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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源成七界二次移民瀕危客語調查比較研究— 

以埤頭鄉大湖村四縣腔客語為例 

成果精要 

一、研究目的。 

1. 本計畫的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瀕危客語，但是期待外力「拯救」，並非長久之計，

應該是使用者自覺的提升客語的「語言意識」，才能使客語使用從「寧賣祖宗田，

不忘祖宗言」的感性情緒提升到理性的認知層次。所謂的「語言意識」，是指「人

們對語言的識別能力及清晰度，以及固定的語言觀念、認識。包括語音、詞彙、語

法以及語言教育的認識，形成比較成型的語言觀念。」(參見李无未 2007)因為「一個

語言群體的全體成員被迫或者自願地、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轉用另外一種語言—通常

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或軍事上佔優勢地位的語言或者主體民族的語言。」 (參見徐

世璿 2002)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強烈的「語言意識」，在和不同族群交際的時候，客

語族群會不知不覺地喪失自己原有客語的語言特色。特別是鄉土語言教育的實施，

這些瀕危客語所在的地區都是閩南人居多的地方，所以孩童只得被迫去學習閩南

話，這樣一來當地客語不得不瀕危了。有些學校甚至只是「虛應一應故事」的稍事

配合，一星期僅一節課的「鄉土語文教育」所存在的意義只是作為教育機關用來表

示重視本土文化的託藉而已；所以提升客語族群的語言意識，會進一步加深他們的

「語言忠誠度」。  

2. 本計畫重要性  

(1)從事方言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的佔有大量說明真實狀況的必要原始

材料，然後進行科學的分析、綜合、比較和歸納，並從其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所以忠實而準確的記錄方言事實，然後把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作出系統的共

時描寫，是研究工作進行中的首要課題。因為方言的比較研究必須以全面發掘

方言事實為基礎，特別是能夠發現和選擇有理論意義的事實，它是建築在方言

調查基礎上進行的研究，所以語料的建立比對是一項謹慎重要而繁瑣基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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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進行各方言間內部初步的比較工作，除了要求詳盡羅列異同的事實之外，還

要經過定量分析的操作程序，才可以提煉出可供研究的要目。然後再依據其中

的異同內容進行分類，最後力圖解釋這些語言現象的動態關係。只要我們羅列

的事實準確，分析方法正確，材料和論點積累多了，理論框架就會逐漸明朗起

來。當然直接利用別人已經發表的可靠語料來研究是最省時省事的，不過因為

每個從事語言研究的人，他們都是帶著問題來收集材料，因為調查的目的不同，

搜集的材料自然就很難加以有效的整合利用，所以一切研究的材料還是得自己

親身去做。  

在初次調查客語的時候就發現客語 f-、v-在發音的時候上牙齒和下嘴脣並沒有

明顯的觸碰，音質上接近[ɸ-]、[V-]； N-和以-i 起頭的聲母相拚的時候音值是[¯-]，

而不是[ȵ-]。但是臺灣很多客語研究的材料都是標[ȵ -]，如果是音位化的標法，那

無可厚非，但是得要有精細的語音描寫，否則會造成誤會。關於這一點，張琨就

曾說過：「對於材料本身要老老實實的懷疑。不然運用錯誤的材料，所做的分析研

究，豈不要鬧笑話。」 (見瘂弦 1979：426―4234)。「瀕危客語」的調查研究在理論上

將有助於認識臺灣語言的演變規律；在應用上也能促使臺灣不同族群正確對待語

言的使用，讓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制定更能符合客語族群的期待。  

二、研究方法。 

申請者認為瀕危語言的研究當前應把重點放在個案的共時描寫、分析上，對瀕危

語言進行微觀的調查研究、逐步積累起豐富、確切的語料，這是瀕危語言的基礎性工

程。如果能夠扎扎實實地做好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掌握各種類型的語料，對瀕危的

認識，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理論概括。沒有這個基礎，瀕危語言的理論認

識就會不到位，也不牢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就可以提供更多人今後做研究。  

(一)直接調查法  

本研究採傳統的方言調查，採用直接調查法(參見游汝杰  2004：55)，直接到

彰化縣埤頭鄉境內，找到當地土生土長 60 歲以上，沒有長期離開當地的發音人進

行有系統的、自然的語音語彙和語法的訪談調查，將這些發音點的音韻和詞彙現

象做一詳實的紀錄與整理，藉以歸納出埤頭鄉客語的音韻系統。記音部分以國際

音標(IPA)標音，並透過音位化來記錄。同時要進行資料建檔工作以配合未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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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田野調查語彙稿是依照自張屏生 2013 所編的《臺灣四縣腔客語語音詞彙語

法調查表》，並參酌其他相關材料作補充。這個調查表的設計主要是針對日常口語

的收集，因為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的特點往往是從這些習用的日常口語表現出來，

所以首先就要編製一份能夠反映客語各次方言特點的方言調查表以便進行語料的

收集。利用設計好的調查字表、詞彙表來進行調查工作，是目前較為普遍的方式。

這種帶著目的收集材料的作法，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收集到與自己研究課題相關

的語料。不過有經驗的方言調查者都了解，即便是自己記錄本身的母語，都有可

能會記不完全，更何況是在其他我們所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中，在我們尚未能充分

掌握該語言特點的情況下，調查表的設計勢必會遺漏掉一些重要的訊息。再者，

方言語音、詞彙或語法的特殊性，是經由和其他方言的相互比較而來，這也就增

加了調查表設計的困難度，即使有了好的調查表並不就是能夠確切無誤的掌握所

有調查語料，還必須腳踏實地的實踐。在調查過程中最忌諱同一音類的例字成批

的類推，因為音類的分合和音值的變化有時並非整齊劃一，有些字會離開原來的

音類發生特殊的變讀，字音的演變往往是個別或局部範圍發生的，類推的結果只

有泯滅事實而已。在調查過程中重新體驗學習一些以前所不曾觸碰的新鮮事物，

然後不斷的添補設計表上缺漏的部分，以擴增調查內容的精緻度。  

(二)語料分析法  

針對所調查收集到的語料進行系統的分析，在音系上特別注重聲韻拼合的音

韻歸納。並全面和臺灣地區(包括苗栗、內埔)的四縣腔腔客語次方言進行內部初步

的比較工作，然後進一步再和其他二次移民的四海話  1 做比較，通過這些繁複的

過程，抽繹出一些饒富興味的研究課題，最後力圖解釋這些語言現象的動態關係。     

(三)方言比較法  

    瞭解到「語言接觸」是影響現代社會語言關係的重要因素，它會使相互接觸

的語言產生混合、變異的現象。在方言混雜或交接的各個區域內，都能發現方言

之間的一些區域特徵，這些區域特徵，如果只依靠各個方言自身的歷史演變規律，

往往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申請者認為「通過不同的相關方言比較，聯繫方

言之間相互影響的事實」，才可能從中尋繹出區域特徵形成的原因，建立妥適的理

論框架。 
                                                 
1 張屏生教授以前就做過屏東縣南州鄉、嘉義縣中埔鄉、臺南縣白河鎮等地區的四海話調查，正好可以用來和

本計畫的源成七界客語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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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 

     本計畫定名為「彰化縣源成七界瀕危客語調查比較研究—以埤頭鄉大湖村客語為

例」，主要工作有三：  

(一) 前往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調查當地客家移民使用的客語。   

(二) 將調查的材料整理出同音字表、音系和基礎語彙表，作為提煉日後進行社會調查

的選詞的根據。  

(三) 通過和苗栗四縣腔、竹東、新屋海陸腔和臺灣其他相關客語次方言的比較，整理

出其間差異，並提出適當的解釋。  

四、重要發現。 

埤頭客家話的音系和詞彙特徵如下：  

1. 音系方面：  

(1)聲母方面除了以  i 起頭的音節，有時候會有  ¸- 或 g-產生之外，其他和四縣腔

一致。  

(2)韻母和聲調格局和四縣腔相同。    

2. 詞彙方面：  

經由我們初步的調查歸納，埤頭客家話的詞形應該是要選用四縣腔，但是也有

部分選用海陸腔；其中大約有 85 條詞彙是閩南話詞彙通過完全置換、拗折調整和

曲折對應等路徑，羼入了埤頭客家話當中。  

五、結論。 

彰化地區比較受到關注的客語研究集中在永靖、員林區的福佬客文化現象，對於

北部客家人南遷的源成七界的二次移民的語言現象少有關注。這個地區周遭都是閩南

族群，所以源成七界地區客語的保存面臨相當大的困難，現在都只剩下老年層在使用，

中年層雖然會說，但是很多詞彙都不知道怎麼說，青年層那就更不會說了。老年層的

客語雖然滲進了許多閩南話詞彙，但這也是語言接觸研究的另一個焦點，本計畫積累

了一些研究的成果，未來希望透過有計畫性的收集，整理出更多有用的語料，針對源

成七界地區客閩雙方言現象，具體的提出一些理論性的解釋。 

 

關鍵詞：瀕危語言、七界客語、彰化客語、語言比較、方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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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壹、 前言 

    語言多樣性是人類最應珍惜的資產，每一種語言都涵蘊著一個該語族獨特的生活

智慧，任何一種語言的消亡都將是整個人類的損失。面對整個大環境的急遽變化，臺

灣瀕危客語的流失是未來可以預見的事實。只有在經濟生活和政治地位得到相當程度

保障的情況下，人們才能自覺地關注自己母語的存續發展。但是一旦到這個階段，瀕

危的情勢也差不多造成了，即便付出加倍的勤苦努力來拯救，也徒勞無功。我們都瞭

解瀕危客語要在現實中保存恐怕很難做到，因為客觀的條件是整個大環境語言生態強

弱的影響，這是整個社會脈動所逐漸形成的一種態勢。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得盡可能

延緩拖遲這些少眾客語走向瀕危甚至是瀕絕的情況。要搶救瀕危客語，語言族群、語

言專業工作者、政府組織必須通力合作。當前迫切的作為就是快速建立起強有力的公

家機制，來整合各種不同面向的人力、物力做適當的運用，使客語族群在保護瀕危語

言的努力中，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  

    本計畫定名為「彰化縣源成七界瀕危客語調查比較研究—以埤頭鄉大湖村客

語為例」，主要工作有三：  

一、前往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調查當地客家移民使用的客語。   

二、將調查的材料整理出同音字表、音系和基礎語彙表，作為提煉日後進行社會調查

的選詞的根據。  

三、通過和苗栗四縣腔、竹東、新屋海陸腔和臺灣其他相關客語次方言的比較，

整理出其間差異，並提出適當的解釋。  

關鍵詞：瀕危語言、七界客語、彰化客語、語言比較、方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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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搶救瀕危客語  

     「瀕危客語」的現象正在臺灣目前的語言環境漸漸擴大，臺灣少子化情況嚴重，

年輕人面臨就學、工作必須遠離家鄉，所以無法維持語言使用的環境。即使是在留在

家鄉的年輕人雖然還能講客語，但是大量的生活語彙流失，這也是瀕危的現象。因此

我們首先前往源成七界當地調查基礎語彙，因為主持人是當地人，透過親族的協助，

這部分的調查進行得很順利，我們收集了將近 5000 條的生活語彙，並從中做了細緻的

分析。  

(二)關注語言接觸的雙方言現象  

「語言接觸」是影響現代社會語言關係的重要因素，它會使相互接觸的語言產生

混合、變異的現象。在方言混雜或交接的各個區域內，都能發現方言之間的一些區域

特徵，這些區域特徵，如果只依靠各個方言自身的歷史演變規律，往往無法找到合理

的解釋。「只有聯繫方言之間相互影響的事實」，才可能闡釋區域特徵形成的原因。源

成七界也是雙方言的使用情形，因此在第二年的計畫我們側重在社會調查方面，以了

解當地客語的使用狀況。   

二、預算支用情形 

  感謝客委會研究經費之提供，在各季中都是量入為出，實事求是的原則，妥善運

用本計劃所編列的人事費(計畫主持人工作費、兼任助理費用)以及其他經費。但由於

本計畫在進行田野調查來的語料整理比較時，需要較多論文及相關資料比對參考，另

外進行附錄〈台灣客家話語音差異對照表〉的製作時，必須從事大量語料校對與記音

工作，因此在雜費的影印費用較多，但其他支出額度皆在預先控管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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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參與本計劃的助理人員，將接受田野調查的基本訓練，並立即把訓練所學運用於

實地的工作上，使他們日後能獨立做更多客語的田野調查工作。除此之外，他們也可

以從審音及音韻分析中獲得作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以便將來能獨立做某些基本的語

言分析，更希望能進一步瞭解客語的音韻結構、特性以及當代音韻理論的發展與方向。

我們自從參與科技部臺灣客語的調查計畫之後，收集到許多社會調查的語料，尤其是

實際的調查研究工作對本人的學術訓練具有非常重要的幫助。讓我們的研究領域從社

會語言學跨足到傳統方言學以及雙方言的研究。這個計畫的工作範圍涵蓋了方言調

查、記音、電腦資訊管理等工作，參與本計畫的工作可以學到方言調查的整個方法與

過程，本計畫的研究對於參與人員的方言學訓練將有非常重要的幫助是不言而喻的。

調查工作除了依賴傳統的調查方式之外，現在也陸續擴增了一些比較先進的設備，例

如：隨身型掃描器、印表機、攝影，希望參與的學生學會之後能夠運用到其他語言調

查研究上。  

(二)通過田野調查探索臺灣客家二次移民共時的語音和詞彙差異  

臺灣學界對於客語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或者南部六堆地區，雲林

的崙背，對於二次移民的地區，調查研究相對的少。而且二次移民的客語不免會牽繫

到雙方言現象，我們先將調查的材料整理成〈客語重要例字字音對照表〉、〈客語基礎

語彙對照表〉；李如龍(1996)就提到：「字音對照表、詞彙對照表是可貴的基礎材料，

有了它，學者可以看到很多種方言共現在一個共時平面上的概貌，從中發現進一步比

較研究的題目。願意花時間編製出材料可靠的此類對照表，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從整個漢語研究來說，本計劃提供了臺灣源成七界客家二次移民客語音韻和詞彙變化

的具體事實，豐富了日後整個漢語方言研究的參考資料。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與原訂計畫之無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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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一)計畫核准的時間應再提前到上學期末(約一月初)，不要在放寒假之後。因

為計畫的執行時間是從每一年的 1 月，但是我們知道通過的時間都是在 1

月之後，可能學校已經放寒假了，寒假的時候可能安排了一些研究課題要

進行，所以不一定能到學校，等到下學期開學才收到公文，那時候都已經

到 2 月了，無形中就少了一個月的執行時間。  

(二)調查經費拮据  

       現在的調查除了自身的勞力之外，調查經費(包括住宿、交通、發音費)也越

來越吃重，特別是是發音合作人的發音費，因為規定要填收取單據，這一點

在執行上困難度相當大，只好自行吸收。所以在經費的編列使用上可否能夠

更有一些彈性。   

四、結論： 

彰化地區比較受到關注的客語研究集中在永靖、員林區的福佬客文化現象，對於

北部客家人南遷的源成七界的二次移民的語言現象少有關注。這個地區周遭都是閩南

族群，所以源成七界地區客語的保存面臨相當大的困難，現在都只剩下老年層在使用，

中年層雖然會說，但是很多詞彙都不知道怎麼說，青年層那就更不會說了。老年層的

客語雖然滲進了許多閩南話詞彙，但這也是語言接觸研究的另一個焦點，本計畫積累

了一些研究的成果，未來希望透過有計畫性的收集，整理出更多有用的語料，針對源

成七界地區客閩雙方言現象，具體的提出一些理論性的解釋。 

肆、研究成果成文 

一、研究目的 

1. 本計畫的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瀕危客語，但是期待外力「拯救」，並非長久之計，

應該是使用者自覺的提升客語的「語言意識」，才能使客語使用從「寧賣祖宗田，

不忘祖宗言」的感性情緒提升到理性的認知層次。所謂的「語言意識」，是指「人

們對語言的識別能力及清晰度，以及固定的語言觀念、認識。包括語音、詞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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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語言教育的認識，形成比較成型的語言觀念。」(參見李无未 2007)因為「一個

語言群體的全體成員被迫或者自願地、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轉用另外一種語言—通常

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或軍事上佔優勢地位的語言或者主體民族的語言。」 (參見徐

世璿 2002)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強烈的「語言意識」，在和不同族群交際的時候，客

語族群會不知不覺地喪失自己原有客語的語言特色。特別是鄉土語言教育的實施，

這些瀕危客語所在的地區都是閩南人居多的地方，所以孩童只得被迫去學習閩南

話，這樣一來當地客語不得不瀕危了。有些學校甚至只是「虛應一應故事」的稍事

配合，一星期僅一節課的「鄉土語文教育」所存在的意義只是作為教育機關用來表

示重視本土文化的託藉而已；所以提升客語族群的語言意識，會進一步加深他們的

「語言忠誠度」。  

2. 本計畫重要性  

(1)從事方言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的佔有大量說明真實狀況的必要原始

材料，然後進行科學的分析、綜合、比較和歸納，並從其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所以忠實而準確的記錄方言事實，然後把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作出系統的共

時描寫，是研究工作進行中的首要課題。因為方言的比較研究必須以全面發掘

方言事實為基礎，特別是能夠發現和選擇有理論意義的事實，它是建築在方言

調查基礎上進行的研究，所以語料的建立比對是一項謹慎重要而繁瑣的基礎工

程。  

(2)要進行各方言間內部初步的比較工作，除了要求詳盡羅列異同的事實之外，還

要經過定量分析的操作程序，才可以提煉出可供研究的要目。然後再依據其中

的異同內容進行分類，最後力圖解釋這些語言現象的動態關係。只要我們羅列

的事實準確，分析方法正確，材料和論點積累多了，理論框架就會逐漸明朗起

來。當然直接利用別人已經發表的可靠語料來研究是最省時省事的，不過因為

每個從事語言研究的人，他們都是帶著問題來收集材料，因為調查的目的不同，

搜集的材料自然就很難加以有效的整合利用，所以一切研究的材料還是得自己

親身去做。  

在初次調查客語的時候就發現客語 f-、v-在發音的時候上牙齒和下嘴脣並沒有

明顯的觸碰，音質上接近[ɸ-]、[V-]；N-和以-i 起頭的聲母相拚的時候音值是[¯-]，而

不是[ȵ-]。但是臺灣很多客語研究的材料都是標[ȵ -]，如果是音位化的標法，那無可

厚非，但是得要有精細的語音描寫，否則會造成誤會。在過去幾年，我們把研究計

畫主要的精力花在做客語的基礎調查，這些調查的目的是要了解臺灣客語的音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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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現象，以及這些語言和不同方言接觸之後相互影響的情形。這些工作的經驗都

將有助於對於埤頭客語的調查工作，「瀕危客語」的調查研究在理論上將有助於認

識臺灣語言的演變規律；在應用上也能促使臺灣不同族群正確對待語言的使用，讓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制定更能符合客語族群的期待。  

二、研究方法 

申請者認為瀕危語言的研究當前應把重點放在個案的共時描寫、分析上，對瀕危

語言進行微觀的調查研究、逐步積累起豐富、確切的語料，這是瀕危語言的基礎性工

程。如果能夠扎扎實實地做好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掌握各種類型的語料，對瀕危的

認識，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理論概括。沒有這個基礎，瀕危語言的理論認

識就會不到位，也不牢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就可以提供更多人今後做研究。  

(一)直接調查法  

本研究採傳統的方言調查，採用直接調查法(參見游汝杰  2004：55)，直接到

彰化縣埤頭鄉境內，找到當地土生土長 60 歲以上，沒有長期離開當地的發音人進

行有系統的、自然的語音語彙和語法的訪談調查，將這些發音點的音韻和詞彙現

象做一詳實的紀錄與整理，藉以歸納出埤頭鄉客語的音韻系統。記音部分以國際

音標(IPA)標音，並透過音位化來記錄。同時要進行資料建檔工作以配合未來成果

編纂。田野調查語彙稿是依照自張屏生 2013 所編的《臺灣四縣腔客語語音詞彙語

法調查表》，並參酌其他相關材料作補充。這個調查表的設計主要是針對日常口語

的收集，因為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的特點往往是從這些習用的日常口語表現出來，

所以首先就要編製一份能夠反映客語各次方言特點的方言調查表以便進行語料的

收集。利用設計好的調查字表、詞彙表來進行調查工作，是目前較為普遍的方式。

這種帶著目的收集材料的作法，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收集到與自己研究課題相關

的語料。不過有經驗的方言調查者都了解，即便是自己記錄本身的母語，都有可

能會記不完全，更何況是在其他我們所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中，在我們尚未能充分

掌握該語言特點的情況下，調查表的設計勢必會遺漏掉一些重要的訊息。再者，

方言語音、詞彙或語法的特殊性，是經由和其他方言的相互比較而來，這也就增

加了調查表設計的困難度，即使有了好的調查表並不就是能夠確切無誤的掌握所

有調查語料，還必須腳踏實地的實踐。在調查過程中最忌諱同一音類的例字成批

的類推，因為音類的分合和音值的變化有時並非整齊劃一，有些字會離開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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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類發生特殊的變讀，字音的演變往往是個別或局部範圍發生的，類推的結果只

有泯滅事實而已。在調查過程中重新體驗學習一些以前所不曾觸碰的新鮮事物，

然後不斷的添補設計表上缺漏的部分，以擴增調查內容的精緻度。  

(二)語料分析法  

針對所調查收集到的語料進行系統的分析，在音系上特別注重聲韻拼合的音韻

歸納。並全面和臺灣地區(包括苗栗、內埔)的四縣腔腔客語次方言進行內部初步的

比較工作，然後進一步再和其他二次移民的四海話  1 做比較，通過這些繁複的過

程，抽繹出一些饒富興味的研究課題，最後力圖解釋這些語言現象的動態關係。      

(三)方言比較法  

瞭解到「語言接觸」是影響現代社會語言關係的重要因素，它會使相互接觸的

語言產生混合、變異的現象。在方言混雜或交接的各個區域內，都能發現方言之間

的一些區域特徵，這些區域特徵，如果只依靠各個方言自身的歷史演變規律，往往

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申請者認為「通過不同的相關方言比較，聯繫方言之間

相互影響的事實」，才可能從中尋繹出區域特徵形成的原因，建立妥適的理論框架。 

三、結果與討論 

一、埤頭客家話的音系  

(一)聲母方面   

     埤頭客家話的聲母，根據我們所做的調查歸納如下：  

 

                                                 

1 張屏生教授以前就做過屏東縣南州鄉、嘉義縣中埔鄉、臺南縣白河鎮等地區的四海話調查，正好可以用來和

本計畫的源成七界客語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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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埤頭客家話的聲母表〉  

  雙脣 脣齒 舌尖前 舌面  舌根  喉  

塞音  清  不送氣  p  t  k 

φ 

送氣  pH  tH  kH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ts    

送氣    tsH    

鼻音  濁   m  n ¯ N  

邊音  濁     l    

擦音  清    f s   h 

濁    v z    

1. 埤頭客家話有 19 個聲母，含零聲母。   

2. f-、v- 的磨擦程度並不明顯，f-會唸成[∏u-]；v-會唸成[V-]、[w-]，記成  /f-、
v-/ 是沿襲傳統的作法。  

3. 一般客家話在  N- 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時，會唸成[¯-]，2 從聲韻拼合的

情況來看，¯- 只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和 N-在音節分佈上形成互補的搭

配，所以把它處理成/N-/的音位變體，從音位的考量，取消/¯-/這個聲母，並

不會造成音位系統的混亂。但是大多數客家話辭書都有這個聲母，3 為了照

顧音值和語料上對應的方便，我們用/¯-/作為音位符號。  

4. 以 i 起頭的音節，會因為高元音的強化而產生磨擦唸成  ¸-，4 音位化記成

/z-/。5 海陸腔因為為了和 tS-、tS H-、 S-取得系統性的搭配，所以記成/Z-/。  

(二)韻母方面      

埤頭客家話的韻母是由 6 個主要元音：a、o、e、 ɨ、 i、u；2 個介音 i、
u；8 個韻尾： i、u、m、n、 N、p、 t、k 所構組，羅列如下：  

           表二  〈埤頭客家話的韻母表〉  

                                                 
2 臺灣有些描寫客家話的材料會記成  / ȵ- /。  
3 把 /¯-/列為一個聲母另外也考量到它的來源不僅是來自於中古音的「疑」母，也有一些是來自「泥」、

「日」母。  
4 有時也會唸成  g-；例「葉」giap5。  
5 另外還有一部分的 z-是來自於閩南話的拗折；例：「仁」唸 zi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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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打  ai  帶  au  包  am 三  an  山  aN  正  ap  鴨  at  八  ak  伯 

 o  草  oi  開      on  安  oN  江    ot  脫  ok  學 

 e  洗      eu  笑  em  森  en  生    ep  澀  et  別  

 ɨ  私    ɨm  針  ɨn  真    ɨp  汁  ɨt  直   

 i  比    im  心  in  新   ip  立  it  一    

ia  爺   iau  嬌 iam  尖 ian  天  iaN  影 iap  葉 iat  鐵  iak  額 

io  靴 ioi  𤸁     ion  軟 ioN  強  × iok  腳 

ie  艾   ieu  狗  iem  揜      

iu  酒 ×   iun  芹 iuN  弓  iut  屈 iuk  足 

 u  土  ui  水     un  孫  uN  東   ut  窟  uk  叔 

ua  瓜 uai  怪   uan  關  ×    uat  刮 × 

    ×   uet  國  

    ṃ  毋 × N ̣   五    

11 5 4 7 10 7 5 10 6 

1.埤頭客家話的韻母有 65 個，其中舒聲韻有  44 個，促聲韻有 21 個。  

2./o/的音值接近標準元音[Ω]，但也有些材料記成/ç/，基於音標使用的考量仍

將它記成/o/ 

3. /ɨ/有些材料記成/ї/或/ ɿ/。  

4. /ioi/韻只有一個例字「𤸁」kHioi55 來表示「睏累」的意思。  

5. /iui/韻只有一個例字「銳」iui55，但是發音人不會唸，所以就沒有這個韻。 

6.從聲韻拼合的情況來看；/ian、iat/在實際調查當中多半唸[ien]、[iεn]或[iet]、
[iεt]。從押韻的情況和韻母的格局考量，本文統一記成  /ian、iat/。  

7. /ie、ieu、iem/這三個韻母只和 k-、kH-、¯-、h-、φ-等聲母相拼。在語流當中有時

候介音 i 並不太明顯，例如「雞」ke1 / kie1、「艾、蟻」Ne3 / ¯ie3。為了和文獻資

料對照的方便，本文將這些相關音節的韻母處理成 ie、ieu、iem。  

8. /iun、iut、iu、iuk/這四個韻母，前面的/iu-/部分聽起來很接近[y]。  

9./uen/韻只出現在「耿」kuen2(姓)或是「□□滾」kuen55 kuen55 kun31(狗叫聲)，
這兩個詞，但是埤頭發音人把「耿」唸成 kiuN31，「□□滾」唸成 kãi55 kãi55 
kun31，而和 uen 相配的 uet，剛好有一個常用字「國」kuet3，所以韻母就

會現有入聲韻，卻沒有相應的舒聲韻。  

10. /μ ̣、 N ̣/ 是鼻音自成音節作為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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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調方面      

1. 基本調  

所謂的「基本調」是指傳統調類所對應調值﹙請參看表三；「>」之前表示本

調，「>」之後表示變調，「；」表示條件變調，「 /」表示無定分音﹚             

表三  〈埤頭客家話和其他相關客家話的聲調對照表〉  
 調類 陰平  上  去  (陰去 )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調序 1. 2. 3. 4. 5. 7. 8 . 
1 內埔 

四縣腔 
 
 13 > 35；11 

 
 31 

 
 55 

 
 3 

 
 11 

 
 同去聲調  

 
 5 

2 苗栗 
四縣腔 

 
 13 > 35；11 

 
 31 

 
 55 

 
 3 

 
 11 

 
 同去聲調  

 
 5 

3 竹東 
海陸腔 

 
 53 

 
 13 > 11；33

 
 11 

 
 5 > 3 

 
 55 

 
 33/11 > 33；11

 
 3 

4 埤頭 
四縣腔 

 
 13 > 35；11 

 
 31/53 

 
 55  

 
 3 

 
 11 

 
 同去聲調  

 
 5 

 (1)埤頭客家話有 6 個基本調，上聲、去聲不分陰陽。  

(2)  陰平聲 /13/是升調。   

 (3)上聲/31/是中降調，在語流當中有時會唸成[53]，但是沒有辨義作用，

本文統一記成/31/。   

(4)  陰去調 /55/是高平調。  

(5)陰入調/3/是中促調，陽入調/5/是高促調。但是在實際的語流當中，陰

入和陽入經常是相混的。  

(6)從調類的數目來看，海陸腔有七個調類，所以才會有陰去調、陽去調

的對立。   

(7)中古去聲調濁母字在埤頭客家話都歸入去聲調。所以去聲調包含了中

古去聲調的清母字和濁母字。   

(8)有些入聲字本調在實際語流當中有時候唸陰入，有時候唸陽入；6  變

調也是這種情形，造成在歸類上的困擾。   
                                                 
6 羅肇錦提到：「台灣客家話次濁的入聲字最難掌握，有高短和低短之分，且四縣和海陸的調型正好

相反，四縣陰入的低短調海陸唸高短調，反之，海陸陽入的低短調在四縣正好唸高短調，在兩種次

方言有往來的地方，就變成高低不分了。……最特殊的是次濁入聲分陰陽，換句話說，同樣為次濁

字，有的唸陰入，有的卻唸陽入。」參見羅肇錦《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

員會，2000) ，頁 254—255。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四海腔和海四腔會出現舒聲調的調型反差現象，

但是入聲部分不僅是次濁的入聲混亂，連次濁以外的其他入聲也都有混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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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調  

            埤頭客家話只有陰平調有前字變調，變調規則如下： 

(1) /13/→/11/／____       {/13/ 、/55/ 、/5/} 

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陰平調在陰平、去、陽入之後要變成/11/，這

種特色是反應在兩個相鄰聲調之間「升調」徵性和「升調」、「高調」徵

性有不能同時存在的異化作用。   

          (2) /13/→/35/／____ {/31/ 、/3/ 、/11/} 

              陰平調在上聲、陰入、陽平之後的陰平變/35/。  

            變調舉例如下： 

表四〈埤頭客家話聲調變調表〉 

  陰平 13 上 31 去 55 陰入 3 陽平 11 陽入 5 

陰平  

13 

 西    瓜 

 si11   kua13  

 三    九 

 sam13 kiu31 

 刀  喙      

 to11 tsoi55 

 三   七 

 sam13 tsHit3 

 烏  魚 

 vu35 e11 

 正     月 

 tsaN11  ¯iat5 

上  

31 

 九   三 

 kiu31 sam13 

 米    粉 

 mi31   fun31 

 九    四  

 kiu31
  si55 

 九    七 

 kiu31  tsHit3 

 草   魚 

 tsHo31 e11 

 九     月 

 kiu31   ¯iat5 

去  

55 

 菜    瓜 

 tsHoi55 kua13 

 汽   水 

 hi55  sui31 

 蕹   菜 

 vuN55 tsHoi55 

 四   七 

 si55  tsHit3 

 後    豚 

 heu55 tHun11 

 大    月 

 tHai55  ¯iat5 

陰入  

3 

 七   三 

 tsHit3 sam13 

 七   九 

 tsHit3 kiu31 

 七   四 

 tsHit3 si55 

 鴨   腳 

 ap3  kiok3 

 虱  嫲 

 set3 ma11 

 八   月 

 pat3
  ¯iat5 

陽平  

11 

 紅   花 

 fuN11 fa13  

 甜    粄 

 tHiam11 pan31 

 文   旦 

 vun11 tan55 

 菱  角 

 lin11 kok3 

 楊   梅 

 ioN11 moi11 

 無    力 

 mo11  lit5 

陽入  

5 

 立   春 

 lip5  tsHun13 

 落    水 

 lok5  sui31 

 白    露 

 pHet5  lu55 

 蠟    蠋 

 lap5  tsuk3 

 石   頭 

 sak5 tHeu11 

 磟  碡 

 luk5 tsHuk5 

二 . 埤頭客家話的詞彙現象  

   (一)埤頭客家話詞形特殊的詞彙  

埤頭客家話和臺灣四縣腔、海陸腔詞形不同的詞彙，如下：  

1. 「紅皮菜」fuN11 pHi11 tsHoi55 茄子。一般客家話  7 叫「吊菜」tiau55 tsHoi55、

「茄仔」kHio11 e11。  
                                                 
7 本文所謂的「一般客家話」是參考張屏生、呂茗芬，《高屏地區客家話語彙集》(臺北市：客家委員

會、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初版，2012)中的苗栗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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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煙涵」ian35 ham11 煙囪。一般客家話叫「煙囪」ian11 tsHuN13。  

3. 「茭筍」kau13 sun53 茭白筍。一般客家話叫「禾筍」vo11 sun31、「包筍」pau13 

sun31。  

4. 「頭顱殼」tHeu11 na11 hok3 頭。一般客家話叫「頭顱」tHeu11 na11。  

5. 「哩兜」en13 li31 teu13 我們。一般客家話叫「兜」 Nai11 teu13。  

6. 「汝哩兜」e11 li31 teu13  你們。一般客家話叫「汝兜」e11 teu13。  

7. 「佢哩兜」ki11 ke55 teu13 他們。一般客家話叫「佢兜」ki11 teu13。  

(二)埤頭客家話的「四海話」現象  

         根據我們所調查由四縣腔和海陸腔的詞彙差異大約有 25 多條，埤頭客家話

有部分用四縣腔詞彙，有部分用海陸腔詞彙，也有四縣、海陸都使用的情況，

如下：  

1. 用四縣腔的詞彙  

(1)「彩虹」：埤頭叫「天弓」tHian11 kiuN 13。四縣腔叫「天弓」tHian11 kiuN 13，

海陸腔叫「虹」kHiuN33。8   

(2)「筷子」：埤頭叫「筷仔」kHuai55 e11。四縣腔叫「筷仔」kHuai55 e11，海陸

腔叫「箸」tS Hu33。  

(3)「鋤頭」：埤頭叫「钁頭」kiok5 tHeu11。四縣腔叫「钁頭」kiok5 tHeu11，海

陸腔叫「钁鋤」kiok3 tsHo55。  

(4)「鍋鏟」：埤頭叫「鑊鏟」vok5 tsHan31。四縣腔叫「鑊鏟」vok5 tsHan31，海

陸腔叫「鑊撩」vok3 liau55。     

(5)「花生」：埤頭叫「番豆」fan11 tHeu55。四縣腔叫「番豆」fan11 tHeu55，海

陸腔叫「地豆」tHi33 tHeu33。     

(6)「菱角」：埤頭叫「菱角」lin11 kok3。四縣腔叫「菱角」lin11 kok3，海陸

腔叫「羊角仔」 ZoN 55 kok3 l5̣5。    

(7)「蘿蔔仔」：埤頭叫「蘿蔔仔」lo11 pHet5 le11。四縣腔叫「蘿蔔仔」lo11 pHet5 

le11」，海陸腔叫「菜頭」tsHoi11 tHeu55。  

 

                                                 
8 本文所引用的「海陸腔」是引用張屏生(1997)《竹東海陸腔客語基礎語彙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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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味素」：埤頭叫「味素」mi55 su55。四縣腔叫味素」mi55 su55，海陸腔叫

「甜粉」tHiam55 fun13。  

(9)「蟑螂」：埤頭叫「黃蚻仔」voN11 tsHat5 le11。四縣腔叫「黃蚻」voN11 tsHat5、

海陸腔叫「蜞蚻仔」kHi55 tsHat3 l5̣5。  

(10)「圍兜」：埤頭叫「瀾ㄚ仔」lan11 a13 e11。四縣腔叫「瀾ㄚ仔」lan11 a13 e11，

海陸腔叫「胿裔」koi53 Ze53。  

(11)「癢」：埤頭叫「癢」ioN 13。四縣腔叫「癢」ioN 13，海陸腔叫「𡟲」hoi55。 

(12)「屁股」：埤頭叫「笥胐」sɨ55 vut3。四縣腔叫「笥胐」sɨ55 vut3，海陸腔

叫「屎胐」 Si11 vut5。9 

(13)「身體」：埤頭叫「圓身」ian11 sɨn13，四縣腔叫「圓身」ian11 sɨn13，海陸

腔叫「膴身」vu55 Sin53。  

2. 用海陸腔的詞彙  

(1)「韮菜」：埤頭叫「韮菜」kiu31 tsHoi55。四縣腔叫「快菜」kHuai55 tsHoi55，

海陸腔叫「韮菜」kiu11 tsHoi11。     

(2)「芒果」：埤頭叫「酸仔」son11 ne53。四縣腔叫「番蒜」fan11 son55，海陸

腔叫「酸仔」son53 l5̣5。    

(3)「稀飯」：埤頭叫「糜」moi11。四縣腔叫「粥」tsuk3，海陸腔叫「糜」moi55。 

(4)「稀飯湯」：埤頭叫「糜飲」moi11 zim31。四縣腔叫「粥水」tsuk3 sui31，

海陸腔叫「糜飲」moi55 Zim13。  

(5)「肚子餓」：埤頭叫「肚屎枵」tu31 sɨ31 ziau13。四縣腔叫「肚飢」tu31 ki13，

海陸腔叫「肚屎枵」tu11 Si13 Zau53。  

(6)❻「蘿蔔乾」：埤頭叫「菜脯」tsHoi55 pu31。四縣腔叫「蘿蔔乾」lo11 pHet5 kon13，

海陸腔叫「菜脯」tsHoi11 pu13。  

3. 四縣、海陸都用的詞彙   

(1)「落雨」：「落雨」 lok5 zi31 (四縣腔)、「落水」lok5 sui31 (海陸腔)。10 

(2)「撈具」：「笊撈」 tsau55 leu11(四縣腔)、「飯撈」fan55 leu11(海陸腔)。  
 

                                                 
9 因為教育部所編的《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把四縣腔和海陸腔的「屁股」都寫作「屎」，會讓人

誤以為是同一詞形。  
10 在 3.四縣、海陸都用的詞彙這個小節裏所注的「四縣腔」、「海陸腔」是指詞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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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湯匙」：「調羹」 tHeu11 kaN13 (四縣腔，埤頭客家話是指小湯匙)、「湯匙」

tHoN35 tsHɨ11 (海陸腔，埤頭客家話是指大湯匙)。  

(4)「蚯蚓」：「䘆公」hian31 kuN13(四縣腔)、「蟲䘆」 tsHuN11 hian31(海陸腔)。   

(5)「蝌蚪」：「𧊅𧌄仔」kuai31 ¯iam55 me11 (大一點的蝌蚪，四縣腔)、「𧊅𧍗仔」

kuai31 nuk5 ge11(小一點的蝌蚪，海陸腔)。   

(6)「睏累」：「𤸁」kHioi55(四縣腔)、「悿」tHiam31(海陸腔)。   

4. 其他  

(1)「蕃茄」：「トマト」tHam33 ma55 to31 (日)。  

(2)「門檻」：「戶檻」fu11 kHiam13。(四縣腔、海陸腔都叫「門檻」)   

(三)閩客雙方言現象  

埤頭客家話因為長期和當地閩南話交流滲透，所以部分詞彙羼入了當地閩

南話的成分，分析如下：  

 1. 完全置換  

           完全用閩南話的詞彙，閩南話的音讀，這種借詞方式常會混入不同語音

系統的音節形式，對於原來的語音系統會造成不協調的情形。原則上在歸納

音系的時候，要把這些語音另外處理。請參看下面的例子：  

(1)「活板仔」ua11 pan55 nã51 活動板手。  
 (2)「腿庫」tHui55 kH ç11 蹄膀；肘子。  

 (3)「薁蕘」o51 gio13 愛玉。  
 (4)「魩仔魚」but5 la55 hi13 白色細小的小魚苗。  
 (5)「頭魠」tH ç33 tHu/3 鰆魚。  

 (6)「透抽」tHau51 tHiu55 真鎖管，頭足類海產。  

 (7)「蠘仔」tsHi33 a53 梭子蟹。  

 (8)「鱟」hau33 鋼盔魚。  
 (9)「𤶃仔子」tHiau33 a55 tsi53 青春痘。  

  2. 拗折調整  

          完全用閩南話的詞彙，按照埤頭客家話語音系統的對應關係來拗折，請參

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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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啞口」a31 kieu31 啞巴。閩南話  11 叫「啞口」e55 kau51。  
(2)「溪」kHe13 溪。閩南話叫「溪」kHe55。一般客家話唸  hai13。  

(3)「點仔膠」ta55 ma55 ka13 柏油。閩南話叫「打馬膠」tam55 mã55 ka55/ tiam55 
mã55 ka55。一般客家話唸  ta31 ma11 kau13。  

(4)「冬節」tuN11 tsiat5 冬至，節氣名。閩南話叫「冬節」taN33 tse/3。一般客

家話叫「冬至」tuN11 tsɨ55。  

(5)「鉛桶仔」ian11 tHuN31 Ne11 用鍍上一層鋅的鐵皮所製成的桶子。閩南話叫

「鉛桶仔」ian33 tHaN55 Nã51。一般客家話叫「錫桶仔」siak3 tHuN31 Ne11。  

(6)「秤錘」tsHɨn55 tHui13 秤砣。閩南話叫「秤錘」tsHin51 tHui13。一般客家話叫

「秤砣」tsHɨn55 tHo11。  

(7)「刜刀」pHut3 to13 長柄割草用的刀。閩南話叫「刜刀」pHut5 to55。一般客

家話叫「㔇刀」pHat3 to13。  

(8)「豬灶」tsu11 tso55 殺豬的地方。閩南話叫「豬灶」ti33 tsau11。  
(9)「豬砧」tsu11 tiam13 賣豬肉的地方。閩南話叫「豬砧」ti33 tiam55。  
(10)「飯粒仔」fan55 liap3 be11 飯粒。閩南話叫「飯粒仔」pN11 liap3 ba51。一般

