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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文提要 

本研究結合數位科技與人文關懷，進行《客英大辭典》諺語資料庫的建置與

相關研究。《客英大辭典》收錄豐富的客家諺語，本計畫擬以這些近百年前紀錄

的民間文學為基礎，建置以研究及教學為主軸的諺語資料庫，並且透過田野調查

及比較研究，輔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已完成之相關資料庫，進行民間文學

的歷時變化與共時變異研究。數位化後的資料，有助於研究者開發不同於傳統的

研究主題與方向，更可以透過海量的資料運算進行「關鍵詞」的研究。本計畫的

研究假設認為，數位科技有助於人文研究的資料運用與方法創新，換言之，數位

科技有助於客家民間文學資料的保存與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將包含兩方

面，一方面是透過數位科技保存與建置資料提供各界使用，另一方面則是運用已

建置的資料進行比較研究。 

 

關鍵詞：客家 客家文學 民間文學 諺語 資料庫 

 

英文提要 

In this study, we will utilize digital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Study and Establishment of Database for Hakka 

Proverbs of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This dictionary has a large collection Hakka proverbs recorded nearly a 

hundred years ago. Based on this, the project will build a proverbs database based 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is study will conduct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variation 

studies of folk literature through field survey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Digitalized 

data helps researchers develop research topics and direction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es. Researchers can also conduct "keywords" research through Big data.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this project assum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Hakka folk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cover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is us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eserve and construct data,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based on the use of 

established data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Keywords: Hakka, Hakka literature, folk literature, proverb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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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結合傳統的文獻學處理資料的方法以及資料庫建置

的相關方法，透過正確資料的建置，進行以研究為主軸教學為輔的客家諺語資料

庫的建置。傳統文獻學裡的目錄學、校讎學可以與資料庫建置結合，避免資料的

錯誤。本計畫擬在資料建置的同時就進行相關研究，以目前已建置的資料庫為研

究基礎，分年進行《客英大辭典》收錄的客家諺語的資料庫建置與研究。 

主題資料庫的建置有助於客家文化的保存與推廣，基於版權及對歷史文獻的

重視，本研究選擇百年前保存客家文化非常豐富的《客英大辭典》為建置基礎，

主要考量未來資料庫建置完成後的應用推廣，比較不會遇到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問

題。從過去數位典藏的經驗觀察，往往數位化後的資料無法開放使用，非常可惜，

選擇已經沒有版權爭議的歷史文獻有其優點，未來透過授權的取得，也可以逐步

擴充資料庫的內容。 

本研究除了建置客家諺語資料庫之外，將同時進行《客英大辭典》的諺語研

究，進行分類整理，翻譯考訂，做為客語教學的參考教材。本研究擬以《客英大

辭典》為中心的諺語查詢平台，與相關領域研究者共同分享研究成果。未來將透

過成果討論、意見交流找出研究課題以進行客家語言文化研究資源分析，並將成

果提供學術研究者、文史工作者、政府相關人員、一般民眾研究或使用。 

 

第一節 研究規劃 

本研究規劃逐年完成《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整理、翻譯、考證

與相關研究工作並建置能夠查詢的資料庫，目前已整理完成《客英大辭典》1-

1142 頁，共計 850 餘條諺語，並已出版譯注專書《百年客諺客英解讀》供社會

大眾參考。並且將已譯注完成之 850 餘條諺語建置為有聲資料庫，做為客語研

究與教學的參考資料庫。 

本計畫將每條整理出來的諺語進行以下幾個重點工作： 

 

校訂：如果《客英大辭典》使用的漢字與當今教育部規範字不同者則予

以校訂。 

辭典客語拼音：根據辭典客語拼音校稿，聲調以數字轉寫，以便程式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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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辭典英文釋義：根據辭典英文釋義數位化。 

中文翻譯：將英文釋義翻譯為中文。 

說明：如果中文翻譯不足以理解該諺語，則以文字進一步說明。 

參考資料：蒐集目前已有之客家相關諺語，提供研究及教學者參考。 

辭典截圖：截取原辭典辭條圖片供參考。 

 

第二節 前期成果 

過去三年已完成整理及輸入《客英大辭典》第 1-1142 頁客家諺語及英文翻

譯成中文共計 858 條諺語。每條諺語首先列出《客英大辭典》的漢字書寫，如

果沒有漢字便以方框代指，如若漢字與今日教育部之客語規範用字不同，則增

加「校訂」條，以今日之規範字修改。其次是辭典客語拼音、辭典英文釋義、

中文翻譯、說明、參考資料及辭典截圖。舉第 1 頁第 1 條、第 2 頁第 1 條、第

56 頁第 1 條、第 299 頁第 3 條、第 584 頁第 1 條的諺語例子如下： 

1-1 阿爸贃錢孻子享福 

校訂：阿爸賺錢，倈子享福 

辭典客語拼音：a pa tshon3 tshien5, lai3-tsii2 hiong2 fuk 

辭典英文釋義：the father earns, the son enjoys. 

中文翻譯：爸爸賺錢，兒子享受。 

參考資料： 

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頁 118「阿爸賺錢賴兒使」條，解釋為

「賴兒，兒子。話說父親賺錢給兒子花用；譏諷做人子弟的無能、不肖；或說做

父母的沒教養好自己的子弟。」 

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218「阿爸扛轎，子坐轎」

條，解釋為「[俚俗語]做爺儕為孻仔勞碌，孻仔享樂，喻事理倒反。」 

辭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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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鵲教烏鷯 

校訂：阿鵲教烏鷯 

辭典客語拼音：a siak kau vu liau3 

辭典英文釋義：one ass calls another jackass. 

