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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文精要 

一、論文名稱：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分析研究 

二、作者：鄧盛有 

三、獎助年度：98 年度 

四、獎助金額：10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一般認為客家話形成於宋代，因此，歷來對於客家話的研究多著

重於探討中古以來的語音、詞彙等現象為主，對於客家話中的古漢語

現象較少探討，根據我們研究，客家話的聲韻調和詞彙中存在著許多

宋代以前的古漢語語言情況，且其中不乏有上古以來的成系統的語音

現象，這種情形在客家話的聲母中尤為顯著。其次，對客家方言史的

研究，長久以來就是較為薄弱的一環，過去有許多學者曾為客家的形

成時間做過斷代工作，他們有些是從歷史、文化等證據進行探討，但

是這種研究方法很難得出科學的研究成果，有些雖然從客家方言下

手，但是對於各地客家話中成系統的語音現象，尤其是客家話聲母中

的許多古音現象，未能普遍照顧周全。因此本研究乃針對客家話中的

聲母、韻母、聲調、詞彙等方面的古漢語語音特點進一步分析探討，

以對客家話中的古漢語成分有更為客觀而全面的認識。 

    從羅香林提出客家先民“ 五次遷移說 ”以來，一般學者皆認為

客家話是從漢語單線地發展而成的，因此，對客家話的研究，以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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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重漢語成分的探討，而對於客家話中一些可能來自於非漢語的語

言成分往往忽略不究，或者勉強從漢語文獻中去找答案，其實客家話

中的確存在有許多和苗瑤語、侗台語有密切對應關係的詞彙，近來一

些學者也提出客家話是在南方少數民族的語言基礎上而形成的觀

點，例如：羅肇錦先生〈客語的非漢語成份說略〉（2002）、潘悟雲〈客

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2005）都持這種看法，

客家話究竟是南下移民帶來的漢語還是土著民族的語言，這是一個十

分值得進一步去探討與繼續開展的研究方向。因此本論文便從客家話

的語音、詞彙、構詞和語法等現象，探討其中與苗瑤語、侗台語有對

應關係的情況，以了解它們是否屬於來自於苗瑤語、侗台語等少數民

族語言的底層現象。  

    本論文主要著眼於歷來客家研究中較少受到重視的古漢語和非

漢語成分進行研究，希望能了解以下幾個問題，以對客家話的性質能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1.客家話的語音和詞彙中有哪些古漢語成分？ 

2.客家話的古漢語成分所反映的語音時代以及客家話的形成時代為

何？3.客家話中有哪些成分和少數民族語言有對應關係？4.客家話的

非漢語成分是否反映出客家話形成於南方少數民族的可能性？  

    本論文中主要使用了下列幾種研究法： 

1、方言比較法---比較法是歷史語言學中的一種研究法，運用方言材

料的比較研究，我們稱之為方言比較法。方言比較法在漢語音韻史的

研究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透過共時的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各方言點

的語音特徵或差異情形，同時橫向的差別現象往往代表了縱向的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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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階段或方向，可以由此了解它們之間語音發展的過程，和彼此之

間不同的年代關係，以找出 早的語音形式。     

2、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歷史文獻考證法和歷史比較法相

結合的研究法是由魯國堯所提出的（魯國堯 2003b），魯國堯稱它為

“新的語言學二重證據法”，歷史比較法可以讓我們在音韻的歷時演

變軌跡上得到合理的解釋，而歷史文獻考證法則可以讓我們找出語音

演變的確切時間點。 

3、統計研究法---二十世紀中期興起的「語言年代學

（Glottochronology）」和「詞彙統計學（Lexicostatistics）」它們與傳

統的歷史語言學的方法 大的不同，在於它們的基本精神是量化，希

望以客觀的數據來分析探討語言間的親疏關係，讓語言學的研究更具

科學性，這種以計量方式來做研究的方法是頗值得在漢語研究工作上

來開展的。本論文在分析各地客家話的音韻現象時，為了能清楚了解

各方言間的差異情形，或某些存古特徵，我們也採用了統計研究法。 

4、類型學研究法---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在近年來逐漸受

到重視，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語言的共性，也可以透過跨語言的

研究，觀察兩種語言間的關係。趙元任《語言問題》（1968：123）一

書曾做過說明，認為類型學（typology）可以通過語言的詞類、聲調、

語法等結構進行比較，以了解兩種語言間是否有同源關係。本論文中

為了了解客家話跟苗瑤語、侗台語之間的實際關係，我們也採取類型

學研究法，針對客家話中的特殊語言成分如詞法、句法等進行探討，

以期對客家話的起源問題、客家話的性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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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野調查法---要研究某種語言，首先必須對該語言的語料進行收

集，田野調查法則是收集語言材料 直接、 有效的方法，周密的調

查計劃則是做好田野調查的前提，調查語料越豐富，調查點越全面，

所得到的成果也將越接近語言的真實面貌。本論文在進行初期就曾針

對台灣的兩大客語次方言---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進行田野調查，探

訪各語言點並實際訪問各母語發音人，主要是希望能收集更多、更完

整的第一手語言材料以進行本論文的研究課題。 

 

六、主要研究發現 

本論文研究發現如下： 

一、各地客家話的聲母多保留上古音成分，甚至我們也可以找出上古

複聲母的遺留痕跡，且其中不乏成系統的語音特徵，如「古無輕脣

音」、「精莊同源」等都是，這顯示出客家話聲母的存古性很高，較之

韻母、聲調中保留較多的中古時期的語音特點，客家話的聲母可說是

為保守的語音成分。就韻母、聲調來看，我們發現客家話中保留了

許多的古漢語的語音形態，如輔音韻尾的保留、「等」的對立、「攝」

的區別、保留「重韻」的分別以及「濁上歸陰平」的語音情況等都是，

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話中保留了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 北

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 ”、隋代陸法言《切

韻．序》中“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以及《切韻．序》和《玉篇》反

切中的“ 先仙有別 ”的語音現象，它們都屬於當時南方（吳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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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音情況，顯示出客家話應該至遲在中唐時期就已經出現在南方地

區了。再從詞彙來看，客家話中的確保留了許多宋代以前的古漢語詞

彙，其中還有不少是屬於先秦時代的詞彙，它們大多屬於古漢語詞義

的直接沿用，且多是客家話的日常口語用詞。相較於國語，客家話中

保存了更多的古漢語單音節詞形式，且這些詞彙至今仍是客家話的生

活基本詞彙，顯示出了客家話的存古與保守性質。 

二、透過各地客家話中的聲母、韻母、聲調和詞彙的語音現象及它們

所反映出的不同時代語音特點，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客家話應該形成於

齊梁陳隋之間的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一、二等對立產生的年代，而客

家話和贛方言則是現代漢語方言中保存此種對立情形較為完整的方

言，這也更支持我們的推測結果。 

三、客家話中許多“有音無字”的詞是屬於來自於苗瑤語或侗台語的

底層詞。這些詞彙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類：○1 、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

詞。○2 、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3 、共同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

底層詞。從數量上看，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比例明顯高於

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比例，似乎意味著客家話與苗瑤語的關係較侗

台語為密切，而這種現象也和李輝、潘悟云等人（2003）所做的客家

人遺傳基因分析結果相符。此外，從共同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

層詞來看，其中有一些是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這些詞彙的

音義都屬於苗瑤語、侗台語中極為存古的，極可能是來源於古代“三

苗國”的語言。另外，還有一些是屬於漢藏同源詞，它們都是屬於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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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語言現象。而從客家話中有一批溪母字讀為清擦音 h-（合口變讀

為 f-）的特殊語音現象來看，可以讓我們更加確定客家話中的確存在

來自於少數民族的底層語言現象。 

四、客家話中還存在一些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合璧詞，如「蜻蜓 noŋ² ni¹

仔」、「蝌蚪 kuai³ nuk⁸仔」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合璧詞就客家話來

看都是屬於多音節的單純詞，它的語素成分是同時來自於苗瑤語和侗

台語的，它們也都是客家話中的生活基本詞彙，因此，我們認為這些

詞彙應是客家話形成初期的內部語言現象，如果這個看法正確，客家

話就是在苗瑤語、侗台語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語言。此外，有些詞彙是

客、閩語中共同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彙成分，除了詞彙外，客、閩

語在詞法上也有和苗瑤語一致的表現情形，因此，客語和閩語不僅在

漢語成分上有許多相同的表現情形，從非漢語的詞彙、詞法上來看，

兩者之間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客、閩語在早期的形成過程中，應該有

過共同的苗瑤語來源。若從客家話的詞法現象、動物性別修飾成分的

逆序構詞現象和表示動作重複的副詞的後置現象等來看，顯然客家話

和苗瑤語、侗台語之間有十分緊密的連繫關係，這些應屬於來自苗瑤

語、侗台語的底層現象。 

 

七、結論及建議事項 

    總的來看，客家話可以說是多元一體的語言結構體，其中不但有

漢語的語言成分，也存在著非漢語的語言成分。因此，我們認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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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並非單純由中原漢祖語隨著移民南下單線發展形成的，它應是由漢

語跟苗瑤語、侗台語之間（尤其是苗瑤語）語言融合的結果，若進一

步從客家話中存在的苗瑤、侗台語的合璧詞以及客家話中存在著苗

瑤、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的情形來看，客家話的確有可能是以苗瑤

語、侗台語為主體所而形成的語言，不過要得出更為確切的結論，仍

待更多相關的研究來證明，此須待客家話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等方面

的底層結構研究都充分進行之後，再從整體情況進行科學性的分析判

斷，應該能夠對客家話的起源問題提供一個合理而客觀的解釋。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VIII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分析研究 

目    次 

 

頁次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意義與目的..................................... 1 

1.2 文獻回顧........................................... 4 

1.3 研究方法........................................... 14 

1.4 符號說明........................................... 24 

第二章 客家話的古漢語聲母、聲調成分................ 25 

2.1 客家話保留上古漢語複聲母的遺跡..................... 25 

    2.1.1 客家話章組字中的複聲母遺跡.................... 26 

    2.1.2 客家話連綿詞中的複聲母遺存.................... 31 

2.2 客家話保留古無輕脣音的現象......................... 36 

2.3 客家話保留上古端知同源的現象....................... 43 

2.4 客家話保留上古精莊同源的現象....................... 51 

2.5 客家話的古漢語聲調現象............................. 60 

2.6 從聲母和聲調現象推測客家話的形成時代............... 65 

第三章 客家話的古漢語韻母成分..................... 69 

3.1 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的保留........................... 69 



目  次 
 

 IX

    3.1.1 各地客家話的陽聲韻尾情況...................... 69 

    3.1.2 各地客家話的入聲韻尾情況...................... 76 

    3.1.3 小  結........................................ 83 

3.2 客家話中「等」的對立情形............................. 86 

    3.2.1 一、二等的對立情況............................ 86 

    3.2.2 三、四等的對立情況............................ 94 

    3.2.3 小  結....................................... 97 

3.3 客家話中「攝」的區別現象............................. 101 

    3.3.1 保留曾梗兩攝的區別............................ 101 

    3.3.2 保留宕江兩攝的區別............................ 103 

    3.3.3 保留蟹止兩攝的區別............................ 106 

3.4 客家話中「重韻」的分別............................... 111 

    3.4.1 談覃重韻的區別現象............................ 112 

    3.4.2 魚虞重韻的區別現象............................ 115 

3.5 從韻母現象推測客家話的形成時代 ..................... 121 

第四章 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成分分析............... 125 

4.1 前言............................................... 125 

4.2 只見於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 127 

4.3 並見於客家話和閩語的古漢語詞彙..................... 135 

4.4 並見於客家話、閩語和國語中的古漢語詞彙.............. 146 

4.5 小結............................................... 154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X

第五章 客家話的非漢語詞彙成分分析................. 157 

5.1 前言............................................... 157 

5.2 客家話與苗瑤語相對應的詞彙......................... 163 

5.3 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 182 

5.4 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應的詞彙................ 197 

5.5 小  結............................................. 206 

第六章 客家話的非漢語詞法和句法成分............... 209 

6.1 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詞法現象.............. 209 

    6.1.1 量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209 

    6.1.2 動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215 

    6.1.3 形容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221 

6.2 客家話中動物性別修飾語的逆序構詞現象............... 227 

6.3 客家話中表動作重複的副詞後置現象................... 236 

6.4 小結............................................... 240 

第七章 結論....................................... 243 

7.1 本論文的研究成果................................... 243 

7.2 本研究的未來展望................................... 250 

參考文獻.......................................... 253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意義與目的 

 

    客家方言的研究已有百多年的歷史，百年來學者們在這塊園地上

澆注心力，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對於客家話這個不以地域名稱命

名的語言，在其民族遷移史、形成方式和語音、語彙、語法層面都有

很多相關的探究，這些研究對於漢語史的重建無疑是貢獻頗大的。羅

常培曾經說過（1940：10）： 

 

      如果有人把客家問題徹底的研究清楚，那麼，關於一部份中國

民族遷徙的途徑，和語言演變的歷程，就可以多認識了一半。

從事這件事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語言的系統去推跡民族遷

徙的途徑，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遷移的歷史去聯絡語言的關

係。 

 

這段話大體代表著過去一段時間裡，許多學著們的努力方向。今日，

若我們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來審視，客家話的研究似乎仍有許多可以

開展的空間： 

    首先，就調查語料來看，現今客家話的調查點日趨增加，但對於

調查的語料往往是依據共同的字表或詞彙表進行調查的，因而造成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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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音無字（或未知本字）的詞彙，常常被忽略掉了，少掉這許多有

價值的語料，我們對客家話的認識可能僅剩一半，因此，對於客家話

中的自然口語詞彙，應該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其次，對客家方言史的研究，長久以來就是較為薄弱的一環，過

去有許多學者曾為客家的形成時間做過斷代工作，但是，他們主要是

依據是歷史、文化等非語言層面的證據，這樣的方法會產生一些問

題，要界定客家民系 好的方式就是從客家方言下手，因為客家話是

忠實地記錄著客家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寶庫。客家話一般學者

的看法是代表宋代方言，本文希望針對各地客家話的聲韻、詞彙進行

探討，以了解客家話中是否保留宋代以前的語言現象，並推測其可能

的形成年代，為了清楚顯示某些語音的情況是屬於宋代以前的語音現

象，我們將“古漢語”的時代界定為“宋代以前（不含宋代）”。 

    第三，就客家的起源來看，從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提出

“五次遷移說”以來，大部分的學者都贊同此說，然而近來有一些學

者從新的證據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羅師肇錦〈客語的非漢

語成份說略〉（2002）一文中提出“客語口語底層出自南方瑤畬語，

書面語及後期口語學自漢語”的看法，並認為客語的祖源應在中國西

南。潘悟雲〈客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2005）

一文認為“原始的客家話並不是中原地區的漢族移民帶到南方來

的，而是當地的原住民荊蠻人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形成的混合語”，

關於客家話究竟是南下移民帶來的漢語還是土著民族的語言，至今在

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不過從客家話中確實可以發現許多與苗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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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侗台語有關係的詞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詞彙都是基本詞彙且

是屬於有音無字的，有關這部份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仍然有很大的研

究空間。 

    本論文的研究議題，基本上是圍繞著上述三個方面而開展的，希

望能對歷來客家話研究中較少受到重視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進行

分析研究，以期對客家話的性質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論文第二、第三

章針對各地客家話的聲、韻、調的存古情況進行探討，了解客家話中

是否保留宋代以前的古漢語語音現象，再對這些語言特徵進行綜合分

析以找出客家話形成的可能時代。論文第四章是針對客家話中的古漢

語詞彙進行研究，探討這些古色古香的詞彙在古代典籍中的 早出處

源頭，觀察它們的詞義和構詞情形，同時也將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

與其他漢語方言進行比較研究，以了解這些詞彙在現代漢語中的保留

情況。論文第五章、第六章則是對客家話中和少數民族有對應關係的

有音無字現象、詞彙、詞法和語法成分進行探究，是屬於“ 非漢語

成份 ”的研究。論文第七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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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客家話的研究從黃釗（1788~1853）的《石窟一徵》算起，至今已

經有二百年左右的歷史，如果從溫仲和（1898）等人撰寫的《嘉應州

志》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百年來學者們在這塊園地上澆注

心力，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早期著作中，較為有代表性的一部著

作乃是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1933），書中系統性地描寫興寧客家

話的語音情形，並依據族譜的記載，推斷客家人乃是中原士族的後

裔，提出了客家先民的“ 五次遷移說 ”，認為客家的起源乃是北方

漢族的南徙，這樣的看法深深地影響著後來的學者，許多的學者也都

抱持著同樣的看法。此外，在這個時期中，較有代表性的還有董同龢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1948）、楊時逢《台灣桃園客家方言》

（1957），他們可說都是以科學方式進行語音研究的先驅，對於客家

點的發現、客家語音的紀錄等都作出了許多貢獻，這也是此一時期學

者所著重的工作。 

    而從楊時逢（1957）年以後到今日的五十年間，客家的研究的可

說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在這個時期中，客家方言的研究蓬勃發

展，研究成果更是豐富多元，其內容包含了各個方面：有大規模的調

查研究（例如：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有

方言的分片、分區（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

編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有客家話與其他方言的比較調查研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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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劉綸鑫主編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有客家話的歷史層次研

究（例如：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有客方音史的探討（例如：

鄧曉華 1996〈論客方音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有單點而深入的客

家話描寫和探討研究（例如：黃雪貞 1992〈梅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

有本字考（如：李如龍 1996〈客家方言本字考〉），有區域型的比較研

究（例如：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有客家話的起源問題（例

如：羅師肇錦 2002〈客語的非漢語成份說略〉）等等，成果可說是相

當豐碩，無論是深度或廣度上都超越了前人。 

    但是，今日我們若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來審視，客家話的研究似

乎仍有許多可以進一步開展的空間： 

    首先，就調查材料來看，現今客家話的調查點日趨增加，但是對

非中心區的客家話調查得還不夠，還有許多地區只有簡單零星的報

告，因此語料的豐富性、完整性是可以再擴展的，另一方面，以往的

調查往往是依據共同字表或詞彙表來進行的，這樣的調查可能會遺漏

掉許多重要的語料，我們都知道，在客家話中有許多有音無字（或未

知本字）的詞彙，它們的數量也相當可觀，而且這些詞彙往往是反應

客家人的生活情形、身體動作和自然生態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基

本詞彙，甚至有些可能屬於底層現象（substratum），是客家話形成

時期的語音詞彙情況，但是因為它們“有音無字”因而常常被忽略掉

了，少掉這許多有價值的語料，我們對客家話的認識可能僅剩一半，

因此，語料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往往會關係到語言研究的最終結果，

諸如對客家話的構詞方面、語音層次和文白異讀等的研究都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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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般總以為海陸、四縣客家話中已經沒有談覃重韻分別的現象，

因為他們的主要元音已無分別，都唸成-am ，但是若我們的語料調查

夠完整，就可以發現在覃韻中仍然存在一個白讀-em韻母層次（例如：

「揞em¹」指用手蓋住或摀住的動作、「」tsem³指蓋印章的動作），

它可以跟-am區分，因此，海陸、四縣客家話中談覃重韻的分別仍然

存在，這樣的結果跟之前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此外，客家話中還有

一些有音無字的詞彙可能是來自於少數民族的底層詞，例如：海陸客

語「端、拿（東西）」說teu¹，此詞在壯語唸taɯ²，德宏傣語tɯ²，侗語

tai²，黎語deɯ¹，梁敏、張均如將「端、拿」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dɦe

ɯ，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對應，應是來自於侗台語。又如「摔（摔

東西、打穀子）」海陸客語說pʰan¹，在苗瑤語中，川黔滇苗語說paŋ⁸，

黔東苗語說faŋ⁸，湘西苗語說pɑŋ³，標敏瑤語說pa⁵，也顯示出客家話

和苗瑤語似乎有語源上的關係。諸如此類，都可讓我們對客家話詞彙

的來源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對於客家話中的 “有

音無字”的基本詞彙，若無法辨析清楚，對於客家話的本質情形可能

就無法完整地了解。周磊〈漢語和非親屬語言接觸研究〉（2006）一

文便說：「漢語的研究自古以來都只重視書面語而輕視口語研究，甚

至漢語方言研究對自然口語的研究力度也不大．．．如果漢語研究特

別是漢語方言不進行廣泛深入的自然口語研究，想在漢語史研究方面

有所突破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語料的調查雖然是最基礎的工作，

但是它絕對是語言研究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可以繼續開展的重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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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在進行初期就曾針對台灣的兩大客語次方言---四縣客語

和海陸客語進行田野調查，主要就是希望以更多、更完整的語言材料

進行本論文的研究課題註 1，對於四縣、海陸中“有音無字”的部份也

儘可能地蒐羅訪查，以對客家話的性質與來源等問題提供更為堅實的

論證基礎。     

    其次，對客家方言史的研究，長久以來就是較為薄弱的一環，對

於客家的形成時代，過去有一些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幾種

觀點：○1 唐代以前說---代表的學者有吳炳奎、劉綸鑫等人。吳炳奎

〈客家源流新探〉（1992）一文認為：「在南朝，客家這個民系就已

經形成」，此外，劉綸鑫（2004）更認為：「贛、閩、粵三省交界地的

方言，即後來稱之為“客家”的方言，不僅在明末清初以前，甚至在

羅香林所謂前三次北民南遷以前已經形成」。他們都認為客家話的形

成時期早於唐代。○2 五代至宋初說---以羅香林為代表，他在《客家研

究導論》（1933：248）一書首先提出：「客家是五代後新興的民系，

自趙宋至元，為嬰年時期」，其後在〈客家源流考〉（1984：37）說更

明白說道：「客家這系統的形成，大體已晚在五代至宋初」，其後的許

多學者皆認同這樣的看法（陳運棟 1968、鄧迅之 1982、蔣炳釗 1995），

此外，吳福文（1991）認為客家民系形成於唐末至北宋，羅勇（1992）

認為客家民系形成於宋代前期，基本上都屬於這樣的看法。○3 明清時

                                                 
1 對於台灣客家話的研究，目前是以四縣客語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有關海陸客語的研究

文章則明顯偏少，本論文希望透過田野調查，能做一些研究上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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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說---持此看法的學者，以王東、劉佐泉等人為代表。王東（1996）

認為羅香林的客家話形成於五代宋初時期的看法，並沒有很確切的材

料可以證明，於是他從客家方言與北方方言的分離時間以及對客家大

本營地區共同的民俗事象等方面進行探討，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

應當在明代中期。劉佐泉（1991）則認為客家民系是否形成，可從客

家族群的自覺性意識是否形成來判斷，因此，他認為代表客家民系最

後形成的標幟應該是清嘉慶年間客家學者徐旭曾先生的〈豐湖雜記〉

一文。以上幾種看法，前後跨越一千多年，可見其間差別頗大。 

    上述學者的說法，除了羅香林有從客家方言進行較為科學性的探

討外，其餘學者大都是根據歷史、文化或是自我意識等非語言層面的

證據為客家的形成時間做斷代工作
註 2。這樣的方法可能會產生一些問

題，也就是在方言形成的過程中，客家人會因遷入非客家區，而改變

其文化傳統，其他族群遷入客家族區內也會成為客家人，而自我意識

的形成也可能是後期政治、族群的侵迫等因素所造成，所以用客家族

群意識來判定客家的形成時代也是不全面的，例如閩西七縣和贛南十

八個縣市的客家居民，至今就都沒有所謂的客家意識的存在，陳支平

（1998）也曾對閩粵兩省的族譜記載進行了大量的分析，發現有許多

客家宗族與非客家宗族擁有同一始祖的情形，並且因功利性的需要，

不同來源的人群也會整合為同一客家宗族。因此，慢慢已有學者體認

到，要界定客家民系 好的方式就是從客家方言下手，因為客家話是

                                                 
2 但羅香林先生並未能全面地討論客家方言的特點，在論證上略顯粗疏。此外，劉綸鑫的

看法雖也有從客家語言進行探討上，但未能提供足夠的語言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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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地記錄著客家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寶庫，也就是說，研究

客家方言是了解客家的歷史文化的 大捷徑。鄧曉華〈論客方音史研

究中的幾個問題〉（1996）一文也曾指出： 

 

      這些歷史的、文化的證據很難科學地給客家斷代，真正能給客

家斷代問題提供站得住腳的證據是語言學材料。 

 

    因此，想要對客家形成的時代問題找出解答，對客家方言進行全

面地考察和探究，絕對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對此，羅香林先生

（1933：125）曾提出：「對客語做一番實地檢驗，將其詞彙、音讀以

及語句構造，用語言學方法記錄下來，再用中國音韻學固有法例，分

析它的聲紐、韻部、呼等以及四聲等等，以與中古各期各地諸音韻，

參合比較，推求其間遞演嬗變的痕跡所在」，這可說是為客家方言的

形成問題指引出解決的方向，然而，限於當時客家方言調查語料有

限，以及對古代漢語語音變異發展的研究成果不足，羅香林先生並未

能全面討論客家方言的特點，僅能以其家鄉的興寧話為基礎進行探

討，因此，分析結果略顯粗疏與證據不足。在羅香林先生之後，李如

龍在〈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1992）一文曾就閩、粵、

贛的客家方言進行比較，對其共同的語音、詞彙特點進行歷史的分析

與比較，從而說明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形成的時代，發現客家話中較

多的特點反映出兩宋時期漢語的情況，而認為客家話是宋代時形成

的。鄧曉華（1995）也曾以客家方言內部一致的特點進行分析，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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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家話進行斷代的工作，初步得到的結論是客家話形成於晚唐五代