客家話叫「飯糝」fan55 sam31。  
(11)「飯疕」fan55 pHi31 鍋巴。閩南話叫「飯疕」pN11 pHi51。一般客家話叫「飯

𤊶」fan55 lat3。。       
(12)「腰尺」ieu13 tsHak5 胰臟。閩南話叫「腰尺」io33 tsHio/3。一般客家話叫

「禾鐮鐵」vo11 liam11 tHiat3。  

(13)「薁蕘」o51 gio13 愛玉。  
(14)「網紗繭」mioN31 sa13 kian31 用網油裹肉餡後油炸的一種食物。閩南話叫

「網紗繭」baN11 se33 kian51。南部閩南話叫「肉繭仔」ba51 kian55 nã51，北

部閩南話叫「雞捲」kue33 kN 51。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15)「潤餅」zun55 piaN31 潤餅。閩南話叫「潤餅」dzun11 piã51。一般客家話沒

有這個詞彙。只有在佳冬調查過把「潤餅」叫「桌掃」tsok3 so55。  
(16)「扁食」pHen11 sɨt5 餛飩。閩南話叫「扁食」pHian55 sit5。一般客家話沒有

這個詞彙。   
(17)「四秀仔」si55 siu55 e11  零食。閩南話叫「四秀仔」si51 siu55 a51。一般客

家話叫「零噠」laN11 tap5。   

(18)「菜尾」tsHoi55 mi13 剩菜。閩南話叫「菜尾」tsHai51 bue51。一般客家話叫

「菜腳」tsHoi55 kiok3。   

(19)「𫝏鋼」 ¯ian11 koN55  把金屬加工之後，等到達到相當熱度的時候，把它

放入水中急速冷卻，以增加硬度。閩南話叫「𫝏鋼」gan51 kN11。一般客家

                                                 
11 本文所引用的閩南話是引用張屏生、呂茗芬(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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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叫「淬水」tsHi55 sui31。  (20)「輕銀」kHin35 ¯in11 鋁。閩南話叫「輕銀」

kHin33 gin33 nã51。一般客家話叫「アルミ」a33 lu55 mi31。   

(21)「熊」him11 熊，閩南話叫「熊」him13。一般客家話唸  iuN11。  

(22)「加鴒」ka33 lin31 八哥。閩南話叫「加鴒」ka33 liN33。一般客家話叫「烏  

鷯哥」vu11 liau55 ko13。   
(23)「伯勞仔」pit3 lo11 e11 伯勞鳥。閩南話叫「伯勞仔」pit5 lə33 a51。一般客  

家話叫「伯勞」pat3 lo11。  
(24)「草猴」tsHo31 heu11 螳螂。閩南話叫「草猴」tsHau55 kau13。一般客家話叫

「老虎哥」lo55 fu31 ko13。  
(25)「小管仔」seu31 kon31 ne11 小卷。閩南話叫「小管仔」sio55 kN55 Nã51。一

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26)「海瓜子」hoi31 kua13 tsɨ31 海瓜子。閩南話叫「海瓜子」hai55 kue33 tsi51。

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27)「燒酒螺」seu35 tsiu53 lo11 燒酒螺。閩南話叫「燒酒螺」sio33 tsiu55 le13。

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28)「痞勢」pHai11 se55 不好意思。閩南話叫「痞勢」pHãi55 se11。一般客家話  

叫「壞勢」fai31 se55。   
(29)「在室女仔」tsHai55 sɨt3 N31 Ne11 處女。閩南話叫「在室女」tsai11 sik5 li51。 

一般客家話叫「人家女」 ¯in11 ka35 N31。  

(30)「新郎」sin35 loN11 新郎，閩南話叫「新郎」sin33 lç N13。一般客家話叫「新

娘公」sin35 ¯ioN11 kuN13。。  

(31)「髕仔骨」pin55 ne31 kut3 肋骨。閩南話叫「髕仔骨」pin55 nã55 kut3。一般  
客家話叫「排骨」pHai11 kut3。  

(32)「病子」pHiaN55 tsˆ31。閩南話叫「病囝」pẽ11 kiã51。一般客家話叫「發子」 

pot3 tsɨ31。   
(33)「墓牌」moN55 pHai11 墓碑。閩南話叫「墓牌」bç N11 pai13。一般客家話叫  

「墓碑」mu55 pi13。。   
(34)「墓仔埔」moN55 Ne31 pu13 墳墓所在的地方。閩南話叫「墓仔埔」bç N33 Nã55  

pç55。一般客家話叫「墳場」pHun11 (fun11) tHoN11。   

(35)「公親」kuN11 tsHin13 和事佬。閩南話叫「公親」kç N33 tsHin55。一般客家  

話叫「中人」tsuN35 ¯in11。   

(36)「事主」sɨ55 tsu31 當事人。閩南話叫「事主」su11 tsu51。一般客家話沒有  
這個詞彙。   

(37)「賊仔市」tsHet5 le31 sɨ55 舊貨市場或專門交易贓物的市場。閩南話叫「賊  

仔市」tsHat3 la55 tsHi33。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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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牽郊仔」kHian11 kieu33 e53 中人。閩南話叫「牽郊仔」kHan33 kau33 a51。12  

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39)「豬嫲癲」tsu35 ma11 tian13 羊癲瘋。閩南話叫「豬母癲」ti33 bo55 tian55。  

一般客家話叫「豬嫲𫞭」tsu35 ma11 tsHai31、南部客家話叫「發死」pot3 si31。   

(40)「涼傘」lioN11 san55 神明轎子出巡的時候，在轎子前面的一種圓傘。閩南  

話叫「涼傘」nĩu33 suã11。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41)「烏枋」vu11 pioN 13 黑板。閩南話叫「烏枋」ç33 paN55。一般客家話叫「粉  

牌」fun31 pHai11。   

(42)「行棋」haN11 kHi11 下棋。閩南話叫「行棋」kiã33 ki13。一般客家話叫「捉  

棋」tsok3 kHi11。   

(43)「幌韆鞦」hai55 tsHian11 tsHiu13 盪鞦韆。閩南話叫「幌韆鞦」hãi51 tsHian33  

tsHiu55。一般客家話叫「吊晃槓」tiau55 koN11 koN55。   

(44)「骰仔」tau11 e11 骰子。閩南話叫「骰仔」tau33 a51。一般客家話叫「骰仔」 
tHeu55 e11。   

(45)「大廣弦」tHai55 koN31 hian11 大廣弦。閩南話叫「大廣弦」tua11 kç N55 hian13。 

一般客家話叫「冇胡仔」pHaN55 fu11 e11。   

(46)「討契哥」tHo31 kHe55 ko13 偷漢子。閩南話叫「討契兄」tHo55 kHe51 hiã55。 

一般客家話叫「同契哥」tHuN 11 kHe55 ko13。   

(47)「破格」pHo55 kak3 罵人烏鴉嘴。閩南話叫「破格」pHua51 ke/3。一般客家  

話沒有這個詞彙。   
(48)「撈」 la33 用湯匙攪拌。閩南話叫「撈」la33。一般客家話叫「摝」luk5。   
(49)「牽羹」kHian11 kaN13 勾芡。閩南話叫「牽羹」kHan33 kẽ55。一般客家話沒  

有這個詞彙。   
(50)「漛茶」tHin11 tsHa11 倒茶。閩南話叫「漛茶」tHin33 te13。一般客家話叫「斟  

茶」tsɨm35 tsHa11。   

(51)「使眼尾」sɨ31 muk3 mi13 眉目傳情。閩南話叫「使眼尾」sai55 bak1 bue51。 
一般客家話叫「打眼拐」ta31 ¯ian31 kuai31。   

(52)「呼㖅㖅仔」kHo33 si33 si33 e53 吹口哨。閩南話叫「呼㖅仔」kH ç 33 si33 a51。 

一般客家話叫「歕鎞鎞仔」pHun11 pi11 pi13 e31。   

(53)「司奶」sai11 nai13 撒嬌。閩南話叫「司奶」sai33 nãi55。一般客家話叫「做  
嬌」tso55 kieu13。。   

(54)「摒掃」piaN55 so55 打掃。閩南話叫「摒掃」piã51 sau11。一般客家話沒有  

這個詞彙。  
  

                                                 
12 「牽郊仔」一般寫作「牽猴仔」，從客家話的對應或許不是「牽猴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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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攢」 tsHon11 張羅、準備。閩南話叫「攢」tsHuan13。一般客家話沒有這  

個詞彙。   
(56)「擠」tsiuk5 用手擠壓青春痘。閩南話叫「擠」tsik3。一般客家話叫「扢」 

kit5。   
(57)「擉耳公」tiak5 ¯i31 kuN13 用手指彈耳朵。閩南話叫「擉耳仔」tiak51 hĩ33 ã51。 

(58)「扽印仔」tun55 in55 ne31 蓋印。閩南話叫「扽印仔」tN51 in55 nã51。一般  

客家話叫「揕印仔」tsem31 in55 ne31。   
(59)「扻」kHaN55 用指甲摳的動作。閩南話叫「扻」kHaN11。一般客家話叫「爪」 

tsau31。   
(60)「頕頭」tim55 tHeu11 點頭。閩南話叫「頕頭」tim51 tHau13。一般客家話叫  

「頷頭」 Nam31 tHeu11。   

(61)「張老鼠」ten1311 lo55 tsHu31 設陷阱捕老鼠。閩南話叫「張老鼠」tN 33 niãu55  

tsHi51。一般客家話叫「張」tsoN13 或「䀯」pHu55。  

(62)「牽拖」kHian11 tHo13 遷怒。閩南話叫「牽拖」kHan33 tHua55。一般客家話  

叫「賴人」lai55 ¯in11。  

(63)「放拋荒」pioN55 pHa11 foN13 使田地荒廢。閩南話叫「放拋荒」paN 51 pHa33  

hN55。一般客家話叫「放畀荒」pioN55 pi31 foN13。  

(64)「壅肥」iuN35 pHi11 施肥。閩南話叫「壅肥」iN 51 pui13。一般客家話叫「落  

肥」lok5 pHi11。  

(65)「一百空一」it5 pak5 kHuN55 it3 一百零一。閩南話叫「一百空一」tsit1 pa51  

kH ç N51 it3。一般客家話叫「一百零一」it3 pak3 laN11 it3。  

(66)「崎」kia55 陡。閩南話叫「崎」kia33。一般客家話唸「崎」kHi13。   

(67)「囂俳」hia11 pai13 譏諷人擺闊，不可一世的樣子。閩南話叫「囂俳」hiau33  
pai55。一般客家話「囂俳」hia11 pai13、「風神」fuN35 sˆn11。   

(68)「無彩工」mo11 tsHai31 kuN13 可惜。閩南話叫「無彩工」bo33 tsHai55 kaN 55。 

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69)「好佳哉」ho31 ka11 tsai55 幸虧。閩南話叫「好佳哉」ho55 ka33 tsai11。一  

般客家話叫「好得」ho31 tet3。    
(70)「焢肉」kHuN55 ¯iuk3 焢肉。閩南話叫「焢肉」kH ç N51 ba/3。「焢肉」一般  

客家話叫「封肉」fuN35 ¯iuk5。   

(71)「激屎」kiuk5 sɨ31 擺架子。裝腔作勢、態度驕傲。閩南話叫「激屎」kik5 sai51。 
一般客家話沒有這個詞彙。   

(72)「煞矣」sot5 le11 完了。閩南話叫「煞矣」sua31 ·a11。一般客家話叫「忒  
矣」tHet3 le11、het3 l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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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杙仔腳」kHit5 le33 kiok3 樁腳。閩南話叫「柱仔骹」tHiau33 a55 kHa55。一  

般客家話叫「樁腳」tsoN35 kiok5。     

3. 曲折對應   

          不是借用閩南話的詞形，而是按照閩南話的意思，從埤頭客家話中找出相

應的詞來對譯。這種「仿造」的詞彙，在構思的運作上比較曲折，請參看底下

的例子：   
  (1)「馬薯」ma35 su11 荸薺。這個詞彙閩南話叫「馬薺」be55 tsi13，「薺」被客家

話解讀成「番薯」的「薯」(tsi13)，所以才會把「馬薺」轉成「馬薯」。  
  (2)「拈襇」 ¯iam35 kin53 在衣服上做出皺摺。這個詞彙閩南話叫「挈襇」kHio51 

kiN51，「挈」被客家話解讀成撿拾的「拈」，所以才會把「挈襇」說成「拈襇」。 

  (3)「鴨賞」ap3 soN31 用鹽醃漬壓扁再風乾的鴨子，是宜蘭的名產之一。這個詞

彙閩南話叫「鴨鯗」a51 sĩu51，「鯗」和「賞」在閩南話中都唸 sĩu51，所以埤

頭客家話把「鴨鯗」說成「鴨賞」。  
  (4)「剪鈕仔」tsian31 neu31 e11 扒手。閩南話叫「剪綹仔」tsian55 liu55 a51。「綹」、

「鈕」在閩南話中都唸  liu51，所以埤頭客家話把「剪綹仔」說成「剪鈕仔」。 

四. 小結 

通過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埤頭客家話的音系和詞彙特徵如下：  

(一)音系方面：  

 1. 聲母方面除了以  i 起頭的音節，有時候會有  ¸- 或 g-產生之外，其他和四縣

腔一致。  

 2. 韻母和聲調格局和四縣腔相同。    

(二)詞彙方面：  

經由我們初步的調查歸納，埤頭客家話的詞形應該是要選用四縣腔，但是

也有部分選用海陸腔；其中大約有 85 條詞彙是閩南話詞彙通過完全置換、拗折

調整和曲折對應等路徑，羼入了埤頭客家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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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彰化縣埤頭鄉四縣腔客語基礎語彙〉 



 



 1

    一、天文地理 

 

    (一) 天文 

 
【日頭】ngid3 teu11 太陽。  

【月光】ngied5 gong13 月亮。  

【月光攑枷】ngied5 gong11 kia11 ga13 月暈。 

【星仔】sen1333 ne53 星星。  

【牛郎】ngiu11 long11  星名，牽牛星的俗稱。   
【織女】ziid5 e31 星名，織女星的俗稱。      
【掃把星】so55 ba31 sen13 慧星。  

【星仔落屎】sen35 ne31 log5 sii31 慧星。 

【河溪】ho11 hai13  銀河。  

【雲】ziun11  雲。   

【天弓】tHian11 kiuN13 彩虹。  

【雺煙】mung11 zien13 霧。也叫「霧」vu55。 

【露水】lu55 sui31 露水。   

【霜】song13 霜。   

【雪】sied3 雪。   

【風】fung13 風。  

【起風】ki53 fung13 颳風。  

【龍捲風】liung11 gien31 fung13 龍捲風。 

【冰角】ben13 gog3 冰雹。  

【風颱】fung11 cai13 颱風。   

【水】sui31 雨。也叫「雨」 i31。  

【細細个雨】se55 se55 e33 i31 毛毛雨。  

【西北水】si13 bed3 sui31 西北雨。也叫「西

北雨」si13 bed3 ji31。  

【風時水】fung35 sii11 sui31 西北雨。  

【日頭水】ngid3 teu11 sui31 太陽雨。也叫

「日頭雨」ngid3 teu11 ji31。  

【𥍉爁】ngiab3 lang55 閃電。  

【響雷公】hiong53 lui11 gung13 打雷。  

【天時】tien35 sii11 天氣。例「天時異好」

tien35 sii11 i55 ho31。  

【好天】ho31 tien13 晴天。  

【壞天】fai31 tien13 刮風下雨的日子。    

【落水天】log5 sui31 tien13 下雨天。  

【烏陰天】vu33 im33 tien33 陰天。  

【蓋熱】i55 ngied5  天氣熱。  

【異寒】i55 hon11 天氣冷。   

【異冷】i55 lang13 天氣冷。  

【涼爽】liong11 song31 天氣涼爽。也叫「鬆

爽」sung13 song31。  

【天旱】tien11 hon13 旱災，長時間沒下雨

或下雨太少。  

【水災】sui31 zai13 水災。   

【發大水】bod3 tai55 sui31 水災。   

【火燒屋】fo31 seu13 vug3 火燒房子。       
【火燒山】fo31 seu11 san13 火燒山。    
【天狗食日】tien33 gieu53 siid5 ngid3 日

蝕。  

【天狗食月】 tien33 gieu53 siid5 ngied5 
月蝕。  

【地動】ti55 tung13 地震。  

【地牛翻身】×  地震。  

 

  (二) 自然地理 
 
【海】hoi31 海。  

【海浪】hoi31 long55 海浪。  

【海脣】hoi31 sun11 海邊。也叫「海邊」

hoi31 bien13。  

【波螺皺】po35 lo11 ziu55 水漩渦。  

【河灞】ho11 ba55 山間的小河溝。  

【溪】ke13 山間的小河溝。發音人這个詞彙

是受到閩南話影響的。  (閩) 

【圳溝】zun55 gieu13 灌溉用的水渠。  

【水溝】sui31 gieu13 疏通水流的溝道。   

【湖】fu11 大水匯集的水域。  

【窩】vo13 地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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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lag5 地名詞。  

【水池】×  蓄水的坑。  

【潭】tam11 潭。例「日月潭」ngid3 ngied5 tam11。 

【水窟仔】sui31 fud3 le11 小水池。  

【陂塘】bi35 tong11 蓄水的池塘。  

【落陂仔】lau55 bi11 e31 把池塘的水排放

掉。這時候會有很多人到河裏去抓魚。  

【魚塘】e11 tong11 養魚的池塘。  

【塭仔】vun13 ne31 養魚的池塘。  

【水庫】sui31 ku55 水庫。   

【水壩】sui31 ba55 水壩。  
【梯田】toi35 tien11 梯田。  
【坑壢】hang13 lag5 兩山之間的溝。  
【石駁】sag5 bog3 堤岸。   
【庄下】zong11 ha55 鄉下，相對於城市來

說。大陸客家話沒有這个詞彙。  

【都市】du11 sii55 城市。  

【田坵】tien11 kiu13 田地。  

【菜園】coi55 ien11 菜園。  

【田脣】tien11 sun11 田埂。   

【行】hong11 番薯壟。  

【箱】siong13 菜箱。  

【山】san13 陸地上高起的部分。  

【山頂】san13 dang53 山上。也叫「山崠」

san13 dung55。  

【崠頂】dung55 dang31 山頂。  

【山腳下】   山腳。  

【山嘎壢肚】   山谷裏面。  

【泥】nai11 泥土。  

【烏泥】vu35 nai11 黑土。  

【黃泥】vong11 nai11 黃土。  

【沙仔】sa13 e11 沙子。  

【風飛沙】fung11 bi11 sa13 風飛沙。  

【塵灰】ciin11 foi13 灰塵。    
【泥粉】nai11 fun31 灰塵。    
【坱】iung13 灰塵很多。例「泥粉異坱」nai11 

fun31 i51 iung13。    

【湳膏糜】lam55 go35 moi11 爛泥巴。  

【水】siu31 水。  

【井水】ziang31 sui31 井水。   

【海水】hoi31 sui31 海水。  

【泉水】can11 sui31 泉水。   

【自來水】cii55 loi11 sui31 自來水。   

【水道水】sui31 to55 sui31 自來水。日語

詞彙。   

【溫泉】vun35 can11 溫泉。  

【水沖空】sui31 cung11 kung13 水從高處

往下流所形成的地貌。  

【瀑布】×  瀑布。  

【凭崗】ben11 gong13 懸崖。  

【磅空】bong55 kung13 隧道。(閩) 

【山洞】san11 tung55 山中的洞穴。  

【鞏紅毛泥】kong11 fung11 mo35 nai11 
用水泥鞏固基礎。   

【點仔膠】da55 ma55 ga13 柏油。 (閩 ) 
【上背】song55 boi55 北部。   

【下背】ha11 boi55 南部。   

 
 

    二、時間節令 
 
【時節】sii11 zied5 時候。例「這下是乜个

時節」 lia11
 ha55 mag3 gai55 sii11 zied5。     

【一生人】id3 sen35 ngin11 一輩子。例「𠊎

一 生 人 蹛 佇 埤 頭 」 ngai11 id3 ien35 ngin11 
dai55 di55 bi35 teu11。  

【頭擺】teu11 bai31 以前。  

【以前】i35 cien11 以前。  

【較早】ka/5 zo31 以前。  

【後來】heu55 loi11 以後。例「後來退休」

hue55 loi11 tui55 hiu13。   

【這下】lia31 ha55 現在。也叫「現在」hien55 

ca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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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久】 i55 giu31 很久。例「𠊎蹛佇這異

久吔」ngai11 dai55 di55 ia31 i55 giu31 e11。  

【幾日】gid3 do11 ngid5 幾天。  

【□下正來】ga53 ha55 zang55 loi11 剛剛

來。  

【等一下】den31 id3 ha55 等一會兒。例「汝

等一下吔再去」 ngi11 den31 id3 ha55 e11 
zang55 hi55。  

【續下去】   接下去。  

【吂】mang11 還沒有。例「恁暗吔汝還吂

睡喔」an31 am55 me11 e11 han33 mang11 soi55 
o11 

【忒晝】ted3 zu55 太晚。  
 

【異罕得來】i55 han31 ded3 loi11 很少來。 

【臨時】lim11 sii11  臨時。例「𠊎臨時有

事，無法度去」ngai11 lim11 sii11 iu11 sii55 
mo11 fad3 tu55 ho31 hi55。   

【有時】iu35 sii11 有時候。  

【收冬】siu11 dung13 收割的時候。  

【早禾仔】zo31 vo11 e11 收割的時候。  

【慢禾仔】man55 vo11 e11 收割的時候。  

【□□】ten11 den33 馬上。例「𠊎□□去」

ngai11 ten11 den33 hi55。  

【閏月】ziun55 ngien11 閏年。   

【閏月】ziun55 ngied5 每逢閏年所加的一

個月叫「閏月」。「月」有時唸  ngied3、有時

唸  ngied5。   

【月頭】ngied5 teu11 月初。   

【月尾】ngied5 mi13 月底。  
【正月】zang11 ngied5  正月。  

【二月】ngi55 ngied5  二月。  

【三月】sam11 ngied5 三月。  

【四月】si55 ngied5 四月。  

【五月】e31 ngied5 五月。  

【六月】liug35 ngied5 六月。  

【七月】cid5 ngied5  七月。  

【八月】bad5 ngied5  八月。   

【九月】giu31 ngied5 九月。  

【十月】siib5 ngied5 十月。  

【十一月】siib5 id3 ngied5 十一月。  

【十二月】siib5 ngi55 ngied5 十二月。   

【今年】gin35 ngien11 今年。  

【過忒年】go55 ted3 ngien11 明年。  

【後年】heu35 ngien11  後年。  

【大後年】tai55 heu35 ngien11 大後年。  

【舊年】kiu55 ngien11 去年。  

【前年】cien11 ngien11 前年。  

【大前年】tai55 cien11 ngien11 大前年。  

【上隻月】song55 zag3 ngied5 上個月。  

【下隻月】ha55 zag3 ngied5 下個月。  

【一禮拜】id3 li11 bai55 一個星期。  

【星期日】sen35 ki11 ngid5 星期日。  

【禮拜一】li11 bai55 id3 星期一。也叫「拜

一」bai55 id3。  

【禮拜二】li11 bai55 ngi55 星期二。也叫

「拜二」bai55 ngi55。  

【禮拜三】li11 bai55 sam13 星期三。也叫

「拜三」bai55 sam13。   

【禮拜四】li11 bai55 si55 星期四。也叫「拜

四」bai55 i55。  

【禮拜五】li11 bai55 e31 星期五。也叫「拜

五」bai55 e31。  

【禮拜六】li11 bai55 liug3 星期六。也叫

「拜六」bai55 liug3。  

【今晡日】gim33 bun35 ngid5 今天。  

【天光日】tien11 gong11 ngid5 明天。海

陸腔叫「韶早」Sau53 zo13。   

【後日】heu13 ngid5  
後天。  

【大後日】tai55 heu13 ngid5 大後天。  

【昨晡日】co11 bu11 ngid5 昨天。  

【前日】cien11 ngid3 前天。  

【大前日】tai55 cien11 ngid3 大前天。  

【日時頭】ngi53 sii11 teu11 白天。  

【暗晡頭】am55 bu35 teu11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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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id3 ngid3 一天。  

【一工】id3 gung13 一天。做事情的用語。 

【規日】gui33 ngid5 整天。例「𠊎規日就佇

屋下」ngai11 gui33 ngid5 ziu55 di55 vug3 ka13。 

【每日】mi13 ngid5 每天。例「𠊎每日都

出去」ngai11 mi13 ngid5 du55 cud3 hi55。  

【雞啼】ge35 tai11 雞叫。  

【天還吂光】tien35 han11 mang11 gong13 

天還沒亮。  

【天愛光咧】tien11 oi55 gong13 lio11 天
要亮了。  

【日頭出來咧】  天要亮了。  

【天光矣】tien11 gong13 nge11 天亮。  

【打早】da31 zo31 大清早。  

【朝晨頭】zeu35 siin11 teu11 早上。  

【會晝矣】voi55 zu55 e11 快要接近中午的時候。 

【當晝】dong11 zu55  中午。   

【過晝】go55 zu55  午後。   

【下晝】ha11 zu55 下午，約下午四、五點

的時候。  

【臨暗仔】lim11 am55 me11 黃昏，太陽快

下山的時候。  

【暗頭仔】am55 teu11 e11 傍晚、天剛黑、

點燈的時候。  

【三更半暝】sam11 gang11 ban55 ia55 三
更半夜，晚上十一點到零晨一點。  

【雞報寅】ge11 bo55 i11 清晨三點到五點。 

【天光卯】tien11 gong11 mau13 清晨五點

到七點。  

【日出辰】ngid5 cud5 siin11 早上七點到九點。 

【日落申】ngid5 log5 siin13 下午三點到五點。 

【點燈酉】diam53 den35 iu11 下午五點到七點。 

【食早飯】siid5 zo31 fan55 吃早飯。  

【食當晝飯】siid5 dong11 zu55 fan55 吃中飯。 

【食夜飯咧】siid5 ia55 fan55 le11 吃晚飯。 

【食點心】siid5 diam31 sim13 吃點心。  

【一年四季】id3 ngien11 si55 gui55  

【春天】cun11 tien13 春天。  

【夏天】ha55 tien13  夏天。也叫「熱天」

ngied5 tien13。  
【秋天】ciu11 tien13 秋天。  

【冬天】dung11 tien13 冬天。也叫「寒天」

hon11 tien13。  

【節氣】zied3 hi55 節氣。   

【立春】lib5 cun13 立春。   

【雨水】ji31 sui31 節氣名。  

【驚蟄】giang11 ciid5 節氣名。  

【春分】cun11 fun13 節氣名。  

【清明】ciang35 miang11 節氣名。  

【穀雨】gug3 ji31 節氣名。  

【立夏】lib5 ha55  節氣名。  

【小滿】seu31 man13 節氣名。  

【芒種】mong11 zung55 節氣名。  

【夏至】ha55 zii55  節氣名。  

【小暑】seu31 cu31 節氣名。  

【大暑】tai55 cu31  節氣名。  

【立秋】lib5 ciu13 節氣名。  

【處暑】cu55 cu55 節氣名。  

【白露】ped5 lu55  節氣名。  

【秋分】ciu11 fun13 節氣名。  

【寒露】hon11 lu55  節氣名。  

【霜降】song11 gong55 節氣名。  

【立冬】lib5 dung13  節氣名。  

【小雪】seu31 sied3 節氣名。  

【大雪】tai55 sied3 節氣名。  

【冬節】dung11 zied5 節氣名。(閩 )。客家

話叫「冬至」dung11 zii55。   

【小寒】seu31 hon11 節氣名。  

【大寒】tai55 hon11 節氣名。  

【三十暗晡】sam11 siib5 am55 bu13 除夕

夜。閩南話叫「二九暝」。  

【圍爐】×  
【團圓飯】ton11 ien11 fan55 團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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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硩腰錢】zag3 ieu35 cien11 女兒出嫁時

綁在腰帶的錢。  

【□□錢】×   壓歲錢。  

【初一】cu13 id5 正月初一。   
【天公生】tien11 gung11 sang13 正月初九

天公生。   
【上元】song55 ngien11 農曆正月十五，

元宵節。在那一天晚上大廟都會有展覽花燈

和猜燈謎的活動。  

【天穿日】tien11 con35 ngid3 農曆正月二十。  

【濟公生】    

【清明】ciang35 miang11 清明節，要掛紙

(掃墓 )，祭祖。  

【五月節】e31 ngied5 zied3 端午節。  

【扒龍船】pa11 liung11 son11 划龍船。  

【媽祖生】ma11 zu53 sang13 
【搨粽仔】tag5 zung55 nge11 綁粽子。  

【七娘生】cid3 ngiong11 sang13 農曆七

月七日，拜七娘媽。  

【中元】zung35 ngien11 農曆七月十五。

也叫「七月半」cid3 ngied5 ban55。   

【八月半】bad3 ngied5 ban55 中秋節。  

【中秋餅】zung11 ciu13 biang31 中秋餅，

也叫「月餅」ngied5 biang31。  

【重陽】ciung11 iong11 重陽節。  

【尾牙】mi35 nga11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

農民和商人以牲禮供奉土地公，並且宴請受

雇的人。  

 

    三、方位 
 
【東】dung13 東邊。   

【西】si13 西邊。  

【南】nam11 南邊。  

【北】bed3 北邊。  

【中央】dung11 ong13 中心地方。 

【頭前】teu11 cien11 前面。  

【後背】heu55 boi55  後面。  

【頂䟘】dang31 go13 上面。  

【下背】ha11 boi55 下面。  

【邊脣】bien35 sun11 旁邊。  

【對面】dui55 mien55  受國語影響。  

【外背】ngo55 boi55 外面。也叫「外面」

ngoi55 mien55。    

【裏背】li11 boi55 裏面。  

【右邊】iu55 pien31 右邊。  

【左邊】zo31 pien31 左邊。  

【倷】nai53 哪裏。  

【倷都去嫽吔】nai53 du55 hi55 liau55 e11 
到處。  

【隔壁】gag3 biag3 隔壁。  

【鄰舍】lin11 sa55 鄰居。  

【地方】    地方。  

【所在】so31 cai55 地方。   

【位所】vi55 so31 地方。  

【羅盤】lo11 pan11 羅盤。  

 
 

    四、日常用品 

 

    (一) 一般用品 

 
【東西】dung11 si13 東西。  

【家伙仔】ga13 fo31 e11 工具。  

【財產】coi11 san31 家產。例「賰幾多財

產」cun11 gio31 cai11 san31。  

【私寄錢】sii11 kia35 cien11 私房錢。也

叫「私胿錢」sii11 goi35 cien11。  

【錢槓仔】cien11 gong11 nge11 撲滿。  

 

    (二) 家庭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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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衫枋】se31 sam11 biong13 洗衣板。  

【洗衫槌仔】se31 sam35 cui11 e11 洗衣棒。 

【茶箍】ca11 gu13 肥皂。  

【茶箍波】ca11 gu11 po13 肥皂泡沫。  

【茶箍籃】  肥皂盒。  

【茶箍粉】ca11 gu11 fun53 肥皂粉。  

【冇石仔】pang55 sag5 ge31 一種可以洗

滌用的石子。  

【牙膏】nga11 gau13 牙膏。    

【湯喙杯仔】tong11 zoi55 bi35 e31 漱口

杯。  

【牙搓仔】nga11 co55 e31 牙刷。  

【牙籤仔】nga11 ciam31 me11 牙籤。   

【面盆】mien55 pun11 洗臉裝水用的小盆。 

【錫桶仔】siag3 tung31 nge11 裝水的桶

子。也叫「鉛桶仔」 ien11 tung31 nge11。 (閩 ) 

【井桶仔】ziang31 tung31 nge11 打井水的

桶。  

【水桶】sui31 tung31 水桶。  
【腳盆】giog3 pun11 洗腳用的桶子，木製，

比較淺。  

【面帕】mien55 pa55 洗臉用的毛巾，擦臉

或擦身體用的布；或者叫「面布」。  

【手帕】su31 pa55 手帕。  

【遮仔】za13 e31 雨傘。  

【簑衣】so11 i13 簑衣。        
【水衣仔】sui31 i13 e11 雨衣。  

【笠嫲】lib5 ma11 斗笠。   

【笠嫲𡱰】lib5 ma11 dug3 斗笠最尖頂的

部分。  

【靴筒】hio35 tung11 橡膠雨鞋。也叫「雨

鞋」sui31 hai11。    

【箱仔】siong11 ngẽ53 箱子。  

【眠櫃仔】min11 kui55 e11 一種躺櫃式的

床，上面睡覺，下面如長方形的箱，裏面可

以存放東西。  
【針】ziim13 針。  

【線】sien55 線。例「穿線」con11 sien55。  

【剪刀】zien31 do13 剪刀。            
【鑽仔】zon55 ne31 鑽子。   

【尺】cag3 尺。  

【米尺】mi31 cag3 尺。  

【紙仔】zii31 e11  紙。  

【熨斗】iun55 deu31 熨斗。  

【裁縫車仔】cai11 fung11 ca13 e11 車衣服

的機器。    
【ミシン】mi33 sin55 ca13 車衣服的機器。

日語詞彙。也有人說。  

【織布機】ziid3 bu55 gi13 早期用來織布

的機器。少用。  

【耳屎扒仔】ngi31 sii31 pa11 e11 鈎耳屎

的器具。  

【爪癢个】zau31 iong33 nge55 抓癢的器具。 

【扇仔】san55 ne31 扇子。  
【紙扇仔】zii31 san55 ne31 扇子。  

【時鐘仔】sii11 zung13 nge31 看時間的器

具。  

【手錶仔】su31 beu31 e11 手錶。  

【鬧鐘仔】nau55 zung13 nge31 鬧鐘。  
【目鏡】mug3 giang55 眼鏡。  

【鏡框仔】giang55 kiong13 nge53 鏡框。 

【鏡片】giang55 pien31 鏡片。  

【鏡仔】giang55 nge31 鏡子。  

【溫度針仔】vun33 tu55 ziim11 me31 溫

度計。  

【桌布】zog3 bu55 桌布。  

【風罐仔】fung11 gon55 ne31 打氣筒。也

叫「灌風筒」gon55 fung35 tung11。   

【垃圾仔】leb3 seb3 be11 垃圾。  

【垃圾桶仔】la31 sab3 tung31 nge11 垃圾

桶。(閩) 

【地圾車】leb3 seb3 ca13 垃圾車。  

【糞斗仔】bun55 deu31 e11 畚斗。   

【掃把】so55 ba31 掃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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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袪把】kia55 ba31 竹掃帚。      
【袪把絲仔】kia55 ba31 si13 e11 細竹枝。 

【竹修仔】zug3 siu13 e11 細竹枝。  

【痰罐】tam11 gon55 吐痰的器具。   

【洗身楻】se31 siin35 fong11 木頭做的浴

桶。  

【尿桶】ngiau55 tung31 尿桶。  

【尿壺仔】ngiau55 fu11 e11 夜壺。         

【尿勺仔】ngiau55 sog5 ge11 把糞便從糞

坑中舀取出來的工具，柄很長。  
【屎桶仔】sii31 tung31 nge11 屎桶。      

【竹𥯟】zug3 bai13 在沒有衛生紙的時代，

用來擦屁股用的器具。  

【粗紙】cu13 zii53 早期的衛生紙。  

【衛生紙】vi33 sen11 zii31 衛生紙。   

【布仔】×  早期的衛生棉，用一塊黑色的布。 

【鎖頭】so31 teu11 鎖。  

【鎖匙】so31 sii11 鑰匙。  

【吸石仔】hiab5 sag5 ge11 磁鐵。  

【じしゃく】zi33 zia55 gu31 磁鐵，日語

詞彙。  

【茶罐仔】ca11 gon55 ne31 用來裝茶的容

器。           

【茶盤仔】ca11 pan11 ne11 茶盤。  

【煖罐】non11 gon55 熱水瓶。也叫「煖壺」

non11 fu11。               

【保溫杯仔】bo31 vun11 bi35 e31 保溫杯。 

【茶杯仔】ca11 bi13 e11 茶杯。  

【花矸仔】fa11 gon55 ne31 花瓶。  

【酒矸仔】ziu31 gon55 ne31 酒瓶。  

【花盆仔】fa35 pun11 ne11 種花的盆子。  

【酒矸蓋仔】ziu31 gon55 goi55 e31 瓶蓋。           

【酒塞仔】ziu31 sed3 le11 瓶塞。  

【眠床】min11 cong11 供人睡覺的器具。  

【膨床】pong55 cong11 彈簧床。  

【大眠床】tai55 min11 cong11  通舖。  

【草蓆仔】co31 ciag5 ge31 草蓆。  

【竹蓆仔】zug3 ciag5 ge31 竹蓆。  

【たたみ】ta33 ta55 mi31 榻榻米。  

【蟧䗁車】la11 kia11 ca13 學步車。也叫「四

腳車」si55 giog3 ca13。  

【木馬仔】mug3 ma13 e11 小孩騎的木馬。

也叫「竹馬仔」zug3 ma13 e11。  

【搖籃仔】ieu11 lam11 me11 搖籃。           
【算盤】son55 pan11 算盤。  

【量仔】liong55 nge31 大的秤。  

【秤仔】ciin55 ne31 桿秤。  
【秤鈎仔】liong55 gieu13 e31 秤下垂的金

屬彎鈎；用以懸掛所秤的物體。  

【秤耳仔】ciin55 ngi31 e11 秤上方的抓環。 

【秤槓仔】ciin55 gong55 nge31 秤桿。  

【秤星】ciin55 sen13 秤桿上的刻度。  

【秤頭】ciin55 teu11 秤的分量。  

【秤錘】ciin55 tui13 秤錘。一般客家話叫

「秤砣」。(閩) 

【磅】bong11 磅秤。可能是受到閩南話的

影響，應該唸  bong55。       
【磅子】bong55 zii31 磅秤上的法碼。  

【戥仔】den31 ne11 小秤或天平。發音人表

示他知道「戥」，但是不常說。  

【煙筒】ien35 tung11 煙斗。     
【煙頭】ien35 teu11 煙蒂。   

【煙灰】ien11 foi13 煙灰。   

【煙喙仔】ien11 zoi55 e31 煙嘴。   

【桌仔】zog3 ge11 桌子。  

【飯桌仔】fan55 zog3 ge11 飯桌。  

【八仙桌】bad3 sien11 zog3 八仙桌。  

【事務桌】sii55 vu55 zog3 事務桌。  

【書桌仔】su11 zog3 ge11 書桌。  

【案桌仔】on55 zog3 ge11 擺放神明的供桌。 

【拖仔】to33 e53 抽屜。  

【化粧箱仔】fa55 zong11 siong13 nge31  

化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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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台】fa55 zong35 toi11 
【鏡台】giang55 toi11   
【凳仔】den55 ne31 椅子。  

【膨凳】pong55 den55 沙發椅。     
【凭凳】ben55 den55 躺椅。  
【長凳】cong11 den55 長椅子。  
【圓凳仔】ien11 den55 ne31 小凳子。      
【大交椅】tai55 gau11 i51 一種有扶手有靠

背的椅子，坐起來很舒服。        

【竹凳仔】zug3 den55 ne31 母子椅。  
【梳仔】sii11 e53 梳齒比較寬疏的梳子。 

【摒仔】bin55 ne31 中間有樑，梳齒比較窄

密的梳子。  

【鞋𩐅仔】hai11 siab5 be11 鞋拔子。  

【籮䈪】lo11 gag3 在喜慶時放置禮品的圓

形籃子。  

【𣛮】cang55 婚嫁迎親時，放置禮品的方

形箱子。  
【燈盞】den35 zan53 煤油燈。  

【火熥】fo31 cung13 烤熱用的小火爐。  
【火缽仔】fo31 bad3 le11 在火熥內裝熱炭

的瓦缽。  

【手電筒】su31 tien55 tung11 手電筒。  

【電火】tien55 fo31 電燈。  

【電珠仔】tien55 zu11 e53 電燈泡。  

【電管】tien55 gong31 燈管。  

【塑膠袋仔】sog3 ga11 dai55 e31 塑膠袋。 

【電扇】tien55 san55 電風扇。  

【冰箱】ben11 siong13 電冰箱。  

【電影】tien55 iang31 電影。   

【電鑊仔】tien55 vog5 ge31 電鍋。        

【電視】tien55 sii55 電視。    

【電唱機】tien55 cong55 gi13 電唱機。  

【吹風機仔】coi11 fung11 gi11 e31 吹風

機。  

【電話】tien55 fa55 電話。    

【電池】tien55 cii11 乾電池。  

【電泥】tien55 nai11 電石。  

【收音機仔】su11 im11 gi11 e31 收音機。  

【錄音機仔】lug5 im11 gi11 e31 錄音機。 

【淋瑭】lam11 tong11 搪瓷。閩南話叫「淋

瑭」 lam11 tHe33。  

【蠟燭】lab5 zug5 蠟燭。   

【冷氣】lang11 hi55 冷氣機。   

【望遠鏡】fong55 ien31 giang55 望遠鏡。

發音人表示不唸 mong55。  

【放大鏡】fong55 tai55 giang55 放大鏡。 

【スプリング】×  彈簧。  

【弓仔】giung33 nge53 彈簧。  

【紙袋仔】zii31 toi55 e31 紙袋子。  

【蚊仔水】mun11 ne55 sui31 殺蟲劑。  

【蚊香】mun11 hiong13 蚊香。  

 

   (三) 廚房用品 
 
【灶下】zo55 ha13 廚房，家中做飯的地方。 

【廚房】cu11 fong11  

【灶頭】zo55 teu11 灶。   

【火灰】fo31 foi13 火燒剩下之後的灰燼。 

【鐵精】   撥弄柴火的工具。  

【火灰耙】fo31 foi35 pa11 鏟灰燼的工具。 

【風箱】fung11 siong13 風櫃。         
【火鉗】fo31 kiam11 鐵製的挾柴火的工具。    

【番仔火】fan11 ne55 fo31  火柴。 

【番仔火精仔】fan11 ne55 fo31 zin11 ne53 
火柴。 

【ライタ—】lai51 da31 打火機，日語詞彙。

書面語叫「打火機」da31 fo31 gi13。 

【火石仔】fo31 sag5 ge31 早期的點火工具。 

【煙涵】ien35 ham11 煙囪。特色詞。* 

【鑊頭黸】vog5 teu11 lu13 鍋子底下的黑

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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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筒】fo31 tung11 起火時用來吹氣使火

