在銀行生利息要好。  

    客家話「掌」就是「牧、養」的意思，而且「薑」讀 goiog，「當」唸 dong，

也取抽韻上口，以利記誦。另外，薑也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產品，除了廚房煮

東西，放點薑爽口增味外，還能把薑泡醃起來，供平日便當食用。薑同時也

是治感冒的良方，如逢雨季，從田野中帶一身溼淋淋回家，農村就常煮一大

鍋薑湯，甜辣有勁，喝入肚中，熱汗冒出，防止感冒。 

    「掌羊」和「種薑」都是須要勞力的付出，也須要花精神去照顧，而放

利息則是一勞永逸的營生，兩相比較，放利孳息彷彿輕鬆得多。然而，客家

先賢的智慧，卻提醒我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靠生產之所得，其淨值、

樂趣，遠非吸人血的利息錢所能比擬的。  

 

o 柿餅 

    新埔鎮向來以柿餅香、粄條Q、宗教美等三大地方文化特色著稱全台，而「手

工製柿餅」的傳統原味更是新埔鎮由來已久的產業文化之一。 

    其實柿子原本就是中國原產的水果，後來經過韓國傳入日本，在十八世紀時

傳入歐洲和美國，而台灣柿子大部份集中在嘉義、台中、苗栗等地，新埔地區產

柿並不多但是卻成為本省柿餅加工業的重鎮，其實就是仰賴新埔得天獨厚的丘陵

地形，配合乾燥少雨的氣候，再加上新埔鎮旱坑里每年在 9-12 月就會吹起具有

自然烘乾效果的乾燥風（九降風），才能做出品質及口感皆一流的「新埔柿餅」。  



 

        

         1.篩選柿子                           2.去除多餘的柿蒂 

 

        

       4.排列整齊等待日晒                    3.去除硬皮並整型 

 

5.傳統的作法是全程採用日光自然曝曬  5.現代的作法天然日曬配合機器烘乾 

  6.成品 



p 掛紙 

    客家話的「掛紙」其實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清明」掃墓。但是，客家習

俗中最特別之處在於祭拜過祖先之後，必須要在祖墳之上，掛上帶金帶銀的

冥紙，表示已經為祖先重過屋（修繕過房子）。 

    掛紙是客家人最重視的節日，離鄉多年的親友往往都會藉此機會回鄉祭

祖，因此掛紙也是闔家團員的好機會。 

掛紙及嘗會 

    客家特有的祖嘗制度，更為掛紙帶來無限的文化意義。所謂祖嘗即來台

祖所闢耕之土地，後來因為各房分家之後，留有一塊公地，其收成用以祭諡

祖先的經費，後來由於嘗費的增加，其額外之經費往往利用掛紙掃墓之機會，   

依各房之人口或丁口配發嘗費，此舉不但使掛紙更加熱鬧，也使後代子弟能

親沐祖先留下來的關懷及溫暖。 

 

 

  

 

掛紙及金甕觀 

    客家人的掛紙，頗有慎終追遠的文化意涵。早期，客家人庭院前之石牆上，

除了遍植鐵樹或籬刺之外，還常常見到金甕，給人陰森森的氣氛。小孩在聽院中

玩耍之時，還常以厲鬼為互相恐嚇的對象，那時節，家中有金甕在外者，掛紙多

以門前或後院為主。必須等到金甕入了土，祖塋完工，風水完建，才開始享受掛

紙的喜悅。 

掛紙和老太祖 

    依據客家習俗，再見房或興家之時，如果在工地挖到無名屍體，則主人都會



把該屍骨奉殮如甕，並且尋吉日入土，從今以後，該家人一律把無名死者視為「老

太祖」或「老太伯」，在每年掛紙之時，祭拜一如祖先，牲體俱全，更重要者需

要年年「掛紙」，完全是惻隱之心。這種老太祖情懷也是客家人在掛紙的時候，

令人溫馨之處。 

掛紙和文化意義 

    由以上之論析可見客家人的掛紙，雖然表面上和一般的清明祭祖類似，其實

客家的掛紙遠比其他族群的清明要多一些文化意義。 

q 菸樓 

    菸樓是美濃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質樸的土角磚或紅磚砌成的簡單屋

子，頂上再築個通風的閣樓，主要是基於燻菸葉時的通風及控溫，現在則成了美

濃生活文化中的見證。  

    美濃菸樓最值得探訪之處，即在於菸樓見證了美濃菸葉的興衰。菸葉興盛之

時，美濃家家戶戶都可以見到張羅的興奮，雖然手腳繁忙，卻沒有人嘆息，每個

人心底都存有更美好的明天。即使是在最忙碌的半夜，張著惺忪睡眼，也願意把

菸燻好。現在，菸葉只是少數人的農餘之作，雖然有人喊著要把菸田畫成文化保

留區，供來往賓客憑弔一代文化的消逝，畢竟喊話的都是執政掌權的人，他們腦

海裡忙著盤算下一個位置的好壞，無暇兼顧莊腳人的盼望。 

 

  



  
    如果美濃的建築是整個文化生活的一冊書，則菸樓應該是最沈重的一頁。見

過美濃的繁華，人來人往都倥傯，匆匆促促都為了那一口煙。沒想到，公賣局一

宣布撒手不管，多少良田多少血汗頓時化為清煙，不見任何蹤影，空留下菸樓處

處，有的頹棄，有的空廢。「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美濃的煙樓最瞭解

宋儒朱敦儒的心境，畢竟景非常景，事非常事，既然稱為煙樓，何苦無法忘卻過

眼雲煙？  

  

蕉旁菸樓圖 

 
蕉旁菸樓 

    菸樓矗立如故，不管樓底的人是倥傯的忙農或者只是偶然路過的遊客，菸樓

冷漠地鳥瞰來往奔競的人群。有人因為菸樓成為富甲一方的暴發戶，有人因為菸



樓沈淪而與貧窮搏鬥度其一生。在秋陽似酒的荒野間，凝看層次堆積的菸樓，狀

似孤獨冷傲，充滿了蕭索。碧空萬里，無鳥無風，只有一株南國的香蕉寂靜地陪

伴著菸樓。「四百年來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孤樓看盡人間冷暖，那

管鄰家高樓又起高樓又塌？  

檳榔樹下的菸樓 

 
    我們欣賞畫中遠眺的菸樓，在南國風味十足的檳榔下，在叢叢密不透風的竹

林間，透露出來的是藝術化的境界，是我們客家人主構美學觀念的基礎。曾老師

這幅菸樓，從天邊的白雲，穿過美濃情懷特濃的山脈，越過迎風搖曳的翠竹碧林，

到寂靜的菸樓，全全意象，層層寫實，建構出謐靜恬然的風味，是早期客家人經

營農村，知足常樂的化境，也是現代逐財追利中喪失的理想。藝術的創作，無非

本著現實，把意境昇華使我們的俗心淨化，使我們的遲滯情感躍昇。仔細欣賞此

畫，才能領悟藝術的力量。  

山下菸樓 

 

    外人到美濃，菸樓只是菸樓，只不過在一般建築的頂上，加蓋一間閣樓。即

使有人導覽，解說的總是歲月的嘆息，時不我與的感觸！然而對美濃文化，菸樓

是一頁充滿活力的歷史，隨手一壓，都會滲出幾斤的汗水和淚水。即使是過了繁

華歲月，即使菸田不再是大家的焦點，可是殘留的數幢菸樓還是老年人撫今追昔



的唯一選擇。畫家生於紅塵，既食煙火也無法避世，今天從山下路過回首凝望菸

樓，忽然感動莫名，於是彩筆一揮，留下山下菸樓的風貌。既言山下，何以不見

山？不是說美濃山是美濃揮之不去的靈感嗎？其實畫境最佳的是「風雨中的寧

靜」；群山峭壁，萬瀑齊湧，勢如奔馬，而岩傍孤隻上有一隻小鳥兀自打盹。同

理，山下菸樓不必山的傍襯，更能領會畫家的巧思與創意。繪畫亦如人生，此實

彼虛，虛虛實實完全依據讀者心懷而定。  

蒼穹下的菸樓 

 

 

r-敬字亭 

    平時，客家父老對讀書人極其禮遇，進而把讀書的崇敬延伸到書報紙張之

上，對於印有文字的任何紙張都視為文曲星的墨寶，不能隨便丟棄。所有含字的

紙張如果作廢，必須收集在一起，每逢初一十五會有殷實人士，挑一籮擔，沿街

收集各家的廢字紙，成為客家村落的特別景色。所有收集起來的廢字紙最後都必

須送到敬字亭焚燒，因此敬字亭的設立及遍布，成為台灣地區客家人生活的指標。  

  



 

恭迎聖蹟圖示 

 

恭迎聖蹟 

    敬字惜紙是客家人優良的傳統，尤其是在物力唯艱的時代，生計困難，唯一

的希望就是苦讀上進，布衣仕進，從田坵到翰林院，以文墨翰香代替鋤頭血汗。

日久積疊，終於把所有文字的紙張都視為聖蹟，禁止隨意拋棄，必遺於竹簍中，

蒐集起來，每初一、十五有殷實人士挑籮沿街挨家挨戶去收集聖跡紙張，齊聚敬

字亭焚燒，所餘之炭燼也要保存起來，待春天來臨，擇一吉日，以隆重的方式把

這些灰燼送往左近的清澈河流，隆重地擲出水面，目送灰燼隨波飄逝 

    收集灰燼的儀式通常在敬字亭前舉行，亭前恭奉倉頡、孔子、太白星君、文

昌帝君等等神祇，由道士盛裝導引，旗幡飄飄，彷如軍馬之前導，其後隨者挑籮

擔之殷實人士，皆齋戒沐衣，食素三日，以虔誠之心擔負灰燼，並於拜過眾文神

之後，繞敬字亭三匝，隨即起成緩緩望旗幡飄揚處前行，稱為「恭迎聖蹟」。 

美濃畫家筆下的敬字亭 



 

    客家人傳承了「敬字惜文」的古訓，凡是印有文字的廢紙或包裝紙都不能隨

手棄置，更不能亂丟，而必需置放在特製的字簍裡。每逢初一、十五會有人肩挑

籮擔，沿門去蒐集廢字紙，然後挑到「敬字亭」去焚燒。因此，敬字亭成為客家

社區不可或缺的建築，有些敬字亭高大巍峨，做當地人讀書之殷勤，有些敬字亭

則矮小不顯眼，只備焚燒字紙之用。不論是皇皇然的巨碩或黯黯然的藐小，敬字

亭的建築不馬虎，紅磚堅實，外壁秀緻，而且多成六角型的格局，顯示客家人對

於文字及知識的虔誠與重視。 

 

 

s 義民廟 

    義 民 廟 是北部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其來源始自的由 來，可溯至康熙六○

年（一七二二）的朱一貴事變， 及乾隆五一年（一七八二）的林爽文之亂 。  

 在這兩次的事件之中，都有客家人為了保鄉衛民而犧牲了命，鄉民於是把這

些人士稱為「義民」，並建廟奉侍，就是現在的義民廟。再者，由於這兩次事件

都直接和朝廷的剿亂有關，據傳說乾隆皇帝曾下旨御賜客家義民為「褒忠」。迄

今，客家還有許多鄉鎮稱為褒忠，顯見客家人對於義民的感激。 

 高雄市的義民廟，位於三民區褒忠街，無論廟名或街名，都反映了歷史。每

年農曆七月，客家人都會為義民舉性大祭拜儀式，稱為義民節。 



 

 

祭拜儀式 

    農曆七月二十日是客家人特有的義民節，北部各義民廟和高雄市的義民廟，

都有重大慶典，迄今已經有一百五十多年的歷史，而且規模彷彿一年比一年興盛。 

    平時，客家人也會在每月初二、十六祭拜義民爺。從北部的桃園，苗栗，新

竹地區擴散到各地的客家人每每因為義民節的舉行，而有了聚集共話家常的機

會。 



 

  



特色 

    客家義民廟的祭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神豬」及「神羊」的比賽。神豬以

重量計，每年參賽者都以超過千斤的大豬參賽，並且以眼鏡或花樣把神豬打扮很

可愛的樣子。但是互相爭競的結果，使每年的神豬及養成方式引起人權衛士的注

目。「神羊」則以角的長短為比賽的評審基礎，在神豬的風波之下，神羊常被人

忘記。 

  演奏禮樂 

 

新埔義民廟全景 

 
新埔義民廟 



 

 

    林爽文之變，勢力很大，幾乎遍及全台。當時客家民間組織而成的義勇軍，

前仆後繼，犧牲了不少生命，這些人的遺體後來一齊下葬，所建之塚稱為義民塚。

歷經風吹雨打，霜跡漫漫，從相片之中仍然可見當時的風貌。 

義民的爭執 

    由於朱一貴和林爽文都是閩南籍人士，他們的起義作亂，雖然和當時的生活

及環境大有關係，但是恰好這兩次都有客家義民投入戰局，且都站在清廷一方，

於是有許多人認為：客家義民是可恥的代名詞。如果沒有客家義民的協助，當時

的台灣早就獨立了。歷史本來就存有許多「如果」，因此如果客家義民不投入戰

局，朱一貴或林爽文是否能獨立建國，一直是永遠無法確知的命題。但是，如果

每有義民，當時諾大的客家地區必遭生靈吐嘆倒是事實。 

義民的認知 

    因此，不論朱一貴或林爽文的作亂是否即是閩客械鬥的催化劑，歷史上很明

確的事實是：閩南人和客家人有過長期的械鬥。 

    從這個角度出發，客家義民都是為了生存而付出生命的犧牲者，他們的精神

及行為還是值得我們敬佩及感激。只是為了生命的尊重，神豬的競逐似乎應該考

慮廢止。 

 

 

 

 



t 擂茶 

擂茶為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茶點，擂既研磨之意，以陶製擂碗將茶葉、 

芝麻、花生、等多種原料研磨成粉，加入冷熱開水沖泡調勻後飲用，擂茶能充飢

解渴，也能當保健飲料飲用。  

擂茶別名[三生湯]  

    據古書記載.相傳三國時代的張飛帶領官兵進攻武陵時,官兵將士都感染瘟疫

無力作戰,當時有位草藥醫師前輩,有感於蜀君紀律嚴明,便奉獻祖傳的除疫秘方,

以生茶生薑生米共同磨成糊漿後煮熟而飲用,結果是湯到病除,擂茶之名便由此相

傳下來.目前在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地客家人及移民,以及湖南廣東福建等地

區的民眾皆有飲擂茶的習慣.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北.花蓮.美濃....等地區

的客家庄仍然保留這種美味文化.客家人的擂茶,茶味純,香氣濃,不僅能生津止渴,

清涼解暑,而且還有健脾養胃,滋補長壽之功能.一般推測，擂茶之所以成為客家飲

食，可能是因為擂茶的主原料『米仔』和茶葉等材料輕巧容攜易帶、且食用方便，

不易長米蟲，為客家人逃難中發展出的特殊飲食。  

  

 

擂茶的材料 

 (一) 傳統式材料：綠茶 (生)、芝麻 (生)、花生 (炒熟)。 

 (二)  改良式材料：綠茶 (生)、芝麻 (生)、花生 (生、熟皆可，亦可不用)、  

       松子仁 (生)、葵花子仁 (生)、南瓜子仁 (生) 以上材料比率：茶葉 3、  

       芝麻 3、其餘材料。 

 (三)  主原料米仔：米經過浸、蒸、曬、炒過程，變成易貯存、可速食的 

       米仔。 

 

 

 

 

 

 



擂茶的製作 

傳統作法：將傳統材料放入特製的擂缽中，用擂棍慢慢擂成末，中間過程並不斷   

          加開水，使材料娭成漿狀，極為費工費時，有食用擂茶的家庭，連小 

          孩都加入擂茶行列。 

現代作法： 

1. 茶葉、芝麻以乾果機打碎備用。 

2. 其餘材料可混合打碎，最後再加入松子仁一起打碎用。 

3. 以上材料放進擂缽加入適當開水，用擂擂勻，並加入香菜或九層塔及適量

的鹽。 

4. 沖入沸開水即可與米仔共同食用。   

  
 

 

 

 

 

 

 

 



客家諺語分析 

U上不過眉，下不過膝 
 
「眉」指眉毛，「膝」指膝蓋，都是人體部位裡，說高也不高，說低也不見得低

的地方，「上不過眉，下不過膝」就是說高不成，低不就的半調子。 
 
挑過水的人，相信都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半桶水比滿桶的水，還容易外溢。半深

淺的河灘，容易有水濺，深淵則不易起波紋。人也如此，學問見解自成一家的人，

往往顯得更冷靜，更沉著，不輕易批評別人。倒是半調子才可怕，東懂一點，西

通半分，拉雜而談，侃侃而言，彷彿上通天文、下通地理，宇宙之間，無所不知，

無所不曉，但究其實際，無非是膚淺的普通常識而已。 
 
「上不過眉，下不過膝」的論調，也有人取之與「中庸」之道混為一談。「中庸」

的初衷，在不偏不倚，不會太過也不會不及，取其中以適之。但中庸之道，行之

愈久，愈見其不負責任。為學做人處世，套一句柏楊的話，都在「和稀泥」而已

矣。 
 
中庸之道，使我們為學不求極致，不狠下功夫，始終處在「上不過眉，下不過膝」

的狀態之中。這種心態，其實普遍瀰漫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使我們的改

革無法快速，始終擠不進已開發的世界裡。 
 

U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 

 

年初，父親他們五兄弟，齊心一力地把舊有的宅第拆除，準備蓋新屋。因

此，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家當，暫時挪移到一間逼仄仄的儲藏室裡，連人也只好委

身其中。由於搬家，太過匆促，而且儲藏室實在窄，為求一時方便，竟把媽媽的

嫁粧－那個古色古香的床－的床頭，弄壞了。 

 

我心中不忍，連呼可惜，這時媽媽才幽幽地說：「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

穀，沒什麼可惜的」。 

 

「跌」客家話讀成 tet，入聲，是「丟掉」的意思。「屋」唸成 vuk，「穀」

唸 kuk，求其押韻。「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的意思就是說：搬家時，常常

把有用的東西拋，其價值與一籮穀的價錢相等。客家人在歷史上有五次大的遷

移，飽受搬家之苦，因此從實際生活中，領悟一動不如一靜的妙處。每次搬家，

就要丟掉一些原本可用的東西，實在心疼，然而客家人在歷史上的輾轉移徙，實

在有不得已的苦衷：不是避亂就是想尋找更宜於生存的空間。 



 

「上屋搬下屋，跌落一籮穀」固然可以反映客家人害怕搬家的心態，另方

面卻足以表現客族在五次大遷移中的堅毅果敢，如此一想，就會更加領悟這個諺

語的意思。 

U大鷄拑、細鷄啄 

 

「拑」讀 Kiam，指鷄攻擊敵人或掠奪母鷄的動作，國語裡沒有相當的字

彙，所以用個借字「拑」，取其音之相似。「細雞」就是「小雞」。「啄」字客家話

唸 tui，指雞用喙追打同伴或爭食東西，簡而言之，「拑」和「啄」都是攻擊、

侵略之意。 

 

「大鷄拑、細鷄啄」即引起眾怒，使大雞小雞都爭相互啄，眾口一氣，宛

如對待田街的老鼠，一個人要做得十全十美，使人人欣羨，得確很難；但要做到

引起群體忿恨，人人喊打，也不容易。論語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鄉人皆惡之，何如？」「鄉人皆惡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不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不善者惡之。」就因人有善有不善，因此要共憤一

事共氣一人，著實困難。 

 

然則，事情因為做得太過份，令閒人也不能袖手旁觀，而致群情概然者，

也很常見。比如說，前一陣子仰德山莊上的老國代，事事挾權以遂其私慾，故人

人直呼「老賊」而不名。現在的某些新科國代，未正位即先謀其「薪」，終日囂

囂嚷嚷，其不受歡迎的程度，直追昔日前輩，「新賊」之名，不脛而走。 

 

這些高票當選的代表們，落到今日「大鷄拑、細鷄啄」，能不慚愧？ 

 

U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 
 

杜斯妥世夫斯基，是俄國有名的小說家。他曾經索枯肚腸，想創造一個完

美無暇，正直剛阿的人物，後來一直寫，終於把他寫成「白痴」，這就是麥什金

公爺，也就是「白痴」一書的主翁。人世上，「一粒米可飼百種人」可就沒有正

直的人。自古正直之士，只存於三代以前，或是者是祭文的追悼中。前者純屬渺

遠的虛構，為了某種典範而創造，有教育之意：後者則往者已矣，只有追思歎息

罷了！所以杜斯妥也夫斯能從白痴中，創造正直之人，已然非易！ 
 

「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就是一種警戒。一方面訓示我們「正直」之

難為，雖極盡心向善，時時有正直之念，猶有未及之處。因此，行善待人，千萬

不可以稍停，必須自強不息，懈怠不得。 
 



另方面則在教導我們涉世未深者，多瞭解人性，縱然人性非惡，可是初涉

也，也絕不可太信任裡面的正直，必須「聽其所言，查其所由」，縝密細思，畢

竟世上正直之士太少了。 
 

「山裡無直樹，世上無直人」並非全然地否定人性，而是一種出自深愛的

諄諄教誨。如今社會暴力日多，緬懷先賢之古諺，更加感觸良深。 
 
 

U本村鳥，隔村打 
 

自古先知和聖賢都是先得到外人的認可，宣揚，而後才贏得本地的尊奉，

進而引以為榮。就以孔子為例吧，至聖先師的諸多理念，從政治到教育，無不見

棄於魯國，終於迫使孔子周遊列國，到處兜售其理想。後來儒家思想為顯學時，

山東一帶才開始建孔廟，奉孔子為聖。耶穌的故事，與孔子差不多；初傳教義，

就被視為異端，終於為此而捐生。蘇格拉底也為自己的理想，喪生於本土。 
 

「本村鳥，隔村打」就是說，本村的鳥，總是被視為平凡的，不會叫的，

因此在本村沒有人會去理會，然同樣一隻鳥，飛到了隔壁村莊，身份頂時重要起

來，其羽毛被視為稀有，其鳴聲被視為悅耳，於是爭相羅致，儼然成為寶貝。 
 

於是日本過氣的首相、議員，可成為我們的上賓；美國人遺忘的影星，可

以在台灣大撈一把。還有，我們的學術也彷彿都要仰人鼻息。研究漢學，徵引的

都是西方人的看法，連針炙，都要說「人家美國如何如何」！ 
 

最近兩岸開始接觸，於是大陸的出版品，從托福生字的背法到小說、新詩

的創作，從談古典中國的研究到論到西方思潮的作品，無不大量傾銷台灣。以前，

我們一談到大陸，就說他們的文化大革命，已然使學術生命中斷，如今我們立刻

忘了這些。為什麼呢？哇！本村鳥，隔村打，也許是遠方的和尚會唸經吧！ 
 
 

U把戲撮打鑼 人不倒 

 

電視駕臨我們的生活以前，常有一團遊走江湖的藝人，少則兩位，多者十

幾位，到各小村落，一邊賣力地演出戲一邊沿場兜售各種貨品。客家話把這種活

動叫做「撮把戲」。「撮」唸 ts＇ok，含有哄騙的意味。 

 

幾乎所有「撮把戲」的團，都有一位專司打鑼的人。他在賣藝之前，沿街

敲鑼叫嚷：「今暗晡在某某地方有撮把戲！請大家吃飽飯後，光臨某某地方。」



打鑼人在賣藝中間，也扮演了吃重的角色，因為藝中人講話或說唱期間，其抑揚

頓挫，亟需要鑼聲的配合，所以打鑼人必需暸解戲裡的每個動作，否則就會穿梆。 

 

「把戲撮打鑼人不倒」，意即撮把戲裡的所有花樣、技術，都瞞不了打鑼的

人，因為他也是內行人。平常言談中，這句諺語便意味著：我也是內行人，少用

哄人的伎倆來耍我；或者說：少來那套，我早就是其中「先覺」了。 

 

在左營服役期間，有時大票人，相約逛後街。左營後街除了閃爍的霓紅燈

外，還有很多擺棋的郎中，他們在路旁擺了一個殘局，任由顧客選紅黑，一局輸

贏伍拾元。有一回技癢，連殺了三盤，待要下第四盤其時，該郎中突然說：「把

戲撮打鑼人不倒，您還是就此打住吧！」聽這個熟悉的諺語，我還感動地把一百

伍拾元還他呢！ 

 

U求官不到，秀才還在 
 

古代的讀書人，唯一的夢想，就是榮登金榜，以便出人頭地，衣錦還鄉。

這個夢，使許多學子安於寒窗十年的磨練，而事實上，只有少數人能完全實現平

步青雲的美夢。 
 

秀才在科舉時代，已是中等身分，至少已考過貢生，又中了鄉試，正往當

官的路上衝刺。只要有考過會試，中了進士，就有小縣令可做。「求官不到，秀

才還在」就是：即使無法謀到一官半職，也無損，因為至少還存有秀才的身分啊！

但若不進考場試試運氣，就完全不可能中進士。俗云：「自古沒有場外的狀元」，

只要入場考試，就有一份希望。退一步說，即使不中，也仍然保有秀才身份，無

損於己。 
 
「求官不到，秀才還在」延伸之意：把握任何機會，不要怕嘗試。胡適說：

「自古成功在嘗試」，即使是嘗試性的起步，也終有達到的一天；但如果不去嘗

試，則就自絕於成功之門。 
 

「一枝草一點露」，悠悠眾生於各行各業中，必有一個屬於您的事業或職

業。因此初入社會，不宜妄自菲薄。從現在起，就停下本文，立刻去試一個您認

為可以得到的機會，終究它會是您的。 
 

 

U官字兩隻口，無冤枉多嘛冤枉少 

 

客家話，「無」唸 mo（ㄇㄛˊ），「嘛」是「也，亦」的意思。又客語裡，「口」



唸 keu，「少」字唸 seu，兩字同韻，彼此互押。官字兩隻口，無冤枉多嘛冤枉少」，

有兩種可能的含意。 

 

其一，為官的一生，雖極盡清廉，明察秋毫，也會有失手而冤枉別人的事產生。 

其二，官員高高在上，而且能言善辯，辯才加上權力，往往能指黑為白，

顛倒是非。一般老百性，無論理由如何充分，證據如何齊全，也只有含冤莫辯。 

 

上面兩種含意中，無論豆那一種，都顯示為官要達到毋枉毋縱，良心清白

的境界，實在不容易。也因為如此，才使有些耿直之士，在理想無法實現的情形

下，毅然罷官而去，像昔日的孔子，今日的高新武，都使智識份子的清流不斷。 

 

我認識一位法學界的名嘴，專攻憲法的。有一次閒聊，他說如今桃李遍法

院，有檢察官、法官、司法官，只有他仍然兩袖清風，舌耕（教學）、筆耕為生。

我就問他何以棄官從教，他感概無限地說，做官難得良心清靜。我就立刻說：「官

字兩隻口，無冤枉多嘛冤枉少」，然後用國語向他解說一次，他撫掌大笑，驚歎

客家諺語之圓融、含蓄，而又富於機智。 

 

 

U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陌生人，到了一個村莊，想找個人理髮。村裡

只有兩家理髮店。當這個陌生人，到了第一家理髮店時，發現那個理髮師的頭髮

簡直像狗啃過的，忽長忽短，此起彼落；他於是走到第二家理髮店，發現該理髮

師的頭，理得很整齊。於是陌生人就走回第一家理髮廳，坐下來接受理髮。為什

麼他要走回第一間理髮店呢？因為理髮師是不能理自己的頭髮的。由第一間店裡

的師傅的頭髮之亂七八糟，他知道第二間理髮店的師傅，手術奇差，所以他折回

第一家理髮店。 
 

「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就是說，斧頭雖利，卻只能替別的斧頭服務，

絕不可能用來削自己的柄。有很多情況，自己反而不能分享自己的優點，而必須

像蠟燭一樣，燃燒自己，照亮別人。 
 

譬如說，一位卓越的外科醫師長了惡性瘤，儘管他醫術多精湛，技術多純

熟，他也不能替自己操刀，必須把生命委諸他人。這種情況，就是「斧頭自家，

削唔得自家柄」的最佳寫照。 
 

「斧頭自家，削唔得自家柄」另方面也隱含：自己的優點，或者是自己的

才能，所做的善事，不必自己吹捧誇耀，「善名唔麼（不要）由自家起」由別人



處傳揚起來的善名，才是真實的。 
 

 

U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 

 

從前，農家施肥，用的是水肥，也就是猪糞，尿以及丟坑內的大小便等混

合而成的自然有機肥，只要不小心，就可能沾得滿身臭味：即使很小心，也可能

染得臭氣沖天，因此施肥是我最怕的差事，偏偏我爸爸就喜歡讓我幹這個差事，

他的理由是：挑過幾桶水肥，才叫親身體驗農人的滋味。而且，他說：「耕心唔

驚屎，不好好讀書就得好好耕種，挑幾擔屎尿，怕什麼？」 

 

「唔」客家話唸做m，是個鼻聲韻母，意思就是「不」。「唔驚」就是「不怕」。

「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就是說耕田的人，不要怕屎怕尿，因為施肥是農作

中極重要的一部份；而當兵的人，其目標就是保國衛民，所以不可以怕死。其中，

「屎」和「死」客家話都唸si，含相同的韻母，也就是彼此押韻。 

 

「耕田唔驚屎，做兵唔驚死」延伸之意就是：三百六十行，每行都有其立

足生存的條件。因此，想當外科醫生，就不可以怕血，怕死人。想當民意代表，

就不能怕替人民服務、跑腿；怕替百姓謀福利。想做研究，當教授、就必須忍住

斗室內的孤寂。 

 

後來，我出外唸書，偶有怠情之意，就到常校後面農田間的埂道上走一走，

或靜觀埋首耕作的農夫，或親手撫摸兩傍的稻禾，一面遙想家鄉的父親與水肥，

倦怠之意於是煙消雲散。「讀書唔麼(不要)驚苦！」 

 

 

U滬魚愛力，釣魚乞食 
 

「滬魚」就是把池塘裡面的水，一瓢一瓢地往外舀，等到水乾了，魚自然

到手。「滬魚」能把池內的魚，無論大小，一網打盡，是個萬無一失的好方法，

但是「滬魚」很費力，而且要有足夠的耐心，千萬急躁不得。 
 

「釣魚」則是個輕鬆悠閒的事，只要把餌裝好，往水裡一丟，就等魚來上

鉤。甚至有時還可仿效姜太公，離水三寸，願者自來。然而，釣魚看手氣，手氣

好時，自然沒話說；手氣背時，則可能三餐不繼，淪落為乞兒。 
 

「滬魚愛力，釣魚乞食」就是說凡事沒有捷徑，否則自毀前程，耐心地按

部就班，表面上看來，蠢不可及，其實往往是最好的方法。 



 
譬如說學一種語言，無論是英語、日語或是德語，都要背生字，記字辭，

而且要勤開口，多練習，才能生巧，這是費力的方法，卻是不二法門。劉紹銘先

生在「霜濃路滑的日子」一書裡，談學英語之道，也著重勤查單字，多背多練習，

「最笨的方法，其實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時下的學生，動輒買「英語三週速成」

或「英語考試祕訣」，存抱著僥倖之心，抄短路，碰運氣，結果一敗塗地，真是

咎由自取，也就成了「乞食」了。 
 

前一陣子，股市鼎盛，每家號子都車水馬龍，人人都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

賺取暴利；後來經濟衰退，股市也隨之蕭條，不少人不但未蒙其利，反而斷頭認

賠，苦不堪地重操昔日舊業。想在股市裡釣個千金利潤，卻落得落漠孤單！ 
所以說「滬魚愛力」還是值得做的，否則「釣魚乞食」後，再來滬魚已然慢了

一步。 
 

 

U富人讀書，窮人養猪 

 

「養」這裡要唸 hiuk，與一般「養」字讀法不同。「富人讀書，窮人養猪」，

也採「書」(su)「猪」(tsu)相互押韻。其含意可從積極與消極方面來看： 

 

積極方面而言，「富人」已有了財富，不需要再為三餐奔波，因此富者追

求的下一步就是貴，宋徽宗說：「富者因書而貴」，讀書是使富者登上顯貴之路，

因此富者要讀書。另方面，窮人三餐自顧不暇，所做所為就是為增加財富著想。

古時農業社會，養猪對一般窮人，一則可以儲蓄，再則可以增加收入，是家家必

做的副業。 

 

消極方面而言，富人閑暇較多，讀書消遣，可以吟哦、可以與古人共遊，

未嘗不是個增加生活情趣的方式。而窮人既無法識字唸書，稍有閑暇，看看猪的

生長，撫撫猪背，一方面可以夢想遠景，另方面與猪建立情感。養猪的確就是窮

人生活的一部份。 

 

如今教育逐漸普及，一般家長均能供子弟上學唸書，時空易位之下，許多

富家子弟，反而在茶來伸手飯來張口的優裕生活中，失去讀書的耐性。而貧家子

弟，刻苦耐勞，反而能用功讀書。尤其是客家子弟，一般都住在生活條件較差的

山丘上，自然環境使他們的體魄更加強壯，精神更加淬勵奮發，上進的意志也更

加堅定。這些條件使窮人子弟書讀得更好，更能發揮又耕又讀的客家精神。 

 

 



U富在深山有遠親 窮在隔壁無近鄰 

 

唐人小說裡的杜子春，繼承了龐大的家產，日日揮霍，於是朋友甚夥，親

戚更多，因為只要有人上門，攀沾關係，即使五代未曾來往，也一樣受到優厚的

禮遇，或可得不小的紅包，有吃有住，還有零錢可以花用，何樂而不為！等到千

金散盡，家產變賣一空時，朋友散了，近親骨肉也立刻劃清界線，這時的杜子春

才知道世態炎涼，忍不住大呼「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隔壁無近鄰」。 

 

社會越重名利，百性就越勢利，特別是在安和富庶的時代裡，承平日久，

危機意識淡泊，大家不約而同地互比財富。有唐一代，是中國歷史上的黃金時代，

由杜子春一文可看出當時的勢利情形。現在的台灣，就每人平均收入而言，比唐

代高出很多，於是勢利的觀念也就益加濃厚。 

 