至宋代之間。對此，我們認為李如龍、鄧曉華的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但對於各地客家話中成系統的語音現象，應該普遍照顧周全，尤其是

客家話聲母中保有許多先秦以來的語音現象，這些現象顯示了客家方

言的形成時代不可能太晚，在進行客家話形成時期的斷代工作時這樣

的特點應該得到適切的對待與描述。因此，我們擬以更豐富的調查材

料、涵蓋閩粵贛和台灣的語言代表點，並著重客家話中“有音無字”

的現象，更全面地探討客家話中的古漢語成分， 後綜合聲母、韻母、

聲調、詞彙等方面的古漢語語音特點，再進一步深入探究。  

    第三，關於客家方言的起源問題方面，從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1933）一書提出“五次遷移說”以來，許多學者都認為客家先民乃

是從北方遷徙而來的中原冑裔，客家話則是中原漢祖語經過長時間遷

徙而發展形成的，其多樣的地域方言差異則是由於祖居地域來源不同

或是移民時代層次不同所造成的。O'Connor（1976）、李玉（1986）

基本上就是以此理論觀念來重建原始客家話。張光宇（1991、1996）

也認為客家先民是以司豫流人為主體，青徐和秦雍背景為小宗，南方

方言是古代北方與近代北方文白疊置的產物，漢語方言的南北關係表

現為北方漢語的古今關係，基本上都屬於這樣的看法。這種觀點在中

國語言學界仍居主導地位。 

    但是，也有學者看法不同，認為客家話是由於北方漢語和南方族

群語言間相互接觸融合所形成的。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

人》（1997）一書就認為，客家的主體源自於北方，客家民系是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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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統與閩、粵、贛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漢民

血統並無差別，他們都是中華民族一千多年來融合的結果。鄧曉華〈古

閩、客方言的來源以及歷史層次問題〉（2003）一文認為，客家話的

形成並非全然是“北方遷入”的直線型發展結果，它是晚唐五代至宋

元時南遷的北方漢人與閩、粵、贛交界的山區的畬族融合而形成的語

言。也有些學者從南方方言進行探究，游汝杰〈論台語量詞在南方方

言中的底層遺存〉（1982）一文就由量詞的聯繫、替代和構詞等語法

作用與功能進行比較，來了解南方方言中的台語成分，認為漢語南方

方言中殘留著台語的底層遺存。另外，李如龍〈關於東南方方言的“底

層”研究〉（2005）一文，也就東南漢語方言中的先喉塞音，精清讀

為 t-、tʰ-，透定讀為 h-等語言現象進行探討，認為這些都是早年受壯

侗語的影響留存的底層特徵，這些都是南下漢人與百越族原住民融合

時留下來的語言現象。 

    近年來一些學者則認為，南方方言應是以南方的少數民族語言為

主體而發展形成的。潘悟雲〈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1999）

一文，從南方居民的古代來源、南方方言的形成過程等方面的論證，

認為南方方言形成的主體就是當地的土著居民，它們在學習漢語的過

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語言為底層的混合語。此外，也有學者從歷史、文

化的層面進行論證，邵靖宇《漢族祖源試說》（2001）就曾經從龍的

起源以及漢字「它」（蛇）與「為」（象）是南方地域環境才可能產生

的，提出漢的祖源應在南方的看法
註 3。而就客家話起源的研究方面，

                                                 
3其實，徐松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1938）中，就以地名的證據提出了“漢起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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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1994：296）就認為客家共同體是歷史上南

遷的中原人與生活於閩粵贛地區的古百越族後裔相融合形成的人們

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古百越族后裔。羅師肇錦〈客語的

非漢語成份說略〉（2002）一文更進一步從客語的語音特點、特殊詞

彙、構詞現象、語法現象等語言特徵及畬地名現象等證據，提出“客

語口語底層出自南方瑤畬語，書面語及後期口語學自漢語，客語的祖

源應在中國西南”的看法。此外，李輝、潘悟云等人〈客家人起源的

遺傳學分析〉（2003）也以遺傳學的分析方式，對客家人進行染色體

的分析，結果顯示代表客家人父系遺傳結構的混合比例，漢族約 80.2

％，畬族約 13％，侗族約 6.8％，而代表客家人母系遺傳特徵的線粒

體DNA Region V區段 9bp的缺失為 19.7％，與畬族的 15％較為接近，

這說明了客家人在血緣上與苗瑤語族、侗台語族存在密切的關係。潘

悟雲〈客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2005）一文，

更進一步從詞彙中論證客家話與苗瑤語有語源上關係，同時結合遺傳

學的分析結果， 後提出他的看法：“原始的客家話並不是中原地區

的漢族移民帶到南方來的，而是當地的原住民荊蠻人在學習漢語的過

程中形成的混合語”。認為客家話是以「古代南方語言」為基礎發展

而來的。 

    客家話的起源究竟是中原漢祖語隨著移民南下而發展形成的，或

者是由南北族群經由長期的語言文化互動融合的結果，還是以南方土

著民族語言為主體所形成的語言，在學術界至今仍未有定論。不過，

                                                                                                                                   
南方”的看法，這樣的看法啟發了底層學說的興起，也影響了後來的語言地理類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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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筆者的研究，客家話中確實可以找到許多與苗瑤語、侗台語有關

係的詞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詞彙都是基本詞彙且是屬於“有音無

字的”，這是值得進一步做探討的。李輝、潘悟云等（2003）曾指出： 

 

      客家話研究是漢語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範例，對於弄清大部分南

方漢語方言的原始核心是漢語還是南方民族語有關鍵作用。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

論文也希望從語音、詞彙、語法等層面，客觀地進行分析，以探究客

家話的起源問題。 

    上面所述，都是本論文開展的根據所在，本論文一方面希望能對

客家話中的古漢語成分進行分析研究，以為客家方言史的研究盡一分

棉薄之力，一方面也希望對客家話中的非漢語成分進行探究，以對客

家話的起源問題提供一些研究成果， 後綜合兩方面的結果，以期對

客家話的性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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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論文在進行研究時，並未採取固定、單一的探索途徑，而是應

著不同的需要採取不同的研究法進行探討，期能以更為適切於探討主

題的不同研究方法相互補充，將語言的真相做出 好的揭示。本論文

中主要使用了下列幾種研究法： 

 

 

1.3.1 方言比較法 

     

    比較法是歷史語言學中的一種研究法，運用方言材料的比較研

究，我們稱之為方言比較法。方言比較法在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上具有

相當重要的地位，透過共時的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各方言點的語音特徵

或差異情形，同時橫向的差別現象往往代表了縱向的語音演變階段或

方向，可以由此了解它們之間語音發展的過程，和彼此之間不同的年

代關係，以找出 早的語音形式。 

    以客家話的韻尾為例，可以發現各地客家話中陽聲韻尾情況不盡

相同，台灣、粵東和江西的寧都客語都有-m、-n、-ŋ三個鼻音韻尾，

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只具有-ŋ韻尾和鼻化韻，江西的客籍話三都

（銅鼓）客語只具有-n、-ŋ二個鼻音韻尾。透過方言比較法，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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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擁有-m、-n、-ŋ三個鼻音韻尾的台灣、粵東和寧都客語應屬

較為存古，而只具有-ŋ韻尾和鼻化韻的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客語應

屬較為創新，因為在相同的元音條件下，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的-ŋ

韻尾或鼻化韻分別對應於台灣、粵東和寧都客語的-m、-n、-ŋ，就音

理上，若不看成合流的現象，我們很難解釋在何種音韻條件下，-ŋ韻

尾或鼻化韻可以分化出-m、-n、-ŋ 三個鼻音韻尾。所以，就陽聲韻尾

來看，客家話中的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是保留古漢語鼻音

韻尾較為完整的客家話，應屬於 早的語音情況，其中寧都曾、梗二

攝-ŋ韻尾保存完整，未有其他客家點轉變成-n 的現象，尤為存古。其

次是三都的-m 韻尾發生語音演變與 -n 合流，其餘 -n、-ŋ皆維持不

變的情形。 後是長汀、寧化、大余的-m、-n、-ŋ 轉變成-ŋ 韻尾或發

生失落形成鼻化韻，甚至完全失落成為開尾韻的情形。於是，我們可

以找出客家話鼻音韻尾的演變歷程如下： 

    -m、-n、-ŋ   ＞   -n、-ŋ   ＞    -ŋ、~   ＞  -Ǿ 

   （海陸、四縣等）     （三都）     （長汀、寧化等） 

 

    方言調查點越全面，所得到的方言比較結果也將越接近真實的情

形。本論文在進行比較研究時，盡量選取有代表性的客家點做為研究

對象，以儘量能照顧到各區域的客家方言點為原則，共選取了九個主

要代表點，除了這九個代表點外，也適時選取相關方言點進行比較，

九個主要代表點分別分布在福建、廣東、江西和台灣。閩粵贛三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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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早期形成的地區，台灣則可以看成是海外客家話的代表點：閩

---長汀、寧化。粵---梅縣、河源。贛---大余、寧都、三都。台灣---

海陸、四縣。其中，寧化被認為是客家形成時期 早的聚散中心，不

少客家姓氏的祖先都曾在此停留；長汀則是唐以後的汀州首府，被認

為是客家形成時期的中心，有“客家首府之稱”；梅縣則被認為是客

家發展時期的中心，為海內外客家人向外遷徙的出發地；大余屬於江

西的本地話，三都（銅鼓）屬於江西的客籍話，寧都則屬江西的寧石

話註 4；而四縣、海陸則為早期從大陸遷徙而來的台灣的兩大客家話次

方言 5。茲將本論文的客家代表點分布位置呈列於下圖：（以▲標示） 

 

 

                                                 
4
劉綸鑫（1999：34-37）將江西境內的客家方言，分成了客籍人說的客籍話和本地人說的

本地話以及寧石話三類。 
5四縣話和海陸話是目前台灣地區兩種主要的客語次方言，四縣話是指早期來自中國大陸

廣東省興寧、五華、平遠、蕉嶺等四個縣（舊屬嘉應州）的客家話，海陸話則是指早期來

自中國大陸廣東省海豐、陸豐二個縣（舊屬惠州府）的客家話，台灣的客家人幾經遷徙，

後形成了幾個客家人的聚居地，其中四縣客家人是以苗栗縣為其大本營，而海陸客家人

則是以新竹縣為其大本營，於是苗栗縣就成為四縣客語的中心地，新竹縣則成為海陸客語

的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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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論文客家代表點分布位置圖 

1.3.2 歷史文獻考證法＋歷史比較法 

     

    “歷史文獻考證法和歷史比較法相結合”的研究法是由魯國堯

所提出的（魯國堯 2003b），魯國堯稱它為“新的語言學二重證據

法”，歷史比較法可以讓我們在音韻的歷時演變軌跡上得到合理的解

釋，而歷史文獻考證法則可以讓我們找出語音演變的確切時間點，此

種研究法在早期已有許多學者在使用了，例如：董同龢（1952）在考

訂中古音值時，就是以韻書、韻圖等文獻資料放在一端，再將現代漢

語方言中的各種音讀材料放在另外一端，以語音演變的通則，將兩者

結合而擬出中古的音值來。 

    以客家話的聲調為例，可以發現各地客家話中古全濁上、次濁上

讀陰平的轄字多寡不盡相同，且全濁上聲字有讀為陰平、去聲調兩種

情形，次濁上聲字則有讀為陰平、上聲調兩種情形，但從各地客家話

的聲調情形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古全濁上、次濁上讀為陰平調多發生

在白讀音，顯然這屬於客語的早期的、本有的語音現象，而各地客家

話古全濁上聲唸去聲、次濁上聲唸上聲的情形則與北方官話全濁上

聲、次濁上聲走向一致，應是受北方官話的影響所致，屬於後期的語

音現象。此外，從比較中也可發現，各地客家話古全濁上字與古次濁

上字的走向頗為一致，古全濁上聲白讀字比例愈高的客家話其古次濁

上聲白讀字數比例也愈高，而某些贛方言中有古全濁上白讀層讀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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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特殊現象，同樣的它們的古次濁上白讀層也有讀陽上調的情形，

由此，我們又進一步得知客家話白讀層全濁上和次濁上讀陰平的情況

應該屬於同一個層次的語音情況，是同一個時期發生的語言現象。這

是哪一時代的語音現象？從歷史文獻進行考證，可以發現晚唐李涪在

《切韻刊誤》一書中批評《切韻》把一些去聲字錯誤地歸為上聲字，

他舉了一些他讀起來應是去聲而《切韻》歸入上聲的例子，比如“恨、

舅、辨、皓”等等，這些字正好都是全濁聲母的字，由此可見在李涪

那時的語言裏，濁上已變成去聲了，他因為不瞭解《切韻》的語音是

古音，他的語音是音變的結果，因而以自己語音的立場上去批評《切

韻》，認為《切韻》把這些字的聲調歸錯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濁

上歸去」是晚唐時代的語音現象。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推知，客家話

中「濁上歸陰平」是一種早期的語音現象，它是在濁上歸去前的語音

現象，因此是發生在晚唐以前的語音現象，而這也意味著客家話在晚

唐以前就已經形成了。本文在探討客家話中保留古漢語的語言成分及

考證客家話的形成年代時多運用了這種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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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統計研究法 

     

    二十世紀中期興起的「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和「詞

彙統計學（Lexicostatistics）」它們與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的方法 大的

不同，在於它們的基本精神是量化，希望以客觀的數據來分析探討語

言間的親疏關係，讓語言學的研究更具科學性，這種以計量方式來做

研究的方法是頗值得在漢語研究工作上來開展的，過去也有不少成功

的研究案例，例如：自來對上古聲調數量的多寡各家看法不一，有者

主張二調說，有者主張三調說，有者認為是四聲說，看法不一，其背

後也各有一定的支持證據，各家各持己說，看法莫衷一是，直至張日

昇〈試論上古四聲〉（1968），將詩經押韻的聲調關係做一全面性統計，

從統計中就清楚地呈現出各調雖有獨用的情形，在若整體比較起來，

詩經押韻獨用的比例遠遠超出合用的次數，至此，上古聲調押韻的情

形就一目瞭然了。 

    本論文在分析各地客家話的音韻現象時，為了能清楚了解各方言

間的差異情形，或某些存古特徵，我們也採用了統計研究法。以客家

話的聲母為例，為了解客家話中保存「古無輕脣音」的實際情況，我

們曾對江西、閩西、粵東及台灣等地客家話的非組字讀音進行統計分

析，發現就個別聲母來看，非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以梅縣、長汀、寧

化的 35.7％ 高， 為存古；敷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各地普遍偏低，

以海陸、四縣的 22.2％ 高；奉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以長汀、寧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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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高， 為存古；微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各地都很高，是非組

中存古性 高的，其中河源全部都讀成 m-比例 高。從整個非組字

來看，可發現，讀重脣音的比例以梅縣的 36.7％、長汀的 36％較高，

三都僅佔 8％ 低。非、敷、奉、微四母來看，又以微母保留「古無

輕脣音」的情況 為顯著，大多數的微母字今音都讀重脣音 m-，讀

v-的情況反而成為少數，運用統計研究法也讓我們了解，這種情形與

沿著長江一帶分布的吳語、湘語、贛語的微母多讀 m- 的情況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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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類型學研究法 

     

    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它可

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語言的共性，也可以透過跨語言的研究，觀察兩

種語言間的關係。趙元任《語言問題》（1968：123）一書曾做過說明，

認為類型學（typology）可以通過語言的詞類、聲調、語法等結構進

行比較，以了解兩種語言間是否有同源關係。本論文中為了了解客家

話跟苗瑤語、侗台語之間的實際關係，我們也採取類型學研究法，針

對客家話中的特殊語言成分如詞法、句法等進行探討，以期對客家話

的起源問題、客家話的性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以客家話的詞序為例，為了解客家話與苗瑤語和侗台語之間的關

係，我們在論文中針對客家話中一批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詞語進行探

究，發現客語中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詞語都有後置於名詞的情形，它

們屬於〝 中心語＋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而此種結構可與苗瑤

語和侗台語的名詞詞組的詞序類型相對應，都是屬於順行結構特徵，

且在苗瑤語和侗台語中我們也同樣發現許多表示動物雌雄的修飾成

分放置在動物名詞後面的例子，例如在侗台語中，布依語「公雞」說

kai⁵（雞） pu⁴（公），「母雞」說 kai⁵（雞） me⁶（母）。仫佬語「公

雞啼了」說 ci¹（雞） tai³（公） can¹（啼），透過客家話此種跟苗瑤

語和侗台語的「N＋A」的順行結構特徵的比較，可以讓我們了解它

們應該是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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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田野調查法 

     

    要研究某種語言，首先必須對該語言的語料進行收集，田野調查

法則是收集語言材料 直接、 有效的方法，周密的調查計劃則是做

好田野調查的前提，調查語料越豐富，調查點越全面，所得到的成果

也將越接近語言的真實面貌。現今的漢語的調查研究往往是重書面語

而輕自然口語的調查，以客家話來看也是如此，這樣的調查可能會遺

漏掉許多重要的語料，尤其是客家話中許多有音無字（或未知本字）

的詞彙，它們往往是反應客家人的生活情形、身體動作和自然生態等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詞彙，它們的數量相當可觀但卻常常被忽

略掉，少掉這許多有價值的語料，我們對客家話的認識可能就不全面

了，語料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往往會關係到語言研究的最終結果，因

此，對於語言中的自然口語詞彙，應該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田野

調查雖然是語言研究中最基礎的工作，但是它絕對是語言研究中重要

的一環。 

    本論文在進行初期就曾針對台灣的兩大客語次方言---四縣客語

和海陸客語進行田野調查，探訪各語言點並實際訪問各母語發音人，

主要是希望能收集更多、更完整的第一手語言材料以進行本論文的研

究課題
註 6，對於四縣、海陸中“有音無字”的部份也盡可能地蒐羅訪

查，以全面性、完整性為調查目標，盡可能地收羅客家話中所有的日

                                                 
6 目前對於台灣客家話的研究，在海陸客語的研究方面明顯偏少，本論文透過田野調查，

收集並分析海陸客語的語料，希望能做一些研究上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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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用語，以期能真切地反映客家話的實際情況，以對客家話的性

質與來源等問題提供更為堅實的論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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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符號說明 

 

    在進行本文研究時，論文中的音標符號採用國際音標（IPA），

而漢語的聲調標記一律是以阿拉伯數字標示於音節的右上方，各數字

所代表的調類如下： 

1：陰平調 3：陰上調 5：陰去調 7：陰入調 

2：陽平調 4：陽上調 6：陽去調 8：陽入調 

 

苗瑤語、侗台語的聲調符號，本文分別以阿拉伯數字 1、2、3、4、5、

6、7、8 代表A1、A2、B1、B2、C1、C2、D1、D2 等聲調註 7，部分地區

D1 和D2，各又可分成長短調---D1（短）、D1（長）、D2（短）、D2（長）

等四種，在本論文中我們分別以 7、9、8、10 標示之。 

 

 

                                                 
7 苗瑤語、侗台語的聲調早期學者多以 A、B、C、D 標示，A、B、C 是舒聲調，D 是帶

塞音韻尾的促聲調，由於它們分別與早期的漢語借詞聲調的平、上、去、入相當一致，因

此 A1、A2、B1、B2、C1、C2、D1、D2 就對應於漢語的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

陽去、陰入、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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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客家話的古漢語聲母、聲調成分 

    

    本章中我們將探討客家話中的聲母、聲調保留古漢語成分的情

形，以了解各地客家話中的存古情況，並以此推測客家話形成的可能

年代。 

 

2.1 客家話保留上古漢語複聲母的遺跡 

 

    上古漢語有複聲母， 早是由英國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

於 1874 年〈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at the time of invention of writing〉

一文中提出，後來經由瑞典高本漢的闡揚，本國學者林語堂也於 1924

年〈古有複輔音說〉一文中提出上古漢語複聲母的證據註 8，由於複聲

母存在的時間距今久遠，期間也曾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如唐蘭等人

就抱持相反的意見註 9，經過一論辯階段後，上古漢語有複輔音存在之

說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仍有疑問的是它存在的型式和種類，就此，

學者們提出過許多有關複聲母類型的假說，董同龢（1944）、李方桂

（1971）也提出過相關的研究，但卻都無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統，

嚴學宭（1981）首先做了這方面的嘗試，同年，竺家寧先生《古漢語

複聲母研究》（1981）也建立了一套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系統，竺先生

                                                 
8 林語堂以古今俗語中的連綿詞、異文又讀、漢字諧聲等證據，論證並構擬了 kl- 、pl- 、

tl-等複聲母。 
9 唐蘭在〈論古無複輔音凡來母字古讀如泥母〉一文中提出三點反對複聲母的看法，不過

這些看法到 後都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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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將上古漢語複聲母歸結為四大類，分別是帶l- 或ɾ- 型的複聲

母、帶s- 型的複聲母、帶喉塞音型的複聲母和帶t- 型的複聲母，並

且對複聲母的結構問題、演化軌跡、音變方式等進行探究，可說是為

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研究開啟了一扇大門。註 10 

    上古時期的複聲母系統，到了中古時期完全消失，我們從魏晉六

朝的早期反切中已經無法明顯看出其存在的痕跡，合理推測其消失的

年代約在漢末到魏晉之間，那麼，從現代漢語方言中是否可以找到上

古複聲母的遺跡呢？以下我們就嘗試著從客家話中來探討這個問題。 

 

 

2.1.1 客家話章組字中的複聲母遺跡 

 

章組字聲母在上古時代和舌根音聲母關係密切，董同龢就曾列出

許多諧聲的例證（董同龢 1944：16）： 

 

赤（昌），赦（書）－ 郝捇（曉） 

示（禪），視（書）－ 祁（群），狋（疑） 

旨（章）－ 稽（見），□（溪），耆（群），詣（疑） 

耆（群）－ 榰（章），蓍（書），嗜（禪） 

臣（禪）－ 　（見），嚚（疑） 

                                                 
10 竺先生（1981）擬定的複聲母系統，與嚴學宭相較下，又更加嚴謹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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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見）－ 腎（禪） 

區（溪）－ 樞（昌） 

支（章），□（禪）－ □（見），□（溪），芰（群） 

 

其中，董同龢特別指出轉換互諧的現象： 

 

      旨（章）－ 耆（群）－ 嗜（禪） 

  臣（禪）－ 　（見）－ 腎（禪） 

 

這更讓我們相信章組字聲母和舌根音聲母在上古時代是有密切關係

的。李方桂（1976）就將與舌根音諧聲的章、昌、船（禪）、書等母

分別擬成複聲母**krj- 、**kʰrj- 、**grj-、**hrj- ，由此可知章組字的

來源中，有一部分是從上古複聲母系統來的。 

    在客家話、贛語中存在有章組字唸成舌根音的情形，例如： 

 

台灣海陸客語 支枝 ki¹   

廣東梅縣客語 支枝 ki¹   

廣東河源客語 支枝 ki¹   

江西樂平贛語 豬朱 kʉ¹   

江西永豐贛語 豬朱 kʉ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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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贛語 豬朱 ky¹   

 

    這不禁讓我們疑心客家話與贛語中的章組字讀 k- 的現象，是否

有可能是上古複聲母 **krj- 的遺跡（由 **krj- ＞ k 演變而來）呢？

對此，羅美珍、鄧曉華（1995）抱持相反的看法，認為這是一種「k

音變現象」，其音變條件是中古合口三等，亦即這些章組字是由於受

到合口介音 u 的影響而造成的後期音變現象，其演化方式為：tʃ(h)- ＞ 

k(h)- 並非上古複聲母的遺跡。徐通鏘（1997：156-157）也認為這是一

種由「tʂ- 聲母向舌根音 k- 回歸」的結果，他以湖南醴陵贛語的「綴」

kye⁵、「追」kye¹、「春」kuʌŋ¹、「主」ky³ 等字為例，發現與他們相應

的知、章組字開口聲母原來都是 tʂ- ，變為 k- 聲母主要是在圓脣介音

y 的條件下所形成，他認為這是因為-y- 難以和 tʂ- 配合發音，而使得

tʂ- 聲母變為舌根音 k- 的情形。羅、鄧、徐等人的看法，都認為知、

章組字讀 k- 是因為受到合口介音（-u- 或 -y-）的影響而造成的後期

音變現象。對此，我們認為這也許可以解釋贛方言中知、章組讀 k-

的音變現象，但卻沒辦法解釋客家話中支、枝等字讀 k- 的情況，因

為它們同屬開口字（止開三）而非合口字，顯然在客家話中的情況與

贛語是不同的，應該分開對待。  

    對於章組字的來源，竺家寧先生（1981：565-580）曾舉出包含「支」

字諧聲在內的許多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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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諧聲證據：（斜線後乃表示中古聲母） 