點著的竹管。   
【風爐仔】fung35 lu11 e11 小型灶爐，有

風口，以木炭為燃料，多用來煎藥。  
【風爐盤仔】fung35 lu11 pan11 ne11 小型

放在爐子下方，用來間隔火灰的器具。  

【石炭球】   煤球。       

【石炭】sag5 tan55 煤炭。  

【火炭】fo31 tan55 木炭。  

【ガラ】ga55 la31 焦炭；日語詞彙。  

【コ—クス】×  一種用鋸屑做成的燃料，

也叫「原子柴」。  

【瓦斯】nga31 sii13 煤氣。日語詞彙。  

【番仔油】fan33 ne55 iu11 煤油。  

【幫浦仔】pong55 pu31 e11 手按抽水機。       

【水龍頭】sui31 liung11 teu11 水龍頭。     

【水缸】sui31 gong13  

【盦缸】am33 gong13 用來醃製食物的陶土缸。 

【桌蓋】zog3 goi55 桌蓋。       
【飯甑】fan55 zen55 裝飯的桶子。       

【飯甑架】×     放飯甑的架子。  

【飯篼觳仔】fan55 deu11 kog5 ge31 飯盒。 

【盒仔】hab5 be31 盒子。  

【笊簍】zau55 leu11 笊籬。也叫「飯簍」

fan55 leu11 (海陸腔 )。  
【烳𨰠】pu11 lo11 生鐵鍋子。閩南話叫「鍟

鍡」sẽ33 ue55。   

【缽仔】    陶鍋。  

【火鍋鑊仔】fo31 go11 vog5 ge31 火鍋。            

【菜刀】coi55 do13 切菜用的刀。               
【菜刀柄】coi55 do11 biang55 切菜用的

刀。也叫「刀仔柄」do11 e55 biang55。  

【刀喙】do11 zoi55 刀刃。  

【刀框】do11 kiong13 刀背。  

【砧枋】zem11 biong13 砧板。       
【鑊頭】vog5 teu11 鍋子。也叫「鑊仔」vog5 

ge11。閩南話叫「鼎」 tiã51。     

【鑊耳仔】vog5 ngi31 e11 鍋把。  

【鑊蓋】vog5 goi55 鍋蓋。  

【鑊㞘】vog5 dug3 鍋底。  

【洗鑊把】se31 vog5 ba31 洗刷鍋子的刷

子。          
【菜瓜布】coi55 gua11 bu55 絲瓜布。  

【鑢仔】lu55 e31 棕刷。也叫「たわし」ta33 

va55 si31。  

【刷仔】sod5 le11 把瓜或蘿蔔擦成絲的用

具，在木板上釘上有孔的金屬片。         
【刨仔】pau11 e11 刮皮的工具。 

【飯匙】fan55 cii11 添飯的器具。    

【湯匙】tong35 cii11 湯匙。 (大 ) 

【調羹】teu11 gang13 湯匙。(小 ) 

【鑊鏟】vog5 can31 鍋鏟。    
【勺仔】sog5 ge31 鐵勺。       

【漏勺仔】leu55 sog5 ge31 有洞的鍋瓢。       
【篩仔】ci33 e53 小枝細孔的過濾網。  

【托盤】tog3 pan11 用來端菜的器具。  

【盤仔】pan11 ne11 盤子。  

【䖒仔】fi11 e11 材質是「瓷」的。  

【豆油碟仔】teu55 iu11 tiab5 be11 放佐料

的小碟子。  

【吮管】cion13 gong31 吸管。現在也叫「吸

管」si55 guan11。  

【筷仔】kuai55 e11 筷子。   

【筷筒仔】kuai55 tung31 nge11 裝筷子的

器具。  

【鑯仔】ciam31 me11 叉子。   

【碗櫥】von31 cu11 菜櫥。     
【棧仔腳】×  墊在菜櫥腳下，防止螞蟻往

上爬的器具。             

【酒開仔】ziu31 koi11 e55 開瓶器。   

【米篩目枋】mi31 ci11 mug5 biong13 做
米苔目的工具。           

【烏蠅撲仔】vu35 in11 pog5 ge11 打蒼蠅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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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蠅紙仔】vu35 in11 zii31 e11 黏蒼蠅的紙。 

【蚊掃仔】mun11 so55 e11 趕蚊子撣灰塵

的器具。        
【老鼠籠仔】lo55 cu31 lung33 nge53  捕
鼠籠。     

【老鼠夾仔】lo55 cu31 giab5 be31  裝上

誘餌，用來夾住果子狸的器具。         
【碗】von31 吃飯時盛飯的器具。  

【大碗公】tai55 von31 gung13 大的碗。  

【瓠勺】pu11 sog5 用來舀水澆灑的工具。 
【粄印】ban31 in55 做米食的模具，有各種

形狀。                       

【籠床】lung11 cong11  蒸籠。      
【粄簝仔】ban31 liau11 e11 蒸東西時擺在

鍋子和籠床之間的器具。  

【雞毛掃仔】ge11 mo11 so55 e11 雞毛撣

子。   
【塑膠】sog5 gau13 塑膠。   

【□□管仔】ho55 su31 gong31 nge11 塑
膠水管。  

【酒盎】ziu31 ang13 裝酒用口小肚大的陶

製容器。            
【酒甕】ziu31 vung55 酒甕。  

【酒罐仔】ziu31 gon55 ne11 酒瓶。  

【鹽盎仔】iam11 ang11 nge53 裝鹽的小罐

子。          

【油抽仔】iu11 cu33 e53 一種汲油分裝的

器具，類似手動磅浦。  

【油漏仔】iu11 leu55 e31 漏斗。  

【酒甌仔】ziu31 au33 e53 買酒時用的量酒

勺。  

【樹奶仔】su55 nen55 ne31 橡皮筋。  

【臭丸仔】cu55 ien11 ne11 樟腦丸。  

【刀石】do11 sag5 用來磨刀的磨刀石。  

【□□】ka33 vang53 袋子。日語詞彙。  

【加䉀仔】ga11 zi55 e11 一種用藺草編的草

籃子。   

【磨石】mo55 sag5 石磨。             
【挨】ai13 推磨的動作。例「挨米」ai13 mi31、

「挨磨石」ai11 mo55 sag5。  

【擂缽】lui11 bad3 le11 用土燒成的鍋，鍋

子裏面有溝槽，可以磨東西，像是做「擂

茶」。閩南話叫「磨坩」。         

【礬】fan11 礬。   

【玻璃】bo35 li11 玻璃。   

【箢仔】     販售蠔時，用竹編容器稱重

量叫做「箢仔」，蠔本身含有大量的水分，

容器本身做得細密，可以瀝去過多水分，但

仍可保持一定的水分，可以說對買賣雙方都

公道的器具。  

 
 

      五、農工用品 
 
【穀倉】gug3 cong13 放穀子的設置。  
【穀囤仔】gug3 tun55 ne31 一種放穀子的

設置。  
【割耙】god3 pa11 耙田的工具。          

【鐵耙】tied3 pa11 耙田的工具；手耙的形

狀像「而」字。也叫「鑯耙」ciam31 pa11。     

【草耙】co31 pa11 耙草的工具。  

【犁】lai11 犁。         
【犁頭】lai11 teu11 犁頭。  

【犁鈎仔】lai11 gieu13 e11 犁鈎。  

【犁柄】lai11 biang55 犁柄。  

【犁手】lai11 siu31 犁手。  

【犁壁】lai11 biag3 犁壁。  

【钁頭】giog5 teu11 鋤頭。   

【刜刀】pud3 do13 長柄割草用的刀。(閩 )           

【秧盆】iong35 pun11 ne11 插秧時放置秧

苗的圓盆狀器具，底座是平的，放在水田

中，利於滑動。  
【秧鏟】iong13 can53 剷秧苗的工具。  

【盪耙】tong55 pa11 扒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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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盪耙】tai55 tong55 pa11 用來集中或打

散穀子來曝曬，兩端有拖曳繩，使用的時候

分別由兩人拖曳，後面有一個人來控制。  
【盪棍】tong55 gun55 水田要插秧之前把田刮

平的農具。北部客家話叫「楋筒」lad5 tung11。 

【耙】  扒土的農具，用來碎土或整平土地，

有長柄，一般有鐵齒。  
【鐵鍤仔】tied3 zab3 e55 四齒的耙。  
【鐵牛仔】tied3 ngiu11 e11 耕耘機。也叫

「犁田機」。  

【石碖仔】sag5 lun31 ne11 碾平地面可以

滾動的大石頭。  

【碖石】lun31 sag5  碾平地面可以滾動的

大石頭。     
【水車】sui31 ca13 水車。    

【風車】fung11 ca13 風車。  

【水筧】sui31 gien31 把竹子剖成兩半，刨

去竹節而接成的引水器具。  

【竹笪仔】zug3 lad5 le11 以竹篾編成供曬

稻穀等農產品的一種大竹席。也叫「竹蓆」

zug3 ciag5。  

【風車】fung11 ca13 去掉不實穀物的農具。 
【梜仔】gien31 ne11 連耞。              
【龜殼】×  除草的時候背在背上的器具，

台灣南部的農人比較常用。             

【天車】tien11 ca13 轆轤。  
【牛喙納】ngiu11 zoi55 lab3 將牛嘴罩住

的器具。             

【牛灌筒】ngiu11 gon55 tung11  餵牛灌藥

的器具。  

【牛拂仔】ngiu11 fid5 le11 趕牛用的鞭子。 
【牛鼻桊】ngiu11 pi55 kien13 套牛鼻的鐵

環。  

【牛杙仔】ngiu11 kid5 le11 綁牛的小木樁。 

【打杶仔】   打樁。  

【拖藤】to35 ten11 在車子兩端用來和拉車

牲畜相連的東西，掛搭在牛背上的整副拖車

具。         

【牛軛】ngiu11 ag3 牛軛。   

【牛索】ngiu11 sog3 牛繩。   

【舂臼仔】zung11 kiu13 e11 舂臼。           
【舂臼槌】zung11 kiu35 cui11 舂臼。  

【細舂臼仔】se55 zung11 kiu13 e11 小舂

臼。  

【斗】deu31 量米的器具。   

【斗概】deu31 ge55 量米的器具。不唸 deu31 

goi55。  

【挨礱】ai35 lung11 將穀物去殼的農具，  

閩南話叫「塗礱」。     
【碓】doi55 舂米用具。        
【割鐮】god3 liam11 收割莊稼和割草的農

具。        

【彎刀仔】van11 do13 e11 割草用的鐮刀。 

【甘蔗刀】gam11 za55 do13 削甘蔗用的

刀。  

【蒔田槓】sii55 tien11 gong11 插秧時帶在

手指上的工具。          

【戽斗】fu55 deu31 戽斗。         

【戽桶】fu55 tung31 戽桶。   

【糞箕】bun55 gi13 畚箕。  
【𥯥箕】cab5 gi13 裝粟的器具，形狀和糞

箕一樣，但是沒有耳。        

【豬罨仔】zu11 lung11 nge53 放豬哥的長

形籠子。  

【毛籣】mo35 lan11
 用竹篾編成的一種大的

圓形淺筐。        
【豬㨨束仔】zu11 liu55 sog3 ge11 捉豬的

時候，用麻繩做成的腳套。  

【豬篼】zu11 deu13 放溲水給豬吃的器具，

有木製的，也有石製的。      
【豬欄】zu35 lan11 豬舍，養豬的地方。  

【豬灶】zu11 zo55 殺豬的地方。  

【豬砧】zu11 diam13 賣豬肉的地方。(閩 ) 

【索仔】sog3 ge11 繩子。  

【棍仔】gun55 ne31 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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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桶】sa55 tung31 澆菜用的桶子。             
【汁桶】ziib3 tung31 裝溲水的桶子。              
【汁】ziib3 倒掉的殘湯剩菜和淘米、洗菜、

洗刷鍋碗等用過的水。  

【磟碡】lug5 cug5 磟碡。  

【斛桶】fug5 tung31 除穀粒的桶子。    
【機器桶】gi11 hi55 tung31 用腳踩動的摔桶。   
【擔竿】dam55 gon13 竹製扁擔。 

【擔竿頭】dam55 gon13 teu11 竹製扁擔兩

端凹下之處。  

【鈎仔索】gieu11 e55 sog3 用扁擔挑東西

的時候用來綁東西的繩子。  

【扦槓】ciam11 gong55 扁擔的一種，長約

一丈，兩端各削成尖形。通常是以前人到山

上砍柴、割草的時候，先將柴草綑紮後，用

這種尖擔插入，便可以挑下山。  

【米鑯仔】ciam51 gong11 nge11 檢查米質

好壞的尖管。   

【米篩】mi31 ci13 竹製的篩米器具。  

【豬菜絞】  一種切豬菜用的鍘刀。       
【米籮】mi31 lo11 竹製的裝米器具。       

【吊籃仔】diau55 lam11 me11 吊在屋脊上

的籃子。          

【雞弇】gie35 kiem11 竹製的雞罩，無底的。 

【雞棲】gie11 zi55 雞舍。有搭建的。  

【雞寮】gie35 liau11 雞舍。沒有搭建的。  

【竹袪仔】zug3 giab5 be11 趕雞用的工具。 

【竹篙】zug3 go13 竹竿。  

【竹篙杈仔】zug3 go11 ca13 e11 竹竿。  

【三腳拄仔】sam33 giog3 du11 e11 三腳

架。  

【樹架仔】su55 ga55 e11 揹東西的木架。  

 

捕魚工具 
 
【魚網仔】e11 miong31 nge11 魚網。   

【釣篙仔】diau55 go13 e31 釣竿。  

【魚鈎仔】e11 gieu13 e11 釣竿線端的小

鈎。也叫「釣鈎仔」diau55 gieu13 e11。  

【錫墜仔】bong11 zii31 使魚鈎沒入水中的

裝置。    
【浮秤】pu11 ciin55 浮標。  

【䉂公】lui31 gung13 nge11 魚簍子。  
 

關於木工用詞 
 
【刀嫲】do35 ma11 柴刀。  

【斧頭】bu31 teu11 斧頭。          

【斧頭櫼仔】bu31 teu11 ziam13 me11 嵌

進斧頭鐵框內的鐵楔子。  

【鋸仔】gi55 e31 鋸子。        

【鋸屎烌】gi55 sii31 fu13 鋸子鋸下來的木

屑。  

【鑿仔】cog5 ge31 鑿子。   
【鏨仔】cam55 me31 一種鑿石頭或金屬的

鑿子。    

【榫頭】sun31 teu11 一種木器組合的方法，

利用凹、凸方式相接處凸出的部分。  

【榫空】sun31 kung13 一種木器組合的方

法，利用凹、凸方式相接處凹下的部分。  

【線墜仔】sien55 cui55 e31 看牆璧有沒有

平的工具。  

【ドライバ—】  螺絲起子。  

【螺絲】lo11 sii13 螺絲。  

【扁鑽仔】bien31 zon55 ne31 螺絲起子。        

【スパナ】si11 bad5 la51 板手。  

【活板仔】ua11 ban55 nã51 活動板手。(閩 ) 

【鉗仔】kiam11 me11 鉗子。        

【虎頭鉗仔】fu31 teu11 kiam11 me11 尖端

有利剪，可以用來夾斷釘子或剪斷鉛線的鉗

子。  

【刨刀】pau11 do13 鉋刀。也叫「刨仔」pau11 e11。 
【刨刀槤仔】pau11 do33 lien33 ne51 鉋刀

所刨出來的木片，多呈捲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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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釘仔】tied3 dang33 nge53 釘子。  

【鐵錘仔】tied3 cui11 e11 鐵錘。          
【バ—ル】va55 lu31 拔釘器。   

【銇鑽】×  木工專用的一種鑽木工具。  

【鋸銼仔】gi55 co11 e11 銼刀。  

【墨斗】med5 deu31 木工畫直線用的工具。 

【彈線】tan11 sien55 彈動墨斗的黑線。   

【箍桶】kieu11 tung31 早期做木桶的一種

工夫。  

 

關於水泥工用詞 
 
【水秤】sui31 ciin55 看地平不平的工具。  

【沙撩】sa11 liau13 鏟子。    

【鉛筆仔】ien33 bid5 la51 鏟子。尖頭。   

【沙耙】sa35 pa11 鏟子，向自身方向耙取

泥沙的器具。  

【抹刀】mad3 do13 抹牆的工具。  

【灰匙仔】foi35 cii11 e11 用來抹牆的工具。 

【灰盤仔】foi35 pan11 ne11 泥水匠砌牆抹

用的工具，上面放著和好的混泥土。  

【尖喙掘仔】ziam11 zoi55 kud5 le31 十字

鎬。      

【沙篩仔】sa11 ci13 e53 篩土的篩子。  

    
 
 

  六、糧食蔬菜 

 

  (一) 莊稼作物 

 
【禾仔】vo11 e11 稻子。  

【禾串】vo11 con55 稻穗。  

【秧仔】iong13 nge31 稻子的幼苗。  

【穀仔】gug3 ge11 榖子。   

【粟芒】gug3 ziam13 稻穀上面的針狀物。 

【稗仔】pai55 e31 稗子。   

【粟仔】siug3 ge11 一種比小米稍大的穀類。 

【米】mi31 米。   

【糯米】no55 mi31 糯米。  

【糙米】co55 mi31 糙米。   

【蓬來米】fung11 loi11 mi31 一種米的品

種。   

【本島仔】bun31 do31 e11 在來米。  

【秥仔米】zam11 me55 mi31 不黏的大米。 

【暹羅米】siam11 lo11 mi31  

【米糠】mi31 hong13 米糠。  

【穠糠】nung11 hong13  

【粗糠】cu11 hong13  

【幼糠】iu55 hong13  

【麥仔】mag3 ge11 小麥。  

【薏米】i55 mi31   

【豆箍】teu55 ku13 把大豆榨油後剩下的豆

渣壓成餅狀，通常是用來作飼料。  

【麵粉】mien55 fun31 麵粉。  

【包粟】bau13 siug3 玉米。   

【高梁】go35 liong11 高梁。  

【蕃薯】fan35 su11 蕃薯。  

【鳥屎種仔】diau35 sii53 zung31 nge11 蕃

薯的一種，比較不好吃。  

【甘蔗】gam11 za55 甘蔗。  

【紅甘蔗】fung11 gam11 za55 黑色皮的甘

蔗。也叫「蠟蔗」 lab5 za55。  

【冰糖蔗】   

【竹蔗】zug3 za55 山上一種的甘蔗。   

【原料蔗】ngien11 liau55 za55 用來製糖的

甘蔗。   

 

  (二) 蔬菜 
 
【嫩薑】nun55 giong13 嫩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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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薑嫲】lo31 giong13 老薑。  

【薑嫲】giong35 ma11 老薑。  

【芫荽仔】ien11 si13 e11 香菜。    

【茴香仔】fi11 hiong13 nge31 茴香。  

【七層塔】cid5 cen11 tab3 九層塔。   

【香葱】hiong11 cung13 紅葱頭。    

【葱仔】cung33 nge53 葱。  

【水葱】sui51 cung13 葱的一種。  

【大葱頭】tai55 cung35 teu11 洋葱。    

【蒜頭】son55 teu11 蒜頭。      

【蒜仔】son55 ne11 蒜苗。  

【蒜米】son55 mi31 蒜苔。  

【甜辣椒仔】tiam11 lad5 zeu13 e11 青椒。  

【辣椒仔】lad5 zeu13 e11 辣椒。  

【藠仔】kieu35 e31 薤。   

【牛蒡】ngiu11 pong11 牛蒡。    

【角仔菜】gog3 ge11 coi55 菠菜。一般客

家話叫「角菜」。特色詞。   

【萵仔】mag3 ge11 萵苣。    

【虯萵仔】kiu11 mag3 ge11 捲葉萵苣。(閩 ) 

【油萵仔】iu11 mag3 ge11 萵苣的一種。  

【苦萵仔】fu3153 mag3 ge11 一種萵苣。  

【劍萵仔】giam55 mag3 ge11 一種萵苣。 

【芥菜】gie55 coi55 大芥菜。   

【芥菜心】gie55 coi55 sim13 芥菜心。  

【榨菜】×  榨菜。  

【菜心】coi55 sim13 嫩莖萵苣。   
【玻璃菜】bo35 li11 coi55 高麗菜。    

【高麗菜心】  高麗菜的嫩芽。  

【芥藍菜】gie55 lien11 coi55 芥藍菜。  

【勺菜】sog5 coi55 菾菜。   

【白菜】pag5 coi55 白菜。    

【大頭蓮】tai55 teu11 lien11 山東白菜。   

【包心白仔】bau11 sim11 pag5 ge11 包心

白菜。   

【小白菜】seu31 pag5 coi55 小白菜。   

【竹槓菜】zug5 gong11 coi55 白菜的一種。  
【調羹白仔】teu11 gang11 pag5 ge11 青江

菜。  

【莧菜】han55 coi55 莧菜。   

【韮菜】giu31 coi55 韮菜。  

【韮菜花】giu31 coi55 fa13 韮菜花。     

【白韮菜】pag5 giu31 coi55 韮黃。      

【芹菜】kiun11 coi55 芹菜。   

【蕃薯葉仔】fan35 su11 iab5 be31 蕃薯葉。  

【蕹菜】vung55 coi55 空心菜。   

【水蕹菜】sui31 vung55 coi55 水芥菜。   

【紅菜仔】fung11 coi55 e31 紅鳳菜。   

【鹹菜仔】ham11 coi55 e31 鹹菜。   

【覆菜】pug5 coi55 將鹹菜稍加曬乾(不可

全部乾透)，然後把它塞入瓶中，瓶口倒仆，

讓汁液流乾，再將瓶口封存。現在市面上寫

作「福菜」。另外有一種「福菜」fug3 coi55

是美濃地區才有種的一種疏菜，是新鮮的。 

【油菜仔】iu11 coi55 e31 油菜。    

【花菜】fa11 coi55 花椰菜。也叫「白花菜」

pag5
 fa11 coi55。     

【青花菜】ciang11 fa11 coi55 綠色花椰菜。    

【豆菜】teu55 coi55 豆芽。也叫「豆芽」teu55 

nga55。    

【烏鈕草】vu33 neu53 co31 龍葵。當地閩

南話叫「烏甜仔菜」oo33 ji55 a55 cai11。市面

上寫作「黑笛粥」。  

【艾菜】ngie55 coi55 茼蒿。     

【𧊅仔絲】guai31 e11 si13 紫蘇。     

【蕨仔】gied3 le11 山蘇。  
【吊菜仔】diau55 coi55 e31 茄子。  

【紅皮菜】fung11 pi11 coi55 茄子。特色

詞。  

【瓠仔】pu11 e11 扁蒲。    

【葫蘆】fu11 lu11 葫蘆。   

【芋仔】vu55 e11 芋頭。  

【芋荷】vu55 ho11 芋的嫩葉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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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薯】su55 su11 樹薯。  

【馬鈴薯】ma35 lin11 su11 馬鈴薯。   

【淮山】fai11 san13 山藥。  

【粉薯】fun31 su11 豆薯。   

【馬薯】ma35 su11 荸薺。 (閩 )  

【結頭菜】gied3 teu11 coi55 球莖甘藍或

叫大頭菜。  

【蘿蔔仔】lo11 ped5 le31 蘿蔔。  

【蘿蔔乾】lo11 ped5 gon13 蘿蔔乾。也叫

「菜脯」coi55 bu31。  

【紅蘿蔔仔】fung11 lo11 ped5 le31 胡蘿

蔔。 

【金針】gim11 ziim13 萱草的花瓣。  

【木耳】mug3 mi31 木耳。「耳」音獨特殊。 

【香菇】hiong11 gu13 香菇。  

【草菇】co31 gu13  
【蘑菇仔】mo11 gu13  
【金針菇】gim11 ziim11 gu13  

【艻瓜】ned3 gua13 胡瓜。   

【細艻瓜】se55 ned3 gua13 小黃瓜。  

【冬瓜】dung11 gua13 冬瓜。  

【澎湖菜瓜】piang11 fu11 coi55 gua13 稜

角絲瓜。   

【菜瓜】coi55 gua13 絲瓜。  

【蛇瓜】sa11 gua13 形狀像蛇的瓜。   

【金瓜】gim11 gua13 南瓜。也叫「黃瓜」

vong11 gua13、「黃瓠」vong11 pu11。   

【苦瓜】fu31 gua13 苦瓜。  

【瓜仔】am11 gua33 e53 越瓜。  

【香櫞瓜】hiong35 ien11 gua13 隼人瓜。    

【茭筍】gau13 sun53  茭白筍。 

【竹筍】zug3 sun31 竹筍。  

【麻竹筍】ma11 zug3 sun31  麻竹筍。    

【綠竹筍】liug5 zug3 sun31  綠竹筍。  

【艻竹筍】ned3 zug3 sun31 刺竹筍。   

【貓猊竹】meu11 li11 zug3 孟宗竹。    

【劍筍】giam55 sun31 箭竹筍。  

【冬筍】dung13 sun31 冬筍。  

【桶筍】tung31 sun31 

【酸筍】son13 sun3153  
【筍乾】sun31 gon13 曬乾的筍子。  

【筍絲】sun31 si13  

【蘆筍】lu11 sun31  
【檳榔】bin35 long11 檳榔。     

【菁仔】ciang33 nge53  幼檳榔。  

【半天筍】ban55 tien13 sun31 檳榔心。  

【腰果】iau55 go11 腰果。國語。    

【番豆】fan11 teu55 花生。   

【長莢豆】cong11 giab3 teu55 長豇豆。  

【烏豆仔】vu11 teu55 e11 黑豆。  

【黃豆仔】vong11 teu55 e11 黃豆。  

【綠豆仔】liug5 teu55 e11 綠豆。    

【紅豆仔】fung11 teu55 e11 紅豆。  

【甜豆仔】tiam11 teu55 e11 甜豌豆，多用

來炒食。  

【敏豆仔】min11 teu55 e11 四季豆。(閩)

也叫「四季豆」si55 gui55 teu55。  

【皇帝豆】fong11 ti55 teu55 萊豆、皇帝豆。 

【荷蘭豆】ho11 lam11 teu55 豌豆。  

【蠶豆仔】cam11 teu55 e11 蠶豆。  

【樹豆仔】su55 teu55 e11 樹豆。  

【毛豆】mo11 teu55 

【牛角豆】ngiu11 gog3 teu55 秋葵。  

【豆莢】teu55 giab3 豆莢。  
【栗子】lid5 zii31 栗子樹的果實。  

【杏仁】hen55 dzin11 杏核中的仁。「仁」

唸客家話語音。  

【海帶】hoi31 dai55 海帶。  

【海菜】hoi31 coi55 紫菜。書面語叫「紫

菜」zii31 coi55。  

【蕨仔】gied3 le11 蕨菜。   

【菱角】lin11 gog3 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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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藕】lien11 ngieu11 蓮藕。  

【爛布子】lan55 bu55 zii31 破布子。  

【昭和菜】×  昭和草。  

【頭毛菜】×  髮菜。  
【菜梗】coi55 guang31 菜梗。  
 
 

   七、水果 
 
【水果】sui31 go31 水果。   

【荔枝】li31 zii13 荔枝。  
【牛眼】ngiu11 ngien31 龍眼。  
【王梨】vong11 li11 鳳梨。  

【酸仔】son13 ne31 芒果。  

【牛核卵酸仔】ngiu11 hag5 lon31 son13 
ne31 芒果。  

【土酸仔】tu31 son13 ne31 土芒果。  

【檨】lin51 gç51 suãi33 愛文芒果。

閩南話詞彙。  

【】ling53 ngo31 蘋果。  

【蓮霧】lian55 vu55 蓮霧。    

【枇杷】pi11 pa11 枇杷。  

【弓蕉】giung11 zeu13 香蕉。  

【芭蕉】ba11 zeu13 芭蕉。  
【南洋蕉】lam11 iong11 zeu13 香蕉的一

種，比較短，味道略酸。  
【桃仔】to11 e11 桃子。  

【水蜜桃】sui31 med5 to11 水蜜桃。  

【李仔】li31 e11 李子。  

【楊桃】iong11 to11 楊桃。   

【葡萄】pu11 to11 葡萄。  
【柑仔】gam11 me53 橘子。  

【膨柑】pong55 gam13 橘子的一種品種。 

【海梨仔】hoi31 li11 e11 橘子的一種品種。 

【桶柑】tung31 gam13 橘子的一種品種。  

【柳丁】liu31 den13 橙。  

【桔仔】gid3 le11 小柑桔。   

【柚仔】iu55 e11  柚子。  

【葡萄柚】pu11 to11 iu55 葡萄柚。  

【文旦】vun11 dan55 台南縣麻豆鎮出產的

一種柚子品種。  

【柿仔】cii55 e31 柿子。  

【甜柿仔】tiam11 cii55 e31 青柿。硬的。

也叫「水柿仔」sui31 cii55 e11。  

【紅柿】fung11 cii55 紅柿。  

【柿仔餅】cii55 e31 biang31 柿餅。  

【石榴仔】sag5 liu11 e11 石榴。    

【菝仔】bad3 le31 蕃石榴。  

【土菝】   

【泰國林菝】     台灣近年來才有的蕃石

榴品種，果實較大。  

【釋迦】sid5 gia33 釋迦。  

【橄欖】ga31 lam31 橄欖。  

【木瓜】mug3 gau13 木瓜。  

【西瓜】si11 gua13 西瓜。  

【梨仔瓜】li11 e11 gua13 黃色香瓜。  

【梨仔】li11 e11 梨子。  

【高接梨仔】go33 ziab5 li11 e11 梨子。  

【棗仔】zo31 e11 棗子。  

【檸檬】nin11 mung11 檸檬。   

【桑仔】song13 nge31 桑椹。  

【酸仔葉】son33 ne55 iab5 桑葉。  

【トマト】tam33 ma55 do31 番茄。  

【榴槤】×  榴蓮。  

【草莓】co31 moi11 草莓。也唸  cau11 me13 

(國語)。  

【椰子】ia11 e11 椰子。  

【火龍果】fo31 liung11 go31  
【楊梅】iong11 moi11  
【蘋婆】pin11 pong13   
【桃仔核】to11 e11 fud5 一般是指核果中

心的堅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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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nong13 瓜肉。  

【艻】   刺。  

 
 

   八、飲食 

 

   (一) 一般食品 

 
【飯】fan55 

【偆飯】cun11 fan55 隔餐剩下的冷飯。  

【飯粒仔】fan55 liab3 be11 飯粒。(閩) 

【飯糝】fan55 sam31 丟到地上的飯粒。  

【糯米飯】no55 mi31 fan55 油飯。  

【壽司】su53 si31 一種日式料理。  

【鑊𤊶仔】fan55 lad3 le11 鍋巴。  

【飯𤊶】fan55 lad3 鍋巴。  

【飯疕】fan55 pi31 鍋巴。(閩 )   

【飯糰】fan55 ton11 飯糰。   

【糜】moi11 稀飯。(海) 

【鹹糜】ham11 moi11 鹹稀飯。  

【芋糜】vu55 moi11 芋頭稀飯。  

【豆糜】teu55 moi11 豆子稀飯。  

【糜飲】moi11 zim31 稀飯的湯汁。(海) 

【湯】tong13 

【肥湯】pi11 tong13 用大骨熬的高湯。  

【豬肉】zu13 ngiug5    

【網紗油】miong31 sa35 iu11 油層。可以

用來做「雞捲」。也叫「網仔油」miong31 nge11 
iu11。  

【胛心肉】gab3 sim13 ngiug5 豬腿上方的

瘦肉。  

【精肉】ziang13 ngiug5 脂肪少的肉。   

【豬囊】zu11 nong13 脂肪多的肉。也叫「肥

肉」pi11 ngiug5。  

【腱子肉】×   指牛羊豬動物小腿上肌肉

發達的部分。  

【三層肉】sam35 cien11 ngiug3 五花肉。 

【膩瓤】×     豬肉皮下的脂肪層。  

【後豚】heu55 tun11 後腿肉。  

【脢條肉】moi11 tiau11 ngiug3 里脊肉。  

【豬肝】zu11 gon13 豬的肝臟。  

【豬肚】zu13 du53 豬的胃。  

【豬肺】zu11 hi55 豬的肺臟。  

【豬心】zu11 sim13 豬的心臟。  

【豬腰仔】zu11 ieu13 e31 腎臟。  

【腰尺】ieu13 cag5 胰臟。(閩) 

【禾鐮缺】vo11 liam11 kied3 胰臟。  

【豬腳】zu35 giog3 豬腳。  

【前腿】cien11 tui31 豬前腳。  

【後腿】heu55 tui31 豬後腳。  

【腳蹄】giog3 tai11 豬腳蹄。也叫「蹄仁」

tai11 in11。  

【腿庫】tui55 ko11 蹄膀；肘子。(閩) 

【槽頭肉】co11 teu11 ngiug3 豬脖子處的

肉。不好的肉。  

【豬頭皮】zu35 teu11 pi11 豬頭部分的皮。 

【豬旺仔】zu13 vong55 nge11 固狀或液狀

的血。也叫「豬紅」zu35 fung11。(四海)   

【 豬 舌 嫲 】 zu11 sad5 ma11 肉 販 稱 豬 舌

頭，有的客家話因為「舌」和「蝕」同音，

忌諱詞。  

【大腸】tai55 cong11 大腸。  
【細腸】se55 cong11 小腸。  

【粉腸】 fun31 cong11 豬的內臟。北部的

人比較少吃。  

【生腸】sang35 cong11 指動物的子宮及卵

巢，常被飲食攤用來當冷盤或熱炒。  

【封肉】fung13 ngiug5 以豬的五花肉為原

料，加上醬油，經過燜燒的烹飪過程完成。 

【牛腩】×  牛腩。   

【糯米腸】no55 mi31 cong11 用糯米做成

的一種食品。  

【腹內仔】bug3 nui55 e31 豬的內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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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ha55 sui31 雞鴨的內臟。  

【豬皮】zu35 pi11 先把肉皮晒乾再油炸，

閩南話叫「爆皮」。   

【肉脯】ngiug3 fu13 用牛、豬等瘦肉加工

製成的絨狀的食品，乾而鬆散。  

【肉鬆】×  用牛、豬等瘦肉加工製成碎末

狀的食品，乾而鬆散。  

【肉乾】ngiug3 gon13 將肉類除去水分所

製成的加工食品。像牛肉乾。  

【網紗繭】miong31 sa13 gien31 用網油裹

肉餡後油炸的一種食物。(閩) 

【 臘 肉 】 lab5 ngiug3 將 肉 浸 過 特 製 的 醃

料，再經過曬乾煙燻之後的肉類食品。  

【肉羹】ngiug3 gang13 肉羹。發音人說沒

有這个詞彙，他是照字唸的。  

【豬腳筋】zu33 giog5 gin1333 腳筋。  

【煙腸】ien35 cong11 香腸。   

【粉腸】 fun31 cong11 粉腸，用豬腸裝上

碎肉和作料，和蕃薯粉等製成的食品。  

【皮蛋】pi11 dan55 皮蛋。    

【卵】lon31 蛋。  

【卵包】lon31 bau13 荷包蛋。  

【卵白】lon31 pag5 蛋白。  

【卵黃】lon31 vong11 蛋黃。  

【糖】tong11 糖。  

【冰糖】ben35 tong11 冰糖。  

【白糖】pag5 tong11 烏糖。   

【烏糖】vu35 tong11 烏糖。   

【黃糖】vong11 tong11 黃糖。  

【麥芽糖】mag5 nga11 tong11 麥芽糖。  

【龍鬚糖】×  
【豬油】zu35 iu11 豬油。  
【沙拉油】sa33 la55 iu11 沙拉油。  
【包粟油】bau33 siug5 iu11 玉米油。  
【板內油】ban31 lui55 iu11 豬的體腔內壁

上成板狀的脂肪。  

【豬油粕仔】zu35 iu11 pog3 ge11 油渣。  

【麻油】ma11 iu11 麻油。  

【烏麻油】vu35 ma11 iu11 黑麻油。   
【茶油】ca11 iu11  指油茶或紅花油茶種子

榨取的油。  

【苦茶油】fu31 ca11 iu11     

【番豆油】fan11 teu55 iu11 花生油。  

【豆腐花】teu55 fu55 fa13 豆花。  

【豆腐】teu55 fu55 豆腐。  

【豆腐乾】teu55 fu55 gon13 豆乾。  

【豆沙】teu55 sa13 豆沙。   

【豆奶】teu55 nen55 豆漿。  

【烰豆腐】po11 teu55 fu55 將豆腐炸過以

後的製品。   

【臭豆腐】cu55 teu55 fu55 臭豆腐。  

【豆腐頭】teu55 fu55 teu11 黃豆磨漿之後

過濾下來的豆渣。  

【米醬】mi31 ziong55 味噌；一種日本食品。 

【豆醬】teu55 ziong55 豆醬。  

【豆豉】teu55 sii55 豆豉。  

【豆豉菇】teu55 sii55 gu13 乾的豆豉。  

【豆腐乳】teu55 fu55 i13 豆腐乳。   

【豆簽】teu55 ciam13 用豇豆加工製成的一

種食品，形狀跟麵條相似。  

【油條】iu11 tiau11 油條。(國) 

【粄心】ban31 sim13 餡。  

【雞卵糕】ge35 lon53 go13 蛋糕。  

【粄】ban31 粄。  

【粄粞】ban31 ce55 要做米食的米胚。  

【發粄】fad3 ban31 發糕。    

【水粄仔】sui31 ban31 ne11 碗粿。  

【鹹粄仔】ham11 ban31 ne11 年糕。 

【梔粄】×  用蕃薯粉做成的粿類食品。   

【甜粄】tiam11 ban31 甜年糕。  

【芋粄】vu55 ban31 芋頭糕。   

【艾粄】ngie55 ban31 艾草糕。  

【九層粄】giu31 cen11 ban31 九層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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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粄】 fung11 ban31 用紅豆餡做成的粿

食。   

【包仔粄】bau33 e55 ban31 一種粿食。   

【蘿蔔粄】lo11 ped5 ban31 蘿蔔糕  。  

【潤餅】zun55 biang31 潤餅。(閩 )  
【粽仔】zung55 nge31 粽子。  

【肉粽仔】ngiug5 zung55 nge31 肉粽。  

【梔粽】gi11 zung55 鹼粽。(閩) 

【粄粽】ban31 zung55 用「粄粞」來包的

粽子，和用糯米包的粽子不同。南部沒有

這个詞彙。有的閩南話要折成「粿粽」gue55 
zang11。  

【米𥺆】mi53 cang11 爆米花。   

【麵】mien55 麵條。  

【意麵】i55 mien55 意麵。  

【油麵】iu11 mien55 油麵。  

【米粉】mi31 fun31 米粉。  

【冬粉】dung13 fun53 粉絲。  

【粄條仔】ban31 tiau11 e11 粿仔條。  

【餈粑仔】ci11 ba13 e11 餈粑。  

【圓粄】ban31 ien11 湯圓。  

【粄粞】ban31 ce55 做湯圓的麵團。  

【糕仔】go33 e53 用麥粉、糯米粉或綠豆粉

和糖粉混合放在模子裏做成一定形狀的食

品。  

【麵線】mien55 sien55 麵線。 

【肉包】ngiug3 bau13 包子。   

【割包】gua51 bau55  一種台灣有名的小

吃；又名「虎咬豬」，在有開口的米包當中

加入滷好的五花肉、酸菜、花生粉和些許芫

荽，吃的時候多半配四神湯。用閩南話詞彙。 

【饅頭】man35 to13 饅頭。(國)  

【麵包】mien55 bau13 麵包。也叫「パン」

pang53。  

【醬瓜仔】ziong55 gua35 e53 醬瓜。  

【蠔鮭】o11 ge11 用螺去醃製的漬物。用閩

南話詞彙。  

【茶】ca11 用茶葉泡出來的茶水。  

【茶米】ca11 mi31 茶葉。也叫「茶葉」ca11 

iab5。  

【滾水】gun31 sui31 沸騰的開水，也是指

「白開水」。  

【滾水】gun31 sui31 白開水。        

【茶滓】ca11 dai31 燒 開 水 之 後 所 留 的 茶

垢。  

【咖啡】ga11 bi13 用咖啡種子的粉末做成

的飲料。  

【粉圓】fun31 ien11 用蕃薯粉做成的圓粒

狀的食物。  

【魚丸】e11 ien11 魚丸。  

【肉圓】ngiug3 ien11 一種有名的地方小

吃 ， 用 蕃 薯 粉 做 外 皮 加 入 肉 餡 ， 蒸 熟 來 食

用，有的肉圓還要經過油炸。蒸熟後外皮呈

半透明，沾滷汁、醬料食用。有些作法則於

蒸熟後放入熱油內浸透再食用。  

【肉圓仔】   肉丸。  

【牛奶】ngiu11 nen55 牛的乳汁。   
【羊奶】iong11 nen55 羊的乳汁。   
【杏仁茶】hen55 in11 ca11 杏仁茶。  

【枝仔冰】gi33 a55 ben13 冰棒。&  

【仙草】sien13 co53 仙草凍。南部叫「仙

人粄」。  

【薁蕘】o51 gio13 愛玉。(閩) 

【涼水】liong11 sui31  
【冬瓜茶】dung11 gua35 ca11 冬瓜茶。  

【青草茶】ciang35 co53 ca11 青草茶。  

【枸杞茶】gieu31 gi31 ca11 用枸杞去熬製

的茶水。  

【紅茶】fung11 ca11 紅茶。  

【汽水】hi55 sui31 汽水。   

【楊桃汁】iong11 to11 ziib3 
【鹹酸甜】ham11 son35 tiam11 蜜餞。  

【瓜子】gua13 zii31 瓜子。  

【酸梅】son35 moi11 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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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仔冰】vu55 e31 ben13 一種類似冰淇淋

的冰品。  

【零零噠噠】lang11 lang11 dab5 dab5 零

食。也叫「四秀仔」si55 siu55 e11。  

【含仔糖】gam33 me55 tong11 小顆含在

嘴裏的糖果。    

【扁食】pen11 siid5 餛飩。(閩) 