中文翻譯：一個傻瓜叫另外一個為笨蛋。 

說明：英文釋義與原諺語意思是否相同？待考。阿鵲，臺灣客語也稱「山阿鵲」，

叫聲單調；烏鷯，類似八哥，叫聲婉轉，善於模仿其他鳥類及動物叫聲。臺灣客

語有「阿鵲教烏鷯，教到蹦蹦跳」之説，意指本身條件不如人，卻要他人學自己，

別人學不來，就氣得跳脚。另外，「ass」和「 jackass」英文俗語都有傻瓜、笨蛋

的意思。就有「五十步笑百步」。即爲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鍋嫌壺黑）

的意思。  

參考資料： 

楊兆禎《客家諺語拾穗》頁 56 收錄相似的諺語「阿鵲教烏了，教到兩腳跳

阿跳。」其解釋為「不會的硬要教會的，還教得比手劃腳。」徐運德《客家諺語》

頁 37 也有收錄「阿鵲教烏鷚，教到腳跳啊跳。」意指「比喻某人，自己本身無

何技能，竟然去指導人家，教得不倫不類，徒惹旁人笑話的意思。」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阿鵲教烏鷯，教到腳跳啊跳」條，

釋義為「喜鵲教八哥學說話本事，自己不會卻硬要教別人，結果把走路教成一跳

一跳的：用以諷刺學藝不精而開業授徒的人。」 

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頁 118「阿鵲教烏鷯」條，解釋為「阿

鵲，鵲鳥，這裡借指沒什麼才能、本事的人；烏鷯，可能是鷦鷯鳥。以鵲鳥教盛

鷯，教不好；來比喻一個沒啥技能，卻去教人家，教不好反而鬧笑話。」 

辭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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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 

校訂：豬撐大，狗撐壞，人撐成怪 

辭典客語拼音：chu tshang3 thai3, keu2 tshang3 fai3, nyin5 tshang3 shang5 kwai3 

辭典英文釋義：a pig that eats much grows large, a dog that eats much sickens, a man 

who eats much gets deformed. 

中文翻譯：豬多吃會變大，狗多吃會體弱多病，人多吃則會變形難看。 

參考資料： 

徐運德《客家諺語》頁 211「豬撑大，狗撑壞，人撑出變精怪。」其解釋為

「豬能吃，吃得越多越快肥大。狗則不能給牠多吃。吃多了，反而不強壯。至於

人嘛，尤其是小孩子，吃多了，腸胃不消化，容易釀成疳癪，而瘦得像猴子一樣

的難看之謂。」 

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415「豬撐大，狗撐壞，人

撐多變精怪」條，解釋為「[教示諺]豬能食，食越多越肥；狗仔多食，會毋強壯；

人吃多咧，毋係變肥就係變瘦，會變毋像人形咧，勸話人食東西要有節制。」 

辭典截圖： 

 

299-1 求官唔倒秀才在 

校訂：求官毋著秀才在 

辭典客語拼音：khiu5 kwon m tau2 siu3 tshoi5 tshai3 

辭典英文釋義：if you cannot get the mandarin to grant you request, your degree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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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s.－no harm in asking. 

中文翻譯：即使你無法使官員答應你的請求，你還是秀才。──問問無妨。 

說明：謀求官位，雖未能如願，但依舊保有自己本身的才華及能力，鼓勵年輕人

先打好基礎，再去求更好的發展。 

參考資料： 

徐運德《客家諺語》頁 50「求官毋著秀才在」，解釋為「此語是鼓勵年輕人，

要勇於任事，不可畏縮不前，即令不成功，也可獲得經歷。何況自己的人格無傷，

且可作為日後成功的助益。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其意義是很切當的。」 

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181「求官毋著秀才在」條，

解釋為「[教示諺]讀書求官，雖然做官目的無達到，地方人還係尊為知書達禮的

讀書人。 

辭典截圖： 

 

584-1 伯公唔頷頭，老虎唔敢打狗 

校訂：伯公毋頷頭，老虎毋敢打狗 

辭典客語拼音：pak kung m ngam2 theu5, lau2 fu2 m kam2 ta2 keu2 

辭典英文釋義：if the idols do not consent (bow the head) the tigers won’t kill the 

dogs. (met. the hot bloods won’t attack without their elders consent) 

中文翻譯：如果神沒有同意（點頭），老虎也不敢捕殺狗（沒有長者的同意，激

進者也不敢攻擊）。 

說明：客語「打」常指「捕殺」之意，如「貓打老鼠」意指貓捕殺老鼠。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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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達，2005，《台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172 收錄類似諺語

「伯公毋開口，老虎毋敢打狗」，解釋為「[俚俗語]表示大自家全部儘尊敬土地伯

公。」 

涂春景編，2002，《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話俚諺 1500 則》頁 28 收錄類似

諺「伯公無開口，老虎毋敢打狗。」，解釋為「伯公，土地公；毋敢，不敢。伯公

在客家人的心目中，是最最親近有威嚴的土地神，因此，祂不開口，連老虎都不

敢打狗。」 

辭典截圖： 

 

 

本計畫預計於第 4 年進行數位化的工作，將前三年從《客英大辭典》1-

1142 頁挑選、輸入、翻譯、整理的客家諺語，分欄位建立資料庫，圖 1-1 是資

料庫的部分內容。 

 

 

圖 1-1 資料庫部分內容 

   

  

編號 頁數 中文（客英） 中文（教育部） 客語拼音 英文解釋 中文翻譯 說明 參考資料 備註 圖片

1 1 阿爸贃錢，孻子享福 阿爸賺錢，倈子享福
a pa tshon3 tshien5, lai3-

tsii2 hiong2 fuk
the father earns, the son enjoy. 爸爸賺錢，兒子享受。

譏諷做人子弟的無能、不肖；或說做父母的沒

教養好自己的子弟。引申為豈有此理。

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1200句》頁118「阿爸賺

錢賴兒使」條，解釋為「賴兒，兒子。話說父親賺

錢給兒子花用；譏諷做人子弟的無能、不肖；或說

做父母的沒教養好自己的子弟。」黃永達《臺灣客

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218「阿爸扛轎，

子坐轎」條，解釋為「[俚俗語]做爺儕為孻仔勞碌

，孻仔享樂，喻事理倒反。」

2 2 鴉鵲教烏鷯 阿鵲教烏鷯 a siak kau vu liau3 one ass calls another jackass.
一隻公驢稱另外一隻為雄

驢。

中文譯文為直譯，是否與原諺語意思相同？待

考。

楊兆禎《客家諺語拾穗》頁56收錄相似的諺語「阿

鵲教烏了，教到兩腳跳阿跳。」其解釋為「不會的

硬要教會的，還教得比手劃腳。」徐運德《客家諺

語》頁37也有收錄「阿鵲教烏鷚，教到腳跳啊

跳。」意指「比喻某人，自己本身無何技能，竟然

去指導人家，教得不倫不類，徒惹旁人笑話的意

思。」《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

「阿鵲教烏鷯，教到腳跳啊跳」條，釋義為「喜鵲

教八哥學說話本事，自己不會卻硬要教別人，結果

把走路教成一跳一跳的：用以諷刺學藝不精而開業

授徒的人。」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1200句》頁

118「阿鵲教烏鷯」條，解釋為「阿鵲，鵲鳥，這

裡借指沒什麼才能、本事的人；烏鷯，可能是鷦鷯

鳥。以鵲鳥教烏鷯，教不好；來比喻一個沒啥技能

，卻去教人家，教不好反而鬧笑話。」

3 2 鴉有反哺之誼 a yu fan2 phu2 tsii ni2 the raven nourishes its aged parent. 烏鴉會供養年老的父母。 比喻子女長大後懂得奉養父母。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反哺」詞條的解