   支 sk- /tɕ-（章移切）：妓 k-/k-（居宜切）：跂 kh-/kh-（居宜切）： 

   岐 ɡh-/ ɡh-（巨支切） 

     ○2 一字兩讀證據： 

       繳  k-/k-（古了切）  又    sk- /tɕ-（之若切） 

       鍼  ɡh-/ ɡh -（巨鹽切）  又    sk- /tɕ-（職深切） 

     ○3 音訓證據： 

   《說文》：「阯（諸市切），基也（居之切）」。 

   《釋名》：「鍾（職容切），空也（苦紅切）」。 

 《毛詩．雲漢》傳曰：「周（職流切），救也（居祐切）」。 

 

    同時他認為「支、枝」等字上古到中古的演化是**sk- ＞ tɕ- 註 11，

他也提到了閩南語中仍然保留舌根音的讀法。此外，梅祖麟（1982）

也列舉了「指、枝、時、齒、志、痣」等字的諧聲例證，證明它們都

是來自於上古的複聲母**krj- 。竺、梅兩位先生的論證，可以說為客

家話中章組字讀k- 的「支、枝」等字，確實來源於上古複聲母，找出

了堅實的文獻證據，客家話支、枝讀k- 的現象應屬複聲母的遺跡，應

無疑義。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來看，這些客語中「支、枝」讀k- 的都屬

於白讀音，顯示了這些字是客語中固有的而且是早期的語音層次，並

                                                 
11 對於上古與舌根音諧聲的章組字，竺先生認為李方桂 1971 年的擬訂較妥，參見竺家寧

1981《古漢語複聲母研究》頁 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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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於後期才產生的語音變化。至此，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客語中

的章組字今音聲母為 k- 者（如支、枝），乃是上古漢語複聲母的遺

跡，是上古複聲母發生失落後（ **sk- ＞ k- 或者 **krj- ＞k- ）的

殘留現象。 

    下面我們列出各地客家代表點，章組字留存上古複聲母遺跡的情

況，其中江西以大余、寧都、三都（銅鼓）為代表點，閩西以長汀、

寧化為代表點，粵東以梅縣、河源為代表點，台灣則以四縣、海陸客

語為代表，茲列表如下： 

 

表 2-1  客家話章組字的上古複聲母遺跡 

地點 
字數 

統計 
例          字   （白讀音/文讀音） 

海陸 5 支枝肢梔 ki¹ / tʃi¹ 膞雞膞 kʰin¹ 

四縣 5 支枝肢梔 ki¹ / tsɿ¹ 膞雞膞 kʰin¹ 

梅縣 2 支枝 ki¹ / tsɿ¹   

河源 2 支枝 ki¹ / tsɿ¹   

長汀 0    

寧化 0    

大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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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 0    

三都 0    

 

    由上表，可以發現，各地客家話代表點中，台灣的海陸、四縣，

粵東的梅縣、河源，都有上古複聲母的遺跡，且他們都發生在章母字

中，若有文白異讀者，也都出現在白讀音中，顯示了讀k- 聲母的存

古性；就字數來看，海陸、四縣的例字 多，不過，這可能與其調查

語料的較為豐富有關註 12，以「肢、梔、膞雞膞」三字為例，除了海

陸、四縣外，其他點並沒有調查語料可供比對，因此，數字只能反應

該點有此現象，並不能以此認定其存古性 高。 

 

 

2.1.2 客家話連綿詞中的複聲母遺存 

     

    研究上古音的材料除了使用 多的形聲字以外，音訓、重文、讀

若、假借、連綿詞、經籍異文、一字兩讀、同源詞等材料也提供了研

究的管道，其中，連綿詞就是一項重要的考察證據，杜其容〈部分疊

韻連綿詞的形成與帶 l- 複聲母〉（1996）一文指出上古的疊韻連綿詞

中有一部分是從古代的複聲母分化而成的，它們原來只是帶複聲母的

                                                 
12 四縣、海陸的語料各為 3800 多字，其他各點則為 1300 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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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詞，由於語言演變的節縮與同化作用，使得複聲母漸漸趨向於

單一化，在此情形下，有些複聲母只保留其中一部分，有些則會把原

有的音素都保留了下來，成為連綿詞的形式。由此可知，上古的疊韻

連綿詞有一部分是從複聲母分化而來的，它也是研究上古複聲母面貌

的重要途徑之ㄧ。陳梅香〈《說文》聯綿詞之音韻現象探析〉（1999）

一文就曾透過段注《說文》的體例整理，再與大小徐本《說文》的比

對，分析歸納出《說文》中的 85 組連綿詞，並從其中的音韻情況，

構析出上古複聲母可能的型式。 

    以下我們也嘗試著從客家話的連綿詞中，找尋上古複聲母的遺

跡： 

    在海陸客語中有一個「kak⁷ lak⁷」疊韻連綿詞，特別值得我們注

意。對於住在非常偏僻、交通不便的山區，台灣海陸客語有一種說法： 

    tai⁵ 个山窩 kak⁷ lak⁷ 肚 

這是一句很道地且古老的客家話，由於客家人長久以來多住在山區的

特性，因而有「山的民族」的稱號，反應在語言中也有許多與“山”

相關的詞彙，例如，針對山區的高起地形就有 liuŋ² 仔、 tun¹ 仔、 tuŋ³ 

仔 等多種的用詞，這些詞彙都可以說是生活基本詞，海陸客家話的

「山窩 kak⁷ lak⁷ 肚」是一個詞組，它是由「山窩（vo¹）」這個名詞

--指兩山間低窪的地區，和「kak⁷ lak⁷ 肚」這個方位詞組所組成的，

若再進一步分析，「kak⁷ lak⁷ 肚」這個詞組，乃是由「肚」這個方位

名詞附著在「kak⁷ lak⁷」這個連綿詞之後所構成的，「kak⁷ lak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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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偏僻的地方。「klak⁷ lak⁷ 肚」有非常偏僻、偏遠的意思，除此之

外，它也用來指角落、不好拿到的地方，例如：「東西跌到 kak⁷ lak⁷ 

肚了」。意指東西掉進了狹窄、細縫等不好拿到的地方，這句話在台

灣四縣客語中也有使用，說法是「東西跌到 kok⁷ lok⁷ 肚了」。意思

相同，只是語音形式由「kak⁷ lak⁷ 肚」改變成「kok⁷ lok⁷ 肚」，這

種語音形式不同的現象，應是方言內部語音調整的結果，其形式仍然

是 k- ＋ l- 型的疊韻連綿詞，它是否是由古代的**kl- 複聲母分化後

形成的疊韻連綿詞？以下我們從古代文獻來看。 

    從文獻上找，「角」字的意義和海陸客語中的「kak⁷ lak⁷」相關，

而「角」字在上古漢語是**kl- 複聲母，我們可以從下列幾項證據得

到印證註 13--- 

 

○1 連綿詞證據： 

  《古今圖書集成．方言什錄之三》：「角為矻落」。 

○2 諧聲證據：（斜線後乃表示中古聲母） 

       角（盧谷切［來母］，又古岳切［見母］） －  埆（苦角切） 

        ［見母］ 

○3 其他古文獻證據： 

   李濟翁《資暇錄》：「《漢書》四皓，其一號角里先生，角音祿」。 

                                                 
13 這些例子可參證竺家寧先生 1998〈上古漢語帶舌尖流音的複聲母〉，載於《古漢語複聲

母論文集》，36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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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文解字注》中注明「角」字「舊音如榖，亦如鹿」。 

  《玉篇》：「龣，盧古切….今作角」。 

  《集韻》中「角」「龣」二字同有「盧古切、訖岳切」二讀。 

○4 同語族語言證據註 14： 

   藏語「角」讀 [ɡru] 

       標敏瑤語「角」讀 [klɔ] 

 

    由此，我們可以確信「角」字在上古時有**kl- 複聲母，而「kak⁷ 

lak⁷」這個連綿詞形式應該是由 **kl- 複聲母分化後，原有的 k 、 l

音素分別保留在不同音節中，它們分別和前後兩個元音和諧的韻母相

結合， 後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的疊韻連綿詞，其演化模型應為---

（A 表示韻母形式） 

  **kl- ＞ **kA ＋ **lA 

    綜上所述，我們相信客家話中的「kak⁷ lak⁷」疊韻連綿詞是上古 

**kl- 複聲母的遺留痕跡。 

    另外，海陸客家話中指小孩子玩類似扮家家酒的遊戲說：fun⁵ ka¹ 

la¹，其中 fun⁵ 為一動詞，其義為「玩」， ka¹ la¹ 為一連綿詞，是一

種以家人的角色扮演或家庭日常生活事物為主題的，有關於「家」的

遊戲，我們認為 ka¹ la¹ 有可能是來自於上古音「家」的連綿詞形式。

「家」，《廣韻》：古牙切，平聲麻韻見母字，其上古音形式，根據李

                                                 
14 標敏瑤語證據參引自 1987《苗瑤語方言詞匯集》，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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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桂（1971）的擬音為**krag，根據周法高（1970）的擬音為**kraɣ，

二人所擬韻母形式雖稍有不同，但其上古聲母皆為 kr-複聲母，我們

認為其演化情形應為： 

**klaɡ ＞ **ka ＋ **la 
註 15

 

由此，我們相信客家話中的「ka¹ la¹」疊韻連綿詞應是來源於上古 **kr- 

複聲母的遺留痕跡。 

    先秦時期複雜多樣的複聲母到了漢末到魏晉之間的時期大量消

失，在所有的複聲母類型中，帶l-（r-） 型的複聲母是 晚消失的註 16，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帶l-（r-） 類型的複聲母，在現代漢語方言

中遺留下來的機會相對會比較高。儘管我們所發現之確證不多，一方

面可能是語言調查不夠透徹，文獻材料的爬梳仍不夠，一方面也可能

是複聲母消失的年代久遠，從魏晉距今有 1700 年以上的歷史，留存

在活語言中的遺跡因而不多之故。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客家話中

存在複聲母遺跡的事實。 

 

 

 

 

 

 
                                                 
15 r-與 l-發音部位相同，發音方法相近，kl-和 kr-在上古方言中可以發生轉換異讀

（alternation）。 
16 竺家寧先生「先秦古音專題研究」課堂論述。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36

2.2 客家話保留古無輕脣音的現象 

     

    客家話非組字，今音多讀為輕脣音，其中非、敷、奉三母大多讀

f-，少部分在 u、o 元音的影響下讀成 h-（例如：大余「凡」讀 hua ̃2 、

「泛」讀 hu ̃⁵，河源「風」讀 hoŋ¹ 、「佛」讀 hut8），除此之外，有部

份字今音讀為重脣音 p、ph 的現象，茲以四縣客語舉例如下： 

 

表 2-2  四縣客語的非組字 

聲 母 發音 字數 

統計 
例                字 

f 29 反 fan³ 夫 fu¹ 方 foƞ¹ 複 fuk⁸ 

p 7 
放 pioŋ⁵ 

痱痱子 pi⁵ 

斧 pu³ 

腹 puk⁷ 

飛 pi¹ 

發 pot⁷ 

分分開 pun¹ 
非 

pʰ 2 楓 pʰuŋ¹ 藩 pʰan¹    

f 21 芳 foŋ¹ 芬 fun¹ 赴 fu⁵ 翻 fan¹ 

p 1 捧 puŋ³      
敷 

pʰ 5 
紡 pʰioŋ³ 

覆埋伏 pʰu⁵ 

蜂 pʰuŋ¹ 孵孵小雞 pʰu⁵ 鋒 pʰuŋ¹ 

 

奉 f 39 父 fu⁵ 乏 fat⁸ 犯 fam² 佛 fut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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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ʰ 9 

吠 pʰoi⁵ 

符 pʰu² 

縫縫隙 pʰuŋ⁵ 

肥 pʰi² 

馮 pʰuŋ² 

 

芙芙蓉 pʰu² 

輔 pʰu³ 

 

浮 pʰo² 

墳 pʰun² 

 

v 16 武 vu³ 物 vut⁸ 紋 vun² 萬 van⁵ 

微 

m 13 

尾 mi¹ 

妄 moƞ⁵ 

望 moŋ⁵ 

襪 mat⁷ 

忘 moŋ⁵ 

芒芒麥兒 mioŋ²

微 mi¹ 

味 mi⁵ 

蚊 mun¹ 

無 mo² 

亡 moŋ² 

問 mun⁵ 

網 mioŋ³ 

 

    除了客家話外，張光宇（1991：432）也指出：這種現象在

其他南方方言如：閩語、粵語、湘語、吳語、贛語中也常可見到，

而北方話除了山西方言中有少數例子，如馬「蜂」讀 pʰuŋ 外，

其餘地區都已不見蹤跡，沿著長江一帶分布的吳語、湘語、贛語，

又以微母讀 m-較突出。而根據筆者的研究，在客家話中微母讀

為 m-的情況也十分顯著，大多數的微母字今音都讀重脣音 m-，讀

v-的情況反而成為少數，其中又以粵東河源客語的微母字幾乎都讀

為 m-的情況尤為突出。 

    根據清代學者錢大昕的研究，在上古時代，非組字皆讀成幫、

滂、並、明母，因此他提出了「古無輕脣音」的說法
註 17，我們也可

以在經籍異文、諧聲資料、同源詞中找到許多例證，例如：  

                                                 
17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云：「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為重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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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襄公》：「王使伯服遊孫伯如鄭」，《史記．鄭世家》引   

 作「伯犕」。 

《書．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史記．夏本紀》引作 

 「汶山之陽」。 

《詩．小雅．楚次》：「苾芬孝祀」，《一切經音義．十四》：「《韓 

  詩》曰：馥芬孝祀。注：馥，香氣也」。 

《論語》：「且在邦域之中矣」，《經典釋文》：「邦或作封」。 

「捧」从「奉」聲、「殍」从「孚」聲、「播」从「番」聲。 

 同源詞如「不」與「弗」、「爸」與「父」、「無」與「莫」。 

 

「古無輕脣音」的說法已經成為音韻學上的定論，而輕脣音的產生是

從唐代開始，它們是在三等以及合口的條件下所產生，例如：海陸客

語「風」通合三 fuŋ¹；「妃」止合三 fui¹；「腐」遇合三 fu⁶；「文」臻合三 vuŋ²等皆是。

客家話中的「非、敷、奉、微」等母字有一部份今讀仍為重脣音的現

象，當是古代語音的遺存。劉綸鑫（1999：279-281）曾經針對江西省

境內的客、贛方言非組字讀成 p、pʰ、m 的情形做了一項統計，依調

查點的地理位置自北而南、自西向東排列，得到了一個有趣的結果，

非組字讀成 p、pʰ、m 的數目從西北向東南呈現出了遞增的情況，反

映了輕脣音字由重脣向輕脣演變的過程。此外，從客語中部份的非組

字存在著文白異讀的情況，我們也發現，在這些字中凡白讀多讀為重

脣音，文讀則多為輕脣音，顯示出了讀 p、pʰ、m 為客語中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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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層次的語音存古現象，茲以四縣客語為例： 

 

表 2-3  四縣客語非組字的文白異讀 

聲 母 例         字     （白讀音 / 文讀音） 

非 放 pioŋ5 / foŋ5 飛 pi
1 / fi1 楓 pʰu1 / fu1  分 pun¹ / fun¹ 

敷 紡 p
hioŋ3 / foŋ3  覆 pʰuk7 / fuk7     

奉 伏 phuk8 / fuk8 符 phu2 / fu2 墳 phun2 / fun2 縫 phuŋ5 / fuŋ5 

微 無 mo² / vu²       

 

    為了進一步了解客家話保存「古無輕脣音」的實際情況，我們將

對江西、閩西、粵東及台灣等地客家話的非組字讀音進行統計分析，

其中江西以大余、寧都、三都（銅鼓）為代表，閩西以長汀、寧化為

代表，粵東以梅縣、河源為代表，台灣則以四縣、海陸為代表，分析

結果如下表註 18： 

 

 

                                                 
18 語料來源：四縣、海陸客語為筆者親自調查所得。其餘客家點語料引自李如龍、張雙慶

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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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客語非組字今讀重脣音統計表 

非母 敷母 奉母 微母 總計 

客 

語 

點 

重

脣

音

數

目 

非

母

字

總

數 

重脣

音百

分比 

重

脣

音

數

目 

敷

母

字

總

數 

重脣

音百

分比

重

脣

音

數

目

奉

母

字

總

數

重脣

音百

分比

重

脣

音

數

目

微

母

字

總

數

重脣

音百

分比

重

脣

音

總

數

非

組

字

總

數 

重脣

音百

分比 

海 

陸 
8 37 21.6 6 27 22.2 11 50 22 17 28 60.7 42 142 

29.6

％ 

四 

縣 
8 37 21.6 6 27 22.2 11 50 22 16 28 57.1 41 142 

28.9

％ 

梅 

縣 
5 14 35.7 0 6 0 5 18 27.8 8 11 72.7 18 49 

36.7

％ 

河 

源 
1 14 7.14 0 6 0 2 19 10.5 11 11 100 14 50 

28  

％ 

長 

汀 
5 14 35.7 0 6 0 6 19 31.6 7 11 63.6 18 50 

36  

％ 

寧 

化 
5 14 35.7 1 6 16.7 4 18 22.2 5 11 45.5 15 49 

30.6

％ 

大 

余 
0 14 0 0 6 0 2 19 10.5 5 11 45.5 7 5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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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都 
2 14 14.3 0 6 0 6 19 31.6 6 11 54.5 14 50 

28  

％ 

三 

都 
0 14 0 0 6 0 0 19 0 4 11 36.4 4 50 

8   

％ 

 

    由表 2-2 可知，若從個別聲母來看，非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以梅

縣、長汀、寧化的 35.7％ 高，大余、三都 低，未見讀重脣音的情

況；敷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各地普遍偏低，以海陸、四縣的 22.2％

高，梅縣、河源、長汀、大余、寧都、三都 低，皆未見讀重脣音的

情況；奉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以長汀、寧都的 31.6％ 高；三都 低，

未見讀重脣音的情況；微母字讀重脣音的比例各地都很高，是非組中

存古性 高的，其中河源全部都讀成 m-比例 高，三都 低，但所

佔比例仍有 36.4％。若改從整個非組字來看，可發現，讀重脣音的比

例以梅縣的 36.7％、長汀的 36％較高，三都僅佔 8％ 低。非、敷、

奉、微四母來看，又以微母保留「古無輕脣音」的情況 為顯著，大

多數的微母字今音都讀重脣音 m-，讀 v-的情況反而成為少數，這與

沿著長江一帶分布的吳語、湘語、贛語的微母多讀 m-的情況相

同。 

    關於輕脣音產生的時代，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62：

416-417）一書指出，「切韻指掌圖」（11 世紀）已經應用新系統，在

切韻的反切裡（紀元後 600 左右），跟在 古的聲母系統裡（三十字

母的系統），都只有雙唇音，所以這個演變是在唐代才有的。馬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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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43）更進一步研究認為，輕脣音在《切韻》裡並未見分出

來，而在越南譯音裡則分出來了，所以這套音的出現一定是在唐代，

中國人發明了“字母”，舍利剏選用了三十個漢字分別作為聲類的代

表字，另一位守溫和尚又加上了六個字母：幫、滂、奉、微、娘、牀，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唐代末年，故重脣音和輕脣音分開的時代是在唐代

末年。此外，從審景為《慧琳音義》註 19作序時寫道：「武與綿為雙聲．．．

蓋所不取」，也可以證明當時的明、微二母已經有別了。綜上所述，

可知「非、敷、奉、微」讀如重脣音的現象當是唐朝末年以前的現象，

而從各地客家話的「非、敷、奉、微」大都保存了相當高比例的重脣

音現象來看（只有三都話比例偏低），客家話保存此種“ 古無輕脣

音 ”的現象，正是反應上古以來到唐末的語音特點。 

 

 

 

 

 

 

 

 

 

                                                 
19 《慧琳音義》，約於唐德宗建中末年（西元 783 年）開始編纂，成書於憲宗元和二年（西

元 8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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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客家話保留上古端知同源的現象 

 

    知組字，在現今客家話中有零星字讀為舌尖塞音 t-、tʰ- 的情形，

若和贛語相比較，這種情形在贛語中就十分地普遍，其轄字也較多，

贛語中知三、章組字讀為舌尖塞音 t、tʰ 的情形主要分布在江西中部以

北的地區，如高安、奉新、上高等地，舉例如下： 

 

 豬 遮 掌 秤 

高安 tø1 ta1 tɔŋ3 tʰøn⁴ 

奉新 tu1 tɛ1 tɔŋ3 tʰən4 

上高 tu1 ta1 tɔn3 tʰən2 

 

    曾經有多位學者，針對這種情形進行探討，有些認為是上古音的

遺跡（羅常培 1940、余直夫 1975），有些認為這是一種後期語音的演

變（Sagart 1993、大島廣美 1996、江敏華 2003），或者認為是閩語的

影響結果（何大安 1986），看法頗不一致，其中，大島廣美〈贛語知

三、章組聲母〉（1996）一文的論點頗有說服力，她認為：舌尖塞音

乃是由舌面前塞擦音演變而來的，因為凡知三、章組字讀 t、tʰ 的地方，

可發現端組的透、定二母字讀 h- 的現象，如果知三、章組字讀 t-、tʰ- 

是來自上古的遺跡，當端組字演變為喉擦音 h- ，知三、章組聲母也應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44

會隨著端組而有演變為喉擦音的情形，但是，這種情形並未發生在現

今知三、章組字讀舌尖塞音的地方，因此她認為知三、章組字讀舌尖塞

音的情況是後期產生的，凡後期產生的舌尖塞音是不會有 tʰ-＞h- 的

情況發生的，於是她將知三、章組字讀舌尖塞音的演變過程擬為： 

 

    tɕ      tʃ     tʂ      ʈ      t 

 

江敏華（2003）從共時方言比較的方法進行探討，也得到相同的結論，

認為贛語知三、章組字讀舌尖塞音應是晚期的語音演變結果，不同的

是，她以 tʃ-（tʂ-）做為語音演變的起點。 

    當然，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客家話的情況又是如何？是否也如

同贛語一般，知組字讀為舌尖塞音 t-、tʰ- 的情形也是晚期的語音演

變結果？我們認為贛語中的情況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客家話的情況是

不同於贛語的。首先，劉綸鑫（1999：273）曾舉出明代袁子讓《字

學元元．卷八．方語呼音之謬》書中云：「江右音或以朝（知）為刁

（端），以晝（知）為丟（端）去聲，蓋誤知于端也。」這是明代江

西境內方言知組字讀 t-的鐵證。可見在江西境內的某些地方，其知三、

章組字讀為舌尖塞音 t、tʰ的情形並非晚期的語音演變結果。其次，江

敏華（2003：82）指出發生「 tʃ-（tʂ-）、tʃʰ-（tʂʰ-）＞ t-、tʰ- 」音變

情況的地方，其「知」字都讀 ts- 聲母，而不讀 t- 聲母，如：宜黃「知」

讀 tɕi1、永豐「知」讀 tsɿ¹ ，即使「知」字讀 t- 聲母，也是由於止攝

三等並非 -i 、-ɿ 等高元音，而在「 tʃ-（tʂ-）＞ t- 」的條件音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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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止攝三等字一起變為 t- 的。而客家話中的「知」多讀為 t- ，

如梅縣、長汀、三都的「知」都讀 ti1 ，可見客家話中知組字讀為舌

尖塞音 t-、tʰ- 的情形並不屬於「 tʃ-（tʂ-）、tʃʰ-（tʂʰ-）＞ t-、tʰ- 」

的晚期語音演變結果。再來，我們也發現客家話中知組字若有文白異

讀的情況時，讀為舌尖塞音 t-、tʰ- 的情形往往是出現在白讀音中，

茲舉出海陸、四縣客語的字例： 

 

表 2-5  海陸四縣客語知組字文白異讀字例 

 中中央 知 值 追 適 逐 

海陸 

白讀 
tuŋ¹ ti¹ tat⁸ tui¹ tit⁸ tak⁷ 

海陸 

文讀 
tʃuŋ¹ tʃi¹ tʃʰit⁸ tʃui¹ ʃit⁸ tʃʰuk⁷ 

四縣 

白讀 
tuŋ¹ ti¹ tat⁸ tui¹ tit⁸ tak⁷ 

四縣 

文讀 
tsuŋ¹ tsï¹ tsʰït⁸ tsui¹ sït⁸ tsʰuk⁷ 

     

    由上表，我們可以發現，海陸、四縣客語中知三、章組字文白讀

的情況，白讀音總是讀舌尖塞音 t- ，與其相應的文讀音海陸客語是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46

舌尖面塞擦音 tʃ-、tʃʰ- ，四縣客語則是讀舌尖前塞擦音 ts-、tsʰ- ，我

們知道，白讀音是屬於方言中本有的，且是較早期的語音層次，因此，

客語中知三、章組字中的 t-、tʰ-語音層次，應早於讀舌尖面塞擦音 tʃ-、

tʃʰ- 的語音層次，屬於存古的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客家話中知三、章組字讀為舌