【水餃】sui31 gieu31 水餃。  

【食葷】siid5 fun13 吃葷。  

【食齋】siid5 zai13 吃素。  

【泡泡糖】pau55 pau55 tong11 泡泡糖。  

【菜腳】coi55 giog3 剩菜，也叫「菜尾」

coi55 mi13 (閩 )。  
【四神湯】si55 siin11 tong13  
【魚生】e11 sang13 生魚片。  
【おでん】o33 lien53 黑輪。   

 

   (二) 調味佐料 
 
【鹽】iam11 鹽。   

【醋】cii55 醋。也叫「酸醋」son11 cii55。  

【烏醋】vu11 cii55 黑醋。  

【白醋】pag5 cii55 一 種 是 指 梅 乃 滋 沙 拉

醬，一種是指無色的醋。  

【豆油】teu55 iu11 醬油。  

【わさび】ua33 sa55 bi31 用山葵磨成的粉

末，氣味的辛辣像芥末。  

【沙茶醬】sa35 ca11 ziong55 沙茶醬。  

【咖哩】ga11 li13 咖哩。例「咖哩雞」ga11 

li11 gie13。   

【味素】mi55 su55 味精。(四) 

【胡椒】fu11 zeu13 一種調味的香料。  

【五香】e31 hiong13 fun3153 五香。  

【八角】bad3 gog3 八角茴香或大茴香，滷

東西用的香料。  

【太白粉】tai55 ped5 fun31 勾芡用的一種粉。 

【蕃薯粉】fan35 su11 fun31 蕃薯粉。  

【紅糟】fung11 zo13 紅色的酒糟。   

【紅麴】fung11 kiug3 酵母。  

【辣椒醬】lad5 zeu11 ziong55 辣椒醬。  

【トマト醬】tam33 ma55 do31 ziong55 蕃

茄醬。   

【發粉】fad3 fun31 

【發酵】fad5 gau13   
【粄嫲】ban31 ma11 先將一部分的粄粞煮

熟，再放進粄粞中一起揉和。   
【硼砂】pin11 sa13  
 

   (三) 酒類 
 
【焗酒】giug3 ziu31 釀酒。  

【米酒】mi31 ziu31 用糯米或其他米釀成的

酒。  

【米酒頭】mi31 ziu31 teu11 

【太白酒】tai55 ped5 ziu31 蕃薯酒。  

【黃酒】vong11 ziu31  
【麥酒】mag5 ziu31 啤酒。   

【ビ—ル】bi53 lu31 啤酒。   

【烏梅酒】vu35 moi11 ziu31  

【紹興酒】seu55 hin13 ziu53  
【竹葉青】zug3 giab5 ciang13 

【高粱酒】go35 liong11 ziu31   
【紅露酒】fung11 lu55 ziu31  
【五加皮酒】e31 ga35 pi11 ziu31  

【虎骨酒】fu31 gud3 ziu31  

【蔘茸酒】sem35 iong11 ziu31 蔘茸藥酒。 

【雄黃酒】hiung11 vong11 ziu31 摻有雄黃

的酒，在端午節喝。也有用來噴灑屋角或塗

抹小孩的耳、面頰和額頭，以殺滅毒蟲、蚊

蠅、驅散瘟疫。  
 

   (四) 當地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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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米粩】co55 mi31 lau55 以麥芽糖沾黏

爆米花為外皮的橢圓形油炸食品，通常用來

拜天公。(閩 ) 

【麻粩】ma11 lau55 以麥芽糖沾黏芝麻為

外皮的橢圓形油炸食品，通常用來拜天公。

(閩) 

【礤冰】cad3 ben13 刨冰。  

 

   (五) 味覺口感的形容 
 
【豐沛】pong11 pai55 豐盛。   

【腥臊】ce11 cau13 豐盛。   

【味緒】mi55 si55 味道。也叫「味道」mi55 

to55。  

【毋合味】?11 hab5 mi55 味道不搭配。閩

南話叫「逆味」ge11 bi33。  

【羶】hien55 腥 味 ， 某 種 動 物 或 肉 類 的 氣

味。閩南話的語音。  

【臭臊】cu55 so13 魚腥味。  

【 臭 泥 味 】 cu55 nai11 mi55 魚 肉 有 泥 土

味。閩南話叫「臭塗味」cau51 tç 33 bi33。  

【淡】tam13 淡。  

【鹹】ham11 淡。  

【香】hiong13 香。    
【甜】tiam11 像糖的味道。  

【酸】son13 像醋的味道。  

【苦】ku31 似黃蓮、膽汁的味道。  

【辣】lad5 辣。  

【薟】×   刺辣的口感。  

【澀】seb3  
【沙沙】sa11 形容西瓜好吃的口感。  

【耶耶】ia11 ia13 形容芋頭沒煮熟不好的口

感。   

【磨磨】×  舌頭的感覺不好。  

【忒綿】ted3 mien11 太爛。  

【酥】su13 形容入口即化的口感。  

【冇】    形容水果甜脆多汁的口感。閩南

話叫「」 t´3。  

【脆】ce55 形容食物易碎而爽口的口感。   

【畏】vi55 膩的口感。  

【韌】ngiun55 形容食物咬不斷的口感。  

【䊆】kiu11 形容食物咬勁有彈性，耐咀嚼。 

【鮮】sien13 稀飯水分較多。  

【濃】neu11 稀飯水分較少。   

【濃】neu11 稀飯水分較少。   

【脹過矣】dun55 go55 e11 稀飯煮好之後，

先讓它吸水，這樣會比較可口。可能是從閩

南話的「脹」de11(頓)錯誤拗折過來的。  

【臭腥味】cu55 ciang55 mi55 青菜沒煮熟

的青澀味。  

【鮮】ci13 指魚貨新鮮。例「魚仔異鮮」e11 

nge11 i55 ci13。  

【鮮】sien13 指水清甜。   

【生狗屎毛】sang11 gieu31 sii11 mo13 發

霉。   

【無油無臊】mo11 iu11 mo11 so13  

 
 

九、礦物及其他自然物 
 
【金】gim13 金。  

【銀】ngiun11 銀。  

【銅】tung11  銅。  

【鐵】tied3 鐵。  

【鏀】lu13 鐵銹。  

【鍟仔】sang33 nge53 生鐵。  

【鉛】gien11 鉛。  

【鉛線仔】ien11 sien55 ne11 鉛線。  

【鉛鉼仔】ien11 piang31 nge11 鐵皮。(閩 ) 

【𫝏鋼】ngien11 gong55   把金屬加工之

後，等到達到相當熱度的時候，把它放入水

中急速冷卻，以增加硬度。 (閩 ) 發音人也

叫「淬水」cii55 sui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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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鐵仔】pag5 tied3 le11 不銹鋼。  

【輕銀】kin35 ngin11 鋁。 (閩 ) 

【アルミ】a33 lu55 mi31 鋁。   

【錫】siag3 錫。  

【壞銅壞鐵】fai33 tung11 fai33 tied3 破銅

爛鐵。  

【水銀】sui31 ngiun11 汞。  

【煤油】  煤油。也叫「番仔油」fan35 ne31 

iu11。  

【汽油】hi55 iu11 汽油。  

【打馬膠】da55 ma55 ga13 柏油。  

【石灰】sag5 foi13 石灰。  

【石頭】sag5 teu11 石頭。   
【硫磺】liu11 vong11 硫黃。   

【紅毛泥】fung11 mo35 nai11 水泥。  

【禁指】    戒指。  

【鑽石】zon55 sag5 鑽石。  

【珊瑚】cag5 fu11 珊瑚。  

 
 

   十、動物 

 
   (一) 獸類 
 
【頭牲】teu11 sang13 指家中豢養的家禽或

家畜。  

【畜牲】cug5 sang13 罵人語。  

【駱駝】lod5 to11 駱駝。  

【老虎】lo55 fu31 老虎。  

【獅仔】sii11 e53 獅子。  

【犀牛】si35 ngiu11 犀牛。    

【羌仔】giong33 nge53 體形較小，很像短

角的小山羊。  

【豹仔】bau55 e31 豹。   

【熊】him11 熊。 (閩) 

【鹿仔】lug5 ge31 鹿。  

【長頸鹿仔】cong11 giang31 lug5 ge31 長

頸鹿。  

【鹿茸】lug5 ziung11 雄性梅花鹿尚未完全

骨化的幼角，上面有短細的茸毛。  

【鹿角】lug5 gog3 

【猴仔】heu11 e11 猴子。用「猴哥仔」heu11 

go13 e53 來比喻調皮的意思。  

【兔仔】tu55 e31 兔子。  

【貓仔】meu55 e31 貓。  

【狐貍仔】fu11 li11 e11 狐狸。   

【野狼】ia35 long11 狼。  

【鯪鯉】la33 li53 穿山甲。   

【水果狸】sui31 go31 li11 白鼻心。  

【山虎】×  山貉。   

【老鼠仔】lo55 cu31 e11 老鼠。   
【錢鼠】cien11 cu31 錢鼠。  

【膨尾鼠】pong55 mi11 cu53 松鼠。  

【逩鼠仔】bun55 cu31 e11 土撥鼠。  

【水牛】sui31 ngiu11 水牛。  

【赤牛仔】cag3 ngiu11 e11 黃牛。  

【牛犌】ngiu11 ga13 種牛，公牛。  

【牲牯】  還沒有閹的公牛。  

【閹牛】  已經被閹的公牛。  

【牛牯】ngiu11 gu31 公牛。  

【牛嫲】ngiu11 ma11 母牛。  

【牛牸仔】ngiu11 cii55 e11 小母牛。  

【牛子】  小牛。   

【羊仔】iong11 nge11 羊。  

【羊犌】iong11 ga13 做種用的公羊。   

【羊牯】iong11 gu31 一般公羊，被閹過的。 

【羊嫲】iong11 ma11 母羊。  

【馬仔】ma13 e11 馬。  

【驢仔】li11 e11 驢子。  

【騾】lo11 公驢和母馬交配所生的動物。  

【豬仔】zu11 e53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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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哥】zu11 go13 做種的公豬。  

【豬公】zu11 gung13 祭祀用的公豬。  

【豬嫲】zu35 ma11 母豬。  

【豬牸仔】zu11 cii55 e31 小母豬。  

【豬仔】zu13 zii53 小豬。  

【豬胚仔】zu11 poi13 e53 半大不小的豬。 

【豬鋪】zu11 po13 毛豬的市價。  

【閹豬仔】iam11 zu11 e53 閹豬。  

【山豬】san11 zu13 野豬。  

【狗仔】gieu31 e11 狗。  

【狗牯仔】gieu31 gu31 e11 公狗。  

【狗嫲】gieu31 ma11 母狗。  

【狗牸】gieu31 cii55 小母狗。  

【大象】tai55 siong55 象。  

【鹿鞭】lug5 bien13 雄性動物的生殖器。   

【狗鞭】gieu31 bien13 雄性動物的生殖器。  

【尾】mi13 鳥、獸、蟲、魚等身體末端突

出的部分。          
【爪】zau31       
【蹄】tHai11 蹄。  

【有胎】iu11 to13 動物懷孕。  

 

  附、十二生肖唸法 
 
【十二生肖】siib5 ngi55 sang11 seu55 用

十二種動物來配十二地支所形成的紀年系

統。就是用人所出生那一年來定他所屬的動

物。  

【一鼠】id3 cu31 

【二牛】ngi55 ngiu11  

【三虎】sam13 fu53  

【四兔】si55 tu55  

【五龍】e53 liung11   

【六蛇】liug5 sa11  

【七馬】cid5 ma13  

【八羊】bad3 iong11   

【九猴】giu31 heu11   

【十雞】siib5 ge13  

【十一狗】siib5 id5 gieu31  
【十二豬】siib5 ngi55 zu13  

【狗竇】gieu31 deu55 狗窩。  

【鳥竇】diau11 deu55 鳥巢。  

【蜂竇】pung11 deu55 蜂巢。  

【牛欄】ngiu11 lan11 關養牛的柵欄。  

【豬欄】  豬圈，有矮牆或欄。  

 

   (二) 禽類 
 
【鳥仔】diau13 e11 鳥類通稱。   

【烏鴉仔】   烏鴉。    

【夜鴰】ia55 gua13 烏鴉。    

【阿啾箭】a11 ziu11 zien55 捲尾。  

【燕仔】ien55 ne31 燕子。  

【月鴿仔】ngied5 gab3 be11 鴿子。也叫

「粉鳥」 fun31 diau13。  

【加鴒】ga33 lin31 八哥。(閩)  

【鴛鴦】ien11 iong13 鴛鴦。  

【孔雀】kung31 ciog3 孔雀   

【鸚哥】en11 go13 鸚鵡。  

【斑鳩仔】ban11 gieu13 e11 斑頸鴿。  

【白鶴仔】pag5 hog5 ge11 白鷺鷥。  

【貓頭鳥】meu55 teu11 diau13 貓頭鷹。   

【鷂婆】ieu55 po11 老鷹。   

【白頭公】pag5 teu11 gung13 白頭翁。    

【鵪鶉】em35 tun11 鵪鶉。  

【伯勞仔】bid3 lo11 e11 伯勞鳥。 (閩 )  

【簷鳥仔】ngiam11 diau13 e11 麻雀。   

【阿鵲】×  喜鵲。   
【禾鷝仔】vo11 bid3 le31        
【布鴣仔】pug5 gu13 e31 杜鵑。         
【烏喙鳥】vu11 zoi55 diau13 文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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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雞仔】tien11 gie13 e53 野雞，形狀像

雞，雄的尾巴長，羽毛很美麗，雌的尾巴短。 

【田鶉仔】tien11 dem55 me31 野雞，形狀

像雞，雄的尾巴長，羽毛很美麗，雌的尾巴

短。  

【白鶴】×  白鶴。  

【牛屎鶺】×  白鶺鴒。  

【鷓鴣鳥】za55 gu11 diau13  

【補鑊鳥】bu31 vog5 diau13 白腹秧雞，

客家人叫「補鑊鳥」。   

【翼甲】jid5 gab3 翅膀。  

【雞】gie13 

【仿仔雞】fong31 e11 gie13 土雞和肉雞交

配所生的雞。用閩南語詞彙。        
【雉雞】cii11 gie13 雉雞。  

【土雞仔】tu31 gie13 e11 在野外放養，並

不是用人工飼料為主食餵養的雞。肉質口感

比飼料雞好吃。  

【雞公】gie11 gung13 公雞。  

【雞嫲】gie35 ma11 母雞。  

【雞豚仔】gie35 tun11 ne11 中等大小的雞。 

【幼雞】iu55 gie13 小雞。  

【雞僆仔】gie11 lon55 ne31 小母雞。  

【閹雞】iam11 gie13 已經被閹的公雞。  

【水雄牯】sui31 hiung11 gu31 沒有閹割乾

淨的公雞，還會發情。  
【閹雞牯】×  已經被閹的公雞。「牯」是

用來表示比較大，比較老的意思。  

【種雞】zung31 gie13 用來做種的雞。  

【雞公髻】gie11 gung11 gi55 雞冠。  

【雞胿】gie11 goi13 雞嗉。   

【雞胗】gie11 kin13 雞肫。  

【雞爪】gie13 zau53 雞爪子。  

【雞髀】gie13 bi53 雞腿。  

【雞核仔】gie11 fud5 le31 雞的睪丸。也叫

「雞核卵」gie11 hag5 lon31。  

【鴨仔】ab3 be11 鴨子。  

【細鴨仔】se55 ab3 be11 小鴨子。  

【番鴨仔】fan35 ab35 be11 紅面鴨。  

【水鴨仔】sui31 ab3 be11 水鴨。野生的。 

【生卵鴨仔】sang13 lon53 ab3 be11  生蛋

鴨。  

【鴨嫲】ab3 ma11 母鴨。    
【鴨僆仔】×  未生蛋的母鴨。    
【鴨公】ab3 gung13 公鴨。    
【鴨公聲】ab3 gung11 sang13 公鴨嗓兒，

嗓音尖而沙啞。  

【腳子罅】giog3 zii31 la55 鴨子腳上的蹼。 

【雞卵】  雞蛋。有時候會說「雞春」ge11 cun13。 

【塗雞卵】  孵不出來的雞蛋。叫「無放

公」mo11 biong55 gung13。  

【臭卵】cu55 lon31 孵不出來的蛋。  

【鴨卵】ab3 lon31 鴨蛋。  

【鴨賞】ab3 song31 用鹽醃漬壓扁再風乾的

鴨子，是宜蘭的名產之一。(閩)   

【鵝仔】ngo11 e11 鵝。  

【鵝公】ngo11 gung13 公鵝。  

【鵝嫲】ngo11 ma11 母鵝。  
【火雞】fo31 ge13 火雞。  

【火雞公】fo31 gie11 gung13 公火雞。  

【火雞嫲】fo31 gie35 ma11 母火雞。  

【冇卵】pang55 lon31  
【卵袋】lon31 toi55 在雞肚子裏頭還沒有生

出來未成熟的蛋。  
【孵卵】pu55 lon31  
【軟殼卵】ngion11 hog35 lon31  
 

   (三) 爬蟲類 
 
【鱷魚】ngog5 e11 鱷魚。    

【蛇哥】sa11 go13 蛇。也用來比喻做事慢

吞吞的人，例「蛇哥樣」sa11 go11 iong55。  

【土龍】  蛇的忌諱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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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蝻蛇】nam11 sa11 蟒蛇。閩南話叫「錦

蛇」。   

【草𥯟蛇】co31 ba35 sa11 草花蛇。  

【青竹絲】ciang11 zug5 sii13 青竹絲。    

【遮仔節】za35 e31 zied3 雨傘節。    

【飯匙銃】fan55 cii11 cung55 眼鏡蛇。  

【百步蛇】bag3 pu55 sa11 百步蛇。  

【龜殼蛇】gui13 hog5 sa11 龜殼花。   

【水蛇】sui31 sa11 水蛇。  

【臭腥嫲】cu55 ciang55 ma11  
【山狗太】san35 gieu53 tai55 蜥蝪。  

【狗嫲蛇】gieu31 ma11 sa11 蜥蝪。  

【石降】   

【蛤蟆】ha11 ma11 青蛙。   

【𧊅仔】guai31 e11 青蛙。   

【美國壢𧊅】mi31 gued3 ha11 ma11 牛蛙。 

【𧊅𧍗仔】guai31 nug5 ge11 蝌蚪。小一

點。還有尾巴。    

【𧊅𧌄仔】guai31 ngiam55 me11 蝌蚪。大

一點。    

【蟾蜍】sam11 su11 癩蛤蟆。  

【壁蛇】biag3 sa11 壁虎。  

【䘆公】hien31 gung13 蚯蚓。(四縣腔 )也

叫「蟲䘆」cung11 hien31(海陸腔 )。  

【地龍】ti55 liung11 蚯蚓。   

【攑壟】kia11 liung11 蚯蚓洞口的標記。

《閩》叫「攑壅」gia33 ing11。  
【豺蟲】sai11 cung11 蛔蟲。  

【鰗蜞】fu11 ki11 水蛭。  

【屎缸蟲】sii31 gong35 cung11 蛆。  

【蟯蟲】ngieu11 cung11 蟯蟲。  

 

     (四) 昆蟲類 
 
【蝶仔】iag5 ge11 蝴蝶。  

【蛘尾仔】iong11 mi33 e53 蜻蜓。  

【蚊仔】mun13 ne53 蚊子。  

【烏頭蚊仔】vu35 teu11 mun13 ne53 小黑

蚊。  

【蠓仔】mang31 nge11 蚊子。比較小。  

【花蚊仔】×  蚊子的一種。  

【沙蟲】×  孑孓。  

【金龜仔】×  金龜子。  

【山牛牯】san35 ngiu11 gu31 天牛。  

【米蟲】mi31 cung11 米蟲。   

【跳蚤】tiau55 zau31 跳蚤。   

【菅蜱】gon11 bi13 臭蟲。  

【烏蠅】vu35 in11 蒼蠅。  

【大烏蠅】tai55 vu35 in11 大蒼蠅。  

【黃蚻仔】vong11 cad5 le11  蟑螂。  

【虱嫲】sed5 ma11 寄生在人頭髮裏的蝨子。 

【蟧䗁】la11 kia11 長腳蜘蛛叫「蟧䗁」。也

叫「蜘蛛」di11 du13。文讀唸  zii11 zu13。   

【蟧䗁】la11 kia11 長腳蜘蛛。  

【大水蟻】tai55 sui31 ngie55 大雨之前會

飛來的一種蟻。  

【蟻公】ngie55 gung13  螞蟻。  

【白蟻仔】pag5 ngie55 e11 白蟻。   

【土狗仔】tu31 gieu31 e11 黃蟋蟀。  

【蜈蚣蟲】e11 gung35 cung11 蜈蚣。  

【牛屎蛄】ngiu11 sii31 gu13 在糞堆裏覓食

的甲蟲。    

【糖蜂仔】  蜜蜂，昆蟲的一種，可以釀蜜。  

【虎頭蜂】fu31 teu11 pung13 馬蜂。  

【蜂蟲】pung35 cung11 蛹。  

【蟬仔】cam11 me11 蟬。  

【蝙婆】pid5 po11 蝙蝠。  

【草猴】co31 heu11 螳螂。 (閩 )         

【禾蝦】vo11 ha11 螽斯。  

【草蠛仔】co31 mag3 ge11 蚱蜢。         
【火燄蟲】fo31 ngiam55 cung11 螢火蟲。  

【螫毛蟲】nug5 mo35 cung11 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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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蜱】ngiu11 bi13 寄生在牛身上會吸血

的寄生蟲。  

【狗蜱】gieu31 bi13 寄生在狗身上會吸血

的寄生蟲。  

【金龜仔】gim11 gu13 金龜子。  

【蠶仔】cam11 me11 蠶。  

【作繭】zog3 gien31 結繭。  

【雞𧉟】gie35 cii11 附在雞窩上的一種蟲。

客家話的「雞蚩」和閩南話的「雞𧉟」ke33 
tai13 可能是同一個語源。  

【蛀蛄仔】    

【雞嫲蟲】gie35 ma11 cung11 
【蛄神】gu35 siin11 桃蚜。閩南話叫「龜

蠅」gu33 sin13。    
 

(五) 魚蝦海獸 
 
【鮑魚】bau35 e11 鮑魚。   

【白腹仔】pag5 bug3 ge11  

【白帶魚】pag5 dai55 e11 白帶魚。  

【白鯧】pag5 ciong13 

【烏鯧】vu11 ciong13 

【扁魚】ben33 e11  

【飛魚】bi35 e11  

【肉鯽仔】ngiug3 zid3 le11 肉魚。  

【魩仔魚】bud5 la55 hi13 白色細小的小魚。(閩) 

【鯉嫲】li35 ma11 鯉魚。也叫「鯉魚」li35 e11。  

【豆腐鯊】teu55 fu55 sa13   
【鐵甲魚】tied3 gab5 e11   
【頭魠】tç33 tu/3 鰆魚。(閩) 

【鬼頭刀】gui31 teu11 do13 專門吃飛魚的

一種魚，閩南話也叫「飛烏虎」。    

【南洋鯽仔】nam11 iong11 zid3 le11 吳郭

魚；俗稱南洋鯽。  

【紅目鰱仔】fung33 mug3 lien11 ne11 紅

目鰱。北部人叫「紅目鰱」。  

【鰻仔】man11 ne11 鰻魚。  

【鱸鰻】lu11 man11 鰻魚。  

【鱸魚】lu11 e11 鱸魚。   

【魷魚】iu11 e11 魷魚。  

【鰱魚】lien11 e11 鰱魚。  

【鯽仔魚】zid3 le31 e11 鯽魚。  

【草魚】co11 e11 草魚。  

【赤鯮仔】cag3 zung13 nge31 赤鯮魚。閩

南話叫「赤鯮」cia51 zang55。 (閩 ) 

【赤翼仔】cag3 zid5 le11 黃鰭鯛。閩南話

叫「赤翼仔」cia51 sid3 la51。 (閩 ) 

【麻虱目仔】ba11 sad5 bag3 ga51 虱目

魚。只有屏東的閩南話叫「海草魚」。(閩)  

【四破脯】si55 po55 bu31     
【黃鱔】vong11 san13 鱔魚。  

【鯊魚】sa35 e11    
【さんま】san51 ba31 秋刀魚，日語詞彙。 

【嘉鱲】×  唸閩南話音。   
【狗嫲魚】gieu31 ma11 e11 經常做成魚鬆

的加工。  

【狗𩸶】gieu31 ngam55 淡水魚類，常出現於河

川中下游淺流、淺瀨的石頭間。魚體有吸盤。 

【旗魚】ki11 e11  
【鮊哥仔】pag5 go33 e53 一種溪魚。閩南

話叫「溪哥仔」kHe33 go33 a51。  

【烏魚】vu35 e11 烏魚。  

【烏魚子】vu35 e11 zii31 加工製造後的烏

魚卵。  

【油魚仔】iu11 e11 nge11 東港的名產，可

做成油魚子。  

【黃魚仔】vong11 e11 nge11 黃花魚。  

【塘虱】tong11 sed3 小鯰魚。閩南話叫「塗

虱」 too5 sad4。  

【鰗鰍仔】fu11 ciu13 e31 泥鰍。  

【花枝】fa11 gi13 25 到 35 公分長，背部有

一塊船形海螵蛸硬殼，背部呈褐色斑紋。棲

息於外海深處，日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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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こ】ta55 kç31 章魚。 

【透抽】tau51 tiu55 真鎖管，頭足類海產。

(閩 ) 

【小管仔】seu31 gon31 ne11 小卷。(閩 )。 

【海豚】hoi31 tun11 海豚。(國) 

【鯨】gin13 鯨魚。   
【頦鰓】hoi11 soi13 魚鰓。  

【魚翼仔】ng11 zid5 le11 魚類或其他水生

脊椎動物的運動器官。  

【魚鱗】ng11 lin13 魚鱗。   

【海蔘】hoi31 sem13 海蔘。  

【蠔仔】o11 e11 牡蠣。  

【毛蟹】mo55 hai31 毛蟹。   

【蠘仔】ci33 a53 梭子蟹。(閩) 

【鱟】hau33 鋼盔魚。(閩 ) 

【龜仔】gui35 e31 烏龜。  

【團魚仔】ton11 ng11 nge11 鱉。因為「鱉」

bied3 在台灣客家話中大都用來指稱「女性生

殖器」，所以用「團魚仔」來取代。  

【蝦蛄】ha11 gu13 旭蟹。     

【蜆仔】han31 ne11 蜆。  

【螺螷仔】lo11 be13 e11 蚌。 (忌 ) 

【海瓜子】hoi31 gua13 zii31 海瓜子。 (閩 ) 

【燒酒螺】seu35 ziu53 lo11 燒酒螺。(閩 )  

【蝦公】ha11 gung13 蝦子。  

【蝦米】ha11 mi31 蝦米。  

【蝦仁】ha11 zin11 蝦仁。  

【龍蝦】liung11 ha11 龍蝦。  

【泰國蝦】tai55 gued5 ha11  

【草蝦】co31 ha11  

【白蝦】pag5 ha11  

【田螺】tien11 lo11 田螺。  

【九孔】giu31 kung31 九孔。  

【蛞螺仔】ie11 lo11 e11 蝸牛。  

 
 

 

     十一、花草樹木 
 
【樹仔】su55 e11 

【樹葉仔】su55 iab5 be11 樹葉。   

【竹殼】zug5 kog3 竹籜。  

【樹身】su55 siin13 樹幹，樹木的主體部分。 

【樹ㄚ】su55 va13 樹幹分岔處。  

【樹枝仔】su55 gi13 e31 樹枝。  

【樹頭】su55 teu11 樹底部長出根的部分。  

【樹根】su55 gin13 樹根。  

【樹影】su55 iang31 樹蔭。  

【藤】ten11 藤。  

【樹】su55 柴；但是客家話稱木頭做成的東

西用「樹」；如「這个東西係樹做个」(這個

東西是木頭做的 )，台灣閩南話說「柴」。   

【榕樹】ziung11 su55 榕樹。  

【松樹】ciung11 su55 松樹。    

【松柏仔】ciung11 bag3 ge11 柏樹。  

【酸仔樹】son33 ne55 su55 桑樹。  

【木麻黃】mug3 ma11 vong11 木麻黃。  

【柳樹】liu11 su55 柳樹。     

【茶樹】ca11 su55 

【楓樹】pung11 su55 楓樹。  

【相思仔】hiong11 si13 e31 相思樹，可以

用來燒木炭。  

【茄苳樹】ga11 dung11 su55 在台灣鄉間一

種常見的樹種。  

【杉仔】cam55 me31  

【雞榆仔】ge35 iu11 e11 榆樹。  

【樟樹】zong11 su55 樟樹。  

【苦楝樹】fu11 lien55 su55 苦楝樹。  

【枸薑】gieu31 giong13 月桃花。     

【九芎仔】giu31 giung13 nge31 木質堅

韌，可以拿來做手杖。  

【蘆薈】lu11 fi55 蘆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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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投】na11 dau13 林投。     

【ひのき】hi33 no55 ki31 檜木。  

【べにひ】me33 ni55 ki31 檜木。  

【梧桐】e11 tung11 梧桐。  

【油桐】iu11 tung11 油桐樹。  

【莿桐】cii55 tung11 莿桐樹。  

【木棉樹】mug3 mien11 su55 木棉。  

【竹仔】zug3 ge11 竹子。  

【綠竹】liug5 zug3    

【桂竹仔】gui55 zug3 ge11  
【麻竹】ma11 zug3   
【箭竹】zien55 zug3   
【艻竹】ned3 zug3  刺竹。  

【貓猊竹】meu11 li11 zug3 孟宗竹，嫩莖

是冬筍。  

【牡丹花】meu55 dan11 fa13 牡丹花。  

【桂花】gui55 fa13 桂花。  

【梅花】moi11 fa13 梅花。  

【櫻花】zin11 fa13 櫻花。  

【蘭花】lan11 fa13 蘭花。  

【蓮花】lien11 fa13 蓮花。  

【曇花】tan11 fa13 曇花。    

【水葱仔】sui31 cung13 nge11 布袋蓮。書

面語叫「布袋蓮」bu55 toi55 lien11。  

【茉莉花】muo55 li55 fa13 茉莉花。(國 ) 

【太陽花】tai55 iong11 fa13 向日葵。  

【玉蘭花】ngiug5 lan11 fa13 玉蘭花。  

【蓮蕉花】lien11 zeu11 fa13 蓮蕉花。  

【菊花】kiu3 fa13 菊花。    

【玫瑰花】mui11 gui55 fa13 玫瑰花。    

【花蕾】fa35 vun11 含苞沒有開放的花。  

【菅榛草】gon11 ziin13 co53 芒草，可以

用來蓋屋頂。  

【茉草】mad3 co31 魚針草。  

【牧草】mug5 co31 

【見笑草】gien55 seu55 co31 含羞草。  

【茅仔】mau11 e11 茅草。  

【茅仔根】mau11 e11 gin13 茅根。  

【薸仔】peu11 e11 浮萍。  

【溜苔】liu11 toi13 陰濕的地方生長的綠色

的苔蘚植物。  

【苧仔】cu11 e11 苧麻。  

【牛筋草】ngiu11 gin13 co53 草霸王。    
【蒜仔草】son55 ne31 co31 一種草。閩南

話叫「塗香」 tç 33 hĩu55。  

【芽】nga11 植物的幼苗。  

【遞藤】tai35 ten11 蔓生植物的莖向上或向

外延伸。    
【甘蔗目】gam11 za55 mug3 甘蔗節。例

「落目」 lo55 mug3、「實目」zad5 mug3。  

【甘蔗肉】gam11 za55 ngiug3 甘蔗的莖或

根，節與節的距離叫「想」。  

【草蒒仔】co31 se13 e31 水草。   
【旺】vong55 樹木很茂密。閩南話叫「茂」

am33。  
【在欉黃】×  指讓水果在樹上自然長到成

熟度夠才摘下的方法。  
 
 

   十二、衣裝被服鞋 
 
【たんす】tang53 su31 衣櫃。日語詞彙。 

【衫櫥仔】sam35 cu11 e11 衣櫃。   

【衫褲】sam11 fu55 衣服。19.16 

【洋裝】iong11 zong13 相對於中式服裝來

說的。  

【外套】nguai55 to55 

【內衫】nui55 sam13 內衣。  

【內裏】nui55 li13 裏襯。  

【膨線衫】pong55 sien55 sam13 毛線衣。 

【襖婆】o31 po11 棉衣，雙層的上衣。也叫

「襖仔」o31 e11。   

【ジャンパ—】zien53 ba31 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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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襟仔】tai55 kim33 me53 早期的一種服

飾；紐扣在一側的中裝的前面部分，由領口

一直斜向右邊開縫，穿的時候扣子一直由領

口扣到右脅，再扣到右下擺。也叫「大襟仔

衫」 tai55 kim33 me53 sam13。  

【袷仔】gab3 be11 無袖的背心。  

【ワイシャツ】uai35 sied5 zii31 襯衫。  

【西裝】si11 zong13 西裝。   

【帽仔】mo55 e11 帽子。  

【尿勺帽】ngiau55 sog5 mo55 橢圓形帽。 

【柺棍仔】guai31 gun55 ne31 柺杖。   

【杖仔】cong31 nge11 柺杖。   

【領仔】liang33 nge53 領子。  

【領帶仔】liang11 dai55 e31 領帶。  

【ネクタイ】ne33 gu55 dai53 領帶。  

【袖仔】ciu55 e31 袖子。也叫「衫袖」sam11 

ciu55。  

【衫袖尾】sam11 ciu55 mi13 袖子。  

【鈕仔】neu31 e11 釦子；有的客家話叫「鈕

仔」。  

【鈕空仔】neu31 kung13 nge31 拴鈕釦的

洞。   

【奶袷仔】nen55 gab3 be11 女人胸罩。  

【圍身裙】vi11 siin35 kiun11 圍裙。  

【百襇裙】bag3 gien31 kiun11 百褶裙。   

【打紮】da31 zab3 做出皺褶。  

【絲羅綢緞】sii35 lo11 cu11 ton55 

【搨腳】tag3 giog3 綁腿。也唸 tag5 giog3。 

【鞋】hai11 鞋。   

【皮鞋】pi11 hai11 

【布鞋】bu5 hai11 

【草鞋】co31 hai11 用草編織的鞋。  

【草鞋襪】co31 hai11 mad3 

【高㬹鞋】go33 zang35 hai11 高跟鞋。  

【鞋屧  仔】hai11 siab5 bbe11  一種穿鞋

拔子。   

【搨腳布仔】tag3 giog3 bu55 e31 纏腳布。 

【屐仔】kiag5 ge31 木屐。  

【拖仔鞋】to35 e31 hai11 拖鞋。  

【たび】ta55 bi31 一種工作鞋。 

【頸圍仔】giang53 vi11 e11 圍巾。  

【瀾ㄚ仔】lan11 a13 e11 圍兜。  

【水褲頭】sui31 fu55 teu11 以前男人穿的

內褲，比較寬長，鄉下的男人在夏天常以此

為家常褲。  

【內褲】nui55 fu55 內褲。    

【開腳褲】koi33 giog3 fu55 開襠褲。從閩

南話「開骹褲」拗折來的。    

【肚褡褲】du31 dab3 fu55 開襠褲的一種。 

【三角褲仔】sam33 giog5 fu55 e31 專門用

來指稱女生的內褲。  

【皮帶仔】pi11 dai55 e55 繫在腰間的帶子。 
【褲頭】fu55 teu11 褲子最上端，位於腰部，

用來繫腰帶的部位。     

【褲腳】fu55 giog3 褲腳。     

【チャック】jiag5 ku31 拉鍊。也叫「拉

鍊」 la55 lien53 (國 )。 

【皮帶鏲仔】pi11 dai55 kien13 ne53 褲子

上面栓褲帶的小圈。  

【肚褡仔】du31 dab3 be11 肚兜。  

【衫袋仔】sam11 toi55 e11 衣服上面的口袋。 

【褲袋仔】fu55 toi55 e11 褲子上面的口袋。 

【安全袋】on35 cion11 toi55 褲子上面的口

袋。  

【背帶】bi55 dai55 揹小孩用的揹巾。  

【尿裙仔】ngiau55 kiun11 ne11 尿布。也

叫「尿褲仔」ngiau55 fu55 e11。  

【瀾ㄚ仔】lan11 a13 e11 圍兜。   

【被】pi13 棉被。  

【被縎】pi13 gud5 棉被中的棉絮。  

【床巾】cong11 gin13 鋪在床上或裹在棉被

外面的布。  

【毯仔】tan31 ne11 毯子。  

【枕頭】ziim31 teu11 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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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頭布仔】ziim31 teu11 bu55 e11 枕頭套。 

【蚊帳】mun11 zong55 蚊帳。也叫「棉帳」

min11 zong55。  

【カ—テン】ka33 den53 窗簾。也叫「窗

簾」cong35 liam11。  

【門簾】mun11 liam11 門簾。   

【襪仔】mad3 le11 襪子。  

【衫架仔】sam11 ga55 e31 衣架。也叫「衫

架」sam11 ga55。  

【手衲仔】su31 lab3 be11 手套。  

【手袖仔】su31 ciu55 e11 長手套。  

【胭脂】ien11 zii13 口紅。  

【水粉】sui31 fun31 撲粉。  

【手鈪】su31 ag3 手鐲。  

【禁指】gim55 zii31 戒指。  

【耳鉤仔】ngi31 gieu13 e11 耳環。  

【䯋鍊】pad5 lien55 項鍊。  

【頭毛夾仔】teu11 mo11 giab5 be11 夾頭

髮的髮夾。有的閩南話叫「毛龜夾」。   

【頭巾】teu11 gin13 頭巾。   

【頭圈仔】teu11 kien13 ne11 髮箍。   

【包袱仔】bau11 fug5 ge31 包袱。  

【掩喙仔】em1311 zoi55 e31 口罩。    

【絚】hen11 褲子太緊。  

【皺】ziu55 衣服皺了。  

【勼水】giu13 sui53 衣物因泡過水而縮小。 

 
 

十三、建築物 
 

【倉庫】cong11 ku55 倉庫。   

【樓仔屋】leu11 e11 vug3 樓房。   

【祠堂】cii11 tong11 祠堂。  

【堂下】tang11 ha11 在家中安奉神位的廳堂。 

【正身】ziin55 siin13 建築物中央為主的房舍。 

【大伙房】tai55 fo31 fong11  同姓大家族

一起居住的房子。   

【樓梯】leu11 toi13 架設在樓房的兩層之間

供人上下的設備。  

【電梯仔】tien55 toi13 e31 利用電力將人

往上或往下送的裝置。  

【橫屋】vang11 vug3 早期房子正身兩側的

廂房。閩南話叫「護龍」hç 11 ling13。  

【溜籠】liu11 lung11 纜車。  

【樓頂】leu11 dang31 樓上。  

【樓下】leu11 ha13 樓下。  

【起屋】hi31 vug3 房子。  

【屋】vug3 房子。  

【屋下】vug3 ka13 家。  

【住宅】cu55 ced5 

【掃地泥】so55 ti55 nai11 掃地。  

【地泥】ti55 nai11 地上。  

【入屋】ngib5 vug3 搬遷新家。也叫「入

新屋」ngib5 sin13 vug3。  

【起屋】hi31 vug3 蓋房子。   

【屋頂】vug3 dang31 屋頂。  

【天棚】tiau35 pung11 天花板。  

【窗仔門】cung33 nge55 mun11 窗戶。  

【天窗】tien11 cung13 天窗。  

【客廳】hag3 tang13 客廳。     

【禾埕】vo11 tang11 房子前面、旁邊曬穀

或打糧食的平坦空地。 

【浴堂】iog5 tong11 浴室。  

【閒間仔】han11 gien13 ne31 在舊時建築中留

下來讓人休閒談天的地方，有時也充作客房。 

【井】ziang31 井。  

【天井】tien13 ziang53 天井。   

【屎缸】sii31 gong13 早期的廁所；大都蓋

在房子的旁邊，設備簡陋。也叫「糞缸」bun55 
gong13、「茅房」mau11 fong11。  

【便所】pien55 so31 廁所；日語詞彙。  

【門】mun11  房屋、圍牆、車船等出入口

能開關的障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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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閂仔】mun11 con13 ne11 關上門之後，

插在門內拴門戶的橫木。  

【門拄仔】mun11 du31 e11 關上門之後，

頂在門後的木棍。  

【門口】mun11 heu31 門口。  

【門鉸仔】mun11 gau55 e11 門開關的支

點。《徐》863。  

【搒手】bang35 su53 門把手。  

【門框】mun11 kiong13 門框。  

【門碗仔】mun11 von31 ne11 門墩。  

【門鏲仔】mun11 kien13 ne31 門環。  

【戶檻】fu11 kiam13 門檻。   

【屋簷下】vug3 iam11 ha13 騎樓。 

【間房】gien35 fong11 房間。也可以叫「房

間」fong11 gien13。  

【籬笆】li11 ba13 籬笆。 

【圍牆仔】vi11 ciong11 nge11 圍牆。  

【門遮仔】mun11 za13 e31 屏風。也叫

「門柵仔」mun11 cag5 ge11。  

【瓦】nga31 瓦。  

【柱】cu13 柱子。  

【杶仔】dun31 ne11 柱子。  

【桁仔】hang11 nge11 支撐房子的樑木。

相當於閩南話的「楹仔」。  

【樑】liong11 樑。例「上樑」song35 liong11。  

【桷仔】gog3 ge11 椽子。  

【枋仔】biong13 nge31 木板。  

【杉仔】cam55 me31 杉木。  

【枋模】biong35 mu11 模板，在打水泥時，

預先做好的模形。  

【磚仔】zon13 ne53 磚頭。  

【地磚】ti55 zon13 地磚。   

【壁磚】biag3 zon13 壁磚。   

【花磚】fa11 zon13 花磚。   

【泥磚】nai11 zon13 沒有燒過的土磚。 

【石灰】sag5 foi13 石灰。  

【防空壕】fong11 kung35 ho11 防空壕。  

【壁】biag3 牆壁。  

【門聯】mun11 liam11 門聯。  

【工舘】gung11 gon53 公館。  

【涵坑】ham11 kung13 涵洞，或下水道。  

【電線杶仔】tien55 sien55 dun31 ne11 電

線杆。  

【地基】ti55 gi13 地基。  

【居家】gi11 ga13 住家。房子是要來當住

宅用的。  

【三角店仔】sam33 gog5 diam5 me31 指

轉角的房子。這種房子適合用來做生意。  

【路衝】lu55 cong13 建築物對準路口。  

【做店面】zo55 diam55 mien55 房子用來

開店。   
【洗石】se31 sag5    

【環境】fan11 gin31 
【油漆】iu11 cid3 油漆。  

【泥磚屋】nai11 zon13 vug3 土磚屋。 

【磚仔屋】zon35 ne31 vug3 磚屋。 

【鑿仔屋】cog5 ge55 vug3 用竹子搭蓋的

屋子。  

【茅屋仔】mau11 vug3 ge11 用茅草搭蓋的

屋子。  
  
 