釋：「烏鴉長大後，會啣食餵養母烏鴉。比喻子女

成長後奉養父母，報答親恩。」

4 2 瘂子食苦瓜 啞子食苦瓜

a2 tsii2 shit8 khu2

kwa(vong5 lien3,vong5

pak)

the dumb eats the bitter gourd. 啞巴吃苦瓜（黃蓮、黃柏）
師傅話「啞仔食苦瓜（黃蓮）──有苦講毋

出」。

5 3 挨礱牽鋸，有食懶去
Ai lung5 khien ki3, yu shit8

lan khi3

even hunger scarcely makes men willing to

hull rice or to saw wood.

即使很餓也很難讓人願意去

礱穀和鋸木。

「挨礱」是使用土礱將稻穀外殼磨下來；「牽

鋸」是鋸木頭，都是辛苦又單調的差事。比喻

工作辛苦單調，待遇再好也不吸引人。

黃永達《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頁

270「挨礱牽鋸，有食懶去」條，解釋為「[俚俗語]

挨礱精米、拉鋸斷木係又艱苦又無味的工作，就係

有好食，也無想要去做。」另有「挨礱牽鋸，丈人

老喊毋好去」條，解釋為「[俚俗語]碾米、牽鋸全

係儘艱苦的工作，連丈人老吩咐去做，也最好想辦

法推忒莫去做較贏，有戲謔之意。」劉守松《客家

人諺語（二）》頁25收錄類似的諺語「挨壟牽鋸，

丈人老喊不可去」，其解釋為「丈人老是太太的爸

爸，女婿屬於半子，俗云『半分婿郎，半分子』挨

壟牽鋸都是苦差使，儘量避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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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本計畫將重點放在「歷

史文獻」並且以客家諺語為主題建置資料庫，如果經費允許，則輔以田野調

查。選擇以《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為基礎建置主題資料庫，主要

是考量計畫執行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做為未來持續建置客家民間

文學語音資料庫的基礎。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內容主要以目前可蒐集

到的所有以漢字記錄的客家民間文學文本為主體，將這些歷史文獻數位化建

置資料庫，將有利於客家相關研究的進行，也有助於母語教育的推廣。 

 

第一節 重要參考文獻述評 

以目前的研究成果觀察，相較於語料庫建置的蓬勃，文學資料庫的建置

相對冷清。以語料庫而言，漢語語料庫以中央研究院的「現代漢語平衡語料

庫」最為特殊，該語料庫進行了詞類標記，收錄超過五百萬個詞彙，是目前

最完整豐富的漢語語料庫。客語的部分則有中央研究院「閩客語典藏」資料

庫，該資料庫收錄閩語及客語的資料，其中客語主要收藏《客英大辭典》、《客

法大辭典》及民間客家歌本的部分資料。由於資料庫未能開放使用，因此影

響力有限。除此之外，較重要的還有「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該語

料庫是以語法研究為目的而設計的語料庫。（賴惠玲 2000） 

  若就客家民間文學的部分而言，目前較具規模的是「台灣民間文學館」

資料庫，該資料庫將胡萬川教授等所采集的民間文學文本數位化，收錄宜蘭

縣、桃園縣、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台南縣、高雄縣的歌謠、

故事、諺語、謎語等內容，其特色是有當時采錄的聲音檔，可供使用者一邊

聆聽、一邊對照文字學習。由於這個資料庫主要是將約 20 年前所采集的民間

文學資料數位化，屬於共時的資料庫建置，並未考慮歷史文本，本計畫擬補

充這個部分的不足，建置歷時性的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  

  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將有助於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也可以進行

客語異體字、俗字的相關研究。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本，這些文

本是語言描述和論證的證據。（黃昌宁 李涓子 2002:17）目前最熱門的計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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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就是在大量語料建置的基礎上對語言條目的計量描述，包含詞頻研究等

內容，客語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但由於對本土語言的重視，這一類語料庫

的持續建置極為重要，除了研究之外，更有保存與教育推廣的功能。在語料

庫語言學的研究之外，客家民間文學資料庫的建置還可以進行客語異體字、

俗體字的研究，透過歷時語料的建置，梳理客語漢字書寫的脈絡，提供尋找

本字之外的一種選擇，做為教育部訂定規範字的參考。 

  此外，本研究除了建置客家諺語資料庫之外，將同時進行《客英大辭典》

的諺語研究，進行分類整理，翻譯考訂，做為客語教學的參考教材。目前關

於客家諺語的相關研究以碩士論文居多，表 1-1 整理這些年來學術界進行的

客家諺語相關研究。 

表 1-1 客家諺語研究學位論文一覽表 

編號 年份 研究生 題目 學校／科系 指導教授 

1 1999 徐子晴 客家諺語的取材和修辭研究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研究所 

范文芳 

2 1999 楊冬英 臺灣客家諺語研究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研究所 

范文芳 

3 2002 張慧玲 臺灣客家謠諺與風教互動之研

究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民間文學研究所 

林嵩山 

4 2004 李月枝 台灣地區客閩十二生肖動物諺

語比較研究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語文科教學碩士班 

呂嵩雁 

5 2004 黃庭芬 台灣閩客諺語的比較研究--從

飲食諺語談閩客族群的文化與

思維及其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

的應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

所 

鍾榮富 

6 2005 謝亞瑜 客家動物諺語的意涵與演變─

─從《客英》《客法》大辭典到

當代諺語著作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語文科教學碩士班 

呂嵩雁 

7 2006 熊姿婷 臺灣客家節氣諺語及其文化意

涵研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 

劉煥雲 

8 2007 鄭怡卿 臺灣閩客諺語中的女性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

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李國俊 

9 2008 黃硯鋼 臺灣客家諺語之教化功能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何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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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份 研究生 題目 學校／科系 指導教授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10 2008 謝進興 與蔬菜有關之台灣客家俗諺語