尖塞音 t-、tʰ- 的情形是早期的語音現象，應是上古音「端、知同源」

的遺跡。 

    關於端知同源的看法， 早是由錢大昕所提出，清代學者錢大

昕的研究發現，在上古時代，舌上音（知、徹、澄母）讀作舌頭音（端、

透、定母），因此他提出了「古無舌上音」的說法註 20，我們也可以從

古代典籍文獻、諧聲材料、反切資料中找到許多證據，例如： 

 

《左傳．成公五年》：「同盟于蟲牢」，杜注：「陳留封丘縣北有桐牢」。 

《史記．封禪書》：「康后有淫行，與王不相中」，索隱：「《三蒼》云：

中，得也」。 

《尚書．禹貢》：「瞻彼淇奧，綠竹猗猗」，《釋文》：「《韓詩》：竹

作□」。 

《論語．泰伯》：「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篤，《汗簡》云：「古

文作竺」。 

「董」从「重」聲、「逃」从「兆」聲、「悼」从「卓」聲。 

                                                 
20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云：「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

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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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音類隔的反切「罩，都教切」、「樁，都江切」、「縋，地偽切」。 

 

此說已為學者們所認同，董同龢（1979：14-15）就將知、徹、澄三母

的上古音擬為**t-、**tʰ-、**dʰ-，李方桂（1971：15）也將之擬為

**tr-、**thr-、**dr-，都表現了其上古為舌頭音的性質。 

    下面我們就列出各地客家話代表點，知組字遺留上古音的情形註

21： 

 

表 2-6  各地客語中知組字遺留上古音的情形 

地點 發音 
字數

統計 
例         字   （白讀音/文讀音） 

海陸 t 6 知 ti¹/ tʃi¹ 中中央 tuŋ¹/ tʃuŋ¹ 值 tat⁸/ tʃʰit⁸ 

   追 tui¹/ tʃui¹ 適 tit⁸/ ʃit⁸ 逐 tak⁷/ tʃʰuk⁷

四縣  t 6 知 ti¹/ tsï¹ 中當中 tuŋ¹/ tsuŋ¹ 值 tat⁸/ tsʰït⁸ 

   追 tui¹/ tsui¹ 適 tit⁸/ sït⁸ 逐 tak⁷/ tsʰuk⁷

梅縣  t 1 知 ti¹/ tsɿ¹   

河源 t 1 知 ti¹   

                                                 
21語料來源：四縣、海陸客語為筆者親自調查所得。其餘客家點語料引自李如龍、張雙慶

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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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汀  t 1 知 ti¹/ tʃɿ¹   

寧化   0    

大余  0    

寧都   0    

三都 t 1 知 ti¹/ tʂʅ¹   

     

    由上表，比較台灣、粵東、閩西、江西等地的客家話代表點知組

字遺留上古音的情形，我們在台灣的海陸和四縣客語中發現較多例

字，各有 6 例，其次在粵東的梅縣和河源、閩西的長汀、贛西北的三

都（銅鼓），各發現「知」字 1 例，而閩西的寧化、贛南的大余、贛

中的寧都則未發現讀為舌尖塞音 t-、tʰ- 的情形。若與「古無輕脣音」

的現象做一比較，九個客家話代表點都保有「古無輕脣音」的現象，

但保留「端知同源」的代表點數則只有六個，從各代表點的字例上來

看，保留「端知同源」的例字，也明顯少於保留「古無輕脣音」的例

字，這種現象應與上古聲母產生分化的年代先後有關，輕脣音是三十

六字母時期才分化出來的產物，而知組字的分化時代，何大安（1999：

90-91）曾經根據西晉竺法護譯《光讚經》卷第七〈摩訶般若婆羅蜜觀

品第十七〉的「悉曇」對音資料，指出知系字對捲舌音的 t ̩h、d、̩s ̩t ̩，

而以端系字對舌尖音 t、th、d、dh，顯示中古的 t̩h、d̩ 已經形成，又

根據《放光般若經》中「吒」字的對譯情形認為至遲在 286-29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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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知徹澄」、「端透定」已經二分。此外簡啟賢〈郭璞音〉（1990）

一文，根據郭璞（276-324 A.D.）《方言注》、《爾雅注》中的語音現象，

也發現舌頭、舌上音已經分化的情形。由此我們可知，知組字從端組

字分出的時間相當早，在西晉時期就已分出，也就是說，知組讀 t- 的

情形當是普遍存在於上古至西晉的時代，客家話中保留「端知同源」

的現象，正是反應此一時期的語音特點。 

    下面附帶列出海陸客語知組字保留「端知同源」的詳細情形情

況，以供參照註 22： 

 

表 2-7  海陸客語的知組字 

聲  母 發音 
字數 

統計 
例             字 

tʃ 32 中射中 tʃuŋ5 竹  tʃuk7 長生長  tʃoŋ³

tʃʰ 1 冢 tʃʰuŋ³     

ts 3 卓 tsok8   桌 tsok⁸     摘 tsak⁷ 

知 

t 8 知 ti¹ 追 tui¹ 啄 tuk⁷ 

tʃ 1 偵 tʃin¹     徹 

tʃh 11 丑 tʃhiu³ 恥 tʃhi³ 撐 tʃhaŋ⁵ 

                                                 
22海陸客語語料為筆者親自調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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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ʰ 1 拆開 tsʰak⁵     

tʰ 1 暢 tʰioŋ⁵     

       

tʃʰ 57 沉 tʃʰim² 長長短 tʃʰoŋ² 姪 tʃʰit⁸ 

tsʰ 8 茶 tsʰa² 撞 tsʰoŋ⁵ 賺 tsʰon⁶ 

ʃ 2 召 ʃau⁵ 兆 ʃau⁵   

t 5 值 tat⁸ 逐 tak⁸ 瞪瞪眼 taŋ¹ 

澄 

tʰ 2 澄 tʰen⁶ 擇擇菜 tʰok⁸   

                

 

 

 

 

 

 

 

 

 



第二章 客家話的古漢語聲母、聲調成分 

 

 51

2.4 客家話保留上古精莊同源的現象 

 

    上古「精莊同源」的現象 早是由夏燮（1800-1875AD）所提出註

23，他認為正齒音二等字（莊組），古讀和齒頭音字（精組）相同，其

例證如下註 24： 

 

      《周禮．考工記弓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齒頭 

         音）為數（正齒音）」。 

      《周禮．司巫》：「館」，注引杜子春云：「（齒頭音）讀為 

         耡（正齒音）」。 

      《漢書》：「席用苴」，如淳讀「苴」（正齒音）為「租」（齒 

         頭音）。 

      《詩經．車攻》：「助我舉柴（正齒音）」《說文》引作「舉（齒 

         頭音）」。 

      《周禮．遂人》注：「鄭大夫云：耡（正齒音）讀為藉（齒頭 

         音）」。 

 

    此外，從諧聲材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許多精、莊兩組聲母互諧

                                                 
23 夏燮《述韻．論正齒當分兩支》：「正齒之字半與齒頭合，半與舌上合」，認為正齒音當

分兩類，一類和舌頭音相合，一類和齒頭音相合。「精莊同源」即是精系字和照系二等齒

頭音（莊系字）相合的情形。 
24 轉引自竺家寧先生 1992《聲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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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證： 

      秋（精組）－ 愁（莊組）    才（精組）－ 豺（莊組）   

      肖（精組）－ 稍（莊組）    相（精組）－ 霜（莊組） 

 

另外，等韻門法中有「精照互用門」註 25，也都可以證明精、莊組字

有一個相同的來源，「精莊同源」的說法在古音學上已經確立，董同

龢、李方桂在擬測上古音時也都把莊組字的上古音擬成和精組字相同

的 **ts-、**tsʰ-、**dz-、**s- 。     

    在客家話中，中古精、莊、知、章組的唸法主要可分成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為精、莊、知、章組不分都讀為舌尖塞擦音或擦音 ts-、tsʰ-、

s- （四縣、梅縣、河源、寧化、大余、寧都 屬此類），第二種類型是

精、莊組讀為舌尖塞擦音和擦音 ts-、tsʰ-、s-而知、章組或讀為舌尖面

塞擦音和擦音 tʃ-、tʃʰ-、ʃ- （海陸、長汀 屬此類），或者讀為舌尖後

塞擦音和擦音 tʂ-、tʂʰ-、ʂ-（三都 屬此類），茲先列出各地客家話精、

莊、知、章組字的讀法如下： 

 

表 2-8  各地客家話精、莊、知、章組的類型 

例                     字 
地點 

葬宕精一 醬宕精三 壯宕莊三 帳宕知三 掌宕章三 

                                                 
25 元劉鑑《切韻指南》附有「門法玉鑰匙」，是集門法之大成，其中一條為「精照互用門」，

指精系字和照系二等字（莊系字）互相使用切語上字的情形。《四聲等子》則將此類併入

「類隔」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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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 tsoŋ⁵ tsioŋ⁵ tsoŋ⁵ tʃoŋ⁵ tʃoŋ³ 

四縣 tsoŋ⁵ tsioŋ⁵ tsoŋ⁵ tsoŋ⁵ tsoŋ³ 

梅縣 tsɔŋ⁵ tsiɔŋ⁵ tsɔŋ⁵ tsɔŋ⁵ tsɔŋ³ 

河源 tsɒŋ⁵ tsyɒŋ⁵ tsɒŋ⁵ tsɒŋ⁵ tsɒŋ³ 

長汀 tsɔŋ⁵ tsiɔŋ⁵ tsɔŋ⁵ tʃɔŋ⁵ tʃɔŋ³ 

寧化 tsɔŋ⁵ tsiɔŋ⁵ tsɔŋ⁵ tsɔŋ⁵ tsɔŋ³ 

大余 tsɔ̃⁵ tɕiɔ̃⁵ tsɔ̃⁵ tsɔ̃⁵ tsɔ̃³ 

寧都 tsɔŋ⁵ tsiɔŋ⁵ tsɔŋ⁵ tsɔŋ⁵ tsɔŋ³ 

三都 tsɔŋ⁵ tsiɔŋ⁵ tsɔŋ⁵ tʂɔŋ⁵ tʂɔŋ³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不管精、莊、知、章組的唸法是屬於第一

種類型或第二種類型，精、莊組字都是唸為舌尖塞擦音或擦音 ts-、

tsʰ-、s-，也就是精、莊組字都是唸同音的，其中，大余客語精母「醬」

字讀為 tɕ-，乃是在細音前顎化的結果，tɕ-與 ts-並非對立音位。客家

話這種精、莊組字讀音相同的情形，是否為一種存古的語音現象，亦

即保留了上古「精莊同源」的現象？還是由於後期的語音合流所造成

的結果？對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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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學者認為客家話中的精、莊組字唸成一樣，是唐代以後莊組

字併入精組字的結果。羅美珍、鄧曉華（1995）就指出，客家話知、

莊、章合流，讀如精組 ts-，這是一個較晚的層次，是歷史音變的結果，

它的早期形式應是知、章合一，莊獨立，同時他認為，客家話精、莊

組早期是分立的，莊組字在閩西客家話中讀如精組，這是切韻 *ts-＞

ts- ，*ts̩-＞ts- 歷史音變的結果。 

    對此，藍小玲（1999：42-43）曾經根據客語知、章組不分的共時

形式，以及客家話中沒有發現知、章組曾經有過二分的痕跡的情況，

認為客家話知組、章組字從端組分化出來的時間較北方方言晚，當北

方像玄應音那樣，章組已分立時，客家先民區的知、章組仍不分，也

就是說舌齒音在客家話中的演變速度比北方話慢，是較保守的
註 26，

此外，又根據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唐五代西

北方音》、〈唐五代的北方語音〉等所反映出來的語音演變順序是---

正齒音二三等（莊組、章組）合併之後，舌上音（知組）才混入正齒

音。如果假設精莊分立是早期的現象，精莊合一是晚期的現象的話，

也就等於說客家話是知章先合併，精莊先合併而後部分地區才再有

精、莊、知、章四組合一的變化，如果是這樣，那麼客家話的舌齒音

演變速度就是比北方話快了，如此則前後矛盾，源流顛倒了。因此，

客家話的精、莊合一是早期的語音現象，莊組在客語中應該是一直沒

有分化出來的。我們認為，藍小玲的看法比較能符合漢語總的語音演

變方向，是較具解釋力的。 

                                                 
26 藍氏甚至認為客家話的知、章組字，根本不存在二分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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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客家話精、莊組早期應是分立的學者，他們主要的立論基礎

是，現今客家話的精、莊組字的聲母雖然看不出差別，但是，精、莊

母字在韻母上卻有不同形式的表現，由此推定這是客家話的精、莊母

字曾經分立的痕跡。這樣的推論是危險的，我們如何能證明這些韻母

的不同是來自於聲母的不同，它們是否可能原本就是韻母的不同？ 

    若我們從表 2-8 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同攝中的莊組字聲母總是跟

精組字相同，但是，「醬」、「壯」的韻母卻往往不同，「醬」（精組三

等）讀為細音，「壯」（莊組三等）則讀洪音，此種精、莊組字韻母有

不同形式表現的現象，還發生在其他韻攝中，下面再舉出一些例子： 

 

表 2-9  各地客家話精、莊組字的韻母形式 

例                      字 
客家點 

娶遇精三 粗遇精一 初遇莊三 酒流精三 走流精一 瘦流莊三 

海陸 tsʰi³ tsʰu¹ tsʰu¹ tsiu³ tseu³ seu⁵ 

四縣 tsʰi³ tsʰu¹ tsʰu¹ tsiu³ tseu³ seu⁵ 

梅縣 tsʰi³ tsʰɿ¹ tsʰɿ¹ tsiu³ tsɛu³ sɛu⁵ 

河源 tsʰy³ tsʰu¹ tsʰuɔ¹ tsiu³ tsuai³ suai⁵ 

長汀 tsʰi³ tsʰu¹ tsʰu¹ tsiəɯ³ tsəɯ³ səɯ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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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化 tsʰiəɯ³ tsʰu¹ tsʰu¹ tsiəɯ³ tsəɯ³ səɯ⁵ 

大余 tsʰy³ tsʰu¹ tsʰu¹ tɕiu³ tsæ³ sæ⁵ 

寧都 tsʰiu³ tsʰu¹ tsʰu¹ tsiu³ tsəu³ səu⁵ 

三都 tsʰi³ tsʰɿ¹ tsʰɿ¹ tsiu³ tsɛu³ sɛu⁵ 

 

    由上表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客家話精、莊組三等字的韻母

往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精組三等字讀為細音，莊組三等字則讀洪

音，有趣的是，莊組三等的韻母又總是與同攝的一等精組字韻母相

同。這似乎透露出客家話的莊組三等字，原本可能並非三等字，它們

可能另有來源。 

    從漢語語音史來看，莊組字 早與精組字是同源的，其後在二等

（-r-介音）的條件下，聲母與精組字分開，後來部分莊組字又變入了

三等，於是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的精組字分布於一、三、四等，莊組

分布於二、三等字的情形。對於莊組三等字的來源，董同龢（1944：

20-28）曾經根據：1、莊組二等字，在《廣韻》中可以做為其他各母

字的反切下字，但莊組三等字就無此用法。2、莊組在中古各韻攝裡

的分配，往往是凡有獨立二等韻的他們就集結於二等韻，在沒有獨立

二等韻的地方才全在三等韻出現的情形。3、長江中游一帶的西南官

話方言與部分粵語中，魚虞兩韻的莊組字也有韻母方面不同於其他各

母的痕跡，它們是因為莊組字原來無有-i-介音所造成的情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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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莊組三等字在相當的二等韻裡有同母的又讀等等主要證據，論證

了莊組字 早只有二等韻，莊組三等字乃是後期從莊組二等字變過去

的。因此，在上古時期，莊組應當只出現於二等，與精組一、三、四

等形成互補。從表 2-9 來看，客家話的莊組字韻母總是讀為洪音而與

三等韻細音的情況不同，這極可能是客家話莊組字仍保持上古時期的

二等形式而沒有變入三等的情形，對此，江敏華（2003：74-75）曾經

進行深入的探討，認為客家話和贛語的莊系字始終保持古代精莊同源

的格局，它們保持二等形式而沒有變入三等韻，因此讀為洪音，此外

她又舉出例證說明精系一等字和莊系字同音的現象是由於一、二等合

流所造成的
註 27，江氏的看法，合理解釋了客家話精、莊組字在韻母

上呈現出不同樣貌的現象。此外，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1999）

也認為客、贛方言中精、莊讀音相同的情形，應是保留了上古語音的

情況。 

    由前面的論述，不論是從歷史語音比較上或從方言共時的角度來

探討，客家話中精、莊組讀音相同的情況，應是保留了古代「精莊同

源」的語音現象。 

    「精莊同源」是哪一個時期的語音現象？何大安（1999）認為東

漢王肅時代（195-256 A.D.）已有精變莊的跡象，不過例子極少，也只

能看成是精變莊在文獻中「露頭」的 早年代。柯蔚南（1977、1983）

認為，東漢時精組、莊組並未分立，到了魏晉時期精、莊組才分化為

                                                 
27 在客家話中仍然保持一、二等分別的攝中（如：蟹、山、效、咸四攝），同攝的精系一

等字和莊系字便不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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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莊組字在漢魏以後是否已經完整形成，何大安〈古漢語聲母演變

的年代學〉（1999：98-99）一文曾經綜合各家的研究，列出一表可資

說明： 

 

 相關年代 相關地區 莊 崇 

鄭玄 127 - 200 山東高密 ？ ？ 

王肅 195 - 256 江蘇東海 ＋ （＋） 

韋昭 204 - 273 江蘇丹徒 ？ ？ 

孫炎 220 - 265(?) 河南盧氏 （＋） ＋ 

呂忱 260(?) - 310 山東曲阜 ＋ ＋ 

郭象 (?) - 312 河南武陟 ＋ （＋） 

崔譔 265 - 316 河北清河 ？ ？ 

郭璞 276 - 324 山西聞喜 ＋ （＋） 

劉昌宗 317 - 420 （？） ＋ ＋ 

李軌 317 - 420 湖北武昌 ＋ （＋） 

徐邈 334 - 397 江蘇丹徒 ＋ ＋ 

向秀 370 - (?) 河南沁揚 ？ ？ 

何胤 446 - 531 安徽廬江 （＋） （＋） 

沈旋 460 - 530(?) 浙江吳興 ＋ （＋） 

沈重 500 - 582 浙江吳興 （＋） （＋） 

王元規 515 - 589 山西太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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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袞 519 - 581 浙江海寧 （＋） （＋） 

顧野王 519 - 581 江蘇吳縣 ＋ ＋ 

施乾 (?) - 588 （？） （＋） ＋ 

謝嶠 (?) - 588 （？） （＋） （＋） 

陸德明 555 - 627 江蘇吳縣 ＋ ＋ 

（表中「＋」表該聲母可分立，「？」表示資料不足，該聲母不能判斷是否

可分立，「（＋）」表示資料不足，是由其他聲母推測其可能分立。）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各種歷史文獻資料所反應的情況頗有不同，

例證多寡也不一，使我們無法判定莊組字完整形成的確切年代，其中

也可能有方音不同的因素存在，造成各家看法的不一致，因此，究竟

實際情況如何，仍然有待更多的文獻材料、更有系統的研究才能論定

註 28，在此我們暫時先以陸德明（555-627 A.D.）作為莊組形成的時間

下限。 

    綜上所述，客家話中的「精莊同源」是一種成系統的語音現象，

它應是反映先秦以來到齊梁陳隋時期的語音情況。 

 

 

                                                 
28 由於古漢語文獻多重視押韻，因此古漢語的韻母研究很早就已經開展，研究成果豐碩，

相形下對古漢語聲母的研究就較晚受到注意，研究的成果有限，又由於學者的取材不同，

對於材料的解讀不同，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頗不一致，在此情況下，想要確切了解從上古

到中古之間各個時代的聲母演變情況，仍有待進一步全面性、系統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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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客家話的古漢語聲調現象 

 

    在漢語方言中影響聲調演變的因素，主要是聲母的發音方式和韻

尾，古聲母的清濁往往制約著聲調的發展，客家話中的「濁上歸陰平」

即屬一例。客家話中部份古全濁聲母、次濁聲母字讀陰平的現象，是

許多學者共同認同的客家話與其他漢語方言的重要區別特徵，這也是

客家話中的一種古漢語語音現象，本節我們將針對此種聲調現象進行

探討。 

    橋本萬太郎在《The Hakka Dialect：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Syntax,and Lexicon.》（1972：440-441）一書中首先指出「次

濁上歸陰平」是客家話內部一致而區別於其他漢語方言的特徵現象，

黃雪貞在〈客家方言聲調的特點〉（1988）一文，更進一步指出客家

話全濁上、次濁上都有部分字讀陰平的現象，這是客家話聲調的特

點。此後，許多學者皆認同全濁上聲和次濁上聲字部分變讀為陰平

調，可以說是客家話中 顯著的語音特點，尤其是與贛方言相區別的

重要特徵，直到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1999：296-299）一書

中指出贛方言中許多地區也存在古全濁聲母、次濁聲母字讀陰平的語

音現象，且這種現象是贛方言自身的特點，並不是客家方言影響的結

果，才使大家了解到「濁上部分歸陰平」應該是客、贛語共有的語音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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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列出客家話中全濁上、次濁上讀陰平的例字： 

（1）全濁上歸陰平的例字--- 

坐、簿、舅、被棉被、近、動、徛、拌甩、厚、斷、後、柿、柱、旱、

舐、肚、下下來、拒、辮、伴作伴、臼、在、抱、弟、是、淡味淡、苧、丈

姑丈、上上山、重輕重、社、圈。 

 

（2）次濁上歸陰平的例字--- 

鯉、忍、養、冷、馬、買、滿、領、尾、懶、惱、暖、野、咬、軟、

柳、惹、猛、兩斤兩、籠、魯、乳、瓦、鹵、酉、卯、美、免、癢、禮、

理、畝、每、里、裏、嶺、語、有、友、演、某、雅、旅、蕊、阮、

勉、履、呂、奶、往、引。 

 

    各地客家話古全濁上、次濁上讀陰平的轄字多寡或有不同，以全

濁上歸陰平為例，海陸、四縣客語中有 28 個字例 多，河源、大余

只有 6 個 少，但凡變讀為陰平調者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皆為各地客家

話中的口語常用字，若有文白異讀的情形時他們多為白讀層，而且各

地客家話的情形多為古全濁上聲字在白讀音中讀為陰平調，在文讀音

中讀為去聲調，古次濁上聲字在白讀音中讀為陰平調，在文讀音中讀

為上聲調，茲以海陸客語為例： 

全濁上聲字白讀讀為陰平調，文讀讀為去聲情形---（白讀音/文讀音） 

 

「弟」tʰai¹（老弟）/ tʰi⁶（兄弟），「淡」tʰam¹（味淡）/ tʰam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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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斷」tʰon¹（斷掉）/ ton⁵（決斷），「近」kʰiun¹（很

近）/ kʰiun⁶（近視），「丈」tsʰoŋ¹（姑丈）/ tsʰoŋ⁶（二丈深），

「重」tʃʰuŋ¹（輕重）/ tʃʰuŋ⁶（重要），「在」tsʰoi¹（在家）/ tsʰai⁶

（好在），「上」ʃoŋ¹（上山）/ ʃoŋ⁵（上次），「下」ha¹（下來）

/ ha⁶（下次），「動」tʰuŋ¹（地動）/ tʰuŋ⁶（運動），「被」pʰi¹

（棉被）/ pʰi⁶（被打），「伴」pʰan¹（作伴）/ pʰan⁶（同伴）。 

 

次濁上聲字白讀讀為陰平調，文讀讀為上聲情形---（白讀音/文讀音） 

 

「兩」lioŋ¹（斤兩）/ lioŋ³（兩個），「猛」maŋ¹（火猛）/ men³

（猛力），「柳」liu¹（柳姓）/ liu³（楊柳），「野」ʒa¹（野生）

/ ʒa³（野外）。 

 

    從客家話古全濁上、次濁上讀陰平調多發生在白讀音的情形來

看，顯然這屬於客語的早期的、本有的語音現象，而客家話古全濁上

聲文讀層唸去聲、次濁上聲文讀層唸上聲，則與北方官話全濁上聲、

次濁上聲走向一致，應是後期受北方官話的影響所致。 

    各地客家話古全濁上字與古次濁上字的走向頗為一致，文讀層全

濁上讀陽去、次濁上讀陰上各地皆同，白讀層古全濁上、古次濁上聲

唸陰平也都相同，就字例數目上看，古全濁上聲白讀字比例愈高的客

家話其古次濁上聲白讀字數比例也愈高，此外，某些贛方言中有古全

濁上白讀層讀陽上調的特殊現象，如：蓮花、安福、遂川泉江、上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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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等地，同樣的它們的古次濁上白讀層也有讀陽上調的情形註 29，