現代的杜子春，不知有多少，尤其是在股市狂飆狂落的這幾年，就可看出

短短一生的縮影了。朋友某，集資數萬，投資股市，短短三年間，疊積上億財富，

於是親朋畢集，夜夜笙歌，香檳成林、XO 成池。可惜好景不過一年，如今債務

纏身，人人避之唯恐不及，這就是「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隔壁無近鄰」的最佳

寫照。 

 

客家先賢的古諺，當然不是鼓勵大家要勢利眼，一切向錢看，而是：醍醐

灌頂，勸戒我們把握貧富的分際，同時不可隨俗附和勢利。 

 
 

U掌羊種薑，利息難當 

 

有一位朋友，高職畜牧科畢業後，就回鄉牧羊。起初只買十幾隻，每日早

出晚歸，置身青山綠草間，生活相當愜意。我每次回鄉，他都會帶我去看他的牧

場。但見一片山坡中，點點白羊黑羊，咩咩之聲，此起彼落。置身其中，飽享清

風，再也舒適不過。以後每去一次，祇看到羊群愈來愈多，竟多到滿山滿谷，其

獲利可知。 

 

「掌羊種薑，利息難當」這句諺語，本意就是養羊和種薑，其穫利遠超過

把錢借出去所得利息，用現代人的眼光來看，其實就是說：把錢做生產投資，遠

比把錢存放在銀行生利息要好。 

 

客家話「掌」就是「牧、養」的意思，而且「薑」讀 goiog，「當」唸 dong，

也取抽韻上口，以利記誦。另外，薑也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產品，除了廚房煮東西，

放點薑爽口增味外，還能把薑泡醃起來，供平日便當食用。薑同時也是治感冒的



良方，如逢雨季，從田野中帶一身溼淋淋回家，農村就常煮一大鍋薑湯，甜辣有

勁，喝入肚中，熱汗冒出，防止感冒。 

 

「掌羊」和「種薑」都是須要勞力的付出，也須要花精神去照顧，而放利

息則是一勞永逸的營生，兩相比較，放利孳息彷彿輕鬆得多。然而，客家先賢的

智慧，卻提醒我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靠生產之所得，其淨值、樂趣，遠非

吸人血的利息錢所能比擬的。 

 

 

U無過六十六‧莫笑人勞碌 

 

「無」在這裡要讀 mo，有些人也用 man（還沒有）。「莫」讀 mok，「不要」

的意思。「無過六十六，莫笑人勞碌」就是說，如果我們的年紀還沒有過六十六

歲，最好不要輕易取笑別人勞碌命。本諺取「六」liuk 與「碌」luk 做尾韻，旨

在求押韻的工整。 

 

六十六歲是一段公務人員退休的年齡，農家莊稼漢固然沒有所謂退休的觀

念，但到了六十六歲，大多數的莊稼漢已做了祖父。實際下田耕作的需要，已經

大大地減少。而且以前的農家觀念，主要是養兒防老，所以六十六歲變成一個分

水嶺：之前必須勞力穡稼，粒粒皆辛苦。六十六歲之後，則可以休閒清心，含飴

弄孫，不再為生活奔波，為生計愁苦。 

 

然則命由天成，有些人即使到了七十歲，仍然要捱風吹雨打之苦，躬身扶

犁，一畦一畦地犁田，一株一株地插秧。即使面龐的皺紋已深，膚色已黑，也沒

法休息。這種勞碌命，半由天成，半因自起，恁誰也無法預測的。有人兒女成群，

指望能早日功成身退，卻因兒女不肖，不願與田為伍；也有人半生坎坷，租田而

耕，後來卻因後代勤奮出息，使自己免受風雨之苦。 

 

所以說，一個人是否勞碌，至少要到六十六歲才見真章，切莫因某人一時

困頓，而加以冷嘲熱諷。 

 

 

 
 

 

 

 
 



 

 

 

 

 

 

子計畫二 

客家藝文典藏 

陳焯棋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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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台灣客家方言地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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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台灣客家話總論 

一.台灣客家話的分類及分布 

1.台灣的客家話有六種： 

 

(1) 四縣：指來台祖來自廣東省的平遠，蕉嶺，五華(舊稱常樂)及興寧等

四個縣的客家人，他們所講的客家話稱為四縣客家話。這四個縣古時都劃

歸嘉應州，府治設在梅縣，因此應該稱為五縣才對。現在這五縣外加豐順，

大埔皆隸屬於梅州市。其實，這四縣的客家話並不完全能相互溝通。在台

灣，四縣客家話主要分佈在北部的苗栗及南部的高雄及屏東地區。 

(2) 海陸：指來台祖移民自廣東沿海一帶的陸豐及海豐等地區的客家人

所講的客家話，台台灣主要分佈在桃園及新竹等地區。 

(3) 東勢：指來台祖移民自廣東的大埔縣境的客家人所講的客家話，主

要分佈在台東縣境內的東勢、中寮及新社等地區。 

(4) 詔安：指來台祖移民自福建西部之詔安及秀篆等地區客家人所講的

客家話，主要分佈在嘉義、雲林、彰化境內。目前還有雲林的二崙及崙背

等地區的客家人還會講客家話。 

(5) 饒平：指來台祖移民自廣東省饒平縣及其附近地區的人士，目前在

台灣分布很散，新竹、桃園、彰化、苗栗、宜蘭、花蓮等地都見有蹤跡，

但是卻在日常生活逐漸退位為家居語言，例如桃園的過領里，新竹芎林的

文林村（又稱為紙寮窩），東勢的福隆里等都只見於少數的大家族或單一

宗祠之中。 

(6) 其他：其他包括已經和周圍地區之語言融合的觀音豐順客家話，永

定客家話。 

 

 

 

 

 

 

 

 

 

 

 

 

 



 

2.台灣語言地圖 

 

 

 

 



 

二.台灣客家話的特性 

0. 引言 

    雖然已經有人執著地想和原鄉情節一刀兩斷，但是要探究台灣的客家話，正

本溯源當然要從原鄉談起。今天台灣客家話的主要分類並不是建立在本土的觀念

之上，而是沿用著先賢前輩的祖籍，於是從昔日嘉應州府的平遠、蕉嶺、五華、

興寧等四縣移民而來的稱為「四縣客」，從惠州府境內的海豐、陸豐等地區遷台

者稱為「海陸客」，來自汀州府的詔安地區者為「詔安客」，而從大埔地區來台者

是為「大埔客」，另外還有「饒平客」、「永定客」、「豐順客」等等不一而足。這

些客家方言的不同稱謂裡反映了台灣客家話的起源。因此要探研台灣客家話的特

性，還是無法避免提及原鄉，或許應該說：台灣客家話的特性是集各種客家話於

一地，無論從語音、語法、詞彙以至於語義的角度而言，對外還沒有形成一致的

風貌，對內則各種客家話還只在融合的階段，迄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致的台灣

客家話特性 1。 

    儘管如此，本文還是要從千綜萬縷之中，試著從語音、語法、詞彙等層面來

分析台灣客家話的特性。 

 

1. 語音及音韻特性 

    語音方面，我們還是從音節結構及音節內部的組成份子：聲母、韻母及聲調

談起。每個部分都先探討台灣各客家話的一致性，然後再介紹差異性。如此綜而

合之，必然會對台灣客家話的特性有大略的輪廓。 

1.1 客家話的音節 

   台灣的客家話，一如所有的漢語方言，都有共同的音節結構： 

(1) 台灣客家話的音節結構 

      

                                                 
 
1 有關台灣各種次方言的語音交錯分佈，請參考鍾榮富 2004。 



 

                          聲調 

                          

                          音節 

                             

            聲母         韻母 

                                    
                             介音      韻腳  

                        
                                   主要元音  韻尾 
 
 
                      

h  a m (嫌) 
 u a i (乖) 

上述台灣客家話的音節內部的結構份子之中，只有主要元音是必備的，共有五

個：[a, i, u, e, o]，另一個元音[ ]則有少數方言沒有。其它組成份子如聲母、介音

及韻尾都可有可無。介音不是[i]就是[u]，而韻尾又分為兩種：元音韻尾也是[i]

或[u]；輔音韻尾則可能是 m/p, n/t, N/k。其中以 p, t, k 結尾的稱為入聲韻，其它

的稱為舒聲韻。而聲母數在各地客家話都不相同，最少的有 21 個：p, ph, m, f, v, 

t, th, n, l, k, kh, N, h, ts, tsh, ), s, t , t h, ，加上一個所謂的零聲母。最後是聲調，

這是台灣客家話最分歧之處，將在後一小節詳加說明。 

  

1.2 輔音特性 

台灣各客家話在聲母上的差別主要有兩點：(a) [ ]之有無及(b)[t , t h, ]之分化。

先討論[ ]。依楊時逢 1957 之見，「[ ] 是舌尖及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t ]

同，但摩擦成份極輕，說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 －。如‘衣友野然云央

勇’等是。在四縣話裡凡[ ]母(不論快慢輕重)都一致讀成半元音 －，所以四縣

話就不用[ ]母，而海陸讀[ ]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來代表。」



 

(頁 3)。其實，語言學裡用[ ]表示的輔音，最常見的是英語的 usual 裡第二音節

的起首輔音(類於我們所說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和方式應該是與 [ ]相同，而

不是與[t ]相同。[ ]的稱呼繁多，現在一般叫做牙齦後濁摩擦音(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它的發音和[s]的相同點是：上、下齒都很接近，以迫使氣流產

生摩擦。但是發[ ]時摩擦點遠比發[s]時還要後面，摩擦面也比[s]要廣、要寬。

同時，摩擦點之後的舌面往上挺起(發[s]時舌面是沒有這個動作的)，更重要的是

嘴唇微微向前凸，略呈圓唇狀態。當然，[ ]音的圓唇與否也因語言而不同，英

語、法語要圓唇，俄語則不然(見 Ladefoged 1994：148)。一般而言，苗栗及台灣

南部的四縣客家話沒有[ ]聲母，其他如海陸、東勢、饒平等都有[ ]聲母，其對

照如後： 

(2) 

四縣 海陸 例字 

 i  i 醫 

 iu  u 油 

 iun  iun 雲 

    另一個四縣和海陸客家話在聲母上最大的差在於：四縣的[ts, tsh, s]在海陸分

化為[ts, tsh, s]及[t , t h, ]兩組： 

(3) 

四縣 海陸 例字 

tsui ts tsui 最 ts 

tsu t  t iu 晝 

tshiu tsh tshiu 秋 tsh 

tshu t h t hiu 抽 



 

se s se2 洗 s 

su  iu 手 

    文獻上，海陸客家話的[t , t h, ]並不一定要出現在[i]介音之前，例如後面(4)

是有沒有介音之語音對立： 

(4) 

 有介音 沒介音 

t  t iu 皺 t u 蛀 

t h t h iu 抽 t h u 粗 

 iu 收 u 書 

    但實際的語音是否還有這些介音的對比，則還有討論的空間，因為在許多海

陸客家話的語感裡(intuition)，這個介音的有無似乎並非絕對的需要。可惜目前還

未有人任對這個議題作深入的研究。 

 放大到全台灣的客家話，在[ts, tsh, s]及[t , t h, ]的分佈可以(5)來綜合概括： 

(5) 

       舌尖音                   音類 

 

  次方言名稱 

 

     ts 

 

     tsh 

 

     s 

苗栗      ts      tsh      s 

六堆      ts      tsh      s 

 

 

四縣 

長樂      ts        tsh      s 

海陸   ts  t    tsh  t h   s    

饒平   ts  t    tsh  t h   s    

                                                 
 
2 也有人讀成[ ie] 



 

詔安   ts  t    tsh  t h   s    

東勢   ts  t    tsh  t v   s    

永定   ts  t    tsh  t h   s    

卓蘭   ts  t    tsh  t h   s    

  租  豬   叉  車  儕  舌 

  莊  張   床  腸  爽  賞 

 

    例字 

  摘  隻   鑿  著  速  叔 

由前面的討論，應該略知台灣客家話在聲母上的特性：不論哪一種客家話，都共

同擁有 21 個聲母(含零聲母)。各地客家話的聲母最大的差異在於前高元音零聲

母處的摩擦音[ ]之有無，另外就是所謂知章(ts, tsh, s)和精莊(t , t h , )之分流。也

由此可知，台灣客家話聲母的最大特色是：兼具各客家話的聲母量及分類方式。 

1.3 韻母特性 

    中國傳統的韻母結構之中，元音是最重要的部分。客家話的元音系統以[ ]

音之有無分為兩類：(a)多數客家話有[ ]音，(b)南部六堆客家話中的新埤，佳冬

及高樹及卓蘭地區的客家話沒有[ ]音。 

(6) 

     四    縣 海陸 永定   饒平   詔安 東勢 卓蘭 

 六 堆 

   

  例 

  字 

苗栗

高 其他 

長樂   桃園 卓蘭 桃園 雲林   

 資  ts   t i  ts   ts  ts  ts  ts  t i  ts  t i  ts   tsi 

 池  tsh t hi  tsh   tsh  t hi  tsh  tsh  t hi  tsh  t hi  tsh   tshi 

 屎  s   i  s   s  i  s  s  i  s  i  i  i 

 醋  tsh t hi  tsh   tsh  s  tsh  tsh  tsh  tsh  tshu  tsh   tshi 

 子  ts   t i  ts   ts  ts  ts  ts  ts  ts  tsu  ts   ts  

 再者，台灣客家話的雙元音結構很有規律，大部分遵循異化原則。所謂異化



 

原則即： 

 

 

(7)  異化限制 
                    *韻母 

   
            [α後 ]          [α後 ] 
  異化限制的意思是：韻母內不能有兩個具有相同[後音]徵性的元音，不能同

為前元音，也不可以同為後元音。 [α] 表示任何相同的特徵值。換言之，韻母

內的元音必須依(8)圖示中的結構才合乎客語音韻︰ 

(8)       [- 後]      [+ 後] 

             i           u 
     

 

                 e           o   
                       a 

  上圖中，[i]和[u]的來回雙向配對構成了(9a)中[iu]及[ui]兩個雙元音；[i]和[o]的

往還產生了(9b)的[io]及[oi]，[u]及[e]的彼此共存衍生了(9c)內的雙元音[ue]及 

[eu]： 

    (9) 
a. iu 如 : n)iu11      牛  

 ui     kui31      鬼  

    

b. io     k’io33     瘸   

 oi     hoi55      害  



 

c. ue     k’ue55    碗打破之聲  

 eu     keu33      嬌  

  因此一般說來，台灣的客家話不會有像(10)中的韻母結構： 

(10)   
a. *uo ，*ie 

b. *ie ，*ei 

 

其中，(10a)的複合韻母內的兩個元音都同為後元音，而(10b)的兩個結合元音都

為前元音，兩種結合都違反了異化限制。但是實地的田野語料顯示：還是有些客

家存有[ie]的韻母，如苗栗、中部四縣、卓蘭四縣，及六堆的美濃，長治的「雞」

唸[kie33]，對於這個問題，個人認為有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這些方言可能是

異化限制下的殘存音，因為在很多客家方言裡 ( 如吉東、高樹 )「雞」只唸[ke]。

但也有很多方言是兩者([kie]及[ke])都可以的。當然，也可能只是不同觀念下的

記音差異。第二，異化限制極可能是和慢才形成的的結構條件，有些方言尚未發

展到具有這個條件的時段，因而還不致於受此條件之制約 3。第三，語音的結構

限制並非絕對不能違反的，而是每個語言或方言的結構限制有其層次性，最不能

違反的結構限制層次最高，語言從這些層次與結構限制中去挑選最好的、或最宜

於該語言的語音限制(參見鍾榮富 1995，或Kager 1999)。 

 另外，就元音和韻尾的結構而言，台灣客家話很一致地遵循同化原則： 

(11)同化原則 

                       *N(韻母) 

 

               [α後 ]       [－α後 ] 
同化原則的意思是：元音和韻尾不能具有不同的[後音]徵性。換言之，元音和韻

                                                 
 
3 這種語料例證並非不常見，請參考 Kiparsky 1968, Prince and Smolensky 1994. 



 

尾必須含有相同的後音徵性。這個原則的運作完全基於 (12)的徵性假設： 

(12) 

韻尾 m/p n/t N/k 

[後音]徵性值 －  ＋ 

對於(12)的徵性值，須要做簡短的說明。首先，[m]及[p]都是雙唇音，發音部位

很前面，當然具有[－後音]徵性。再者，舌根音[N]及[k]在發音上已經共認為[＋

後音]。唯一要說明的是關於齒齦音[n]及[t]，由於這兩個音的發音部位介於雙唇

及舌根之間，又由於齒齦音的特性，很多音韻學家多認為他們的[後音]徵性是空

白的(更多的論證，請參見 Paradis and Prunet 1991)。依據同化原則，客家話的元

音和韻尾的結合情況是(13c 中的 V 表示所有的元音)： 

(13) 

a. i/e + m/p  b. u/o + 

N/k 

 c. V + n/t  

im kim33 (金) uN kuN33 (公) in kin33 (斤) 

ip kip3 (急) uk kuk3 (穀) it kit3 (吉) 

em sem33 (蔘) oN koN33 (光) en sen33 (星) 

ep sep3 (澀) ok kok3 (角) et set3 (色) 

    on son33 (酸) 

    ot sot3 (說) 

    un sun33 (孫) 

    ut sut5 (術) 

細心的讀者必然會發現：低元音[a]還沒有提及。在前面(8)的元音表裡，[a]屬於

央元音，所以也被認為沒有[後音]徵性。以此為基礎，[a]應該可以接所有的韻尾，

如此既不違反異化限制也沒有違反同化原則： 

(14) 



 

a. [a] + m/p  b. [a] + N/k  c. [a] + n/t  

am kam33 (柑) aN kaN33 (耕) an pan33 (班) 

ap kap3 (甲) ak kak3 (格) at pat3 (八) 

 綜合迄今為止的討論，我們發現台灣客家話的韻母結構的一致性很大，雖然

表面上各地方音的韻母差距很大，但是仔細分析，卻僅在於[ ]之有無，至於結

構上都和同化原則及異化限制大有關係。 

1.4 聲調特性 

    客家話的聲調南北差異很大，不但調值彼此不同，調類的數目也不一樣。大

體而言，除了海陸客家有七個調之外，其他各個客家次方言都只有六個調，茲分

別列之於後： 

(15)台灣各客家方言的調值表 

方言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楊時逢 1957 (北部) 24 11 31    55 22 55  

四縣 鍾榮富 1997a (南部) 33 11 31    55 31 55 

楊時逢 1957 (桃園) 53 55 13 31 22 55 32 

羅肇錦 1990 (竹東) 53 55 13 31 11 55 32 

 

海陸 

涂春景 1998a, b (中部) 53 55 24 11 33 5 2 

呂嵩雁 1993 (桃園) 11 55 53   24 32 55  

饒平 涂春景 1998a (雲林) 11 53 31   55 2 5 

呂嵩雁 1993( 桃園) 22 52 31   33 3 43  

詔安 涂春景 1998b (雲林) 11 53 31   55 24 5 

永定 呂嵩雁 1993(桃園) 33 53 31   11 24 4 

涂春景 1998b 33 224 31   33 2 5  

東勢 江敏華 1998 33 113 31   53 31 5 

卓蘭 涂春景 1998a 33 113 31   53 2 5 



 

    這些調值的記音，不論是音位上的(phonemic)或是語音上(phonetic)基礎，反

映了幾個有趣且值得探討之處，分別是低平調，高平調，及高降調。首先，幾個

方言的低平調(11 或 22)分別出現在各個不同的調類裡： 

(16) 

     四    縣   海陸   饒平   詔安 東勢 卓蘭 永定    

調值  北部  南部 北部 中部 桃園 卓蘭 桃園 雲林   

11     陽平 陽去 陰去         陰平   陽平 去聲 

平、上、去、入等均為中國傳統聲韻學的名詞，其分陰陽是基於高低調並參酌聲

母的清濁而來，然而我們覺得好奇的是：為甚麼古代不同的調類或調值，會在共

時的方言裡展現如此多角的風貌？更值得探究的是，為甚麼同一調值，在各客家

方言裡會有去聲與平聲兩個調類？尤有進者，為甚麼同一個調類(平聲)，卻在四

縣，東勢，卓蘭屬於陽平，而在饒平，詔安屬於陰平？為甚麼同一個調類(去聲)，

卻在海陸的北部、中部區分成了陰、陽去等完全不同的調類？更進一步的探研，

更可以問：傳統聲韻學裡，陰、陽調的劃分如何解釋客家話各個次方言裡調類混

雜的現象？這些當然都是學術上很有意義的問題，也是未來做客家話乃至於做聲

韻學研究者，值得注意或進一步研究之處。相信這些問題的解答，多少會幫助我

們瞭解客家話的歷史沿變，更有助於客家話各次方言之間的溝通與理解。然而，

就目前的認知與瞭解而言，這些問題都已經超乎本文所能解答的範圍。 

 這種調類互異的情況，也出現在高平調及高降調之間，且看： 

(17)高平調及高降調的對應 

     四    縣   海陸   饒平   詔安 東勢 卓蘭 永定    

調值  北部  南部 北部 中部 桃園 卓蘭 桃園 雲林   

53    陰平 去聲    陽平   去聲 陽平 

55     去聲       陽平  

    這種同一調值卻在各次方言間劃分成不同調類的現象，反映了「客家話」歸



 

類的問題。以往文獻，認為客家話的調類特徵是：「次濁上歸陰平在客家話內不

呈現大面積的一致性」(橋本萬太郎 1973：440-441， 轉引自張光宇 1998：83)，

後來黃雪貞 1988 認為此說不完整，應補以「全濁上讀陰平」(同上)。對此說法，

張光宇 1998 頗不以為然，但由(17)表中的調類與調值而言，這些學說或看法，

顯然有所不足，因為不論從那個角度而言，很難說明為何同一個調類會衍生出不

同的調值，更難以解說為何同一調類(如陽平)在不同的方言會有不同的調名(如陽

平分稱為陰平及去聲)。總而言之，有關客語調類在台灣各次方言的比對及研究，

尚有待更多的探討才能獲得共清晰的輪廓及更全面的了解。 

    不過，關於調類與調值的變易，似乎可由擬構中解決。例如，四縣的去聲是

高平調(55)，但永定語海陸的去聲卻是低平調(11)，合理的解釋是原去聲是個高

降調(51)，但在歷史演變中，永定、海陸等方言取其低調，而四縣取高調，遂成

共時之現象。換言之，演變圖示如後： 

(18) 

                        55  (四縣) 

    中古去聲 51  

                         11 (永定、海陸) 

    像上述的演變不但合情合理，也能說明去聲調在各方言間的差異。如果這種

分析可以應用於其他調類的演變，當可以進一不揭開客家次方言間的聲調差別。

然而，目前我們尚無法就這方面的構音及考證做說明。 

 

2. 構詞特性 

    台灣客家話的兼容並蓄特性最能從構詞之中反映出來，除了傳統的構詞方式

如重複(酸凍凍，哇哇滾，唉唉默默[拖拖拉拉])、主謂結構(心酸，腳痛)、動賓結

構(瘸手，歇夜)、並列結構(清靜，發作，硬直)、動補結構(煮熟、看透)或詞頭詞

尾(老蟹、老虎，蝨嬤，笠嬤)等等構詞之方式之外，最具特色的應該是：人稱代

名詞，綴詞及小稱的構詞。 



 

人稱代名詞 

台灣客家話的人稱代名詞，種類繁多，以我們所蒐集的語料而言，有： 

(19) 

    a. 單數及複數 

   你 我 他   你們   我們   他們 

南部（美濃）N Na   N  Na      (ien) 

南部（萬巒）N Na   N t  Na  t   t  

南部 (高樹) N Na  k  n  Na  k  

北部（苗栗）N Na   N t u Na  t u  t u 

北部（海陸） ) Na   )  t u Na  t u  t u 

    b. 所有格 

   你的   我的   他的  你們的  我們的  他們的 

南部（美濃） ) a  Na  a N  Na       

南部（萬巒）N  Na a   N t   Na  t    t   

南部 (高樹) ) a Na k a n  ne Na  ne k  ne 

北部（苗栗） ) a  Na  a  N t u  N t u   t u  

北部（海陸） ) a  Na  a  )  t u  Na  t u   t u  

    人稱代名詞在很多語言的演變及變化之中具有文化及音變上的意義，例如古

英語的人稱代名詞和其它的代名詞(甚至名詞)相同，含有很完整的格位變化。然

而，由於歷史演變之中，其他代名詞和名詞的格位都消失了，但是人稱代名詞的

格位卻保留了下來，如： 

(20) 

數 格 陽性 陰性 
主格 he she 
所有格 his her 
與格 him her 

 
 
單數 

受格 him her 



 

主格 they they 
所有格 their their 
與格 them them 

 
複數 

受格 them them 

為什麼單單人稱代名詞的格位會保留了下來呢？很多歷史語言學家的看法是：因

為人稱代名詞在生活之中，最為常用，因此得以保存(Baugh and Cable 1993, 

Bynon 1977.)。這種看法，在台灣南部的保力村，也足以獲得佐證。保力原為客

家村落，全村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但是依據我們的調查：保力閩南話的

人稱代名詞還保留了客家話稱謂： 

(21) 

 叔叔 伯父 嬸嬸 祖母 

閩南話 a tsik a pe a tsim a ma 

客家話 a suk a pak me me a pho 

保力閩南話 a suk a pak a me a pho 

然而，回頭詳細察看(19)的語料，我們必然會發現：台灣客家話的人稱代名詞的

用法非常的分歧。以人稱代名詞的複數而言，有些是用 teu ，有些是用 ten，更

有些是早已經合併成一個單一語詞。為何會有如此的歧異，到現在還沒有人詳加

研究，不過這些構詞上的變異在在顯示了客家人在不同時代，不同地方的遷徙，

以致於在各個不同的地方感染了地方方言或語言色彩。 

 2.1 綴詞 

    台灣客家話的綴詞，除了表示語法時貌的「nen/ten」(如：佢企 ten/nen 食飯 

[他站著吃飯。])，「歇(het)、了(liau)」(如：佢食歇飯[他吃了飯。])，「過(kuo)」(如：

佢食過飯[他吃過飯了。])之外，比較值得注意和討論的是名詞詞尾 e/i/ 。一般而

言，四縣客家話中的新埤，佳冬及高樹等三個地區的客家話的名詞詞尾是[i]，其

他四縣客家話的名詞詞尾則為[e]，而海陸地區有些客家話沒有名詞詞尾，另外

有些地區的海陸客家話名詞詞尾則為[ ]。 再則，無論哪種客家話的名詞詞尾都

會有韻尾展延(coda spreading)的情形發生，換言之，只要是名詞有韻尾，則該韻



 

尾(不論是元音韻尾或輔音韻尾)都會伸延而成為名詞詞尾的聲母(只以四縣客家

話的-i 詞尾舉例)： 

(22) 

a. 盤子  phan ＋ i ⎯⎯→ phan  ni 

b. 釘子  taN ＋ i ⎯⎯→ taN  Ni 

c. 柑子  kam ＋ i ⎯⎯→ kam  mi 

d. 襪子  mat ＋ i ⎯⎯→ mat ti 

e. 格子  kak ＋ i ⎯⎯→ kak ki 

f. 盒子  hap ＋ i ⎯⎯→ hap pi 

g. 筷子  khuai ＋ i ⎯⎯→ khuai i 

h. 猴子  heu ＋ i ⎯⎯→ heu ui 

    這組名詞詞尾之所以有趣或值得討論，主要原因在於：過去很多文獻(如羅

兆錦 1984，Hashimoto 1972)都認為：客家話的顎化鼻音[ )]是來自於舌根鼻音在

前高元音[i]之前的變化，但是(22b)的韻尾卻沒有變成[ )i]。可見文獻中的論點和

舉證都明顯的不足，因此這組語料成為很少數可以幫我們辯證：(a)客家話的顎

化鼻音是來自於[n]和[N]在[i]之前的中立化現象(neutralization)(請參見鍾榮富 

2004 之論證及討論)。(b)客家話的構詞和音韻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特別是名詞

詞尾的音韻關係和一般的詞根(stem)或語詞(word)並不全然相同。由於這種音韻

和構詞之間的關係，能有效地幫助我們論證文獻中的分析，因此台灣客家話的名

詞詞尾之多元，也顯示了台灣佳話在構詞上的特色在語音分析及研究之上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 

 2.2 小稱詞 

「小稱詞」是個還沒有清晰完整界定的名詞，過去一般認為名詞的仔尾詞如(22)

的語料是為小稱詞的最佳範例，然而經過近年來漢語各方家以不同的角度來切入

和分析漢語的小稱詞之後(徐通鏘 1985，麥耘 1990，1995，江俊龍 2003)，我

們對於小稱詞的認識於是有了多面的訊息。限於篇幅，本小節將把焦點限制在台



 

灣客家話小稱詞在聲調和音段之間的互動，而以東勢客家話為對象 4。 

台灣東勢客家話源於廣東大埔地區的客家話，而最引起討論的是所謂的陰平變

調： 

 (23) 東勢客家的陰平變調 

        [33] ⎯⎯→ 35 /___ {[113], [31], [31]} 

       (陰平調在陽平，上聲，或陽入之前要變成 35 調) 

這個變調之所以引起注意，就在於東勢另有其結構性的或音位性的陰平調 33，

因此這個由「陰平變調」而衍生的 35 調其實是東勢客家話六個音位調之外的新

調值。再者，這個 35 調卻在小稱的變化或對比之中，具有了語義對照的功能(語

料取自江敏華 1998)： 

(24) 

a.  p’u 35 ‘簿(簿子)’  c. jioN35 ‘秧’  

b.  p’u113 ‘瓠瓜’  d. jioN33 ‘癢’  

不但在單音節詞上有辨義功能，在兩音節共組的複合詞裡，35 調也有別義做用： 

(25) 

天光 33  33  ‘天亮了 33  35  ‘明天’ 

牛鞭 113  33  ‘打牛的鞭子’ 113  35  ‘牛的生殖器’ 

 

另外，有些 35 調的字另有 33 調的念法，但語意卻不儘相同： 

(26) 

a. s 33      ‘師父’ ： s 35      ‘徒弟’ 

b. jien33     ‘煙’ ： jien35 ‘煙(葉)’ 

 有些 33 調的動詞，其相對應的名詞是 35 調： 

(27) 
                                                 
 
4 其實有關客家話小稱的研究還有許多方言有待整理，目前我手頭上積有的語料很多，將在明年

(2006)七月之前整理完畢。目前，限於篇幅，只簡單以東勢客家話為例。 



 

          動詞          名詞 

a.  t ’ia33 ‘車(做動詞)’  t ’ia35 ‘車(名詞)’ 

b.  pau33 ‘包’  pau35 ‘包子’ 

c.  ten33 ‘釘’  ten35 ‘鐵釘’ 

  

 總結前面這些的觀察，東勢的 35 調具有兩種身份或來源。第一種是由 33

調變化而來，這種情形下，35 調是變化調(derived tone)，所以它是可預測的，可

以經由音韻規則來掌控。在兒童的語言習得裡，這種可由規則預知的聲調，被認

為是不用逐字學習的，而是經由音韻規則衍生而來（Chomsky 1986）。35 調的另

一種身份卻是字詞本身的調(lexical tone)，因此是不能預測的，是字詞本身就擁

有的。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必須每個字詞逐一學習，因為毫無規則可循。 

不過，這只是表面上或者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分析，音位語料所呈現出來的結果

就是如此，這種現象頗類似國語(或者更正確地說是北京話)的輕聲，同樣具有辨

義作用，如「東西」可念[55․](․=輕聲)，也可念[55 55]，兩者意思不同。也像

東勢的 35 調一樣，北京話的有些輕聲是頗有規律可循的(見 Chao 1968，Cheng 

1973)。有趣的是，北京話的輕聲，其地位在語言學上一直還沒得到正名，有人

認為是字詞調，是第五聲；有人卻遲遲未能接受第五聲的提議（參見鍾榮富 1993

之討論）。 

如果能更進一步的觀察，還是有幾點值得思考。首先，東勢客家話裡有語詞對比

的 35 調都出現在名詞之上，顯然是由於名詞詞綴或者小稱的附加，只是後來由

於小稱詞綴可能因為沒有重音而喪失了音段。這種現象並非北京話或東勢客家話

特有的現象，在其他漢語方言裡屢見不鮮，例如粵北土話中的北鄉、石陂等方言

也有類似得現象(莊初昇 2004)。其次，客家話的 35 變調並非侷限於東勢客家話，

在南部的高樹，新埤及佳冬等地，也有 35 變調的現象，只是這些變調不再具有

詞義的對比功能，這表示：35 調有可能源自於小稱詞的綴加，而後小稱詞的音

段被省略了，留下聲調。不過，在東勢客家話裡，35 調還保留了語詞的位階，



 

而在其他的客家話裡，重種對比完全由其它的詞彙結構來肩負了。 

 

3. 語法特性 

客家話的語法研究，不是過於全面而疏忽了內部的結構獨特性，就是太專注於某

個結構性小點而失去了整個客家話語法的全面(請參閱鍾榮富 2004 第二章之詳

細討論)。當然，本文也無法就客家話語法的全面及單點做深入的討論，因此本

節將以疑問、連副詞、語尾助詞等三個層面，點出客家話的語法特性。 

 3.1 疑問句 

 疑問句主要有兩類：是非句(類於英語的 yes/no question)及疑詞問句(類於英語的

Wh-question)。這兩種疑問句之中，客家話的疑詞問句並沒有特殊性，因為客家

話的疑問詞如問人的「什人[man )in]」，問事的「麻介[mak kie]」，問時間的「哪

久[ne kiu]、麻介時間」，問地方的「哪位[ne vi]」等的用法基本上和國語或華語

並沒有太大的不同。然而，客家話的是非句則很有特色。 

客家話是非問句最常用的語詞是 mo11，和客家話表示否定的「無」(mo)應該是

同一個語詞。時下文法學家大都認為漢語各方言的語助詞多可以看成源自於否定

詞，如唐詩「晚來天欲涼，欲飲一杯無？」的「無」即為現代客語疑問語助詞的

根源(Chao 1968, 呂淑湘 1984 )。此外，客家話還有其他的疑問語助詞，如 ha31、

mia33、ho33、ka33 等。這些語助詞都置於句尾，做問句的表徵，並沒有聲調上的

變化。如：  

(28)  

a.  佢來過 le (這裡) mo11？  (他來過這裡嗎？) 

b. 佢來過 le (這裡) ha11？ 

c. 佢來過 le (這裡) mia33？ 

d. 佢來過 le (這裡) ho33？ 

e. 佢來過 le (這裡) ka33？ 

這五個疑問語助詞中，mo 與 ha 表中性的疑問，ho 表說話者期望得到肯定回答



 