研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研究所 

范文芳 

11 2009 楊瑞美 台灣客家鬼神相關諺語的文化

解析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楊瑞美 

12 2010 劉敏貞 台灣客家女性諺語中的文化意

涵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 

戴寶村 

13 2010 林亞樺 客語味覺和食物隱喻與客家人

對諺語的理解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碩博士班 

謝菁玉 

14 2010 彭曉貞 台灣客語分類詞諺語：隱喻與

轉喻之應用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 

賴惠玲 

15 2011 劉怡婷 臺灣客家諺語中的男性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羅肇錦 

16 2011 徐瑞琴 客家親屬相關俗諺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羅肇錦 

陳秀琪 

17 2012 陳珮君 台灣客閩方言二十四節氣諺語

之比較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 

吳中杰 

18 2012 林美妤 臺灣客家諺語品德教育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碩士班 

丘立崗 

19 2012 邱琦琇 客家諺語中愛情婚姻的隱喻探

究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范瑞玲 

20 2013 黃琮瑄 客家動、植物諺語中的語用功

能、譬喻指涉與其文化現象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 

謝菁玉 

21 2013 范姜秀

媛 

客家動物諺語之文化意涵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羅肇錦 

22 2014 徐韶君 客家動物諺語的隱喻表現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 

賴惠玲 

23 2014 黃珮瑜 臺灣客家十二生肖俗諺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語文研究所 

鄭曉峯 

24 2016 陳怡安 客閩諺語中動植物的隱喻研究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

究所語言學碩士班 

李子瑄 

25 2017 陳湘敏 台灣閩客諺語反映的生活態度

研究：以徐福全、黃永達之諺語

典為本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

陳秀琪 

黃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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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份 研究生 題目 學校／科系 指導教授 

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1-1，我們可以歸納關於客家諺語的研究取向有九大類，分別是總

論（3）、動植物諺語（8）、食物隱喻（2）、諺語中的性別（3）、教育功能（3）、

鬼神諺語（1）、節氣諺語（2）、愛情婚姻諺語（1）、親屬諺語（1）、生活態

度（1），其中大家最有興趣的是動物諺語的相關研究，除了文化意涵的探討

之外，討論最多的是隱喻機制的運作，客閩諺語的比較也不少。本研究將在

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的相關研究。首

先是進行諺語的分類，做為資料庫建置及查詢的根據，其次則在分類的原則

下，分類探討客家諺語的譬喻類型與背後的文化意識形態。 

本計畫將建置客家語言文化的重要查詢介面，與相關領域研究者共同分

享研究成果。未來將透過成果討論、意見交流找出研究課題以進行客家語言

文化研究資源分析，並將成果提供學術研究者、文史工作者、政府相關人員、

一般民眾研究或使用。本期計畫重點為圖檔與聲檔的建置，爲保留原辭典河

婆腔特色，將商請兩岸或南洋河婆腔使用人口多的地方耆老，錄製辭典呈現

的客語，並測試查詢功能，完成後將請示客委會，經同意後上線供一般民眾

查詢使用。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結合傳統的文獻學處理資料的方法以及資料庫建置

的相關方法，透過正確資料的建置，進行以研究為主軸教學為輔的客家諺語資料

庫的建置。傳統文獻學裡的目錄學、校讎學可以與資料庫建置結合，避免資料的

錯誤。本計畫擬在資料建置的同時就進行相關研究，以目前已建置的資料庫為研

究基礎，分年進行《客英大辭典》收錄的客家諺語的資料庫建置與研究。本計畫

預計以四年的時間完成《客英大辭典》收錄諺語的建置工作，並進行《客英大辭

典》的諺語相關研究。主題資料庫的建置有助於客家文化的保存與推廣，基於版

權及對歷史文獻的重視，本研究選擇百年前保存客家文化非常豐富的《客英大辭

典》為建置基礎，主要考量未來資料庫建置完成後的應用推廣，比較不會遇到智

慧財產權的相關問題。從過去數位典藏的經驗觀察，往往數位化後的資料無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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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使用，非常可惜，選擇已經沒有版權爭議的歷史文獻有其優點，未來透過授權

的取得，也可以逐步擴充資料庫的內容。 

《客英大辭典》的諺語研究，將運用中央研究院國家型科技計畫所建置的「閩

客語典藏」資料庫進行研究，並同時建立小型的諺語資料庫，做為未來研究的基

礎。《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資料是約百年前的珍貴紀錄，進行數位化的整理與

研究有助於客家文化的研究與推廣。本研究將以過去三年的執行成果滾動式修正

計畫的執行內容，預計以一年的時間全部完成《客英大辭典》所收錄的客家諺語

整理、翻譯、考證與相關研究工作，資料庫建置完成後，將是目前最值得參考的

客家諺語資料庫，並且可以做為未來客語教學的重要參考資料庫。   

除了資料庫的建置，本計畫除了分類整理《客英大辭典》所收錄諺語之外，

並將同時進行客家諺語的相關研究，運用認知語言學關於譬喻的相關理論進行客

家諺語的深入探討。Lakoff & Turner（1989）分析英詩中與生、死、時間相關的

譬喻意象，發現譬喻是用一個概念去構築另一個概念，然而只是局部構築而非全

部，例如「人生是旅行」這個譬喻，它是以旅行的概念來譬喻人生的生、死、成

長有如旅行的起點、終點、過程，它忽略了旅行可以有很多次甚至重複旅行，可

是人生只有一次。（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著、周世箴譯注 2006：86-87）

相關研究指出，譬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s）有時會以層級性結構組成，

其中高層級的譬喻較低層級的映射廣泛，因此，事件結構譬喻也許是無國界的，

例如來源域（Source domain）是空間（旅行），目標域（Target domain）是事件（長

期有目標的活動），譬喻概念呈現為「長期有目標的活動是旅行」，但是，像「人

生」、「戀愛」及「事業」等譬喻受文化限制比較大。（Lakoff, 1993: 224；轉引自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著、周世箴譯注 2006：88-89）取徑相關的研究，

本計畫認為全面探討客家諺語的概念譬喻機制，可以凸顯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以

及概念映射的來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對應關係，深入分析客家諺語的概念形成及

背後深層的文化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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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成果 

本研究今年度完成《百年客諺客英解讀》全書的出版工作，同時建置完成網

頁，並且新增河婆客語的聲檔提供讀者學習。研究成果分節詳述如下。 

 

第一節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出版 

《客英大辭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收詞廣泛，舉凡天文地理、動植物、農事、風土、人情、