由種種現象來看，我們認為客家話白讀層全濁上和次濁上讀陰平的情

況應該屬於同一個層次的語音情況，是同一個時期發生的語言現象，

使得他們在語言現象上有如此一致的表現。這是哪一時代的語音現

象？根據研究「濁上歸去」應是發生在公元九世紀的晚唐時代，王力

（1987：318）曾舉出晚唐李涪在《切韻刊誤》一書中批評《切韻》誤

認「恨、辨、舅、皓」等去聲字為上聲字的情形。李涪在他所作的《刊

誤》一書中，批評《切韻》把一些去聲字錯誤地歸為上聲字，他舉了

一些他讀起來應是去聲而《切韻》歸入上聲的例子，比如“恨、舅、

辨、皓”等等，這些字正好都是全濁聲母的字，可見在李涪那時的語

言裏，濁上已變成去聲了，他因為不瞭解《切韻》的語音是古音，他

的語音是音變的結果，因而以自己語音的立場上去批評《切韻》，認

為《切韻》把這些字的聲調歸錯了，因此王力認為這是晚唐時代濁上

變去的確證。對於「濁上歸去」是唐代的語音現象，許多學者都有相

同的看法（梅祖麟 1989、黃典誠 1993），因此，我們可以肯定這屬於

晚唐時期的語音現象。 

    客家話中全濁上聲多發生在白讀音中，讀去聲則多發生在文讀音

中，顯見全濁上聲讀陰平是一種早期的語音現象，也就是在濁上歸去

前的語音現象，因此合理推測客家話的「濁上歸陰平」的語音現象是

反映晚唐（公元九世紀）以前的語音現象，而這也意味著客家話在濁

上歸去發生前就已經形成，因此當漢語全濁上聲併入濁去聲時，客家

                                                 
29贛方言中古濁上字白讀層讀陽上調的情形可參江敏華（2003：152-153）。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64

話走的是自己的「濁上歸陰平」的特殊道路，而客家話中全濁上歸去

的現象則是後期受官話方言影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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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從聲母和聲調現象推測客家話的形成時代 

     

    本章中我們分別從客家話的章組字中的複聲母遺跡、連綿詞中的

複聲母遺存、保留古無輕脣音的現象、保留上古端知同源的現象和客

家話中保留上古精莊同源的情形等方面分析探討了客家話的聲母情

況，此外也探討了客家話中「濁上歸陰平」的聲調現象，此外，我們

也曾經針對這些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語音現象分別探討其代表的語音

時代，本節我們將綜合這些客家話的聲母、聲調情況以推測客家話可

能的形成時代。 

    首先，我們列出各地客家話的古漢語聲母、聲調現象及其對應的

時代關係，以利進行整體的推估： 

 

表 2-10  客家話保留古漢語聲母成分的情形 

分析成份 
推測可能的

代表年代 

海

陸

四

縣

梅

縣

河

源

長

汀

寧

化

大

余 

寧

都 

三

都

章組字中的

複聲母遺跡
先秦~漢末 ＊ ＊ ＊ ＊      

連綿詞中的

複聲母遺跡
先秦~漢末 ＊ ＊        

保存古無輕

脣音現象 
先秦~唐末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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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上古端

知同源現象 
先秦~西晉 ＊ ＊ ＊ ＊ ＊    ＊ 

保存上古精

莊同源現象 

先秦~齊梁

陳隋 
○ ○ ○ ○ ○ ○ ○ ○ ○ 

濁上歸陰平

的聲調現象 
晚唐以前 ○ ○ ○ ○ ○ ○ ○ ○ ○ 

（○表示完整保留，＊表示零星保留，空白表示沒有保留該聲母現象） 

 

    由上表中，可以發現各地客家話的聲母保留了許多先秦以來的語

音情況，甚至還也可以找到一般漢語方言中少見的上古複聲母的遺留

痕跡，且其中不乏成系統的語音現象，如「古無輕脣音」、「精莊同源」

皆是，這顯示出客家話聲母的存古性很高，這似乎也透露出客家話的

形成時代可能比一般認定的宋代或者明末清初要更早，誠如劉綸鑫

（1999b：29）所說：「舊誌所說的“ 客家話 ”僅具有狹義的性質，

即指明末清初從粵東北為中心的地區遷出的移民所說的話．．．這些

移民在遷離閩粵贛交界地之前就是說這種方言。也就是說，和贛方言

一樣，客家方言的得名與這種方言本身的形成也是不同時的」。劉綸

鑫（2004）更進一步認為：「贛、閩、粵三省交界地的方言，即後來

稱之為“客家”的方言，不僅在明末清初以前，甚至在羅香林所謂前

三次北民南遷以前已經形成」。若從客家話中保留的古漢語聲母情況

來看，劉綸鑫的看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實際的情況仍必須有更進

一步的論證，不論如何，在進行客家話形成年代的研究工作時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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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忽略這樣的語音現象。 

    綜合各地客家話古漢語聲母、聲調的現象，先捨去零星殘存的遺

跡，只選取成系統的語音現象以進行斷代，「古無輕脣音」屬於先秦

至唐末間的語音現象，「精莊同源」屬於先秦至齊梁陳隋間的語音現

象，而「濁上歸陰平」的聲調現象屬於晚唐以前的語音現象，依照各

個語音現象所反映出的時代交集點，亦即，從聲母、聲調的語音現象

來看，推測客家話形成的年代是在先秦至齊梁陳隋之間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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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客家話的古漢語韻母成分 
 

    本章我們將針對客家話韻母中保留古漢語的語音情況進行探

討，以韻類進行比較分析，結合歷史比較法和歷史文獻考證法進行比

較分析，並以此推測客家話可能的形成時代。客家代表點仍然選取廣

東（梅縣、河源）、江西（大余、寧都、三都）、福建（長汀、寧化）、

台灣（海陸、四縣）等九個代表點以為主要探討對象。古漢語的語音

狀況，主要依據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周祖謨 1996《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王力 1987《漢語語音史》、

周祖謨 1966〈宋代汴洛語音考〉等，並參酌相關的韻書、韻圖以及其

他學者的相關論著以進行探討。  

 

 

3.1 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的保留 

     

    客家話中保有完整的陽聲韻尾-m、-n、-ŋ和入聲韻尾 -p、-t、-k

的情形是 為一般學者所注意的特點之ㄧ，同時它也反應出客家話保

留古漢語音韻成分的特點，以下我們將針對各地客家話的陽聲韻尾和

入聲韻尾的情況進行分析探討。 

 

3.1.1 各地客家話的陽聲韻尾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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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地域來看，各地客家話中的陽聲韻尾分布情況不盡相同，為了

能夠較清楚地呈現其樣貌，下面我們先以「攝」為單位，列出各地客

家話陽聲韻尾的情況：  

 

表 3-1  客家話陽聲韻尾的情況 

韻  攝 

客家話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海 陸 -m -m -n -n -ŋ -ŋ -n -n (文) 

-ŋ (白) 

-ŋ 

四 縣 -m -m -n -n -ŋ -ŋ -n -n (文) 

-ŋ (白) 

-ŋ 

梅 縣 -m -m -n -n -ŋ -ŋ -n -n (文) 

-ŋ (白) 

-ŋ 

河 源 -m -m -n -n -ŋ -ŋ -n -n (文) 

-ŋ (白) 

-ŋ 

長 汀 -ŋ / ~ 

  

-ŋ -ŋ / ~

 

-ŋ -ŋ -ŋ -ŋ -ŋ -ŋ 

寧 化 -ŋ -ŋ -ŋ / ~

 

-ŋ / ~

 

-ŋ -ŋ -ŋ ~ (文) 

-ŋ (白) 

-ŋ 

大 余 ~ -ŋ ~ -ŋ / ~

 

~ 

 

~ 

 

-ŋ / ~

 

-ŋ / ~ 

 

-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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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都 -m -m -n -n -ŋ -ŋ -ŋ -ŋ -ŋ 

 

三 都 -n -n -n -n -ŋ -ŋ -n -n (文) 

-ŋ (白) 

-ŋ 

（ ~ 表鼻化韻） 

 

    由上表可以看出，台灣、粵東和江西的寧都客語都有-m、-n、-ŋ

三個鼻音韻尾，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只具有-ŋ韻尾和鼻化韻，江西

的客籍話三都（銅鼓）客語只具有-n、-ŋ二個鼻音韻尾。哪一種現象

是存古的呢？純粹站在方言比較的立場來判斷，擁有-m、-n、-ŋ三個

鼻音韻尾的台灣、粵東和江西的寧都客語應屬較為存古，而只具有-ŋ

韻尾和鼻化韻的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客語應屬較為創新，因為在相

同的元音條件下，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的-ŋ韻尾或鼻化韻分別對應

於台灣、粵東和寧都客語的-m、-n、-ŋ，就音理上，若不看成合流的

現象，我們很難解釋在何種音韻條件下，-ŋ韻尾或鼻化韻可以分化出

-m、-n、-ŋ 三個鼻音韻尾。再從古音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咸、深兩攝

中古屬於-m 韻尾，山、臻兩攝中古是屬於-n 韻尾，宕、江、曾、梗、

通等攝中古則是-ŋ韻尾，不但中古如此，在上古時代已是這樣的情

形，此點可以從學者們擬測的上古音情形中清楚看出（董同龢  

1944；王力 1957；周法高 1970；李方桂 1971；張琨 1972；余迺永 1985；

鄭張尚芳 1987；Baxter1992），顯然在上古時代這些韻攝同樣也具有鼻

音韻尾。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72

    所以，就陽聲韻尾來看，客家話中的海陸、四縣、梅縣、河源、

寧都是保留古漢語鼻音韻尾較為完整的客家話，應屬於 早的語音情

況，其中寧都曾、梗二攝-ŋ韻尾保存完整，未有其他客家點轉變成-n

的現象，尤為存古。其次是三都的-m 韻尾發生語音演變與 -n 合流，

其餘 -n、-ŋ大致上皆維持不變的情形。 後是長汀、寧化、大余的-m、

-n、-ŋ 轉變成-ŋ 韻尾或發生失落形成鼻化韻，甚至完全失落成為開尾

韻的情形。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客家話鼻音韻尾的演變歷程表示如

下： 

 

     -m、-n、-ŋ   ＞   -n、-ŋ   ＞    -ŋ、~   ＞  -Ǿ 

  （海陸、四縣等）     （三都）     （長汀、寧化等） 

     

    各地客家話保存古漢語鼻音韻尾的詳細情形，我們將以「攝」為

單位進行細部的探討： 

 

1、咸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除了少部份字有唸成 –n 韻尾外（例

如：「坍、毯、貶、賺」等字，河源還增加了「凡、犯、泛」等字也

讀–n 尾），其餘都保持唸-m；長汀除了「鐮」讀 ŋiam²保留-m 尾外，

其餘字皆讀成舌根鼻音韻尾-ŋ或成為鼻化韻，其中「杉」讀 sa¹其韻

尾已完全失落了；寧化則韻尾全部後移讀成舌根鼻音韻尾-ŋ；大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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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讀成鼻化韻，其中「杉」甚至已完失落其韻尾而讀成 sa¹；三都韻

尾全部後移讀成舌尖鼻音韻尾-n，其中「杉」甚至已完全失落其韻尾

而讀成 sa¹。 

 

2、深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除了少部份字有唸成 –n 尾韻外（例

如：品、稟等字），其餘都保持唸-m；長汀、大余韻尾都後移讀成舌

根鼻音韻尾-ŋ，寧化除了少部份字讀成鼻化韻外（例如：「參、森」

讀 sɛ̃i¹），其餘都後移讀成舌根鼻音韻尾；三都韻尾則全部後移讀成舌

尖鼻音韻尾-n。 

 

3、山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三都除了少部份字外（例如：海陸、

四縣的「禪、蟬」讀成-m，寧都「閂」讀 suaŋ¹），其於大部分都保持–n

韻；長汀、寧化則後移讀成舌根鼻音韻尾-ŋ或讀成鼻化韻；大余則全

都讀成鼻化韻了。 

 

4、臻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三都除了少部份字外（例如：海陸、

四縣的「欣、慎」讀成-m，「寅」韻尾完全失落），其於大部分都保持

讀–n 韻；寧化、大余則後移讀成舌根鼻音韻尾-ŋ或讀成鼻化韻，大

余的「昏」讀 huə78 韻尾甚至完全失落；長汀的-n 韻尾則全都後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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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舌根鼻音韻尾-ŋ了。 

5、宕、江、通攝--- 

除了大余的宕、江二攝讀成鼻化韻外（其中宕攝的「讓」讀 liɔ¹，則

是韻尾完全失落的情形），其餘各點則皆保留舌根鼻音韻尾-ŋ的讀

法，與-m、-n 韻尾相較，-ŋ似乎較為保守，不易發生語音轉變的情

形。 

 

6、曾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三都除了少部份字有保留 –ŋ尾韻外（例

如：海陸、四縣「瞪瞪眼」的白讀唸成 taŋ¹），其餘都唸城-n；長汀、寧

化、寧都除了一小部份字外（例如：寧化「肯、能、層」讀為鼻化韻，

寧都「蒸」讀為-n 韻尾），其餘皆保留舌根鼻音韻尾-ŋ的讀法；大余

則是一部份保留舌根鼻音韻尾-ŋ的讀法，一部份則變為鼻化韻。與其

它攝不同的是，從曾攝保留舌根鼻音韻尾-ŋ 的情況來看，長汀、寧化、

大余在此顯出較保守的層次，如此看來，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創新的

語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也可能是相對保守的。 

 

7、梗攝--- 

梗攝是客家話中文白異讀層次 明顯的韻攝，除了大余外（有一部分

字白讀字轉變為鼻化韻），其餘各點客家話白讀大都保留舌根鼻音韻

尾-ŋ的讀法，其中較特別的有寧都、長汀不論文白讀皆讀為舌根鼻音

韻尾-ŋ，而海陸、四縣的「打」讀 ta³則完全失落了-ŋ 韻尾，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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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的梗攝白讀音多讀為低元音，庚三讀-aŋ這點也符合上古時代

的音韻現象。在文讀音方面，海陸、四縣、梅縣、河源、三都皆讀-n

韻尾，寧化的文讀則多讀為鼻化音，大余則是一部份讀為-ŋ韻尾，一

部份讀成鼻化韻。 

     

    上古以來的-m、-n、-ŋ三個鼻音韻尾是在何時開始發生轉變？從

唐代詩人的用韻情形來看，初唐到盛唐的詩文用韻並未發生不同鼻音

韻尾間的通押現象註 30，顯見此時期-m、-n、-ŋ三個鼻音韻尾未有混淆

的情形發生，而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2005）一書根據日譯漢

音、越南譯音等資料，發現唐初（七世紀）的中古漢語中，-m、-n、

-ŋ三個鼻音韻尾仍然完整保留，到了晚唐時期（九世紀）-m、-n鼻音

韻尾保存完整，而舌根鼻音韻尾 -ŋ則有變成擦音-ɣ的傾向，顯見舌根

鼻音韻尾 -ŋ已經開始有轉變的跡象。此外，從南宋朱熹《詩集傳》

中，可以找出不少-m、-n、-ŋ三個鼻音韻尾相混的例子註 31，這應該是

在朱熹時代，已有陽聲韻尾字形成了鼻化音的情形所造成的現象。綜

上所述，我們認為 -m、-n、-ŋ三個鼻音韻尾在晚唐五代時期已有開始

發生轉變的跡象，到了宋代逐漸有形成鼻化音的情形，因此，我們推

測-m、-n、-ŋ三個鼻音韻尾完整保留的時代應該是在宋代以前的時期，

因此，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等客家話中完整保存-m、-n、

-ŋ三個鼻音韻尾的情形是反映客家話早期的語音特點，應屬於上古到

                                                 
30 參儲泰松 2005《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一書。 
31 參許世瑛 1974《許世瑛先生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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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之間的語音現象。 

 

 

3.1.2 各地客家話的入聲韻尾情況 

     

    如同陽聲韻尾的情況，各地客家話的入聲韻尾情形也不盡相同，

為了能夠較清楚地呈現其樣貌，同樣的我們以「攝」為單位，先列出

各地客家話入聲韻尾的情況，以利比較：  

 

表 3-2  各地客家話的入聲韻尾情形 

韻  攝 

客家話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海 陸 -p -p -t -t -k -k -t -t (文) 

-k (白) 

-k 

四 縣 -p -p -t -t -k -k -t -t (文) 

-k (白) 

-k 

梅 縣 -p -p -t -t -k -k -t -t (文) 

-k (白) 

-k 

河 源 -p -p -t -t -k -k -t -t (文) 

-k (白)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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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汀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寧 化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大 余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Ǿ 

寧 都 -p -p -t -t -k -k -k -k -k  

 

三 都 -t -t -t -t -k -k -k/-t -t (文) 

-k (白) 

-k 

（ -Ǿ 表韻尾完全失落） 

     

    由上表可以看出，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和寧都客語都有-p、

-t、-k 三個塞音韻尾，江西的三都（銅鼓）客語只具有-t、-k 二個塞音

韻尾，長汀、寧化、大余客語則都是開尾韻。究竟哪一種現象是屬於

存古？哪一種是屬於創新？首先從方言比較的立場來判斷，擁有-p、

-t、-k 三個塞音韻尾的台灣、粵東和江西的寧都客語應屬較為存古，

而只具有開尾韻的閩西客語和江西的大余應屬較為創新，我們只要拿

同屬閩西的武平和江西的贛縣客語一起比較，就可證明： 

 

表 3-3  各地客家話-p  -t  -k 韻尾比較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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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縣 武平 長汀 寧化 寧都 贑縣 大余 三都 

塔咸攝 tʰap⁷ tʰaʔ⁷ tʰa²⁷ tʰɑ⁷ tʰap⁷ tʰaʔ⁷⁸ tʰə¹ tʰat⁷ 

鐵山攝 tʰiat⁷ tʰiɛʔ⁷ tʰe²⁷ tʰie⁷ tʰiat⁷ tʰiɛʔ⁷⁸ tʰie⁷⁸ tʰiɛt⁷ 

捉江攝 tsɔk⁷ tsɔuʔ⁷ tʃo²⁷ tso⁷ tsɔk⁷ tsoʔ⁷⁸ tso¹ tsɔk⁷ 

 

閩西的武平和江西的贛縣客語喉塞音韻尾-ʔ，在相同元音的條件下分

別對應於-p、-t、-k 三個塞音韻尾，若不看成合流現象，我們很難解

釋在何種音韻條件下，-ʔ 韻尾分化出三個不同的塞音韻尾。長汀、寧

化、大余的開尾韻則是塞音韻尾失落後的現象。再從古音情況來看，

咸、深兩攝中古是屬於-p 韻尾，山、臻兩攝中古是屬於-t 韻尾，宕、

江、曾、梗、通等攝中古則是-k 韻尾，他們在上古時代就是這樣的情

形，從學者們擬測的上古音系統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些韻攝在上古時

代就是這種情形（董同龢  1944；王力 1957；周法高 1970；李方桂

1971；張琨 1972；余迺永 1985； Baxter1992），因此，就入聲韻尾來

看， 早期的情況應該是像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客語具有

-p、-t、-k 三個塞音韻尾的情形，其中寧都曾、梗二攝-k 韻尾保存完

整，未有其他點轉變成-t 的現象，尤為存古；其次是三都的-p 韻尾發

生語音演變與 -t 合流，其餘 -t、-k 皆維持不變的情形；再來是武平、

贛縣所有塞音韻尾都弱化為-ʔ 的情形， 後是長汀、寧化、大余的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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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尾發生失落，成為開尾韻的情形。客家話塞音韻尾的演變歷程可

以大致表示如下： 

 

   -p、-t、-k   ＞   -t、-k    ＞     -ʔ     ＞     -Ǿ 

（海陸、四縣等）   （三都）    （武平、贛縣） （長汀、寧化等） 

     

    長汀、寧化、大余的塞音韻尾發生失落後，其聲調上也產生了一

些轉變，大體上的情形是，長汀客語的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

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入了陽去調；寧化客語的陰入調保持原調類，

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了部份的入聲調類，但陰

入調與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則併入了陰平調中。此

外，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轉變為鼻音韻

尾或鼻化韻的情形，例如：長汀「乏」唸 faŋ⁶，大余「忽」唸 huɛ̃¹、「笛」

唸 tʰiã³等皆是，還有一些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轉變成元音

韻尾的情形，例如：長汀「物」唸 vei²、「綠」唸 təɯ⁶，寧化「足」

唸 tsiəɯ⁷、「肉」唸 ŋ iəɯ⁶等皆是。 

    關於各地客家話中留存古漢語塞音韻尾的詳細情形，以下我們將

以「攝」為單位進行細部的探討： 

 

1、 咸、深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除了少部份字有唸成 –t 韻尾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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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陸、四縣咸攝「乏、鐵」和深攝的「蟄」等字，梅縣、河源咸

攝「乏、鐵、法、壓」等字也讀–t 尾），其餘都保持唸-p 韻尾。三都

則所有的-p 韻尾全都變成了-t 韻尾了。長汀、寧化、大余的塞音韻尾

-p 皆已完全失落，長汀客語的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入了陽平

調（也有零星字併入陰去調，如：「壓」讀 a⁵），陽入調併入了陽去調，

特別的是長汀客語的「乏」唸 faŋ⁶，乃是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

尾後轉變為鼻音韻尾的情形；寧化客語的陰入調保持原調類，陽入調

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了部份的入聲調類，但陰入調與

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則大多併入了陰平調中，只有少

數零星字併入陰上調，如：「葉」讀 ie³、「鴿」讀 kuə³。 

 

2、 山、臻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三都除了少部份字唸成 –p 韻尾外

（例如：海陸、四縣山攝「屑」、河源山攝的「孽」字），其餘都保持

唸-t 韻尾；長汀、寧化、大余塞音韻尾-t 皆已完全失落，長汀客語的

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入了陽去調，特

別的是「物」唸 vei²，乃是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轉變為元

音韻尾的情形；寧化客語的陰入調保持原調類（有零星字併入陰平

調，如：「挖」讀 vie¹），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

了部份的入聲調類，但陰入調與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

則大多併入了陰平調中，只有零星字併入陽平調，如：「月」讀 nyə²，

特別的是「忽」唸 huɛ̃¹，乃是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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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化韻的情形。 

 

3、 宕、江、通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三都除了少部份字外（例如：通攝

「辱」三都讀 iuʔ⁸，韻尾弱化成-ʔ，「禿」海陸、四縣讀成-t，又如：

宕攝「摸、錯」二字，除了梅縣的「錯」還讀-k 外，其他各點「摸、

錯」的韻尾皆已完全失落），其餘都保留舌根塞音韻尾-k 的讀法。長

汀、寧化、大余原有的舌根塞音韻尾-k 皆已完全失落，讀成了開尾韻，

長汀客語的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入了

陽去調（也有零星字併入陰去調，如：「欲」讀 iəɯ⁵）；寧化客語的陰

入調保持原調類，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了部份

的入聲調類，但陰入調與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則大多

併入了陰平調中，只有少數零星字併入陰上調，如：「角」讀 ko³。值

得注意的是，在長汀、寧化客語的通攝中有許多古入聲字在喪失塞音

韻尾後產生了元音韻尾的情形，例如長汀「六」讀 təɯ²、「局」讀

tʃʰiəɯ⁶，寧化「玉」讀 ŋiəɯ⁷、「俗」讀 siəɯ⁶ 。 

 

4、 曾攝--- 

海陸、四縣、梅縣、河源除了少部份字外（例如：海陸、四縣「憶、

億」韻尾-k 已完全失落），其餘都轉讀為舌尖塞音韻尾-t 的讀法；寧

都完全保留了舌根塞音韻尾-k；三都則一部份保留舌根塞音韻尾-k，

一部份轉讀為舌尖塞音韻尾-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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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汀、寧化、大余原有的舌根塞音韻尾-k 皆已完全失落，讀成了開尾

韻，長汀客語的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

入了陽去調；寧化客語的陰入調保持原調類，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

中；大余客語中少數字保留入聲調類，例如：「得」唸 te⁷，其餘大部

分的入聲調則併入了陰平調中。 

 

5、 梗攝--- 

梗攝的入聲字同樣是文白異讀層次明顯，除了長汀、寧化、大余外，

其餘各點客家話白讀層皆保留舌根塞音韻尾-k 的讀法，其白讀的主要

元音也多為低元音。文讀層則讀為舌尖塞音韻尾-t（寧都的文白讀皆

讀成-k）。長汀、寧化、大余的古入聲字不分文白讀，塞音韻尾-k 都

完全失落了，是屬於演變速度較快的方言，其中，長汀客語的入聲調

類完全消失，陰入調併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入了陽去調；寧化客語

的陰入調保持原調類，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了

部份的入聲調類，但陰入調與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則

大多併入了陰平調中，只有少數零星字併入陰上調，例如：「笛」讀

tʰiã³，值得注意的是，此字也有古入聲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產生了鼻

化韻尾的情形發生。 

  

    上古以來的-p、-t、-k 三個塞音韻尾究竟在何時發生轉變？從古

代典籍來看，古漢語的-p、-t、-k 三個塞音韻尾，到了北宋時代已經

有所轉變，我們可由《四聲等子》中入聲-t、-k 配陰聲而-p 只配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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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推知入聲韻尾在當時只剩 -p、-ʔ韻尾，此種現象在邵雍的《聲

音倡和圖》中也有反應，而在宋代的詞韻、朱熹《詩集傳》叶音、《九

經直音》等文獻中更顯示出-p、-t、-k 三個塞音韻尾相互混用，已經

變為-ʔ 的事實，而根據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2005）一書的研

究，唐初（七世紀）的中古漢語中， -p、-t、-k 三個塞音韻尾仍然完

整保留，到了晚唐（九世紀）的古漢語中，-p、-t、-k 三個塞音韻尾

則有變成擦音的傾向，馬伯樂認為：「這是韻尾消失的初級階段」

（2005：66）。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推測， -p、-t、-k 三個塞音韻尾完