的疑問句，而 mia 表問話者對問題能得到肯定的成份不大，至於用 ka 則表示驚

訝、強烈懷疑，或輕蔑之意。因此客家話的疑問詞種類繁多，除了表示疑問之外，

還兼具有語用的功能，這很顯然是台灣客家話在句法結構上的特色。 

3.2 語助詞 

另一個很能顯示台灣客家話句法特色的是語助詞。客家話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語

助詞的豐富，很多句子表面之結構完全相同，卻因為有不同的語助詞及語調，而

有了很不同的語義表達，這使客家話的日常對話有了繁複的語調及曲律，也使客

家話的句法充滿了活力及變化。 

先比較後面幾個句子： 

(29) 

a. 佢有去過了。 

b. 佢有去過了哇。 

c. 佢有去過了 lio。 

d. 佢有去過了哪。 

e. 佢有去過了 mo？ 

f. 佢有去過了 hia? 

g. 佢有去過了 mie? 

h. 佢怕有去過了哪。 

 

前面八個句子，差別只在於語尾助詞之變化及語調的高低起伏，卻因而有了不同

的語義及語用表達。(29a)不論是語調的高低，都只是單純的表達「他去過了」

一個簡單的概念。然而，(29b)多用了一個「哇」不但表示了「他去過了」的語

義，更傳達了說話者不耐煩的的語調及心中不願意講話或對話的厭煩。不但如

此，「哇」音如果再提高，則說話者的氣憤更形之於「用語」之中。比較之下，

(29c)的「lio」則彰顯了講話者的「幸災樂禍」的語氣，或者是表示「他已經去

過了，你怎麼還不知道？」之意。(29d)所用的「哪」[na]，表「不用再問或不用



 

在談了，因為他已經去過了」語氣多少帶有聽者不名就裡之意，也表示講話者對

於聽者之輕蔑。從(29e)到(29g)三句都和疑問詞的表達有關，可以參考前一節客

家以問詞的討論。最後的(29h)多了一個「怕」表猜測或表講話者心中的不確定

性。當然，從(29a)到(29g)等七個句子，也能在動詞之前加個「怕」字表達講者

之謙虛或懷疑。 

 台灣客家話的語尾助詞還有很多，無法在此短文一一細論。且看後面一小段

取自台灣南部謔笑廣播劇「李文古」的對話 5(畫線的部分為語助詞)： 

(30) 

a. 文 古：唉，先生阿，歪 het 了 ne。(哇，先生，歪到了。) 

b. 地理師：哈，歪 het 了呀，啊！你奈來呀？ (哼，歪了嗎？你哪裡來的？) 

c. 文 古：捱茅山啦。(我從茅山。) 

d. 地理師：你行前那來講，這隻細猴仔。（你到前面來講講看，猴崽仔。） 
e. 文 古：捱唔同你講，葬到都蝦公樣 ne，頃頃綣綣。（我不想跟你講，葬得像

蝦，彎彎曲曲。） 
f. 地理師：你再講，煙筒頭就有食哪。（你再講，會用煙筒敲你的頭。） 
g. 文 古：先生，捱同講，風水屋場捱蓋專，地理羅盤最相當，捱講你聽試試

看，煙筒放下沒相關，捱 naN同詳細講。（先生，我跟你講，風水我

很專門，地理羅盤我都精，我講講，你就聽聽看，先把煙筒放下，我

再詳細講。） 
地理師：講到好、嘟沒相關，講到不好你 naN看，煙筒直接嘟鼻孔上。（講 

得有道理，就沒關係，如果講得不好，就直接把煙筒敲在你鼻子上。） 

h. 文 古：好，沒相關。（好，沒關係。） 

前面(30a)的「唉，阿」及「ne」都是語助詞，其中的「ne」相當於國語的「呢」，

不過語氣上表示：很看對方不起的樣子。(30b)的「哈」表不相信或更瞧不起的

語氣。後來的「啊！」簡直是驚訝之意，含有「我這麼有經驗，你還說我做的風

水會歪掉？」(客家話「作風水」即「為死者做墓碑」之意。)接著，風水師更用

「你奈來呀？」表示不可置信，所以用完全懷疑的語氣。沒想到李文古以開玩笑

或以戲謔的語氣說「我從茅山來的啦」，「茅山」為道士訓練之處，在此泛指「有

                                                 
 
5 家慶唱片商行「客家笑科劇李文古」，1995. 



 

道行有研究」之意。由於本文並非要為李文古的故事作解說，而是要以對話中的

語助詞來點出客家話在語法上的特色，因此逐字的語助詞之用法及解說，就以

(30c)之前句中的語助詞為例即可。(30d)之後的語助詞，也都是含有豐富的語用

觀點及語氣。 

 我們由前面兩小節所舉有關台灣客家話語助詞及疑問句的應用及多變，應該

可以大約掌握台灣客家話在語法上的特色。要之，台灣客家話的語法充滿了多樣

及多種的語詞，而這些語助詞所表現出來的各種語氣，遂使客家話在有限的句式

結構之中，孕育了豐富及活潑的語句表達方式。從文化的層次而言，客家話多種

語氣詞正反映了客家多元文化及多種文化內涵的遷徙歷程，也正好和歷史研究中

所舉證的客家人播遷於各山區多險要之處。很可惜，從客家句法結構之特色來探

討客家文化的研究還屬鳳毛麟角，未來相信會有更多研究人力的投入。 

4. 結語 

從語言學的角度而言，台灣客家話並非內部很一致的語言研究個體，而是充滿了

分歧的名稱。以內部的差異來劃分，台灣的客家話主要有四縣，海陸，大埔，詔

安，及比較不常被提及的永定，饒平及豐順等客家話。然而，語言學之所以能做

為單獨的學科，主要在於同中求異及能以很簡潔的規律或限制來區分各個表面上

很不相同的語言歸類。因此，本文先以台灣內部各個不同客家話的奇異點為始，

並逐一從語音、構詞及句法等三個層面來探索台灣客家話的特色。 

簡而言之，台灣客家話的語言特點是兼具各個客家話之語音，而以[ ]及知章[ts, 

tsh, s]及精莊(t ，t h, )兩組聲母之分合為依歸。至於韻母，主要在於前高元音[ ]

之有無做為區分的標準。在多達 64 個韻母的結構之中，台灣客家話，不論南北

不論次方言，都以簡單的異化及同化兩個原則做為韻母結構的依據。所謂異化，

指的是「雙元音的結構內部不能同為前元音也不能同為後元音」，這個原則規範

了說及三元音的結構。而同化則宣稱：元音和韻尾的結合必定要有相同的後音

值，同為前音或同為後音。 

構詞上，客家話除了和其他漢語方言一樣有所謂的主動，動賓，並列及重複等等



 

結構之外，我們認為台灣客家話的特點在於綴詞及小稱的互動。由於這樣的研究

在過去鮮少有人去注意，本文的提出希望能帶來更多的研究，期能在客家的構詞

結構上有更多的特色顯現出來。當然，就構詞的規律及原則而言，台灣客家話的

特色很可能在於詞彙和文化生活支件的互動上，但這並非本文的焦點。 

最後，台灣客家話的語法特點，限於篇幅我們僅以疑問詞及語助詞領個小點來做

說明。客家話的疑問詞分為是非問句及語詞問句，然而比較有特色的是是非問句

語詞的多樣性及其和語用之間的介面互動，而語助詞更加深了我們的觀察和注

意。 

台灣客家話的研究雖然在語料蒐集和中古音之比對上迭有著作問世，但在更深一

面的語音、構詞及語法上，顯然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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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客家話的融合趨勢 

 

1. 引言 

語言改變的機制及原因一直都是歷史及社會語言學家極度興趣的主題，從早期的

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衍生語法學派(Generative Grammarian)、詞彙擴散

(Lexical Diffusion)、 Labov及其後的社會語言學派，以至於最近以衍生語法為基

本的優選理論(Optimality Theory) (Prince & Smolensky 1993)，無不紛紛提出對於

語言改變的看法。這些理論之間的研究方法差別其實並不大，但是提出的詮釋角

度及學說和驗證的過程卻大有區別。例如新語法學派認為語音或其他語言形式的

改變是規律而且沒有例外的變化，只要是音變的環境相同都會有類似的改變，他

們從印歐語系的許多音變之中，獲得實證基礎，後來的Northern Cities Chain Shift 

(Labov 1994)也被用來證明新語法學派的主張(Radford, et. al. 1999)。至於社會語

言學派則認為語言的改變肇因於社會階層的區別，和社會經濟的條件大有關係，

Labov 1966 及 1972 是為經典的論證。其他如英國東部Norwich的-ing的語音研究

(Trudgill 1974)也是支持社會語言學派看法的研究。至於以漢語方言的流變為基

礎的詞彙擴散理論，則認為語音的改變是突變，但是卻需經過詞彙和詞彙之間的

擴散，才能完成。例如英語兩音節的名詞，遠在 1500 年之前，重音都落在第二

音節，如reBEL，perMIT，但在 16 世紀之後，兩音節的名詞重音移到第一音節，

才會有PERmit（名詞）及perMIT（動詞）之間的讀音差別。但是，現在仍然有

很多雙音節的名詞重音保持在第二音節，如misTAKE。換言之，「雙音節名詞重

音要在第一音節」的規律還在擴散之中，從 1500 年的 3 個詞到 1995 年的 70 個

詞，已經可以看出擴散的痕跡。我們也可以從Wang 1977，Lien 1987，何大安 1988

等研究文獻中找到更多的研究佐證來支持詞彙擴散的可行性。而衍生語法學派和

優選理論對於語言改變的貢獻在於理論的構思，而不在機制及原因的催生，例如



 

衍生學派主張語音的改變是由於語言知識(language knowledge)6內部的語音規律

發生變化(參見Kiparsky 1965，1971)，而優選理論則以為是語言知識內部的限制

及排序發生變化(McMahon 2000)。 

本文將以台東的瑞源及其他花東及桃園、苗栗地區的四海客家為素材，整理類別

及推論四海客家話衍生的方向，同時並從優選理論的架構來探研及分析台灣四海

客家話形成的方向。所謂「四海客家話」指四縣客家話和海陸客家話接觸而產生

的一種新的客家腔調。過去台灣客家話的研究主要以四縣和海陸兩個腔調為主軸

(參見鍾榮富 2004)，但是，台灣客家人雜居在同一個客語區的現象非常普遍，因

此有了各種四海客家話的存在，本文的研究希望能為語言接觸及其結果提出理論

和實證的基礎。 

2. 語言接觸與語音演變：衍生語音學派及優選理論的看法 

歷史語言學研究雖然肇始於對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的追尋

及擬構，但是其研究方法及因研究過程而衍生的理論卻深深地影響了語言學的研

究。由於篇幅的限制，本節將集中於衍生語法理論(Generative Grammar)架構內

的學說及其影響之介紹，而把優選理論及其他理論的比較置於第 4 節。 

衍生語法對於歷史語言的研究，從 King 1967, 1969 主張衍生語法的歷史語

言學架構是：人們語法能力的內在規律之改變，因此產生語音及語法的變化。後

來經過 Kiparsky 1965, 1971 的驗證及擴充，衍生語法的對於語音改變的看法終於

確立。雖然 Hock 1986 認為衍生語法內的語言改變，基本上並沒有擺脫以原始音

為深層結構，現代音為表層結構的看法，無法對於整個歷史語言學有實質之貢

獻，但是衍生語法的看法也給歷史語言及語音改變帶來了不少衝擊，尤其是在原

始古音的擬構上，多了自然類音的考慮及架構，為語音改變帶來了理論基礎。 

從規律為本的衍生語法到以制約(constraints)為本的優選理論，衍生語法對於

語音改變的看法很一致：語音之改變主要是由於人腦內部的語法有了改變，至少

                                                 
 
6 「語言知識」依據 Chomsky 1985 之見，即表示語言本能(linguistic intuition)，也就是我們對於

某個語言的能力(linguistic competence)。 



 

在制約的層次排列上做了調整(McMahon 2000)。以四縣客家話為例，本來還有類

似「犯」[fam]、「法」[fap]等音節結構，但是由於後來「聲母與韻尾不可同為唇

音」的結構制約逐漸往上調整，以致於後來的客家話，像[fam]和[fap]這種音節，

逐漸退化而分別變成[fan]及[fat]。7 

如果把語言融合或兼語(Pidgin)的形成視為學習度(learnability)與語法內部的

制約層次相互影響(Tesar 2003，Tesar & Smolensky2000)，則優選理論應該可以做

為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詮釋基礎，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3. 四海客家話的形成方向 

台灣的客家話有六種主要的方言：四縣、海陸、東勢、詔安、饒平、及永

定。但是主流卻以四縣及海陸為主，尤其是四縣客家話幾乎可以視為客家話的通

用語(lingua franca)，因為四縣客家話的人口最多，分佈最廣，其中以北部的苗栗

及南部的六堆地區為主 8，而海陸客家話的分佈則以桃園及新竹居多。可能是因

為人口不多，溝通不便，台灣的海陸客家人通常都是雙聲帶(bilingual)，四縣及

海陸客家話都能講。 

客家人到了台灣之後，並沒有完全安頓下來，還是必須四處遷徙，主因是客家人

大都居於山區，地窄人稠，耕地狹小，因此人口到達某個程度之後，為了謀生而

不得不往外發展，其中又以後山的花蓮及台東地區為主要目標。 

本節分為三部分：先界定「四海客家話」，然後來分析四海客家話形成的類型，

最後是小結。 

3.1 四海客家話的界定 

海陸及四縣客家人雜居之處，由於溝通的必要而產生了四縣和海陸客家話

                                                 
 
7 在客家研究的文獻上，最早注意到這種「唇音異化」現象的是鍾榮富 1997。之後，則有羅肇

錦 2000 及涂春景 1998。1997 之前的客家文獻，如楊時逢 1957，Hashimoto 1972 都還有[fam]
及[fap]的記音。 

8 南部的客家話分佈在高雄縣的美濃、杉林、及六龜等地及屏東縣的八個客家鄉鎮：高樹、長治、

竹田、內埔、麟洛、萬巒、新埤、佳冬。昔日朱一貴事變，客家人和清廷聯合組成義勇軍，共

有六個隊伍，後來稱為六堆。 



 

混合的兼語(Pidgin)9，本文稱之為「四海客家話」。至於混用的情況，則不論是

以海陸或以四縣客家的聲母、韻母或聲調為主或為輔，都一概使用相同的名稱，

而無所謂海四客家話。10 以此界定為基礎，則四海客家話以桃園地區的平鎮、

楊梅、新屋，新竹的峨嵋及花蓮的大禹、壽豐、鳳林及台東的鹿野等地為最顯著

11。目前的四海客家話大都還停留在兼語的階段，是否會形成克里歐(Creole)則還

有待進一步的調查和觀察。12 既有的文獻之中，對於四海客家話的描述都還是

從雙聲帶者的交互語音(即先請發音人以海陸客家話讀相關的字表，而後再請同

一發音人以四縣腔重讀相同的字表)之中尋找，而不是自然語言的記載。13 然而

本文所依據的語料大都為直接的田野調查所得。換言之，本文所依據的語料，都

是以生活中自然的語音為描述對象。 

其實，四縣和海陸客家話最大的差別並不多 14，聲母主要在於傳統聲韻學家

所謂的「知、莊」兩個聲母是否仍然分組而具有區別語義作用。約而言之，中古

韻書中的「知、莊」兩個聲母在四縣已經合為[ts, tsh, s]一組聲母，而在海陸依然

還存有[ts, tsh, s]及[t , t h, ]兩組具有語義區分的兩組聲母：15 

(1) 

四縣 海陸 例字 

tsui ts tsui 最 ts 

tsu t  t iu 晝 

                                                 
 
9 Pidgin 本為兩種語言相互接觸進而融合成的新語言，請參見 Todd 1974，Romaine 1988。 
10 有人以為聲調取自四縣，韻母和聲母取自海陸，則稱為四海話。反之，如果聲調取自海陸，

而聲調或韻母取自四縣，則應該稱為海四客家話。本文不以為然，無論四縣和海陸客家話如何

融合，只要是分別取自四縣和海陸，都稱為「四海客家話。」 
11 這觀點目前還只停留在觀察的階段，請參見呂嵩雁 2004。未來還需要更多詳細的語料記錄，

才能幫我們印證這個觀察是否完全正確。 
12 Creole(克里歐)的要求應該是有人把四海客家話作為母語。目前，花蓮大禹地區及玉里鎮部分

客家村落已經有具體的克里歐現象。然而，四海客家話還只是很初步的研究，未來還需要更多

的人力來投入進行更精細的研究。 
13 例如鄧盛有 2000 及黃怡慧 2003。 
14 請參見鍾榮富 2004 中更詳細的分析。 
15 與聲調無關的語料，都不標聲調。 



 

tshiu tsh tshiu 秋 tsh 

tshu t h t hiu 抽 

se s se16 洗 s 

su  iu 手 

  文獻上，海陸客家話的[t , t h, ]並不一定要出現在[i]介音之前，例如後面

(2)是介音之有無的語音對立： 

(2) 

 有介音 沒介音 

t  t iu 皺 t u 蛀 

t h t h iu 抽 t h u 粗 

 iu 收 u 書 

   但實際的語音是否還有這些介音的對比，則還有討論的空間，因為在許多

海陸客家話人士的語感裡，這個介音的有無並非絕對的必要。可惜目前還未有人

任對這個議題作深入的研究。17 

另一個聲母在四縣及海陸之間的差別在於：前高母音零聲母音節之前，海

陸客家話會有個摩擦音[ ]： 

(3) 

四縣 海陸 例字 

 i  i 醫 

 iu  u 油 

 iun  iun 雲 

     依楊時逢 1957 之見，「[ ] 是舌尖及舌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t ]
                                                 
 
16 也有人讀成[ ie] 
17 依據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編輯委員的調查(2004)，坊間各種客家辭典對於

海陸客家話[t , t h, ]後的韻母是否有介音[i]，頗有爭論。目前僅有的相關研究如陳秀琪 2000
及 2003 都還有記音上的不一致，這部分的探討可能需要依據聲學的分析(acoustic analysis)才能

比較有效地辨解介音[i]是否存在。 



 

同，但摩擦成份極輕，說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 －。如‘衣友野然云央

勇’等是。在四縣話裡凡[ ]母(不論快慢輕重)都一致讀成半元音 －，所以四縣

話就不用[ ]母，而海陸讀[ ]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來代表。」

(頁 3)。其實，語言學裡用[ ]表示的輔音，最常見的是英語的 usual 裡第二音節

的起首輔音(類於我們所說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和方式應該是與 [ ]相同，而

不是與[t ]相同。[ ]的稱呼繁多，現在一般叫做牙齦後濁摩擦音(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它的發音和[s]的相同點是：上、下齒都很接近，以迫使氣流產

生摩擦。但是發[ ]時摩擦點遠比發[s]時還要後面，摩擦面也比[s]要廣、要寬。

同時，摩擦點之後的舌面往上挺起(發[s]時舌面是沒有這個動作的)，更重要的是

嘴唇微微向前凸，略呈圓唇狀態。當然，[ ]音的圓唇與否也因語言而不同，英

語、法語要圓唇，俄語則不然(見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4：148)。 

韻母方面，最明顯的差異在於(i)eu/iau 及 ien(t)/an 之間的對應： 

(4) 

四縣 海陸 例字 

meu miau 廟 eu 

tseu 

iau 

t iau 朝 

kieu kiau 嬌 ieu 

ieu 

iau 

au 搖 

    其實，四縣客家話的[ieu]源頭也是來自/iau/韻，[e]是受到前面的介音而

有了音韻上的變化，這樣的推測主要是基於客家話的異化限制(參見Chung 1989)

逐漸強勢，而沒有了[ie]韻。在很多四縣客家話裡，[ieu]韻中的介音也逐漸消失，

有些四縣客家話甚至於已經完全沒有[ieu]而只有[eu]了，這些都可以說明客家話

的異化限制(韻母內的兩個母音不能同為前母音或同為後母音)在韻母結構中愈

來愈重要，或者說在結構限制的層次排列中，位階越來越高。18   

                                                 
 
18 見鍾榮富 2004 之討論。 



 

  接著請看後一組語料： 

(5) 

四縣 海陸 例字 

ian ian 煙 ian 

ian 

an 

ian 圓 

iat iat at iat 挖 

    四縣客家話的/ian/在語音層次上大都唸成[ien]，有些則存有[ian]/[ien]的雙軌

並存現象，依據前面的聲母而定(參見鍾榮富 2004 之詳細討論)。海陸客家話的[ian]

也只限於[ ]聲母，其他也都唸成[ien]，如「間、錢、天、連」等。19 

另外，四縣的[ie]韻在海陸唸成[ai]韻： 

(6) 

四縣 海陸 例字 

kie kai 雞 

kie kai 街 

ie 

kie 

ai 

kai 介 

    與前面[ieu]之討論相同，多數四縣客家話的[ie]韻中的介音[i]已經逐漸弱

化，甚至於完全消失，而唸成了[e]韻，因此可說[ie]韻母中的介音在多數四縣客

家話裡是自由變體(free variation)，存在與否並沒有辨義作用。四縣和海陸在韻母

上的第三個差別是唇音聲母之後的[ui]韻，在四縣都唸成了[i]，而海陸則維持[ui]： 

(7) 

四縣 海陸 例字 

pi pui 杯 

mi mui 每 

 

i 

vi 

 

ui 

vui 胃 

                                                 
 
19 各地客家方言的[ien]每每和聲母有關係，在此只取最簡略的環境，作為討論分析的基礎。 



 

fi fui 飛 

值得注意的是四縣和海陸的[i]/[ui]韻對應只產生在唇音(p, ph, m, f, v)之

後，顯然和唇音異化有關(詳細的討論，請參見鍾榮富 1997)。最後，海陸的[ ](前

高非圓唇母音，只出現在 ts, tsh, s 等聲母之後)不接任何韻尾(如果接了韻尾，

則改唸成[i])，而四縣的[ ]則可以接-m/t 及-n/t 兩組韻尾： 

(8) 

四縣 海陸 例字 

 tsh   tsh  次 

m tsh m im tshim 深 

p ts t ip t ip 執 

n s n in in 升 

t s t it sit 識 

四縣和海陸差別最大之處在於聲調，四縣有六個聲調而海陸有七個聲調，因

為四縣的去聲不分陰陽(只有陰去) 。而且，兩個客家方言的高低調正好相反：20 

(9) 

 四縣 海陸 

調類 例字 調值 

陰平 詩/千/貪 33 53 

陽平 時/錢/談 11 55 

上聲 使/淺/探 31 13 

陰去 士/箭/淡 31 

陽去 次/賤 

55 

33   

陰入 識/切/塔 3 3 

                                                 
 
20目前的客家研究文獻中，各家所標注的調值有很大的不同，請參考鍾榮富 2004 之比較及所採

用的音高分析(pitch analysis)。 



 

陽入 食/絕/踏 5 5 

前面從(1)到(9)就是四縣和海陸客家話的主要差別之所在，依據 Lado 1957 以及

其後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的研究文獻( 曹逢甫 1993)，或是有關雙聲

帶(bilingualism)的相關研究(Watkins-Goffman 2001)，兩個語言的接觸或融合，除

了初期的詞彙借用之外，有系統的融合應該出現在兩個語言或方言之間最大的不

同之處，例如台灣閩南人學習英語，最困難的是雙母音[ei]及[ou]，主要是因為這

兩個母音是台灣閩南人的音韻系統所沒有的(詳細的討論，請參見吳國賢 1994 及

鍾榮富 2003)。 

    有了這些背景之後，且讓我們來探討台灣四海客家話形成的類型及成因。 

3.2 四海客家話的形成類型 

    本文無意把四海客家話的所有語詞羅列在此，而是以類別來舉例，並以此為

基礎討論過去對於語言接觸的理論的可行性，因此所列之類例只是某些代表之語

音現象。21 明乎此，四海客家話的類型主要的有後面五種：(a)聲韻為四縣，調

為海陸。(b)聲韻為海陸，調為四縣。(c)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d)聲、

調為四縣，韻為海陸。(e)聲母為海陸，韻及調為四縣。 

 首先，且看後面聲韻為四縣，調為海陸的語料：22 

(10) 聲韻為四縣，調為海陸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說明 

胃痛 vi31  vi55 vui31  

斟茶 ts m53 ts m33 tsim53 

當真 ts n53 ts n33 t in53 

海陸的[ ]在韻尾之

前都變成[i]。 

手掌 su13 tsong13 su31 tsong31 siu13 

t ong13 

 

                                                 
 
21 有興趣的讀者，可取這個部分與呂嵩雁 2004 做比較。 
22 本文以右上角的上標數字表示聲調。又客家話的聲調調值各家標法並不相同，本文以鍾榮富

2004 的標號為本。 



 

縣政府 ien33 ts n33 ien55 ts n55 ian33 tsin33  

    聲 調 在 音 韻 學 上 屬 於 韻 律 (prosody) 的 範 疇 ， 根 據 自 主 音 段 理 論

(Autosegmental Phonology)(Goldsmith 1976, 1990)，聲調自主於另一個獨立的面向

(plane)，因此這種只保持聲調的現象絕非四海客家話的特色。台灣的學生學習英

語時，常以音節為本的韻律(syllable timed prosody)來念英語的語調，即為良好的

明證(Crains and Lillo-Martin1999)。再者，只要稍微留意，我們每天都可以從 ICRT

的節目中，聽到美國人所講的國語，音段的咬音都很精準，尤其是捲舌音似乎比

台灣人還好，但是他們的聲調卻透露出外國腔，主要就是因為聲調無法完全的掌

握。依據語言習得的文獻，國語的聲調(tone)及英語的語調(intonation)是小孩最

早習得的語音音素(Fromkin 1978，Broselow & Finer 1991)，因此也是第二語言的

學習者最感困難的一部份。 

    在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上也很常見到韻律難以習得的案例，依據 Skousen 

1975 的研究，芬蘭語(Finnish)的重音(stress)都落在第一音節，之後每隔一個音節

會有個次重音(secondary stress)，但是次重音不落在最後的音節之上，如「房子」

讀[ta lo]，但是「在房子裡面」讀成[ta lossa$ni]。芬蘭人學習瑞典語(Swedish)

或把瑞典語借入芬蘭語之時，會把瑞典語原來在第二音節的重音改成第一音節，

如(語料轉引自 Kenstowicz and Kisseberth 1979:169)： 

(11) 

瑞典語 芬蘭語 說明 

liko r l ko o ri 

pol :s po liisi 

這兩詞在瑞典語中，重音都在第二音節，

但是在芬蘭語中重音卻在第一音節 

由此可見，「超音段獨立於音段之外而有其獨立自主的音架」的看法頗能獲得心

裡真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的支持。從優選理論的角度而言，這是因為講海陸

話的人在遇到四縣客時，他們的語法之中，把聲調的忠實(faithfulness)排在最高

的層次，因此是最容易在語言融合之中維持不變的語法選項。同理，芬蘭人在借



 

入瑞典語時，也是把自己母語中的重音忠實排在最優先，因此借入的只是音段。

由於重音和聲調均屬於超音段的面向，前面四海客家話及芬蘭語的語料證明優選

理論的限制排序在音段及超音段的面向上，有不同的排序(ranking)。 

    由前面的討論，我們應該可以預測：類似於(10)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出現在少

數海陸客雜居在多數四縣客的環境之中。換言之，對於海陸客家人而言，四縣客

是他們的第二語言，雖然他們能很快地掌握四縣客的音段(包括母音及輔音)，卻

很難克服他們語法中早就內化的聲調知識(tonal faculty)，正如美國人到了台灣學

習國語，還是無法完全甩掉自己母語中的韻律知識。這個預測和我們的研究若符

合節，因為這類語料大都出現在花東地區(如花蓮的大禹)和桃園的平鎮。 

    其次，四海客家話的形成也有「聲韻為海陸，調為四縣」的類別，這種方式

很像前一類的鏡形(mirror image)： 

(12) 聲韻為海陸，調為四縣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神明 in11 s n11 in55 

相識 it3 s t3 it3 

目汁 t ip3 ts p3 t ip3 

超市 t hau33 si55 tsheu33 s 55 t hau53 si33 

瞭解 kai31 kie31 kai13 

吧煙 ian33 ien33 ian53 

越大 iat3 iet3 iat3 

 這部分的語料和前面(10)的語料很類似：音段取海陸而聲調取四縣。如果我

們前面的分析及討論正確，則我們應該可以預測：類似(12)的語料應該出現在少

數四縣客雜居在多數海陸客的地區之中。這個預測也獲得語料的支持：多數這類

語料出現在桃園及苗栗的四海客之中。 

    但是，在語言接觸或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還有一種很有趣的現象：會有移轉



 

(transfer)和保存(preservation)兩者相互共存的例子，出現在四縣客有詞尾而海陸

客沒有詞尾的環境之下：23 

(13)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豬 tsu53 we13 tsu33 we31 t u53 

粄 pan13 ne13 pan31 ne31 ko13 （糕） 

釘 tang53 nge13 tang33 nge31 tang53 

柑 kam53 me13 kam33 me31 kam53 

    前面的語料顯示：海陸客家人在習得四縣客家話時，他們移轉了四縣客家話

「名詞之後不能沒有詞尾」的限制(constraint)，但是同時又保存了「四縣上聲調

必須和海陸的上聲調值對應」的限制。為了理解的方便，我們把聲調對應看成後

面(14)的表示。換言之，在(14a)裡[tsu]「豬」在四縣和海陸都擁有相同的音段，

也有相同的音調(都是陽平調)，但是在音值的層次上，四縣的陽平是中平調[33]

而海陸卻是高降調[53]。同理，當海陸客家人從四縣借入名詞詞尾[e]時，整個[e]

的原本語音表示像(14b)一樣，於是四海客家話遂把名詞詞尾解讀成具有上聲的

音節，結果形成了四海客家話獨特詞尾讀音。 

(14)   a. 豬(tu)                      b. 詞尾 [e] 

海陸        四縣 

 

53 33 

 

陽平 

               

         tsu 

海陸       四縣 

 

       13      31 

 

上聲 

 

           e 

                                                 
 
23 四縣客家話的「粄」海陸稱為「糕」([ko])。 



 

    四海客家話這種「移轉」和「保存」共存的音韻現象在語言接觸或第二語言

習得的文獻中並非特例，而且在音段及超音段中都有先例。音段方面，最常被引

用及討論的是俄國人學習英語的情形。由於俄語有「尾音清化」(final devoicing)

的規律：只允許無聲的阻音(obstruents，如[s, f, p, t, k])出現在詞尾或字尾的位置。

基於這個規律，我們發現俄國學生無法區分英語 bed 和 bet 的差別，因為兩者都

被讀成或聽成[b t]，這是語音規律或限制保存的現象。但是俄國學生卻能學會英

語「動詞在第三人稱單數現在式要加個 s」的規律，這是成功移轉的現象。結果

移轉和保存兩者的共存出現在他們在唸加上 s 之後的讀音上，如(15)。 

(15) 

英語單字 英語讀音 俄國學生的讀音 

plays [pleiz] [pleis] 

comes [k mz] [k ms] 

 前面(15)的語料表示：俄國學生雖然很成功地習得了英語「動詞在第三人稱

單數現在式要加個 s」的規律，但是他們卻保存了「尾音清化」的限制，因此把

plays 讀成了 place [pleis]。這很像海陸客家成功地移轉了四縣客家話的名詞尾，

卻還是保存了自己的上聲音值[13]一樣。 

超音段最好的例子是佛瑞蓮語(Friulian)借自義大利語的例子。24  佛瑞蓮

語的重音在最後一個重音節(heavy syllable)，而義大利語並沒有重音： 

(16) 

義大利語 佛瑞蓮語 語意 

affitto af t 租 

istituto istitu :t 學校 

而且即使加了表小稱的詞尾[ut]之後，佛瑞蓮語還是保存了「重音在最後一個重

音節」的規律，如[istitut-u t](學校的小稱詞)，這表示在許多語言的互借之中，

                                                 
 
24 語料取自 Kenstowicz 1994:84. 



 

移轉和保存往往會同時發生。 

最後，再看台灣閩南語的名詞詞尾和國語「子」的移轉和保存。依據曹逢甫

和劉秀雪(2001)的研究，古閩南語沒有固定的名詞詞尾，其來源應該和目前國語

的「子」頗有淵源。估不論閩南語的名詞詞尾和國語的「子」之間的詳細關係，

但是閩南語的名詞詞尾不論是讀成[tsi] (17a)，[a] (17b)25，[tsu] (17c)或[k )a)] 

(17d)，其聲調皆相同，都是和國語一樣讀上聲 26，只是閩南語的上聲調值是高

降調[53]。這種規律的對應應該不是偶然的，至少現階段可以斷言的是：閩南語

在各個階段移轉了不同讀音的名詞詞尾，但是卻仍然保存了自己的聲調。 

(17) 

  閩南語讀音 國語讀音 

蓮子 a. 

椰子 

tsi53 

豬仔 b. 

獅子 

a53 

童子 

孔子 

c. 

浪子 

tsu53 

娘子 d. 