   十四、親屬稱謂 
 
【親戚】cin13 cid5 親戚。  

【朋友】pen11 iu13 友人的通稱。  

【族譜】cug5 pu31 族譜。  

【祖先】zu31 sien13 

【阿太】a11 tai55 曾祖父。  

【公太】gung11 tai55 曾祖父。  

【婆太】po11 tai55 曾祖母。  

【虱嫲仔】sed3 ma11 e11 曾孫。  

【視大人】sii55 tai55 ngin11 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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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細】sii55 se55 晚輩。  

【阿公】a11 gung13 祖父。  

【阿婆】a35 po11 祖母。  

【姐公】zia31 gung13 外祖父。「姐公」是

北部的說法。   

【姐婆】zia31 po11 外祖母。「姐婆」是北

部的說法。   

【爺𡟓】ia11 oi13 父母。   

【爺仔】ia13 e11 父親，敘述。   

【爸爸】ba11 ba13  父親，面稱。   

【𡟓仔】oi13 e11 母親，敘述。  

【阿姆】a11 oi13 母親，面稱。   

【共爺各𡟓】kiung55 ia13 gog3 oi13 同父

異母。  

【兄弟】hiung11 ti55 

【姊妹】zi31 moi55 

【阿哥】a11 go13 哥哥。  

【老弟】lo31 tai13 弟弟。  

【老妹】lo31 moi55 

【阿姊】a11 zi53 姊姊。   

【賴仔】lai55 e31 兒子（陳述）。  

【單丁子】dan11 den13 zii53 獨子。  

【妹仔】moi55 e31 女兒（陳述）。  

【細賴仔】se55 lai55 e31 男孩子。  

【細妹仔】se55 moi55 e31 女孩子。  

【屘子】man13 zii53 最小的孩子。  

【屘女仔】man13 e31 nge11 最小的女孩子。 

【公婆】gung35 po11 夫妻。  

【老公】lo31 gung13 丈夫（陳述）。  

【頭家】teu11 ga13 丈夫（陳述）。  

【屋下人】vug3 ha35 ngin11 相當於閩南

話的「查夫儂」、「查某儂」。  

【老猴牯】lo31 heu11 gu31 戲稱。  

【老婆】lo31 po11 妻子。  

【夫娘】bu35 ngiong11 妻子。北部說法。  

【老猴嫲】lo31 heu11 ma11 戲稱自己的妻

子。  

【夫娘人仔】bu35 ngiong11 ngin11 ne11 

戲稱自己的妻子。  

【大婆】tai55 po11 大太太。  

【細姐】se55 zia31 小太太。  

【阿伯】a11 bag5 伯父。  

【伯姆】bag5 me13 伯母。  

【阿叔】a11 sug5 叔父。  

【叔姆】sug3 me13 嬸嬸。  

【阿舅】a11 kiu13 舅舅。  

【舅姆】kiu11 me13 舅媽。  

【阿姨】a35 gi11 姨媽。  

【姨丈】gi11 cong13 阿姨的丈夫。  

【阿姑】a11 gu13 姑媽。  

【姑丈】gu11 cong13 姑媽的丈夫。  

【伯公】bag5 gung13 祖父的哥哥。  

【伯婆】bag5 po11 伯公的太太。  

【叔公】sug5 gung13 祖父的弟弟。  

【叔婆】sug5 po11 叔公的太太。  

【舅公】kiu11 gung13 祖母的兄弟。  

【舅婆】kiu35 po11 舅公的太太。  

【姑婆】gu35 po11 祖父的姊妹。  

【丈公】cong11 gung13 姑婆的丈夫。  

【姨丈婆】gi11 cong11 gong13 姨婆的丈

夫。  

【丈公】×  姨婆的丈夫。  

【叔伯兄弟】sug3 bag3 hiung11 ti55 堂兄

弟。   

【叔伯姊妹】sug3 bag3 zi31 moi55 堂姊

妹。   

【表兄弟】beu31 hiung11 ti55 堂姑媽、舅

舅、阿姨的兒子。  

【姊丈】zi31 cong13 姊姊的丈夫。  

【阿嫂】a13 so53 哥哥的妻子。  

【老妹婿】lo31 moi55 se55 妹妹的丈夫。  

【老弟心舅】lo31 tai11 sim11 kiu13 弟弟

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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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細仙仔】tai55 se55 sien13 ne53  連

襟。  

【姊嫂仔】zii31 so31 e11 妯娌。  

【婿郎】se55 long11 女婿（陳述）。  

【孫郎】sun35 long11 孫女婿（陳述），有

的客家話叫「孫郎」。   

【心舅】sim11 kiu13 媳婦（陳述）。  

【孫心舅仔】sun11 sim11 kiu13 e11 孫媳

婦（陳述）。  

【親家】cin11 ga13 親家。  

【且姆】cia11 me13 親家母。  

【親家公】×  親家公的父親。  

【親家婆】×  親家公的母親。  

【家娘】ga35 ngiong11 婆婆（陳述）。  

【家官】ga11 gon13 公公（陳述）。  

【丈人老】cong11 min11 lo31 岳丈（陳述）。 

【丈人𡟓】cong11 min11 oi13 岳母（陳述）。 

【阿伯】a11 bag5 丈夫的哥哥。  

【伯姆】bag3 me13 丈夫哥哥的老婆。  

【小郎叔仔】seu31 long11 sug3 ge11 丈夫

的弟弟。  

【小郎叔姆】seu31 long11 sug3 me13 丈

夫弟弟的太太。  

【大娘姊】tai55 long11 zi31 丈夫的姊妹。 

【小娘姑仔】seu31 ngiong11 gu13 e31 丈

夫的妹妹。  

【阿姨】a35 gi11 妻子的姊妹。  

【阿舅仔】a33 kiu35 e31 妻子的兄弟。  

【外甥】nguai55 sen13 ne53 對姊妹的兒子

的稱呼。  

【姪仔】ciid5 le31 姪子。   

【孫仔】sun33 ne53 孫子。  

【內孫】nui55 sun13 外孫。  

【外孫】nguai55 sun13 外孫。  

【細人仔】se55 ngin11 ne11 小孩子。  

【偓伢仔】o11 nga55 e11 嬰兒。  

【養爺】iong35 gia11 養父。  

【養𡟓】iong35 oi13 養母。  

【相認爺】siong11 ngin55 ia13 乾爹。  

【相認𡟓】siong11 ngin55 oi13 乾媽。   

【後叔仔】heu55 sug3 ge11 繼父。  

【後𡟓】heu55 oi13 後母。  

【奶𡟓】nen55 oi13 奶媽。  

【細心舅仔】se55 sim11 kiu13 e11 童養媳。  

【前人子】cien11 ngin11 zii31 丈夫前妻所

生的子女。  

【花囤女仔】fa13 dun53 e31 nge11 養女，

以前領養準備做兒媳婦的女孩兒，後來家中

沒有男孩相配，只好認作女兒出嫁。  

【𨃗轎尾】ten11 keu55 mi13 拖油瓶。  

【私生子】sii11 sen13 zii31 私生子。  

【佮胎來】gab3 toi35 loi11 還沒有結婚就

懷孕。  

【接腳仔】ziab3 giog3 ge11 續弦。另外有

一個意思是哥哥死了，弟弟娶了嫂嫂。  

【雙包卵】sung11 bau13 lon53 雙包胎。也

叫「雙包胎」sung11 bau11 toi13。  

【傳後代】con11 heu55 toi55 傳後代。  

【骨肉】gud5 ngiug3 比喻血統關係近的親

人。  
 
 

   十五、姓氏 
 
 4 劃  
【文】vun11   

【方】fong13  
【王】vong11 

【孔】kung31  

【尤】ziu11  

 
 5 劃  
【史】sii31  

【田】tie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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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ped5  
【石】sag5  
【牛】ngiu11  牛魔王  ngiu11 mo11 vong11 

 
 6 劃  
【朱】zu13 朱元璋  zu35 ien11 zong13   

【江】gong13 

【艾】oi55  

 
 7 劃  
【何】ho11 

【余】zi11 

【佘】×  

 
 8 劃  
【呂】li13  呂洞賓  li11 tung55 bin13 

【宋】sung55 宋楚瑜  sung55 cu31 zi11  
【李】li31  李登輝  li31 den11 fi13  
【杜】du55 應該唸  tu55。 (閩 ) 

【汪】vong13 
【沈】siim31  
【辛】sin13 

【阮】ngion13  

【孟】meng55 孟姜女  

【岳】ngog5 

 
 9 劃  
【吳】e11 

【卓】zog3 卓伯源  zog5 bag3 ngien11 

【周】zu13  
【林】lim11  
【武】vu31  
【花】fa13 花木蘭  

【邱】hiu13 

【邵】seu55  
【侯】heu11 

【俞】zi11  俞國華  zi11 gued3 fa11 

【姚】ngieu11  姚高橋  

【姜】giong13  姜子牙   

【施】sii13  
【柯】ko13 

【洪】fung11 

【紀】gi31 

【胡】fu11 

【范】fam55 

 
10 劃  
【耿】giung31  也唸  gen31。giung31 是從

閩南話拗折過去的。  
【唐】tong11 唐三藏  tong11 sam13 cong55  

【夏】ha55 

【孫】sun13 孫悟空  

【徐】ci11 

【殷】zin13 殷郊    

【翁】vung13 

【袁】ien11 袁紹  

【馬】ma13  馬英九  

【常】song11  常遇春  

【康】kong13  康丁    

11 劃  
【張】zong13  張俊雄  

【曹】co11  曹操  

【梁】liong11  梁山伯   

【章】zong13  章孝嚴   

【莊】zong13 

【許】hi31 許漢文   

【陳】ciin11  

【郭】gog3  郭子儀   

【陸】liug5 

【連】lien11  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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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劃  
【傅】fu55 

【彭】pang11 

【曾】zen13 

【湯】tong13 

【程】cang11 程咬金    
【童】tung11 

【馮】pung11 

【黃】vong11 

 
13 劃  
【楊】iong11 楊麗花   

【雷】lui11  
【葉】iab5  葉小釵  

【董】dung31  
【詹】zam13 

【鄒】zeu13 

【廖】liau55 

【熊】him11 

【葛】god3  諸葛亮  zii13 god5 liong55 

 
14 劃  
【趙】ceu55  
【劉】liu11 劉備   

15 劃  
【樊】fan11 樊梨花  

【歐】eu13 歐陽春  

【潘】pan13 

【蔡】cai55 

【蔣】ziong31 

【鄧】ten55 鄧小平  

【鄭】cang55 鄭成功   

【黎】li11 

 
16 劃  
【盧】lu11 

【賴】lai55  

【錢】cien11 

 
17 劃  
【應】zin55 

【戴】dai55 

【蕭】seu13 蕭萬長  

【薛】sied3 薛仁貴  

【謝】cia55 謝長廷  

【鍾】zung13 

【韓】hon11 

 
18 劃  以上  
【簡】gien31 

【聶】× 

【藍】lam11 

【顏】ngien(55)  

【魏】ngui55 

【羅】lo11 

【關】guan13 關公   
【蘇】su13 蘇貞昌  

【顧】gu55 

【龔】giung31 

【嚴】ngiam11 

 
 

   十六、人體部位 
 
【頭顱殼】teu11 na11 hog3 頭。特色詞。* 

【頭顱毛】teu11 na11 mo13 頭髮。  

【辮仔】mo11 bien13 ne53 辮子。  

【頭麩】teu11 po13 頭皮屑。  

【腦囟】no31 sin55 胎兒或幼兒的顱骨之間

覆蓋著一層膜的間隙。  

【頭腦】teu11 no31  
【腦□】no31 sii55 腦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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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背】no31 sii11 boi55 後腦勺。  

【脢罌仔】moi11 ang33 nge53 太陽穴的部

分。  

【天庭】tien35 tin11 天庭。  

【額頭】ngiag3 teu11 上額。  

【面】mien55 臉。如「洗面」se31 mien55。 

【面腔】×  臉色，如「激面腔」gig5 bin11 

cdu55 裝腔作勢。  

【目珠】mug3 zu13 眼睛。   

【上瞼】song55 ngiam13 上眼皮。  

【下瞼】ha11 ngiam13 下眼皮。  

【目珠仁】mug3 zu35 zin11 眼珠子。   

【烏仁】vu35 zin11 黑眼球。   

【白仁】pag3 zin11 白眼球。   

【目珠皮】mug3 zu35 pi11  眼皮。  

【目珠毛】mug3 zu11 mo13  眼睫毛。  

【目眉毛】mug3 mi11 mo13 眉毛，長在眼

眶上緣的毛。  

【單瞼目】dan33 ngiam33 mug5 雙眼皮。 

【雙瞼目】sung33 ngiam33 mug5 雙眼皮。 

【目珠眶】mug3 zu11 kiong13 眼眶。  

【目汁】mug3 ziib3 眼淚。   

【目油】mug3 iu11 眼油。眼睛因受到刺激

或疲勞時，由淚腺所分泌出的一種透明液

體。  

【目屎】mug3 sii31 眼屎。  

【鼻公】pi55 gung13 鼻子。  

【鼻空】pi55 kung13 鼻孔。  

【鼻樑】pi55 liong11 鼻樑。  

【耳公】ngi31 gung13 耳朵。  

【耳空】ngi31 kung13 耳孔。  

【耳墜仔】ngi31 cui55 e11 耳垂。  

【耳公膜仔】ngi31 gung11 mog5 ge11 耳膜。 

【下顎】ha11 ngong13 下巴。  

【喙】zoi55 嘴巴。  

【喙角】zoi55 gog3 臉頰。  

【面頰卵】mien55 gab3 lon31 顴骨。  

【酒窟仔】ziu31 fud3 le11 酒窩。   

【喙脣】zoi55 sun11 嘴脣。  

【牙齒】nga11 cii31 牙齒。  

【牙床肉】nga11 cong11 ngiug3 牙床。  

【門牙】mun11 nga11 門牙。  

【角牙】gog3 nga11 犬齒。  

【大牙】tai55 nga11 智齒。  

【豬哥牙】zu11 go35 nga11 橫生的牙齒。  

【舌嫲】sad5 ma11 舌頭。  

【蝦蟆胿】×     指脖子和下巴之間的部

位。  

【喉嚨】hieu11 lien11 喉嚨。  

【喉嚨滴仔】hieu11 lien11 di55 e11 小舌。 

【搶食胿】ciong31 siid5 goi13 喉結。  

【頸筋】giang31 gin13 脖子。  

【吊頸】diau55 giang31 上吊。  

【肩頭】gien35 teu11 肩膀。  

【心肝頭】sim11 gon35 teu11 胸部。  

【心肝窟仔】sim11 gon11 fud5 le11 心窩。 

【背囊】boi55 nong11 背脊。  

【奶姑仔】nen55 gu13 e31 乳房。 

【奶頭】nen55 teu11 乳頭。 

【奶】nen55 乳汁。 

【腰骨】 ieu13 gud5 跨上脅下的部分，在

身體的中部。  

【肚屎】du31 sii31 肚子。  

【肚臍】du31 ci11 肚臍。  

【脥下】kiab5 ha13 腋下。  

【屎鐘骨】mi11 zung13 gud5 脊椎骨的尾

端。  

【笥窟】sii55 vud3 屁股。  

【笥窟空】sii55 vud3 kung13 肛門。  

【笥窟】sii55 vud3 臀部兩側多肉的部分。 

【𡳞棍】lin31 gun55 男性生殖器。也叫「朘

仔」zoi13 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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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𡳞棍頭】lin31 gun55 teu11 龜頭。也叫「朘

仔頭」zoi35 e31 teu11。  

【核卵仁】hag5 lon31 zin11 睪丸。  

【核卵】hag5 lon31 陰囊。  

【膣腓】zii35 bai11 女性生殖器，經常出現

在罵人語中。  

【鱉仔】bied3 le11 用「鱉」來比喻女性生

殖器。  

【手】su31  
【手盤】su31 pan11 手心。  
【手背】su31 boi55 手背。  
【手腕】su31 van31 前臂和手腕相連的部位。 

【正手】ziin55 su31 右手。也叫「右手」iu55 su31。  

【左手】zo31 su31 左手。  

【左捭犁】zo31 be35 lai11 左撇子，慣用左

手的人。也唸  zo31 bai35 lai11。  

【手目珠】su31 mug3 zu13 手掌背和小臂

之間外側突起的骨。  

【手㬹】su31 zang13 手肘。  

【拳頭】ken11 teu11 拳頭。也叫「拳頭嫲」

ken11 teu11 ma11。  

【巴掌】ba13 zong53 巴掌。  

【斷掌】 ton13 zong53 手紋橫斷的人。例

「 男 人 斷 掌 有 官 賞 」 nam11 ngin11 ton35 

zong31 iu11 gon13 song53。    

【手指頭仔】su31 zii31 teu11 e11 手指頭。 

【手指公】su31 zii31 gung13 大拇指。  

【中指】zung13 zii53 中指。  

【手指尾】su31 zii31 mi13 小指。  

【手指甲】su31 zii31 gab3 指甲。  

【結趼】gied3 lan13 手上的硬繭。  

【螺】lo11 手指肚上皮膚的圓形紋路。  

【𥯥】cab3 手指肚上皮膚的非圓形紋路。  

【腳】giog3 腳。  

【腳棍仔】giog3 gun55 ne11 腳。  

【腳盤】giog3 pan11 腳背。  

【腳底】giog3 dai31 腳底。01.24.39 

【右腳】iu55 giog3 右腳。  

【左腳】zo31 giog3 左腳。  

【大腳髀】tai55 giog3 bi31 下肢從臀部到

膝蓋的一段。  

【脥下】kiab5 ha13 跨下。也叫「腳脥下」

giog3 kiab5 ha13。  

【脥下】kiab5 ha13  鼠蹊部。   

【腳囊肚】giog3 nang11 du31 腿肚。  

【膝頭】cid5 teu11 膝蓋。  

【膝頭腕】cid3 teu11 von31 膝蓋骨。  

【腳㬹】giog3 zang13 腳後跟。「㬹」和閩

南話的「骹後蹬」的「蹬」可能是同一個來

源。  

【腳筋】giog3 gin13  
【腳目珠】giog3 mug3 zu13 踝子骨。  

【鴨嫲蹄】ab5 ma11 tai11 患扁平足的人。 

【八字腳】bad5 sii55 giog3 八字腳。  

【白鶴腳】pag5 hog5 giog3 腳細小。  

【蘿蔔腳】lo11 ped5 giog3 蘿蔔腿。  

【心臟】sim11 cong55 心臟。  

【肺】hi55 肺。  

【肺管】hi55 gon31 氣管。  

【胃】vi55 胃。  

【肝】gon13 肝。  

【腰子】ieu13 zii53 腎臟。  

【膀胱】pong11 gong13 膀胱。也叫「尿泡

仔」ngiau55 pa55 e11。   

【禾鐮結】vo11 liam11 kied3 胰臟。  

【脾臟】bi11 cong55 脾臟。  

【脾土】bi13 tu31 胃口。  

【膽】dam31 膽。  

【腸仔】cong11 nge11 消化道最長的部分。 

【大腸】tai55 cong11  大腸。  

【細腸】×  小腸。  

【腸仔瘍】×  腸液。  

【盲腸】mo35 con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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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骨】liung11 gud3 脊椎骨。   

【肩頭骨】  脊椎骨。   

【膏肓】go35 mong11  
【肩骨】gien33 gud5 肩胛骨。  

【飯匙骨】fan55 cii11 gud3 肩胛骨。  

【腰骨】ieu13 gud3 

【腳骨】giog3 gud31  
【手骨】su31 gud3 

【髕仔骨】bin55 ne31 gud3 肋骨。也可以

說「排骨」 tai11 gud3。 (閩 ) 

【骨髓】gud5 sui11 骨髓。  

【圓身】ien11 siin13 身體。 (四 ) 

【皮】pi11 

【皮膚】pi11 fu13 皮膚。  

【神經】siin11 gin13 神經。  

【精神】zin35 siin11  表現出來的活力。  

【血管】hied3 gon31 血管。  

【筋】gin13 肌腱或附在骨頭上面的韌帶。  

【脈】mag3 分布在人體全身的血管。  

【口瀾】heu31 lan13 口水。  

【痰】tam11 痰。  

【汗】hon55 汗。  

【出冷汗】cud3 lang11 hon55 從由於驚嚇

或休克時所流出來的汗，出汗時手腳發冷。 

【鼻】pi55 鼻涕。  

【鼻膿】pi55 nung11 鼻涕。  

【鼻水】pi55 sui31 鼻水。  

【尿】ngiau55 小便。  

【屎】sii31 大便。  

【耳屎】ngi31 sii31 耳垢。  

【鼻屎】pi55 sii31 鼻垢。  

【𡳞屎】lin31 sii31 形容一個人做事沒正經。 

【潲】siau11 精液。書面語叫「精液」zin11 zid5。 

【屁】pi55 屁。  

【手汗】su31 hon55 手汗。  

【腳汗】giog3 hon55 腳汗。  

【㿸】man55 身上的污垢。  

【面毛】hon55 mo13 汗毛。  

【旋】cion55 頭髮的旋渦。  

【鬚】si13 鬍鬚。  

【鬍鬚牯】fu11 si13 gu31 絡腮鬍的人。  

【打赤膊】da31 cag3 bog3 不穿衣服。   

【痣】zii55 皮膚病。  

【𤶃仔子】tiau33 a55 zi53 青春痘。(閩) 

【老人斑】lo31 ngin11 ban13 老人臉上長

出的黑斑。  

【脾氣】pi11 hi55 怒氣，容易發怒的性情。 

 
 

     十七、交際應酬 
 
【熟似人】sug5 sii55 ngin11 彼此熟識的

人。  

【生份人】sang11 fun55 ngin11 彼此不熟

識的人。    

【相借問】siong11 zia55 mun55 互相打招

呼問候。  

【汝食飽吂】e11 siid5 bau31 mang11 你吃

飽了沒？問候語。  

【還吂睡目】han11 mang11 soi55 mug3 還

沒睡！  

【愛去倷】oi55 hi55 nai53 你要去哪裏？  

【異久無看著汝】 i55 giu31 mo11 kon55 
do31 e11 很久沒有看到你？問候語。  

【恁會早】an31 voi55 zo31 你那麼早啊！  

【恁久好無】an31 giu31 ho31 mo11 近來好嗎？ 

【有閒再來嫽】iu35 han11 zang55 loi11 
liau55 有空再來玩喔！  
【順行噢】  慢走。  

【失禮】siid3 li13 對不起。  

【無相干】mo11 siong11 gon13 沒關係。

也叫「無關係」mo11 guan11 he55。  

【痞勢】pai11 se55 不好意思。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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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仔細】an31 zii31 se55  謝謝你。也叫「承

蒙你」siin11 mung11 ngi11。  

【毋使細膩】?11 sii31 se55 ngi55 不用客

氣。  

【等路】den31 lu55 去看人家隨手攜帶的禮

物。例「帶等路來」dai55 den31 lu55 loi11。   

【面子】mien55 zii31 一種交際上無形的氣

勢。  

【客氣】hag3 hi55 客氣。例「恁客氣」an31 

hag3 hi55、「免客氣」mien31 hag3 hi55。  

【人客】ngin11 hag3 客人。也叫「客人」

hag5 ngin11。  

【凊彩】cin31 cai31 隨便。   

【打鬥敍】da31 deu55 si55 各人分別出錢

一起聚餐。  

【結拜兄弟】gied5 bai55 hiung11 ti55  

【麻煩你】ma11 fan11 e11  

【交涉】gau11 siab5  

【交往】gau11 vong13 來往。  

【斷路】ton11 lu55 絕交。   

【異好共下】i55 ho31 kiung55 ha55 相處。  

【多禮數】do13 li11 mau55 

【投緣】teu11 ien11  

【反背】fan31 pi55  

【出賣】cud3 mai55  

【變面】bien55 mien55 說話不算話，中途

翻臉。   
【𢯭手】ten55 su31 幫忙。   

【勢面】se55 mien55 後台。例「勢面異好」

se55 mien55 i55 ho31。(閩)  

【凭壁山】ben55 biag3 san13 後台。   

【撇國】ped5 gog3 支持。(閩)  

【選舉】sien31 gi31 選舉。  

【菝仔票】bad3 la55 pio11 空頭支票。不能

兌現的支票。  

【行路工】hang11 lu55 gung13 走路工。

鞋底錢、走路錢。酬謝他人奔波勞動的錢。  

【貼人食】tiab3 ngin11 sˆd5 搭伙。    

【後援會】heu55 ien11 fi55 後援會。   
 
 

   十八、婚喪 
 
【姻緣】im35 ien11 姻緣。例「姻緣天註定」

im35 ien11 tien11 zu55 tin55。   
【婚姻】   
【討夫娘】to31 bu35 ngiong11 討老婆。  

【討心舅】to31 sim11 kiu13  娶媳婦。   

【嫁妹仔】ga55 moi55 e11 嫁女兒。  

【嫁老公】ga55 lo31 gung13 嫁老公。  

【媒人】mue11 ngin11 撮合男女雙方結婚

的人。「媒」應該唸  moi11。  

【做媒人】zo55 mue11 ngin11 提親。  

【看親】kon55 cin13 相親。  

【看家風】kon55 ge11 fung13 探看結婚對

象家中的生活環境。  

【過定】go55 tin55 定婚。也叫「定親」tin55 

cin13、「定婚」 tin55 fun13。  

【出嫁】cud3 ga55 定婚。也叫「行嫁」hang11 

ga55。(少用) 

【定人矣】tin55 ngin11 ne11 已經把女兒許

配給人了。  

【分人招】bun35 ngin11 zeu13 形容男人

入贅改姓，成為女姓家中的成員。  

【招婿郎入來】zeu11 se55 long11 ngib3 
loi11 女方招贅。  

【抽豬嫲子】cu11 zu35 ma11 zii31 指入贅

生的頭一胎小孩必須冠母姓。  

【𢱤做堆】sung31 zo55 doi13 使童養媳和

男孩結婚。(閩 ) 

【嫁妝】ga55 zong13 嫁妝。  

【楗灶】giung1311 zo55 剛結婚的新人住進

新房子，親友買些家用品送給他們。閩南話

叫「楗灶」ging11 za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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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餅】tai55 biang31 定婚用的大餅。  

【禁指】gim55 zii31 套在手指上的小環。  

【聘金】pin53 gim13 訂婚時男方贈與女方

的金錢。  

【磧茶杯个】zag3 ca11 bi13 e11 壓紅包。  

【添妝】tiam11 zong13 幫要出嫁的家人或

親戚置辦嫁妝。  

【帶路雞】dai55 lu55 gie13 帶路雞。  

【看日課】kon55 ngid3 ko55 男方選定娶

親的時間。  

【送日課】sung55 ngid3 ko55 男方通知女

方娶親的時間。  

【入間】ngib5 gien13 送入洞房，新郎、新

娘進入新房。  

【鬧房】nau55 fong11 送入洞房，新郎、

新娘進入新房。  

【探間房】tam55 gien35 fong11 結婚之後

新娘的弟弟或妹妹來看新娘。  

【外家】ngoi55 ga13 娘家。  

【轉外家】zon31 ngoi55 ga13 回娘家。  

【結婚】gied3 fun13 結婚。  

【離婚】li11 fun13 離婚。  

【在室女仔】cai55 siid3 e31 nge11 處女。

(閩) 

【人家女仔】ngin11 ga35 ng53 nge11 處

女。   

【新郎】sin35 long11 新郎。也叫「新娘公」

sin35 ngiong11 gung13 (少)。  

【新娘】sin35 ngiong11 新娘。  

【且郎】cia35 long11 「且」是「親家」的

合音字。在婚禮進行中男方護送搬運嫁妝或

女方派來監視的人。  

【伴討】pan55 to31 伴郎。  

【伴嫁】pan55 ga55 伴娘。  

【送嫁】sung55 ga55 伴娘。  

【大婆】tai55 po11 大老婆。   

【細姆】se55 zia31 小老婆。  

【有身䟘仔】iu11 siin11 hong55 nge11 懷

孕。或叫「摜大肚」kuan55 tai55 du31、「大

肚屎」 tai55 du31 sˆ 31。  

【發子】buod3 zii31 害喜。也叫「病子」

piang55 zˆ 31。(閩) 

【落胎】lau55 toi13  流產。。(閩) 

【細人仔拿忒矣】se55 ngin11 ne11 na11 
ted5 le11  墮胎。也叫「拿細人仔」na11 se55 
ngin11 ne11。  

【供細人仔】giung55 se55 ngin11 ne11 生

小孩。  

【做月】zo55 ngied5 做月子。  

【 滿 月 】 man11 ngied5 小 孩 出 生 滿 一 個

月，舉行某種儀式或慶祝活動。  

【對歲】dui55 se55 小孩滿周歲。  

【斷臍】don31 ci11 剪斷臍帶。  

【胞衣】bau11 zi13 胎盤。  

============================= 
【辦喪事】pan55 song11 sii55 辦喪事。也

叫「做喪事」zo55 song11 sii55。   

【死忒矣】si31 ted3 le11 人過世了。   

【過身矣】go55 siin13 ne11 人過世的忌諱

說法。  

【往生】vong31 sen13 人過世的忌諱說法。 

【過往矣】go55 vong31 nge11 人過世比較

久的忌諱說法。  

【轉唐山】zon31 tong11 san13 人過世的忌

諱說法。  

【做仙】zo55 sien13 人過世的忌諱說法。  

【消忒矣】siau13 ted5 le11 比自己年輕的

人過世的忌諱說法。  

【靈屋】lin11 vug3 紙糊的模型屋。  

【訃聞】pu35 vun11 訃聞。  

【出山】cud3 san13 出殯。   

【風水】fung13 sui53 墓地。  

【穴】hied3   
【墓】mong55 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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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牌】mong55 pai11 墓碑。(閩) 

【墓仔埔】mong55 nge31 bu13 墳墓所在

的地方。(閩 ) 

【塚埔】cung31 bu13 墳墓所在的地方。  

【棺柴】gon35 coi11 裝殮死人的東西。  

【大壽】tai55 su55 棺木的雅稱。  

【壽板】su55 ban31 棺木的雅稱。  

【大屋】tai55 vug3 棺木的雅稱。  

【生墳】sang35 fun11 生墳。人未過世前就

已經座號的墳墓。  

【四片仔】×  非常簡陋的棺材。  

【守寡】su31 gua31 女人死了丈夫。  

【死老公个】si31 lo11 gung13 ·nge33  女

人死了丈夫。  

【孝男】hau55 nam11 喪家的兒子。  

【兜斗】deu13 deu53 一種祭奠的儀式，需

由死者的長男或長孫來做。  

【拈骨】ngiam13 gud35 撿骨。也叫「撿骨」

giam31 gud3。  

【骨頭盎仔】gud3 teu11 ang13 nge31 骨

灰罈子。  

【帶孝】dai55 hau55 死者的親屬和親戚在

一定時間內在袖子纏上黑紗，表示哀悼。  

【孝杖棍】hau55 cong31 gun55 舊時出殯

時孝子所持的哀杖。閩南話叫「孝杖」ha51 
te33。  

【做七】zo55 cid3 死者死後四十九天，每

隔 七 天 都 要 由 子 孫 穿 戴 孝 服 到 死 者 靈 前 祭

拜，請和尚尼姑來誦經，並燒香祭拜燒紙錢

給死者用，做七就是這種拜祭的行為。  

【入殮】ngib5 liam55 入殮。  

【打桶】da31 tung31 入殮。將棺材密封，

使屍體的腐水和臭味不致溢出。  

【手尾錢】su31 mi35 cien11 往生者留給子

孫的錢。  

【腳尾飯】giog3 mi11 fan55 倒頭飯。人往

生的時候，供祭在往生者腳尾的飯。    

【拈香】ngiam11 hiong13 對死者祭弔上

香。  

【挂紙】gua55 zii31 一種掃墓的活動，掃

墓時，首先除去墓場四周的雜草，裁成四方

形的草紙掛在碑額上，或用石頭壓住，這個

程序叫「挂墓紙」。也唸  ga55 zˆ 31。  

【做忌】zo55 ki55 已故先輩誕辰和逝世的

日子，要擺設供品菜餚在先人靈前祭拜。客

家 人 不 做 忌 。 只 有 「 做 對 年 」 zo55 dui55 
ngien11。  

【分粄仔】bun11 ban53 ne11 小孩子到墓

地去向掃墓人家分食祭拜的食品。  

【埋】mai11 埋。33.11   
 

 

    十九、各色人稱、活動 
 
【老百姓】lo31 bag3 siang55 一般的民眾。 

【頭路】teu11 lu55  職業，工作。例「尋

頭路」cim11 teu11 lu55。  

【做事】zo55 se55 工作。    

【手路】su31 ngi55 手藝。  

【手路菜】su31 lu55 coi55 有廚師個人烹調

心得的獨家拿手好菜。  

【請个】ciang31 loi11 受雇的人。  

【長年】cong11 ngien11 長工，長時間在

僱主家工作的人。   

【打鐵師傅】da31 tied3 sii11 fu55 鐵匠。  

【打石師傅】da31 sag5 sii11 fu55 石匠。  

【鑄鐵仔】zu55 tied3 le11 鑄造模具。  

【木匠師傅】mug5 siong55 木匠。  

【泥水師傅】nai11 sui31 sii11 fu55 泥水匠。 

【農民】nung11 min11 農夫。  

【捉魚个人】zog3 e11 nge55 ngin11 漁夫。 

【做烏手个】zo55 vu11 su53 e11 修理汽機

車的技工。  
【送信仔】sung55 sin55 ne31 郵差。  

【消防隊】seu35 fong11 cui55 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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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舖】zung31 pu55 有烹飪專長的人。  

【剃頭師傅】ti55 teu11 sii11 fu55 剃頭師傅。 

【裁縫師】cai11 fung11 sii13 做衣服的師傅。 

【駛船仔】sii31 son11 ne11 開船的人。  

【撐船仔】cang55 son11 ne11 撐渡船的人。 

【兜菜个】deu11 coi55 e55 伙計。  

【律師】lud5 sii13 律師。  

【代書】toi55 su13 代書。  

【做雜差仔】zo55 cab5 ce55 e31 打零工。 

【賣雜差仔】mai55 cab5 ce55 e31 貨郎。  

【秀才】siu55 coi11 讀書人  

【有錢人】iu35 cien11 ngin11 有錢人。也

叫「好額人」ho11 ngiag3 ngin55。  

【窮苦人】kiung11 ku31 ngin11 窮人。  

【奴才】nung11 coi11 專門聽命僱主做事的

男性僕人。  

【苦力仔】ku31 lid5 le31 專門做粗活的人。 

【工友】gung11 ziu13 工友。  

【侍女】sii55 e31 專門聽命僱主做事的女性

僕人。  

【半陰陽】ban55 zim35 ziong11 生理上有

雌雄的特徵。   

【虎𡳞仙】fu31 lin31 sien13 泛稱打拳賣膏

藥、醫卜命相，各種擺攤賣雜物為生的人，

也用來形容一些講話不實在的人，如「迄

劉个是王祿仔仙，汝毋通去互唬去」。   

【接骨師】ziab3 gud3 sii13 打拳賣膏藥，

幫人接骨的人。  

【牛販仔】ngiu11 fan55 ne31 

【單身哥仔】dan11 siin33 go13 e31  單身

漢。  

【老姑婆】lo31 gu35 po11 老的單身女子。 

【賺食嫲】con55 siid5 ma11 妓女。gi13 e53     

【骹踃間仔】ka11 sau11 gien13 ne31 妓院。  

【算命】son55 miang55 以人的生辰八字來

幫人預斷吉凶。  

【排八字】pai11 bad3 sii55 以人的生辰八

字來幫人預斷吉凶。  

【算命先仔】son55 miang55 sien35 ne53  
以人的生辰八字來幫人預斷吉凶的人，兼看

地理。  

【地理先生】fung33 sui53 sin11 sang13 看

風水的人。  

【和尚】vo11 song55 和尚。閩南話叫「烏

頭仔」 ç 33 tau33 a51。  

【紅頭仔】fung11 teu11 e11 廟裡做法事。 

【齋公】zai11 gung13 和尚。  

【齋嫲】zai35 ma11 尼姑。  

【居士】gi11 sii55 佛教稱在家修行的佛教

徒。  

【抬丈】toi11 cung13 抬死人的人。應該唸  

toi11 cong13。  

【問仙】mun55 sien13 一種牽魂的行業。  

【牽豬哥】kien11 zu11 go13 一種專門飼養

種豬為母豬配種的行業。  

【乞食仔】ked3 siid5 le11 乞丐。  

【掌牛郎】zong31 ngiu11 long11 以看牛維

生的人。  

【掌屋】zong31 vug3 看家。也叫「顧屋」

gu55 vug3。51.25 

【細阿姊】se55 a11 zi53 小阿姊。問路用語。   

【阿樣】a33 sang53 阿嬸。問路用語。    

【□哥】go13 ××哥。問路用語。    

【細阿哥仔】se55 a11 go13 e53  ××小哥。

問路用語。    

【叔仔】sug3 ge11 ××叔。問路用語。    

【醫生】i11 sen13 醫生。也叫「先生」sin11 

sang13。  

【赤腳先仔】cag3 giog3 sien33 ne31 沒有

受過專業技術訓練，而在民間行醫的秘醫，

他們多半使用自己的獨門秘方，或幫人推拿

治病。  

【產婆】san31 po11 接生婆。  

【藥局生】iog5 kiug5 sen13 有配藥專業能

力的人。  



 43

【護士】fu55 sii55 護士。也叫「看護个」

kon55 fu55 e55。  

【先生媽】sin11 sang35 ngiong11 專門醫

治小孩一些小疾病的老婦人，通常是用一些

民俗醫療方式像刮痧、抓筋等等。  

【收驚】su11 giang13 是指小孩或大人受到

驚嚇或生病。  

【師傅】sii11 fu55 有專門手藝的人。  

【師仔】sii11 e53 向人家學習技藝的人。  

【出師】cud5 sii13 學徒學藝完成，可以獨

當一面，自成師傅。  

【細妹仔】se55 moi55 e31 女孩子。      
【婦人家】fu55 ngin11 ga13 女人。      
【後生仔】heu55 sang33 nge53 男人。  

【男人】nam11 ngin11 男人。  

【同事】tung11 sii55 在同一個單位一起工

作的人。  

【老人家】lo31 ngin11 ga13 老人。  

【老太婆】lo31 a55 po11 老太婆。  

【老貨仔】lo31 fo55 e31 對老年不尊敬的稱呼。  

【老貨嫲】lo31 fo55 ma11 對老婦人不尊敬

的稱呼。  

【警察】gin31 cad3 國家維持社會秩序和治

安的武裝力量。  

【杙仔腳】kid5 le33 giog3 樁腳。  

【搨杙仔】tag3 kid5 le11 綁樁。  

【公親】gung11 cin13 和事佬。(閩) 

【事主】sii55 zu31 當事人。(閩) 

【外省仔】ngoi55 sen31 ne11 外省退伍的

老戰士。   

【番仔】fan33 ne53 原住民。北部客家話叫「番仔」。 

【番仔】fan33 ne53 稱男的原住民。南部客

家話叫「傀儡牯」。  

【番嫲】fan35 ma11 稱女的原住民。南部客

家話叫「傀儡嫲」。  

【縛蝦嫲】    綁腳的女人。  

【打銅鑼个】×  以前給升官或考試中榜的

人家報訊而討賞錢的人。現在用來形容一個

人專愛「包打聽」。   

【行船】hang11 son11 跑船。  

【行船人】hang11 son11 ngin11 跑船的人。 

【屋主】vug3 zu31 房東。  

【租屋仔】zu11 vug5 ge13  
【地主】ti55 zu31  
 
 

   二十、商業活動 
 
【做生理】zo55 sen11 li13 做生意。  

【頭家】teu11 ga13 老板。  

【頭家娘】teu11 ga35 ngiong11 老板的太

太。  

【貿頭】mau55 teu11 標工程的人。  

【工頭】gung35 teu11 負責工地施工人。  

【承勞】siin11 lo11 店員、僱員。  

【腳數】giog3 sii55 人手；辦事的人。   

【算數】son55 sii55 帳。   

【會計】fi55 ge55 管理銀錢貨物出入的人。 

【欠數】kiam55 sii55 買東西時暫不付款，

賣方將貨款記在帳目上，以後再結算。  

【市場】sii55 cong11 商品交易的場所。  

【𥴊仔店】gam35 me31 diam55 雜貨店。

也叫「雜貨店」cab5 fo55 diam55。  

【菜市場】coi55 sii55 cong11 菜市場。  

【賊仔市】ced5 le31 sii55 舊貨市場或專門

交易贓物的市集。(閩) 

【敗市】pai55 sii55 生意不好。  

【當市】dong11 sii55 做生意的時候，容易

吸引客人的地點。閩南話叫「食市」zia11 ci33 

【超級市場】ceu11 gib5 超市。  

【百貨店】bag5 fo55 diam55 販賣衣裝服

飾、日用百貨為主的商店。  

【百貨公司】bag5 fo55 gung11 sii13 百貨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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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縫店】cai11 fung11 diam55 做衣服的