擬聲相關語詞都收錄，尤其可貴的是俚俗語廣收市井小民用語，有些詞無漢字，

所以出現許多有音無字的詞目及俚俗語。本辭典蘊涵豐富的客家文化知識，俗諺

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百年客諺客英解讀》整理譯注近百年前《客英大辭典》

（1926 年版）所收錄的 850 餘則客家俗諺語，書中每則俗諺語主要根據教育部

頒定客語規範用字校訂，除了整理原辭典所附的客語拼音及英文釋義外，並進行

辭典英文釋義的中文翻譯，中文翻譯有不足之處則增加說明，最後附上參考資料

及辭典截圖。本書可作為研究客家文化與進行客語教學的參考。本書由國立中央

大學及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版，ISBN978-986-5659-35-6（精裝），

書封如下圖。 

 

 

 

 

 

 

 

 

 

 

 

圖 3-1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書封 



 

13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撰寫的導言如下： 

《客英大辭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Vernacular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Canton Province.）（按：依英文書名應譯爲“英漢辭典—廣東省客家

方言”）（以下簡稱《客英》）的初版是由在現今廣東省揭西縣宣教的蘇格蘭長老

教會牧師 D. MacIver 於 1905 年編撰完成付印出版。在序言中編者提到本辭典

係根據一本部分漢英，部分漢德（實即客英，客德）的辭典編成，該辭典由巴色

教會的牧師 Th. Hamberg 及 R. Lechler 編撰。Hamberg 牧師在 1847 年抵達中國

後便開始編撰該辭典，直至 1854 年去世才由 Lechler 接手編成客英辭典，為當

時客家地區所有傳教士所廣用五十餘年，中間曾由 Charles Piton 牧師修訂及精

簡。MacIver 增修時，巴色教會無法派人協助，但該會的 O. Schultze 牧師寫下 A 

到 K 及 S 的嘉應州話版本，在嘉應州的 C. Kastler 牧師亦提供協助。MacIver 尤

其認為他以前教的學生彭景高花了兩整年時間增訂中文及客家俚語，功不可沒。

另外，MacIver 指出極重要的一點：巴色會傳教士所編的辭典係呈現客家區西南

角的客語，而他自己的版本係呈現客家區東北部的客語。所謂西南當係與香港九

龍交界之寶安、惠州等地，而東北當指潮州及嘉應州。MacIver 的序文是 1905 年

八月在當時汕頭的五經富教會寫的。編者還說辭典是在南中國的內陸編撰，許多

部份是在旅棧及船上完成，一方面無法利用參考書籍，另一方面，書在上海印行，

書信往來曠日費時，印刷工人又不懂客家話和英文，所以雖經校對改正，誤印之

處難免，聲調符號尤其多。 

依增訂版編者 M. C. MacKenzie 序言所述，《客英》初版發行十年後，MacKenzie

應英格蘭長老教會國外傳教小組之請，著手修訂，除參考當時的漢英辭典外，客

家話部分仍請協助編初版的彭景高幫忙，另外還請 Vong 黃（王） Chheu-fen 牧

師提供資料。費時十年始完成修訂，於 1926 出版，書名改為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按：依英文書名應譯

為漢英辭典—廣東省客家方言）。初版編者 McIver 說他的學生彭景高提供許多

珍貴客家俗語，但他這位高足的籍貫在序言中無交代，從辭典中出現許多臺灣所

稱的「四海話」（實際上是通稱的河婆話，河婆是揭西縣治所在）的現象來推論，

他應該來自潮州客語區。辭典的序是在五經富教會寫的，即現在的揭西縣五經富

鎮，是當時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宣教重鎮，教堂在大陸開放後重新運作。MacKenzie

的增訂本，參考了許多當時出版的工具書，但客語口語部份還是借重彭景高及一

位客家牧師，條目詞例的編排以詞頭的方式安排，使用起來比較方便，也可減少

重複的詞例，只是聲調的標法仍然有時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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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版，除了少數不出現在詞頭的詞目外，皆以詞頭為該詞目為首者收

錄。因此，節省許多篇幅，得以加多詞目及例句，使內容更豐富，也使得許多 1905

年版非詞頭的詞消失。兩版辭典收詞廣泛，舉凡天文地理，動植物，農事，風土，

人情，擬聲相關語詞都收錄，尤其可貴的是俚俗語廣收市井小民用語，有些詞無

漢字，所以出現許多有音無字的詞目及俚俗語。 

客家人自雍正、乾隆期間即大量移入臺灣，保留有許多古老道地的客語，有

些詞語只能在 1905 年版《客英詞典》找到，如頁 559「nan5 ngai3 sai5」：“difficult 

to bear.”（按：難耐豺：不好對付），頁 516「nyit ya3 mi3 tu2」：“day and night, 

bent on gambling.”（按：日夜汨賭：日夜沉迷賭博），頁 516「chon mi3 li2 hong3」：

“gives his whole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按：專汨這項：沉迷此項）；頁 208

「sien  ho3 sien yang5」：“who makes the first claim gets it.”（按：先號先贏：先

佔先贏）；頁 894「phak8 chi2 tiap phak8 piak」：“white paper pasted on a white 

wall.”（按：白紙貼白壁），其實這句話是客語的繞口令，用來練習入聲字。頁

1064「yen tung5 theu5 tsui3 lok8 hi3」：“to hit one with the bowl of a pipe ( as elders 

are allowed to do.)”（按：煙筒頭墜落去：老人家以旱煙管頭捶人）；頁 846「kan2 

tak8 tui3」：“what a good shot！”（按：恁的對：真準確！）；頁 161「nyon kiok 

hai2」：“a crab with weak legs—a man without influence.”（按：軟腳蟹：軟腳螃

蟹，即沒有影響力的人）；頁 929「m tong nyit」：“in a place where it cannot get 

the sun”（按：毋當日：無日照處）；頁 929「lau nyin5 tso3 a tong5」：“be your 

servant”（按：摎人做阿僮：當你的僕人）。這些道地的客語語彙，只有透過上下

文，才較易理解，而增訂版為了要增加詞條量，只好精簡上下文，犧牲這些語彙。 

如果相關學術機構或政府單位有規劃的將此兩版客英辭典系統性的翻譯出

來，對客家語言文化的研究者絕對是一座挖不盡的寶山。 

我們力量有限，只能逐年向客家委員會申請客英辭典收錄的客家俗諺語的部

分整理的研究案，這三年完成 1926 年版《客英》收錄客家俗諺語的校訂、翻譯、

考證等整理工作。工作項目主要有幾個重點： 

校訂：如果《客英》使用的漢字與當今教育部規範字不同者則予以校訂。 

辭典客語拼音：根據辭典客語拼音校稿，聲調以數字轉寫，以便程式判讀。 

辭典英文釋義：根據辭典英文釋義數位化。 

中文翻譯：將英文釋義翻譯為中文。 

說明：如果中文翻譯不足以理解該諺語，則以文字進一步說明。 

參考資料：蒐集目前已有之客家相關諺語，提供研究及教學者參考。 

辭典截圖：提供原辭典內容截圖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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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作看似簡單，實則繁複，兹舉出現在第 1 頁的「鴉鵲教烏鷯」整理爲

例： 

鴉鵲教烏鷯 

校訂：阿鵲教烏鷯 

辭典客語拼音：a siak kau vu liau3 

辭典英文釋義：one ass calls another jackass. 