母子 

k )a)53 

ts 214 

    從前面四海客家話名詞詞尾的形成、俄國學生學習英語時的尾音清化、佛瑞

蓮語借義大利語而保有自己的重音、以及閩南語各種「子」的同一聲調等四個語

                                                 
 
25 閩南語名詞詞尾會有連音現象(linking)，其聲母和詞尾之前的韻尾相同，如[kam ma]「柑」，[paN 

Na]「板子」，[ap pa]「盒子」等。 
26 國語的「子」也有讀輕聲的情形，不過輕聲應該也是來自於上聲的弱化，見 Cheng 1973。再

者，我們也注意到：客家話的名詞詞尾也讀上聲。合理的推論是：古漢語或中古漢語最早的名

詞詞尾本來是讀上聲的，只是現在各個漢語方言的上聲調值不同而失去共通的準則，是否這樣

的推理正確，還有待未來更深入的研究。 



 

言接觸個案之中，都很一致地指向後面的推論：語言接觸時，很常見的是成功地

從另一個語言裡移轉音段，卻保存了自己語言的超音段規律。27 

 除了音段和聲調的個別差異之外，四海客家話也有音段內之聲母獨立產生變

化的現象。首先請看後面「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的例子： 

(18) 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招手 tsau53 siu13 tseu33 su31 t au53 iu13 

當晝 tsiu31 tsu55 t iu31 

抽籤 tshiu53 tshu33 t hiu53 

新車 tshia53 tsha33 t hia53 

十個 sip5 s p5 ip5 

右手 siu13 su31 iu13 

  從自主音韻理論以降的音節理論，都把音節結構看成(19)的表示： 

(19) 

                  聲調 

 

                  σ(音節) 

 

           聲母           韻母 

因此，有些人會把聲母看成四縣客和海陸客的主要區別指標，這也可以從理論上

找到基礎。像(18)之類的語料最好的解釋是：學習者特別注意音段之間的差異，

而誤以為只要聲母能用四縣客的聲母，即表示已經習得了四縣客，而事實上說話

者的語法還是以自己的母語語法為主要的機制。就像多數台灣的英語學習者能辨

                                                 
 
27 有些語言則會連超音段一起移轉過來，例如英語的許多借自希臘語的詞尾像-ity，-tion 等等，

其重音規律也一併借入了英語。 



 

識英語的舌尖輔音[ ]和[D]卻沒有注意到重音與韻母而把 within 讀成[w sin]一

樣。 

   而且，四縣客家話的[ts, tsh, s]在介音[i]之前都會有顎化現象，只是沒有捲

舌。由於捲不捲舌已經被公認為是海陸及四縣客家話區分的重要標誌，因此在在

語言接觸及融合的動機之下，有些人以為只要把捲舌現象去除掉，即足以融入四

縣客家話。因此，像(18)之類的四海客家話多數出現在少數海陸客雜居在多數四

縣客家的環境之中。 

  由於四縣和海陸客家話的區別很有限，大部分都在聲調之上。因此，前面

三類幾乎已經述明了四海客家話的主要類型和方向。然而，四海客家話迄今為止

還不是一個很具體明確的指稱，因為目前尚未有一致接受的類型。再者，各地區

又由於主次語言的角色互有不同，比如說主要語言為四縣或海陸，通常會影響四

海客家話的內涵。因此，還有兩種類型值得討論。一種是「聲、調為四縣，韻為

海陸」的類型： 

(20) 聲、調為四縣，韻為海陸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公司 si33 s 33 si53 

食飯 sit5 s t5 sit5 

雞母 kai33 kie33 kai53 

會計 fui55 fi55 fui31 

辣椒 tsiau33 tseu33 t iau53 

抽籤 tshiu33 tshu33 t hiu53 

消化 siau33 seu33 iau53 

冤家 ien33 ien33 ian53 

    由於海陸和四縣的聲母主要在於[ts, tsh, s]的是否分化與捲舌輔音[ ]的有

無，因此像(20)中的語料顯然必定會是(11)的語料重複。但是我們特別說明的是：



 

「聲、調為四縣，韻為海陸」的四海客家話範例特別多，主要是海陸客家話的[iau]

韻和[ui]很特別，再加以[ ]不接任何韻尾，因此更多的例子會顯得四海客家話的

聲母其實和四縣及海陸都相同，如[piau31] (表)、[siau55] (笑)等，本質上其實也可

說是聲韻取海陸而調取四縣，與(11)的語料相同。 

    單純觀察(20)，理想的假設是：海陸的語法把[iau]的忠實性排的位階最高，

也因此最不容易為其對應的四縣韻母所取代。因此，(20)的語料並不難從學習度

(learnability)的基礎上獲得解釋。最後，還有「聲母為海陸，韻及調為四縣」的

類型： 

(21) 聲母為海陸，韻及調為四縣 

詞例 四海話 四縣 海陸 

煮飯 t u31 tsu31 t iu13 

豬皮 t u33 tsu33 t iu53 

炊飯 t hoi33 tshoi33 t hui53 

杓嬤 sok3 sok3 ok3 

院長 en55 ien55 ian31 

營長 iang11 iang11 iang55 

    前面(21)的語料顯然是(18)的倒影，只要從海陸來看四縣，所獲得的解釋與

說明和(18)所衍生出來的結果完全吻合。 

    至此為止，我們已經檢視過四海客家話的各種類型，這些類型都是從語音的

角度為基礎的結果。當然，海陸和四縣不僅在語音上有所區別，在詞彙及虛詞上

也有不同，例如「落水 [ ui13] 」(海)和「落雨」(四)，「食粥」(四)和「食糜 [moi13]」

是為詞彙差異的顯例。而虛詞和擬聲詞上的差別也不少，但是限於篇幅，我們這

裡的焦點只在於語音的類型分析。 

3.3 小結 

綜觀前面的發現，共有五種四海客家話的類型：(a)聲韻為四縣，調為海陸。(b)



 

聲韻為海陸，調為四縣。(c)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d)聲、調為四縣，

韻為海陸。(e)聲母為海陸，韻及調為四縣。但是由於海陸及四縣的差別，除了

聲調之外，只見於少數的聲母及韻母，因此類型雖有五種，其實只有兩種：(a)

和(b)只在於多數為海陸還是多數為四縣，而(d)和(e)互為鏡形倒影，取決於(a)或

(b)的主要類別。從(c)的類型來看，多數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形成於少數海陸客家

人移居到多數講四縣的客家環境之中。 

 

4. 理論與語料的驗證 

    過去討論語音改變的理論，如新語法學派，詞彙擴散理論，及社會層次理論

(stratification)的看法，都在經驗語料之中各自獲得部分的支持。事實上，這些理

論其實分屬於不同的層面。例如新語法學派主要的著眼點是語音的變化，涉及的

是發音的容易(ease of articulation)或自然類音(natural class)中所含徵性的內容，因

此是從發音的角度為主要的論證點，換言之，就是想處理「語音是為什麼要變化

的」(why sounds change)。而詞彙擴散理論旨在指明語音變化之後在語詞之間的

擴散方向。就詞匯擴散理論而言，其實只是架構，而沒有說明語音為何變化，或

如何變化，故沒有涉及語音變化的內涵。換言之，詞彙擴散理論主要目標是探索

「語音是如何變化的」(how sounds change)，所以無法回答：語音為何會有這樣

的變化？而不會有那樣的變化？ 

後來因應詞彙擴散理論而提出來的社會層次理論，固然說明了語音會隨年齡、教

育背景、男女之別等社會條件而擴散，卻也無法回答「語音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

而不會有那樣的變化？」等問題。就某種程度而言，詞彙擴散理論和社會層次理

論基本上是想處理相同的問題：語音產生改變之後會如何擴散？詞彙擴散理論只

是很空泛地說：會從某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再到另一個詞，以次類推，到達中

間部分，有些會繼續變，有些則不再變了，形成歷史殘餘(historical residue)。這

種看法，很像語言學習上的「i+1」理論。我們在學習第二語言或外語之時，起

點為 i，而後每天學了一點，暫時稱為 1，因此今天比昨天多了「i + 1」的進度。



 

在學習的中途，有些點無法克服，成了化石現象(fossilization)，有些人則能隨著

「i + 1」的進度，朝目標語前進(Krashen 1995)。而社會層次理論則進一步說：語

音改變的擴散是由於社會階層的不同，由各種社會的因素作為決定點，可能從低

而上，也可能由上而低。這種看法，詞彙擴散理論並沒有馬上吸收，併入該理論

之中，使 how sounds change「語音如何改變」和 why sounds change「語音為何

要改變」等兩個原本可以在同一理論裡綜合解決的議題，一直在各個理論中獨立

發展。 

優選理論崛起以來，雖仍然打著衍生音韻學的架構，然而從其最基本的單層表示

觀念即可以看出該理論的自主性，唯一還存有衍生語法理念的是：認為由制約

(constraints)及排序(ranking)所構成的語法是語言能力的表現。也是從這個觀念出

發，才使 McMathon 2000 能把 Kiparsky 以降的衍生歷史音韻學帶入優選理論的

架構之中。須知，優選理論成立之初，主要的靈感來自於無標規律(unmarked rules)

及有標規律(marked rules)之間的競爭及互動，才有了制約限制的歸類及層次關

係。從這個角度而言，優選理論其實關注了兩方面的語音變化現象：為何改變(why 

sounds change)及如何改變(how sounds change)。優選理論的制約限制的制訂反映

了語音為何改變的共通性，而這本來是新語法學派及傳統衍生音韻理論所想要解

決的對象。而制約的層次及排列則說明了語音如何改變的方向，這本來是社會語

言學派及詞彙擴散理論最能說服人的主要因素。如今這兩個語音變化的層面都能

在優選理論中尋到最好的解決方式。 

從前面我們對於四海客家話的形成類別及討論之中，更可以感覺有優選理論的解

釋能力。例如「聲韻為四縣，調為海陸」的現象顯然就是以海陸為母語的人士在

接受四縣客家話之時，由於語法內部的制約之中的聲調忠實制約所排的層次比較

高，因此是海陸人士保存了海陸的腔調。羅肇錦 2000 說新竹峨眉的海陸客家人

講四縣客家話時，只有學到四縣的聲調，而未及聲母及韻母(屬於前面的「聲母

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這表示這些原本講海陸客家話的人在語法裡把

聲母及韻母的忠實性排在最高的層次。 



 

優選理論的好處在於強調制約的共通性及層次排列的特殊性，從四海客家話的不

同形成類別，正好說明這種假設的可行。 

5. 結語 

    本文從田野調查的語料中做了四海客家話的類型歸類，並且嘗試從優選理論

的角度來解釋這些四海客家話形成的方向。經過我們對於四海客家話的整理，發

現主要有五種類型：(a)聲韻為四縣，調為海陸。(b)聲韻為海陸，調為四縣。(c)

聲母為四縣，韻母及聲調為海陸。(d)聲、調為四縣，韻為海陸。(e)聲母為海陸，

韻及調為四縣。如果更詳細的分析，這五種類型可簡化成為兩種：(a)和(b)只在

於多數為海陸還是多數為四縣，而(d)和(e)互為鏡形倒影，取決於(a)或(b)的主要

類別。從(c)的類型來看，多數的四海客家話應該形成於少數海陸客家人移居到

多數講四縣的客家環境之中。從優選理論的架構而言，多數的四海客家話的主因

在於海陸客家人即使移到四縣客家話地區後，還是把聲調的忠實性列為最不能違

反的原則。 

    不過，由於目前手頭上的語料不夠多，而文獻上的相關研究也還明顯不足，

還無法完全肯定我們所提出來的論證假設，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引起更多人士

對於四海客家話的研究。 

    羅肇錦 2000 揚言以後客家話通行的優勢語會是這種新興的四海客家話，從

我們前面的語料及討論而言，這種看法並不一定正確，這只是理論上的推測，至

於經驗上則還頗值得時間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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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四縣客家話 

一.何謂四縣客家話 
四縣客家話指客家祖先移自大陸廣東省境內的 
  興寧 
  長樂（舊稱五華） 
  蕉嶺 
  平遠 
等四個縣市地區的客家人所講的客家話。其實，這四個縣的客家話內部也有很大

的差異，而且現在所謂的「四縣」往往還包括了來自梅縣的客家人。按：前面所

講的四縣，在大清時期君隸屬於嘉應州，而梅縣正好是嘉應州的州治。所以傳統

上所謂的「四縣」其實是五縣。可見「四縣客家話」的名稱本身就很有問題，也

是歷史上一個美麗的錯誤，不過現在要改正這個歷史錯誤也不很容易。 
 目前，大陸上把興寧，長樂，蕉嶺，平遠，梅縣，外加大埔，豐順，梅州市

等共八個縣市合稱為「梅州市」。如此一來，四縣客家話的名稱將更為模糊。不

過，在台灣，「四縣客家話」還是客家話中人口最多的一種，也幾乎快成為客家

人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因為在台灣使用人口僅次於四縣客的海陸客家人大都

會講四縣客家話。 

 



 

二.台灣四縣客家話的分佈 

a. 北部：苗栗 
b. 南部：六堆 
c. 東部：花蓮，台東 
d. 中部：國姓鄉 
（並做海陸，詔安，東勢，四縣之分布地圖） 
 
三.台灣四縣客家話的種類 
以地區分類：主要有兩類：南部以及其他四縣客 
以語音分類，指標有： 
a. 有沒有[ ] 
b. 精莊是否分組 
c. 零聲母有沒有摩擦 
d. [ian]/[ien] 
 
四.台灣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徵 
a. 台灣四縣客家話的音節結構 
 

客語的音節結構 

                          聲調 

                          

                          音節 

                             

            聲母         韻母 

                                    
                             介音      韻腳  

                        
                                   主要元音  韻尾 
 
                      

t  a u (鳥) 
 u a  (關) 

  說明： 



 

1. 在家的音節結構其實和大多數的漢語音節結構相同，都包括了：聲調，聲母，

和韻母，其中韻母又可以再分成介音和韻腳，而韻腳有可再細分為主要元音和韻

尾。在這些結構成分之中，主要元音是唯一不能缺少的，其他的都可有可無。換

言之，主要元音是最重要結構音素。 

2. 四縣客家話的聲母數目因為方言種類的差別而不同，最少的是苗栗四縣客家

話，請點看「聲母」部分。 

3. 介音只有兩個：[i]和 [u]。 

4. 主要元音的差別在於有沒有[ ]。 

5. 韻尾有兩種：輔音韻尾(有三組： m/p, n/t, ng/k)和元音韻尾([i]和 [u])。 

 
 
b. 台灣四縣客家話的聲母 
 

塞音 非塞音 

磨擦音 邊音 滑音

清 

阻擦 非阻擦

簡稱 發音部位 

不送氣 送氣 鼻 

不送氣 送氣  

濁  濁  濁 

唇音 雙唇音 b(ㄅ) p(ㄆ) m(ㄇ)       

 唇齒音      f(ㄈ) v(万)   

舌尖 舌尖音 d(ㄉ) t(ㄊ) (ㄋ)     l(ㄌ)  

 舌尖前音    z(ㄗ) c(ㄘ) s(ㄙ)    

顎化 舌面音   ngi(广) j(ㄐ) q(ㄑ) x(ㄒ)       

牙喉 舌根音 g(ㄍ) (ㄎ) ng(π)       

 喉音      h(ㄏ)    

 

 



 

說明： 

1. 這 20 個聲母也就是四線客家話的聲母的總數。 

2. 後面是這些聲母，比較客語注音符號、國際音標、羅馬拼音、及漢語拼音在

拼客語的情形 

客語注音

符號 
通用拼音 教育部拼

音 
國際音

標 
羅馬拼音 例         字 

ㄅ b b p p -a 爸 -i 杯- u 補 
ㄆ p p p  ph -a 怕 -i 倍 -u 部 
ㄇ m m m m -a 馬 -i 米 -u 墓 
ㄈ f f f f -a 花 -i/ui 飛 -u 腐 
万 v v v v -an 灣 -i/-ui 胃-u 芋 
ㄉ d d t t -a 打  -i 知– u 肚 
ㄊ t t t  th -o 拖  -i 第 -u 度 
ㄋ n n n n -a 拿  -ui 內  -o 腦 
ㄌ l l l l -ai 賴 -i 梨 -u 路 
ㄍ g g k  k -a 加 -i 居 -u 姑 
ㄎ k k     k kh -a 卡 -i 企 –u 庫 
π ng ng N ng -a 牙 -i 議  -oi 外 
ㄏ h h h h -a 哈 -i 希 -o 好 
ㄐ zi j(i) t  ch(i) -ia 借 -iu 酒 -iap 接 
ㄑ ci q(i) t   chh(i) -ia 斜 -iu 秋 -iap 婕 
广 ng(i) ng(i)  ng(i) -ia 惹 -iu 牛 –iap 業 
ㄒ si x(i)  s(i) -ia 寫 -iu 修 –ia 洩 
ㄓ zh zh t  chi -a 遮  -i 紙  -u 豬 
ㄔ ch ch t   chh -a 車 –i 齒 -u 處 
ㄕ sh sh  s -a 舍 -i 時 -u 書 
ㄖ r r  j -a 野 -i 衣 -oN羊 
ㄗ z z ts ch -a 楂 –o 做 -u 租 
ㄘ c c ts   chh -a 差 –o 坐 -u 粗 
ㄙ s s s s -a 砂 –on 酸 -u 蘇 

   O  -an 恁 -en 恩 -on 安 
 
 前表中，最後一格是空白，傳統上稱為零聲母。此外，有兩個輔音可以單獨

成音節，稱為成節輔音： 
注音符號 通用拼音 教育部拼

音 
國際音

標 
羅馬拼音      例        字 



 

   ㄇ    m    m    m`    m    晤 
   ㄥ    ng    ng N`    ng    你 
   ㄥ    ng    ng    N`    ng    魚 五 

 
 
c. 台灣四縣客家話的韻母 

台灣四縣客家韻母表 

   u  a a ua o o u   

 -     a   ua  o  u     

 -u u u   au au       

 -m m m  am am      m 

 -p   p p   ap   ap      p 

 -N      aN aN  oN oN uN uN  

 -     a  a   o  o  u  u   

 -  -   u  a  a  ua  o  o   u  u   

 -t t t u t at  at uat ot ot ut ut t 

 
後面是這些韻母，比較客語注音符號、國際音標、羅馬拼音、及漢語拼音在拼客

語的情形： 
注音符號 通用與教

育部拼音 
國際音

標 
羅馬拼音     例        字 

帀    ii        u  z-資  c-次  s-私 
ㄧ    i        i b-飛  d-知  g-居   

  ㄝ    e        e m-姆 s-細 h-係 
  ㄚ    a    a    a b-爸  m-罵 z-遮 
  ㄛ    o    o    o g-哥 s-嫂 d-多 
  ㄨ    u    u    u d-肚 t-度 f-富 
  ㄧㄝ    ie    e    ie g-計 k-契 ng-蟻 
  ㄝㄨ    eu    u    eu d-斗 h-猴  z-走 
  ㄧㄚ    ia    a    ia j-借 q-斜  x-寫 
  ㄨㄚ    ua    ua    ua g-瓜 k-誇  
  ㄞ    ai    ai    ai m-買 h-鞋 l-犁 
  ㄨㄞ    uai    uai    uai g-乖  k-快 



 

  ㄠ    au    au    au b-包 m-貌  g-交 
  ㄧㄠ    iau    au    iau d-鳥  l-廖 ng-尿 
  ㄧㄛ    io    o    io k-瘸 h-靴 

  ㄛㄧ    oi    oi    oi b-背 h-海 m-妹 
  ㄧㄛㄧ    ioi    oi    ioi k-累 
  ㄧㄨ    iu    u    iu l-流  g-九 h-邱 
  ㄨㄧ    ui    ui    ui g-鬼 t-退 l-雷 
  ( )ㄇ    iim    m    u m z-斟 c-深  
  ㄧㄇ    im    m    im g-金 l-臨 z-浸 
  ㄝㄇ    em    m    em h-喊 s-蔘 d-甸 
  ㄚㄇ    am    am    am f-范 d-膽 l-藍 
  ㄧㄚㄇ    iam    iam    iam d-店 j-尖 q-漸 
  ( )ㄣ    iin  n   u  z-真 s-神 
  ㄧㄣ    in    n    in g-根 x-新 ng-人 
  ㄝㄣ    en    en    en d-丁 b-冰 s-星 
  ㄧㄢ    ian    ien    ien b-編 t-顛 ng-年 
 ㄨㄝㄣ    uen    uen    uen k-耿 
  ㄢ    an    an    an b-班 d-單 s-山 
  ㄨㄢ    uan    uan    uan g-關 k-款 
  ㄛㄣ    on    on    on s-酸 g-官 h-寒 
  ㄧㄛㄣ    ion    ion    ion ng-軟  q-全 
  ㄨㄣ    un    un    un s-孫 c-村 m-門 
 ㄧㄨㄣ    iun    iun    iun g-君 k-裙 ng-忍 
  ㄤ    ang    aN    ang t-聽 s-聲 h-行 
  ㄧㄤ    iang    iaN    iang p-病 q-請 s-姓 
  ㄨㄤ    uang    uaN    uang g-莖 
  ㄛㄥ    ong    oN    ong b-幫 d-當 s-商 
 ㄧㄛㄥ    iong    ioN    iong b-放 t-暢 x-箱 
  ㄨㄥ    ung    uN    ung p-縫 d-東 s-雙 
 ㄧㄨㄥ    iung    iuN    iung l-龍 c-從 g-芎 
  ( )ㄅ    iib     p   u p z-汁 s-濕 
  ㄧㄅ    ib    ip    ip g-急  
  ㄝㄅ    eb  ep  ep s-澀 l-笠 
  ㄚㄅ    ib    ap    ap d-答 g-甲 h-合 
 ㄧㄚㄅ    iab    iap    iap t-帖 j-接 g-劫 
  ( )ㄉ    iid     t    u t z-質 c-直 s-食 
  ㄧㄉ    id    it    it b-筆 q-七 g-吉 



 

  ㄝㄉ    ed    et    et b-北 d-德 z-則 
 ㄨㄝㄉ    ued    uet    uet g-國 
  ㄚㄉ    ad    at    at b-八 d-值 l-辣 
 ㄨㄚㄉ    uad    uat    uat g-刮 
  ㄛㄉ    od    ot    ot s-說 g-割 h-渴 
 ㄧㄛㄉ    iod    iot    iot z-餟 
  ㄨㄉ    ud    ut    ut c-出 g-骨 f-佛 

  ㄧㄨㄉ    iud    iut    iut k-屈 
  ㄚㄍ    ag    ak    ak b-伯 t-糴 z-隻 
 ㄧㄚㄍ    iag    iak    iak b-壁 z-跡 x-錫 
  ㄛㄍ    og    ok    ok b-博 g-各 s-索 
  ㄧㄛㄍ    iog    iok    iok l-略 x-削 
  ㄨㄍ    ug    uk    uk b-卜 g-谷 s-叔 
  ㄧㄨㄍ    iug    iuk    iuk l-陸 ng-肉 h-育 

 
 
說明： 
1.很多四縣客家話在[ian/ien]有所區別，請參考差異指標。 
2.有些四縣客家方言並沒有[ ]元音，也沒有帶[ ]之韻母，也請參考差異指標。 
 
d.台灣四縣客家話的聲調 
台灣四縣客家話有六個聲調，分別為： 

台灣四縣客家聲調表 

調類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陽入 陰入 
調值 33 11 31 55 5 3 
例字 詩 時 使 士 食 識 
 貪 談 探 淡 踏 tab(補缺) 
 千 錢 淺 賤 絕 切 
 三 民 主 義 叔 熟 

 
說明： 
a. 南北四縣客家話的聲調並不完全相同，其差別如後： 

方言 出處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楊時逢 1957 (北部) 24 11 31    55 22 55  

四縣 鍾榮富 1997a (南部) 33 11 31    55 31 55 

 



 

b. 各四縣客家話也有不同的變調現象，最常見的是後面的差別： 

A:  北部四縣(苗栗) 

[24] ⎯→  [11] /___{[24], [55], [55]} 

(陰平在陰平，去聲，或陽入之前會變成陽平) 

B. 南部四縣（六堆） 

        [11] ⎯→  [33] /___ T   (T=任何聲調) 

       (陽平在任何聲調之前都會變成陰平) 

例字：(苗栗之字例取自羅肇錦 1990：186) 

       苗            栗           六         堆 

天光 (24  24) ⎯→  11  24  賢人 (11  11) ⎯→  33  11 

添飯 (24  55) ⎯→  11  55  甜飯 (11  55) ⎯→  33  55 

千席 (24  55) ⎯→  11  55  苗栗 (11  55) ⎯→  33  55 

    時間 (11  33) ⎯→  33  33 

    吵死 (11  31) ⎯→  33  31 

    油木 (11  31) ⎯→  33  31 

  
 
e.最常問的問題 
Q. 客家話和國語在語音結構上有何差別？ 
 
A：客語的語音與國語的語音，差別雖然遍佈於聲母、韻母和聲調，但數目並不

大。底下是客語有而國語沒有的聲符： 

 

聲母 

a.[v] 是唇齒濁音，注音符號曾用「万」表示。發 [v]時，利用上齒下唇的咬合動

作，使從肺部擠押出來的氣流，一方面產生摩擦，一方面卻維持了持續的流動。

並且聲帶振動。 

万 v va (彎)，va  (還，還東西的「還」)，va 31（挽，把東西掛

上去叫做 va ），va （萬），vad3（轉彎客語叫做vad3），vad5



 

（滑）。 

   b. [ngi] 是舌根鼻音，注音符號曾用「π」表示。發音時，舌根往上近乎抵住

硬顎，氣流往鼻腔送出。當他在前元音[ i ]之前時，會有顎化現象，成為[ngi]，

注音符號標成 

「广」。 

π ng -a 牙 -i 議  -oi 外- ia 惹 -iu 牛 –iab 業 

    

韻母 

   韻母可分兩部分：複元音及元音與韻尾。先說複元音，除了與低元音[a]結合

的[ua](ㄨㄚ)、[au](ㄠ)、[ia](ㄧㄚ)、[ai](ㄞ)之外，客家話的複元音在結構上正好

與國語相反。國語的複元音只允許前元音與前元音結合，後元音與後元音結合，

圖表示之如(6a)。但是，客家話的複元音正好相反，前元音只能結後元音；如：

iu、ui、io、oi、eu、(ue)，其結構呈交叉狀如(6b)： 

(1)    

        a.  國語          b. 客語 

                 u                 u            = [ㄧ] ，o = [ㄛ] 

            e     o          e      o            u = [ㄨ]，a = [ㄚ] 

   a                 a                = [ㄝ] 

高元音和中元音的組合，由於國語的複元音結構原則是前元音與前元音結合，後

元音與後元音結合，所以國語有四個複元音： 

(2)  

本書拼音 國語注音符號 例  字 

 ㄧㄝ 頁 

 ㄟ 杯 

uo ㄨㄛ 窩 

ou ㄡ 歐 

比較之下，客家話的複元音，結構原則是前元音(i、e)只可與後元音(u、o)結合，



 

所以客語的複元音理論上雖然有八個，實際上卻只有五個： 

(3) 

本書拼音 客語注音符號 例  字 

     u ㄧㄨ 球  

     u  ㄨㄧ 隊 

     o ㄧㄛ 瘸 

     o  ㄛㄧ 海 

     u ㄝㄨ 樓 

     第二部分的韻母是由元音加韻尾所組成，這方面在國、客語之間差異很大，

因為國語只有，[- ]及[-ng]兩個韻尾，而客語則有[-m/b，- /d，-ng/g]六個韻尾。

基於這個道理，除了聲母外，客語有而國語沒有(即沒有現成注音符號)的韻尾有

六個： 

 (4) 

本書拼音 注 音 符 號 例  字 

im ㄧㄇ 金 

em ㄝㄇ 蓋 

am ㄚㄇ 鹹 

ung ㄨㄥ 公 

ong ㄛㄥ 光 

on ㄛㄣ 官 

有了以上的理解，要檢視客家話的注音符號，只需要針對客家話的[v]、[ng]、[ngi]

等三個聲母，[iu]、[ui]、[io]、[oi]、[eu]等五個複元音，[am]、[im]、[em]、[on]、

[ong]、[ung]等六個元音接韻尾，及兩個音節化的鼻音，來做比較即可以看出差

別。 

此外，客語的注音符號本質上應為音位標號。比如說，ㄉ在聲母是氣流完全



 

送出（released）的發聲方式，但在韻尾時，卻沒有釋出氣流，語音學上把這種音

稱為 unreleased（即氣流沒有釋出），具有這種變異的音共有六個： 

 聲母 韻尾 

ㄅ ㄅㄚ（爸） ㄚㄅ（鴨） 

ㄉ ㄉㄚㄇ（擔） ㄉㄚㄉ（值） 

ㄍ ㄍㄚ（加） ㄏㄚㄍ（客） 

ㄇ ㄇㄞ（賣） ㄉㄚㄇ（擔） 

ㄋ ㄋㄚ（拿） ㄉㄚㄋ＝ㄉㄢ（單） 

兀 兀ㄞ（我） ㄉㄤ （釘） 

雖然發音時有這些差異，可是由於發音的部位、方法、及氣流奔出的腔道都

完全相同，因此學理上應該把聲母、韻尾位置上的這些音看成同一音位。  

 
Q.「方言」是否有貶低的語意成分？ 
解答： 

「方言」是東漢時代著名語言學家揚雄的成名作的書名，也具有「各地方音

語言」之意，並沒有貶抑的語意。其相對的英語名稱是 dialect，其中 dia-表兩個

的意思，如 diachronic 表示兩個時間點，因此意為歷史或不同時間。英語的 lect
為「語言」之意，例如 idiolect 表個人的語言，因此 dialect 也是表不同地方所形

成的方音特色，也沒有貶抑的語意。在美國早期很多教育學者認為黑人英語是一

種文化刺激匱乏或致力不足所導致的結果，後來經過社會語言學家 William 
Labov 的研究，認為並非如此，而是黑人所講的是自成文法體系的一種英語方

言。之後，才改變了大家對於黑人英語的歧視。由此可見，方言並不應該具有貶

抑的語意內涵。 
「方言」之所以會形成貶抑之語意，應該是台灣實施國語推行運動之後所形

成的文化色彩。當時，為了快速得到成效，往往用「方言」（指台灣本地的閩南

語、客家語、及台灣各種原住民語言）和「國語」對照，於是形成貶抑的語意內

涵。不過，語言名稱其實多為中性的，並沒有太大的歧視意涵，因此語言學研究

或使用上，方言還是正式的名稱，用於指一個語言的多種不同的方音，也有因地

區之別而形成的，也有因社會階級不同而形成的結果。 
 
五.台灣南北四縣客家話的內部差異─以屏東內埔為例 
 
(1) 內埔的地理環境及客語區分布概況 



 

    內埔鄉位於屏東縣境內的東邊，近臨太武山下，位於隘寮溪上游東岸，東港

溪上游支流（牛角灣溪）西岸。內埔地區早年為一片荒涼待墾之地，原為平埔族

所居住，約從清康熙二十五年開始，由廣東惠州、潮州、嘉應州及福建漳、泉等

地人士，相繼移民到此地開墾，與平埔蕃雜居，聚集成村後稱之為「內埔庄」。

因早期缺乏水利灌溉，都為乾旱荒漠之地，又因地處內陸，因此早年即以「內埔」

為地名。 
內埔鄉面積為 818.554 平方公里，人口數約 63,000 人，居民以客閩籍為主，

客家居民約佔百分之六十，住區分佈西南邊，閩南居民約佔百分之三十五，住區

分佈東北邊。其他族群約佔百分之五（含原住民、平埔族、外省籍）。內埔鄉轄

內有廿三個村，以族群分布來說：內埔、內田、東寧、美和、和興、興南、義亭、

豐田、振豐、富田、竹圍、東勢、上樹、東片等十四村為客家村落，老埤、中林、

龍泉、龍潭、黎明、隘寮、水門、大新、建興為閩南村落，其間有外省籍社區及

散居之原住民，平埔族人則已融合其中，可以說內埔鄉是個多族群融合的地區，

以下為內埔鄉客家村的分佈位置圖。 
(1 ) 內埔鄉客家族群分佈地區 
 
 
 
 
 
 
 
 
 
 
 
 
 
 
 
 
 
(2) 客家話小稱詞的類型及社會性變異 

1. 引言 

做為語言學名詞，「小稱詞」其實可以從音韻、構詞、語用或語義角度來分析，

每個面向所探討的內涵當然會有不同的結果，但綜合而言，小稱詞特別指語用上



 

(pragmatically)具有表小、輕蔑、或者是親暱的語義，例如華語的「一點點」和「一

點」來比較，顯然「一點點」具有語用上表示小或少的語義或語氣，因此「一點

點」是小稱結構。就形成方式而言，「一點點」來自「點」的重複，是一種經由

重複構詞的而形成小稱詞結構的方式。然而，一般文獻所謂小稱詞(參見平田昌

司 1983，曹逢甫 2004)，不僅指像重複一類的構詞方式，而是特指在「一點點」

之後綴加上去的「兒」，也即是「一點點兒」中的「兒」，由於「兒」本來是獨立

的單純詞，具有聲調(平聲)也有自己的語義，指「男孩子或女孩子」，但逐漸地

「兒」經過各個語法化的階段，終於成為小稱的後綴。 

客家話的小稱詞在過去的文獻上，大都只注意到類似國語「子」的仔尾，例如「凳

子」客家話讀為[tden e] 中的[e]。其實，台灣的客家話仔尾詞有很多種方式，端

看方言而別。28再者，在南部地區有很多客家話的仔尾詞有類比的現象。所謂「類

比」(analogy)是個歷史語言學和語言習得的名詞，指兩個表面形式一樣的語詞，

卻由於讀音方式很不相同，結果經過類比之後而有了很相同的讀法。例如，多

數英美小孩認為既然scream的過去式是screamed，則dream的過去式也

必然是dreamed，這就是類比的結果，但是dream的過去式實際上卻是

dreamt。然而經過類比之後，dreamt逐漸不用，而使dream的過去式變

成了dreamed。29 

2. 客家話的小稱詞 

台灣客家話的小稱詞在形式上因各地方言而不同，有些客家方言的小稱詞很少如

海陸客家話，有些方言用[ ]如新竹地區的海陸客家話，有些用[e]如苗栗的四縣

客，有些則用[i]如屏東縣境內的新埤，佳冬和高樹地區(請參見鍾榮富 2004, 2005, 

呂嵩雁 2004)。因此，本文將把語料集中在台灣南部的六堆地區。 

一般而言，客家話的小稱詞有兩種形式。第一種是通稱的「仔尾」詞，通常用以

做為名詞的後綴，是一種經過語法化之後而呈現的綴詞，有時並沒有表小的語

                                                 
 