店。  

【金仔店】gim11 me55 diam55 製造和買

賣金銀首飾的店。  

【銀行】ngiun11 hong11 銀行。  

【本金】bun31 gim13 用來存款、放款的本

金。  

【利息】li55 sid3 利息。  

【放重利】biong55 cung11 li55 高利貸。  

【地下錢庄】×  地下錢莊。  

【銀票】ngiun11 peu55 紙鈔。    

【銅錢仔】tung11 cien11 ne11 銅板；硬弊。

也叫「銀角仔」ngiun11 gog3 ge11。  

【旅社】li11 sa55 旅館。  

【販仔間】fan55 ne31 gien13 早期的平價旅社。 

【唱片】cong55 pien31 唱片。  

【錄音帶】lug5 gim11 dai55 錄音帶。  

【當店】dong55 diam55 當鋪。  

【洗衫店】se31 sam11 diam55 專門幫人洗

滌衣物的店。  

【書店】su11 diam55 賣書的店。北部的人

用「書」。  

【藥店】iog5 diam55  
【中藥店】zung33 iog5 diam55  
【西藥房】si11 iog5 diam55 

【青草店】ciang13 co53 diam55 專門賣草

藥的店。  

【五金行】e31 gim35 hong11  

【麵店仔】mien55 diam55 me11 吃麵的麵

館。  

【早餐店】zo31 con13 diam55 專門賣麵包

饅頭的店。  

【餅店】biang31 diam55 糕餅店。  

【麵擔仔】mien55 dam13 me53 麵攤子。  

【冰店】ben11 diam55 販賣冰品的冰店。  

【剃頭店】ti55 teu11 diam55 幫人理頭髮的

店。或叫理髮。     

【電頭顱毛店】 tien55 teu11 na11 mo11 
diam55 美髮院。  

【翕相館】hib5 siong55 gon31 照像館。  

【相片】siong55 pien31 相片。「相」有的

人唸第三聲。    
【金紙店】gim33 zii53 diam55 專門賣香、

銀紙的店。  

【餐廳】con11 tang13 餐館。  

【食堂】siid5 tong11 食堂。  

【點心店】diam31 sim11 diam55 點心店。 

【開桌】koi13 zog5 

【辦桌】pan55 zog3  
【爆桌】biag5 zog3  
【茶店仔】ca11 diam55 me31 賣茶水的舖

子，設有座位，可以讓人喝茶聊天的場所。

後來變成有色情交易的場所。  

【牛販仔】   經營買賣牛隻生意的人。  

【估物商仔】gu31 vud5 song13 nge11 專

門收集破銅爛鐵的商人。  

【銷路盡好】seu11 lu55 cin55 ho31 銷路

好。  

【銷路毋好】seu11 lu55 ?11 ho31 銷路差。 

【大月】tai55 ngied5 銷路好的月分。  

【小月】seu31 ngied5 銷路差的月分。  

【大盤】tai55 baHan11 大盤商。  

【中盤】zung35 pan11 中盤商。  

【細盤仔】se55 pan11 ne11 零售商。  

【剟貨】dod3 fo55 批發。也叫「割貨」god3 

fo55。  

【零星仔】lang11 sang13 nge11 不是完整

的。  

【偆个】cun33 ne55 剩下。  

【囤貨】dun31 fo55 囤積貨物。  

【所費】so31 fi55 費用。  

【本錢】bun31 cien11 經營事業所投下的資

本。  

【賺錢】con55 cien11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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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純】li55 sun11 利潤。   

【好賺】ho31 con55 利潤好。  

【壞賺】fai31 con55 利潤差。  

【省起來】sang31 hi31 loi11 存錢，把節約

下來的或暫時不用的錢存積起來。  

【貯金】du55 gim13 存錢。   

【了錢】liau31 cien11 虧本。也叫「蝕本」

sad5 bun31。  

【倒店仔】do31 diam55 me31 因為經營不

善而倒閉。  

【找零星仔】zau31 lan11 san11 ne33 從大

面額的錢幣中扣除應得的部分，把多餘的錢

數還給交易的對方。  

【數目簿仔】sii55 mug3 pu13 e11 賬簿；

記載金錢貨物出入的簿冊。  

【記數】gi55 sii55 記賬。  

【拄數】du11 sii55 抵賬。  

【行情】hong11 cin11 價錢。  

【開價】koi11 ga55 討論價錢。  

【出價】cud3 ga55 殺價。  

【起價】ki31 ga55 漲價。  

【落價】log5 ga55 跌價。  

【打折】da31 zied3 降低商品的售價。  

【貴】gui55 價錢高。  

【便宜】pien11 ngi11 價錢低。  

【添秤頭】tiam11 ciin55 teu11 補足不夠的分量。 

【有額】iu13 ngiag5 很有分量。  

【無額】mo11 ngiag3 分量不足。  

【標頭】peu35 teu11 商標。  

【看枋】kon55 biong13 招牌。  

【牽猴仔】kien11 gieu33 e53 中人。(閩) 

【抽頭】cu35 teu11 佣金。   

【算毋和】son55 ?11 fo11 划不來。  

【警察局】gin31 cad3 kiug5 比派出所高一

層的警察機構。  

【派出所】pai55 cud3 so31 基層的警察機

構。  

【管區】gon31 ki13 在負責的管區之內，執

行例行的巡邏勤務的警察。  

【契約】ke55 iog3 房子的契約書。  

【田契】tien11 ke55 田地的契約書。  

【糴米】tag5 mi31 買米。  

【糶米】tiau55 mi31 賣米。  

【米店】mi31 diam55 碾米場。  

【油車仔】iu11 ca13 e31 榨油的機器。  

【油車間仔】iu11 ca33 gien35 ne31 榨油的

地方。  

【糖廠】tong11 cong31 以前的製糖工廠，

或 指 放 糖 的 地 方 。 現 在 叫 「 糖 廠 」 tong11 
cong31。  

【會社】fi55 sa55 糖廠。   

【外水】ngoi55 sui31 外快。也叫「賺外路

仔」con55 ngoi55 lu55 e11。    

【傷本】song13 bun53 虧本。  
【賺食】con55 siid5 賺錢營生。  

【假名】ga31 miang11  形容貨物的品質並

不如流傳的那樣好。  
【黑市】×  黑市。   
【口座】keu31 co55 

【搶早】  
【食飽趕早】siid5 bau31 gon31 zo31 

【𨃗會仔】ten11 fi55 e11 互助會。一種利

用群體力量互相支助的儲蓄方式。  
【生會】sang11 fi55 活會。還沒有標下的

會。   
【死會】si31 fi55 死會，已經標下的會。   
【會頭】fi55 teu11 互助會的會首。 

【會腳】fi55 giog3 互助會的會員。  

【貯金簿仔】du55 gim11 pu13 e31 儲金簿。 

【客滿】hag3 man13 客滿。  

 
 

   二十一、交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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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lu55 供人舟車等行走的道路。 

【打馬膠路】da55 ma55 ga11 lu55 柏油

路。(閩) 

【石仔路】sag5 ge31 lu55 石子路。  

【紅毛泥路】fung11 mo35 nai11 lu55 水泥

路。  

【鐵枝仔路】tied3 gi11 e55 lu55 鐵路。也

叫「鐵路」 tied3 lu55。  

【分叉路仔】fun11 ca11 lu55 e31 幾條不同

方向的道路交叉的地方。  

【巷仔】hong55 nge31 大路旁邊的小路。  

【橋】kieu11 橋。  

【三輦車】sam11 lien55 ca13 三輪車。                  

【吉普仔車】gi55 bu55 a55 cia55 吉普車。

(閩) 

【輕便車】kin11 pien55 ca13 巴士出現前，

行走軌道上，用人力推動的車，車體有四個

輪子、一塊方形木底，加上力於四角上的四

根木柱外，就沒有其他的設備。供運煤、木

頭及載人。五分車、小火車。  

【五分仔車】e31 fun33 ne55 ca13 早期用

作載運甘蔗到糖廠的小火車，也可以當作

短程客運使用。  

【公路局】gung11 lu55 kiug5  

【客運】hag5 ziun55   

【リヤカ—】li33 a55 ka31 手推車。  

【オ—トバイ】o33 do55 vai53 摩托車。  

【汽車】ki5 ca13 汽車。  

【自動車仔】sii55 tung55 ca13 e53 汽車。 

【バス】ba55 sii31 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gung11 kiung55 hi55 ca13 公

共汽車。    

【ハイヤ—】hai53 ia31 包租汽車。  

【タクシ—】ta33 ku55 si31 計程車。  

【計程車仔】ge55 cang11 ca13 e11 計程

車。  

【轎車】gio11 ca13 自家用小轎車。  
【トラック】to33 la55 ku31 卡車。  

【貨車】fo55 ca13 火車。  

【火車】fo31 ca13 火車。  

【夜車】ia55 ca13 夜車。  

【車頭】ca35 teu11 車站。也叫「車站」ca11 

zam55。   

【前站】cien11 zam55 前站。   

【後站】heu55 zam55 後站。   

【碼頭】ma35 teu11 碼頭。   

【鐵馬仔】tied3 ma13 e31 腳踏車。(閩) 
【洋頭仔】iong11 teu11 e11 腳踏車的把手。 

【喨仔】liang55 nge31 腳踏車把手上的呤

噹。  

【電火】tien55 fo31 腳踏車上面的燈。  

【笥胐座仔】sii55 vud3 co13 e31 腳踏車上

的椅墊。  

【鐵馬架仔】tied3 ma11 ga55 e11 在車把

和椅墊之間的骨架。  

【貨架仔】fo55 ga55 e11 腳踏車上的後座。 

【腳拄仔】giog3 du11 e11 腳踏車上用以控

制直立的器具。  

【腳踏仔】giog3 tab5 e31 腳踏車上的踩踏

板。  

【樹奶輦】su55 nen55 lin55 輪胎。  

【內輦】nui55 nen55 內胎。  

【外輦】ngoi55 nen55 外胎。  

【車鍊仔】ca11 lien55 ne31 輪子。  

【護盤】fu55 pan11 輪子上面的蓋子。  

【泥皮】nai11 pi11 擋泥板。  

【輦框】lin55 kiong13 輪框。  

【鋼線仔】gong55 sien55 ne31 輪框上的輻

射鋼條。  

【手擋仔】su31 dong55 nge31 手煞車。  

【騎三腳仔】ki11 sam11 giog5 ge11 形容

小孩子騎著大人的腳踏車。  

【スク—タ—】sii33 ku55 da31 一種品牌

的機車，日本漢字寫成「速克達」。  

【クラッチ】ku33 la55 zi31 離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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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喙仔】fo31 zoi55 e31 火星塞。  

【飛行機】fi35 hang11 gi13 飛機。   

【噴射機】pun55 sa55 gi13 噴射機。   

【直升機】ciid5 sen11 gi13 直升機。  
【牛車】ngiu11 ca13 用牛來拉的車子。    

【消防車】seu35 fong11 ca13 消防車。   
【遊覽車】iu11 lam55 ca13 遊覽車。  

【紅青燈】fung11 ciang11 den13 紅綠燈。

ciang35 fung11 den13。  

【救護車】giu55 fu55 ca13 載運傷患的車

輛。  

【浮棚】pu11 pang11 漂浮在水面上的密閉

金屬筒，下部用鐵錨固定，用來綁住船隻或

做航標等。  

【船】son11 船。  

【渡船】tu55 son11 渡船。  

【渡船頭】tu55 son11 teu11 渡船頭。  

【龍船】liung11 son11 龍船。  

【篷船】pung11 son11 帆船。  

【竹排】zug3 pai11 竹筏。  

【竹椑仔】zug3 bai13 e53 船槳。  

【打電話】da31 tien55 fa55 打電話。   
【焮弓蕉】him55 giung11 zeu13 藉電土所

施放的熱氣把香蕉燻熟。  

【電線】tien55 sien55 

【插頭】cab3 teu11  
【開關】koi11 guan13  
【礱穀】lung11 gug3 碾米。閩南話叫「挨

米」e33 bi51。  

【精米所】zin13 mi53 so31 碾米場。  

【收音機】su11 im11 gi13 收音機。     

【錄音機】lug5 im11 gi13 錄音機。    

【放送】fong55 sung55 廣播。  

【加油站】ga35 iu11 cam55 加油站。  

【輦仔】lien55 ne11 橡膠輪胎。  

【轎仔】kieu55 e31 轎子。  

【喇叭】lad5 ba31 擴音器。  

【天橋】tien35 kieu11 天橋。  

【陸橋】liug5 kieu11 陸橋。  

【地下道】ti55 ha11 to55 地下道。  

【招呼站】zeu11 fu11 cam55  

【招客】zeu35 ngin11 hag3 計程車載客算

錢的一種方式，不是按照里程數給予的錢

數，而是雙方根據交通狀況來議價。通常是

比較長的距離或是鄉下才會採取的策略。  

【保養場】bo31 iong35 cong11  

【變電仔】bien55 tien55 ne11 變電器。  

【吊車】diau55 ca13 

【攄泥機】lu35 nai11 gi13 

【吊橋】diau55 kieu11 

【怪手】guai55 su31 有箕形裝置掘地用的

機械。  

【ネコ車】ne55 ko31 ca13 一種搬運水泥的

獨輪車。   

【圓環仔】ien11 kuan11 ne11  
【街頭巷尾】gie35 teu11 hong55 mi13 

【銅槓仔車】tung11 gong11 nge11 ca13 形

容破爛車。(閩) 

【相打電】siong35 da53 tien55 電線短路。 

【失電】siid5 tien55 停電。   

【徛票】ki11 peu55 站票。  

【買票】mai11 peu55 買票。     

【分人放粉鳥仔】bun35 ngin11 biong55 
fun31 diau13 e53 比喻交通工具未達目的

地之前，就將乘客趕下車，參與群體活動

而被遺忘。(閩) 

【相閃車】siong11 sam53 ca13 車輛相向

行駛交會而過。  
【相出路仔】siong11 cud5 lu55 e11 兩個

人互相拜訪或尋找的時候，剛好碰到他要來

找你，而你卻要找他，結果反而碰不到面。 
【司機】sii11 gi13 司機。  

【車掌】ca11 zong53 車掌。日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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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疾病 
 
【發病仔】buod3 piang55 nge11 生病。  

【無自然】mo11 cii55 ien11 人生病的諱飾

語。  

【人無鬆爽】ngin11 mo11 sung13 song53 
人不舒服。  

【□□懨懨】so11 so11 ngien55 ngien55 病

懨懨的樣子。   
【症頭】ziin55 teu11 病的癥狀，如發燒、

嘔吐、咳嗽、盜汗等。  

【內科】nui55 ko13 內科。  

【外科】ngoi55 ko13 外科。  

【痛】 tung55 疾 病 創 傷 等 引 起 的 難 受 的 感

覺。  

【寒著】hon11 do31 著涼。  

【感冒】gam31 mo55 感冒。    

【發燒】fad3 seu13 發燒。       
【打仞捘】gid5 gid5 zun13 打冷顫。  

【熱著】ngied5 do31 中暑。   

【發痧】bod3 sa13 中醫指中暑或霍亂等疾

病。常發生在天氣炎熱的夏天，症狀是臉色

蒼白、血壓突然降低，發熱、煩燥、耳鳴、

目眩、冒冷汗、想吐。嚴重的話還會昏厥或

因流汗過多而痙攣。  

【コレラ】ko33 le55 la11 霍亂。   

【暈忒矣】fun11 ted3 le11 頭腦發昏，感到

周圍物體在旋轉，身體像要跌倒。  

【嗽】cug5 咳嗽。  

【冷嗽】lang11 cug5 
【熱嗽】ngied5 cug5    
【發𤸱】bod3 hab3 由氣喘所引起的咳嗽。 

【百日嗽】bag3 ngid3 cug5 百日咳。 

【はいけっかく】hai35 ke55 ka55 gu31 肺

結核。也叫「肺癆」hi55 lo11。  

【肺炎】hi55 iam55 肺炎。  

【楞】ngong11 頭暈。  

【火氣大】fo31 hi55 tai55 火氣大。   

【發炎】fad5 iam55  傷口因病菌侵襲或其

他感染而致紅腫、生膿。  

【發癀】fad5 fong11 外傷發炎。  

【發膿】fad3 nung11 長膿。  

【腦膜炎】neu31 mo55 iam55 腦膜炎。  

【斷腦筋】ton13 no53 gin13 中風。也叫「中

風」zung55 fung13。  

【關節炎】guan11 zied5 iam55 關節炎。  

【風濕】fung13 siib5 風濕。 

【盲腸炎】mo35 cong11 iam55 盲腸炎。  

【肝炎】gon11 iam55 肝炎。  

【マラリャ】ma33 la55 li55 a51 瘧疾。  

【鼻公塞塞】pi55 gung13 sed3 sed3 鼻

塞。也叫「塞鼻」sed3 pi55。  

【腰仔病】ieu33 e53 piang55 腎臟病。  

【心臟病】sim11 cong55 piang55 心臟病。 

【糖尿病】 tong11 ngiau55 piang55 糖尿

病。  

【發癲】bod3 dien13 發瘋。  

【發花癲】bod3 fa11 dien13 女性對不同男

性的性幻想症。當地閩南話叫「桃花痟」to33 
hue33 siau51。  

【癲仔】dien33 ne53 瘋子。  

【血崩山】hied5 ben11 san13 血崩。  

【貧血】pin11 hied3 貧血。  

【肚屎痛】du31 sii31 tung55 肚子痛。  

【膨風】pong55 fung13 肚子有脹氣。  

【呃酸】ed5 son13  
【屙瀉吧】o11 li55 du31 e11 拉肚子。   

【屙硬屎】o11 ngang55 sii31 便秘。  

【打屁】da31 pi55 放屁。  

【中毒】zung55 tug5 中毒。  

【破傷風】po55 song11 fung13 破傷風。  

【發癩㾸】bod3 tai31 go13 一種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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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癬】pag5 sien31 一種皮膚病，患處發

癢，或生白色鱗狀的癬。  

【白癍】pag5 ban13 白斑。  

【癩㾸病】tai31 go11 piang55 性病。  

【梅毒】moi11 tug5 一種性病。  

【發蒜仔】bod3 son13 ne11 一種性病的俗

稱，它的症狀是初期會出現硬塊下疳，發

生淋巴結腫脹，之後皮膚會出現疹子，甚

至會引發個別內臟器官發生病變，嚴重的

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或循環系統病變。台

灣閩南語叫「生檨仔」。  

【癌症】ngam11 ziin55 癌症。  

【起濃目】hi31 nung11 mog5 一種過敏的

皮膚症狀。  

【摜水】kuan55 sui31 浮腫。  

【酣酣】hang55 hang55 面部浮腫。  

【下消】ha55 seu13 膀胱無力。  

【老人目仔】lo31 ngin11 mug3 ge11 老花

眼。也叫「老花眼」 lo31 fa13 ngien53。  

【眼珠矇矇】mug3 zu13 mung11 mung11 
形容眼睛看不清楚。  

【近視】kiun55 sii55 近視。  

【青瞑】ciang11 miang13 瞎子。也叫「瞎

眼」hag3 ngien31。  

【推窗眼】×  眼睛斜視。  

【雞仔眼】gie35 ngien31 夜盲症。  

【目尖】mug3 ziam13 眼睛長針眼。  

【 臭 耳 聾 】 cu55 ngi31 lung13 耳 朵 聽 不

見。(閩) 

【牙齒痛】nga11 cii31 tung55 
【豬頭皮】zu35 teu11 pi11 腮腺炎。  

【大胿】tai55 goi13 甲狀腺腫大。  

【發瘟仔】bod3 vun11 ne31 遭瘟。  

【發痔仔】bod3 cii55 e11 痔瘡。  

【熱痱仔】ngied5 bi55 e11 痱子。  

【烏蠅屎】vu35 in11 sii31 雀斑。  

【曲痀仔】kiau11 gu33 e53 駝背。(閩) 

【 背 痀 痀 】 boi55 ku11 ku11 背 脊 直 不 起

來。相當於閩南話的「曲龜」kiau33 gu55。 

【破相】po55 siong55 破相。也叫「壞看面」

fai31 kon55 mien55。  

【發癱風】bod3 tan11 fung13 中風癱瘓。 
【臭頭】cu55 teu11 癩痢頭。  

【結𤊶仔】gied5 lad5 le11 傷口結疤。  

【癢】iong13 癢。  

【撓】neu13 搔癢。  

【腫起來】zung31 hi31 loi11 腫。   

【跛骹】bai13 giog3 瘸了腿。   

【腳氣病】giog3 hi55 piang55 腳氣病。   
【瘸手】kio11 su31 壞了胳膊。  

【囁鼻仔】ngiab5 pi55 e11 塌鼻子。  

【啞口】a31 gieu31 啞巴。(閩) 

【結舌】gied3 sad5 口吃。   

【結舌根】gied3 sad5 gin13 說話時舌尖常

接觸牙齒，以致說話時口齒不清。   

【咿哦仔】ĩ55 õ55 ẽ11 說話時鼻音很重。   

【講話毋正】gong31 fa55 ?11 zang55 小

孩子講話不清楚。  

【爛喙ㄚ】lan55 zoi55 a13 口角炎。  

【缺喙】kied5 zoi55  脣顎裂。   

【失聲】×  聲音沙啞。  

【天花】×  天花。  

【滯人】ce55 ngin11 傳染給別人。  

【面砭】mien55 niau11 niau13 麻臉。  

【戇仔】ngong55 nge31 傻瓜。也叫「戇人」

ngong55 ngin11。  

【羊癲】iong11 dien13 羊癲瘋。    

【豬嫲𫞭】zu35 ma11 cai31  羊癲瘋。  

【豬嫲癲】zu35 ma11 dien13 羊癲瘋。(閩 ) 

【羊癲】iong11 dien13 羊癲瘋。  

【老花癲】×  罵人老人癡呆症。  

【墜核】cui55 hag5 疝氣。也叫「墜氣」cui55 

h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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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驚】cog5 giang13 小孩受驚。  

【出痲仔】cud5 ma11 e11 出痲疹。 

【仔】liab5 be11 瘡。  

【皵皮】liu55 pi11 擦破皮。  

【熝著】lug5 do11 被火燙到。  

【起疱仔】hi31 pau55 e31 起水泡。  

【魚鱗痣】e11 lin11 zii55 由魚鱗附在皮膚

上所生的一種瘡。  

【發疔仔】bod3 dang13 nge31 生瘡。    

【發癰仔】bod3 iung13 nge31 一種惡性膿

瘡，多長於頸、背、臀部，表皮多破孔出膿。 

【雞嫲皮】gie35 ma11 pi11 起雞皮疙瘩。  

【烏青焗血】vu11 ciang13 giug5 hied3 血

液凝結不通，在皮膚上有深青色的痕跡。  

【 襯 陽 癧 】 cen55 iong11 lab5 淋 巴 腺 腫

大。「癧」不唸 lad5。  

【發癧仔】bod3 lid5 le31 淋巴結核，多發

生耳後頸部或胸側，常造成頸部腫大。  

【香港腳】hiong13 gong53 giog3 足癬。  

【發沙蟲】bod3 sa35 cung11 腳因為泡在

水裏過久所引起的潰爛。  

【鬱著】vud3 do31 手扭到。   

【閃著腰骨】sam31 do31 ieu13 gud5 閃到

腰。  

【脫腕】lud5 von31 脫臼。  

【𤸁】kioi55 身體因為腦力或體力消耗過多

而感到睏累。  

【悿】tiam31 身體因為腦力或體力消耗過多

而感到睏累。   

【糾筋】giu55 gin13 肌肉痙攣抽搐。    
【反種】fan31 ziin55 ne11  病狀的轉變，

也可以用來比喻事情的變化非常快。閩南話

叫「反症」。huan55 zing11。  
【月經來】ngied5 gin35 loi11 指女人的月

經來。    

【來洗】loi11 se31 指女人的月經來。(少)   

【打脈】da31 mag3 把脈。  

【注射】zu55 sa55 打針。(日) 

【種痘仔】zung55 teu55 e11 種牛痘。  

【開刀】koi11 do13 醫 生給 病 人 做 割治 手

術。  

【手術】su31 sud5 
【捉筋頭】zog3 gin35 teu11 捉痧筋。  

【刮痧】guad3 sa13 刮痧。  

【針灸】ziim11 giu55 針灸。  

【搒罐仔】bang11 guan55 ne11 拔火罐。  

【撨筋】ciau11 gin13 接骨。也叫「接骨」

ziab5 gud3。  

【暈船】hin11 son11 暈船。  

【暈車】hin11 ca13 暈車。  

【小兒痲痺】sei31 ji11 ma11 bi55 小兒痲

痺。 

【病菌】piang55 kun31 細菌。  

【倒陽】do31 iong11 陽萎。「硬起來」ngang55 

hi31 loi11。  
【看先生】kon55 sin11 sang13 給醫生診

斷。   

【分先生看】bun35 sin11 sang11 kon55 給

醫生診斷。   

【病院】biang55 ien55 醫院。日語詞彙。   
【斷根】ton11 gin13 病完全被醫好，不在

復發。   
【注大管射】zu55 tai55 gong11 sa55 吊點

滴。  
【照電光】zeu55 tien55 gong13 照 X 光。   
【挽喙齒】bang35 nga11 cii31  拔牙。  

 
 

   二十三、藥品 

 

(一) 中藥專用的用品 

 
【藥仔】iog5 ge11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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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料个】ho31 liau55 e55 藥，委婉語。

例「抓一帖好茶來」zag3 id3 tiab3 ho31 ca11 
loi11。   

【舂臼仔】zung11 kiu13 e31 搗藥的器具，

有一個搗盆和搗鎚。                

【研槽】ngien35 co11 中藥加工的工具。  
【切刀】cied5 do13 鍘刀。        

【丹膏丸散】   
【藥草】iog5 co31 

【藥片】iog5 pien31  
【藥丸仔】iog5 gien11 ne11  
【藥水仔】iog5 sui31 e11  
【藥膏仔】iog5 go33 e31 外敷的糊狀物。  

【藥粉仔】iog5 fun31 ne11    
【藥方】iog5 fong13 藥單子。  

【藥炙仔】iog5 zag3 ge11 煮藥用的藥罐

子。  

【漢藥】han55 iog5 中醫用傳統方法製成

的藥材。大多取用動物、植物、礦物等。  

【西藥】si11 iog5 西醫所用的藥品，一般

是用化學的合成方法製成。  

【草藥】co31 iog5 取自植物的中藥材。  

【配藥】poi55 iog5 ge11 配藥。也叫「佮

藥仔」gab3 iog5 ge11。  

【拆藥仔】cag3 iog5 ge11 抓藥。  
 

   (二) 中藥藥名 
 
【甘草】gam13 co53  
【當歸】dong11 gui13 

【川芎】con11 giung13  

【紅花】fung11 fa13    

【黃連】vong11 lien11 
【人蔘】ngin11 sem13    

【沉香】ciim11 hiong13  
【麝香】sa55 hiong13    

【鹿茸】lug5 ziung11 

【蓮子】lien11 zii31  
【薄荷】pog5 ho11 

【川貝】con11 bi55 

【靈芝】lin11 zii13  
【川七】con13 cid5 

【艾草】ngie55 co31   

【茅仔根】mau11 e11 gin13  

【金線蓮】gim11 sien55 lien11 

【肉桂】ngiug5 gui55   
【犀牛角】si35 ngiu11 gog3   

【雄黃】hiung11 vong11   

【枸杞】gieu31 gi31   

【硃砂】zu11 sa13  
【膨大海】pong51 dai11 hai51 ×  
【羅漢果】lo11 hon55 go31  
【寄藥包】gi55 iog5 bau13 以前的醫藥行

為。 

【便藥仔】pien55 iog5 ge11 成藥。   

【安眠藥仔】on35 min11 iog5 ge11 安眠

藥。   
【藥洗】iog5 se31 推拿用的藥水，塗抹在

身上有冰涼的舒服感。   

【鷓鴣菜】za55 gu11 coi55 

【傷風克】song11 fung13 ked3  

【沙龍巴司】sa33 long55 pa55 sii31  

     
 

二十四、風俗、宗教活動 

 

(一) 埤頭當地祭拜的神明 
 
【神明】siin11 min11 神。  

【天公】tien11 gung13   

【玉皇大帝】ngiug5 fong11 tai55 t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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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fud5 zu31 對釋迦牟尼的敬稱。因

為他是佛教的始祖，所以叫「佛祖」。  

【如來佛】zi11 loi11 fud5 佛的別稱。意思

是可以像過去諸佛那樣的來，那樣的去。  

【觀音娘】gon11 zim35 ngiong11  佛教的

菩薩之一，佛教徒認為是慈悲的化身，救苦

救難之神。也叫「觀世音」guan11 sii55 im13。 

【媽祖】ma13 zu31 民間崇拜的神靈。  

【七爺八爺】cid5 zia33 bad5 zia11   

【閻羅王】ngiam11 lo11 vong11 地獄中的

鬼王，為梵語 Yama 的音譯。有人唸  ngien11 
lo11 vong11。  

【地藏王菩薩】ti55 cong55 vong11 pu11 sad3 

地藏王菩薩。  

【王爺公】vong11 ia11 gung13 代天巡狩神。 

【金府王爺】gim13 fu53 vong11 ia11 代天

巡狩神。  

【周文王】ziu35 vun11 vong11 周文王。  

【五穀神農大帝】e31 gug3 siin11 nung11 
tai55 ti55 周文王。  

【天師公】tien11 sii11 gung13 張天師。  

【義民爺】ngi55 min11 ia11 

【三恩主】sam33 en33 zu53 指醒靈宮所拜

的三個主神，包括關聖帝君、司命真君和孚

佑帝君。   

【七星娘】cid3 sen35 ngiong11 七夕晚上

拜的神。   

【阿公婆】a33 gung35 po11 祖先。   

【司命真君】sii11 min55 ziin11 giun13 灶
神。也叫「灶君爺」zo55 giun35 ia11。   

【萬善爺】van55 san55 zia11 墓場的某處

發現的無主骨灰都成為參拜的對象。   

【三山國王】sam11 san13 gued3 vong11 
客家人和潮州人都拜。  

【關聖帝君】guan11 siin55 di55 giun13 關

公。  

【財神爺】coi11 siin11 ia11  
【床公婆】cong11 gung35 po11 保護幼兒

的神衹。  

【伯公】bag3 gung13 土地公。   

【佛堂】fud5 tong11 

【孚佑帝君】fu11 iu55 di55 giun13 呂洞

賓。  

【神龕仔】siin11 kam13 me31 神龕。  

【拜揶】bai55 ia13 拜神。也叫「唱揶」cong11 

gia53。  

【阿公婆牌】a33 gung35 po11 pai11 祖先

牌位。  

【牲儀】sen35 ngi11 祭拜時用的牲禮，要

視等級不同而有所差別。  
【三牲】祭拜時用的牲禮。  
【誦經】siung55 gin13 信仰宗教的人朗讀

或背誦經文。  

【跌聖筊仔】died5 siin55 gau55 e11 擲筊

杯。               

【聖筊】siin55 gau55 擲筊杯，一反一正。 

【陰筊】zim11 gau55 兩面都是覆蓋的。  

【笑筊】seu55 gau55 兩面都是往上翻的。  

【跌無筊仔】died5 mo11 gau55 e11 擲筊

杯，得不到神明的允諾。  

【抽籤仔】cu11 ciam11 me53  
【解籤詩】ge31 ciam11 sii13 將善男信女

抽 中 的 籤 詩 依 當 事 人 當 下 的 情 境 給 予 適 當

的解釋。  

【籤詩】ciam11 sii13 廟中的神籤，記述吉

凶禍福，多以詩句的形式呈現。  

【卜卦】bug3 gua55 占卜卦象以視吉凶。  

【帶帣】dai55 kien55 帶神符。  

【請神】mun55 siin11 所謂問神、問佛是指

一般人認為是被惡魔所纏身才得病，卻又不

知怎樣將惡魔驅除，然後就去向神明求助。  
【點香】diam31 hiong13 「香」是用木屑

攙香料做成的細條，燃燒時可以發出好聞的

氣味。信仰佛教、道教或迷信思想的人拜神

佛時把香點著插在香爐中。  

【燒金】seu11 gim13 焚化紙錢等以敬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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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銀紙】seu35 ngiun11 zii31 焚化紙錢等

以敬祖先。  

【好兄弟仔】ho31 hiung11 ti55 e31 鬼的諱

稱。  

【發願】fad3 ngien55 許願。    
【還願】van11 ngien55 還願。   
【打醮】da31 zeu55 道士設壇唸經做法事。 

【做竅妙】zo55 kieu55 meu55 做法事解除

厄運。  

【普渡】pu11 tu55 普渡。  

【弄獅】nung55 sii13 舞獅。  

【獅鬼仔】sii35 gui53 e11 舞獅的時候逗弄

獅子的小丑。  

【爆龍】bau55 liung11 一種用鞭炮炸龍的

民俗活動。  

【善男信女】san55 nam11 sin55 e31 佛家

稱在家信仰佛教的男女為「善男」、「信女」。 

【迎神】ngiang11 siin11 抬著或抱著神像

結隊上街遊行，以便讓大眾觀看、祭拜。  

【庇佑】bi31 iu55 神明保護。 

【庇蔭】bi31 im55 祖先保護。 

【服侍神明】fug5 sii55 siin11 min11 祭拜

神明。  

【輦轎仔】lien55 kieu55 e11 一種四人抬的

小轎子，上下抖動的很厲害，常在隊伍中

衝撞。  

【廟公仔】meu55 gung13 nge31 廟宇中專

門管理香火的人，也叫「廟祝」meu55 zug3。 

【童乩】tung11 gi13 乩童。   

【桌頭】zog3 teu11 翻譯神明說話的人。  

【副乩】fu55 gi13 乩童。   

【起乩】hi31 gi13 乩童讓神附身的過程。  

【添香油】tiam33 hiong35 iu11 向善男信

女募款。  

【齋堂】zai35 tong11 尼姑庵。  

【字紙亭】sii55 zii31 tin11。閩 南 話 叫「 字

紙 亭 」 ji33 zua55 ting13。   

【阿彌陀佛】a33 mi55 to11 fud5 信佛的人

用做口頭唸誦的佛號，表示祈禱神靈或感謝

神靈的意思。  

【香爐】hiong35 lu11 燒香所用的器具，用

陶瓷或金屬製成，通常是圓形有耳，底有三

足。  

【金爐】gim35 lu11 

【天主教】tien11 zu53 gau55 

【基督教】gi13 dug5 gau55 

【爐丹】lu11 dan13 香灰。 

【涼扇】liong11 san55 神明轎子出巡的時

候，在轎子前面的一種圓傘，是一種聖物。

(閩 ) 
【做功德】zo55 gung13 ded5 請和尚道士

誦經念佛以超渡亡魂。  

【做齋仔】zo55 zai33 e53 僧道人士在儀式

後所進行耍弄鐃鈸等的特技表演，多見於辦

完喪事之後。   

【祈禱】ki11 do31 

【改運】goi31 iun55  
【進香】zin55 hiong13 進香。到寺廟燒香

膜拜神佛。  

【參香】cam11 hiong13 經過廟宇的時候下

去參拜。  

【割香】god3 hiong13 分香，即將主廟的

神請到另一個地方祭祀。  

【寺】sii55 寺廟。例「少林寺」seu55 lim11 

sii55。  

【廟】meu55  
【醒靈宮】siang31 lin11 giung13  
【廣福宮】gong31 fug3 giung13  
【廣興宮】gong31 hin11 giung13  
 

       附‧ 金紙的種類 
 
【壽金】su55 gim13  
【四方金】si55 fong11 gim13  
【金紙】gim13 zii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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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尺金】tien11 cag5 gim13  
【割金】god3 gim13  
【二五金】ngi55 e31 gim13  
【太極】tai55 kid5  
【壽生錢】su55 sen35 cien11  
【甲馬】gab3 ma13  
【婆姐金】po11 zia31 gim13 幫人解運、改

運時燒的紙錢。     
【蓮花金】lien11 fa11 gim13 燒給往生的

人。  

【經衣】gin11 i13 祭拜好兄弟用的。  

【 九 金 】 giu31 gim13  閩 南 話 唸  gau55 

gim55 

【福金】fug3 gim13  閩南話唸  hog5 gim55 

【本命】bun31 min55 有印十二生肖的。  

【才子壽】coi11 zii11 su55 印有財子壽神像

的金紙，常用於神明生日，為祭祀高等神

明的金紙。       
【銀紙】ngiun11 zii31 用來祭祖和拜鬼魂

燒用的。  
【大銀】tai55 ngiun11 用來祭祖和拜鬼魂燒

用的。  
【小銀】seu31 ngiun11 用來祭祖和拜鬼魂

燒用的。  
 
 

二十五、文化娛樂 
 
【公學院】gung11 hog5 gien55 日據時代

的小學。  

【國民學校】gued3 min11 hog5 gau31  

【夜學仔】ia55 hog5 ge11 舊時家庭、宗族

或教師自己設立的教學處所，一般只有一個

教師，沒有一定的教材或學習年齡。  

【講習所】gong31 sib5 so31  
【大學】tai55 hog5 大學。  

【中學】zung11 hog5 實 施 初 級 教 育 的 學

校。  

【小學仔】seu31 hog5 ge31 實施初級教育

的學校。  

【幼稚園】 iu55 zii35 ien11 專門招收六歲

以下兒童，主要是要讓學童養成良好生活習

慣及基本能力為目的的教育機構。  

【托兒所】tog5 zi11 so31 學前兒童的保育

機構。目的在接受委託，代為照顧年幼的子

女。  

【運動場】iun55 tung55 cong11 運動場。   

【入學】ngib5 hog5 入學唸書；例「伊八

歲才入學」。  

【上學】song55 hog5 上學；到學校去上課。 

【放學仔】biong55 hog5 ge11 放學；學校在

結束一天的課程之後，讓學生回家。  

【放假】biong55 ga31 放假。  

【歇睏】hed3 kun55 休息。  

【放寒假】biong55 hon11 ga31 

【放暑假】biong55 su31 ga31 放暑假。   

【讀書】tug5 su13 上學唸書。  

【背書】poi55 su13 背誦念過的書。  

【先生】sin11 sang13 老師。   

【老師】lo31 sii13 

【學生仔】hog5 sang33 nge53  
【同學】tung11 hog5 同學。   
【考試】ko31 sii55  
【放榜】fong55 bong31 考試後公布被錄取

者名單。  

【落第】log5 ti55 讀書成績太差而留級。  

【成績】siin11 zid3 績效評量。  

【及格】kib5 ged3 學生在學的績效評量達

到基本的要求。「格」唸閩南話語音。  

【畢業】bid3 ngiab5 在學校或訓練班修完

規定的課程。  

【一年生】id3 ngien11 sen13 一年級生。  

【鉛筆】ien11 bid3 鉛筆。  

【記事簿】gi55 sii55 pu13 筆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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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簿仔】su31 zii31 pu13 e31 筆記簿。 

【簿仔】pu13 e31 簿子。  

【拭仔】cud5 le31 橡皮擦。  

【水筆】sui31 bid3 毛筆。  

【萬年筆】van55 ngien11 bid3 鋼筆。「萬

年筆」是日語詞彙的說法。  

【原子筆】ngien11 zii31 bid3 原子筆。  

【紙】zii31 

【印紙】in55 zii31 複寫紙。  

【糊仔】go11 e11 醬糊。也叫「羹」gang13。 

【墨】med5 書畫用的黑色顏料。  

【墨盤】med5 pan11 硯台；磨墨的文具。

通常用較密緻的石頭製成。  

【墨汁】med5 ziib3 墨汁。但是「楊桃汁」

唸 iong11 to11 ziab3。  

【信仔】sin55 ne31 信。      
【信封】sin55 fung13 信封。   
【烏枋】vu11 biong13 黑板。(閩 ) 

【枋拭仔】biong11 cud5 le31 板擦。  

【日曆】ngid5 lad5 le11 日曆。  

【月曆】ngied5 lad5 le11  

【通書】tung11 su13 農民曆。  

【春牛圖】cun35 ngiu11 tu11 大張的農民年曆。 

【郵票】iu11 peu55 黏貼在信件上，作為已

繳納郵資的憑證，多為印花紙片。  

【まんが】mang53 ga31 原來是一種誇張、

象徵性的美術畫法。後來被用來指稱拍製成

連續動作的卡通影片。日語詞彙。  

【新聞】sin35 vun11 新聞。「報紙」bo55 zii31。 

【戲院】hi55 ien55 戲院。  

【戲棚】hi55 piang11 臨時搭湊的舞台，搬

演野台戲的場所。  

【大戲】tai55 hi55 一種地方劇種。    

【庄下戲仔】zong11 ha11 hi55 e31 在鄉下

演出的戲。    

【歌仔戲】go33 e55 hi55 台灣的戲劇，對

白、劇情以歌唱演出。  

【外江仔戲】ngoi55 gong11 e55 hi55 外江

戲。  

【布袋戲】bu55 toi55 hi55 又叫「掌中戲」；

用布袋木偶進行表演的戲劇。  

【講傳仔】gong31 con55 ne31 類似歌仔

冊，四句一段的說唱故事。  

【講古】gong31 gu31 說故事。  

【オニンギヨウ】×  很漂亮的小孩子玩

偶；(お人形)日語詞彙。  

【人公仔】ngin11 gung11 nge53 小孩子的

玩偶(不一定漂亮)。  

【李仔糖】li31 e11 tong11 糖葫蘆。31.28 

【打麻雀】da31 ma11 ciog3 打麻將。  

【麻雀子仔】ma11 ciog5 zii31 e11 麻將牌。 

【行棋】hang11 ki11 下棋。 (閩 ) 

【棋盤】ki11 pan11 棋盤。   

【么】ieu13  黑將。  

【士】sii55  
【象】siong55  
【車】gi13  
【馬】ma13  
【砲】pau55  
【兵】bin13  
【卒】zud3  
【將軍】ziong11 giun13 下象棋時攻擊對方

的「帥」或「將」。  

【拈紅點仔】ngiam35 fung11 diam31 me11 
撿紅點。  

【ペ-ジバン】te33 zi55 bang53 撲克牌。  

【四色牌】si55 sed3 pai11 四色牌。   

【圓牌仔】 ien11 pai11 e11 小孩玩的圓紙

牌，用馬糞紙做成的。  

【挵球】long55 kiu11  

【遠足】ien31 ziug3 遠足。  

【里行】li35 hang11 旅行。  

【跁山】bag3 san13 爬山。  

【搒大索】bang11 tai55 sog3 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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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索仔】tiau55 sog3 ge11 跳繩。  
【打筋斗】da31 kin55 deu31 翻跟斗。  