整保留的時代應該是在上古到唐末之間的時期，因此，海陸、四縣、

梅縣、河源、寧都等客家話中完整保存-p、-t、-k 的情形是反映客家

話早期的語音特點，應屬上古到唐末之間的語音現象。 

 

 

3.1.3 小結 

     

    本節中我們曾經就各地客家話中保留陽聲韻尾-m、-n、-ŋ和入聲

韻尾 -p、-t、-k 的情形進行探討，從各地客家話保留鼻音韻尾-m、-n、

-ŋ的情形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客家話鼻音韻尾的演變歷程應為： 

      -m、-n、-ŋ   ＞   -n、-ŋ   ＞    -ŋ、~   ＞  -Ǿ 

   （海陸、四縣等）    （三都）    （長汀、寧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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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項文獻材料，我們推測-m、-n、-ŋ三個鼻音韻尾完整保留的時

代應該是在宋代以前的時期，因此，海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

等客家話中完整保存-m、-n、-ŋ三個鼻音韻尾的情形應屬於上古到晚

唐五代之間的語音現象。 

    此外，從各地客家話保留塞音韻尾-p、-t、-k 的情形來看，我們

可以推知客家話塞音韻尾的演變歷程應為： 

  -p、-t、-k   ＞   -t、-k    ＞     -ʔ     ＞     -Ǿ 

（海陸、四縣等）   （三都）   （武平、贛縣）  （長汀、寧化等） 

 

其中，長汀、寧化、大余的塞音韻尾發生失落後，其聲調上也產生了

一些轉變，大體上的情形是，長汀客語的入聲調類完全消失，陰入調

併入了陽平調，陽入調併入了陽去調；寧化客語的陰入調保持原調

類，陽入調則併入了陽去調中；大余客語中保留了部份的入聲調類，

但陰入調與陽入調發生合流，另一部分的入聲調則併入了陰平調中。

此外，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古入聲韻的字在喪失塞音韻尾後轉變為鼻音

韻尾、鼻化韻或元音韻尾的情形。 

    根據各種文獻材料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推測， -p、-t、-k 三個

塞音韻尾完整保留的時代應該是在上古到唐末之間的時期，因此，海

陸、四縣、梅縣、河源、寧都等客家話中完整保存-p、-t、-k 的情形

應屬先秦到唐末之間的語音現象。 

    各地客家話保留陽聲韻尾-m、-n、-ŋ和入聲韻尾-p、-t、-k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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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我們綜合整理成下表： 

 

表 3-4  各地客家話保留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的情形 

保存古漢語成份 海

陸 

四

縣 

梅

縣 

河

源 

長

汀 

寧

化 

大

余 

寧

都 

三

都

保存古漢語陽聲

韻尾-m、-n、-ŋ 

○ ○ ○ ○ ＊ ＊ ＊ ○ ＊

保存古漢語入聲

韻尾-p、-t、-k 

○ ○ ○ ○    ○ ＊

（○表示完整保留，＊表示部份保留，沒有保留的以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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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家話中「等」的對立情形 

 

    根據《韻鏡》等早期中古韻圖來看，一、二等的對立主要分布在

蟹、效、咸、山四攝之中，下面就先我們列出各地客家話在蟹、效、

咸、山四攝中的一、二等對立的情形，以便進一步探討註 32： 

 

3.2.1 一、二等的對立情況 

 

    一、二等的對立在現今漢語方言中多已合流，相對來說，客家話

與贛方言則是保存此種對立情形較為完整的兩種方言。一、二等的對

立產生時代應在何時？根據周祖謨研究（1996：702-703）指出“齊梁

以下韻部的分類跟劉宋時期有很多不同，其中 顯著的是二等韻大部

分獨立成為一部．．．二等韻的分用，是齊梁陳隋時期 大的特點”。

由此我們推測一、二等對立產生的時代應該在齊梁陳隋時期，而由北

宋《四聲等子》各圖之末，注明韻母合併的情形看來，在《等子》時

代，一、二等韻的分別仍舊存在，到了反應北宋時代語音實際的《九

經直音》來看註 33，一、二等韻已有混用的現象，而到了南宋朱熹《詩

集傳》及《楚辭集注》的反切則顯示了純二等韻都轉入了一、三、四

                                                 
32 分「等」的觀念雖是在唐代才有的，對於早於唐代的古漢語研究，我們必須借助等的分

析法，以得出更精確的結果。 
33 由《九經直音》書中所引用的前人音注皆不晚於南宋初年的情形，可以推測該書是反

應北宋時代的語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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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韻去了（王力 1987）。由此看來，客家話中一、二等對立的情形乃

是反映了齊梁陳隋以來到北宋時代的語音情況。  

    根據中古韻圖來看，一、二等的對立主要分布在蟹、效、咸、山

四攝之中，下面我們先列出各地客家話在蟹、效、咸、山四攝中的一、

二等對立的情形，以便進一步探討： 

 

1、 蟹攝--- 

 

表 3-5  客家話蟹攝一、二等的對立情形 

 蟹 攝 一 等 蟹 攝 二 等 

 該 害 改 蓋 階 械 街 界 

海 陸 koi¹ hoi⁶ koi³ koi⁵ kai¹ hai³ kai¹ kai⁵ 

四 縣 koi¹ hoi⁵ koi³ koi⁵ kie¹ hai³ kie¹ kie⁵ 

梅 縣 kɔi¹ hɔi⁵⁶ kɔi³ kɔi⁵⁶ kiai¹ hai⁵⁶ kiɛ¹ kiai⁵⁶

河 源 kuai¹ huai⁶ kuai³ kuai⁵ kai¹ hai⁶ kai¹ kai⁵ 

長 汀 kue¹ hue⁶⁸ kue³ kue⁵ kai¹ hai⁶⁸ tʃe¹ kai⁵ 

寧 化 kua¹ hua⁶⁸ kua³ kua⁵ ka¹ ha⁶⁸ ka¹ ka⁵ 

大 余 kuǾ¹ huǾ¹ kuǾ³ kuǾ³ kiæ¹ kiæ⁵ kiæ¹ kiæ⁵ 

寧 都 kuai¹ huai⁶ kuai³ kuai⁵ kai¹ kai⁵ kai¹ kai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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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 kɔi¹ hɔi⁵⁶ kɔi³ kɔi⁵⁶ kai¹ kai⁵⁶ kai¹ kai⁵⁶ 

（大余的 Ǿ乃是舌面前半高圓脣元音）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客家話都保存了蟹攝一、二等的對立

情形，但是對立的形式則各有不同，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1）主要元音 o：a 的對立型----海陸、四縣、梅縣、三都皆屬此種類

型。 

（2）合口：開口的對立型----河源（uai：ai）、寧化（ua：a）、寧都（uai：

ai）皆屬此種類型。 

（3）開合口、主要元音二重對立型----長汀（ue：ai）、寧化（uǾ：æ）

皆屬此種類型。 

 

雖然一、二等的對立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整體看來，客家話的一等韻

都保有偏後、圓脣的特性，下述的山攝、效攝、咸攝中的情形也是如

此。從各地客家話的情形來看，有一、二等的對立情形的轄字與數量

並不完全相同，根據我們所得語料的統計情形，海陸 57 字例中，29

字有對立情形，佔 51％；四縣 55 字例中，27 字有對立情形，佔 49

％；梅縣 21 字例中，15 字有對立情形，佔 71％；河源 22 字例中，

17 字有對立情形，佔 77％；長汀 22 字例中，14 字有對立情形，佔

64％；寧化 21 字例中，10 字有對立情形，佔 48％；大余 22 字例中，

15 字有對立情形，佔 68％：寧都 21 字例中，15 字有對立情形，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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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三都 21 字例中，17 字有對立情形，佔 81％。有一、二等的對

立情形的比例以三都（81％）、河源（77％）較高。 

 

2、 山攝--- 

 

表 3-6  客家話山攝一、二等的對立情形 

 山 攝 一 等 山 攝 二 等 

 汗 肝 岸 旱 莧莧菜 間 眼 限 

海 陸 hon⁶ kon¹ ŋan⁶ hon⁶ han⁶ kien¹ ŋan³ han⁶ 

四 縣 hon⁵ kon¹ ŋan⁵ hon⁵ han⁵ kien¹ ŋan³ han⁵ 

梅 縣 hɔn⁵⁶ kɔn¹ ŋan⁵⁶ hɔn⁵⁶ han⁵⁶ kian¹ ȵian³ han⁵⁶ 

河 源 huan⁶ kuan¹ ŋuan⁶ huan⁶ hian⁵ kan¹ ŋan⁵ han⁵ 

長 汀 hu ̃68  ku ̃¹  ŋaŋ⁶⁸ hu ̃68  haŋ¹ kaŋ¹ ŋaŋ³ haŋ⁶⁸ 

寧 化 huaŋ⁶⁸ kuaŋ¹ ŋaŋ⁶⁸ huaŋ⁶⁸ hieŋ⁶⁸ kaŋ¹ ŋaŋ³ haŋ⁶⁸ 

大 余 hɔ̃¹ kɔ̃¹ ŋɔ̃⁵ hɔ̃¹ ɕiɛ³ ka ̃¹ ŋa ̃³ ha ̃¹ 

寧 都 huan⁶ kuan¹ ŋan⁶ huan⁶ san⁶ kan¹ ŋan³ han⁶ 

三 都 hɔn⁵⁶ kɔn¹ ŋɔn⁵⁶ hɔn⁵⁶ han⁵⁶ kan¹ ŋan³ han⁵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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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山攝二等「間」字四縣、海陸的-ien 應屬後期的語音演變結

果，可以看成是-an，其演變情形是-an＞-ian＞-ien，同樣的情形也發

生在「莧」字寧化讀-ieŋ，大余讀 iɛ̃ 這也是後期的語音演變結果。而

長汀的 u ̃ 乃是鼻音韻尾失落形成鼻化韻所造成的語音轉變。由上表我

們可以看到，各地客家話都保存了山攝一、二等的對立情形，其對立

的形式主要有二種類型： 

（1）主要元音 o：a 的對立型----海陸、四縣、梅縣、長汀、大余、三

都皆屬此種類型。 

（2）合口：開口的對立型----河源（uan：an）、寧化（uaŋ：aŋ）、寧

都（uan：an）皆屬此種類型。 

 

各地客家話山攝一、二等有對立情形的轄字範圍與數量並不完全相

同，根據我們所得語料的統計情形，海陸 53 字例中，23 字有對立情

形，佔 43％；四縣 54 字例中，25 字有對立情形，佔 46％；梅縣 24

字例中，10 字有對立情形，佔 42％；河源 24 字例中，10 字有對立情

形，佔 42％；長汀 24 字例中，7 字有對立情形，佔 29％；寧化 24

字例中，6 字有對立情形，佔 25％；大余 24 字例中，10 字有對立情

形，佔 42％：寧都 24 字例中，9 字有對立情形，佔 38％；三都 24

字例中，10 字有對立情形，佔 42％。有一、二等的對立情形的比例

以四縣（46％）、較高。轄字範圍主要分布在見組和曉組。 

 

3、 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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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客家話效攝一、二等的對立情形 

 效 攝 一 等 效 攝 二 等 

 號號數 高 好好壞 寶 效 交 孝 飽 

海 陸 ho⁶ ko¹ ho³ po³ hau³ kau¹ hau⁵ pau³ 

四 縣 ho⁵ ko¹ ho³ po³ hau³ kau¹ hau⁵ pau³ 

梅 縣 hau⁵⁶ kau¹ hau³ pau³ hau⁵⁶ kau¹ hau⁵⁶ pau³ 

河 源 ---- kau¹ hau³ pau³ hau⁶ kau¹ hau⁵ pau³ 

長 汀 hɔ⁶⁸ kɔ¹  hɔ³  pɔ³  hɔ⁶⁸  kɔ¹  hɔ⁵  pɔ³  

寧 化 hau⁶⁸ kau¹ hau³ pau³ hau⁶⁸ kau¹ hau⁵ pau³ 

大 余 hɔ² kɔ¹ hɔ³ pɔ³ hɔ¹ kɔ¹ hɔ⁵ pɔ² 

寧 都 hau⁶ kau¹ hau³ pau³ hau⁶ kau¹ hau⁵ pau³ 

三 都 hau⁵⁶ kau¹ hau³ pau³ hau⁵⁶ kau¹ hau⁵⁶ pau³ 

（表中〝 ---- 〞表示沒有調查語料，並非無字） 

 

    由上表可知，各地客家話的效攝一、二等韻只有海陸、四縣客語

仍然保持對立，其餘各點客家話的一、二等字都已混淆了，海陸、四

縣客語在這裡顯得存古性高許多，其一、二等的對立的形式為主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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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o：a 的對立型式。與蟹攝、山攝相較，客家話效攝一、二等仍然

保存對立的情形明顯少很多。 

 

4、 咸攝--- 

 

表 3-8  客家話咸攝一、二等的對立情形 

 咸 攝 一 等 咸 攝 二 等 

 含 敢 鴿 感 咸 減 甲 鹹 

海 陸 ham² kam³ kap⁷ kam³ ham² kam³ kap⁷ ham² 

四 縣 ham² kam³ kap⁷ kam³ ham² kam³ kap⁷ ham² 

梅 縣 ham² kam³ kap⁷ kam³ ham² kam³ kap⁷ ham² 

河 源 ham² kam³ kap⁷ kam³ ham² kam³ kap⁷ ham² 

長 汀 haŋ²⁷ kɔŋ³ ko²⁷ kaŋ³ haŋ²⁷ kaŋ³ ka²⁷ haŋ²⁷ 

寧 化 hɑŋ² kɔŋ³ ko⁷ kɔŋ³ hɑŋ² kɑŋ³ kɑ⁷ hɑŋ² 

大 余 ha ̃² kɔ̃³ kuə³ ka ̃³ ha ̃² ka ̃³ hə¹ ka ̃⁵ 

寧 都 huam² kuam³ kuap⁷ kuam³ ham² kam³ kap⁷ ham² 

三 都 han² kan³ kɔt⁷ kɔn³ han² kan³ kat⁷ han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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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各地客家話的咸攝一、二等韻只有長汀、寧化、大

余、寧都和三都等地仍然有對立的情形，且各地的字例都不多註 34，

顯然咸攝一、二等對立情形，已趨於完全消失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

在蟹攝中一、二等對立情形顯得較為存古的海陸客語和四縣客語，在

咸攝的對立情形中卻是較為創新的，這種情形與前節討論曾攝保留舌

根鼻音韻尾-ŋ時提到的長汀、寧化、大余的情況是相似的，顯示出某

一音韻特徵上相對保守的語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也可能是相對創新

的。就上表來看，各地客家話咸攝一、二等的對立的形式主要有二種

類型： 

（1）主要元音 o：a 的對立型----長汀、寧化、大余和三都皆屬於此種

類型。 

（2）合口：開口的對立型----寧都（uam/uap：am/ap）屬於此種類型。 

 

    除了上述蟹、山、效、咸四攝以外，若我們打破「攝」的限制，

單就「等」的格局來看，果攝一等歌韻與假攝二等麻韻、宕設一等唐

韻與梗攝二等庚耕韻中，也都有一、二等對立的情形發生，大致上它

們的對立類型是屬於主要元音 o：a 的對立型式。 

    對於切韻時代一、二等的對立形式，董同龢（1952）、李方桂（1971）

大體都將之擬為*ɑ 與*a 主要元音前後對立的情形，不同的是蟹攝

一、二等董同龢將之擬為*ɑi、*Ai 與*æi 、*ɐi、 *ai 的對立，似乎

                                                 
34 在長汀、寧化、大余、寧都和三都等地，咸攝一、二等對立的情形僅見於「甘、含、柑、

感、敢、鴿」等幾個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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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它們的對立情形可以有不同的型式存在（有前後、高低的不同對

應情形）。客家話中蟹攝一、二等對立的情形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主

要元音 o：a 的對立型、合口：開口的對立型、開合口和主要元音二

重對立型），就此點來看，董同龢的擬音情形似乎比較符合客家話的

實際情形。 

    綜上所述，就各地客家話蟹、山、效、咸四攝保存古漢語一、二

等對立的特徵來看，客家話中反映了魏晉以來到宋代之間的古漢語語

音情況。     

 

 

3.2.2 三、四等的對立情況 

     

    《切韻》三、四等韻類的區別情形在現今漢語方言中大多數都已

經消失了，客、閩、吳語則是少數還保留此種對立情形的方言，根據

北宋《四聲等子》各圖之末，所注明的本圖所收之韻目名稱，以及韻

母合併的情形來看，在《等子》時代，一、二等韻的區別仍舊存在，

但是，三、四等韻的界線則已經消失，由此我們可以推知，漢語方言

中保留三、四等對立的情形是反映了北宋以前的語音情況。在客家話

中，三、四等韻類的對立情況要以蟹攝 為明顯註 35，因此下面我們

將先針對各地客家話蟹攝中的三、四等對立的情形進行探討，為了方

                                                 
35 其他攝中亦有少數零星的例子存在，例如：長汀客家話山攝中，三等元韻「飯」唸 pʰũ⁶⁸，
四等先韻「辮毛辮」唸 pʰiẽ⁶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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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比對，首先，我們還是先列出各地客家話的情形以便進一步探討： 

 

表 3-9  客家話蟹攝三、四等的對立情形 

 蟹 攝 三 等 蟹 攝 四 等 

 例 祭 斃 犁 細 批 

海 陸 li⁶ tsi⁵ pi⁵ lai² se⁵ pʰi¹ 

四 縣 li⁵ tsi⁵ pi⁵ lai² se⁵ pʰi¹ 

梅 縣 li⁵⁶ tsi56 pi56 lai² sɛi⁵⁶ pʰi¹ 

河 源 liɛ⁶ tsʰiɛ5 pʰiɛ⁶ liɛ² siɛ⁴⁵ pʰiɛ¹ 

長 汀 le⁶⁸ tsi⁵ pi⁵ le27 se⁵ pʰe¹ 

寧 化 lie⁷ tsi⁵ pʰi68 lie² sie⁵ pʰie¹ 

大 余 lie⁷⁸ tɕi⁵ pi⁵ ti² ɕi¹ pʰi¹ 

寧 都 li⁶ tsi⁵ pʰi6 liai² siai⁵ pʰi¹ 

三 都 li⁵⁶ tsi⁵6 pi56 lɛ² sɛ⁵⁶ pʰi¹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客家點都明顯保留蟹攝三、四等韻類對

立的情形，海陸、四縣、梅縣、長汀、寧化、寧都和三都都是如此，

而河源和大余的三、四等對立情形則已消失。就其對立的型式來看，

三、四等的對立大體是，三等念細音，四等唸洪音的情形（主要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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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a），且大抵四等具有較低的主要元音，三等則具有較高的主要元

音，我們也發現，四等韻的洪音多出現在白讀音中（例如：弟、底、

泥、犁、啼、雞、婿、契、系等字），顯然可知這是屬於早期的語音

現象，客家話此種“ 四等較洪，三等較細 ”的情形跟江永所說的「三

四皆細、而四尤細」情形顯然是不同的，江永的說法應是根據較後期

的北方官話語音系統而來的。 

    祭、廢韻上古屬於祭部，齊韻上古主要在支部，兩者從未有混淆

現象，直到唐代，祭、廢韻字和霽韻字開始有混讀的情形，這可以從

《經典釋文》及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反切中看出，到了宋代，根據

王力的研究（1987：373），齊、祭、廢已經併入了脂微部，合成了支

齊部，也就是蟹攝三、四等字已經轉入止攝去了。李新魁〈宋代漢語

韻母系統研究〉（1988）一文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廣韻》系統中的

純四等韻，如齊、蕭、先、添、青等，它們都與韻尾相同、主要元音

相近的三等韻合流。如支脂之微祭廢與齊合一，宵蕭合一，仙元與先

合一，嚴凡鹽與添合一，庚三清蒸與青合一等”。 

    客家話的霽韻字仍有許多是與祭、廢韻字不相混讀的情形，上表

例字中「細」字即是一例，此外，「系、係、契契約、計、婿女婿」都是

這樣的情形，由此，客家話中蟹攝三、四等字對立的情形，可說是先

秦以來到晚唐五代的語音現象，也就是說，這屬於宋代之前的語音現

象。 

    除了蟹攝之外，在山攝中也存在零星的三、四等字有別的情形，

例如：長汀客家話山攝中，三等元韻「飯」唸 pʰũ⁶⁸，四等先韻「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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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辮」唸 pʰiẽ⁶⁸ ；海陸客家話，三等元韻「飯」唸 pʰon⁶，四等先韻

「辮毛辮」唸 pʰien¹，它們的三、四等字的區別是以洪細、主要元音

前後的二重對立型式存在。此外，寧都客家話中，也存在一些仙三等

與先四等區別的痕跡，例如：三等仙韻「淺」唸 tsʰyan³，四等先韻「千」

唸 tsʰian¹；三等仙韻「賤」唸 tsʰyan⁶，四等先韻「前」唸 tsʰian²，它

們之間是以不同的介音型式相區別。三、四等的區別情形，都屬於宋

代之前的語音現象，其中“ 先仙有別 ”的情形是值得注意的，隋代

陸法言《切韻．序》（601 A.D.）：「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江東取

韻與河北復殊」，指出了先仙有別是當時江東方言（吳越地區的方言）

的語音特點之ㄧ。此外，梁代顧野王（519 - 581A.D.）所著《玉篇》

的反切中也顯示出先仙有別的語音情況，顧野王是吳郡吳人，因此《玉

篇》中先仙有別的現象，也可以代表梁代吳越地區的語音現象，到了

晚唐五代的朱翱反切中，先仙元已併入元仙部（王力 1987：287-316）

所以，先仙有別的語音情況可說是齊梁陳隋至中唐時期南方地區的語

音特點，而客家話中先仙有別的語音現象，可說是此一時期的語音殘

留痕跡。 

 

 

3.2.3 小結 

 

    本節中我們曾經就客家話中保留一、二等韻類對立和三、四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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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對立的情形進行探討，並分析出各地客家話中保留此種古漢語成份

的實際情形，就分析的結果來看，客家話中仍明顯存有一、二等韻類

和三、四等韻類的對立情況。 

    就客家話中一、二等韻類對立的情形來看，二等韻的分用，是齊

梁陳隋時期 大的語音特點（周祖謨 1996），因此一、二等對立產生

的時代應該在齊梁陳隋時期，由北宋《四聲等子》各圖之末，注明所

收之韻目名稱，以及韻母合併的情形來看，在《等子》時代，一、二

等韻的分別仍舊存在，到了反應北宋時代語音實際的《九經直音》來

看，一、二等韻已有混用的現象，而到了南宋朱熹《詩集傳》及《楚

辭集注》的反切則顯示了純二等韻都轉入了一、三、四等韻去了（王

力 1987）。由此看來，客家話中一、二等對立的情形乃是反映了齊梁

陳隋以來到北宋時代的語音情況。至於三、四等韻的情況，考諸典籍，

祭、廢韻（蟹攝三等）和齊韻（蟹攝四等）上古以來就是分立的狀況，

直到唐代才開始有混讀的情形，到了宋代，齊、祭、廢已經併成了支

齊部，完全混讀了，從《等子》各圖末尾注明的韻母合併情形來看，

也可以得到證明。因此，客家話中三、四等對立的情形乃是反映上古

以來到晚唐五代的語音情況。 

    綜合前述，漢語語音史上同時具有一、二等韻類對立和三、四等

韻類對立的時期，應該是介於齊梁陳隋到晚唐五代之間的時期，客家

話中至今仍然明顯保留著一、二等對立和三、四等對立的情形，若仔

細觀察，甚至不乏一、二、三、四等對立分明的例子，例如：三都客

語蟹攝字四個等對立分明的情形，此更屬於早期的語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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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來 lɔi² 奶 nai³ 例 li⁵ 犁 lɛ² 

 

這些例證都可清楚說明，客家話的形成時代應該早於宋代，據此我們

合理推測客家話的形成時代應該在魏晉晚期到晚唐五代之間的時期。 

    各地客家話保留一、二等對立和三、四等對立的情況，我們將之

綜合整理成下表：  

 

表 3-10  客家話保留一、二等和三、四等對立的情況 

保存古漢語成份 海

陸 

四

縣 

梅

縣 

河

源 

長

汀 

寧

化 

大

余 

寧

都 

三

都 

保存蟹攝一、二

等對立的情形 

○ ○ ○ ○ ○ ○ ○ ○ ○ 

保存山攝一、二

等對立的情形 

○ ○ ○ ○ ○ ○ ○ ○ ○ 

保存效攝一、二

等對立的情形 

○ ○        

保存咸攝一、二

等對立的情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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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三、四等 

對立的情形 

○ ○ ○  ○ ○  ○ ○ 

（有保留的以○表示，沒有保留的以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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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客家話中「攝」的區別現象 

     