28 有些客家方言的仔尾是[i]，有些則為[ ](請參見鍾榮富 2004)。 
29 Analogy「類比」相關的討論，請參見 Bynon 1977，鍾榮富(排印中)。 



 

義，例如「橘子」不論大小都稱為「柑子[kam33me31]」30。值得注意的是：客家

話的小稱詞「子」是個依存詞綴(bound morpheme)，不能單獨存在 31，具有獨立

的聲調，不論其前是哪一種聲調，仔尾都保持上聲調，調值為 31。 

(1) 「仔尾」小稱詞 
 

  漢字 語音 「仔尾」語音 中文語義 
柑 kam33 me31 橘子 
櫈 ten51 ne31 櫈子 
網 mioN31 Ne31 網子 
盒 hap5 pe31 盒子 
鐵 tet3 te31 鐵 

a.  有韻尾 

格 kak3 ke31 格子 
杯 po33 e31 杯子 
桃 tho11 e31 桃子 
遮 tsa31 e i31 雨傘 
雞 ke31 e31 雞 

b. 無韻尾 

竽 vu51 e31 竽頭 
  

第二種小稱詞讀為[e33]，出現在表小的形容詞之後，形成副詞，如： 

(2)  
 漢字  客語 「地」讀音

a. 細細地  se51 se51  e33 
b.  短短地  don31 don51 ne33 
c.  閤閤地  hap5 hap5 pe33 
d. 矮矮地  ai31 ai31 e33 
e. 慢慢地  man51 man51 ne33 
f. 惦惦地  tiam33 tiam33 me33 
g. 靜靜地  t hin51 t hin51 ne33 
h. 緩緩地  man51 man51 ne33 

對於前面的表，有兩點需要說明。第一，「地」是在重複形容詞之後的副詞綴詞，

和一般形成形容詞的綴詞[e51](一般書寫使用「个」)的聲調不同，用法也不同，

                                                 
 
30 台灣南部的客家話有六個聲調，其調值分別為：33(陰平)，11(陽平)，31（上聲），51（去聲），

3（陰入），5（陽入）。本文以上標方式來標聲調。 
31 客家話另有一個「子」表「兒子」，可以是獨立詞，讀成[tsi]或[ts ]，依方言而定。 



 

且比較如後： 

(3) 
 副詞詞綴 [e33] 形容詞綴[e51] 
a. 細細地 [se51 se51 e33] 細細的 [se51 se51 e51] 
b.  短短地 [don31 don51 e33] 短短的 [don31 don51 e51]
c.  閤閤地 [hap5 hap5 e33] 閤閤的 [hap5 hap5 e51] 

 綴加「地」的是副詞，用以修飾全句(4a)，動詞(4b)，或形容詞(4c)。而接形

容詞後綴[e51]的則屬於形容詞，欲於修飾名詞(4d)或做補語用(4e)： 

(4) 
    a. Man man ne, a wen tshu ti tsin t ioN le。(慢慢地，阿文終於知道了真相。) 
       慢  慢 地，阿文 就  知道 真相了。 
    b. A-wen man man ne haN. (阿文慢慢地走。) 
    c. Fan son man man ne voN Ne. (芒果慢慢地熟了。) 
    d. A-wen kon to man man ne fo tso. (阿文看到慢慢的火車。) 
    e. A-wen se se e. (阿文個子小小的。) 

 

第二，客家小稱詞[e33]也有獨立的聲調，雖然也是個依存詞，無法單獨使用，但

是不論接在哪種聲調之後，都還保持陽平調[33]的調值。 

 這個副詞性表小的客家小稱詞[e33]，還能接在量詞之後，特別是量詞的單位

是一的時候，這時顯然就有很強烈的表小意味。如： 

(5) 
a. 一 盒 it3 hap5 pe33 
b. 一 格 it3 kak3 ke33 
c. 一 粒 it3 Liap5 pe33 
d. 一 籃 it3 lam33 me33 
e. 一 丁 it3 ten33 ne33 
f. 一 工 it3 kuN33 Ne33 
g. 一 息 it3 sit3 te33 

換言之，這裡的[e33]和閩南語在量詞後面的[n )a) n )a)]類似 32。客家話的量

詞也可以重複，其表小的意味更強，例如「一盒盒e33」[it3 hap5 hap5 pe33]比「一

盒pe33」還要少。再者，表小的[e33]還可以接在客家話的狀聲詞，而表達小的語

                                                 
 
32 北部苗栗客家話用「定定」來表示。 



 

義，如： 

(6) 
a. niu51 niu51 e33 (非常非常地小) 
b. tse33 tse33 e33 (非常非常地矮)33 
c. niam51 niam51 me33 (非常非常地瘦弱) 
d. tiu51 tiu51 e33 (非常非常地小) 

 

 迄今為止，我們觀察了客家話的兩種小稱綴詞：名詞之後的[e31]及形容或副

詞之後的[e33]，這兩個綴詞的聲調並不相同，但是在語音上都有韻尾延展(coda 

spreading)的現象。所謂韻尾延展，就是指詞根的韻尾，不論是母音韻尾或輔音

韻尾，都會延展到詞綴的音節上，成為詞綴的聲母。從自主音韻的理論來表示，

韻尾延展的規則為： 

(7)韻尾延展 
σ    σ 
 
V C     C V 
 
x 
 

 這個延展現象最有趣的是：延展到詞綴聲母上的音段，都會有語音音質上的

調整(phonetic adjustment)，調整情況端依各個方言而定。以入聲韻尾的[p, t, k] 而

言，各方言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帶音現象(voicing)產生，因此有些文獻遂主張把入

聲韻尾看成[b, d, g]，以方便解釋這種現象(請參考 Chung 1996 之詳細討論)。 

除了入聲韻尾之外，鍾榮富 1989, 1990 也注意到台灣南部各個客家方言的母音韻

尾[i]或[u]在延展之後的三種音韻變異(phonological variation)的類型：(a) 延展之

後的聲母會有摩擦現象，唸成[j]/[v]，(b) 延展之後的聲母沒有摩擦現象，唸成

[y]/[w]，(c)有些人甚至於沒有延展之聲母。後來，做更深入的調查，發現在萬巒、

內埔、竹田地區也有這種語音變異的現象。而且，在這些地區的[j]/[v]音甚至於

                                                 
 
33 [tse33]有人寫成「崽」，表小之意。有些客家方言不只會用「崽」，且會把「仔崽」連用來做小

稱詞(見劉綸鑫 2001)。 



 

被類比(analogy)成小稱詞的聲母：前母音[i]和[e]之後的小稱詞聲母為[y]，後母音

之後的小稱詞聲母為[v]。 

本文將以內埔地區的客家話為基礎，討論這兩種小稱語詞聲母的語音現象及分

布。不過，在進入討論之前，先以聲譜(acoustic spectrographs)來說明有沒有小稱

聲母摩擦的語音聲學特質。 

3. 小稱聲母的聲學現象 

聲學研究中的聲譜，主要是透露語音發音時的聲波特性。聲波的物理性，除

了和聲帶之厚薄有關之外，也和氣流所通過的口腔有關。每個人口腔的大小、形

狀也都不同，加上我們的舌頭在口腔內部的接觸點不一，發音時，也會因為舌頭

位置的前後高低，而使口腔的形狀產生不同的變化，這就是我們能發各種不同語

音的主要原因。例如我們在發前高母音[i]之時，舌頭前部往硬顎之處提升，使發

音腔道（從嘴唇到聲門）形成前小後寬的形狀如圖(8a)，而發[u]之時，舌位往後

面的小舌之方向，向上提升，於是形成前大後大而中間狹窄的形狀如圖(8b)。至

於發[a]時，發音腔道的形狀是前面寬大而使後頭接近聲門處狹小(如圖 8c)，這是

因為舌位往下的原因。氣流在這三種不同形狀的發音腔道內，產生不同的聲波，

也導致了不同的語音特質。後圖(8d, e, f)為這三個母音發音時的口腔腔道，這是

利用簡單形狀來類比而得到的圖示。 

(8) 

   
a. [i] b. [u] c. [a] 

 
 
 

d.[i]的口腔圖示 

             
 

  e. [u]的口腔圖示 

                     
 
 f. [a]的口腔圖示 

  



 

現在的電腦科技已經使許多軟體能把聲波化為圖像，例如經過註冊許可即可免費

上網取得的 Praat 系統，就能很有效地做好各種語音分析。這些軟體大都依據數

學上有名的傅力葉原理(Fourier analysis)，以基礎音頻的倍數來計算和語音辨認有

關的第一、第二、及第三規律波的頻率，這些規律波在音圖上所呈現出來的是黑

條形狀，稱為共振峰 (formants)，而且從下而上分別稱為第一共振峰 (First 

Forment，簡稱 F1)、第二共振峰(Second Forment，簡稱 F2)、第三共振峰(Third 

Forment，簡稱 F3)。圖(9)是共振峰和音波的比較圖，語料為美語的 heed，由美

國一位專門訓練英語教學的女性老師所錄製的語音資料： 

(9)共振峰(formants)之圖示 

Time (s)
0 0.523048

-0.08569

0.07706

0

Time (s)
0 0.575329

0

5000

 

和我們的主題有關的是共振峰和母音高低的關係。依據研究，第一共振峰(F1)

和舌位的高低成反比：舌位越高，F1 越低。第二共振峰則和舌位的前後成正比：

舌位越前，F2 越高。例如，英語的[i]是個前高母音，所以 F1 很低(約 300)而 F2

很高(約 2500)。而[ ]是個低母音，所以 F1 比較高(約 700)， F2 比較低(約 1100)，

因為[ ]是個後母音。由於[u]是個高母音，F1 比較低(約 400)，但[u]也是個後母

音，所以 F2 比較低(約 1000)。Catford 2001 把英語的十個母音的共振峰抓出來比

較如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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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低母音[u]的延展聲母 

   依據文獻(Chung 1989, 鍾榮富 2004)，客家話的低母音延展聲母有三種情形：

摩擦的[v]，沒有摩擦的[w]，及沒有延展的。經過類比之後，即使是出現在低母

音[a]之後的小稱詞，也會有[v]，[w]，及沒有聲母的情形(本文以∅來表示)。
34 

後面我們且以不同發音人讀[tsa33 e31]「遮仔」（雨傘）的聲譜圖進行分析。首

先，先看聲母是[v]的情形： 

(11) 語音[tsa33-ve31]的聲譜圖 

 

 

 

 

          ts   a             --           v  e    

前面的聲譜圖顯示：圖中在母音[a]和[e]之間有個子音，因為兩個音節之間的

共振峰並不連續，這個子音約有96毫秒的長度，而且從最底下的帶音標示(voice 

bar)可以看出來這個子音是有聲子音。再者，由共振峰之由濃而淡再由淡而濃，

可明顯看出母音和子音之間共振峰轉接
35。這裡的共振峰之濃淡主要是由於響度

(sonorance)，且比較前面(11)的[v]和後面(12)的[w]應該會更瞭解： 

(12)語音[tsa33-we31]的聲譜圖 

 

 

 

                                                 
 
34 沒有聲母指的是完全沒有任何子音的存在，和一般傳統聲韻學上所稱的「零聲母」不同，因

為零聲母音節還是會有延展的現象，詳細的討論請參見 Li 1966 及 Chung 1996。 
35 關於摩擦音[v]，滑音[w]，及母音[u]之聲學特性，更詳細的討論請參見 Stevens 2000，PP.38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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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     a      --       w    e    

圖中在母音[a]、[e]之間，可以看到一段F1/F2都下滑的共振峰坡度，這樣的

特性接近母音[u]，但共振峰所表現出來的響度卻又比母音[u]還要淡，顯然就是

滑音[w]。其實，(11)和(12)的比較，重點在於[a]和[e]之間子音或噪音的特性，也

就是共振峰的淡薄和濃重。至於[tsa
33 we31]和[tsa33 e31]的比較則在於共振峰之連續

性。以(13)為例，從[a]到[e]很自然地形成一個只有共振峰轉移的連續母音，這正

表示後接的小稱音節並沒有聲母存在。 

（13）語音【tsa33-e31】的聲譜圖 

 

 

 

 

              ts   a          -         e    

前面三個聲譜圖，如果只把共振峰單獨劃出來，會有更清楚的瞭解：  

(14) 語音 [tsa33-ve31/tsa33-we31/tsa33-e31] 的聲譜比較 

 

 

 

 

               [v]                      [w] 

前面已經提過，低母音的F1比較高，然而在(14)的左圖和中圖，低母音[a]

的共振峰F1在中段有下降的變化，證明有子音的存在。其中，左圖的F1特別的

低，這表明了響度的低落，而且時間長，於是把兩個母音做了切割。比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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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頗類母音[u]，且時間較短顯然是滑音[w]。右圖則沒有明顯變化，因此[a]和[e]

之間應該沒有其他子音。 

3.2 中後母音[o]之後的延展聲母 

 和低母音[a]同樣含有[－後]徵性的中後母音[o]，其後所接的小稱詞，其音節

的聲母同樣是有[v]，[w]，及∅等三種。這些經過類比延展之後的聲母，其聲學

特性和前面所檢視過的[v]，[w]，及∅等三種並沒有太大的不同，後面我們以[o31 e31] 

｀襖＇的語音變異為例： 

(15) 語音 [o31-ve31] 的聲譜圖 

 

 

 

 

               o        --           v    e    

前(15) 圖中，在母音[o]和小稱詞[e]之前，可以看到一段約77毫秒的子音。

我們也注意到：[o]和[e]都屬於中母音，其F1很一致，但是由於[o]是後母音，所

以F2比較高，而後母音[e]的F2比較低，這個從高到低的共振峰轉接現象，很明顯

地出現在(15)的圖示之中。再者，這個子音也有帶音標示，時間也相當一個音段

的長度，顯然是 [v]子音。 

(16) 語音 [o
31
we

31
] 的聲譜圖 

 

 

 

 

                 o    --         w      e    

至於在(16)的聲譜圖，則顯示：在[o31]和[e31]之間都有共振峰減弱的現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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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及F2卻還是維持響度，其間也有微弱的共振峰和兩個母音揉混在一起，是個標

準的滑音特性。然而，和∅的小稱詞聲母連在一起時，又可以看出這個滑音的存

在。在(17)之中，最有趣的是[o31]和[e31]的共振峰連接情形，由於沒有其他子音的

存在，以致於兩個中母音的F1幾乎是一體的呈現，只有在F2在[e]的部分做了往上

的提升，才有了聲學上的差異： 

(17) 語音 [o31 e31] 的聲譜圖 

 

 

 

 

              o            --          e    

前面所述的現象，且把共振峰獨立出來看，可以看出[v]，[w]，及∅等三種

小稱聲母的變異：  

(18) 語音 [o31-ve31/o31-we31/o31-e31] 的共振峰比較 

 

               

             [v]                       [w] 

簡而言之，[v]，[w]，及∅是三種不同的聲母，一般我們用聽的即可以辨識，

但是使用語音分析工具，更可以明顯地以聲譜圖來顯示彼此的不同。而且，實地

的田野調查錄音及語音分析的採製，也可以補足昔日文獻之中都以為要在[u]音之

後的小稱聲母才有[v]，[w]，及∅等三種變異讀音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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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前母音之後的小稱聲母 

客家話開音節的類型，除了後母音[o]和[a]之外，還有前母音[e]和[i]。不過，

高母音[i]和[u]都是文獻已經有討論及分析過的老問題，因此不必使用聲譜圖來驗

證。還有一點必須要注意的是：客家話雖然也有[j](有摩擦的滑音)的出現，但[j]

只出現在[i]為主要母音的零聲母音節，如[ji
33]｀衣＇，[jit3] ｀一＇之中，而不出

現在小稱詞的聲母裡面。因此，後面我們將把焦點放在前中母音[e]為詞根的音節

[ke]，來驗證其後所接的小稱詞之聲母在[y/∅]的讀音變異情形。 

我們請兩位發音人讀「雞仔」一詞，結果有沒有延展聲母的聲譜圖如後： 

(19) 語音 [kie
33-ye31]的聲譜圖 

 

 

 

            

           k  i             e   --      y       e 

前圖有兩點值得注意。第一，由於[kie33]由個介音[i]或[y]，因此從[i]到[e] 可

以看到 F1 逐漸往上升，因為[e]是中母音，而[i]是高母音，而高母音的 F1 比較低。

另方面，高母音的 F2 比較高，因此 F2 是逐漸往下掉。第二，在小稱詞[e31]之前，

也有 F1 往下掉而 F2 往上升的現象，證明滑音[y]的存在。如果和沒有[y]聲母的

讀音比較(20)，就會發現小稱詞[e]和詞根的主要母音構成一個長母音，因為 F1

和 F2 都相同，只是時間拉長。 

(20)  語音 [kie33-e31]的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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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是把共振峰獨立來看的圖示： 

(21) 語音【kie33-ie31/ kie33-e31】的聲譜比較 

 

                  

 

 迄今為止，我們分別以聲譜圖來顯示客家話小稱詞聲母的類比延展的讀音變

異。接著，我們想瞭解的是：這種變異是否和年齡層有關。 

4. 小稱詞聲母的語音變異和年齡層的關係 

4.1 研究方法 

根據前面一節的討論和驗證，我們以 [a、e、i、o、u]為母音的音節，如：

遮仔[ta-e]、雞仔[kie33-e31]、李仔[li31-e31、刀仔[to33-e31]、豬仔[tsu33-e31]等為調查字表。

地區則以屏東縣的內埔鄉 14 個客家村為範圍，每個村取 12 個點，合計共 168

個點。發音人並依年齡分老、中、青、少四代，每年齡組各三人，用以取得較客

觀的資料。  

表一  發音人的地區及年齡分布表    （單位：人） 

地點 內埔 內田 東寧 美和 和興 興南 義亭 豐田 振豐 富田 竹圍 東勢 上樹 東片

老年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中年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青年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少年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合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總計 168 

上表中，老、中、青的年齡是：老，60 歲以上；中，40~59 歲；青，20~39 歲；



 

詞根為元音[a]的小稱詞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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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10~19 歲。發音人必須在本村出生、成長，父母親必須為內埔人，而且以不

曾長期離開的當地人為主。調查時間為 93 年 10 月到 94 年 1 月。 

4.2 研究結果 

4.2.1 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變體分佈情形 

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遮仔（雨傘）、孲伢仔（嬰兒）」在各年齡層的表現

十分相近，為了節省篇幅不一一列出，所以合計如下表。 

(22) 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變體分佈表   （詞彙：遮仔、孲伢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e 46 57％ 30 36％ 22 26％ 7 8％ 105 32％ 

we 19 24％ 27 33％ 9 11％ 1 1％ 56 17％ 

e 15 19％ 26 31％ 53 63％ 75 91％ 169 51％ 

合計 80 100％ 83 100％ 84 100％ 83 100％ 330 100％

從上表可看出，老年層以[ve]變體最高，達 57％；中年層[ve]變體減少，[we]

和[e]變體增加；青、少年層[ve]和[we]變體都下滑，[e]變體則快速增加。本表進

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110.302（P＜.005），達顯著水準。由上表再製

成下面的曲線圖。 

(23) 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變體分布圖 

 

 

 

 

 

 

 



 

詞根為元音[a]的小稱詞増音現象消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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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可看出[ve]變體明顯的減少了，而[e]變體則明顯的增加了。[we]變體

雖然在中年層有些上揚，其後也是一路下滑。 

如果把[we]和[ve]都視為類比後的延展現象，則沒有延展現象的[e]明顯地提

升。如下圖： 

(24) 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延展現象消失圖 

 

 

 

 

 

 

 

 

從以上的調查結果可以預測，詞根為母音[a]的小稱詞延展現象未來可能會全部消

失 

4.2.2 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變體分佈情形 

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刀仔、襖仔（大衣）」在各年齡層的表現十分相近，

所以合計如下表。 

(25) 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變體分佈表        （詞彙：刀仔、襖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e 2 2％ 4 5％ 8 9％ 3 3％ 17 5％ 

we 81 97％ 80 95％ 73 87％ 62 74％ 296 88％ 

e 1 1％ 0 0％ 3 4％ 19 23％ 23 7％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可知，母音[o]的小稱詞，不分年齡層都是[we]變體最多，老年層的比

例最高，達 97％；少年層最低，但也達 74％。[we]變體是隨著年齡層的下降而減



 

詞根 為元音[o]的小稱詞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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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根為元音[o]的小稱詞增音現象消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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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e]變體則隨著年齡層的下降逐漸增加。值得注意的是，[ve]變體雖然出現不

多（只佔 5％），但也表示還是有這個讀音的變異存在。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49.512（P＜.005），達顯著水準。 

依據上表繪出以下分布圖。 

(26) 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變體分佈圖 

 

 

 

 

 

 

 

從圖中可看出[we]變體逐漸減少，[e]變體慢慢增加的趨勢，[ve]變體則一直

處於少數。如果把都屬於有延展現象的[we]、[ve]變體合計，則會呈現下圖： 

(27) 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增音現象消弱圖 

 

 

 

 

 

 

 

從圖中可看出，詞根為母音[o]的小稱詞的聲母延展現象現象也在消弱中，和母音

[a]不同的是，延展現象的現象在少年層仍保持優勢，也就是說大部分少年還是保

留了小稱詞的延展現象。 

4.2.3 詞根為母音【e】的小稱詞變體分佈情形 

詞根為母音[e]的小稱詞只有「雞仔」一詞，為了取得較客觀的資料，只好再



 

詞根為元音[e]的小稱詞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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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細个」一詞。「細个」的「个」雖然不是小稱詞，但也是後綴詞 36的一種。

因為他的本音也是唸[e]，可以藉此探討形容詞的附加詞是否也會受詞根的影響。

結果是： 

(28) 詞根為母音【e】的小稱詞變體分佈表        （詞彙：雞仔、細个）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 78 93％ 76 90％ 67 80％ 41 49％ 262 78％ 

e 4 5％ 5 6％ 15 18％ 43 51％ 67 20％ 

ke 2 2％ 3 4％ 2 2％ 0 0％ 7 2％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75.250（P＜.005），達顯著水準。從

表中可看出[ie]從老年層的明顯優勢到少年層被[e]變體取代一半，這種增音的消

弱現象比母音[o]明顯，比母音[a]輕微。 

依據以上資料繪成比較圖如下。 

(29) 詞根為母音【e】的小稱詞變體分佈圖 

 

 

 

 

 

 

 

 

從圖中可看出[ie]變體逐漸減少，[e]變體逐漸增加，兩者到了少年層出現相

交的情形，[ke]變體則一直處於少數。 

                                                 
 
36 「後綴詞」是指接於詞根之後，用於形成名詞或形容詞的綴詞，如「雞仔」的「仔」（即小稱

詞），還有出現於修飾語之後的[个]，如「香个」、「大个」。 



 

4.2.4 詞根為母音【i】的小稱詞變體分佈情形 

詞根為母音[i]的小稱詞「杯仔、李仔」在各年齡層的表現十分相近，所以合

計如下表。 

(30) 詞根為母音【i】的小稱詞變體分佈表               （詞彙：杯仔、李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 84 100％ 84 100％ 83 99％ 83 99％ 334 99％ 

e 0 0％ 0 0％ 1 1％ 1 1％ 2 1％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知，詞根為母音[i]的小稱詞全部採取韻尾展延策略，比例達99％。

從少年層到老年層全部都有韻尾展延現象，只有青少年層各一個例外，這麼高的

相似性應該來自[i]和[e]的結合音[ie]，比[a-e][o-e]的結合普遍而容易被接受。由於

這麼高的相似性，所以卡方檢定時，其Pearson卡方值為2.012（P＞.005），未達顯

著水準，不再繪成比較圖。 

4.2.4 詞根為母音【u】的小稱詞變體分佈情形 

詞根為母音[i]的小稱詞「豬仔、芋仔」在各年齡層的表現十分相近，所以合

計如下表。 

(31) 詞根為母音【u】的小稱詞變體分佈表         （詞彙：豬仔、芋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e 1 1％ 2 2％ 3 4％ 4 5％ 10 3％ 

we 81 99％ 82 98％ 79 94％ 77 93％ 319 96％ 

e 0 0％ 0 0％ 2 2％ 2 2％ 4 1％ 

合計 82 100％ 84 100％ 84 100％ 83 100％ 333 100％

從表中可知，詞根為母音[u]的小稱詞也幾乎都採取韻尾展延策略，比例達96

％。有趣的是由[we]強化而來的[ve]變體也佔了總和的3％，由[we]弱化而來的[e]



 

增音現象在各年齡層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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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體也佔了1％，而且兩者的年齡越低，比例越高。這種表現的兩極化，我們解

釋為少數青少年層的語音並不穩固的原因。 

 

4.3 比較不同母音及成音節輔音後的小稱詞發音策略 

綜合以上母音[a、e、i、o、u]之後的小稱詞變化情形，可以從展延、摩擦及

不變（保持「仔」字的本音[e]）等三種語音變異來看他們在不同年齡層的發展趨

勢。 

4.3.1. 展延現象的變化情形 

依據以上小稱詞的「展延現象」在各年齡層的百分比，製成以下的比較圖。 

（34）不同語音後的小稱詞增音現象比較圖 

 

 

 

 

 

 

 

 

從圖中可看出，有增音現象的是母音[a]、[o]、[e]的小稱詞。母音[u]只有極

少數，母音[i]則幾乎完全沒有展延現象。而三種母音的展延現象都有弱化的趨

勢，其中尤以[a]弱化的最快，幾乎要消失了。其次為[e]，還保存一半，變化最慢

的是[o]，到少年層還保持優勢。 

4.3.2.韻尾展延現象的變化情形 

依據以上不同語音後的「韻尾展延現象」在各年齡層的百分比，製成以下的

比較圖。 

（35）不同語音後的小稱詞韻尾展延現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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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稱詞保持[e]本音的現象在各年齡層的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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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很明顯的分成兩類，母音[i]、[u]幾乎有100％的展延現象，只有青少年

層稍有變化。而母音[a]、[o]、[e]則完全沒有展延現象，可見小稱詞的展延現象

十分穩定，變化極小。 

3.4.7.3.「保持[e]本音」的變化情形 

（36）不同語音後的小稱詞保持【e】本音現象比較圖 

 

 

 

 

 

 

 

 

從圖中可看出，保持[e]本音的方式和展延現象成互補分布。保持[e]本音的方

式在母音[a]、[o]、[e]方面都呈上揚的趨勢，在母音[i]、[u]方面也有極少數的增

加。其中尤以[a]增加的最快，在青少年層已佔優勢，其次為[e]，再其次為[o]，

可見其具有未來的發展性。 

綜合以上資料，可以看出母音[i]、[u]的小稱詞還是有韻尾展延現象，這個現

象在各年齡層十分穩定。而母音[a]、[o]、[e]的小稱詞則逐漸從有展延變成沒有

展延的方式。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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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本文首先觀察客家話小稱詞的類型，分別有表小語義的[e33]及從表小語義延

伸而來的名詞詞綴[e31]、表重複的副詞詞綴[e33]。這些小稱詞的共同特性是：都為

零聲母音節，且會有韻尾展延現象。換言之，小稱詞都會取詞根的韻尾做為聲母。

然而，在南部的客家話裡，特別是內埔、萬巒、竹田等地區的客家話，卻發現有

韻尾展延的類比現象，也即：前母音[i, e]結尾的開音節之後的小稱詞聲母會是

[y/∅]，而以後母音[a, o, u]結尾的詞根之後的小稱詞會得到[v/w/∅]等不同的語音

辨異。經過田野調查的驗證和分析，發現：這些小稱語音的辨異其實和年齡大有

關係，除了母音[i]、[u]的小稱詞還在各年齡層有穩定的韻尾展延現象之外，母音

[a]、[o]、[e]的小稱詞則隨著年齡的降低而有日漸衰減的趨勢。 

為什麼會有這種趨勢呢？我們可以分別從理論及社會互動來解釋。Chung 

1989 曾依據衍生音韻學的理論(請參見 Chomsky and Halle 1968, Chomsky 1986, 

Kisseberth and Kenstowicz 1979)，認為各地客家話的語音變異主要是因為音韻規律

的不同，例如在只有高母音[i, u]等詞根之後的小稱聲母[y/w]都是由於(7)的韻尾展

延規律，茲重複於後： 

(7)韻尾延展 
σ    σ 
 
V C     C V 
 
x 
 

至於展延而來的小稱詞聲母會不會強化成為[j/v]，則端視各地區的方言是否有(37)

的強化規律： 

(37) 

       [i/w] ⎯→ [j/v]/ #_____ 

   (在聲母位置上的[i/w]會變成[j/v]。) 

 

由此推論，[a, o, u]結尾的開音節詞根之後的小稱聲母是否會多一個[v]，也是要看

各地方言的類比情形而定(語音經過類比而進入語法的例子，請參見 Kiparsky 1982



 

之討論)，某些地區的客家話類比很強，於是有了[a, o, u]之後有摩擦聲母[v]的產

生，其他地區的客家話的類比情形比較弱，僅止於(37)的規律。 

 從社會互動的角度而言，大多數地區的客家話只有(7)的韻尾展延和(37)高母

音零聲母的強化規律，而只有內埔、萬巒、竹田等地區的客家話有比較強勢的語

音類比情形。在以前交通不發達，媒體傳播不多的時代，社會互動少，各地方言

還能保持特性，但是現在教育及交通很發達，加上媒體的無遠弗屆，人際之間的

交流促進了語言的接觸，於是居於優勢或比較多人講的方言，日漸成為典範，這

就是為何關廟、清水、礁溪等頗有地域色彩的閩南語逐漸往台灣優勢腔靠龍的緣

故(參見洪惟仁 2002)，這也是為何紐約地區沒有[r]的英語日漸沒落的因素(Labov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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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 v ]聲母的變化 

 [ f ]、[ v ]聲母是客語中廣泛被使用的聲母，在一般的客語文獻中都被視為

配對的音位。兩者的發音部位都是唇齒音（labio-dental），發音方法都是擦音

（fricative），差別只在於一個是清音（voiceless），一個是濁音（voice）。從錢大昕

提出「古無輕唇音」的看法之後，音韻學界均認為上古時代沒有輕唇音，輕唇音

是六朝以後才從重唇音中分化出來的。閩南語中沒有這兩個聲母，華語也沒有[v]

聲母，在頻繁的語言接觸中，客語的[ f ]、[ v ] 聲母會不會受到影響？可能會出

現哪些變體？變體在不同年齡層的表現如何？變體的分布，是否會受到後面元音

的影響？這些都是這部分要探究的重點。 

1 文獻回顧 

李如龍（1992）調查客贛方言時，發現同為客語區，語音「花（p27）、戶（p31）」

各有[fu-、hu-、vu-]三種聲母；「火（p22）」也有[f-、h-]兩種聲母，可見在大陸客

語地區，這些聲母也有不同的讀法，也並非全部都是輕唇音[f]。 

羅肇錦（1996：166）則提出客語的[ f ]、[ v ]聲母，前清後濁，上齒咬下唇

的成分很輕，近乎雙唇擦音[ E ]和[  ]，所以客家人常把北平話[ hu- ]唸成[ f-]，

如「婚」[ hun13→fun13 ]；把北平話的[ u-]唸成[ v- ]，如「完」[ uan13 →van13 ]，並

認為梅縣的[ f- ]包括了北平話的[ f- ]和[ hu- ]兩音。 

鍾榮富（2004：174~175），基於古無輕唇音的規律，認為[f]和[v]都是後來才

發展出來的。[f]由[h]和合口韻的[u]合流而成，[v]由合口韻的零聲母[u-]強化 37

（strengthening）而來，一一說明如下。 

                                                 
 
37 所謂「強化」，指的是高元音發生了強烈的摩擦，使原本口腔內沒有摩擦的元音變成了輔音，

所以是一種由非摩擦朝向摩擦方向的音變過程。 



 

1.[h]、[u]合流的過程如下： 

（1） 

【＋持續】  【＋唇音】 

 

h           u            i 

 

 聲母 f                   元音 i  

 

 音節 fi  

所以我們在客語中可以看到[ha-、he-、hi-、ho-]的語音，卻看不到[hu-]組合

的語音，就是因為[h]的合口韻（介音或母音含 u 的韻母）已經合流成[f]。換言之，

零聲母[u-]的強化過程如下： 

（2） 

元音 → 高音展延 → 摩擦 

  [ u ]  →  [ wu ]  →  [ vu ] 

高音展延是指主要元音的[＋高]徵性，會展延到前面零聲母的位置。摩擦則

是指具有[＋高，－輔音]的元音或半元音[w、y]，朝向[－響度]的摩擦音（f、s、

v、j）演變的過程。鍾（2004：153~158）也發現六堆地區次方言的「零聲母強化」

程度有別。他把不同程度的表現，分成不同的客語類型，如美濃竹頭背的「烏」

唸 [ u ]，萬巒、內埔、竹田則唸[ vu ]。但內埔地區是否只有[ vu ]這種唸法？還

是會因為磨擦程度不同而有所區別？ 

賴淑芬（2004）對屏東佳冬地區做過[f]聲母的調查，發現年齡層越高，[f]聲

母保留的越完整，（76 歲以上，讀[f]的比例為 98.38％），越年輕的發音人則相反，

[f]讀成[hu]的情形比較多（25 歲以下讀[f]的比例只剩 78.7％）。賴並把 18 個含[f]