中文翻譯：一個傻瓜叫另外一個為笨蛋。 

說明：英文釋義與原諺語意思是否相同？待考。阿鵲，臺灣客語也稱「山阿

鵲」，叫聲單調；烏鷯，類似八哥，叫聲婉轉，善於模仿其他鳥類及動

物叫聲。臺灣客語有「阿鵲教烏鷯，教到蹦蹦跳」之説，意指本身條件

不如人，卻要他人學自己，別人學不來，就氣得跳脚。另外，「ass」和

「 jackass」英文俗語都有傻瓜、笨蛋的意思。就有「五十步笑百步」

的意思。即英文的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鍋嫌壺黑）。 

參考資料： 

楊兆禎《客家諺語拾穗》頁 56 收錄相似的諺語「阿鵲教烏了，教到兩

腳跳阿跳。」其解釋為「不會的硬要教會的，還教得比手劃腳。」徐運德《客

家諺語》頁 37 也有收錄「阿鵲教烏鷚，教到腳跳啊跳。」意指「比喻某人，

自己本身無何技能，竟然去指導人家，教得不倫不類，徒惹旁人笑話的意思。」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阿鵲教烏鷯，教到腳跳啊跳」

條，釋義為「喜鵲教八哥學說話本事，自己不會卻硬要教別人，結果把走路

教成一跳一跳的：用以諷刺學藝不精而開業授徒的人。」 

涂春景《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頁 118「阿鵲教烏鷯」條，解釋為

「阿鵲，鵲鳥，這裡借指沒什麼才能、本事的人；烏鷯，可能是鷦鷯鳥。以

鵲鳥教盛鷯，教不好；來比喻一個沒啥技能，卻去教人家，教不好反而鬧笑

話。」 

辭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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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英》大量收錄了當時的客家俗諺語，許多這些俗諺語仍然在臺灣廣泛使

用，如下列： 

赤脚打鹿，著鞋食肉； 

朝晨種竹，暗晡遮陰； 

針無雙頭利； 

直腸直肚一生著爛褲，橫腸吊肚門前綯馬牯； 

出街學官樣，屋家無米放； 

火燒豬頭—熟面； 

灰屋峨峨肚裡空，茅屋肚裡出相公； 

戲者虛也，採茶實話； 

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 

雞子出世無乳食，鴨子出世無爺娘； 

恁好草地有瘦牛； 

見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後； 

窮人毋使多，斗米會唱歌； 

開便井分人食水； 

各人洗面各人光； 

姑舅姊妹骨頭親，兩姨姊妹路中人； 

老鴉無留隔夜卵； 

老鼠較大總成貓； 

獵狗好个毋長命； 

無上高山無知平地好； 

賣醢說醢香；吂量贏先量輸； 

肥水毋會出外溪； 

山豬學食糠； 

生子過學堂，生女過家娘； 

食番薯講米價； 

上屋徙下屋，毋見一籮榖； 

衰鳥遇着湯銃； 

打拳唱曲無面無目； 

打魚贏打獵，無一盤有一碟； 

多食無味緒； 

千擇萬擇擇着爛瓠杓； 

初學剃頭遇着鬍鬚； 

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一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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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筒米舞死一隻猴； 

有錢難買親生子。 

但有些則因時空的改變，用法有所不同，如「看新莫看舊，看舊家家有」，

辭典英文釋義是“Let us see the new bride the old is stale！”（讓我們看看新娘，老

的過時了），可能與當時當地結婚鬧洞房的習俗有關。而在臺灣則是用在凡事喜

歡看新款式，要和別人不同的語境。 

有些俗諺語，《客英》中的釋義是意譯，如「老雞嫲較好踏」的英文釋義：

“the old hen fears less the rooster, the old are easier to consult with.”（老母雞比較

不怕公雞，年長者比較好商量。）英文釋義後半句爲引申義，前半句未將原文意

思譯出。客語「踏」是指禽類交配，公的踩在母的上面。小母鷄看到公鷄追過來

會逃離，而老母鷄看到公鷄過來會蹲下準備。而有的則是直譯，無引申義，如「打

死田螺落 lui 」譯成“to kill a snail ere putting into the fish trap”（打死田螺後放進

魚簍），引申義「多此一舉」未指明。有的反而有引申義無直譯，如「大鷄拑，

細雞啄」，譯爲 “Fig. of one who is disliked by high and low”（喻一個人到處惹人

厭），原諺的意思是遭大雞小雞都啄的弱雞。 

《客英》兼收潮州、惠州及嘉應州三地之客家語音，田志軍（2015）的研究

指出，《客英》有 23 個聲母、51 個韻母、6 個聲調，以下分別說明《客英》的

聲韻調系統。 

《客英》的聲母有 23 個，其辭典原標音、國際音標（IPA）擬音及例字舉例

如下： 

表 3-1 《客英》聲母辭典原標音、國際音標擬音及例字表 

編號 原標音 擬音（IPA） 例字 

1 p [p] 補杯 

2 ph [pʰ] 肥敗 

3 m [m] 枚木 

4 f [f] 花非 

5 v [v] 武圍 

6 t [t] 多都 

7 th [tʰ] 圖大 

8 n [n] 奴內 

9 l [l] 羅雷 

10 k [k] 個加 

11 kh [kʰ] 科期 



 