    本節我們將針對客家話韻攝的分合現象，進一步探討客家話的古

漢語成分，探討的重點在宋元韻圖中的曾梗合攝和宕江合攝的現象以

及蟹止兩攝在客家話中的實際反映情形，以此推測客家話可能的形成

時代。 

 

3.3.1 保留曾梗兩攝的區別 

 

    曾、梗兩攝在客家話中仍可見到清楚的界限， 明顯的差別在文

白異讀的情形，梗攝是客家話中文白異讀層次 明顯的一個攝，而曾

攝並沒有文白異讀的情形，表現出文白同形的現象；從主要元音來

看，曾梗兩攝客語文讀音合併，曾梗兩攝的分別主要在白讀層裡，曾

攝讀為較高元音-i 或-e ，梗攝讀為較低元音-a ，且其後都接舌根音

韻尾-ŋ/-k，下面就列出各地客家話曾梗兩攝的區別情形： 

 

表 3-11  客家話曾梗兩攝的區別情況 

韻  攝 曾      攝 梗      攝 

例  字 蒸 蠅 升 正 贏 聲 

海 陸 tʃin¹ ʒin² ʃin¹ tʃin⁵(文) ʒin²(文) ʃaŋ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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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ʃaŋ⁵(白) ʒaŋ²(白) 

四 縣 tsïn¹ in² sïn¹ tsïn⁵(文) 

tsaŋ⁵(白) 

in²(文) 

iaŋ²(白) 

saŋ¹ 

梅 縣 tsən¹ in² sən¹ tsən⁵⁶(文)

tsaŋ⁵⁶(白)

iaŋ² saŋ¹ 

河 源 tsin¹ jin² sin¹ tsin⁵ jiaŋ² saŋ¹ 

長 汀 tʃeŋ¹ ieŋ²⁷ ʃeŋ¹ tʃeŋ⁵(文) 

tʃaŋ⁵(白) 

iaŋ²⁷ ʃeŋ¹(文) 

ʃaŋ¹(白) 

寧 化 tsɯŋ¹ iŋ² sɯŋ¹ tsɯŋ⁵ iŋ²(文) 

iɑŋ²(白) 

sɯŋ¹ 

大 余 tɕiəŋ¹ iəŋ³ ɕiəŋ¹ tɕiəŋ⁵(文)

tɕia ̃⁵(白) 

iã² ɕiəŋ¹(文) 

ɕia ̃¹(白) 

寧 都 tsən¹ iŋ² səŋ¹ tsəŋ⁵(文) 

tsaŋ⁵(白) 

iaŋ² səŋ¹(文) 

saŋ¹(白) 

三 都 tʂən¹ in² ʂən¹ tʂən⁵⁶ iaŋ² ʂaŋ¹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各地客家話中仍然清楚地保留了曾、梗兩

攝的區別，這是一種古漢語音韻現象的保留，根據周祖謨〈宋代汴洛

語音考〉（1966）一文指出“曾梗相通始於宋代，《等子》、《切韻指掌

圖》並同”，這告訴我們，宋代前曾梗兩攝是分用不混的，若我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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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韻圖《韻鏡》、《七音略》來看，曾梗兩攝是清楚分別不相混淆的，

在唐詩的押韻情形中，曾梗兩攝也是分用不混的情形，此外，從朱翱

音切也可以看出，晚唐五代時期曾梗兩攝也是分立的，可是到了北宋

歐陽修的詩詞押韻，曾梗兩攝就混用不分了，此種現象和宋代汴洛語

音是相同的，李新魁〈宋代漢語韻母系統研究〉（1988）一文也指出

宋代詞人蘇軾、辛棄疾等人的詞韻、朱熹的叶韻注音、南宋姜夔的《湘

月詞》和吳文英《鳳入松》等的詩文押韻中都顯示庚三、清、蒸等韻

的混讀現象。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客家話曾梗兩攝分別的情形

是反映宋代之前（至少是南宋以前）的語音現象。 

 

 

3.3.2 保留宕江兩攝的區別 

 

    宕攝包含唐、陽兩韻上古屬於陽部字，屬於江攝的江韻字則來自

於上古的東部字，宕、江二攝字從上古以來就是分立不相混淆的，它

們一直到了中古前期仍然處於分立狀態，王力（1987：287-317）曾經

根據朱翱反切的現象認為宕攝與江攝在晚唐五代仍然是分立的，江韻

是歸於江窗部，陽、唐韻則歸在陽唐部中，是不相混淆的。周祖謨則

認為宕江分立應發生在更早的時期，周祖謨〈宋代汴洛語音考〉（1966）

一文依據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詩文押韻情形，認為宕江合流應

是從唐代開始的。從王、周的研究看來，宕江分立的時代應該不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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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晚唐五代，此點從宋元韻圖來看也可得到證明，因為從北宋《四聲

等子》開始宕攝字和江攝字已經沒有區別，完全混淆了。綜合以上所

述，宕江兩攝分立的情形，應從上古開始直到隋唐， 遲不會晚於五

代，也就是說，宕江分攝的情形應是宋代以前的語音現象。 

    客家話中宕江兩攝仍然保有宕江兩攝的區別現象，以下就列出各

地客家話保留宕江兩攝的區別的情形： 

 

表 3-12  客家話宕江兩攝的區別情況 

 宕       攝  江       攝 

 霜 瘡 作 薑 雙 窗 捉 虹 

海 陸 soŋ¹ tsʰoŋ¹ tsok⁷ kioŋ¹ suŋ¹ tsʰuŋ¹ tsuk⁷ kʰiuŋ¹ 

四 縣 soŋ¹ tsʰoŋ¹ tsok⁷ kioŋ¹ suŋ¹ tsʰuŋ¹ tsuk⁷  

梅 縣 sɔŋ¹ tsʰɔŋ¹ tsɔk⁷ kiɔŋ¹ suŋ¹ tsʰuŋ¹ tsɔk⁷  

河 源 sɒŋ¹ tsʰɒŋ¹ tsɒk⁷ kyɒŋ¹ soŋ¹ tsʰoŋ¹ tsok⁷ ---- 

長 汀 sɔŋ¹ tsʰɔŋ¹ tso²⁷ tʃiɔŋ¹ soŋ¹ tsʰoŋ¹ tʃo²⁷ ---- 

寧 化 sɔŋ¹ tsʰɔŋ¹ tso⁷ kiɔŋ¹ sɔŋ¹(文)

sɤŋ(白)

tsʰɤŋ¹ tso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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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余 sɔ̃¹ tsʰɔ̃¹ tso⁷⁸ tɕiɔ̃¹ sɔ̃¹ tsʰɔ̃¹ tso¹ ---- 

寧 都 sɔŋ¹ tsʰɔŋ¹ tsɔk⁷ tsɔŋ¹ sɔŋ¹(文)

suŋ(白) 

tsʰɔŋ¹(文) 

tsʰuŋ(白)

tsɔk⁷ ---- 

三 都 sɔŋ¹ tsʰɔŋ¹ tsɔk⁷ tɕiɔŋ¹ səŋ¹ tsʰɔŋ¹(文) 

tsʰəŋ(白) 

tsɔk⁷ ---- 

（表中〝 ---- 〞表示沒有調查語料，空白則表示無字）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大余客語宕江攝已經混讀之外，其他各

點客家話皆保有對立的情形，雖然字數不多，但對立的情形卻是非常

地整齊，宕攝：江攝的對立型式則是主要元音 [ 前低元音 o/ɔ/ɒ：後

高元音 u/o/ɤ ] 。 

    若我們從寧化、寧都和三都中江攝「窗、雙」讀音有文白異讀的

情形來看，可以發現，有對立的情形都發生在白讀音中，顯見這是一

種客家話中本有的、早期的語音現象，再進一步觀察，客家話的江攝

字多保有上古東部後高圓脣元音-uŋ或-oŋ的讀法註 36，顯見這是古音現

象的殘留。此外，我們可以發現客家話中有江攝和通攝字（東、冬、

鍾韻）讀音相同的情形，以通攝的「送」字和江攝的「雙」字為例：

送通攝/雙江攝，海陸、四縣、梅縣、寧都客語都是suŋ⁵/ suŋ¹，河源、長

汀客語都是soŋ⁵/ soŋ¹，寧化客語讀sɤŋ⁵/ sɤŋ¹，三都客語讀səŋ⁵/ 

                                                 
36 上古東部的讀音，董同龢（1944）、李方桂（1971）、張琨（1972）、余迺永（1985）皆擬

為-uŋ，王力（1957）擬為-ɔŋ，鄭張尚芳（1987）、Baxter（1992）則擬為-oŋ，各家擬音或

有不同，但都認為上古東部的主要元音是屬於後高圓脣元音而帶舌根音韻尾的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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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əŋ¹，這種江通合攝的語音現象，根據周祖謨的研究（周祖謨 1996：

701-706），更屬於劉宋時代的語音特點，顯見其存古性。除了「窗、

雙」以外，在海陸客家話另有一個白讀音保存了宕江有別的情形，海

陸客家話說「彩虹」為kʰiuŋ¹，本字應為「虹」，《廣韻》古巷切，去

聲江韻見母，見母讀kʰ- 在海陸中還有「昆、會會計、礦」等字，因此

音韻皆符合。「彩虹」四縣、梅縣皆說「天弓」而不說「虹」，並不使

用此詞彙，其他點則筆者仍未找到有此詞彙的調查語料，有待進一步

調查，由此也可看出，語言調查材料若愈完整，對於語言真相的探究，

將提供愈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客家話中仍然保有宕江兩攝的區別現象，雖然字數不

多，但是彌足珍貴，而客家話中宕江兩攝的區別的情形應是反映宋代

以前的語音現象。 

 

 

3.3.3 保留蟹止兩攝的區別 

 

    蟹、止兩攝在客家話中保留區別情形，這種現象從各地客家話中

止攝和蟹攝三、四等字間可以明顯的看出，各地客家話的止攝和蟹攝

三、四等字間的區別情形，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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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客家話止攝和蟹攝三四等的區別情形 

 蟹  攝  三  四  等  止        攝 

 洗精組 犁泥組 雞見組 世章組 死精組 梨泥組 騎見組 屎章組

海 陸 se³ lai² kai¹ ʃe⁵ si³ li² kʰi² ʃi³ 

四 縣 se³ lai² kie¹ s ⁵ï (文) 

se⁵(白) 

ɕi³ li² kʰi² s ³ï  

梅 縣 sɛi³ lai² kiɛ¹ s ⁵⁶ï  si³ li² kʰi² s ³ï  

河 源 siɛ³ liɛ² kiɛ¹ siɛ⁴⁵ si³ li² kʰi² s ³ï  

長 汀 se³ le²⁷ tʃe¹ ʃ ⁵ï (文) 

ʃe⁵(白) 

si³ li²⁷ tʃʰi²⁷ ʃ ³ï  

寧 化 sie³ lie² kie¹ s ⁵ï  si³ li² kʰi² s ³ï  

大 余 ɕi³ ti² tɕi¹ s ⁵ï  sï³ ti³ tɕʰi² s ³ï  

寧 都 siai³ liai² tsai¹ ɕi⁵ si³ li² tsʰi² ɕi³ 

三 都 sɛ³ lɛ² kɛ¹ ʂ ⁵⁶ï  si³ li² tɕʰi² ʂ ³ï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除了大余外，各地客家話的止攝和蟹攝

三、四等字間仍保有明顯的區別情形，尤以蟹攝四等字更為明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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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成系統的對應情況，它們區別的型式是主要元音止攝較高多為

細音，蟹攝較低多屬洪音，此外，這些字都是一般常用詞彙，若有文

白異讀則區別情形一般發生在白讀音中，顯見這是客家方言中固有

的、早期的語音現象，它反映出隋唐至晚唐五代間的語音情況。 

    從《經典釋文》和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反切可以發現齊梁陳隋

時期的支脂之韻與齊祭廢韻分屬不同部，並不相混，盛唐詩的押韻也

顯示出同樣的情形，徐鍇《說文繫傳》中的朱翱反切則顯示，晚唐五

代時期止攝和蟹攝三、四等字間仍是分立不相混淆的註 37，到了宋代朱

熹的《詩集傳》和《楚辭集注》中的反切則支脂之微齊祭廢等韻已合

併為一部了（王力 1987）。因此，止攝和蟹攝三、四等字間的區別現

象，正反映了齊梁陳隋至晚唐五代間的語音情況。 

    此外，客家話中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間也有區別的情形存

在，茲以見組和精組字為例，列表如下： 

 

表 3-14  客家話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的區別情形 

 蟹攝灰泰韻  止      攝 

 塊見組 外見組 罪精組 跪見組 龜見組 醉精組 

海 陸 kʰuai⁵ ŋoi⁵ tsʰui⁶ kʰui³ kui¹ tsui⁵ 

                                                 
37 周祖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2001）一文，則認為晚唐五代的支脂之微齊祭廢等韻已

有混淆的情形，而將之合併為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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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 kʰuai⁵ ŋoi⁵ tsʰui⁵ kʰui³ kui¹ tsui⁵ 

梅 縣 kʰuai⁵⁶ ŋɔi⁵⁶ tsʰui⁵⁶ kʰui³ kui¹ tsui⁵⁶ 

河 源 kʰai⁵ ŋuai⁶ tsʰuai⁶ kʰui⁶ kui¹ tsui⁵ 

長 汀 kʰue⁵ ŋue⁶⁸ tsʰue⁶⁸ kʰui⁶⁸ kui¹ tsi⁵ 

寧 化 kʰua⁵ ŋa⁶⁸ tsʰɛi⁶⁸ kʰi³ ki¹ tsi⁵ 

大 余 kʰuæ⁵ vuæ¹ tsʰǾ¹ tɕʰyǾ³ tɕyǾ¹ tsǾ⁵ 

寧 都 kʰui⁵ ŋuai⁶ tsʰui⁶ kʰui³ kui¹ tsi⁵ 

三 都 kʰuai³ ŋɔi⁵⁶ tsʰɛi⁵⁶ kʰui³ kui¹ tsɛi⁵⁶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地客家話的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間仍保

有明顯的區別情形，尤以見組字中 為明顯，它們區別的型式是主要

元音止攝合口字元音較高，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元音較低且多為複元

音的型式，其中見組「外」字唸-oi/-ɔi 者應是由 -uai 演變而來，即 –uai 

＞–oi 。 

    晚唐五代的朱翱反切顯示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分立不混（王

力 1987：287-317），唐五代北方詩人作品的押韻以及變文及一些民間

文學作品的押韻情形，也顯示出同樣的情形（周祖謨 2001），但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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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中則大量出現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通押的情形，到了《切韻指

掌圖》灰泰合口字和止攝合口韻字一同併入了第十九合口圖中，因

此，客家話中止攝和蟹攝灰泰合口字的區別現象，應是反映宋代以前

的語音情況。 

    綜上所述，無論是各地客家話中的止攝和蟹攝三、四等字的區別

情況，或者是客家話中止攝和蟹攝灰泰韻合口字間的區別情形，都顯

示出客家話中保留了蟹、止兩攝間的語音區別現象，而此種語音現象

正反映了齊梁陳隋至晚唐五代間的語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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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客家話中「重韻」的分別 

 

    在《切韻》系統的同一韻攝中，常可以發現具有開合相同的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韻母被放置在同一個等的情形，這就是所謂的「重韻」，

對於重韻現象，李新魁（1986：200）曾經提出看法，認為這可能是因

為《切韻》綜合其他方言音韻的結果，在當時的共同語中，這些韻部

的讀音不一定都有區別。然而周祖謨（1996：704）曾經根據丁福保的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等文獻材料深入進行考訂，研究指出： 

 

齊梁陳隋這一個時期的作家用韻非常嚴謹，根據所列韻部分類

表來看，大體都跟《切韻》分韻的系統一致。《切韻》中的二等

重韻，如山刪、佳皆之類固然分用，就是一等重韻，如東冬、

咍泰、覃談、屋沃、合盍之類，也都分立為二。據此可知，《切

韻》分韻很細，確實是有實際語音做根據的。 

 

由此可知在《切韻》時代的語言中，就已經具有重韻的分別情形，而

根據周祖謨的說法，有「重韻」分別的時代也可以上推到齊梁陳隋的

時期。 

    在現今的漢語中，有許多重韻的分別已經消失了，客家話中是否

仍有重韻存在的痕跡？下面我們將針對客家話中的「重韻」現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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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3.4.1 談覃重韻的區別現象 

 

    從咸攝開口一等談覃重韻的現象來看，各地客家話談覃重韻的情

形如下： 

 

表 3-15  客家話咸攝開口一等談覃重韻的情形 

  海陸 四縣 梅縣 河源 長汀 寧化 大余 寧都 三都 

淡 tʰam¹ tʰam¹ tʰam¹ tʰam¹ tʰaŋ¹ tʰɑŋ¹ tʰã⁵ tʰam¹ tʰan¹ 

籃 lam² lam² lam² lam² laŋ²⁷ lɑŋ² lã² lam² lan² 

 

談 

 

韻 甘 kam¹ kam¹ kam¹ kam¹ kɔŋ¹ kɔŋ¹ kɔ̃¹ kuam¹ kan¹ 

 潭 tʰam² tʰam² tʰam² tʰam² tʰaŋ²⁷ tʰɑŋ² tʰã² tʰam² tʰan² 

覃 男 nam² nam² nam² nam² naŋ²⁷ lɑŋ² lã² nam² nan² 

韻 感 kam³ kam³ kam³ kam³ kaŋ³ kɔŋ³ kã³ kuam³ kɔn³ 

 揞 em¹ em¹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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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無調查語料） 

     

    由上表初步看來，在長汀、大余、三都中部份保留了談覃分別的

情形，主要出現在見組字中，甘（談韻）：感（覃韻）長汀和大余是

主要元音[ ɔ：a ]的型式，三都則是主要元音[ a：ɔ ]的型式，正好與長

汀、寧化的型式相反，此種情形應該是各方言內部自行演變的結果。

除了長汀、大余和三都外，各地客家話的談/覃韻似乎已無區別存在。

但是，根據筆者的語言調查結果，海陸、四縣中都有一個「揞」讀-em¹ 

的情形，「揞」是指用手蓋住或摀住的動作，《廣韻》烏感切，上聲感

韻影母：「揞，手覆也」，音義俱合註 38，「揞em¹」，是一個白讀音，屬

於早期的語音現象，由此看來，客家話覃韻似乎應有一個白讀音-em

韻母層次存在，但受限於調查語料，這個字音在其他客家語言點上並

未能呈現。若我們進一步探究，在客家話中還可以發現幾個覃韻讀為

-em韻的例字，可以明確地看出覃韻白讀層-em的存在，其例字有： 

 

「 tsem³」指蓋印章，《廣韻》上聲感韻精母，子感切：「，手動」。 

「揇nem³」註 39指摟抱的動作，《廣韻》上聲感韻泥母，奴感切：「揇

搦」。 

 

                                                 
38 從聲調看或有不合的情況，四縣、海陸皆讀為陰平調，但在四縣、海陸客家話中也存在

影母上聲讀為陰平調的情形，例如：「委」讀 vui¹，「歐」讀 eu¹ 等都是這樣的情形，這應

該是後期語音發生轉變的結果。 
39「揇」在梅縣中仍保留-em 的讀法，在海陸和四縣客語中則已跟談韻合流是讀-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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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敏華（2003：126-127）並進一步連繫客家話與贛語的對應情形，認

為客家話這些覃韻讀-em 更早應是由-om演變而來，即發生了-om＞-em

的變化，其語音機制與贛語蟹攝字發生-oi＞-ɛi 的變化如出一轍。因

此，就四縣、海陸和梅縣客家話來說，談/覃重韻仍能分別，其早期

的語音對應形式是[-am：-om]，主要元音的對比形式與三都[ a：ɔ ]

的型式相同。 

    如此看來，語料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往往也關係到語言研究的最

終結果，對客家話的語音層次、文白異讀若無法辨析清楚，對客家話

的本質情況，就無法透徹了解，現今客家話的調查點日趨增加，但對

於調查的語料往往是依據方言字表或詞彙表進行調查的，這樣的調查

方式常常會漏失掉許多重要的語言材料，許多有價值的語音和詞彙因

而未能記錄下來，特別是一些反應生活情形、身體動作、自然生態等

等有關的日常基本詞彙，它們往往是有音無字的，也因為這樣而常常

被忽略掉了，針對此點是我們今後從事語言研究時可以多加注意的，

也是語言調查可以繼續開展的重點所在。本論文的主要研究意義之

ㄧ，即在嘗試對客家話中有音無字或一些常用的的基本詞彙進行探

討，以了解其來源，進一步對客家話的性質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此部

份將在論文第四章、第五章進行論述。 

    談韻上古屬於談部，覃韻上古屬於侵部，談覃兩韻字上古以來就

分屬兩部不曾混淆，到了《切韻》時代仍是如此，這種情形直到晚唐

五代時期才發生改變，根據王力對徐鍇《說文繫傳》朱翱反切的研究

結果（王力 1987），覃談二韻到了晚唐五代時期已經混為一韻，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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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以知道客家話中覃談有別的情況是反映了晚唐五代以前的語音

情況。 

 

 

3.4.2 魚虞重韻的區別現象 

 

    漢語方言中存在魚虞有別的痕跡， 早是由高本漢在《中國音韻

學研究》（1994：519-520）一書中提出，該書中描寫了汕頭、廈門等

地閩語中保有魚虞重韻的區別情形，後來學者們又陸續發現在吳語等

其他的現代方言中也存有魚虞有別的痕跡。在現今客家話中，我們也

可找到遇攝三等魚虞重韻仍保有部份字區別的現象，以魚韻見母字

「鋸」為例，在河源、長汀、寧化、寧都等地就與虞韻字保有區別的

情形： 

 

  長汀 寧化 寧都 三都 

魚 

韻 
鋸 

tʃi⁵（文） 

ke⁵（白） 
kɤ⁵ kie⁵ kɛ⁵⁶ 

虞

韻 
句 tʃi⁵ kiəɯ⁵ tsu⁵ tɕi⁵⁶ 

 

由於各地客家話中，魚虞有別的轄字多不一樣而且字數多寡也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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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這種區別的情形並不十分明顯，其所表現的形式通常是魚

韻字中具有某些虞韻中所沒有的韻母讀音，這些特有的韻母就與虞韻

中的韻母形成區別，以下我們就先列出各地客家話魚虞有別中的魚韻

例字： 

 

表 3-16  客家話魚虞有別中的魚韻例字 

客

語 

韻母  

 

例  字  

海  

陸 

      

四  

縣 

      

梅  

縣 

ø 女 nø³ 魚 nø²    

河  

源 

uɔ 梳 suɔ¹ 鋤 tsʰuɔ² 助 tsʰuɔ⁶ 初 tsʰuɔ¹  

長  

汀 

ɿ / e 梳 sɿ¹ 鋤 tsʰɿ²⁷ 魚 ŋe²⁷ 去 tʃʰi⁵（文）

  he⁵（白）

鋸 tʃi⁵（文） 

  ke⁵（白） 

寧  

化 

ɤ / iɤ 女 ŋiɤ³ 魚 ŋɤ² 鋤 tsʰɤ² 苧 tsʰɤ¹ 鋸 kɤ⁵ 

  煮 tsɤ³ 去 kʰiəɯ⁵(文) 許 hiəɯ³(文) 梳 su¹（文） 豬 tsɤ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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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ʰɤ⁵（白）    hɤ³（白）    sɤ¹（白） 

  薯 sɤ² 呂 liɤ³    

大  

余 

ø / i 魚 mø² 去 tsʰi⁵    

寧  

都 

ie / ə 女 nu³（文） 

  nie³（白） 

魚 ŋie² 徐 sie² 書 sie¹ 豬 tsie¹ 

  鋸 kie⁵ 煮 tsie³ 去 sie⁵ 苧 tsʰie¹ 梳 sə¹ 

三  

都 

ɛ 魚 ŋɛ² 鋸 kɛ⁵⁶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客家話魚虞有別的魚韻例字中有些有兩

個虞韻中所沒有的韻母讀音以與虞韻相區別，這應是不同的語言層次

遺留的現象，在吳語和閩語中這種語言層次的遺留現象更加複雜註 40，

此外，若魚韻字有文白異讀（例如：長汀「去、鋸」，寧化「去、許、

梳」，寧都「女」）則魚虞有別的情形都發生在白讀音，顯見這是一種

方言固有的、早期的語音現象。就例字數量來看，各地客家話中保有

魚虞有別的例字以寧化的 12 個 多，佔 22 個魚韻字的 55％，其次是

寧都的 10 個，佔 22 個魚韻字的 45％， 少的是梅縣、大余、三都等

地各只有兩個字例，只佔 9％左右。 

                                                 
40 有關吳語、閩語中的魚虞韻語言層次情況，可參考陳忠敏（1998、1999）、梅祖麟（2001a、
2001b、20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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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話中魚虞有別的情形屬於古漢語語音的保留註 41，而此種魚虞