【打翻車】da31 pan11 ca13 側翻。  

【打倒抹】da31 do55 mag5 向後倒，閩南

話叫「倒摔向」。  

【跳高】tiau55 go13 跳高。  

【吊晃槓】diau55 gong11 gong55 盪鞦韆。  
【幌韆鞦】hai55 cien11 ciu13 盪鞦韆。(閩 ) 
【すべりだい】×  玩溜滑梯。   

【泅水】ciu11 sui31 游泳。也叫「洗身仔」

se31 sˆn13 ne31、書面語叫「游泳」iu11 iung31。 

【蛤蟆泅】guai31 e11 siu11 蛙泳。 (閩 ) 

【挺挺昂】ten31 ten31 ngong13 仰泳。  

【沬水】mi55 sui31 潛水。   

【走相尋】zeu31 siong35 cim11 捉迷藏。  

【走相逐】zeu31 siong13 giug3 ge11 玩的

時候，大家依遊戲規則選出一人負責抓人，

其他的成員都跑給這個人抓，被抓的人就換

他去抓人。有的閩南話唸  zau55 si´ 33 jiçg3。 

【玻璃珠仔】bo35 li11 zu13 e53 小孩子玩

的圓珠子。  

【酒塞仔】ziu31 sed3 le11 酒瓶蓋。   

【阿不倒仔】a33 bud5 do55 e11 不倒翁。  

【噗手仔】da31 pog5 ge11 鼓掌。  

【細人搞生趣】se55 ngin11 gau31 sen11 ci55 
辦家家酒。  

【骰仔】dau11 e11 骰子。(閩 )。  

【掖骰仔】ve55 teu55 e11 骰子。(閩)。37.54 

【落注】log5 zu55 下注。  

【賭筊】du31 gieu31 賭博。    

【磧落去】zag5 log5 hi55 押下去。  

【離手】li11 su31 不准再變更賭注了。  

【放紙鷂仔】biong55 zii31 ieu55 e31 風
箏。  

【呤嚨仔】lin11 long13 nge31 一種兒童玩

的手搖鼓。  

【極樂仔】kid5 log5 ge31 陀螺。          

【鳥皮圈】diau35 pi11 kien13 彈弓。  

【角色】gog3 sed3 在戲劇中扮演的身分。 

【小生仔】seu31 sen13 ne11 傳統戲曲的角

色，扮演青年男子。  

【老生】lo31 sen13 傳統戲曲的角色，扮演

中年以上男子，要掛鬍鬚。  

【花旦】fa11 dan55 傳統戲曲的角色，專門

扮演性格活潑或放蕩潑辣的年輕女子。  

【苦旦】ku31 dan55 傳統戲曲的角色，青

衣，專門演哭戲，唱「哭調仔」。  

【奸臣】gien35 siin11 奸詐陰險的臣子。  

【小丑仔】seu31 cu31 e11 戲劇中或馬戲團

中表演逗趣滑稽腳色的人。   

【打喙古】da31 zoi55 gu31 聊天。   

【講猴話】gong31 heu11 fa55 講一些比較

不雅的、或帶有性方面的引申的俗話來相互

諧謔。  

【打彳亍】da31 cid3 cog3 做一些無關緊要

的事來打發時間，排遣煩悶。  

【打紙炮仔】da31 zii31 pau55 e11 放鞭砲。 

【放煙火】biong55 ien13 fo53 放煙火。  

【畫圖】vag5 tu11 畫圖。   
【鬼面殼】gui31 mien55 hog3 假面具。  

【枷鈕】ga13 neu53 古時候套在犯人脖子

上的木板刑具。也叫「枷鎖」ga13 so53。  

【鬥腳】deu55 giog3 踩高蹻。  

【打水漂仔】da31 sui31 piu55 e31 打水漂

仔。  

【喥細人】tu55 se55 ngin11 照顧小孩。  

【花燈】fa11 den13 

【古董】gu31 dung31 古代留下來的器物。 

【 做 一 个 喨仔分汝揣 】 zo55 id3 le55 
liang55 nge31 bun33 e31 ton11 猜謎語。  

【攘金掊】ziang11 gien11 bo53 猜拳。日

語。  

【喊拳】hem35 kien11 划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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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關於音樂 
 
【八音】   

【簫仔】seu13 e31 簫仔。  

【𥰔仔】pin55 ne31 笛子。  

【琵琶】pi11 pa11 一種彈撥的弦樂器，有

品相，四條弦。           
【楊琴】 iong11 kim11 用薄竹片來敲擊琴

弦鋼絲的樂器。  

【月琴】ngied5 kim11 月琴。               

【三弦】sam35 hien11 三弦。  

【大廣弦】tai55 gong31 hien11 大廣弦。

一般客家話叫「冇胡」。(閩 ) 

【細弦仔】se55 hien11 ne11 南胡。               
【弦仔】hien11 ne11 椰胡。             

【笛仔】tag5 ge31 嗩吶。婚喪喜慶中經常

會聽到這種樂器的演奏。          
【牛角】ngiu11 gog3 道士作法時吹的法器。             

【鑱鎈仔】cim53 cẽ33 ẽ53 小鐃鈸。             
【鑼】 lo11 以銅製成的敲擊樂器，鑼面平

坦，用長條木塊或鼓槌敲擊。也叫「銅鑼」

tung55 lo55。  

【簂仔】kog5 ge11 木魚。       
【喇噠仔】lag5 dag5 ge31 單皮鼓。        

【大鼓】tai55 gu31 大型鼓，兩面都蒙上牛

皮，在迎神、舞龍、舞獅常用。  

【鋼琴】gong55 kim11 鋼琴。  

【風琴】fung35 kim11 風琴。   

【手風琴】su31 fung35 kim11 手風琴。   

【口琴】kieu31 kim11 口琴。   

【吉他】gi53 da31 吉他。  

 
 

二十六、壞人壞事 
 

 (一) 壞人 

【賊仔】ced5 le31 小偷。  

【剪鈕仔】zien31 neu31 e11 扒手。閩南話

叫「剪綹仔」zien55 liu55 a51。(閩) 

【土匪】tu31 fi13 強盜。  

【強盜】   強盜。  

【諞仙仔】bien31 sien13 ne31 騙子。(閩) 

【鱸鰻】lu11 man11 流氓。  

【太保】tai55 bo31 專幹壞事的年輕男子。

發音人聽過，但是沒有說過。  

【 太 妹 】 tai55 mio55 專 幹 壞 事 的 年 輕 女

子。發音人聽過，但是沒有說過。  
 
 
【帶鬼面殼】dai55 gui31 mien55 hog3 罵

人家老婆有外遇的人。  

【契哥仔】ke55 go33 e53 姦夫。  

【同契哥仔】tung11 ke55 go33 e53 偷漢

子。  

【討契哥】to31 ke55 go13 偷漢子。(閩) 

【福佬嫲】ho55 lo31 ma11 姘婦。例「同

福佬嫲」 tung11 ho55 lo31 ma11。  

【捉猴】zog3 heu11 捉姦。  

【通緝犯】tung11 sib5 fam55  
【殭屍】giong11 sii13  
【鬼仔】gui31 e11  
 

(二) 壞事 
 
【貪取】tam33 ci53 貪汙。  

【食錢】siid5 cien11 貪汙。  

【貼手㬹】tiab3 su31 zang13 賄賂。   

【開筊間仔】koi33 gieu53 gien33 ne53 開

賭場，抽取佣金。  

【抽頭】cu35 teu11 賭博時從所贏得的錢財

中 ， 抽 一 部 分 給 開 設 賭 場 的 主 人 或 役 使 的

人。  

【倲仔錢】dung33 nge55 cien11 抽頭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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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倲仔頭】dung33 nge55 teu11 以聚賭抽

頭為業的人。  

【狡怪】gau31 guai55 形容小孩不溫馴。  

【手賤】su31 cien55 形容小孩頑皮。    

【做臭人】zo55 cu55 ngin11 當冤大頭。  

【騙呺潲】gong31 hau35 siau11 說謊。  

【搶劫】ciong31 giab3 用暴力的手段搶奪

財物。  

【蹧蹋人】zau33 tad5 ngin11 侮辱、蹂躪。 

【開細妹仔】koi11 se55 moi55 e31 嫖女

人。  

【 拿 錢 倒 貼 人 】 na35 cien11 do55 tiab3 
ngin11 女人養小白臉。   

【強姦】kiong11 gien13    
【手來腳來】su31 loi11 giog3 loi11 性騷

擾。  

【犯人】fam55 ngin11 犯了罪的人。  

【犯法】fam55 fab3 
【坐籠仔】co11 lung13 nge31 關到監獄。

也叫「入籠仔」ngib5 lung13 nge31。  

【監獄】gam33 ngog3 監獄。  

【恐嚇】kiung31 hod3 以脅迫的言語或行

動威嚇人。  

【囓察】ngad3 cad3 吝嗇、孤癖。也叫「寒

酸」hon11 son13。  

【做竅】zo55 kieu55 做法事害人。  

【放符誥】biong11 pu11 gau55 將有經過

作法的符燒成灰，然後沖水讓當事人喝下，

之後當事人會讓人失去主宰意識。例如一個

女 生 去 喜 歡 一 個 各 方 面 條 件 都 很 差 的 男

生，父母親就會罵說：「無汝到底是食著伊

个啥乜符仔？」  

【赤□】ciag3 ngiag3 女人很兇惡。  

【洗門風】se31 mun11 fung13 在以前

如果有人的妻子紅杏出牆，被先生捉姦

成雙，在還沒有到法院告發之前，經地

方人士出面協調，私下和解。由姦夫準

備金炮燭到原來丈夫家中表示歉意。這

種「洗門風」不僅限於男女通姦，其他

失禮的事情有時也會沿用這種洗門風

的方式來化解當事雙方彼此的衝突。  

【走路】zeu31 lu55 跑路。  

【收買】su11 mai13 收買。  

 

罵人語： 
 
【鳥若姆】diau31 ngia11 me13 操他媽的屄。 

【死屙淆仔】si31 o11 ieu13 e53 罵閩南人。 

【屙淆嫲】o11 ieu35 ma11 罵閩南女人。  

【毋怕見笑】?11 pa55 gien55 seu55 罵人

不知羞恥。  

【大面神】tai55 mien55 siin11 罵人不知羞恥。 

【烏鴨喙】vu11 a11 zoi55  
【破格】po55 gag3 罵人烏鴉嘴。(閩) 

【枵鬼】iau13 gui53 或說「餓鬼」ngo55 gui31。 

【食死雞腸】siid5 si31 ge35 cong11 罵小

孩一直哭不停。  

【懶屍】lan11 sii13 告 告 告     
【敗家子】pai55 ga13 zii31 敗家子。  

【五爪豬】e31 zau31 zu13 五爪豬。傳殺了

五爪豬會帶來厄運，一般的豬都只有四隻蹄

旁，五爪豬多了一根，民間傳說是人投胎畜

牲，轉世沒有成功才會變成五蹄，宰殺食用

會帶來厄運是一大禁忌。  

【豚嫲仔】tun11 ma11 e11 罵不會生育的女

人。   

【叫膣牯】gieu55 zii11 gu53  罵人很頑固。 

【叫膣嫲】gieu55 zii35 ma11  罵男孩愛

哭。  

  
 

女人的詈語 
 
【很夭壽】han11 ieu11 su55 咒人早死。    

【短命】don31 miang55 咒人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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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仔死】ban55 lu55 e55 si31  
【半條命】ban55 tiau11 miang55 咒人早

死。  

【膏肓子】go11 mo35 zii53 罵人沒有子嗣。 

【膏肓嫲】go11 mo35 ma11 罵人沒有子嗣。 

【膏肓死个】×  罵人沒有子嗣。  

【無傳】×  罵人沒有子嗣。   

【膏肓絕代】go11 mo11 cied5 toi55 罵人

沒有子嗣。  

【死佇路旁】si31 du55 lu55 bien13 死在路

邊。  
 

 

二十七、動詞 

 

(一) 與煮東西有關的動作： 
 
【煮飯】zu31 fan55 

【燉】dun13  用溫火隔湯將食物煮熟。  

【煎】zien13 煎。  

【炙藥仔】zag3 iog5 ge31 煎藥。  

【煠】sab5 coi55 把食物放入沸水中略煮取

出。  

【滷】lu13 醃。例「滷菜頭」lu11 coi55 teu11。

閩南話叫「鹽」sĩ33。  

【魯】lu13 滷。閩南話叫「滷」 lç 51。  

【摵麵】cug5 mien55 利用笊籬將食物放入

滾水中串燙熟；相當於閩南話的「摵」。  

【𤍒麵線】sau11 mien55 sien55 將麵條用

滾水燙過。  

【烰菜】po11 coi55 將食物投入多量的沸油

中，直到脆熟。  

【炒】cau31 放適量的油到鍋內，並將食物

不斷的翻攪，使它熟透。  

【撩】liau11 把菜從鼎中鏟起來。   

【焙】poi55 用微火烘烤藥材、煙葉、茶葉

或其他食品。和「吠」同音。  

【煖燒水】non1311 seu13 sui53 燒火。  

【煖】non13 把冷的飯菜再加熱。相當於閩

南話的「煅」 te33。  

【烳蕃薯】pu11 fan35 su11 用燜烘的方式

把蕃薯燒熟。  

【煨蕃薯】voi11 fan35 su11 用燜烘的方式

把蕃薯燒熟。  

【焢窰】kung55 zieu11 以小土塊堆成一個

小土窰，裡面用柴火燒把土塊燒紅，放進蕃

薯，再把土窰敲平，整個覆蓋在蕃薯上，用

高溫餘熱把蕃薯燜熟。  

【焢番薯】kung55 fan35 su11 慢火煮。  

【浸水】zim55 sui31 泡水。  

【熻】hib3 用小火把食物長時間的燜煮，以

保持食物的原味。  

【滷菜】×  用鹽醃菜。  

【蔭豆油】×  釀造醬油。  

【湯】tong13 用熱水把食器清淨一下。  

【焮香】kien55 hiong13 爆香。《徐》用「菣」。 

【煎豬油】zien11 zu35 iu11 爆油。  

【攪】giau13 用手攪拌，如「攪餈粑」。  

【撈】la33 用湯匙攪拌。一般客家話叫「摝」lug5。

(閩) 

【扢羹】kid5 gang13 攪拌成糊狀。   

【擇菜】tog5 coi55 揀菜。  

【放鹽】biong55 iam11 放入鹽巴。  

【搓鹽】so35 iam11 搓鹽巴。  

【撈】leu11 撈的動作。  

【焗腦油】giug5 no31 iu11 蒸樟腦油。  

【燜菜尾】vun11 coi55 mi13 久煮使爛。  

【封】 fung13 以慢火煮。相當於閩南話的

「焢」kH çng11。  

【擂】lui11 擀的動作。  

【攪畀鬆】giau13 bi53 sung13 把飯鏟鬆的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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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粄】ngio13 ban31 用手搓揉。  

【揖粄】cib5 ban31 用手搓揉。  

【磨甜粄】mo55 tiam11 ban31 磨年糕。  

【蒸甜粄】ziin35 tiam11 ban31 蒸年糕。  

【脫膜仔】tud5 mog5 ge11 搓膜。  

【刨皮】pau11 pi11 刨的動作。  

【刷籤仔】sod5 ciam13 me31 將菜用刨具

刨成絲的動作。也叫「擦」cad5。  

【絲菜】si11 coi55 iab5 be11 把菜莖上面的

表皮除去的動作。  

【撈】leu11 把湯上面的泡沫舀掉。  

【牽羹】kien11 gang13 勾芡。也叫「牽粉」

kien13 fun53。 (閩 ) 

【薰肉】hiun13 ngiug5 燻肉。  

 

(二) 與吃東西有關的動作 
 
【扒飯】pa11 fan55 用筷子扒飯的動作。  

【挾菜】giab3 coi55 用筷子挾菜的動作。  

【攕菜】ciam31 coi55 用叉子挾菜的動作。 

【舀水】ieu31 sui31 舀水的動作。  

【湢粥水】bi55 zug3 sui31 擋著渣滓，舀

去湯汁留主要食物。  

【添飯】tiam11 fan55 盛飯的動作。  

【過添】go55 tiam13 吃完飯再盛的動作。  

【斟茶】ziim35 ca11 倒茶的動作。  

【漛茶】tin11 ca11 倒茶的動作。(閩 ) 

【㨮茶】deu35 ca11 端捧。   

【搵豆油】vun55 teu55 iu11 沾醬油。  

 

      (三) 與眼有關： 
 
【看】kon55 看。  

【目微微仔】mug3 mi11 mi13 e11 眼睛微

微開合。  

【𥍉目】ngiab3 mug3 眨眼睛。  

【眨】sab3 閉眼。  

【打眼怪仔】da31 ngien31 guai55 e11 指
眉目傳情。  

【使眼尾】sii31 mug3 mi13 眉目傳情。(閩) 

【使眼角】sii31 mug3 gog3 使眼色。   

【視人】×  用白眼瞪人。  

【瞋目角】zin13 mug5 gog3 很生氣的看

人。  

【睡目】soi55 mug3  睡覺。  

【䟘床】hong55 cong11 起床。  

【目睡】dug3 mug3 soi55 打瞌睡。   

【做夢】zo55 mung55 做夢。bod3 mung55 

【發夢】×      說夢話。  

【發青盲】×    做惡夢。  

 

      (四) 與口有關： 
 
【食】siid5 吃。  

【撐】cang55 吃；粗魯的說法。cang55 fai55 

ted3 hi55 

【饞】sai13 吃；粗魯的說法。sai35 ?11 ded3  

【咈】fud5 吃；粗魯的說法。han11 voi55 fud5。  

【食酒】siid5 ziu31 喝茶。   

【啉茶】lim35 ca11 喝茶。   

【啉酒】lim13 ziu53 喝茶。   

【灌】gon55 大口喝，或強行使喝下。gon55 

ca11、gon55 sui31。  

【呴燒去】ha55 se13 hi55 從口中吐氣溫暖

器物。  

【翻血】pon13 hied3 吐血。  

【唾血】pi55 hied3 吐血。  

【噴水】 pun55 sui31 燙衣服時含水噴衣

服。也叫「哱水」pu55 sui31。  

【吐】×  嘔吐。  

【嘔血】eu31 hied3 被人打到吐血。也叫「嘔

紅」eu31 fun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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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tun13 把東西整個或成塊的咽下去。  

【咬】ngau13 咬住。  

【嚼】ceu55 咀嚼。  

【食奶】siid5 ne55 吃奶。   

【吮奶】cion1311 ne55 吸。也有用「啐」

ziod5 (少用)。  

【唾口瀾】×  吐。  

【啵煙】bog5 ian13 抽煙。  

【舐喙脣】se13 用舌頭在嘴邊舔抹。  

【㐁舌嫲】lai11 sad5 ma11 舌頭吐出來。  

【吮】×  用舌頭接觸東西，舌頭沒有伸出

來。  

【喫】ke55 啃骨頭。  

【相唚仔】siong11 zim13 me31 接吻。  

【唧】zib5 id3 ha55 小啜一口，吸入音。  

【試鹹淡】cii55 ham11 tam13 試鹹甜。  

【𩛎𩛎】man55 man55 哄孩子吃飯，唇音

異化。  

【嗙雞胿】pang11 gie11 goi13 吹氣球。  

【打臭屁】da31 cu55 pi55 吹牛。  

【歕鎞仔】bun11 bi55 e31 吹哨子。(閩 ) 

【呼㖅㖅仔】ko33 si33 si33 e53 吹口哨。

(閩 ) 

【鯁著】gang31 do11 喉嚨被噎著。  

【鯁胿】gang31 goi13 喉嚨被噎著。  

【嗹出來】lien31 cud3 loi11 把鯁在喉嚨的

東西吐出。  

【哎哎唧唧】ai11 ai11 zib5 zib5 嘴裏發出

一種不耐煩的聲音。吸入音。  

【□□唸】×   嘴裏發出一種不耐煩的聲

音。吸入音。  

【喫】ke55 用舌頭把肉挑出來；相當於閩南

話的「𦧊」ce51。  

【笑】seu55 笑。  

【叫】gieu55 哭。也叫「叫膣」gieu55 zii13。 

【叫爺叫𡟓】gieu55 ia11 gieu55 oi13 罵人

話。相當於閩南話的「哭父」kHau51 be33。 

【呻】cen55 呻吟。  

【講話】gong31 fa55  
【問】mun55 問。例「𠊎問汝」ngai11 mun55 e11。  
【勸】kien55 勸你。例「𠊎勸汝莫去」ngai11 

kien55 e11 mog5 hi55。  

【罵】ma55 罵。   
【鳥射人】diau31 sa55 ngin11 用粗魯的三

字經罵人；例「異會鳥射人」i53 voi55 diau31 
sa55 ngin11  

【詈】×  女人罵，大部分都是咒人趕快去

死。  
【相罵】siong11 ma55 吵架。  

【相詏】siong11 au55 以言語相爭。  

【嗙雞胿】pang11 gie11 goi13 亂說話。    

【雞胿爆忒】gie11 goi13 biag5 ted3 亂說

話被揭穿。    

【㨮若後腳】deu11 ngia11 heu55 giog3 把
好吹牛的人所講的話的真像說出。  

【囉哩囉嗦】lo11 li11 lo11 so13 一直說個

不停。11.42  
【呵咾】o33 no53 誇獎別人。也叫「褒獎」

bo13 ziong53。  

【講呺潲】gong31 hau35 siau11 吹牛；借

用閩南語詞彙。也叫「亂講」lon55 gong31。 

【開玩笑】koi35 van11 seu55 開玩笑。  

【咒誓】zu55 sii55 詛咒。  

【騙人】pien55 ngin11 用謊話或詭計去陷

害別人。  

【大聲喊】tai55 sang11 hem13 大聲叫。  

【逐走】giug3 zeu31 大聲驅趕。也叫「喊

走」hem11 zeu31。  

【投人】teu11 ngin11 告狀。   

【拜託】bai55 tog3  央求。  

【司奶】sai11 nai13 撒嬌。 (閩 ) 

【吩咐】fun11 fu55 叮嚀囑咐。含有命令、

派遣的語氣。   
【弄鬼弄怪】lung55 gui31 lung55 guai55 

講的話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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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鬼 弄 怪 】 lung55 gieu31 siong11 
ngau13 用言語來挑撥離間。  

【打嗝】da31 ed3 吃飽飯後，胃裏的氣體

從口中出來並發出聲音。  

【打嗝啄】da31 ed5 dug5 連續打嗝。  

【擘喙】bag3 zoi55 打哈欠。  

【激著】giug5 do31 喝水太猛被水嗆到。  

【謹喙】kiang55 zoi55 忌嘴，例如「腎臟

病」的人不能吃鹽。  

【肚屎枵】du31 sii31 ziau13 肚子餓。 (海

陸腔) 

【餓】ngo55 餓。例「多子餓死爺」do33 zii53 

ngo55 si31 zia11。  

【喙燋】zoi55 zau13 口渴。  

【湯喙】tong11 zoi55 漱口的動作，含水洗

口腔。  

【應喙應鼻】en55 zoi55 en55 pi55 頂嘴。  

【兜尿】 deu11 ngiau55 呼小孩小便。用  

sy 6 55 這個音，元音清化。  

【兜屎】deu13 sii31 呼小孩大便。   

【嚶】e311 呼小孩大便聲。  

【滿喙脣】man11 zoi55 sun11 嘴脣向內縮。 

【喙𠱃𠱃仔】zoi55 mau55 mau55 e31 老人

沒有牙齒的樣子。  

【扁喙】bien31 zoi55 小孩要哭時候的表

情。  

【嘍】lai55 呼喊動物。  

【打盎古仔】da31 ang55 gu31 e11 小孩牙

牙學語的樣子。  

【囓牙根】ngad5 nga11 gin13 一種睡眠中

牙齒相磨的情形。  

【打睏睡】da31 kun55 soi55 打鼾。  

 

   (五) 和耳鼻有關 
 
【響】hiong31 響。也叫「亮」 liong55。  

【聽】tang13  

【鼻】pi55 聞。  

【擤鼻】sen55 pi55 擤鼻涕。  

【打哈啾】da31 had5 ciu55 打噴涕。  

 

  (六) 和腳有關 
【蹣倒】vang55 do31 老人跌倒。   

【跌倒】died3 do31 小孩跌倒。  

【滑倒】vad5 do31 滑倒。  
【趨倒】cu13 do53 滑倒。  
【𨃰】kiam55 跨過。  

【跁山】bag3 san13 往上爬高的動作。  

【爬】pa11 在地上爬行。  

【翻山過嶺】pan11 san13 go55 liang13 翻
越。  

【行路】hang11 lu55 走。  

【走】zeu31 跑，急走。  

【踏到屎】tab5 do31 sii31 踩到。面積大。 

【躪到屎】nang55 do31 sii31 踩到。面積

小。  

【踢被】ted3 pi13 用腳踢被子的動作。  

【踢】ted3 提起腿用腳撞擊。  

【跳】tiau55 腿上用力。  

【跪】kui31 屈膝。  

【踞落去】gu1311 log5 hi55 蹲。  

【徛起來】ki11 hi53 loi11 站。  

【曲腳跳】×  單腳跳。  

【徑倒】gang55 do31 用腳把人絆倒。  

【曲腳】kieu13 giog3 翹二郎腿。  

【騎虎下山】ki11 fu31 ha11 san13 趴在地

上當狗爬。   

【蹔】dem31 腳用力踐踩的動作。  

【躡腳】nen55 giog3 抬起腳後跟用腳尖站

著。  

【學打竳】hog5 da31 den13 小孩學站。  

【蹽水過去】liau11 sui31 go55 hi55 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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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和衣被有關的動作 
 
【著衫】zog3 sam13 穿衣服的動作。  

【脫衫】tod3 sam13 脫衣服的動作。  

【戴帽仔】dai55 mo55 e31 戴帽子。  

【擄】lu11 把褲子拉高。  

【串】con55 穿衣服的時候把袖子穿進去。 

【加著】ga13 den53 披著。  

【拖】to13 拉拉鍊的動作。  

【鈕鈕仔】neu31 neu31 e11 扣鈕釦的動作。 

【攝衫袖尾】ngiab3 sam11 ciu55 mi13 把
袖子捲起來。  

【紮起來】zab3 hi31 loi11 把袖子捲起來。 

【㨟皮帶】ge35 pi11 dai55 紮皮帶的動作。 

【摺衫褲】zab3 sam11 fu55 摺衣服的動作。 

【攣】lion11 縫衣服的動作。  

【補衫褲】bu31 sam11 fu55  
【刺膨線衫】ciag5 pong55 sien55 sam13 

織毛線。  

【釘起來】din55 hi31 loi11 用針線簡易的

綴補，特別是用在縫褲管或被單。  

【攢】ziab3 用另外的布縫起來。  

【洗】se31 洗。  

【湯】tong13 用清水把搓過肥皂的衣服漂洗

乾淨。  

【曬衫】sai55 sam13 曬衣服。  

【晾衫】 lang11 sam13 把衣服攤開曬乾或

吹乾。  

【拌】bad5 將衣服上的灰塵拍落。  

【熨】iun55 sam11 fu13 熨燙衣服的動作。 

【蓋被】goi55 pi13 蓋被子。  

【疊被】tiab5 pi13 疊被的動作。  

【擄衫褲】na13 拿衣服的動作。  

【弓起來】giung11 hi53 loi11 把衣服用衣

架架起來。  

【鍫布邊】cio1311 bu55 bien13 一種縫紉方

法，做衣服邊兒或帶子時把布邊兒往裏頭捲

進去。也叫「鍫布邊」ca13
11 bu55 bien13。  

【織布】ziid3 bu55 
【擉伸來】cug5 cun13 loi11 將衣物兩頭同

時用力，或一頭固定而另一頭用力，猛一扯

把衣服拉平。  

【絧羅帕】dung35 lo11 pa55 頭頂著手帕。 

【搭布篷】dab3 bu55 pung11  

 

        (八) 家物事 
 
【攄】lu55 刷洗。   

【掃地泥】so55 ti55 nai11 掃地。  

【抔垃圾】bud3 leb3 seb3 把垃圾掃起來。 

【摒掃】biang55 so55 打掃。(閩 ) 

【倒垃圾】do31 leb3 seb3 倒垃圾。  

【摒】biang55 倒的動作。 (閩 ) 

【拭桌仔】cug5 zog3 ge11 由上往下擦拭

的動作。也叫「摸桌」mi55 zog3。  

【汲水】kib5 sui31 利用手動抽水機汲水。   

【承水】siin11 sui31 接水。  

【㧡水】kai13 sui53 挑水。  

【摜水】kuan55 sui31 提水。   

【扭】viu31 扭轉水龍頭的動作。  

【打井水】da31 ziang31 sui31 用水桶到井

裏打水的動作。  

【火點畀著】fo31 diam31 bi31 cog5 點火。 

【歕畀烏】pun11 bi31 vu13 把火吹熄。  

【關起來】guan13 關門的動作。  

【閂起來】con55 hi53 loi11 閂門的動作。  

【掯】kien11 收拾。  

【攢】con11 張羅、準備。(閩 ) 

 

   (九) 用手打 
 
【打人】da31 ngin11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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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zung13 用拳頭打下去。例「舂一下

分汝」zung33 id5 ha55 bun35 e11。  

【擗喙角】biag5 zoi55 gog3 打耳光。biag5 

bun33 si31   
【打喙角】da31 zoi55 gog3 打耳光。    

【摑】kog3 用手輕拍。  

【扽】dun55 敲頭。   

【扽】dun55 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節敲。  

【五公鮭】e31 gung35 ge11 五根手指聚攏

打頭，名詞。  

【捶】cui11 五根手指聚攏打頭，名詞。  

 

  (十) 用刀 
 
【㓾】cii11 用刀往下砍的動作。    

【𠚼甘蔗】pin55 gam11 za55 砍甘蔗。  

【斫甘蔗】zog5 gam11 za55 砍甘蔗。  

【削】siog5 把甘蔗周圍的鬚鬚弄掉。  

【擗樵】piag3 ceu11 斜著刀砍劈。  

【斲樵】dog3 ceu11 斜著刀砍劈。  

【㓾雞仔】cii11 gie13 e31 殺雞。有的人認

為本字應該是「治」。  

【割】god3 用刀截斷的動作。  

【切】cied35 coi55 用刀把物品割開的動作。 

【】liau11 用刀去皮的動作。   

【削】siog5 用刀將物體的表層去掉。  

【㔂】lan13 用刀將物體的切成一段一段。  

【攕】ciam31 用刀戳的動作。   

【剖樵】po55 ceu11 砍的動作。  

【刮】guad3 刮的動作。  

【剃頭】ti55 teu11 剃頭。  

【刻印仔】kad3 zin55 ne31 刻印章，  

【捼刀】no11 do13 磨刀子的動作。也叫「磨

刀」mo11 do13。  

【幫刀】bong11 do13 把刀子在砉鋼上磨擦

一下，以增加刀子的鋒利。  

【修面】siu11 mien55 刮臉。  
 

(十一) 用棍子或其他工具 
 
【𢫦】mag5 打的動作。例「𢫦分死」mag5 bun31 si31。 

【毆】eu31 打的動作。   

【扳】pan13 打的動作。   

【撬】kieu55 撬開的動作。  

【拌】pad3 搧扇子的動作。例「拌扇仔」

pad3
5 san55 ne31。  

【擎遮仔】kia11 za13 e31 拿雨傘的動作。 

【釘鐵釘仔】dang11 tied5 dang13 nge31 
用鐵鎚打釘子的動作。  

【搉】kau55 敲的動作。   
【捶】cui11 敲的動作。   
【纏】can11 用橡皮筋箍的動作。例「□絚

來」 liag5 hen11 loi11。  

【掀開來】hien11 koi35 loi11 掀開。也叫

「打開來」da31 koi35 loi11。  

【搨】tag5 用繩子綁的動作。  

【鑿】cog5 用鑿子鑿的動作。  

【鏨】cam55 用鑿子鑿的動作。  

【刨】pau11 用鉋刀刨的動作。  

【鋸】gi55 用鋸子鋸的動作。  

【挾】giab5 用夾子挾的動作。  

【剪】zien31 用剪刀的動作。例「剪斷來」

zien31 ton35 loi11。  

【摡】goi31 挖的動作，動作大。《教》用「改」。 

【掘】kud5 挖的動作。  

【挖一空】ied3 id3 kung13 挖的動作。    
【挖一空】ied3 id3 kung13 挖的動作。    
【拂下去】fid5 用鞭子打的動作。  

【揲】diab5 鞭打處罰、修理。(閩 ) 

【打開來】da31 koi35 loi11 把雨傘撐開的動作。 

【搒面】bang11 mien55 用線絞去臉上的汗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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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用筆的動作 
 
【寫字】sia31 sii55  
【描】meu11 描。   
【亂畫】lon55 vag5 亂塗。  

【沐著】meg5 do31 沾染。 (閩 ) 

【黏】ngiam11  
【貼】dab3  
【拆下來】cag3 ha35 loi11 撕下來。  

【捼墨】no11 med5 磨墨。  
 

(十三) 和手有關的一般動詞 
 
【掖菜籽】ve55 coi55 zii31 撒的動作。  

【搒】bang13 拉的動作。  

【拉車】lai1311 ca13 拉車。也叫「拖車」

to11 ca13。  

【拗】au31 折彎的動作。  

【拗斷】au3153 ton13  折斷。  

【拈】ngiam13 撿。ngiam35 do31 cien11 

【𠡒】dui31 用力扯。  

【拿】na11 用手或其他方式抓住東西。    

【㩜】 lem11 從口袋把東西掏出來。《徐》

用「㩜」。  

【㩜】lem11 掏雞內臟。例「腸肚㩜出來」

cong11 du31 lem11 cud3 loi11。  

【撳】kim55 按的動作。  

【𩐅錢槓仔】seb5 cien11 gong11 nge11 把
東西放進有孔洞的器具。  

【撥開】boi31 koi13 撥開。  

【扶】fu11 用手支持人或物使它保持不倒或

站立起來。  

【插】cab3 用手攙扶著。相當於閩南話的

「插著」ca/ 3 ·le11。  

【攬】nam31 用手臂圍住對方，使靠近自己。  

【掩】em13 用手把眼睛捂住。  

【挲】so13 輕輕的揉。相當閩南話的「 」

dzuan51。  

【摸】mia13 暗中摸索。例「覓覓摸摸」mi11 

mi11 mia11 mia13。     
【摸】mo13 用手觸碰。  

【覓蜆仔】mi55 han31 ne11 用手在河裏摸

蛤蜊。也可以說「摸蜆仔」mia13 han31 ne11。 

【擠 (種黍 )】ziug5 用手擠壓青春痘。閩南

話唸  zig3。 (閩 ) 

【扛】gong13 雙手或用肩膀舉重物。  

【𢱤】sung31 推。   

【□】deb5 拿在手上估計重量。  

【伸】cun13   
【放】biong55 放。  

【沖水】cung11 sui31 用水沖乾淨。  

【□】tiab3 從下硬塞。  

【屧】siab3 硬塞。  

【徙屋】sai31 vug3 搬遷。也叫「搬家」ban13 

vug3。  

【徙】sai31 移動。  

【兜】deu13 短距離的搬動。  

【拈起來】ngiam13 撿拾，把地上的東西

拿起來。  

【袋錢】toi55 cien11 帶錢。   

【抽鬮仔】cu11 kieu11 me53 抓鬮。  

【拈鬮仔】ngiam11 kieu11 me53 抓鬮。  

【握手】od3 su31 握手。  

【牽手】kan13 su53 牽手。 (閩 ) 

【扭起來】zog3 hi31 loi11 抓起來。  

【鬥共下】deu55 kiung55 ha55 把兩個東

西裝配起來。  

【揜下去】giem11 ha11 hi55 

【噴水】pun55 sui31 噴水。  

【□水】seb5 sui31 用水管噴水。  

【潑水】pad5 sui31 

【挖耳屎】vad5 ngi31 sii31 鈎耳朵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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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捋頭顱毛】lod5 teu11 na11 mo13 梳頭髮

的動作。  

【梳頭】sii35 teu11 梳頭。  

【搽粉】ca11 fun31 抹粉。  

【抹粉】mad3 fun31 抹粉。  

【挾簨】giab5 sien31 挑小刺，相當於閩南

話的「攑䉔」gia51 cuã55。  

【捉狗虱】zog5 gieu31 sed3 抓狗身上的

虱子。  

【扳下來】ban13 ha35 loi11 使一端固定的

東西扭轉方向。   
【倚】va31 物體因接觸而溫熱。也叫「凭」ben55。 

【熝著】   
【捉龍】zog3 liung11 按摩、推拿，用手在

人的身上捏、揉、按、壓以促進血液循環，

減輕病患者的痛苦。  

【縋】lui55 ha11 hi55  由上往下慢慢放下

去。  

【豁石頭】vog5 sag5 teu11 丟石頭。  

【揲石頭】deb5 sag5 teu11 丟石頭。  

 

   (十四) 手指動作 
 
【搦泥糕】ngiem31 用手擠搓。相當於閩

南話的「搦」ciog5。  

【扭】×  五指抓拿。   

【揢】kag5 用力捏緊脖子把它捏死。kag5 

bun31 si31。  

【擘柑仔】bag3 gam13 me53 剝的動作。  

【剝皮】bog3 pi11 剝的動作。  

【打算盤】da31 son55 pan11 用手指撥弄算

盤計算。  

【擉耳公】diag5 ngi31 gung13 用手指彈

耳朵。 (閩 ) 

【掗】zia31 抓一把米。  

【扐】ned3 用手指抓。相當於閩南話的「捻」

liam11。   

【扭】ngiu31 用手指抓之後再扭轉。  

【擗】piag5 用橡皮筋彈。   

【串針】con55 ziim13 將線穿入針孔。也

叫「絭針」kien55 ziim13、「穿針」con11 ziim13。 

【扽印仔】dun55 in55 ne31 蓋印。 (閩) 

【撍印仔】zem11 in55 ne31 蓋印。  

【扻】kang55 用指甲摳的動作。閩南話叫

「扻」kang11。 (閩 ) 

【擂分死】lui11 bun31 si31 用手指揉搓。   

【爪癢】zau31 iong13 抓癢的動作；用指甲

在皮膚上輕輕的摳。  

【彈(鋼琴 )】tan11 gong55 kim11  
【鋸背囊】gi55 boi55 nong11 洗搓背部。  

【鋸絃仔】gi55 hien11 ne11 拉胡琴。   

 

   (十五) 身體動作 
 
【坐】co13 把臀部放在椅子、或其他坐具

上，以支撐自己的重量。   
【伸懶腰】cun35 lan11 gin13 伸懶腰。  

【彎腰】van11 ieu13 彎腰。   
【睝】lai11 半躺。也叫「凭」ben55。《徐》

頁 676。  

【睡】soi55 躺；身體平放在地上、床上或

其他物體上成休息的狀態。也說「眠落去」

min11 log5 hi55(不好聽 )。  

【伏著】pug5 den31 面朝下，背朝上俯臥

著。  

【亟亟捘】gid5 gid5 zun13 抖動。  

【輾地泥】zan55 lo11 go35 moi11 人在地

上滾動。  

【揹細人仔】ba11 se55 ngin11 ne11 背小

孩。  

【揹書包仔】ba11 su11 ba13 e31 把書包掛

在肩膀上。   
【頕頭】dim55 teu11 點頭。 (閩 ) 

【頷頭】ngam31 teu11 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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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頭】fin55 teu11 搖頭。   

【磕頭】kab5 teu11 磕頭自殺。  

【叩頭】kieu31 teu11 磕頭。  

【斡頭】vad5 teu11 回頭。  

【洗身】se31 siin13 洗澡；用水洗身體，除

去污垢。  

【趬下去】gio1311 ha11 hi55 癱在地上。  

 

   (十六) 其他  
 
【相打】siong13 da53 打架。  

【相鳥】siong13 diau53 男女發生性關

係。  

【打手銃仔】da31 su31 cung55 nge31 
男子手淫。  

【硬起來】hi31 bong55 勃起。ngang55 

hi31 loi11 

【相輸】siong11 su13 打賭。也叫「打

賭」da31 du31。  

【輸贏】su35 iang11 比個高低。ngai11 lau35 

e11 su35 iang11。   
【畜狗仔】hiug5 id3 zag3 gieu31 e11  養

育。客家話的「養」和「餵」是不一樣的詞

彙，但是閩南話都是用「飼」ci33。  

【餵狗仔】vi55 gieu31 e11 餵狗。    

【毒畀死】teu55 si31 gieu31  用藥毒死。  

【喥細人仔】tu55 se55 ngin11 ne11  照顧

人。  

【坐車仔】co11 ca13 坐車。     
【佔位】ziam55 vi55  佔位子。   

【號位】ho55 vi55 預約位子。   

【買油】mai35 iu11 買油。  

【打油】da31 iu11 買油。  

【囥起來】kong55 hi31 loi11 躲。也有「藏」

的意思。有的客家話叫「拚」。  

【嫽】liau55 休息或玩。  

【屙尿】o13 ngiau55 小便。  

【拉尿】lai11 ngiau55 小便失禁。  

【屙屎】o13 sii53 大便。  

【拉屎】lai11 sii31 大便失禁。  

【滲屎尿】siab5 sii31 siab5 ngiau55  

【佔】ziam13 擠。   
【餳】siang11 引誘。  

【照】zeu55    

【嚇】hag3 嚇唬。  

【轉】zon31 轉動；或說「轉」dng2。  

【遶街】lau11 lau33 a53 逛街。也叫「逛街」

gong55 giai13，也有人叫「亍街」cog5 giai13。 

【趖趖趖趖】so11 so11 so55 so55 在一個地

方走來走去伺機而動。  

【拄著汝】du11 do33 e11 遇到。  

【𢱤分橫】sung31 bun31 vang55  打架或

遊戲時把對手扳倒在地。  

【尋東西】cim11 dung11 si13 找東西。  

【𥍉】ngiab3 電燈一閃一閃。   

【教書】gau11 su13  
【教示】gau55 sii55        

【教訓】gau55 hiun55        

【跌忒矣】ded5 ted3 le11 丟了。   

【毋見忒矣】?11 gien55 ted3 le11 丟了。  

【苦毒】ku31 tug5 虐待。如：「後𡟓苦毒前

人子」heu55 oi13 ku31 tug5 cien11 ngin11 zii31。 

【參詳】cam35 siong11 商量。      

【縱】ziung31 指長輩過分溺愛晚輩。ziung31 

fai55 ted3 le11 

【僚】liau11 作弄。例「莫僚佢」mog5 liau11 gi11。 

【牽成】kien35 siin11 栽培。  

【撙節】zun31 zied3 量力而行。  

【䀯老鼠】pu55 lo55 cu31 阱捕老鼠。 

【張老鼠】den1311 lo55 cu31 設陷阱捕老

鼠。(閩 ) 