聲母的辭彙一一計算其變化比率，以證明[f→hu]的詞彙擴散正進行中。內埔地區

是否也有這樣的音變方向？詞彙擴散的快慢有沒有規則可循？為此我們將把[f/v]

聲母搭配不同的元音，進一步找出詞彙擴散的規則。 

 



 

2 先備觀察 

在深入調查之前，我們先在內埔觀察發現：[ v ]和[ f ]聲母在老年層、中年層

唸[ w ]和[ hu ]的比例很高。但隨著年齡降低，語音從[ w ]、[ hu ]變為[ v ]、[ f ]

的趨勢十分明顯，發音的磨擦程度很高，和佳冬的調查結果很不相同。 

再者，我們 2004 六堆田調中卻有不同的發現，[ v ]聲母方面，老年層發[ v ]

的比例高於[ w ]，尤其是內埔、美濃、長治、高樹等地。而[ v ]音在下武洛、新

埤、佳冬有漸被[ b ]取代的狀況，可見受閩語影響的不只有詔安客、武平客而已，

四周環境為閩南村的客語區最容易受影響。[ f ]聲母方面，老年層發[ hu ]的比例

稍高於[ f ]，只有內埔、美濃、高樹、大路關等地，保持較多的[ f ]音。以下是這

兩種聲母在六堆的次方言比例分布圖。 

（3） 聲母/ v /的次方言比例分布圖 

 

 

 

 

 

 

 

 

 

 

 

 

  [ v ]                  [ w ]            [ b ] 



 

（4） 聲母/ f /的次方言比例分布圖 

 

 

 

 

 

 

 

 

 

 

 

 [ f ]          [ hu ]            [ h ] 

以上的分布圖是依各地發音人對該項語音的發音次數做統計，再依百分比的

比例繪製完成。大體能呈現不同變體在地理上大略的分布情形。從圖（3）可看

出內埔地區[v]聲母有[v/w]兩種變體，從圖（4）則看出內埔地區[f]聲母有[f/hu]兩

種變體。總而言之，從以上的資料可看出六堆地區小稱詞變體的多樣性，及內埔

地區的特色，藉著這次各年齡層的調查研究，將可進一步了解此特色的發展情形。 

3 [f/hu]及[v/w]變體的聲譜分析 

3.1 [f/hu]變體 

[f]和[h]同為擦音（fricative），一個部位在脣齒（labio-dental），一個部位在聲

門（glottal）。根據曾進興（1996）對聲學的研究，擦音的特徵一為高頻地帶的噪

音；二為噪音持續時間較長。但是不同部位的擦音，在目前的研究中還缺乏合於



 

經濟、效度及信度標準的聲學指標。梁秋文（2005）對客語的音段研究指出，子

音[h]的摩擦部位在聲門，口腔受到的阻礙少，所以噪音時間短且不明顯，子音[f]

的摩擦發生在唇齒之間，噪音時間長且非常明顯，我們依據這個指標來分辨。以

下是同一發音人 38讀「戶」和「非」字的聲譜圖，發音人的讀音裡有[hu-]和[f-]

兩種不同的變體。 

（5）語音【hu】的聲譜圖 

 

 

 

 

                      hu          u 

圖中的[h]，噪音時間短且不明顯，而且還有低頻的[u]音進來，鍾（2004）所

謂「h、u 合流」的現象也可以從圖中得到證明。 

（6）語音【f】的聲譜圖 

 

 

 

 

               f              i 

圖中的[f]，可以看到頻率在 2000hz 以上明顯的噪音，噪音的持續時間也很

長。 

所以，從圖（5）和圖（6）中，明顯可看出[f]和[hu]讀音上的不同。 

3.2 [v/w]變體 

[ v ]是帶聲的擦音（voiced sound），由[u]強化而來；[w]是滑音（glide），發音

部位和[u]非常相近，[v]和[w]之間並不容易區別。但我們可以從[v]的擦音特性，

和[w]的時長較[u]短，這兩個特性來分辨。以下為同一發音人 39讀「胃」和「舞」

字的聲譜圖，發音人的讀音裡有[v-]和[w-]兩種不同的變體。 
                                                 
 
38 編號 53 發音人（女性，45 歲），讀「戶口」和「非法」兩個詞彙時，變體不同。 
39 編號 53 發音人（女性，45 歲），讀「胃痛」和「跳舞」兩個詞彙時，變體不同。 



 

（7）語音【v】的聲譜圖 

 

 

 

 

             v      i 

圖中可看出，[v]的低頻部分較弱，高頻噪音部分較長較明顯。 

（8）語音【w】的聲譜圖 

 

 

 

   

             w    u 

圖中可看出，[w]低頻的部分明顯，但高頻部分不明顯，且時間較短。 

所以，從圖（7）和圖（8）中，可明顯看出[v]和[w]讀音上的不同。 

4. 調查結果 

根據過去的文獻和我們的觀察，內埔的[f]聲母會出現[hu]變體（包括[ ]）；[v]

聲母會出現[w]變體（包括 [  ]、[υ]），變體的分布情形並不一致。為了尋找其

規則性，我們把他和不同的元音配對，看看不同元音如何影響其分布情形。每種

配對我們都取兩組詞彙來做比較，以取得客觀性，詞彙的選擇以常用詞為優先。

以下把[f]聲母和[v]聲母分節探討。 

4.1 聲母[ f]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調查目的在了解聲母[ f ]和元音[a、e、i、o、u]結合後的表現，為了

不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調查詞彙只取單純元音，不取雙元音或有其他韻尾的辭

彙。我們將集中在聲母[ f ]和元音[a、i、o、u]結合後的表現。 

4.1.1 聲母[f]和元音[a]結合的現象 



 

我們取「客家話」和「紅花」兩個[fa]字做比較，除了看[fa]字的共同表現以

外，也可以觀察「紅花」這一組的[fa]字，會不會受到前字紅[fuN]（聲母也是[f]）

的影響，而有不同的表現，以下一一說明。 

A. 客家話 

（9）語音 [ fa/hua ]的變體分佈表之一          （詞彙：客家話）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a 36 86％ 29 69％ 39 93％ 42 100％ 146 87％ 

hua 6 14％ 13 31％ 3 7％ 0 0％ 22 13％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上表可知，[fa]的比例高達87％，而[hua]的比例只有13％。[fa]變體從老年

層到青、少年大致的趨勢是上揚的，只有中年層是最低的。相對而言，讀[hua]

變體的以中年層最高，這樣的曲線很不平滑。我們還要觀察「紅花」一詞的表現，

看看這是特例，還是一致的表現。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9.457

（P＜.05），達顯著水準。 

 

2.紅花 

（10）語音【f-f-】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紅花）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f 25 60％ 27 64％ 24 57％ 27 64％ 103 61％ 

hu-hu 10 24％ 12 29％ 6 14％ 2 5％ 30 18％ 

f-hu 1 2％ 2 5％ 5 12％ 2 5％ 10 6％ 

hu-f 6 14％ 1 2％ 7 17％ 11 26％ 25 15％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9.849（P＜.05），達顯著水準。從表

中可知，前後字都讀[f- ]的比例最高，有61％，前後字都讀[hu-]的比例次高，有



 

18％。和表（9）比起來，的確是[fa]的比例降低，[hua]的比例升高了。到底是什

麼原因，我們稍後再說明。值得注意的是，讀[hu-f]的比例也有15％，讀[f-hu]的

比例有6％，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後字「花」，把後字[f-f]、[hu-f]或[hu-hu]、[f-hu]

的筆數合併計算，會得到下表。 

（11）「花」讀【fa/hua】的筆數合計表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a 31 74％ 28 66％ 31 74％ 38 90％ 128 76％ 

hua 11 26％ 14 34％ 11 26％ 4 10％ 40 24％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和表(9)相同的是，[fa]變體從老年層到青、少年的趨勢是上揚的，只有中年

層最低，相對而言，中年層還是以[hua]變體最高，不平滑的曲線重複出現，不是

單一現象。可見[fa]變體是以中年層最低，青少年層高於老年層。和表(9)不同的

是，[fa]的整體比例都變低，[hua]的整體比例升高，對於這個現象，我們認為是

受到前字聲母發[hu]音的影響，因為同化作用，使得後字跟著前字讀[hu-]。 

4.1.2 聲母[ f ]和元音[i]結合後的表現情形 

本組的詞彙為「開會、非法」，目標字一在後一在前，且「非法」二字皆為

[f]聲母，理應分開說明，但調查結果，兩者的表現十分類似，因此合計如下表： 

（12）語音【fi/hui】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開會、

非法）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i 80 96％ 76 91％ 80 95％ 77 93％ 313 93％ 

hui 4 4％ 8 9％ 4 5％ 6 7％ 22 7％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3 100％ 335 100％

從上表可知，[fi]的比例高達93％，而[hui]的比例只有7％，可見還是[f]變體

為優勢。而且[fi]變體從老年層到青、少年層變化很小，只有中年層稍降。相對



 

而言讀[hui]變體以中年層較高，和元音[a]的表現相同。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卡方值為2.109（P＞.005），表示各年齡層間雖有差異，但未達顯著水準。 

4.1.3 聲母 [f] 和元音[o]結合後的表現情形 

本組的詞彙「火車、夥房」目標字都在前字，但是「夥房」的後字[foN]也

是[f]聲母，使得兩者的表現不太相同，因此分述如下。 

A. 火車 

（13）語音【fo/huo】的變體分佈表之一             （詞彙：火車）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o 37 88％ 29 69％ 38 91％ 40 98％ 144 86％ 

huo 5 12％ 13 31％ 4 9％ 1 2％ 23 14％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1 100％ 167 100％

從表中可知，[fo]的比例高達86％，而[huo]的比例只有14％，仍以[f-]變體為

優勢。[fo]變體從老年層到青、少年的趨勢是上揚的，只有中年層最低，相對而

言讀[hu-]變體的還是以中年層最高，和元音[a]的表現十分相同。本表進行卡方檢

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5.635（P＜.05），達顯著水準。 

B. 夥房 

（14）語音 [fo/huo ]的變體分佈表之二              （詞彙：夥房）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f 29 69％ 31 76％ 38 91％ 34 83％ 132 79.4％

hu-hu 10 24％ 6 14％ 3 7％ 3 7％ 22 13％ 

f-hu 0 0％ 0 0％ 0 0％ 1 3％ 1 0.6％ 

hu-f 3 7％ 4 10％ 1 2％ 3 7％ 11 7％ 

合計 42 100％ 41 100％ 42 100％ 41 100％ 166 100％

從表中可知，前後字都讀[f- ]的比例最高，有79％，前後字都讀[hu-]的比例

次高，有13％。和同組詞彙「火車」比起來，[fo]的比例降低，但是[huo]的比例



 

並沒有升高，而是到其他變體去了。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前字「夥」，把前字[f-f]、

[f-hu]或[hu-hu]、[hu-f]的筆數合併計算，會得到下表。 

（15）「夥」讀【fo/huo】的筆數合計表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o 29 69％ 31 76％ 38 91％ 35 85％ 133 80％ 

huo 13 31％ 10 24％ 4 9％ 6 15％ 33 20％ 

合計 42 100％ 41 100％ 42 100％ 41 100％ 16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雖然還是以[f-]變體為優勢，但除了青年層以外，整體的

比例和趨勢和「火車」的表現十分不相同，從老年層到青年層雖然是上揚的，但

少年層又下降了。下降的原因有可能是受了後字[foN]的影響，也有可能是受詞彙

或用字的影響40，還須進一步探討。 

4.1.4 聲母 [ f] 和元音[u]結合的現象 

本組的詞彙為「戶口、長褲」，目標字雖一前一後，但調查結果十分相似，

因此合計如下表： 

（16）語音【fu/hu】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戶口、長褲）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u 37 44％ 49 58％ 54 64％ 58 69％ 198 59％ 

hu 45 54％ 35 42％ 30 36％ 22 26％ 132 39％ 

khu 2 2％ 0 0％ 0 0％ 4 5％ 6 2％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知，[fu/hu]變體的表現和前面幾個元音的表現都不相同。[fu]雖佔多

數的59％，但為全部元音中最低的；[hu]雖只佔39％，但為全部元音中最高的。

                                                 
 
40 對於「夥房」這個詞彙，有些老年層會說，應該是「伙」字不是「夥」字。也有很多少年不認

識這個詞彙，有的經過解釋後還不懂，只好用選擇的方式作答。 



 

聲母[f]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發音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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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首次出現[fu]變體最低的是老年層，而且[hu]多於[fu]的情形。整體趨勢為[fu]

變體隨著年齡層的降低而升高。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21.361（P

＜.05），達顯著水準。 

4.1.5 聲母[ f ]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 

綜合以上結果，把聲母[f]和元音[a、i、o、u]結合後讀[f-]的比例，比較如下。 

（17）聲母【f】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表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元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fa 36 86％ 29 69％ 39 93％ 42 100％ 146 87％ 

fi 80 96％ 76 91％ 80 95％ 77 93％ 313 93％ 

fo 37 88％ 29 69％ 38 91％ 40 98％ 144 86％ 

fu 37 44％ 49 58％ 54 64％ 58 69％ 198 59％ 

上表中[fa]的「紅花」和[fo]的「夥房」有可能受到前後字的影響而有不同的

表現，因此只取單純的「客家話」和「火車」一詞為標準，其他為兩筆詞彙合計。

依據此表再繪製成下圖。 

（18）聲母【f】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表 

 

 

 

 

 

 

 

從圖中可看出，[f-]變體在每一年齡層中幾乎都高於 50％，而且隨年齡的降

低而升高，可看出其優勢。各元音中，以[i]的比例最高，[u]的比例最低，[a]、[o]

的比例居中且非常相近。我們以為這是因為[f]是脣齒音，具有[＋前]的徵性，所



 

聲母[f] 的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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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易和前高元音[i]結合；[h-]是舌根音，具有[＋後]的徵性，所以容易和後高元

音結合。各年齡層中除了[fu]是老年層最低以外，其他都是中年層最低，呈現下

伏而後上揚的曲線。如果要看出[f]聲母的總體趨勢，我們可以把[f-]、[hu-]的筆數

做個合計，再製成下圖。 

（19）聲母【f】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看出[f]佔優勢，最低也有72％，以中年層最低，並隨著年齡層降低

而升高，可見[f]音並沒有受到閩語的影響而消弱。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華語也有[f]

音，他和客語中的[f]音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得到正增強，所以不會消弱，依此現

象我們發展出[f/hu]變體的演變規則如下： 

（20） 

[ hu ]  →  [ f ]  /         [＋vowel ] 

用文字來表示，前面的規則為：[hu]在母音之前會變成[f]音。 

4.2 聲母[ v ]和不同元音結合的現象 

本項調查目的在了解聲母[v]和元音[a、e、i、o、u]結合後的表現，為了不受

其他因素的影響，調查詞彙只取單純元音，不取雙元音或有其他韻尾的辭彙。聲

母[v]和元音[a、e]結合時，辭彙的採用有些困難，不得不取到狀聲詞如「哇哇滾

（哇哇叫）、噦噦滾（ve ve 叫）」，以下一一說明。 

4.2.1 聲母[v]和元音[a]結合的現象 



 

聲母[v]和元音和[a]結合後的辭彙有「偎靠、光華華、哇哇滾」等，但「偎

靠」不是常用詞，我們取了「光華華」和「哇哇滾」來做調查，但發現「光華華」

多數人的讀音為[fa]，因此只取狀聲詞「哇哇滾」的發音情形來分析。 

（20）語音【va/wa】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哇哇滾）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a 17 41％ 15 36％ 15 36％ 24 57％ 71 42％ 

wa 24 57％ 26 62％ 26 62％ 17 41％ 93 56％ 

其他 1 2％ 1 2％ 1 2％ 1 2％ 4 2％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圖中可看出[va]的比例略低於[wa]，並出現先降後升的趨勢，少年層讀[va]

的比例最高，可看出[v]變體由劣勢變成了優勢。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

卡方值為5.439（P＞.05），未達顯著水準。 

4.2.2 聲母 [ v ] 和元音[e]結合的現象 

聲母[v]和元音和[e]結合後的辭彙有「委肥（灑肥料）、噦噦滾」等，但調查

後發現多數人把「委肥」讀音為[ie  phi]，因此只取狀聲詞「噦噦滾」（ve ve 叫）

的發音情形來分析，為了讓發音人能望文生義，調查字表中寫成「喂喂滾」。 

（20）語音【ve/we】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喂喂

滾）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e 29 70％ 26 62％ 30 71％ 25 60％ 110 66％ 

we 6 15％ 8 19％ 4 10％ 6 14％ 24 14％ 

vi 6 15％ 8 19％ 8 19％ 11 26％ 33 20％ 

合計 41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7 100％

從表中看出[ve]的比例佔 66％，高於14％的[we]，其中出現了20％的[vi]變



 

聲母[v]和元音[e]結合後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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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能是該詞彙為狀聲詞，發音人因而有不同的解讀所致。本表進行卡方檢定，

其Pearson卡方值為3.475（P＞.05），未達顯著水準。如果把變體[ve]和[vi]都合計

為[v]聲母，則可得到下圖。 

（22）聲母【v】和元音【e】結合後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看出[ve]處於優勢，雖中年層略降，但整體的發展是向上揚的。 

4.2.3 聲母 [ v ] 和元音[i]結合後的表現情形 

本組的詞彙「位子、胃痛」兩者表現十分類似，因此合計如下表： 

（23）語音 [ vi/wi ]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位子、胃痛）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i 83 100％ 78 93％ 78 93％ 69 82％ 307 92％ 

wi 0 0％ 3 3.5％ 6 7％ 15 18％ 24 7％ 

vui 0 0％ 3 3.5％ 0 0％ 0 0％ 3 1％ 

合計 83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5 100％

從表中可看出，[vi]佔92％，遠遠高出只有7％的[wi]。從老年層到少年層，

[v]變體逐漸下滑，[w]變體逐漸上升。至於[vui]變體的出現，鍾（2004：108）認

為是某些方言規則中，把[ui]先劃入韻母的位置，經過高元音延展變成[uui]，聲

母部位的[u]再強化成[v]而形成。中年層出現的[vui]音，應是受此規則的影響。如

果把中年層的[vui]計入[vi]變體中，則趨勢更明顯，如下圖。本表進行卡方檢定，



 

聲母[v]和元音[i]結合後的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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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Pearson卡方值為31.133（P＜.005），達顯著水準。 

（24）聲母[v]和元音[i]結合後的變體分布圖 

 

 

 

 

 

 

 

 

4.2.4 聲母 [ v ] 和元音[o]結合的現象 

本組詞彙「禾仔、喔喔喊喊（大呼小叫）」的表現十分類似，因此合計如下

表。 

（25）語音 [ vo/wo]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禾仔、喔喔喊喊）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o 50 60％ 53 64％ 53 63％ 54 65％ 210 63％ 

wo 33 40％ 30 36％ 28 33％ 28 34％ 119 36％ 

其他 0 0％ 0 0％ 3 4％ 1 1％ 4 1％ 

合計 83 100％ 83 100％ 84 100％ 83 100％ 333 100％

從表中可看出[vo]變體仍高於[wo]，但在各年齡層的變化不大，只看出些微

上揚的趨勢。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6.697（P＞.05），未達顯著

水準。 

4.2.5 聲母 [ v ] 和元音[u]結合後的表現情形 

本組詞彙「跳舞、烏陰天」的表現也十分類似，因此合計如下表： 

（26）語音【vu/wu】的變體分佈表              （詞彙：跳舞、烏陰天）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u 17 19％ 5 6％ 5 6％ 7 8％ 34 10％ 

wu 67 81％ 79 94％ 79 94％ 77 92％ 302 90％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本表很大的不同是[vu]變體只佔10％，遠低於90％的[wu]變體，[vu]變體的趨

勢還一路下滑。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1.398（P＜.05），達顯著

水準。 

4.2.6 聲母[ v ]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 

綜合以上結果，把聲母[v]和元音[a、e、i、o、u]結合後讀[v-]的比例，比較

如下表。 

 

（27）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表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元音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va 17 41％ 15 36％ 15 36％ 24 57％ 71 42％ 

ve 35 85％ 34 81％ 38 90％ 36 86％ 143 86％ 

vi 83 100％ 81 96.5％ 78 93％ 69 82％ 307 92％ 

vo 50 60％ 53 64％ 53 63％ 54 65％ 210 63％ 

vu 17 19％ 5 6％ 5 6％ 7 8％ 34 10％ 

從總和的百分比可看出[vi]的比例最高，[vu]的比例最低，並可排出[i＞e＞o

＞a＞u]的順序。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聲母[v]有[+前]的徵性，所以最容易和前高元

音[i]結合，比例也最高，元音[e]次之。半元音[w]則具有[＋後]的徵性，所以也最

容易和[u]結合，所以[v]的比例最低。再根據此表繪製成下圖。 

（28）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比較表 



 

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後的發音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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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v]的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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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可看出，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時發音的歧異性非常大，但可明顯看

出 vi＞ve＞vo＞va＞vu，也就是說[v]變體的保存率大約是 i＞e＞o＞a＞u。聲母[v]

在各年齡的發展趨勢也很不相同，但大體可看出老年層最高，中年層較低，青少

年層稍微上揚的趨勢。如果要看出[v]聲母的總體趨勢，我們還可以把不同元音的

[v-]或[w-]的筆數做個合計，再製成下圖。 

 

（29）聲母【v】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知，[v]的比例略高於[w]，老年層最高，到中年層下滑，其他年齡

層則維持不變。我們以為[v]聲母所以不會消弱的原因，就像[f]聲母一樣，雖然閩

語和華語中都沒有[v]聲母，但英文中有。客語的[v]聲母和英文的子音[v]在語言

習得的過程中得到正增強，所以不會丟失，並能發展出客語的高元音[u]的強化規

則如下： 



 

[f/v]聲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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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u ]  →  [ v ]   /        [ vowel ] 

4.3 聲母[ v ]和聲母[ f ]的異同 

綜合[f]、[v]聲母的表現，可知這兩個配對的音位，有些表現相同，有些表現

不同，比較如下圖。 

（31）【f/v】聲母的比較圖 

 

 

 

 

 

 

 

 

1.[f/v]聲母表現相同的地方： 

(1) [f/v]聲母及他的變體[hu/w]在各年齡層的比例高未超過 90％，低未低於 10

％，表示兩種變體並存，不管是羅肇錦（1996：166）觀察到的客家人把[hu→f]，

或張屏生（2003：3~12）觀察到的客家人把[f→hu]
41，都是可能的現象。 

(2) [f/v]聲母在各年齡層的比例都高於[hu/w]變體，表示客語的輕唇音仍處於

優勢，沒有消弱之虞。 

(3) [f/v]聲母在中年層的比例最低，和賴 2004 年在佳冬的調查有部分相同 42。

我們認為老年層較能保持傳統，所以比例高；中年層受閩語的影響較大，變化較

大；青少年層則因為受華語和英語教育的影響，使[f/v]聲母得到正增強而保留下

來。 

(4) [f/v]聲母和元音[i]結合時的比例高於和元音[u]結合時的比例。 

                                                 
 
41 參考本章文獻探討部分。 
42 賴淑芬（2004：136）[f]聲母的出現比例中，最低的是少年層 78.7％，其次為 41-55 歲的中

年層，只有 81.02％，比 26-40 歲的青年層 84.72％還低。 



 

2.[f/v]聲母表現不同的地方 

(1) [f]聲母在青、少年層持續升高，甚至超越了老年層；[v]聲母在中、青、

少年層都保持不變。我們以為這是因為前者有華語和英語[f]聲母的增強，後者只

有英語子音[v]的增強，兩者的影響程度不同所致。 

(2) 和元音[u]結合時，[fu]的比例仍高於[hu]，但[vu]的比例卻遠遠低於[wu]。 

4.4 小結 

[f]聲母由[h]和[u]合流而成，[v]聲母由合口韻的零聲母[u-]強化而來，這個合

流規則和強化規則因不同的發音人而有不同的內化程度，所以出現了變體[hu/w]

等，而且在不同詞彙中有不同表現。這種變體的差異除了語音感知以外，也可以

在聲譜圖上觀察出來。 

聲母[f]和各元音結合後，以[fi]出現的比例最高，[fu]出現的比例最低，[fa]、

[fo]的比例居中且非常相近。這是因為[f]是脣齒音，具有[＋前]的徵性，所以容易

和前高元音[i]結合；[h-]是舌根音，具有[＋後]的徵性，所以容易和後高元音結合。

[f-]變體在每一年齡層的比例幾乎都高於 50％，而且隨年齡的降低而升高。各年

齡層中除了[fu]是老年層最低以外，其他都是中年層最低，呈現下伏而後上揚的

趨勢。可見[f]音並沒有受到閩語的影響而消弱，這是因為華語也有[f]音，他和客

語中的[f]音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得到正增強，所以不會遺忘，並能發展出客語

[[hu/f]變體間的規律： 

[ hu ]→[ f ] /    [ vowel ]。 

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後也是以[vi]的比例最高，[vu]的比例最低，並可排出

vi＞ve＞vo＞va＞vu 的順序。原因和[f]聲母相同，因為聲母[v]有[+前]的徵性，所

以最容易和前高元音[i]結合，元音[e]次之；半元音[w]則具有[後]的徵性，所以也

最容易和[u]結合，而產生[wu]。雖然聲母[v]和不同元音結合時的比例相差很大，

在各年齡的發展趨勢也很不同，但總計[v]變體的比例略高於[w]，以老年層最高，

到、中、青少年層都保持不變。我們以為[v]聲母所以不會消弱的原因和[f]聲母相

似，雖然閩語和華語都沒有[v]聲母，但英文中有。客語的[v]聲母和英語的子音[v]

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得到正增強，所以不會丟失，並能發展出客語的高元音[u]



 

的強化規則： 

[u]→[v] /[vowel] 

整體而言，聲母[f]和聲母[v]的表現十分相同，在和前高元音[i]組合時出現比

例最高，和後高元音[u]組合時出現比例最低，可以知道，從[hu/w]到[f/v]的音變

方向，大約是元音 i＞e＞a / o＞u，這個音變順序影響了詞彙擴散的速度，使得詞

彙擴散的順序也是從語音[fi/vi]的辭彙開始，其次[fe/ve]，語音[hu/wu]的辭彙最不

易改變。兩者不同的是[f-]的總體保存率高於[v-]，且前者有上揚的趨勢，後者則

保持不變。因此，我們預測內埔的[f/v]聲母將可以繼續保存，而不會消弱。 
 
(4) 韻母[-ian/-ien]‧[-iat/-iet]之研究 

「汝實在高明，圓也會，扁也會。」（你真高明，什麼都會。）是一句常用

來稱讚人的話。有趣的是，這一句話中的「圓」和「扁」雖然同屬[-ian/-ien ]韻，

可是卻有不同的表現。前者有兩種變體（variety）[ian11]或[ien 11]，後者則只有一

種變體[pien31]。就像華語的ㄢ韻（[an]）在和齊齒音結合時會變成ㄧㄢ（[ien]）一

樣，但是客語中不全是變成了[ien]，仍有部份保留[ian]的唸法，和[ -ian/-ien ]相對

的塞音韻[-iat/-iet ]也有相同的表現。 

1 文獻探討 

最早注意的四縣客家話內部有[ian]/[ien]之變異者是鍾榮富（2004：98~100），

該文在比較台灣地區各個客家次方言在韻母上的差異時，認為[ ian/ien ]的變化是

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主題。在各地的[ ian ]韻中，元音[ a ]的變體有[ e ]、[ æ ]、[  ]…

等數種，十分駁雜，有些地方還會因聲母的差異而有不同的變化。例如美濃地區

的「電」唸[ t ien ]，但「年」就唸[ Nian ]，但是六堆其他地區的「年」還是唸

[ Nien ]。因此，他把六堆次方言間 [ -ian/-ien ]、[ -iat/-iet ]的分化，歸因於低元音

[ a ]升高成[ e ]時的條件不同而來，圖示如下。 

（1）美濃的低元音升高原則 

[ a ] → [ e ]  /  [ I ] __ [ n ] 

（條件：前接[ ]、[ k]、[ k ]、[ N]、[ h]以外的其他聲母時） 



 

（2）其他地區的低元音升高原則 

[ a ] → [ e ]  /  [ i ] __ [ n ] 

（不加任何條件） 

元音[a]受到前後具有[＋high ]徵性的音素影響，而隨著升高，這是很合理的

分析。而且，鍾榮富 2004 也注意到：[ian/iat]之變異和聲母很有關係，例如和 [O、

k、k 、N、h ]等聲母相拼的時候，會維持 [ian]、[iat]，其他聲母則會變成[ien/iet]。

但張屏生 2003 卻注意到：同一地區有更多的發音人唸[ien]、[iet]，所以認為上

[ien、iet]是可以和[ian、iat]合併的無定分音。綜合以上的說法，可知/ -ian/、/ -iat/

有兩種變體（元音[ a ]的變體有[ e ]、[ æ ]、[  ]…等多種，但為了解釋的方便，

把舌位較低的歸到[ a ]；把舌位較高的歸到[ e ]，所以只有兩種），他的底層形式

（underlying  form）是[ian/iat]，但只有和 [ 、k、k 、N、h ]等聲母相拼的時

候才會保留底層音，其他時候則都只剩下[ien/iet]這種音了。 

值得爭議的是，六堆地區只有美濃保留[ ian/iat ]韻，其他地區完全受到低元

音升高原則的影響而全部變成了[ien/iet]嗎？賴淑芬（2004：126）在佳冬客話調

查中發現部分發音人的讀音符合美濃地區的變化條件，如「熱」讀[ )iat]、「年」

讀[ )ian]，所以能保留[ ian/iat ]韻的似乎不止美濃地區。 

2[ian/ien]之分布及聲學觀察 

我們觀察到[ -ian/-ien ]的音，在和[O、N、h ]三個聲母相拼的時候，就會

唸[ ian ]，如「吸煙」[pak5 ian13]、過年[ko55 NiaN11]、虫憲公[hian31 kuN13]。和

[ k ]相拼時，老年層唸[ ien ]，如「肩頭」[ kien13 teu11 ]，但隨著年齡降低，由[ -ien ]

漸變[ -ian ]43。[ k  ]聲母的差異更大，同一年齡層中，不同詞彙就有不同的表現，

「發譴」唸[ fat3  k ien31 ]；「健康」則唸[ k ian55  k ong13 ]。這個調查雖然確定

了內埔地區保留了[ ian ]韻，但卻也發現除了不同的聲母以外，還有不同年齡、

不同詞彙等都有可能影響這個韻母產生不同的變體。 

                                                 
 
43 如右圖，數字為發音的筆數。 

詞彙 變體 老 中 青 

kien 10 7 4 「肩」頭 

kian 2 5 8 
 



 

另外，我們也發現，在聲母[O、k、k 、h、N ]之後能保持[ ian/iat ]韻的，

除了美濃和內埔以外，還有萬巒、長治、麟洛、竹田等地，比例達六堆地區的

62﹪，可見[ ian/iat ]韻在六堆地區分布範圍頗廣，不僅在美濃一地而已。全部變

成[ ien/iet ]韻的只有高樹、大路關兩地，下武洛、佳冬、新埤則依不同的發音人

而有不同情形，有的發音人正在轉變中，同一辭彙有時唸[ -ian]，有時唸[-ien ]，

形成個人的不定分音，由此推測這個語音正在進行詞彙擴散，以下為這個變體在

六堆地區的分布情形。 

（3）聲母[O、k、kh、N、h ]時，韻母[-ian/-iat ] [-ien/ -iet ]的次方言比例分

布圖 

 

 

 

 

 

 

 

 

 

 

 

 

從上圖中我們也發現 [ iat/iet ] 韻母和 [ ian/ien ] 韻母的分布狀況，有高度

一致性，發音人在聲母[O、k、k 、h、N]之後唸[ ian ]韻的，在[ iat/iet ]韻中也

會選擇[ iat ]，反之亦然。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南部四縣有[ian]、[iat]這兩個韻，而

且和變體[ ien ] [ iet ]之間形成規律的分布。 

4. 韻母[ -ian/-ien ]、[ -iat/-iet ]的頻譜分析 

韻母[ -ian/-ien ]、[ -iat/-iet ]的差別在母音[a]、[e]的不同，除了以語音感知

（perception）以外，本節也以聲譜圖及聲學上的數據來區別，以增加其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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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曾進興、黃國祐（1996）對母音聲學特性的研究，可知 F1 為元音高低的指

標，F1 的數值由高元音往低元音遞增；F2 為前後元音的指標，F2 的數值由前元

音往後元音遞減。母音[a]舌位較低，所以 F1 比[e]高、母音[a]舌位較後，所以

F2 比[e]低。以此方法來分析編號 53 發音人（女性，45 歲），語音「年、騙」

[ -ian/-ien ]；「越、鐵」[ -iat/-iet ]的頻譜圖如下： 

（4）語音「年」的聲譜圖 

 

 

 

               N                i        a        n 

本圖可看出母音[i]的 F1/ F2，兩者相距較遠，母音[a]的 F1/F2 兩者相距較近，

兩個母音之間的共振峰由寬到窄的變化十分明顯。 

（5）語音「騙」的聲譜圖 

 

 

 

ph              i          e         n 

本圖可看出母音[i]的 F1/ F2 兩者相距較遠，母音[e]的 F1/F2 兩者相距較近，

但是和圖(4)比較起來，可看出母音[e]的距離只比[i]稍小一些，因此共振峰由寬

到窄的變化較小，若把焦點放在上下兩圖的母音[a/e]之間，則可以比較出兩者的

差異。 

（6）語音「越」的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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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    t    

本圖和圖(4)的表現一樣，母音[i]的 F1/ F2，兩者相距較遠，母音[a]的 F1/F2

兩者相距較近，可看到共振峰由寬到窄的明顯變化。 

（8）語音「鐵」的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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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母音[e]的距離比母音[i]]的稍小一些，因此共振峰由寬到窄的變化較