18 
 

編號 原標音 擬音（IPA） 例字 

12 ng / ny [ŋ] / [ɲ] 我雅／嚴熱 

13 h [h] 何海 

14  [] 鴉矮 

15 kw [kʷ] 瓜骨 

16 khw [kʰʷ] 快裙 

17 ch [ʧ] 追朱 

18 chh [ʧʰ] 陳出 

19 sh [ʃ] 世蛇 

20 y [j] 儒友 

21 ts [ʦ] 左最 

22 tsh [ʦʰ] 次草 

23 s [s] 沙三 

資料來源：田志軍 2015: 129 

《客英》的韻母有 51 個，其辭典原標音、國際音標（IPA）擬音及例字舉例

如下： 

表 3-2 《客英》聲母辭典原標音、國際音標擬音及例字表 

編號 原標音 擬音（IPA） 例字 

1 a [a] 他車 

2 au [au] 毛超 

3 ai [ai] 怪排 

4 ia [ia] 邪姐 

5 iau [iau] 宵聊 

6 e [e] 係齊 

7 eu [eu] 偷樓 

8 ṳ [ɨ] 租次 

9 i [i] 皮眉 

10 o [o] 波梳 

11 oi [oi] 胎堆 

12 io [io] 靴 

13 ioi [ioi] 髓（又音[sui]、[ʦʰioi]） 

14 u [u] 模收 

15 ui [ui] 杯脆 

16 iu [iu] 修流 

17 iui [iui] 銳 

18 am [am] 男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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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標音 擬音（IPA） 例字 

19 an [an] 反山 

20 ang [aŋ] 橫彭 

21 iam [iam] 廉甜 

22 iang [iaŋ] 名領 

23 em [em] 砧參 

24 en [en] 登生 

25 ien [ien] 仙田 

26 im [im] 林心 

27 in [in] 明成 

28 on [on] 端看 

29 ong [oŋ] 光妝 

30 iong [ioŋ] 良相 

31 un [un] 盆分 

32 ung [uŋ] 東衷 

33 yun [iun] 君近 

34 yung [iuŋ] 弓龍 

35 ap [ap] 蠟甲 

36 at [at] 括辣 

37 ak [ak] 白隔 

38 iap [iap] 接碟 

39 iak [iak] 惜壁 

40 ep [ep] 嗇 

41 et [et] 北墨 

42 iet [iet] 鐵揭 

43 ip [ip] 汁集 

44 it [it] 七辟 

45 ot [ot] 脫割 

46 ok [ok] 托勺 

47 iok [iok] 掠卻 

48 ut [ut] 律出 

49 uk [uk] 木捉 

50 iut [iut] 屈 

51 iuk [iuk] 六曲 

資料來源：田志軍 2015: 218 

《客英》的聲調有 6 個，其辭典調類名、傳統調類名及例字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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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客英》辭典調類名、傳統調類名及例字表 

辭典調類名 上平 下平 上聲 去聲 下入 上入 

傳統調類名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例字 冷毛 詳來 表跪 店謝 曲六 白力 

資料來源：田志軍 2015: 260 

田志軍的研究指出，《客英》「本身無具體調值說明，暫時也還未找到其他

相關材料可予佐證，目前難以進行擬定，…」（田志軍 2015: 260）本書認為田

志軍將《客英》的語音系統拿來與五華客語比較，並認為五華客語與《客英》接

近的結論還有待商榷，該研究的推論如下： 

《客英詞典》（即《客英大辭典》）究竟以哪裡的方音為基礎音系呢？我

們在前面的考證中因為缺乏直接的材料也未能確證。但是我們認為其基礎

方言點應該距離五經富地區不遠，但距嘉應州城為中心的區域（今梅州市

梅江區、梅縣）應該不近。…我們看到聲調特徵“濁去作上”只見於五經

富《新約》《客英詞典》，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示。結合粵東現代客家

方言情況看來，距原五經富（今揭西縣）不遠，且其方言聲調“濁去作上”

的只有五華縣（舊廣東長樂縣）。我們據此認為長樂客家方言音系是《客

英詞典》的基礎音系。（田志軍 2015: 272） 

據指出，揭西縣即原西方傳教士在華教會慣稱的五經富（Wukingfu）地區，

也就是泛指潮汕客屬地區。（田志軍 2015: 3）本書認為《客英》的主要音系尚

難有定論，因此暫以揭西縣縣城河婆鎮的河婆客語稱之。 

《客英》蘊涵豐富的客家文化知識，俗諺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書整理譯

注 1926 年版《客英》所收錄的 858 則客家俗諺語，可作為研究客家文化與客語

教學的參考資料。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全書共計 559 頁，已出版之全書將附在本成果報告之

後，提供客家委員會留存參考。 

 

第二節 《客英大辭典》收錄諺語資料庫及網頁建置成果 

本研究根據所建置之資料庫內容，設計查詢網頁入口如圖 3-2 所示。網

址：http://140.115.1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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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查詢畫面 

輸入關鍵詞「狗」，點選查詢，查詢結果會出現每頁 5 則諺語的畫面，點選

第 2 頁出現如圖 3-3 的諺語：「柑樹開花狗蝨閙」、「恁好龍床，毋當自家狗

竇」、「狗瘦主人羞」、「狗食糯米──無變像」、「狗打老鼠──有功無勞」這幾

則諺語。 

圖 3-3 查詢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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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查看每個諺語的詳細內容，則可以點選該諺語右邊的「查看詳細」按

鈕，以圖 3-4 為例，如果想查看編號第 157 條諺語的詳細內容，點按右邊的「查

看詳細」按鈕，會跳出圖 1-4 的畫面，如果想要知道本則諺語的河婆客語發音，

可以直接點三角箭頭播放音檔。 

本資料庫河婆客語的發音人是楊立業先生，楊先生出生於民國 41，現年 69

歲，現居臺北市南港區，父親這邊的祖籍為廣東省揭揚縣灰寨墟（今廣東省揭揚

市揭西縣灰寨鎮）。據楊先生所述，親二姊未跟隨雙親來台，目前尚健在，久居

鄰近故居之揭西縣縣城：河婆鎮，已四代同堂，而楊先生父親老家尚有各房親戚

無數，群居成村，建有祠堂。 

 

圖 3-4 查詢結果 2 

  



 

23 
 

 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網址：

http://rocling.iis.sinica.edu.tw/CKIP/20corpus.htm，查詢日期：2016 年 9 月

17 日。 

中央研究院「閩客語典藏計畫」， 網址：

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index.php，查詢日期：2016 年 9 月 17