【搞牌仔】ga31 pai11 e11 玩牌子；兩人以上。 

【抵日頭】dai31 ngid3 teu11 遮太陽。也

叫「遮日頭」za13 ngid3 te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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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車】sii31 ca13 開車。   

【發脾氣】fad3 pi11 hi55 發脾氣。   

【轉來】tson31 loi11 回家。南部客家話叫「歸」。 

【挵門】long55 mun11 敲門。  

【散步】san55 pu55 散步。   

【打獵】da31 liab5 到野外捕取禽獸。  

【浸死】zim55 si31 被水淹死。例「分水浸

死」bun13 sui53 zim55 si31。  

【涿水】dug3 sui31 淋雨。  

【行短路】hang11 don31 lu55 自殺。  

【著賊偷】do31 ced5 teu13  遭小偷。例「其

屋下昨晡日著賊偷」gia33 vug5 ka13 co33 bu33 
ngid3 do31 ced5 teu13 (他家昨天遭小偷)。 

 

   (十七) 動物的動作 
 
【趖來趖去】so11 loi11 so11 hi55  形容蛇

爬行的動作。  

【閹豬仔】iam11 zu11 e53 閹豬的睪丸。  

【噆來噆去】kiam11 loi11 kiam11 hi55 形

容蒼蠅飛來飛去的亂停。  

【飛】bi13 鳥類、昆蟲類在空中飛行。  

【挾】giab5 老鷹用鷹爪抓小雞的動作。例

「鷂婆挾雞仔」eu55 po11 giab5 gie13 zii53。  

【哈水】hab5 sui31 形容魚的嘴巴一開一合

的動作。  

【打𠰍】da31 ziu55 鳥啄殼的動作。(閩 )  

【嘴】dui31 鳥啄殼的動作。   

【吮】cion31 鴨子吃食物的動作。例「鴨嫲

喙罔吮」ab3 ma11 zoi55 mong31 cion31。  

【賴孵】lai55 pu55 母雞沒有孵蛋，仍然在

雞窩裡不肯走。  

【孵卵】pu55 lon31 孵蛋。  

【雞公打雞嫲】gie33 gung33 da31 gie35 
ma11 雞交配。  

【 豬 公 打 豬 嫲 】 zu11 gung33 da31 zu35 
ma11 豬交配。  

【狗相囊】gieu31 siong11 gau13 狗交配。 

【打嗥歌喙】da31 ngo11 go11 zoi55 狗發

出淒厲的叫聲。   

【狗吠】gieu31 poi55 狗叫。  

【走醒】zeu31 siang31 母豬發情。    

【啼】tai11    
 

  (十八) 心理活動 
 
【認識】ngin55 siid3 認識，知道。例「𠊎

認識汝」ngai11 ngin55 siid3 e11。  

【知】di13 知道了。例「𠊎知矣」ngai11 di13 e11。 

【揣】 ton11 猜，根據不明顯的線索或憑想

像來尋找正確的解答。  

【分】bun13 乞討。例「乞食仔去㧯人分錢」

ked3 siid5 le55 hi55 lau35 ngin11 bun35 cien11。  

【打算】da31 son55 打算。  

【針鑽】ziam11 zon55 鑽營。  

【打拼】da31 biang55 努力。   

【煞猛】sad3 mang13 努力。   

【扶核卵】fu11 hag5 lon31 拍馬屁的對象

是男人。也叫「托核」 tog3 hag3。  

【舐膣腓】se11 zii35 bai11 拍馬屁的對象

是女性人。  

【得人惱】ded3 ngin11 nau13 很討厭。   

【得人惜】ded3 ngin11 siag3 很喜歡。  

【譴】kian31 生氣。   

【異受氣】i55 su55 hi55 很生氣。      
【愐心事】meu31 sim11 sii55 想心事。       
【添放忒】tiam11 biong55 ted3 忘記了。      
【毋記得矣】m11 gi55 ded3 le11 記不起來了。     
【毋甘願】?11 gam11 ngien55  

【拄毋著】du55 ?11 diau11 受不了。(閩 ) 

【恬忒矣】diam11 ted5 le11  停住。  

【牽拖】kien11 to13 遷怒。閩南話叫「牽

拖」kan33 tua55。 (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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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人】lai55 ngin11 推卸。  

【勞攪你】   打擾你。  

【轉想】fan31 siong31 後悔。  

【希望】hi11 mong55 

 

(十九) 各種職業方面 
 
【曬穀仔】sai55 gug3 ge11 曬。    
【耕田】gang35 tien11 耕田。  

【犁田】lai11 tien11 耕田。  

【蒔禾仔】sˆ55 vo13 e11 插秧。  

【耙田】pa11 tien11 耙田。  

【概田】goi31 tien11 耙田。  

【掖菜子】ve55 coi55 zii31  撒種子。  

【挲草】so35 co53 用手拔除田間的雜草。  

【鏟草】can31 co31 用工具除草。  

【㔇草】pad3 co31 用「㔇刀」除草。  

【搒草】bang13 co53 用手拔草。  

【攘草結】ngiang13 co31 gied3 將柴火綁

成一綑一綑的。  

【摶草結】ton11 co31 gied3 將柴火綁成一

綑一綑的。  

【扳禾】pan35 vo11 使水稻脫粒。  

【盪穀】tong55 gud3 曬穀時把穀子翻過來。 

【芟】sien13 拔除多餘的菜苗。sien13 ka/ 5 

lo55 deu13 

【打稈索】da31 gon31 sog3 打草繩。「稈」

就稻草，也可以叫「禾稈」。  

【坫蕃薯】diam55 fan35 su11  先期的育

苗工作。  

【贌】piog5 租田。  

【打磟碡】da31 lug5 cug5  
【放拋荒】biong55 pa11 fong13 使田地荒

廢。也叫「放畀荒」biong55 bi11 fong13。(閩 )  

【淋水】lim11 sui31 澆水。   

【𤏶肥】doi35 pi11 將青草、樹葉或人畜的

糞尿等放在坑內，加水浸泡，經分解作用，

製成肥料。也有人叫「𫏶肥」gau55 pi11、「堆

肥」doi35 pi11。   

【壅肥】iung35 pi11 施肥。 (閩 )  
【灌風】gon55 fung13 灌氣。  

【柵魚】ca5 e11 攔魚。也叫「攔魚」lan11 e11。 
【罾魚】zen35 e11 用罾捕魚。   
【戽魚仔】fu55 e11 nge11 用水把池塘的水

舀去，再來捉魚。  

【牽網仔】kien13 miong53 nge11 放網到

水中捕魚。  

【掖網仔】ve55 miong31 nge11 拋網到水

中捕魚。  

【放網仔】biong55 miong31 nge11 放網到

水中捕魚。  

【買賣】mai11 mai55  
【賒欠】ca11 kiam55 欠債。  

【賣雜細仔】   拍賣。  

【卯】mau55 整批買進來。  

【稅屋仔】vug5 soi55 cien11  租厝  

 

 (二十) 社會關係方面 
 
【捼雪圓仔】no11 sied3 ien11 ne11 搓湯

圓；協調別人不要出來攪局的選舉術語。也

叫「挲雪圓湯」so11 sied3 ien11 tong13。  

【招待】zeu11 tai55  
【偏人】pi35 ngin11 佔人便宜。  

【偛】cab3 理會。例「莫插佢」mog5 cab3 

gi11；也可叫「𢯭」ten55，例「莫𢯭佢」mog5 
ten55 gi11 (別理他)。  

【比看】  

【擔保】dam13 bo53 承當保證。  

【分人辭忒】bun35 ngin11 cii11 ted3 辭去

工作。  

【分人辭頭路】bun35 ngin11 cii11 teu11 

lu55 辭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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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干支 
 
【甲】gab3  
【乙】zied3  
【丙】biang31  
【丁】den13 

【戊】vu55 

【己】li31 

【庚】gang13 

【辛】sin13 

【壬】ngin11 

【癸】gui55 

【子】zii31 

【丑】cu31 

【寅】zi11 

【卯】mau13 

【辰】siin11 

【巳】sii55 

【午】e31 

【未】vi55 

【申】siin13 

【酉】ziu13  
【戌】sud3  

【亥】hoi55  

 
 

二十九、數量詞 

 

(一) 數詞 
 
【一】id3 

【二】ngi55 

【兩】liong13 

【三】sam13 

【四】si55 

【五】e31 

【六】liug3 

【七】cid3 

【八】bad3 

【九】giu31 

【十】siib5 

【十一】siib5 id3 

【十二】siib5 ngi55 

【十三】siib5 sam13 

【十四】siib5 si55 

【十五】siib5 e31 

【十六】siib5 liug3 

【十七】siib5 cid3 

【十八】siib5 bad3 

【十九】siib5 giu31 

【二十】ngi55 siib5 

【二一】ngi55 id3  

【二二】ngi55 ngi55  二十二。  

【二三】ngi55 sam13    

【二四】ngi55 si55   

【二五】ngi55 e31    

【二六】ngi55 liug3    

【二七】ngi55 cid3   

【二八】ngi55 bad3    

【二九】ngi55 giu31 

【三十】sam11 siib5  

【三一】sam35 id3  

【三二】sam11 ngi55  

【三三】sam11 sam13   

【三四】sam11 si55 

【三五】sam35 e31  

【三六】sam13 liug3   

【三七】sam13 c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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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sam13 bad3  

【三九】sam13 giu31   

【四十】si55 siib5 

【四一】si55 id3 

【四二】si55 ngi55 

【四三】si55 sam13    

【四四】si55 si55  

【四五】si55 e31  

【四六】si55 liug3   

【四七】si55 cid3   

【四八】si55 bad3  

【四九】si55 giu31   

【五十】e31 siib5 

【五一】e31 id3 

【五二】e31 ngi55 

【五三】e31 sam13   

【五四】e31 si55 

【五五】e31 e31 

【五六】e31 liug3  

【五七】e31 cid3  

【五八】e31 bad3 

【五九】e31 giu31  

【六十】liug3 siib5  

【六一】liug3 id3 

【六二】liug3 ngi55 

【六三】liug3 sam13   

【六四】liug35 si55 

【六五】liug35 e31  

【六六】liug35 liug3   

【六七】liug3 cid3   

【六八】liug3 bad3  

【六九】liug3 giu31   

【七十】cid3 siib5       

【七一】cid3 id3  

【七二】cid3 ngi55   

【七三】cid3 sam13     

【七四】cid3 si55   

【七五】cid3 e31   

【七六】cid3 liug3   

【七七】cid3 cid3  

【七八】cid3 bad3  

【七九】cid3 giu31    

【八十】bad3 siib5      

【八一】bad3 id3 

【八二】bad3 ngi55 

【八三】bad3 sam13    

【八四】bad3 si55 

【八五】bad3 e31  

【八六】bad3 liug3    

【八七】bad3 cid3    

【八八】bad3 bad3   

【八九】bad3 giu31   

【九十】giu31 siib5     

【九一】giu31 id3 

【九二】giu31 ngi55  

【九三】giu31 sam13    

【九四】giu31 si55  

【九五】giu31 e31   

【九六】giu31 liug3    

【九七】giu31 cid3 

【九八】giu31 bad3 

【九九】giu31 giu31 

【一百】id3 bag35 

【一千】id3 cien13 

【一萬】id3 van55 

【一億】id3 zi55 

【一兆】id3 seu55 

【一百空一】id5 bag5 kung55 id3 一百零

一。(閩) 

【一百一十】id5 bag3 id5 siib5 一百一十。 

【百一】bag3 id3 一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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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id5 bag3 e31 siib5 一百一十。 

【百五】bag35 e31 一百五十。  

【一千五】id5 cien13 e53 一千五百。  

【千五】cien13 e53 一千五百。  

【兩百八十】liong31 bag3 bad3 siib5 兩

百八十。  

【兩百八】liong31 bag3 bad3 兩百八十。  

【一千空一】id3 cien13 kung55 id3 一千

零一。  

【一千空十一】 id3 cien13 kung55 siib5 
id3 一千零十一。  

【一半】id3 ban55  
【一半□多】id3 ban55 kai55 ga13 一半多

一點。  

【無到一半】mo11 do55 id3 ban55 還不到

一半。  

【十多个】siib5 go55 e55 十多個。  

【成十个】sang11 siib5 be55 將近十個人。  

【單數】dan11 su55 奇數。也叫「奇數」ki11 

su55。  

【雙數】sung11 su55 雙數。  

 

   (二) 量詞 
 

   1. 一般量詞 
 
【一个人】id3 ge55 ngin11 一個人。  

【一群人】id3 kiun11 ngin11 一群人。  

【一陣人】id3 ciin55 ngin11 一群人。  

【一領衫】id3 liang11 sam13 一件衣服。  

【一身衫】id5 siin11 sam13 一套衣服。  

【一帖藥仔】id3 tiab3 iog5 ge31  
【一管米】id3 gong11 mi31  

【一升米】id3 siin13 十合為一升。  

【一斗米】id3 deu31 十升為一斗。         
【一石米】id3 sag5  

【一鑊飯】id3 vog5 fan55 

【一碗飯】id3 von31 fan55  
【一塊肉】id3 de55 ngiug3 一塊肉。也唸  

id3 kuai55 ngiug3。  

【一僚豬肉】   一大塊肉。  

【一壺茶】id3 fu11 ca11 一壺茶。  

【一罐茶】id3 gon55 ca11 一壺茶。  

【一杯茶】id35 bi35 ca11 
【一雙筷仔】id3 sung11 kuai55 e31 

【一隻筷仔】id3 zag3 kuai55 e31 

【一盤】id3 pan11 

【一樽】id3 zun13 布袋戲、人像的量詞。  

【一粒□□】id3 liab5 lin53 ngo11 一顆蘋果。 

【一尾魚仔】id3 mi35 e11 nge11 一條魚。  

【一隻蠶仔】id35 zag3 有的客家話不可以

說「×隻」、「×尾」，要用「×仙」。  

【一隻雞仔】id3 zag3 gie13 e31  
【一隻(鳥仔)】id3 zag3 diau13 e31 

【一隻牛】id3 zag3 ngiu11 

【一隻狗】id3 zag3 gieu31 e11 

【一頭樹仔】id3 teu11 su55 e31  一棵樹。 

【一蕊花】id3 lui11 fa13 一朵花。  

【一把花】id3 ba31 fa13  
【一盆花】id3 pun11 fa13 

【一揢禾稈】id3 kag5 vo11 gon31 一把稻

草。  

【一頭草】   比較大把。  

【一把草】id3  比較小把。或說「一抓草」

id3 za35 co31。  

【一莢(弓蕉)】id3 giab3 一條香蕉。  

【一托(弓蕉)】id3 bi11 十幾條串在一起的

數量。  

【一弓(弓蕉)】id3 giung13 整串。  

【一莢(荷蘭豆)】id3 giab3 

【一片(西瓜)】id3 pien31 一片西瓜。   
【一捻(柑仔)】id3 lim55 一爿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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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摜(葡萄)】id3 kuan55 一串葡萄。  

【一葩(龍眼 )】id3 pa13  一把龍眼、荔枝、

葡萄。  

【一棧穀】id3 

【一堆泥】id3  

【一掘(泥)】id3    

【一包(水泥)】id3  

【一粒石牯】id3  一粒石頭。    

【一車貨】id3  一車子的貨。   
【一箱貨】id3  一箱子的貨。   
【一批貨】id3 pi11 fo55 一批貨。   
【一堆屎】id3 doi13 sii53  
【一窟水】id3 fud3 sui31 

【一桶水】id3 tung31 sui31 

【一缸水】id3 gong11 nge55 sui31 

【一盞(火)】id35 zan31 fo31 
【一盞(燈)】id35 zan31 den13 
【一缽(火)】id3    
【一台(車)】id3 toi11 ca13 一輛車。    
【一列(火車)】id3    
【一間屋仔】id3 gien13 vug3 ge11 

【一層樓】id3 cen11 leu11 

【一片(草地)】id3           
【一堵壁】id5 du33 biag3 一堵磚牆。    
【一扇(門)】id3 san55 mun11  
【一張喙】id3 zong11 zoi55   
【一枝竹篙】id3 gi13 zug5 go13   
【一頂床】id35 dang31 cong11 
【一个銀】id35 ge55 ngiun11 一元。  

【一角】id3 gog3 一角。  

【一文錢】id3 fun35 cien11 一分錢。   

【一間店】id3 gien11 diam55  一間店。  

【一本書】id3 bun31 su13 用在書籍。  

【一棚戲】id3 pang11 hi55    

【一張桌仔】id3 zong13 zog5 ge11 

【一張凳仔】id3 zong11 den55 ne31 

【一副棺柴】id3 fu55 gon35 coi11 

【一通(電話)】id3 tung11 tien55 fa55 

【一坵田】id3 kiu35 tien11 一塊田地。  

【 一 行 】 id35 hong11 一 行 種 植 蕃 薯 的 單

位。在耕地上壅成一行一行的土埂，上面可

以 種 植 農 作 物 。 如 「 蕃 薯 行 」 fan35 su11 
hong11。閩南話叫「壟」 ling13。   

【一箱】id3 siong13  一壢種植菜的單位。

在耕地上壅成一行一行的土埂，上面可以種

植農作物，閩南話叫「股」gç 51，但是「股」

的面積比較大，「壟」的面積比較小。            
【一幅(畫)】id3 bug3 va55  
【一幅軸仔】×    
【一家人】id3 ga35 ngin11  一個家庭。閩

南話叫「一家口仔」zid1 ge33 tau55 a51。  

 

   2. 時間量詞 
 
【一陣】    一陣子。  

【一下仔】id3 ha55 e31 一陣子。  

【一甲子】id3 gab3 zii31  六十年為一甲

子。  

【一年】id3 ngien11 一年。   
【一个月】id3 ge33 ngied5 一個月。  

【一禮拜】id3 li11 bai55 一星期。  

【一星期】id3 sen35 ki11 一星期。上班的

人說的。  

【一段時間】id3 ton55 sii11 gien13 

【一日】id3 ngid3 一天。  

【一工】id3 gung13 一天。  

【一對時】id3 dui55 sii11  二十四小時。  

【一點鐘】id3 diam31 zung13 一個鐘頭。 

【一分鐘】id3 fun11 zung13 一個鐘頭。  

【一秒】id3 meu31 一秒鐘。  

【一刻】id3 ked3 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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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度量詞 
 
【一舖路】id3 pu35 lu55 里程單位，一舖

為十華里。  

【一里(路)】id3 li11 lu55 

【一丈】id3 cong55  十尺為一丈。  

【一尺】id3 cag3 十寸為一尺。  

【一寸】id3 cun55 

【一拑】id3 ngiam55 大姆指和中指伸長的

長度。  

【一尋】id3 kim11 兩手伸長的長度。  

【一步】id3 pu55 一步。  

【一𨃰】id3 kiam55 一跨步。  

 
   4. 土地面積量詞  
 
【一甲】 id3 gab3 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

一甲有 2934 坪，相當於 0.97 公頃。  

【一分】id3 fun13 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

一畝的十分之一。  

【 一 坪 】 id3 piang11 計 算 土 地 面 積 的 單

位。一坪是 3.30579 平方公尺，2934 坪為一

甲。  

 

   5. 重量量詞 
 
【一公斤】id3 gung11 gin13 

【一斤】id3 gin13  指台斤。  

【一兩】id3 liong13  十六兩為一斤。  

【一錢】id3 cien11  
【一分】id3 fun13 

【一厘】id35 li11  極小的重量單位，中藥

店才會用到。   
 
   6. 抽象量詞 
 

【一項】id3 hong55  

【一種】id3 zung13  

【一種】id3 zung31  

【一次】id3 cii55  一次。也叫「一擺」id3
5 

bai31。  

【一轉路】id3 zon31  一趟路。  

 
 

   三十、形容詞 

 

 (一) 一般物態性狀形容詞 
 
【遽】giag3 快。  

【慢】man55  
【難】nan11 不容易。例「發病仔異難好」

bod3 piang55 nge31 i55 nan11 ho31。  

【膨起來】pong55 hi31 loi11 膨漲。   

【消下去矣】seu11ha11 hi55 e11 凹下去。

也叫「囁落去矣」ngiab3 log5 hi55 e11。  

【好】ho31 美、善、完整的。與「壞」相

對。  

【壞】 fai31 壞。不良、惡劣的，與「好」

相對。  

【大】tai55  

【細】se55 小。  

【小】seu31 

【絚】hen11 緊，物體受到幾方面的壓力以

後所呈現的狀態。   

【冗】ngiung55 鬆；相對於鬆來說，有的

客家話說「鬆」。  

【正】zang55  
【直】ciid5 不彎曲。  

【歪】vai13 不正。   

【□】fe31 不正。   

【實】siid5 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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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腹】zad5 bug3 密實。   
【利】li55 

【鈍】tun55 不利。  

【多】do13 

【少】seu31 

【燒】seu13 熱。  

【冷】lang13 冷。  

【溫燒】vun11 seu13 溫的。  

【硬】ngang55 硬。  

【堅固】gien11 gu55 堅固。  

【軟】ngion13  
【綿】mien11 爛。  

【冇】pang55 不結實。  

【空】kung13 

【韌】ngiun55 

【新】sin13 

【舊】kiu55 

【遠】zien31 例「路頭蓋遠」 (路途很遙遠)。 
【近】kiun55 

【深】ciim13 

【淺】cien53 

【□□□】fan31 cau13 e11 容易被驚醒。  

【淺眠】cien31 min11 容易被驚醒。  

【滿】nem13 滿。  
【真】ziin13 

【假】ga31  
【粗】cu13 

【幼】ziu55 細。  

【賁】pun13 厚；扁平物體上下兩面之間的

距離大。  

【薄】pog5 扁平物體上下兩面之間的距離

小。  

【重】cung13   

【輕】kiang13   

【浮】peu11  
【沉】ciim11 

【闊】fad3 寬。  

【狹】hab5  窄。  

【長】cong11 

【短】don31 

【燋】zau13 乾。  

【濕】siib5 濕。  
【平】piang11 

【崎】gia55 訓讀字。發音人認為北部客家

話叫「嶝」den11。 (閩 ) 

【幼】ziu55 幼嫩。也叫「嫩」nun55。  

【老】lo31 老韌。  

【渾】vun11 混濁。也叫「濃」neu13。  

【停腳】tin11 giog3 水沉清。  

【淨利】ciang55 li55 乾淨。   

【骯髒】o11 zo13 骯髒。例「骯髒鬼」o11 zo13 gui53。  

【垃圾】la31 sab3 骯髒。例「垃圾鬼」 la31 

sab3 gui31。   

【臭火】cu55 fo31 lad3 le11  燒焦。  

【過時】go55 sii11 過了流行。  

【罅擺】la55 bai31 很夠了。  

【著】cog5 對。  

【毋著】?11 cog5 不對。  

【猛】mang13 火很猛。也叫「火盡猛」fo31 

cin55 mang13。  

【烏】vu13 火熄了。   

【□開仔】biag5 koi13 e11 裂開了。也唸  

bid3 koi13 e11  

 
   (二) 關於人的形容詞 
 
【會】voi55 能幹。   

【盡毋棒】cin55 ?11 biag3 差勁。  

【利腳】li55 giog3 做生意很會打算。例「盡

利腳」cin55 li55 giog3。    
【 勥腳】 kiang55 giog3 形容女人精明幹

練，這個詞是比較負面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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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kong31 koi31 大方、不吝嗇。  

【勉強】mien35 kiong11 

【聰明】cung35 min11  

【囂俳】hia11 bai13 譏諷人擺闊，不可一

世的樣子。(閩 ) 

【激屎】giug5 sii31 擺架子。裝腔作勢、態

度驕傲。 (閩) 

【爽快】song31 kuai55  
【暢】tiong55  
【婧】ziang13 漂亮。南部還有一個說法叫

「嬈」nau55。  

【斯文】sii35 vun11 形容男子英俊。   

【緣投】ien11 dau11 形容男子英俊。(閩 ) 

【奀】ze31 醜。 (特色詞 )  
【牙暴暴】nga11 bau55 bau55 e11 牙齒暴

暴的。  

【戇巴巴个】ngong55 ba55 ba55 e11 很俗氣。  

【高】go13 身材高。   
【矮】ai31 身材短。  

【肥】pi11 形容肥胖的人。  

【瘦】ceu55 瘦；脂肪少。   
【結實】gied3 siid5 身體強健壯實硬朗。  

【弱】ngiug5 身體的機能、精力衰退。   
【𨈜】lam13 身體衰弱。  

【大】tai55 高大或指年紀大。   
【細】se55 矮小。   

【老】lo31 年紀大。  

【後生】heu55 sang13 年紀輕。  

【戇戇】ngong55 傻傻的。  

【打爽】da31 song31 可惜、浪費。   

【無彩工】mo11 cai31 gung13 可惜。 (閩 )  

【多工】do11 gung13 費時。閩南話叫「厚

工」gau11 gang55。  

【時行】sii11 hang11 正流行。  

【孤綏】gu13 lo53 有孤癖，不喜歡和別人

摻合在一起。  

【見笑】gien55 seu55 不好意思。   

【歡喜】fon13 hi53 高興。  

【爽】song31 舒服；女生不說。  

【癮煙】ngien55 ien13 滿足某種特別的癖

好。  

【生趣】sen11 ci55 很有趣。有的地方的客

家話叫「趣妙」ci55 meu55。  

【假鬼假怪】  裝模作樣。  

【詐癲詐戇】za55 dien13 za55 ngong55 
裝瘋賣傻。  

【無路用】mo11 lu55 iung55 沒有用。   

【揀食】gien31 siid5 形容一個人很挑食。 

【鬱悴】vud3 zud3 心理很鬱悶。  

【詏燥】×  心理很鬱悶。「𠊎心肝肚蓋詏燥」

ngai11 sim11 gon13 du53 goi55 au55 zau55。  

【發愕】bod3 dog3 ngog3 神情恍惚。也叫

「戇神」ngong55 sˆn11。  

【計較】gie55 gau55 很會計較。  

【亂來】lon55 loi11 亂來。   

【敢死】gam31 si31 形容做事不顧一切。

例「愈來愈敢死」 lu35 loi11 lu35 gam31 si31。 

【想空想榫】 siong31 kung13 siong31 
sun31 鑽營。  

【臭奶臊】cu55 nen55 so13 小孩吃奶留下

的味道。   

【打喇噠仔】da31 lag5 dag5 ge11 說話不

切實際。「喇噠仔」是指單皮鼓。  

【漏氣】leu55 hi55 洩氣。     

【假細膩】ga31 se55 ngi55 假裝。  

【扭揪】 ngiu31 ziu31 相當於閩南話的

「張」。  

【抽徹人】cu11 ca35 e11    

【便利】pien55 li55  

【衰潲】soi35 siau11 倒楣。  
【假好衰】ga31 ho31 soi13 假好心。  

【好加在】ho31 ga11 zai55 幸虧。 (閩 ) 

【頑皮】man11 pi11 打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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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燒】ziam11 seu13 湊熱鬧。  

【嚴重】ngiam11 cung55 嚴重。  

【無聊】mo11 liau11 沒有事做。  

【有閒】iu35 han11 有空。  

【無閒】mo11 han11 很忙。  

【恬靜】diam1311 cin55 靜。也叫「安靜」

on11 cin55。  

【多話】do11 fa55 多話。  

【老實】lo11 siid5 也叫「直」cˆd5。  

【凊彩】cin31 cai31 隨便。也叫「隨便」sui11 pien55。 

【內向】nui55 hiong55 靦腆。   

【起毛婸】ki55 mo55 i55 ho31 情緒好。  

【起毛䆀】ki55 mo55 bai53 情緒不好。  

【好命】ho31 miang55 形容一個人的際遇

很好。  

【歪命】vai11 miang55 形容一個人的際遇

不好。   

【假會】ga31 voi55 好管閒事。  

【嚙擦】   吝嗇。也叫「澀」seb3。  

【勤儉】kiun11 kiam55 節儉。   

【牛蜱】ngiu11 bi13 罵人吝嗇，意思是「有

入無出」 iu11 ngib5 mo11 cud3。  

【懶屍】lan11 sii13  

【懶屍牯】lan11 sii13 gu31  

【懶屍嫲】lan11 sii13 ma11  

【飯豚仔】fan55 tun11 ne11 形容很會吃飯

的人。  

【泥伯公】na11 bag3 gung13 形容好吃懶

做的人。  

【花螺心】fa35 lo11 sim13 形容一個人一

心兩用。   

【三姑六婆】sam11 gu13 liug35 po11  形

容一個女人三姑六婆。  

【暈細賴】fun11 se55 lai55 形容女人發情。 

【暈細妹】fun11 se55 moi55 形容男人發

情。  

【嬲】hieu11 形容女人很外向。   

【轉大人】zon31 tai55 ngin11 形容小孩變

大人。   

【頂頂碓碓】   形容一個人一再的重複自

己已經說過的話。  

【死硬殼】si31 ngang55 hog3 只認為自己

是對的，死要跟人爭論。  

【 咬 鉗 】 nga35 kiam11 只 認 為 自 己 是 對

的，死要跟人爭論。？   

【硬頸】ngang55 giang31 ①  個性堅強，

不隨便屈服於不合理的壓迫。②頑固。台灣

客家人認為是一種客家本色的特質。  

【硬喙𥯟】ngang55 zoi55 bai13 不信邪。

例「恁硬喙𥯟」an31 ngang55 zoi55 bai13。閩

南話叫「鐵齒」。  

【愕愕□□】ngog3 ngog3 dog3 dog3 沒

有精神的樣子。  
【韌床】ngiun55 cong11 賴床，想起來又

很想睡。  
 

(三) 顏色詞 
 
【白色】pag5 sed35  
【烏色】vu13 sed35 黑色。也叫「黑色」hed5 

sed5。  

【灰色】foi13 sed35  灰色。也叫「老鼠色」

no55 cu31 sed3。   
【紅色】fung11 sed35 

【胭脂】ien11 zii13 一種用於化妝和國畫的

顏料，是一種鮮豔的紅色。  

【烏紅】vu11 du55 fung11 暗紅色。也叫

「暗紅色」am55 fung11 sed3。  

【水紅色】zui31 fung11 sed3 淺紅，由紅

和白混合而成的顏色。  

【柑仔色】gam11 me53 sed3  橘紅色。   

【肉色】ngiug5 sed3 像肉的顏色。  

【米色】mi31 sed3  像米的顏色。  

【藍色】lam11 sed3  藍色。  

【黃色】vong11 se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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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色】nai11 sed3 像土的顏色。  

【青色】ciang13 sed5 草綠色。  

【鴨卵青】ab5 lon31 ciang13  
【綠色】liug35 sed3 像樹葉茂盛或草的顏

色。  

【紫色】zii31 sed3 像茄子的顏色，所以也

叫「吊菜色」。    

【吊菜色】diau55 coi55 sed3 紫色；像茄

子的顏色。  

【茄色】kio11 sed3 紫色；像茄子的顏色。 

【茶色】ca11 sed3 棕色，類似咖啡的顏色。  

【咖啡色】ga11 bi13 sed3  棕色，類似咖

啡的顏色。  

【牛奶色】ngiu11 nen55 sed3  
【奶白色】nen55 pag5 sed3  
 
 

三十一、副詞 

 

      (一) 表示然否 

 
【一定】id3 tin55 一定。例「汝一定愛來噢」

e11 id3 tin55 oi55 loi11 o35。  

【無一定】mo11 id3 tin55 不一定。例「𠊎

無一定會去」ngai11 mo33 id3 tin55 voi55 hi55。 

【可能】ko31 nen11 可能。例「佢可能會

來」gi31 ko31 nen11 voi55 loi11。   
【驚怕】giang11 pa55 恐怕；「𠊎驚怕毋得

去」ngai11 giang11 pa55 ?11 ded3 hi55。  
【大約】tai55 iog3 ge11 大約。例「汝大約

有六十歲」e11 tai55 iog3 iu11 liug3 siib5 
soi55。36.56 

【明明】min33 min33 明明。例「汝明明講

愛來，仰仔又無來」e11 min11 min11 gong31 
oi55 loi11，ngiong31 nge11 iu55 mo11 loi11。  

【拄拄好】du31 du31 ho31 剛好。  

【異像有】i55 ciong55 iu13 很像有。  

【有】iu13 有。  

【無】mo11 沒有。  

【愛】oi55 要。例「𠊎愛去高雄」ngai11 oi55 

hi55 go35 hiung11。  

【無愛】mo11 oi55 不要。例「𠊎無愛去台

北」ngai11 mo11 oi55 hi55 toi11 bed3。  

【會】voi55 會。例「𠊎會駛車」ngai11 voi55 

sii31 ca13。  
【毋會】?11 voi55 不會。例「𠊎毋會做生

理」ngai11 ?11 voi55 zo55 sen11 li13。   

【無乜个曉】mo11 mag3 gai55 hiau31  不
太會。例「𠊎無乜个曉講話」ngai11 mo11 mag3 
gai55 hiau31 gong31 fa55 。   

【做得】zo55 ded3 可以。  

【做毋得】zo55 ?11 ded3 不可以。  

【毋曉得】?11 hiau31 ded3 不知道。    

【毋知】?11 di13 不知道。    

【係】he55 表示肯定的意思。例「𠊎係客家

人」ngai11 he55 hag1 ga35 ngin11。  

【毋係】?11 he55 不是。例「𠊎毋係福佬

人」ngai11 ?11 he55 ho55 lo31 ngin11。  

【毋使】?11 sii31 不必。例「毋好食，毋

使錢」mo11 ho31 siid5，?11 sii31 cien11。  

 

      (二) 表示程度 
 
【盡好个】cin55 ho31 e55 最好的。「盡」

有「最」和「很」的意思。   
【食忒飽】siid5 ted3 bau31 吃太飽。  

【好又愛擱較好】ho31 iu55 oi55 go55 
ka/5 ho31 好還要更好。 5 1     

【加減食一屑仔】ga35 giam53 siid5 id3 
sid5 le31 多少吃一點。  

【規日】gui11 ngid5 整天。  

【每日】mi13 ngid5 每天。  

【時常】sii11 song11 常常。   

【淨淨】ciang55 ciang55 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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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重】song11 dong55  情況嚴重。閩南

話叫「傷重」siong33 diong33。  

【費力】fi55 lid5  

(三) 表示範圍 
 
【全部】cion11 bu55 全部。cion11 pu55 ge55

 

ngin11 zu55 oi55 hi55。  

【只有】zii31 iu13 全部。只有他不去。  

【我要上班】ngai11 eu55 song11 ban13 我
愛上班。   

【𠊎毋單止上班，歸來還愛做細】ngoi11 
oi55 sang11 ban13，zon31 loi11 han11 oi55 
zo55 se55 我不但要上班，回來還要做事。 

【毋單□】?11 zii31 la11 不只。  

 

   (四) 其他 
 
【刁持个】tiau33 di11 e33 故意。  

【無小心】mo11 seu31 sim13 不小心。   

【無細膩】mo11 se55 ngi55 不小心。   

【較礙仔】ka/3 ngai55 e33 將就。例「較

礙仔食」ka/ 3 ngai55 e33 siid5。  

【反正】fan31 ziin55 反正。例「反正你一

定愛來」 fan31 zˆn55 e11 id3 tin55 oi55 loi11。  

【無想著】mo11 siong31 do31 沒想到。  

【再來僚】zai55 loi11 liau55 再來玩。   

【恁媠】an53 ziang13 這麼漂亮。  

【個恁媠】ge55 an31 ziang13 那麼漂亮。  

【佢蓋好叫】   他很愛哭。  

【仰會安樣呢】ngiong31 voi55 an31 
iong13 ne11 怎麼會這樣。  

【佢會駛車無】gi11 voi55 sii31 ca13 mo11 
他會開車嗎？  

 
 

   三十二、虛詞 

 

   (一) 介詞 
 
【分】bun13 給予。例「這个東西分你」lia31 

ge55 dung11 si13 bun35 e11。  

【分】bun13 被。例「分人打」bun35 ngin11 

da31。  

【个】ge55 的。例「這係𠊎个」lia31 he55 nga11 ge55。 

【佇】di55 在，後面可以接時間、處所。例

「汝坐佇個向」e11 co11 di55 ge55 hiong55 (你
坐在那裏 )。  

【㧯】lau35 把；「㧯佢打畀死」lau35 gi11 da31 bi31 si31。 

【佇】di55 從，後接處所。例「𠊎佇屏東坐

車到埤頭」ngai11 di55 tin11 dung13 co11 ca13 
do55 bi35 teu11。  

【□】ga33 從，接時間；「𠊎□早坐到暗」

ngai11 ga33 zo31 co11 do55 am55(我從早坐到

晚 ) 

 
   (二) 連接詞  
 
【𠊎感覺汝會來】ngai11 gam31 gog3 e11 

voi55 loi11 我以為你會來。  

【這枝筆係汝个還係佢个】lia31 gi13 
bid5 he55 ngia11 ge55 ia55 he55 gia11 
ge55 這枝筆是你的還是他的。  

【你還佇個睡目喔】e11 han11 di33 ge55 
soi55 mug3 o11 還在睡。  

【𠊎本來想愛去，無閒】ngai11 siong31 
oi55 hi55，mo11 han11 我想要去，但是我

沒空。  

【𠊎同佢共下去】  我和他一起去。  

【自安爾】  因此就……。例「伊無錢，

自安爾無去！」(他沒錢，因此就沒有去) 

【就係汝】ciu55 he55 e11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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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g55 才。例「恁樣才著」an31 iong11 

zang55 cog5。  

【才會】zang33 voi55  才會……。例「你

就係無乖，才會分人打」e11 ziu55 mo11 
guai13，zang33 voi55 bun35 ngin11 da31。  

【毋才會】  才……。  

【定定】tin55 tin55 而已。例「一個銀定定」

id3 ge55 ngiun11 tin55 tin55。  

 

   (三)助詞 
 
【阿】a13 名詞前綴，如「阿文」a35 mun11。 

【正个】ex 的。沒有固定調值，如「真个」。  

【仔】e31 小稱詞尾。例「柑仔」gam35 me31。 

【也】ex 如「阿珠也」a11 zu35 e31。  

 

   三十三、代詞 

 

   (一) 人稱代詞 
 
【𠊎】ngai11 我。  
【汝】e11 你。  

【伊】gi11 他。或唸  gi11。  

【哩兜】en13 li31 deu13 我們。 (特 )  

【咱】×  咱們。  

【汝哩兜】e11 li31 deu13  你們。 (特 ) 

【佢哩兜】gi11 ge55 deu13 他們。 (特 ) 

【吾爸】nga11 ba13 「我阿爸」的合音。  

【若姆】ngia11 me13 「你阿姆」的合音。 

【其姆】gia11 me13 「他阿姆」的合音。  

【自家】cid5 ga13 自己。也唸  cid5 ga13。  

【別人】ped5 ngin11 別人。  

【乜人】man31 ngin11 誰。  

 

   (二) 指示代詞 
 
【這位】lia31 vi55 這裏。  

【个片】ge55 vi55 那裏。  

【倷】   哪一個方向。  

【倷位】nai55 vi55 哪裏。  

【這】lia31 這。例「這尾魚生个」lia31 mi35 

e11 nge11 sang11 nge33。  
【該】ge55 這。例「該尾魚死个」ge55 mi35 

e11 nge11 si31 nge33。  
【這係乜个】lia31 he55 mag3 gai55 

【那係乜个】ge55 he55 mag3 gai55 

【這个東西分汝】lia31 ge55 dung11 si11 
bun35 e11  
【那隻東西愛賣幾多錢】ge55 zag3 
dung11 si13 oi55 mai55 gid3 do35 cien11 

【仰會恁□呢】ngiong31 voi55 an31 
iong13 no11 這樣。  

 

   (三) 疑問代詞 
 
【汝安到乜个名】e11 on11 do55 mag1 

gai55 miang11 
【汝屋下蹛佇倷】ngia33 vug5 ka13 dai55 

di55 nai53 

【汝愛尋乜人】e11 oi55 cim11 man31 
ngin11 

【汝愛做乜个】mag1 gai55  你要做什麼？ 

【汝愛去倷个】   你要去哪裏？  

【汝有錢無】e11 iu35 cien11 mo11 你有沒

有？  

【汝去過美國無】e11 hi55 go55 mi31 
gued3 mo11 你去過嗎？  

【幾多】gid3 do35 cien11 多少？  

【仰辦】oi55 ngiong31 e11 pan55 no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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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象聲詞 
 
【喔】   叫喊聲。  
【汪汪】uang53 狗叫聲。假聲。  

【狺狺滾】gãi55 gãi55 gun31 狗叫聲。  

【鏘】   刀劍相擊之聲。  

【喵】mau551 貓叫聲。(假聲）  

【嘓】gog5……雞叫聲。(假聲）  

【嘓】gug5……火雞叫聲。(假聲）  

【哞】õ131……牛叫聲。   

【咩】me55……羊叫聲。(假聲）   

【嘎】×  鵝叫聲。   

【咚】   田鳥的叫聲。  

【呃】ga/ 5……   鴨叫聲。   

【歪】   關門聲。  

【噢】ou/ 5 青蛙叫聲。  

【鎈鎈仔】   鐃鈸聲。  

【嚶哦】   胡琴聲。  

【喌—】zu35……  呼雞聲。（假聲）  

【咪】miu55……呼貓聲。（假聲）  

【嘍】loi31 呼狗聲。   

【吪仔】o13 呼豬聲。   

【咪】×  ……呼鴨聲。  

【哈】ha/ 5 呼牛快跑。  

【嗷】o53 呼牛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