小。和圖(6)比較，可看出母音[a/e]之間的不同。 

除了聲譜圖，我們再從數值上比較，藉由 praat 軟體，可以測出以上四個聲

譜圖中的 F1 和 F2，列出以下比較表。 

（8）語音「年、騙、越、鐵」的母音 F1 和 F2 比較表 

語音 年 騙 越 鐵 

韻母 -ian -ien -iat -iet 

母音 i a i e i a i e 

F1 298 841 291 574 384 884 337 561 

F2 3174 2566 3312 2861 2806 2581 3138 2690 

從表中的確可觀查出 F1 的數值是[i]＜[e]＜[a]，由高元音往低元音遞增；F2

的數值是[i]＞[e]＞[a]，由前元音往後元音遞減。[e]的舌位較前、較高，[a]的舌

位較後、較低，證明同一發音人在發[ -ian/-ien ]、[ -iat/-iet ]韻母時，母音[a/e]之

間的確有明顯不同。 



 

5 研究結果 

本節先說明不同聲母和[ -ian/-ien ]韻的結合情形，再說明不同聲母和[ -iat/-iet ]

韻的結合情形，並比較兩者的異同。 

5.1 不同聲母和[ -ian/-ien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根據研究現況和我們的行前調查，[ian]韻只出現在{ 、k、k 、h、N}之後，

所以我們在每個聲母中，都取兩個詞彙來做比較；其中[k]聲母的差異性較大，

所以取三個詞彙做比較；非舌根聲母只取[l]聲母和[p ]聲母兩組詞彙做比較 44，

詞彙的選擇以常用詞為優先。 

5.1.1零聲母和[ -ian/-ien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兩個零聲母詞彙「吸煙、圓粄仔（湯圓）」的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9）語音[ ian/ien ]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吸煙、圓粄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n 31 37％ 10 12％ 16 19％ 22 26％ 79 24％ 

ian 52 62％ 73 87％ 62 74％ 62 74％ 249 74％ 

其他 1 1％ 1 1％ 6 7％ 0 0％ 8 2％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ian]的比例都高於[ien ]，平均在74％。老年層

發[ian]的比例最低，只有62％，到中年層上升為87％，青、少年層又降為74％。

中年層的上升，我們認為是底層音[iat]正在進行詞彙擴散，擴大其影響力的證明，

青、少年層的下降，我們認為是語言接觸（華語唸[ien]）的影響。可見詞彙擴散

的影響力和語言接觸的影響力兩者正在進行交互作用，至於哪一種影響力較大，

目前還很難論定。但從比例上看來來，大部分的青、少年（74％），還是在不知

不覺中選擇了圖(1)的規則 45。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26.736（P

                                                 
 
44 客語的非舌根音聲母有 14 個，我們不可能一一做調查，而且根據研究現況也未發現這類聲母

有[ian]變體，所以在此只取一個邊音（liquids）[l]和一個雙唇音（bilabials）[p ] 來做

比較。 
45 即鍾榮富（2004）美濃低元音升高原則：[a] →[e]  /  [ i] __ [ n]。（條件：前接[ ]、



 

＜.005），達顯著水準。 

5.1.2 [k]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同樣是[k]聲母，不同詞彙間的分布情形不太相同，其中「簡單」、「間仔」（房

間）兩者的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肩頭」的表現不同，所以另外說明。 

A. 「簡單」、「間仔」 

（10）語音[kian/kien]的變體分布表之一                  （詞彙：簡單、間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ien 1 1％ 3 4％ 6 7％ 16 19％ 26 8％ 

kian 83 99％ 81 96％ 78 93％ 68 81％ 310 92％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kian]的比例遠高於[kien ]，平均在92％，以老

年層99％最高，少年層81％最低。但是隨著年齡層降低，[kian]的比例漸漸減少；

[kien]的比例漸漸增加，兩個變體呈現互為消長的趨勢。華語的「簡」、「間」雖

然不是讀[kien]的語音，而是讀顎化音（palatalization）[tCien]，但其韻母也是[ien]，

所以我們認為[kien]變體會慢慢增加的原因是來自語言接觸的影響。本表進行卡

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22.178（P＜.005），達顯著水準。 

B. 肩頭 

（11）語音[kian/kien ]的變體分布表之二                  （詞彙：肩頭）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ien 37 88％ 19 45％ 12 29％ 11 26％ 79 47％ 

kian 5 12％ 23 55％ 30 71％ 31 74％ 89 53％ 

                                                                                                                                            
 

[ k]、[ k ]、[ N]、[ h]以外的其他聲母時）  



 

語音[kian]在不同詞彙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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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發[kian]的比例，以老年層最低只有12％，中年

層大幅增加為55％，青少年層持續增加為74％。和以上兩表不相同的是中年層大

幅上升以後，到青少年層並未受華語接觸的影響而下降，反而持續上升。我們的

解釋是[kian]的語音正在進行詞彙擴散，因為有74％的青少年選擇了圖(1)的規則

一，所以詞彙擴散的力量會大於其他語言接觸的力量，除非發音人只選擇圖(2)

的規則二46，否則詞彙擴散就可能持續進行。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

值為41.552（P＜.005），達顯著水準。 

C. 兩者的比較 

同為[k]聲母，兩者的表現卻不同，如下圖。 

（13）語音【kian】在不同詞彙上的表現 

 

 

 

 

 

 

 

 

語音[kian]在詞彙「簡單、間仔」的比例中慢慢往下降，這是受到語言接觸

的影響；語音[kian]在「肩頭」的辭彙中持續往上升，這是詞彙擴散的現象；兩

者的表現雖然不同，仍有他內部所遵循的規則性。到了少年層，兩者的比例逐漸

接近，有殊途同歸的表現。 

5.1.3 [kh]聲母和[ -ian/-ien]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46 即鍾榮富（2004）其他地區的低元音升高原則：[a] →[e]  /  [ i] __ [n] （不加任何條

件） 



 

同為[kh]聲母的兩個詞彙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13）語音【khian/ khien】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健康、拳

頭）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hien 0 0％ 2 2％ 17 20％ 23 28％ 42 12％ 

khian 84 100％ 82 98％ 67 80％ 59 70％ 292 87％ 

其他 0 0％ 0 0％ 0 0％ 2 2％ 2 1％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khian]的比例都高於[khien ]，平均在87％，以

老年層100％最高，少年層70％最低。隨著年齡層降低，[khian ]的比例漸漸減少；

[khien]的比例漸漸增加，呈現互為消長的趨勢，和零聲母[ian/ien]字類的表現相

同。我們認為這是來自語言接觸的影響。華語的「拳」雖然不是讀[khien]的語音，

而是讀顎化的撮口音 [tChyen]，但其韻母[yen]和[ien]發音部位相同，所以會受其

影響而改變。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48.231（P＜.005），達顯著

水準。 

5.1.4 [h]聲母和[ -ian/-ien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h]聲母的兩個詞彙「虫憲公（蚯蚓）、現代」表現也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

表。 

（14）語音【hian/hien】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虫憲公、現代）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hien 0 0％ 5 6％ 10 12％ 25 30％ 40 12％ 

hian 84 100％ 79 94％ 70 83％ 59 70％ 292 87％ 

其他 0 0％ 0 0％ 4 5％ 0 0％ 4 1％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hian]的比例都高於[hien ]，平均在87％，以老

年層100％最高，少年層70％最低，隨著年齡層降低，[hian ]的比例漸漸減少；[hien]

的比例漸漸增加，和[k
hian/ khien ]字類的表現十分類似。我們認為這也是來自語

言接觸的影響。華語的「現」雖然不是讀[hien]的語音，而是讀顎化音 [Cien]，

但其韻母也是[ien]，所以會受到影響。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

51.959（P＜.005），達顯著水準。 

5.1.5 [N]聲母和[ -ian/-ien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同為[N]聲母的兩個詞彙「過年、牛眼（龍眼）」表現也很一致，所以合計如

下表。 

（15）語音【Nian/ Nien】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過年、牛眼）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en 0 0％ 2 2％ 9 11％ 10 12％ 21 6％ 

Nian 84 100％ 82 98％ 75 89％ 74 88％ 315 94％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 )ian]的比例都高於[ )ien ]，平均高達94％，

以老年層100％最高，少年層最低也有88％，和前面字類的表現十分類似且比例

更高。我們認為[ )ian]音比例如此高的原因，是因為他比較不會受到華語的干

擾。因為華語中沒有舌根鼻音[N]，也沒有顎化鼻音[ù]，只有舌尖鼻音[n]，如「年」

讀[nien]，也是[ien]韻。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5.187（P＜.005），

達顯著水準。 

5.1.6 非舌根聲母[l]、[ph]和[ -ian/-ien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我們從 14 個非舌根音聲母中，取一個邊音（liquids）[l]和一個雙唇音（bilabial）

[ph]來做比較，發現兩個詞彙的表現高度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16）非舌根音聲母[l]、[ph]和[ -ian/-ien]韻結合後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蓮花、

騙人） 

 年齡層 總和 



 

老 中 青 少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n 84 100％ 84 100％ 84 100％ 83 99％ 331 99.6％

ian 0 0％ 0 0％ 0 0％ 0 0％ 1 0％ 

其他 0 0％ 0 0％ 0 0％ 1 1％ 1 0.4％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幾乎全數都發[ien]的音，平均高達99.6％，完全

沒有[ian]的音。可見非舌根音聲母後的低元音[a]全數已升高為元音[e]，和華語的

表現一樣。 

5.1.7.比較不同聲母和[ian/ien ]韻母結合後的情形 

綜合以上零聲母、舌根聲母、非舌根聲母和[ian/ien ]韻母結合後的語音變化

情形，可以得到下表： 

（17）韻母【ian】和不同聲母結合後的發音比較表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an 52 62％ 73 87％ 62 74％ 62 74％ 249 74％ 

kian47 88 70％ 104 83％ 108 86％ 99 79％ 399 79％ 

khian 84 100％ 82 98％ 67 80％ 59 70％ 292 87％ 

hian 84 100％ 79 94％ 70 83％ 59 70％ 292 87％ 

Nian 84 100％ 82 98％ 75 89％ 74 88％ 315 94％ 

lian/phian 0 0％ 0 0％ 0 0％ 0 0％ 0 0％ 

從上表可知，零聲母和舌根聲母唸底層音[iat]的比例都很高，以[Niat]最高，

達 94％；[khiat]、[hiat]次高，達 87％；[kiat]音比較特別，在不同詞彙中有不同的

表現，平均起來和零聲母的表現差不多。相對而言，非舌根聲母唸底層音[iat]的

比例則為零，兩者表現截然不同。我們認為鍾榮富（2004）圖(1)的規則也非常適

用於內埔地區。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P＜.005），達顯著水

                                                 
 
47 本列包括三個詞彙「簡單、間仔、肩頭」的筆數合計，其他列為兩筆合計。 



 

韻母[ian]和不同聲母結合後的發音比例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老 中 青 少

百

分

比

ian
kian

k'ian

hian

lian/p'ian

準。根據比較表繪出以下的比例圖。 

（18）韻母【ian】和不同聲母結合後的發音比例圖 

 

 

 

 

 

 

 

 

從圖中可看出[Nian]、[khian]、[hian]三者的表現很接近，都是老年層[ian]的

比例最高，但隨著年齡層的下降而降低。[ian]、[kian]二者的分布較特別，先低

後高再低，升高是受到詞彙擴散的影響，降低是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可見兩種

力量交互影響著音變的方向。非舌根音聲母的表現則截然不同，全部都讀[ien]，

跟華語的表現一樣。 

5.2 不同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根據行前調查，[ -iat]韻和[ian]韻的分布情形十分類似，也是只出現在{ 、k、

k 、h、N}聲母之後，所以我們在每個聲母中，也取兩個詞彙來做比較；其中[k ]

聲母的差異性較大，所以取三個詞彙做比較；非舌根聲母則取一個邊音（liquids）

[l]和一個齒齦音（alveolar）[t ]為代表。 

5.2.1零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兩個零聲母詞彙「越南、挖地瓜」的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19）語音【iat/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越南、挖地瓜）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Nia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t 2 2％ 5 6％ 13 16％ 15 18％ 35 10％ 

iat 81 97％ 78 93％ 69 82％ 66 79％ 294 88％ 

其他 1 1％ 1 1％ 2 2％ 3 3％ 7 2％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iat]的比例都高於[iet ]，平均在88％，以老年

層97％最高，少年層79％最低。隨著年齡層降低，[iat]的比例漸漸減少；[iet ]的

比例漸漸增加，呈現互為消長的趨勢，表現和大部分的[-ian/-ien]韻非常類似，可

見規則一的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華語中沒有塞音韻[-t]，所以青、少年層[iet ]

韻增加的原因應該不是來自語言接觸，而是來自發音人的語言內化規則是圖(1)

的還是圖(2)的。選擇圖(1)的自然會在某些條件下保留低元音[a]；選擇圖(2)的則

不管任何條件，一律把低元音升高為[e]。這也是[ iat/iet ]韻表現會和[-ian/-ien]韻

類似的原因，以下的分析與此類似，不再贅述。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

卡方值為19.092（P＜.005），達顯著水準。 

5.2.2  [k]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兩個[k]聲母的詞彙「結婚、鴃舌（結結巴巴）」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

表： 

（20）語音【kiat/k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結婚、鴃舌）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iet 2 2％ 5 6％ 7 8％ 19 23％ 33 10％ 

kiat 82 98％ 79 94％ 75 89％ 64 76％ 300 89％ 

其他 0 0％ 0 0％ 2 3％ 1 1％ 3 1％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各年齡層唸[iat]的比例都高於[iet ]，平均在89％，以老

年層98％最高，少年層76％最低。而且隨著年齡層降低，[iat]的比例漸漸減少；

[iet ]的比例漸漸增加，呈現互為消長的趨勢，和零聲母字類的表現十分類似。本



 

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28.643（P＜.005），達顯著水準。 

5.2.3 [h]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兩個[h]聲母的詞彙「歇一晚、血管」表現很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21）語音【hiat/h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歇一晚、血管）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hiet 1 1％ 1 1％ 9 11％ 22 26％ 33 10％ 

hiat 83 99％ 83 99％ 72 86％ 61 73％ 299 89％ 

其他 0 0％ 0 0％ 3 3％ 1 1％ 4 1％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中看出，[hiat/hiet ]字類的表現也和上面兩類十分類似，隨著年齡層降

低，[iat]的比例漸漸減少，[iet ]的比例漸漸增加，呈現互為消長的趨勢。本表進

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46.179（P＜.005），達顯著水準。 

5.2.4 [N ]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兩個[N ]聲母的詞彙「熱天、月光」表現非常一致，所以合計如下表： 

（22）語音【Niat/N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熱天、月光）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et 0 0％ 2 2％ 5 6％ 11 13％ 18 5％ 

Niat 84 100％ 82 98％ 79 94％ 73 87％ 318 95％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中也看出，[Niat/Niet ]字類的表現，和以上三類十分類似，而且[Niat ]

的比例更高，老年層達100％最高，少年層也達87％，和[Nian/Nien]的表現非常

一致。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6.201（P＜.005），達顯著水準。 



 

 

5.2.5 [kh]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kh]聲母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表現差異很大，不同的詞彙有不同的分布情

形，以下一一說明。 

A. 缺牙扒 

（23）語音【khiat/ khiet】的變體分布表之一           （詞彙：缺牙扒）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 iet 0 0％ 4 10％ 10 24％ 8 19％ 22 13％ 

k iat 42 100％ 38 90％ 31 74％ 30 71％ 141 84％ 

其他 0 0％ 0 0％ 1 2％ 4 10％ 5 3％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上表中可看出各年齡層唸[k iat]的比例都高於[k iet ]，且隨著年齡層降

低，[iat]的比例漸漸減少，[iet ]的比例漸漸增加，和以上幾種字類的分布情形很

類似，但是整體的百分比只有 84％，是五種字類中最低的。 

如果[khiat/ khiet ]的變體分布情形都如上述，那麼我們可以很輕易的歸納出：

在[O、k、k 、h、N]聲母之後，因為聲母有[＋後]的徵性，所以底層音[iat]被保

留下來，但是，隨著年齡層降低，[iat]的比例漸漸減少，[iet ]的比例漸漸增加，

可見低元音升高原則正逐漸擴大影響力而使底層音有緩慢消失的趨向。但是當我

們調查不同的辭彙時，卻發現了非常不同的情形，使前面的歸納結果受到挑戰。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21.340（P＜.005），達顯著水準。 

B. 客廳 

「客廳」的「客」，同樣是[kh]聲母，發音的情形和前一個詞彙卻有很大的不

同。 

 

（24）語音【khiat/ khiet】的變體分布表之二                       （詞彙：

客廳）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 iet 40 95％ 40 95％ 41 98％ 37 88％ 158 94％ 

k iat 0 0％ 1 2.5％ 0 0％ 1 2％ 2 1％ 

其他 2 5％ 1 2.5％ 1 2％ 4 10％ 8 5％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在不同年齡層中，絕大多數都唸[k iet]，平均達94％，唸

[k iat]的比例只有1％，其他5％是唸[hak2]或[kak2]，都比[k iat]的比例還高，所以

說，「客廳」的「客」表現不僅和「缺牙扒」的「缺」很不相同，和其他舌根音

也非常不相同。造成這種不同的結果，張屏生的說法是「客廳」的「客」是文讀

音48，是後起的辭彙，不能拿來和原生詞彙「缺牙扒」的「缺」互相比較。這種

說法很有意思，在田調中也得到驗證49。因為客家人祭祖和招待客人的地方是「廳

下」不是「客廳」。「客廳」一詞來自官話系統，所以採用文讀音[k iet]，因此應

該不能拿來和原生詞彙「缺牙扒」的「缺」互相比較，也不能拿來當[iat]韻的調

查字表。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3.561（P＞.005），未達顯著水

準。 

C. 乞食仔 

「乞食仔」的「乞」並沒有文白異讀的情形，可是在調查中也有不同於前兩

者的表現。 

（25）語音【khiat/ khiet】的變體分布表之三                   （詞彙：乞食

仔）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48 這是筆者和張先生討論時張先生的看法。另根據羅肇錦（1996:190）「客語的文白不像閩南語

那麼多而明顯。文白之間，白話語音保留了較多的古音現象，讀書音受北平話影響與北平話

較接近。」及徐貴榮（2002:84）「客」字白讀音[hak]，如「客家人」；文讀音[khiet]，如「作

客」，看法也相同。 
49 田調中，當筆者拿「客廳」這個詞彙問少年組時，很多中學生都不會唸，筆者原先很納悶：這

是常用詞怎麼這麼生疏？在訪問老年層時才得到答案：「我們不說"客廳"，我們說"廳下"」，

少年層只聽說過「廳下」，所以對「客廳」很生疏，可見「客廳」是後起的辭彙，採用文讀音。 



 

不同詞彙發[k'iat]音的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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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et 31 74％ 8 19％ 12 29％ 17 40％ 68 40％ 

k iat 10 24％ 33 79％ 24 57％ 25 60％ 92 55％ 

其他 1 2％ 1 2％ 6 14％ 0 0％ 8 5％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k iat]、[k iet]兩者之間呈現高低起伏的變化，老年層唸

[k iet]的較多，中年層陡降，到青、少年層才又慢慢增加。相對的，底層音[k iat]

在老年層只有24％，到中年層增加到79％，有非常顯著的變化，我們認為這是底

層音[iat]正在進行詞彙擴散的證明。但從中年層79％又滑落到青年層57％的原

因，是青少年層對這個詞彙的不熟悉。有些青年讀這個詞彙為「打幫食的」[ta31 

poN11 sIt5 te55 ]；很多少年沒聽過這個詞彙，只好用聽音選擇50的方式作答，在選擇

時就不太確定，因而影響了調查結果。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

40.678（P＜.005），達顯著水準。 

D. [kh]聲母三個詞彙之間的比較 

把以上三個辭彙的發音情形做個比較，可以看出其中的差異性。 

 

（26）不同詞彙發【k iat】音的比較圖 

 

 

 

 

 

 

 

 

                                                 
 
50 在調查少年層時，他們有很多詞彙都不會唸，為了提高有效的語音筆數，我們採取了洪惟仁

1999 年進行的「青年語音認同調查」的類似方法（洪惟仁，2003），由調查員發幾個音讓發音

人聽，發音人選出認同的音並把他念出來，調查員再記音。這種方法是發音人不知道該辭彙

的客語要怎麼發音時才使用，例如「客廳」、「裂開」、「乞食仔」.......等。 



 

從圖中可以看出「乞食仔」和「缺牙扒」的分布比較相近，只有老年層的差

異較大；「客廳」和前兩者則有完全不同的表現。根據之前的分析，我們認為「客

廳」是後起辭彙，不能用來當[iat]韻的調查字表，所以以下的表(30)中就不再把

這個詞彙列入統計。 

5.2.6 非舌根聲母[l]、[th]和[ -iat/-iet ]韻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形 

客語的非舌根音聲母有 14 個，我們不可能一一做調查，而且根據研究現況

也未發現這類聲母有[iat]變體，所以在此只取一個邊音（liquid）[l]和一個齒齦音

（alveolar stops）[th]來做比較，由於兩者表現不太一致，一一說明如下。 

A. 鐵門 

（27）語音【thiat/ th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鐵門）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thiet 42 100％ 42 100％ 41 98％ 39 93％ 164 97.6％

thiat 0 0％ 0 0％ 0 0％ 1 2％ 1 0.6％ 

其他 0 0％ 0 0％ 1 2％ 2 5％ 3 1.8％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從上表可知，這個語音的表現和預期中的一樣，高達97.6％都發[thiet]的音，

到少年層才有一點點的變化。 

B. 裂開 

（28）語音【liat/ liet】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裂開）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liet 39 93％ 41 98％ 38 90％ 25 59％ 143 85％ 

liat 1 2％ 0 0％ 4 10％ 13 31％ 18 11％ 

其他 2 5％ 1 2％ 0 0％ 4 10％ 7 4％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這個辭彙[liet]的表現雖有85％，但不如預期的高，老、青、少年層都有[-iat]

變體出現，少年層最多，比例達31％。我們在調查時有的老年層說：「"裂開"讀[pit2  

khoi13]，不說[liet5  khoi13 ]。」我們認為辭彙的生疏是這個語音表現所以不如預期

的原因。 

C. 兩者合計 

聲母[liat/liet]、[thiat/thiet]的語音表現合計如下表。 

（29）非舌根聲母[l]、[kh]和[iat/ iet ]結合後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裂開、鐵門）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et 81 97％ 83 99％ 79 94％ 64 76％ 307 91％ 

iat 1 1％ 0 0％ 4 5％ 14 17％ 19 6％ 

其他 2 3％ 1 1％ 1 1％ 6 7％ 10 3％ 

合計 84 100％ 84 100％ 84 100％ 84 100％ 336 100％

從上表可知，非舌根聲母[l]、[th] 和[iat/ iet ]結合後，高達91％都讀[-iet ]，可

以說非舌根聲母和[-iat/- iet ]結合後會使[a]元音升高為[e]，這個規則是成立的。本

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35.570（P＜.005），達顯著水準。 

5.2.7.比較不同聲母和[iat/iet ]韻母結合後的情形 

綜合以上零聲母、舌根聲母、非舌根聲母和[iat/iet ]韻母結合後的語音變化情

形，可以得到下表： 

（30）不同聲母和【iat/iet】韻結合後唸【iat】的比例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iat 81 97％ 78 93％ 69 82％ 66 79％ 294 88％ 

kiat 82 98％ 79 94％ 75 89％ 64 76％ 300 89％ 



 

不同聲母和[iat]韻結合後的發音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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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零聲母和舌根聲母唸底層音[iat]的比例都很高，以平均來說，

[Niat]最高，達 95％；[kiat]、[hiat]、[iat]次高，達 89％； [khiat]音比較特別，在

不同詞彙中有不同的表現，平均起來是舌根音中比例最低的音，達 70％。相對

而言非舌根聲母唸底層音[iat]的比例則非常低，其中少年層比例升高，可能是對

詞彙不熟悉的緣故，詳細原因有待進一步查證。以下為比較圖： 

（31）不同聲母和【iat】韻結合後的發音比例圖 

 

 

 

 

 

 

 

 

從上圖中可看出除了[khiat]聲母以外，其他舌根聲母、零聲母的語音曲線十

分相似，都是老年層最高，但隨著年齡層降低而緩慢下滑。這種一致性也可以用

來解釋[khiat]聲母所以在中年層會由 65％升高為 85％的原因，正是因為受到其他

舌根音聲母的影響，也證明了詞彙擴散的存在事實。但整體而言，隨著年齡層的

下降，[iat]的比例下降，[iet]的比例升高，雖然[iat]的比例最低還能維持在 70％左

右，但可看出另有一種因素在影響整體的語音系統，使[iat]漸漸變成[iet]，這個

因素就是青少年層受到華語影響，較多人選擇了不管任何條件下的「低元音升高

原則」。 

                                                 
 
51 合計「缺牙扒」、「乞丐」二者讀[khiat]的發音次數，不把「客廳」列入。 

 

Nia



 

非舌根音聲母和[iat/iet]韻母結合後大多唸[iet]，可見當聲母有[－後]的徵性

時，絕大多數人都選擇低元音升高原則。 

6. 小結 

韻母[-ian]、[-iat]各有兩種表現，前者是[-ian/-ien]，後者是[-iat/-iet]。其中的

差別除了可由語音感知以外，也可以從聲譜圖上明顯的區別出來。母音[a]的F1

比[e]高，F2比[e]低，所以F1/F2的距離比[e]小，另外也可算出F1/F2的數值，來比

對出接近的元音。我們利用了以上兩種方法客觀證明了[-iat/-iet]、[-ian/-ien]的不

同。 

韻母[-ian]、[-iat]是底層形式，[-ien]、[-iet]是變體。[-ien/-iet]變體是條件變體

（conditioned variants），變體的分布規則是鍾榮富（2004）所提的「美濃的『低元

音升高原則』」： 

[ a ] → [ e ]  /  [ i ]   __  [ n ] 

（條件：前接[O]、[ k]、[ k ]、[ N]、[ h]以外的其他聲母時） 

這個原則不只適用於美濃地區，也適用於62％的六堆地區，包括內埔。「低

元音升高原則」的主要原因是元音[ a ]受到前後具有[＋high ]徵性的音素影響，

而隨著升高，就像華語的ㄢ韻（[an]）在和齊齒音結合時會變成ㄧㄢ（[ien]）一

樣。但是客語中不全是變成了[ien]，仍有部份保留[ian]的唸法，條件是前接[ k]、

[ k ]、[ N]、[ h]等舌根聲母時。因為聲母的發音部位靠後的緣故，使得也具有[＋

後]徵性的元音[ a ]保留下來，而不再升高，也因為舌根聲母的底層形式被保留的

緣故，使得零聲母[ ]的底層形式也被保留。但非舌根音聲母則因為沒有[＋後]

的徵性，所以在「低元音升高」的原則下幾乎全部變成了[ -ien ]、[ -iet]。 

除了不同的聲母以外，還有不同年齡、不同詞彙等都有可能影響這個韻母產

生不同的變體。從年齡上看，[ -ian ]、[ -iat]的比例大部分以老年層最高，但隨著

年齡層降低，[ian/iat]的比例漸漸減少，[ien/iet]的比例漸漸增加，顯示客語也和華

語一樣，漸漸受到「低元音升高原則」的影響而在改變中，但改變的速度緩慢，

少年層仍保有70％以上的底層音形式，也就是說少年層仍有70％以上的人選擇有



 

條件的低元音升高規則，30％的人選擇無條件的低元音升高規則52。也因為越低

年齡層越無條件的讓低元音升高，所以才使[ian/iat] 變[ien/iet] 的趨勢升高。 

有趣的是，同樣的語音，在不同詞彙間會有不同的表現情形。例如：同樣是

[kh]聲母的「缺牙扒」，84％都讀[khiat]；但「客廳」，卻有 94％讀[ khiet ]；「乞食仔」

則是[k iat]、[k iet]兩者在不同年齡層之間呈現高低起伏的變化。「客廳」是文讀

音所以讀官話系統的[iet]；「乞食仔」從老年層的[k iet]到中年層變成[k iat]的原

因，是受到其他舌根音詞彙的影響，證明了詞彙擴散理論中「詞彙是一個一個漸

變」的存在事實。但是語言接觸也影響著語音的發展，青少年層因為較常使用華

語，受到華語「沒有任何條件下」的「低元音升高原則」的影響，使這個音又慢

慢從[k iat]變成[k iet]。可見語言的發展受到許多因素的共同影響。 

 
 
(5)客家話 [ioi]‧[[iai]‧[ie]韻母的變化 

 [ ioi ]、[ iai ]韻是三合元音，其特點是介音和元音韻尾相同，這種結構在其

他漢語中很罕見，只在少數語言如客語中發現。漢語方音字匯（45~47）的「皆、

解、介、界、戒.....」等蟹開二的見母字中，只有梅縣讀三合元音[iai]，其他地方

的方音都只有單元音[a]、[e]或複元音[ie]、[ai]...的讀法。縱使以相近的客贛方言

比較中（李如龍 1992：38），也只有梅縣和翁源的「界」字有[iai]這樣的讀法，

其他客贛地區都讀[a]、[æ]或[ai]等。漢語的三合元音本來就不多，有[iai]或[ioi]

的組合更不容易，這麼特殊的韻母，會不會受到什麼內因和外因的影響，而產生

音變呢？另外，客語的韻母結構應該受到異化結構的限制
53，[ie]韻的出現卻違反

了這個規則，怎樣解釋這種情形？這三個特殊韻在共時演變中會有哪些變化？ 

1 文獻探討 

[ ioi ]、[ iai ]、[ ie ]三個韻是客語中很特殊的韻，各次方言間的差異也很大。

尤其是[ ioi ]韻，是漢語中很罕見的韻，只有四縣有這個音，且只有一個字「累」

[ k ioi55 ]，表示疲累的意思（羅肇錦 1996：174）。羅認為[ iai ] [ ie ]兩韻母在四縣

                                                 
 
52 參見本章圖(2)：[a]→[e] / I __ n   
53 「異化結構律」雙合元音組成時，其內的兩個元音不可以同為前元音，也不可以同為後元音。 



 

唸[ ie ]，海陸唸[ iai ]，如：街、解、介…等字，另四縣有「蟻」字也是唸[ ie ]。

但我們也發現屬於四縣腔的內埔，不但有[ iai ]韻，也有[ ie ]韻，前者如「街、解、

介…」等字，發音一如海陸，唸[ kiai ]，後者則有「艾、蟻、雞」等字，唸[ -ie ]，

其中「街」[kiai]和「雞」[kie]是最小對比詞（minimal pair）。 

鍾榮富（2004：162）認為[ie]是一個很難定位的音，在四縣音中，「雞」字搖

擺在[ e ]、[ ie ]兩韻之間，「街」字搖擺在[iai]、[ ie ]、[ e ]三韻之間，如下表。 

 

（1）「雞」、「街」的讀音比較（鍾 2004） 

上表中，內埔的記音是和我們的觀察並不相同。另外，鍾認為[ e ]、[ ie ]的

不同是記音人所採角度不同所致，因為[ ie ]韻只出現在舌根音（velar）[ k、k 、

N ]之後，舌根音具有[＋高]的徵性，而[ e ]具有[＋前]的徵性，兩者結合後很容

易產生又高又前的語音[ k
y ]，所以建議把[ ie ]韻看成[ e ]韻，使音位更有系統。 

[ ioi ]、[ iai ]韻在漢語中所以罕見的原因，鍾榮富（2004：162）的解釋是「由

於整個漢語逐漸形成『介音與元音韻尾不能相同』（＊GiVGi）的結構限制」，而

客語所以能允許[ioi]、[iai]韻的存在，是因為這種結構限制還未納入客語的音韻

規則中。雖然同是漢語，但不同的方言間，有時也採取了不同的組合方式。譬如

雙元音組合方式，客語和華語就很不相同，華語是前後元音各自組合，客語則受

到「異化結構律」的影響，兩個元音不可以同為前元音，也不可以同為後元音，

而是前後元音互相組合。比較如下： 

（2）華語                         （3）客語 

        i          u                       i            u 

            e  o                               e   o      

              a                                   a  

 

因此，華語能允許[ie]、[ei]韻的存在，但客語卻有這方面的限制，所以客語

 桃園 苗栗 中部 卓蘭 美濃 高樹 內埔 

雞 ke kie kie kie kie/ke ke kie 

街 kiai kie kie kie kiai/ke kiai/ke kie 

地 
詞 



 

不應該有[ie]韻的出現。但我們卻發現部分地區的客語還是有[ie]韻的存在，鍾

（2004：164）的解釋是「含有[ ie ]韻的次方言，其異化結構律尚未發展成語言

的限制，而不允許[ ie ]韻的次方言，則已經把異化結構律納為語言知識的一部

分」。由此可見，語言結構的規律還是受到許多參數的影響。關於[iai]韻和[ie]韻

的關係，鍾以下面三種演變圖來表示： 

 

（4）[iai]韻的三種演變方式 

（a）kiai    →  kai   →   kei   →   ke    （高樹，「街」字） 

（b）kiai    →  kia   →   kie           （食水坑，「街」字） 

（c）kiai    →  kiai                    （桃園，「街」字） 

一一說明如下： 

（a）的演變方式：深層結構 → ＊GiVGi → 元音提升 54 → 異化限制 

           因此：   kiai   →   kai   →     kei    →   ke   

（b）的演變方式：深層結構 → ＊GiVGi→元音提升（異化結構限制尚未形

成），因此：   kiai  →   kia  →   kie 

（c）的演變方式：深層結構（＊GiVGi 的結構限制及異化結構限制都未形

成），因此： kiai    →  kiai 

這個說明合理的解釋了「街」字在不同地區的演變方式，及讀音[kiai]、[kie]、

[ke]的由來，也間接說明了[iai]、[ie]、[e]韻三者間的關係。其中，(a)的演變方式

中出現的[kei]，在菅向榮(1933)的《標準廣東語典》
55中也可發現，可見推理的

合理性。這樣的推理給了我們另一種演變方向的假設，如下所示： 

（5） 

深層結構  →  元音提升  →＊GiVGi 

                                                 
 