日。 

中原週刊社編輯群編輯、徐運德編，1995，《客家諺語》。苗栗市：中原週刊

社。 

元智大學「台灣民間文學館」，網址：http://cls.hs.yzu.edu.tw/TFL2010/，查詢

日期：2016 年 9 月 17 日。 

江敏華 黃彥菁 宋柏賢，2009，〈客語文獻分析與數位典藏—以客英、客法大

辭典為例〉，《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91 期，頁 131-160。 

何石松，2003，《客諺一百首》。臺北市：五南。 

何石松，2009，《客諺第 200 首：收錄最新一百首客諺》。臺北市：五南。 

呂嵩雁，2002，〈《客英大辭典》的客語音韻特點〉，《花蓮師院學報》第 14 期，

頁 143-161。 

李月枝，2004，《台灣地區客閩十二生肖動物諺語比較研究》，國立花蓮師範

學院語文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盛發編著，1998，《客家話諺語、歇後語選集》。屏東市：安可。 

林亞樺，2010，《客語味覺和食物隱喻與客家人對諺語的理解》，國立成功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 

林美妤，2012，《臺灣客家諺語品德教育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

域發展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邱琦琇，2012，《客家諺語中愛情婚姻的隱喻探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

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萬川總編輯，2003，《新屋鄉客語歌謠謎諺》。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胡萬川總編輯，2005，《楊梅鎮客語諺語謎語》。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范姜秀媛，2013，《客家動物諺語之文化意涵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子晴，1999，《客家諺語的取材和修辭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



 

24 
 

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瑞琴，2011，《客家親屬相關俗諺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韶君，2014，《客家動物諺語的隱喻表現》，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涂春景，2002，《聽算無窮漢：有韻的客話俚諺 1500 則》。臺北市：涂春景。 

涂春景，2003，《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臺北市：五南。 

張慧玲，2002，《臺灣客家謠諺與風教互動之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怡安，2016，《客閩諺語中動植物的隱喻研究》，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語

言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珮君，2012，《台灣客閩方言二十四節氣諺語之比較研究》，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湘敏，2017，《台灣閩客諺語反映的生活態度研究：以徐福全、黃永達之諺

語典為本》，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陳澤平、彭怡玢編，2007，《長汀客家方言熟語歌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 

彭欽清，2005，〈《客英大辭典》海陸成分初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第 

6 期，頁 22-30。 

彭欽清，2009，「從《客英大辭典》談海峽兩岸客家文化交流合作」。第三屆

中華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惠題演講。 

彭欽清，2010，〈《客英大辭典》中的文化翻譯初探〉，《客語千秋：第八屆國

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出版，頁 212-221。 

彭欽清，2011，「《客英大辭典》1905 年版與 1926 年增訂版比較初探」，2011

族群、歷史與文化論壇。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彭欽清. 2013a. 

「1905 年《客英大辭典》初版與客語演變」，第四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

研討會。桃園縣：新生醫專。 

彭欽清，2013a，〈視若無暏？置若罔聞？-- 《客英大辭典》蒙塵百年〉，第三

屆臺灣客家語文學術研討會。桃園縣龍潭鄉：客家文化館。 

彭欽清，2013b，〈《客英大辭典》1905 年初版與 1926 年增訂版比較再探〉，第



 

25 
 

三屆臺灣客家語文學術研討會。桃園縣龍潭鄉：客家文化館。 

彭曉貞，2010，《台灣客語分類詞諺語：隱喻與轉喻之應用》，國立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永達，2005，《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祖先的智慧》。臺北市：全威創意媒

體。 

黃昌宁 李涓子，2002，《語料庫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黃庭芬，1994，《台灣閩客諺語的比較研究--從飲食諺語談閩客族群的文化與

思維及其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的應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

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珮瑜，2014，《臺灣客家十二生肖俗諺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黃盛村，2004，《臺灣客家諺語》上冊、下冊。臺北市：唐山出版社。 

黃雪貞編纂，1995，《梅縣方言詞典》。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 

黃琮瑄，2013，《客家動、植物諺語中的語用功能、譬喻指涉與其文化現象》，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黃硯鋼，2008，《臺灣客家諺語之教化功能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詩惠，2003，《《客英大辭典》音韻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黃榮洛，2005，《臺灣客家詞彙．傳說．俗由來文集》。新竹縣：新竹縣文化

局。 

楊冬英，1999，《臺灣客家諺語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兆禎，1997，《客家諺語拾穗》。新竹市：文化。 

楊政男、徐清明、龔萬灶、宋聰正編撰，1998，《客語字音詞典》。台北市：

臺灣書店。 

楊瑞美，2009，《台灣客家鬼神相關諺語的文化解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

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雷可夫（George Lakoff）& 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2006，《我

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臺北市：聯經。 

廖德添，2001，《客家師傅話》。臺北市：南天書局。 



 

26 
 

熊姿婷，2006，《臺灣客家節氣諺語及其文化意涵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  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守松著，1992，《客家人諺語》。新竹市；著者。 

劉怡婷，2011，《臺灣客家諺語中的男性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敏貞，2010，《台灣客家女性諺語中的文化意涵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怡卿，2007，《臺灣閩客諺語中的女性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語文科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賴文英，2003，〈《客英大辭典》的客話音系探析〉，《暨大學報》7:2，頁 33-50。 

賴惠玲，2008，〈客語語法研究議題的開發：以語料庫為本〉，收錄於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96 年補助大學校院暨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論

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賴惠玲，2010，〈客語語料庫之系統化建構與量化分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謝亞瑜，1995，《客家動物諺語的意涵與演變──從《客英》《客法》大辭典

到當代諺語著作》，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語文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謝杰雄，2006，《語料庫的建置與台灣客家語 VP 研究》，新竹教育大學台灣

語文與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進興，2008，《與蔬菜有關之台灣客家俗諺語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

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肇錦，1994，〈客語異讀音的來源〉，《聲韻論叢》第二輯。臺北市：學生書

局，頁 355-382。 

羅肇錦，1998，〈客話本字線索與非本字思索〉，《國文學誌》第 2 期。彰化：

彰化師範大學，頁 355-382。  

羅肇錦總編輯，2003，《苗栗縣客語、諺謠集（四）》。苗栗市：苗栗縣文化局。 

MacIver, D. 1904. A Hakka Index to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Herbert A. 

Giles, LL. D. and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of S. Wells Williams, 

LL. D.《客語部首引得》。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acIver, D. 1905.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Vernacular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Canton Provinc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7 
 

MacIver, D. , M.C. MacKenzie revised；王鑫、沈媛、池明明、楊文波、王姬校

注；温昌衍審訂，2019，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MacIver, D., M.C. MacKenzie revised. 1926.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Prepared by D. MacIver, 

Revised and Rearranged with Many Additional Terms and Phrases by M. C. 

MacKenzie, 2nd 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