54 [a]是低元音，[i]是高元音，發音時舌位為了方便，常在發下一個音時，預先把[a]拉到中間，

因此形成了[e]，和第五章[a]→[e]/I   n 的「低元音升高原則」相同。 
55 鍾榮富《東方學者之研究，2004：34-36》曾對此書做簡要的述評：「日據時期的另一

本客日字典是中國人菅向榮於 1933 年所編的《標準廣東語典》，內容實為客語句法綱

要，全書分三篇：音調，語法，與會話。其中語法又分為 12 章，幾乎所有的詞數均

有簡略之討論，而會話有 38 章，所論之主題範圍很廣。書後並附有台灣俚諺(實為客

家諺語)及單語詞彙，內容極具參考價值，即使以今日眼光來看，其語法分析依然頗

有助益」。 



 

如   .kiai    →    kiei     →   kie 

亦即元音[a]在前後都是前高元音[i]的影響下，先提高為[e]，再因漢語＊GiVGi

規則的限制，丟失韻尾[i]，因而形成[ie]韻。但是，這個規則雖能合理解釋[ie]變

體產生的原因，但無法解釋[ia/ai]變體的出現，只有鍾的變遷圖中，＊GiVGi 的限

制先產生，才可以解釋[ia/ai]的由來。 

內埔地區「街」字的演變方向會是 a、b、c 中的哪一種呢？在演變過程中出

現的讀音[kei]、[kia]，在各地的次方言中並未發現，但是否會在共時演變中留下

痕跡呢？值得進一步探討。 

張屏生（2003：9）對客語韻母進行調查，發現大部分六堆地區有[iai]韻，「街、

解、介、屆」等字唸[ kiai ]，但是武洛、新埤、大路關等沒有[ ]韻的地方也沒有

這個韻母。和[iai]相對應的字在大部分地區唸[ ke ]，少部分唸[ kai ]、[ kie ]或

[ ka ]，張認為[iai]應該是最為原始的形式，[ie]韻則只存在少數和舌根聲母相拼的

音節中（如雞[kie13]蟻[ ùie]56），所以應該可以和[iai]韻歸倂為一類。至於[ioi]韻，

張發現客英大辭典的「脆」字原來也讀[ ts ioi ]，但現在已變成[ ts oi ]。 

2 聲譜分析 

根據調查，[iai]韻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ie]和[ai]，[ioi]韻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

[io]和[oi]，語音[Nie]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Ni]和[Ne]，除了可以從聽覺感知以外，

本節也以聲譜圖來分析其間的差異，以增加其客觀性。 

2.1 [iai] 韻 

[iai]韻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ie]和[ai]，聲譜圖上可以藉由共振峰的數值及F1

和F2 的距離來判讀是哪一個元音。以下為不同發音人 57讀「介」字的比較。 

 

 

                                                 
 
56 根據張（2003，5~6）認為「[N]在齊齒韻[i]前面的實際音值為[ ù]，以前的辭書中多記為[S]，

在音值的描述上並不明確。」我們很贊成他在記音上的精確性，但為了和其他舌根音做單純

的比對，所以和其他舌根音一樣紀錄成[ki]、[Ni]，而不特別轉換成[ùi]或[S i]。 
57 三位發音人分別為編號 53（女性，45 歲），讀[kiai]；編號 11（女性，14 歲），讀[kie]；編

號 82（女性，13 歲），讀[[kai]，詳見附錄二。 



 

 

（6）語音【kiai】的聲譜分析 

 

 

 

k  i        a           i 

圖中[k]的沖直條（spike或release burse）
58十分明顯，嗓音起始時間（Voice Onset 

Time，簡稱為VOT）59約為 19 毫秒，此後出現的元音F1 和F2 共振峰從寬到窄再

變寬，有三次明顯變化 60，分別是元音[i]、[a]和[i]。 

（7）語音【kie】的聲譜分析 

 

 

 

 

k    i    e 

圖中[k]的沖直條並不明顯，此後出現的元音F1 和F2 共振峰從寬到窄，只有

一點點變化
61，分別是元音[i]和[e]。 

（8）語音【kai31】的聲譜分析 

 

 

 

                                                 
 
58 塞音從成阻到除阻（口道閉合到氣流突破阻礙衝出口道）的階段，在聲紋圖上會顯示出一道短

暫的垂直線，稱之為沖直條（spike 或 release burse）。 
59 計算塞音或塞擦音從沖直條出現，到低頻區代表聲帶振動的寬橫桿（voice bar）出現之間的

時間，叫做嗓音起始時間（VOT）。 
60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462，F2 為 2768，接近元音[i]，最狹處的的元音 F1為 778，F2 為 2583，

介於元音[a]和[E]，最後出現的元音 F1 為 367，F2 為 2993，接近元音[i]。 
61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262，F2 為 2961，接近元音[i]，隨後出現的元音 F1為 481，F2 為 2750，

接近元音[e]。 



 

           k   a                      i 

圖中[k]的沖直條十分明顯，此後出現的元音F1 和F2 的共振峰從窄到寬，有

兩次變化 62，分別是元音[a]和[i]。 

2.2 [ioi] 韻 

[ioi]韻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io]和[oi]，也可以由共振峰形狀來判讀。以下為

不不同發音人 63讀「　」字的聲譜圖比較。 

（9）語音【k
hioi】的聲譜分析 

 

 

 

              kh    i     o        i  

圖中[kh]的沖直條並不明顯，此後出現的元音F1 和F2 的共振峰從寬到窄再變

寬，經過三次明顯變化 64，分別是元音[i]、[o]和[i]。 

（10）語音【khio】的聲譜分析 

 

 

 

        kh              i                o 

圖中[kh]的沖直條十分明顯，且VOT時間很長，符合送氣音的特性。此後出

現的元音F1 和F2 共振峰從寬到窄，有兩次變化 65，分別是元音[i]和[o]。 

                                                 
 
62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902，F2 為 1908，接近元音[a]，隨後出現的元音 F1為 468，F2 為 2716，

接近元音[i]。 
63 三位發音人分別為編號 53（女性，45 歲），讀[khioi]；編號 11（女性，14 歲），讀[khio]；編

號 94 發音人（女性，14歲），讀[[khoi]，詳見附錄二。 
64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468，F2 為 2190，接近元音[i]，最狹處的的元音 F1為 668，F2 為 1218，

介於元音[o]和[O]，最後出現的元音 F1 為 645，F2 為 2390，接近元音[i]。 
65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446，F2 為 2650，接近元音[i]，隨後出現的元音 F1為 694，F2 為 1229，

接近元音[o]。 



 

（11）語音【khoi】的聲譜分析 

 

 

 

 

kh           o           i 

圖中[kh]的沖直條十分明顯，由於是送氣音，VOT長達 77 毫秒。此後出現的

元音F1 和F2 共振峰從窄到寬，只有兩次明顯變化 66，分別是元音[o]和[i]。 

2.3 [Nie]韻的聲譜韻分析 

[Nie]韻的變體出現最多的是[Ni]和[Ne]，可以藉由共振峰的數值及F1 和F2 的

距離來判讀是哪一個元音。以下為不同發音人 67讀「蟻」字的聲譜圖比較。 

（12）語音【Nie】的聲譜分析 

 

 

 

 

 

               N          i                e 

圖中鼻音[N]的低頻部分很明顯，其後出現的元音F1 和F2 共振峰從寬到窄，

有兩次明顯變化
68，分別是元音[i]和[e]。 

（13）語音【Ni】的聲譜分析 

 

 

                                                 
 
66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599，F2 為 1145，接近元音[o]，隨後出現的元音 F1為 319，F2 為 2437，

接近元音[i]。 
67 三位發音人分別為編號 2（女性，68歲），讀[Nie]；編號 53（女性，45 歲），讀[Ni]；編號 83

發音人（女性，14 歲），讀[Ne]，詳見附錄二。 
68 開始出現的元音 F1 為 318，F2 為 2996，接近元音[i]，隨後出現的元音 F1為 697，F2 為 2507，

接近元音[e]。 



 

 

 

 

 

            N           i   

圖中鼻音[N]的低頻部分很明顯，其後出現的元音 F1 和 F2 共振峰為 351 和

2966，接近元音[i]。 

（14）語音【Ne】的聲譜分析 

 

 

 

           N       e     

圖中鼻音[N]的低頻部分也很明顯，其後出現的元音 F1 和 F2 共振峰為 491

和 1938，接近元音[e]。 

3 研究結果 

調查時[iai]韻的詞彙多，因此取三組做比較；[ie]韻的字雖然有雞仔（kie）、

契約（khie55）、解開（khie31）等，在此還是取「Nie」字來做比較。「ioi」韻則只有

一個詞彙「　」，分節說明如下。 

3.1「iai」韻的語音變化情形 

「iai」韻取「介紹、辵街、解釋」三個詞彙，表現非常相似，合計如下。 

（15）【iai】韻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介紹、辵街、解釋）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kiai 126 100％ 119 94％ 98 78％ 66 52％ 409 81％ 

kie 0 0％ 6 5％ 11 9％ 34 27％ 51 10％ 

kai 0 0％ 0 0％ 10 8％ 11 9％ 21 4％ 



 

不同年齡層的[iai]韻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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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 中 青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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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i

kie

kai

kiat

kia

其他

kia 0 0％ 0 0％ 0 0％ 2 2％ 2 1％ 

kiat 0 0％ 0 0％ 3 2％ 8 6％ 11 2％ 

其他 0 0％ 1 1％ 4 3％ 5 4％ 10 2％ 

合計 126 100％ 126 100％ 126 100％ 126 100％ 504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122.71（P＜.005），達顯著水準。從

表中可以看出，[kiai]的比例最高，平均佔 81％，但從老年層的 100％，降到少年

層的 52％，下降速度非常快。其他變體的比例依序為[kie]＞[kai]＞[kiat]＞[kia]，

還有 2％其他的變體，可見異讀很多。[kie]是受華語影響，[kai]是受閩語影響，

[kiat]、[kia]可能是對詞彙不熟悉的緣故。鍾榮富（2004）在[iai]韻的演變圖(b)中

提到的讀音[kia]，雖然在各地的次方言中並未發現，但在共時演變的調查中卻出

現了，雖然筆數很少，但也可以說明，語音的演變自有其一定的規則，雖然歷史

上的演變沒有留下證據，但依然可從共時演變中看出端倪。以下再依據本表繪製

分布圖： 

（16）【iai】韻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知，讀[kiai]的比例正快速下降，讀[kie]的比例卻快速增加。究其原

因，除了受到漢語結構中「介音與元音韻尾不能相同」（＊GiVGi）的結構限制以

外，還來自語言接觸的影響。因為「街、介、解」等字，華語都讀[ie]韻，青少

年層受到華語的影響，把[kiai]讀成與華語相似的[kie]，因此[kie]變體的比例迅速

增加，雖然[iai]韻的總體比例還有 81％，但從少年層已經下降到 52％的趨勢來

看，如果沒有外力介入，不久之後讀音[kiai]將被[kie]取代。但[kie]會不會進一步



 

再變成[ke]呢？從目前的調查資料看來是否定的，一方面從調查中並未出現這個

讀音，再方面六堆客語的「異化結構律」並未形成，而華語也是如此，因此預測

內埔地區[iai]韻的演變趨勢如下圖： 

深層結構 → ＊GiVGi → 元音提升 

kiai     →    kia    →    kie 

3.2「ie」韻的語音變化情形 

鍾（2004：74）提及客家話的「ie」韻已日漸式微，「Nie」在許多方言裡是

僅存的字音。在內埔地區，雖然讀[ie]韻的字還有雞仔（kie）、契約（khie55）、解

開（khie31）等，在此還是取「Nie」字來做比較。「Nie」字有「蟻公、艾粄」兩

個詞彙，調查結果稍有不同，一一說明如下。 

A. 蟻公 

（17）【Nie】韻的變體分布表之一                       （詞彙：蟻公）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e 
42 100％ 41 98％ 32 78％ 19 45％ 134 80％ 

Ni 
0 0％ 1 2％ 8 20％ 17 41％ 26 16％ 

Ne 
0 0％ 0 0％ 1 2％ 3 7％ 4 2％ 

i 
0 0％ 0 0％ 0 0％ 3 7％ 3 2％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7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53.331（P＜.005），達顯著水準。從

表中可以看出，[Nie]的比例最高，平均佔80％，但從老年層的100％，降到少年

層的45％，下降速度非常快，而相對急速增加的變體是[Ni]。 

B. 艾粄 

（18）【Nie】韻的變體分布表之二                      （詞彙：艾粄）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e 
42 100％ 41 98％ 38 97％ 28 67％ 149 90％ 

Ni 
0 0％ 0 0％ 0 0％ 3 7％ 3 2％ 

ai 0 0％ 1 2％ 0 0％ 5 12％ 6 4％ 

其他 0 0％ 0 0％ 1 3％ 6 14％ 7 4％ 

合計 42 100％ 42 100％ 39 100％ 42 100％ 165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37.122（P＜.005），達顯著水準。從

表中可以看出，[Nie ]的比例最高，平均佔90％，但從老年層的100％，降到少年

層的67％，下降速度也很快。但[Ni]變體的比例卻很少，反而是[ai]變體較多。[ai]

變體的出現，應是受到華語「艾」字讀音的影響，和[ie]韻的演變無關，所以在

下面的合計表中，我們將把它列入「其他」一欄。 

C. 兩者合計 

（19）【Nie】韻的變體分布表之三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e 
84 100％ 82 98％ 70 87％ 47 56％ 283 85％ 

Ni 
0 0％ 1 1％ 8 10％ 20 24％ 29 9％ 

其他 0 0％ 1 1％ 2 3％ 17 20％ 20 6％ 

合計 84 100％ 84 100％ 80 100％ 84 100％ 332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85.503（P＜.005），達顯著水準。語

音[Nie]雖然從老年層 100％到少年層的 56％幾乎降了一半，但還是比[iai]韻少年

層的 52％還高，所以我們認為[Nie]韻的演變速度會比[iai]韻還慢。以下根據此表

繪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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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語音[Nie]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知，語音[Nie]也在快速變遷中，不同的詞彙有不同變體，其中以[Ni]

變體最多，探討其變化原因，可能是受到元音異化結構的限制，雖然如前所述，

華語和客語中都有[ie]韻的存在，尚未形成元音異化結構的限制，所以有雞仔

（kie）、契約（khie55）、解開（khie31）等讀音的存在。但華語和客語中很不相同的

一點是，華語的[ie]韻只和前輔音（如唇音ㄅ一ㄝ、舌尖音ㄉ一ㄝ、舌面音ㄐㄧ

ㄝ……）結合，而客語的[ie]韻卻只和後輔音（如舌根音 kie、k
hie、Nie）結合。

一方面[ie]韻是前元音結合韻，和前輔音結合較省力、自然，和後輔音結合較費

力、不自然；一方面輔音[N]對一個不常使用客語的少年來說，是一個較難發的

音素，兩者結合在一起，我們以為正是語音[Nie]所以消弱的原因。 

3.3 「ioi」韻的語音變化情形 

「ioi」韻只有一個詞彙「　」，表現情形如下。 

（21）【ioi】韻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　）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Ni
e

Ni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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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oi

k'io

k'oi

k'ieu

其他

khioi 42 100％ 42 100％ 39 93％ 16 38％ 139 83％ 

khio 0 0％ 0 0％ 1 2％ 13 31％ 14 8％ 

khoi 0 0％ 0 0％ 0 0％ 6 14％ 6 4％ 

khieu 0 0％ 0 0％ 2 5％ 3 7％ 5 3％ 

其他 0 0％ 0 0％ 0 0％ 4 10％ 4 2％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83.633（P＜.005），達顯著水準。從

表中可以看出，[khioi]的比例最高，平均佔 83％，從老年層到青年層都還很穩定，

但從青年層的 93％，一下子降到少年層的 38％，下降速度是三個韻中最快的。

其他變體的比例依序為[khio]＞[khoi]＞[khieu]，還有 10％其他的變體，可見異讀也

很多，異讀大部分出現在少年層，可能是少年層不常使用這個詞彙，以致即使利

用選擇的方式也無法發出底層音來。至於變體[khio]、[khoi]的出現，也是受到＊

GiVGi（介音與元音韻尾不能相同）的結構限制。以下依據本表繪製分布圖。 

（22）【ioi】韻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知，語音[khioi]在青年層之前都還保存完整，但到少年層快速變遷，

只剩不到40％的保存率，我們預測[ioi]韻將是三個韻中消失最快的。 

 

4. 小結 

從調查結果可知，[ioi]、[iai]、[ie]三個特殊韻在老、中年層都能保存完整，



 

而且三個韻明顯區分，不相混淆。但到了青、少年層則快速變遷，[ioi]韻變成

[io/oi]；[iai]演變為[ie/ ai]；語音[Nie]也只剩38％的少年層會唸，這種變異除了靠

聽覺感知以外，也可以從聲譜圖上明顯的判讀出來。如果沒有外力的介入，可以

預測[ioi]韻會最快消失，而[iai]韻會逐漸演變為「ie」韻，並和原來的「ie」韻（如

雞[kie]、契[khie55]、解[khie31]等、蟻[Nie]）等結合成同一個韻。而語音「蟻」[Nie]

也將因讀音的有標性，而簡化為較無標的[Ni]。至於[ie]韻會不會進一步演化為[e]

韻，從目前的資料中，答案是否定的。綜上所述，我們得出以下演變規則： 

（a）[iai]韻的演變趨勢： 

深層結構  →   ＊GiVGi   →元音提升 

如  .kiai   →   kia 或 kai   →   kie 或 kei 

亦即底層音[iai]因漢語＊GiVGi 規則的限制，丟失韻尾或介音的[i]，因而形成

[ia/ai]，再因高元音[i]的影響把低元音[a]提升為[e]，形成[ie/ei]。而內埔出現最多

的變體是[kie]和[kai]，前者是受到華語的影響而後者是受到閩語的影響。 

（b）[ioi]韻的演變趨勢： 

深層結構  →  ＊GiVGi 

khioi   →   khio 或 khoi   

亦即底層音[ioi]因漢語＊GiVGi 規則的限制，丟失韻尾或介音的[i]，因而形成

[io/oi]，由於青少年對此詞彙不熟悉，所以[ioi]的丟失速度比[iai]、[ie]韻還快。 

 
(6)[fam55  fap3]的語音變異 

漢語方言之中，有個很普遍的通則，鍾榮富 1998 稱之為「漢語方言的唇音

異化」。所謂唇音異化(labial dissimilation)指：漢語音節的結構中，補允許有兩個

具有[+ 唇音]的徵性存在，這就是為何閩南語沒有類似*pVm/p，*mVm/p 的音節。

但是，客家話很有名的現象是：一般而言，客家話也遵守唇音異化的限制，但是

確有「犯法」[ fam55 fap3 ]一詞。依據鍾榮富 2004 的研究，台灣客家話各個方言

之中，[fam]或[fap]之類的音節都逐漸往[fan]或[fat]改變。因此，我們想探討的是：

客家話的唇音異化在各地區及各年齡層有何辨異趨勢，而這些趨勢應如何解釋。  



 

1 文獻探討 

「犯法」[ fam55 fap3 ]一詞，除了牽涉到「唇音異化的原則」以外，也和塞音

韻尾的變遷有關，以下就這兩方面分別探討。 

1.1 唇音異化原則 

鍾榮富（2004：184）認為客語、閩語、華語都普遍有個「唇音異化原則」，

圖示如下： 

   （1） 

＊[ X          韻尾 ] 

 

[唇音]        [唇音] 

亦即如果韻尾是唇音，則音節內絕不可再有其他的唇音。鍾把「唇音」界定

為雙唇音[ p、ph、m ]和後元音[ o、u ]，不包括脣齒音（dental- labio）[ f ]和[ v ]。

因此客家話「犯法」[ fam55 fap3 ]一詞並未違反「唇音異化的原則」，因為[ f ]並不

是「唇音」。但鍾認為「唇音異化的原則」正加強影響，使脣齒音和雙唇音一樣

也逐漸受到限制，因此「犯法」[ fam55 fap3 ]一詞，也漸漸唸成[ fan55 fak3 ]了。 

鍾的「唇音異化原則」的確能解答何以漢語中沒有[um/up]、[pVp/pVm] [phVp/ 

phVm] [mVp/mVm]結構的原因，實為創見。但對於把「唇音」界定在雙唇音而排

除脣齒音的說法，我們認為有需商榷，因為學術上一般提及「脣音」就包括雙脣

音和脣齒音，很少把他們拆開的。為了說明客語「犯法」[ fam
55 fap3 ]一詞的合法

性，而把脣齒音排除在脣音之外，不如把這種現象歸納為客語的特色，從中證明

客語的保守性。因為從「犯」字的源流來看，他和「帆、凡、泛、範」等字一樣，

在中古音中同屬「咸攝合口三等韻」，可見在唐宋時期「犯」字本就讀咸攝合口

的[-m]韻。但是現在只有在梅縣方音和潮州音中保存了原來的合口韻[m]，其他

18 個方言點的合口韻都已遺失 69，可見客語的存古性。 

再從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及鍾「[f]由[h]和[u]合流而來」70的角度來看，

我們推測這些違反「脣音異化原則」的語音，他的演變情形應如下： 

                                                 
 
69 漢語方音字彙（1985：223~225）「帆、凡、犯、泛、範」等字，梅縣讀[fam]；潮州音讀[huam]。 
70 鍾榮富（2004），參看本文第四章。 



 

（2） 

 中古音             今音              未來演變 

 

                  h u a m     →       f a m       →      f a n 

              

語音合流              脣音異化 

由此可知，這個詞彙的深層結構[huam  huap ]原先並未違反漢語的「脣音異

化原則」，只是在語音的演變中，因為「合流」的原則獲得優先的考量，而形成

了[ fam fap]的唸法，也因此預測他將再受到「脣音異化原則」的影響而有進一步

的演變。 

張屏生（2003）在調查六堆次方言時，也發現「犯法」一詞，大多數老年層

都讀[ fam55 fap3 ]，但青年層大都讀[ fan55 fat3 ]，確實能反映唇音異化現象。 

以上兩個研究中都發現了[ fam55 fap3 ] 一詞正在演變，只是「法」字的音變

稍有不同，一為[fak3 ]一為[fat3 ]，其中的差異是下一節要探討的主題。 

1.2 塞音韻尾的演變軌跡 

王力（1980：134）論及中古韻母到今音的發展時，認為韻尾[p、t、k]的消

失以[-p]為先，他的證據是廣韻中還有[p、t、k]等韻尾，但到了黃公紹的《古今

韻會》中只剩[-t、-k]兩韻，[-p]的入聲韻已併入收[-t]的入聲韻中，再到了《中原

音韻》裡，入聲韻就完全消失了 71。王力並以吳方言有喉塞音[?]的現象，推測塞

音韻尾的演變：「其間可能經過一個收[?]的階段，就是[p、t、k]一律變為[?]，像

現代吳方言一樣，但是這個階段很短。」，這種推測頗為合理，可惜未提出有力

的證據。 

李如龍（1992：197）則從客贛方言的比較中提出推論：塞音韻尾「沿著簡

化（合併）和弱化（轉換或脫落）的兩個方向演變」。他的證據如下圖： 

（3）客贛方言中各地塞音韻尾的今音分布 

p      ⇒       t       ⇒       k       →        ?     →      

                                                 
 
71 黃公紹的《古今韻會》成書於 1292 年以前；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成書於 1324 年。 



 

 

 

 

梅翁河清揭連寧西陸建港      三         義宜修平吉              秀篆 

  

（⇒ 表簡化，  → 表弱化，           表今音分布 ， 文字部分是地名 72 ） 

從圖中可看出，塞音韻尾在客贛方言區大約分成四種情形，第一種是以梅縣

為首的客方言（翁、河、清、揭、連、寧、西、陸、建、港等地）， [p、t、k]

三個入聲韻都還能保存，第二種是三都地區，[-p]已併入[-t、-k]；第三種是以安

義為首的贛方言（宜、修、平、吉等地），[-k]則已弱化為[?]，[p、t]未變；第四

種是秀篆地區，[p、t]未變，[-k]則已丟失。所以，整個塞音韻尾的變遷方向是

p→t→k→? → 。但這大方向中又分成兩個小方向，一種是[-p]先併入[-t、-k]

所以[-p]先消失；一種是[-k]先弱化成[?]或[ ]，所以 k 先消失。 

除了「唇音異化限制」會影響「犯法」[ fam
55 fap3 ]一詞以外，「法」字的入

聲韻尾[p]，是否也會有 p→t→k→? →  這樣的變遷痕跡呢，值得觀察。 

本研究也嘗試從聲譜圖上觀察陽聲韻尾 m、n 及塞音韻尾 p、t、k、?、  的

變化，但事實上很難觀察出明顯的差異，所以本章將不進行聲譜圖的分析。 

 

2 研究發現 

為了比較「犯法」[ fam55 fap3 ]一詞到底是前字先變，還是後字先變，我們提

出了「犯人」和「犯法」兩個詞彙，以比較兩個韻尾[-m]丟失的速度。 

A. 犯人 

（4）語音【fam】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犯人）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72 以上地名依序為梅縣、翁源、河源、清溪、揭西、連南、寧都、西河、陸川、香港（以上為客

方言）、建寧（贛方言）；三都（客方言）；安義、宜豐、修水、平江、吉水（贛方言）；秀篆（客

方言）。 



 

語音[fam]的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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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2 100％ 40 95％ 16 38％ 2 5％ 100 59％ 

n 0 0％ 1 2.5％ 25 60％ 39 93％ 65 39％ 

其他 0 0％ 1 2.5％ 1 2％ 1 2％ 3 2％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Pearson卡方值為113.083（P＜.005），達非常顯著水準。

從表中可以看出，[-m]的比例較高，平均佔59％，但從老年層的100％，降到少年

層的5％，下降速度非常快。[-n]的平均比例雖較低，平均佔39％，但到少年層已

升到93％，幾乎要完全取代[-m]了。依據本表繪製下圖： 

（5）語音【fam】的變體分布圖 

 

 

 

 

 

 

 

從圖中可看出，老、中年層還能保持語音[fam]，但是到了青、少年層就急遽

下滑，幾至於零，可明顯看出[fam]這個底層音即將消失。演變的原因除了是受語

言他變因素--華語的影響以外，更大的因素是受到自變因素--唇音異化原則的影

響。 

B. 犯法 

（6）語音【fam fap】的變體分布表                           （詞彙：犯法） 

年齡層  

老 中 青 少 

總和 

變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筆數 百分比

-m-p 38 91％ 24 57％ 7 17％ 0 0％ 69 41％ 

-n-p 1 2％ 16 38％ 15 36％ 3 7％ 35 21％ 



 

語音[fam fap]的變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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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n-t 1 2％ 1 2.5％ 4 9％ 4 9％ 10 6％ 

-n-k 0 0％ 0 0％ 5 12％ 16 38％ 21 12％ 

-n-a 0 0％ 0 0％ 11 26％ 17 41％ 28 17％ 

其他 2 5％ 1 2.5％ 0 0％ 2 5％ 5 3％ 

合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42 100％ 168 100％

本表進行卡方檢定，其 Pearson 卡方值為 140.952（P＜.005），達非常顯著水

準。從表中可以看出，韻尾[-m]在各年層的比例都低於「犯人」一詞，平均只佔

41％，從老年層的 91％，降到少年層的 0％，下降速度更快。可見後字「fap」的

確會影響[fam]韻尾，增加其消失的速度。 

從各年齡層來看，老、中年層以底層音[-m-p]最高；但中年層[-n-p]變體已快

速增加，到青年層[-n-p]變體已佔優勢，[-n-a]變體也快速增加；到了少年層變化

更大，各種變體的出現比例依次為[-n-a]＞[-n-k]＞[-n-t]＞[-n-p]，可見語音[fam fap]

在短短的五、六十年間 73即已發生全然的改變。至於王力推測塞音韻尾消失前會

經過喉塞音[-?]的階段，在調查中並不明顯，可能是客語音系中沒有這個音位，

所以不會發展出喉塞音[-?]，或是這個音夾在[-n-a]和[-n-k]兩個變體中，難以分辨

的關係。依據本表繪製下圖。 

（7）語音【fam fap】的變體分布表 

 

 

 

 

 

 

 

 

圖中較粗的線是底層音[fam fap]，可看出隨年齡降低急遽下滑的趨勢，取而

代之的有許多變體，首先產生的是[fan fap]變體，可見受到「唇音異化規則」的

                                                 
 
73 老年層為 60 歲以上，少年層為 10~19 歲，相距約五、六十歲。 



 

取代[fam fap]的各種變體消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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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m]的消失比[p]快。有趣的是，[m]被[n]取代以後就不再變化，但[fap]字的

[p]則不停的繼續演變。由[p]產生的各種變體有起有落，呈現不同的趨勢，為了

看清各種變體的變化，我們再把這些變體放大來觀察。 

（8）取代[fam fap]的各種變體消長圖 

 

 

 

 

 

 

 

 

 

 

圖中可看出，受到「唇音異化規則」的影響，只掉了一個唇音的[fan fap]，

在中、青年層還佔有 40％，到了少年層「唇音異化規則」的影響加劇，韻尾的

兩個唇音都消失。取代的變體中，中年層以[fan fat]最多，青年層則各種變體比例

都增加，比例是[fan fa]＞[fan fak]＞[fan fat]。少年層則大部分變成[fan fa]和[fan 

fak]。所以[fam fap]一詞受到兩個規則的影響： 

規則一：唇音異化原則 

底層音   →  唇音異化原則 

[fam fap]  →  [fan fap]  → [fan fat] 

規則二：塞音弱化原則 

塞音弱化（由前向後移動）→塞音消失 

[fan fat]   →[fan fak]      →  [fan fa] 

我們再把以上的變體全部合計，以比較「犯法」和「犯人」兩詞彙的不同，

[X]表示不同的塞音韻尾。 

（9）語音【fam fap】的演變趨勢圖 



 

語音[fam fap]的演變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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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圖(5)比較，的確可看出「犯法」的演變比「犯人」還快，證明了當前後

兩字都違反「唇音異化的原則」時，前字的唇音韻尾會先變。因此建立「唇音異

化的子規則」如下： 

（10） 

[ C1VC2  C3VC4 ]→ [ C1VC＊  C3VC4 ]  /  C1       C3 

（C1、C2、 C3、C4 都是唇音，C＊非唇音。 

[ C2 ]在[ C1 ]和[ C3 ]的夾擊之下，受影響而先變。） 

3.小結 

「犯法」[ fam55 fap3 ]一詞，因為他的聲母和韻尾都是唇音（labio），違反了

漢語結構中「唇音異化的原則」，所以在漢語中是一個罕見的語音結構。從「犯」

字的源流來看，他在中古音中屬於「咸攝合口三等韻」，可見在唐宋時期「犯」

字本就讀咸攝合口的[-m]韻。但是現在只有在梅縣方音和潮州音中保存了原來的

合口韻[m]，可見客語的存古性。 

從「古無輕唇音」，及「客語的子音[f]由[h]和[u]合流而來」的理論來看，「犯



 

法」[ fam55 fap3 ]一詞的演變情形如圖(2)： 

中古音             今音              未來演變 

 

                  h u a m     →       f a m       →      f a n 

              

語音合流              脣音異化 

他的深層結構[huam  huap ]原先並未違反漢語的「脣音異化原則」，只是在

語音的演變中，因為「合流」的原則獲得優先的考量，而形成了[ fam fap]的唸法，

也因此他會再受到「脣音異化原則」的影響而有進一步的演變。 

另外，從調查研究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論。 

1. [ fam fap]一詞在少年層完全消失 

老年層有極高的比例保持[fam fap]的讀音，但是到了中、青年層就急遽下滑，

到少年層則完全消失，可明顯看出這個底層音在短短五、六十年間即已發生全然

的改變，演變的原因除了是受他變因素--華語的影響以外，更大的原因是受到自

變因素的影響。 

2.[ fam]字先變，[ fap]字後變 

比較「犯法」和「犯人」兩詞彙的不同，可看出「犯法」的演變比「犯人」

還快。「犯法」的[-m]在各年層的比例都低於「犯人」一詞，應該是受到後字「法」

的影響。因此我們推論，當前後兩字都違反「唇音異化的原則」時，前字的唇音

韻尾會先變。我們建立一個「唇音異化的子規則」如圖(10)： 

 

[ C1VC2  C3VC4 ]→ [ C1VC＊  C3VC4 ]  /  C1       C3 

（C1、C2、 C3、C4 都是唇音，C＊非唇音。 

[ C2 ]在[ C1 ]和[ C3 ]的夾擊之下，受影響而先變。） 

3.[fam fap]的音變來自「唇音異化原則」和「塞音弱化原則」 

受到「唇音異化規則」的影響，底層音[fam]的韻尾[m]先變成[n]，[m]被[n]

取代以後就不再變化，但[fap]的韻尾[p]則繼續演變。不同的變體中，中年層以[fat]



 

最多，青年層則各種變體比例都增加，比例是[fa]＞[fak]＞[fat]。少年層則大部分

變成[fa]和[fak]。所以[fam fap]一詞受到兩個規則的影響： 

規則一：唇音異化原則 

底層音   →  唇音異化原則    

   [fam fap]  →  [fan fap]  →   [fan fat]  

規則二：塞音弱化原則 

塞音弱化（由前向後移動）→塞音消失 

[fan fat]   →[fan fak]      →  [fan fa] 

李如龍從客贛方言的比較中，看出塞音韻尾沿著簡化（合併）和弱化（轉換

或脫落的兩個方向演變，而得出 p ⇒ t ⇒ k → ? →  （⇒表簡化，→ 表弱

化）的規則，並進一步提出「就一群姊妹方言的語音進行比較，往往可以考察古

今語音演變的軌跡」。而從內埔地區，[fam fap]一詞的共時變異中，我們也看到了

塞音韻尾相同的演變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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