有別的情形反映哪一個時期的語音現象？顏之推（531-591 A.D.）《顏

氏家訓．音辭篇》中說：「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北人以庶為戍，

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指出南北朝時期北方語音魚虞不

分、支脂無別，同時也說出南方語音魚虞有別、支脂不相混的情形，

對此魯國堯（1988、1994、2002、2003a）認為到了南北朝後期，即梁

與北齊、北周鼎峙時，中國已形成了兩個通語，黃河流域以洛陽話為

標準，而江淮地區則以金陵話為標準，因此，他認為《顏氏家訓》所

指的北人話音，應是指洛陽一帶的語音，而南人話音則是指金陵一帶

的南方通語。丁邦新（1988、1992）則認為，南北朝時代的「吳語」

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也就認為

當時的南方語音，指的是南方的方言，實際情況究竟為何，仍有待進

一步的論證，但不論如何，支脂魚虞有別、支脂不相混淆的情形是南

北朝時期南方的語音現象，這是毫無疑問的。到了隋代陸法言《切韻．

序》（601 A.D.）中指出“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可知切韻時代，仍

有魚虞分別的情形存在，這很可能是《切韻》綜合南北語音的結果，

到了晚唐五代的朱翱反切中，魚虞併為一韻部（王力 1987：287-316），

至宋代汴梁、洛邑語音魚虞不分（周祖謨 1966b），宋代韻圖《四聲

等子》、《切韻指掌圖》、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等也將魚虞韻歸

為一類，這些都反映出宋代語音魚虞不分的實際情況。從上述歷史文

獻記載的語音現象來看，魚虞有別的存在時代推測應該在齊梁陳隋至

                                                 
41 羅美珍、鄧曉華（1995）、李如龍（1996a）皆有相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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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之間的時期。 

    至於支與脂之有別的情形，客家話中也有部份地區保留了零星的

區別痕跡，且這些字多為日常用語，例如：海陸和四縣客語中，「舐」

唸ʃe¹/se¹（支韻），「示」唸ʃi⁶/s ⁵ï （脂韻）；「徙」唸sai³（支韻），「死」

唸si³/ɕi³（脂韻）；「蟻」唸ŋie⁵（支韻），「疑」唸ŋi²（之韻），鄧曉華

也曾指出閩西四堡、文亨話的例證，如：「知」唸te¹/tie¹（支韻），「遲」

唸tʃʰ ²ï （脂韻）；「紙」唸tʃe²/ tʃie²（支韻），「指」唸tʃi²（脂韻）；「蟻」

唸ŋe⁴/ ŋie⁴（支韻），「疑」唸ŋi²（之韻）（羅美珍、鄧曉華 1995：58）。

“ 支與脂之有別 ”的情形是反映齊梁陳隋至中唐之間的南方語音

現象，我們可以從顏之推（531-591 A.D.）《顏氏家訓．音辭篇》：「北

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隋代陸法言《切韻．

序》（601 A.D.）中指出“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周祖謨（1966）認

為：北人支脂不分，脂之有別；南人脂之不分，支脂有別
註 42。何大

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1981）也分別將「支」擬為 -e，「脂之」

擬為 -ei複元音，顯示他們之間的區別情況。到了晚唐五代的朱翱反

切中，支脂之微併入脂微部（王力 1987：287-316），周祖謨〈宋代汴

洛語音考〉（1966）一文也指出：支脂之微四韻通用，自唐代已然。

由此可見，客家話中支與脂之有別的情形，代表了齊梁陳隋至中唐之

間的南方語音現象的遺跡。 

    客家話中魚虞有別、支和脂之有別的語音現象，以及 3.2.2 節中所

                                                 
42 參見周祖謨 1966《問學集》頁 270-404〈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頁 405-433〈顏

氏家訓音辭篇注補〉；頁 434-473〈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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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 先仙有別”的情形可以一起觀察，它們都代表了齊梁陳隋

至中唐之間的語音情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屬於當時南方的語

音現象，客家話中保留了當時南方的語音情況，這似乎透露出，客家

話至遲在中唐時期就已經出現在南方地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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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從韻母現象推測客家話的形成時代 

     

    本章中我們分別從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的保留、客家話中「等」

的對立情況、「攝」間的區別現象、客家話中「重韻」的分別等方面

分析探討了各地客家話的韻母情況，也從各地客家話的韻母存古情

況，分別推測了客家話可能的形成時代，本節中，我們將綜合這些韻

母現象，整體推估客家話的形成時代，茲先將本節中各地客家話的韻

母情況，保留古漢語的情形以及存古現象所代表的時代性綜合整理成

下表： 

 

表 3-17  客家話韻母保留古漢語的情形總表 

分析成份 推測可能

代表年代

海

陸

四

縣

梅

縣

河

源

長

汀

寧

化

大

余 

寧

都 

三

都

保存古漢語陽聲

韻尾-m、-n、-ŋ  

先秦~晚

唐五代 

○ ○ ○ ○ ○ ○ ○ ○ ○

保存古漢語入聲

韻尾-p、-t、-k 

先秦~唐

末 

○ ○ ○ ○    ○ ○

保存一、二等對

立的情形（蟹攝） 

齊梁陳隋

~北宋 

○ ○ ○ ○ ○ ○ ○ ○ ○

保存一、二等對

立的情形（山攝） 

齊梁陳隋

~北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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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一、二等對

立的情形（效攝） 

齊梁陳隋

~北宋 

○ ○        

保存一、二等對

立的情形（咸攝） 

齊梁陳隋

~北宋 

    ○ ○ ○ ○ ○ 

保存三、四等對

立的情形（蟹攝） 

先秦~晚

唐五代 

○ ○ ○  ○ ○  ○ ○ 

保留曾梗兩攝的

區別 

先秦~北

宋 

○ ○ ○ ○ ○ ○ ○ ○ ○ 

保留宕江兩攝的

區別 

先秦~晚

唐五代 

○ ○ ○ ○ ○ ○  ○ ○ 

保留蟹止兩攝的

區別 

齊梁陳隋

~晚唐五代 

○ ○ ○ ○ ○ ○ ○ ○ ○ 

談覃重韻的區別

現象 

先秦~晚

唐五代 

○ ○ ○  ○  ○  ○ 

魚虞重韻的區別

現象 

齊梁陳隋

~中唐 

  ○ ○ ○ ○ ○ ○ ○ 

支脂重韻的區別

現象 

齊梁陳隋

~中唐 

○ ○        

（○表示有保留，空白表示沒有保留該音韻現象）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客家話的韻母保留了許多古代漢語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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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形態，我們將選取各地客家話中皆有的古漢語韻母現象，做為推測

客家話形成時代的語音證據，其中有「保存古漢語陽聲韻尾」的情形

代表先秦至晚唐五代間的語音情況、「保存一、二等對立（蟹、山攝）」

的情形代表齊梁陳隋至北宋間的語音情況、「保留曾梗兩攝的區別」

的情形代表先秦至北宋間的語音情況、「保留宕江兩攝的區別」的情

形代表先秦至北宋間的語音情況、「保留蟹止兩攝的區別」的情形代

表齊梁陳隋至晚唐五代間的語音情況，依照各個語音現象所反映出的

時代交集點，我們合理推測其時代應在齊梁陳隋到晚唐五代之間的時

期，亦即，由客家話的韻母情況來看，客家話的形成年代應該在齊梁

陳隋到晚唐五代之間的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 3.2.2 節以及 3.4.2 節中我們分別討論過，客家

話中保留了「魚虞有別」、「支脂有別」及「先仙有別」的現象，它們

都代表了齊梁陳隋至中唐之間的南方語音情況，這似乎透露出客家話

在中唐以前就已經出現在南方地區了。劉綸鑫（1999：19）曾提出：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在漢代，包括今江西在內的南楚一帶，已經形

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漢語方言．．．這支屬於南楚方言的漢代豫章郡

方言，應當就是當今客贛方言的古代形式」，以前述客家話保留古代

南方地區的語音線索來看，這種推測是有可能的，不過究竟客家話的

形成方式與形成時代為何，劉綸鑫並未提出足夠的證據來論證，這部

份仍有待更多的證據和進一步的研究，才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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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客家話的古漢語詞彙成分分析 

 

4.1 前言 

 

    本章中我們將針對客家話的詞彙進行探討，以了解客家話中保留

古漢語詞彙的情形，並以此作為推測客家話形成年代的輔助證據。 

    為了取得更豐富的客家話語料，在本論文進行初期，筆者曾經對

台灣的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進行田野調查，在詞彙方面，是以全面

性、完整性為調查目標，儘可能地收羅客家話中所有的日常生活用

語，以期能真切地反映客家話詞彙的實際情況和歷史時代， 後共得

詞彙 2568 個，其中有部分是屬於本字未明的“有音無字”詞彙。本

節中我們將選取一些客家話中的代表性詞彙進行探討，它們都為日常

生活的口語用詞，我們將分析這些詞彙中保留古漢語成分的情形。分

析時，一方面探討這些古色古香的詞彙在古代典籍中的 早出處源

頭，探究它們的詞義和構詞情況，以了解它們在古今歷史中的演變源

流，對於一些“有音無字”的詞彙，也嘗試為其找到適切的「本字」；

另一方面，我們也拿這些詞彙與其他漢語方言如：閩語、國語等進行

比較研究，以了解這些詞彙在其他漢語中的存古情況以及他們跟客家

話的異同情形。 

    本文在進行探討時，有幾點說明： 

○1 文中每條詞詞目乃是以客家話本字書寫，並在其後的括號內註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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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2 本文中的客家話詞彙是以海陸客語為代表，詞彙發音是以海陸客語

發音標示之，主要是希望能對海陸客語的研究做一點補充。海陸客語

語料為筆者親自田野調查所得。發音人：馮秀雲，女性，77 歲，新竹

縣竹東人。彭勝宗，男性，65 歲，新竹縣竹東人。 

○3 閩語若無特別說明，乃是以台灣閩南話為代表以進行討論，標音時

則以竹南腔標示之，其語音資料主要為筆者親自田野調查所得，發音

人：陳忠本，男性，62 歲，苗栗縣竹南人。郭茂山，男性，50 歲，

苗栗縣竹南人。林奮穗，男性，51 歲，屏東縣新園人。另部份語料參

酌，董忠司等編 2001《台灣閩南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

司。吳安國 1998《台語四用漢字字源》，台北市：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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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只見於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 

 

    客家話有一些保留古漢語成分的詞彙，只出現在客家話中，而未

見於其他漢語方言者註 43，它們都屬於客家話的特徵詞： 

 

1. 綻 [ tsʰan⁶ ]（開裂）--- 

植物長出嫩芽，客家話說：～筍（意為植物體開裂而長出新芽）；線

頭開裂，客家話說：線頭～～，例句：線頭～～，穿針穿毋過。（線

頭開裂，沒辦法穿過針頭），此詞屬於客家話的特徵詞。綻，為古漢

語詞，原義有開裂之義可用於衣物、植物等，《禮記．內則》：「衣裳

綻裂，紉箴請補綴」，北周庾信《杏花》：「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

唐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五：「綠垂風折筍，紅綻雨

肥梅」。《廣韻》去聲襉韻澄母，丈莧切，衣縫解也，音義具合。客家

話此詞是古漢語詞義的沿用。 

 

2. □頭 [ tʰen⁶ tʰeu² ]（加入東西以使擔子兩端能夠平衡）---  

加入東西以使擔子兩端能夠平衡，客家話說：□頭，例句：荷擔兩頭

無平重，拿兜樵來～（擔子兩邊重量不同，拿一些柴放入使它平衡）。

□，為古漢語方言詞，原義為「擔」，即扁擔兩端掛有東西者，《方言》

                                                 
43由於漢語方言之間的相互借用與滲透的情形十分常見，因此要找到完全未見於其他方言

的詞彙並不容易，因此，所謂的“只見”“未見”乃是相對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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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儋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儋兩頭有物為□，音鄧」，戴

震疏證：「儋亦作擔」。□又作幐，《玉篇》：「大亘切，囊也，兩頭有

物謂之幐擔」，去聲定母登韻，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d-＞tʰ-的演變常

例，故音義具合。客家話以“□”為語素構成此詞，詞義上乃引申以

表示相關新義「使擔子兩端能夠平衡」，客家話另有「□手」一詞，

表示“ 幫忙 ”之義，是由“□”引申其義以構詞的。 

 

3. 覆 [ pʰu⁶ ]（指隱藏、埋伏的動作）---  

隱藏、埋伏的動作，客家話說「覆」，例句：屋肚有賊仔，en¹ li³ 到

門角～等，等佢出來 tʃaŋ⁵捉佢（屋內有小偷，我們在門邊埋伏，等他

出來才捉他）。覆，為古漢語詞，義為埋伏、伏擊。《左傳．桓公十二

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魏書．卷八十九．酷吏傳．李

洪之傳》：「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廣韻》

去聲宥韻奉母，扶富切，伏兵曰覆，客家話讀音保留了“古無輕脣音”

的上古讀音，韻母方面，宥韻的「副、富、婦」等字，在客家話中也

讀-u，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覆”之義而來的。 

 

4. 摝 [luk⁷]（指用棍棒攪動的動作）--- 

攪動水以使蜂蜜溶解於水中，客家話說「摝蜂糖」，例句：今晡日當

熱，～兜蜂糖水來食涼（今天天氣很熱，攪拌一些蜂蜜茶來喝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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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摝，為古漢語詞，原有振動、搖動之義，《說文．衣部》：「《周

禮．夏官．大司馬》：「三鼓摝鐸」，鄭玄注：「掩上振之為摝」，宋．

陳旉《農書．蓐耘之宜》：「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摝，務令稻根

之傍，液液然而后已」。《廣韻》入聲屋韻來母，盧谷切，振也，故音

義符合。客家話此詞是引申古漢語「摝」之義，以指用棍棒攪拌的動

作。 

 

5. 摷 [ sau² ]（指用撈具撈起水中物的動作）--- 

用撈具撈起水中物的動作，客家話說「摷」，例句：青菜～啊過就好，

毋好煠忒 lok⁴（青菜燙一下就撈起來，不要煮太熟）。摷，為古漢語

詞，原有取、撈取之義，《廣雅．釋詁一》：「摷，取也」，王念孫疏證：

「《眾經音義》卷四引《通俗文》：『浮取曰摷』」。《集韻》平聲肴韻初

母，初交切，說文義“ 取 ”也，客家話聲母讀成擦音 s-，乃是聲母

tsʰ-＞s-發生變異的結果，故音義符合。「摷」一詞未見於其他漢語方

言詞彙中，是客家話的特徵詞，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構

詞的。 

 

6. 荷 [kʰai¹]（將東西挑起的動作）--- 

將東西挑起的動作，客家話說「荷」，例句：屋下無水了，阿爸拿水

桶去河壩ʃun²荷水（家裡沒水了，爸爸拿水桶去河邊挑水）。荷，為古

漢語詞，古義原有挑、負之義，《公羊傳．宣公六年》：「有人荷畚自

閨而出者」，何休注：「荷，負也」，《漢書．卷五十二．灌夫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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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馳不測之吳軍」，顏師古注：「荷，負也」。《廣韻》：上聲哿韻

匣母，胡可切，負荷也，客家話此詞讀音保留了上古歌部的讀法註 44，

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的演變情形ɡ-＞kʰ-，聲調也符合客家話“濁上歸

陰平”的變化情形，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

來的。 

 

7. 鑊 [ vok⁸ ]（用以煮水或煮菜的大鍋子）--- 

用以煮水或煮菜的大鍋子，客家話說「鑊頭」例句：en¹ li³屋下个～

頭爛孔了，愛拿去分人補了（我們家的大鍋子破洞了，要拿去補了）。

鑊，為古漢語詞，指古代烹煮食物的大鍋，也可以作為烹人刑具。《周

禮．天官．亨人》：「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淮南子．

說林》：「嚐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

傳》：「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南史．卷八十．賊臣

傳．侯景傳》：「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

之」。《廣韻》：入聲鐸韻匣母，胡郭切，鼎鑊也，故音義具合。客

家話以“鑊”為語素，加上詞綴“頭”而構成此詞，其詞義乃屬於古

漢語詞義的沿用。 

 

8. 阿□ [a mei¹]（對母親的稱呼用語）---  

客家話稱母親為「阿□」，例句：恁多兄弟底背，～ 惜ŋai²（這麼多

                                                 
44 客家話中「大」字讀 tʰai⁶，也是屬於上古歌部讀音的遺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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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裡面，母親 疼我）。□，為古漢方言詞，指對母親的稱呼，《玉

篇．女部》：「□，齊人呼母」，唐李商隱《李賀小傳》：「長吉了不能

讀，□下榻叩頭，言阿□老且病，賀不願去」。《廣韻》平聲支韻微母，

武移切，齊人呼母也，聲母保留“古無輕脣音”的上古讀音，故音義

具合。客家話此詞是沿用古漢語而來的，各地客家話的說法稍有不

同，地處較北的客家話如寧化、石城等地，不加前綴“阿”。此外，

也有一些學者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客家話此詞應該是來自於少數民

族語言註 45，這樣的說法仍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9. 囁囁 [ŋiap⁸ ŋiap⁸]（指嘴唇翕動的樣子）--- 

嘴唇不停的翕動，客家話說[嘴 ŋiap⁸ ŋiap⁸動 ]，例句：佢當愛講 voi¹，

一張嘴～動，無停過（他很愛講話，一張嘴巴不停的動，沒有停過）。

此詞未見於其他漢語方言詞彙中，是客家話的特徵詞。囁，為古漢語

詞，本指多言、竊竊私語，《玉篇．口部》：「囁，囁嚅，多言也」，《楚

辭．東方朔〈七諫．怨世〉》：「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王

逸注：「囁嚅，小語謀私貌也」。《廣韻》入聲葉韻日母，而涉切，口

動也，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是由「囁」重疊構成的合成詞，囁囁

在此作為擬態副詞，屬於古漢語詞「囁」之義的引申。 

 

10. □□ [ŋam² ŋam² ]（（額骨）高聳、突出的樣子）--- 
                                                 
45 如羅美珍（2002）、李如龍（2005）皆持此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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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骨突出，客家話說：額～，例句：有兜細人仔，kiuŋ⁵啊出來就額

～（有些小孩子一出生就額骨突出）。□，為古漢語詞，本指骨高貌，

《改併四聲篇海．骨部》引《說文》：「□，《說文》：『□□，骨高貌』」。

《集韻》平聲咸韻疑母，魚咸切，骨高貌，音義皆合。客家話此詞是

由「□」重疊構成的合成詞，□□在此作為擬態形容詞，屬於古漢語

詞「□」之義的沿用，另也可以引申以指“懸崖突出的樣子”，如：

石壁□□。 

 

11. 捎 [sau⁵]（掠、取）--- 

將所有東西都收取過來，客家話說：全部～到來；博奕時全贏通吃，

也可說「捎」，例句：ŋai²總贏，（錢）全部～到來（我全贏，錢全部

收取過來）。捎，為古漢語詞，《世說新語．政事》：「見令史受杖，上

捎雲根，下拂地足」，唐柳宗元《晉問》：「耳搖層雲，腹捎眾木」，《正

字通．手部》：「捎，掠也」《五經文字》：「捎，取也」。《集韻》，去聲

笑韻，略取上物也，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 

 

12. 棚頂 [pʰaŋ² taŋ³]（用木板等在房子裡搭起的樓閣）--- 

用木板等在房子裡搭起的樓閣，客家話說「棚頂」，例句：大家來□

手，lau¹ lia³兜箱仔搬到～放（大家來幫忙，把這些箱子搬到樓閣放）。

棚，為古漢語詞，原義指樓閣，《說文．木部》：「棚，棧也」，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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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俗文》曰：『板閣曰棧，連閣曰棚』，析言之也。許云：『棚，

棧也』，渾言之也」，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棚閣，《倉頡篇》：

樓閣也，謂重屋複道者也」。《廣韻》：平聲庚韻並母，薄庚切，棧也、

閣也，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b-＞pʰ-的演變常例，故音義具合。客家話

此詞屬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棚頂」一詞未見於其他漢語方言詞彙

中，是客家話的特徵詞。 

 

13. 屙 [o¹ ]（上廁所）--- 

上大、小便，客家話皆說屙 [o¹ ]，例句：老弟還恁細，～屎還無曉得

講（弟弟年紀還小，要上大號還不會說）。屙，為古漢語詞，原義為

上廁所，《玉篇．尸部》：「屙，烏何切，上廁也」，平聲歌韻影母，故

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來。 

 

14. 笪 [tat⁷ ]（用粗竹篾編的像蓆的東西）--- 

用粗竹篾編的像蓆的東西，客家話皆說[[tat⁷仔]，例句：菜園用～仔圍

等，雞鴨就毋會走落去食菜（菜園用笪子圍起來，雞鴨就不會跑進去

吃菜）。笪，為古漢語詞，原義為用粗竹篾編成像蓆之類的東西，可

用以蓋屋或船，《玉篇．竹部》：「笪，麤籧篨也」，《集韻．曷韻》：「笪，

當割切，覆舟簟」，入聲曷韻端母，曷韻客家話可以唸-at，如：「達」

唸 tʰat⁸，「辣」唸 lat⁸，「薩」唸 sat⁷等皆是，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

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來，以詞根“笪”加上詞綴“仔”構成此詞，

所指器具用途則由原來的蓋屋或船的用途，轉變為圍菜園或圈養雞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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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上述這些客家話的特徵詞都屬於客家話的日常生活口語用詞，從

他們在古代典籍中的 早出處源頭來看，客家話中的確有許多是宋代

以前的典籍史料所記載的詞彙，甚至有不少是來源於先秦時代的典

籍，如「綻 tsʰan⁶」 早出現於《禮記》、「覆 pʰu⁶ 」 早出現於《左

傳》、「荷 kʰai¹」 早出現於《公羊傳》、「鑊 vok⁸」 早出現於《周禮》

等都是，再從這些客家話特徵詞的詞義來看，它們大多屬於古漢語詞

義的直接沿用。由此可見客家話的詞彙中的確保留了許多古色古香的

古漢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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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並見於客家話和閩語的古漢語詞彙 

 

    在客家話中我們可以發現有為數不少的保留古漢語成分的詞彙

在閩語中也存在，以下我們就選取幾個代表性詞彙進行探討： 

 

1. 晝 [ tʃiu⁵ ]（白天）---  

此詞在客家話日常用語中常常使用，例如：上午說「上晝」，中午說

「當晝」，下午說「下晝」，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的時間說「一晝邊」，

例句：lia³事恁多，一～邊哪做 it⁴忒（這工作很多，半天時間哪裡做

得完？），各地客家話用法皆同。晝[ tʃiu⁵ ]為古漢語詞，原為白天之

義，即從日出到日落的一段時間，《說文．畫部》：「晝，日之出入，

與夜為界」，《易．繫辭上》：「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詩．豳風．七月》：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集韻．宥韻》：「晝，陟救切，說文日之出

入，與夜為界」，去聲宥韻知母，故音義具合。客家話以“晝”為語

素，沿用古漢語詞義而構成此詞。此詞在閩南語中也有，但出現範圍

與客家話有所不同，例如：閩南語下午可說：下晝[e⁶ tau⁵ ]，與客語

相同，但是，上午說：頂晡[ tiŋ³ pɔ¹ ]，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的時間說：

半晡[ puã⁵ pɔ¹ ]，則與客語不同。「晝」在國語中多出現在書面語裡，

在口語中已不使用了。 

 

2. 敲 [kʰau⁵]（指擊打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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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海陸客語說[kʰau⁵]，例句：个扇壁愛～忒佢，起過新个（把那面

牆要敲掉，蓋過新的）。敲，古漢語詞，原義擊也，《說文．攴部》：「敲，

橫擿也」，徐鍇《說文繫傳》：「橫擿，從旁橫擊也。」，《左傳．定公

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杜預注：「奪閽杖以敲閽頭也」，唐賈島《題李凝幽居》：「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廣韻．效韻》：「敲，擊也，苦教切」，去聲效韻溪母，

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乃古漢語詞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

台灣閩南話說 kʰa⁵，牆壁打掉說：～壁，此用法閩、客語相同；叫門

說：～門，此用法則與客家話不同，叫門，客家話說：kʰok⁸門或 kuet⁸

門，客家話不可說～門，其義乃為破壞門，詞義不同。 

 

3. 烰 [pʰu²]（煮也、或將食物埋於燒炭中使熟）--- 

埋地瓜於燒炭中使熟，海陸客語說，～蕃薯；煮湯，海陸客語說，～

湯，例句：～湯愛看等，毋好烰燥忒還毋知（煮湯要看著，不要水煮

乾掉還不知道）。烰，為古漢語詞，原指火汽上行也，《說文．火部》： 

「烰，烝也。《詩》曰：『烝之烰烰』」，段玉裁注：「謂火氣上行之貌

也」，《玉篇．火部》：「烰，烰烰，火氣盛也」。《廣韻》：「烰，火氣爾

雅曰烰烰，烝也，縛謀切」，平聲尤韻奉母，客家話聲母符合古全濁

聲母*bv-＞pʰ-的演變常例，故音義符合。有人用「烳」當成本字，烳，

《廣韻》滂古切，上聲，聲調不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語“烰”之

義的引申，用於指烹煮食物的動作。此詞也保留在閩語中，台灣閩南

話讀 pu²，用法與客語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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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斫 [tok⁸]（指用刀子砍的動作）--- 

斫，海陸客語說[tok⁸]，例如：～樵（砍柴）；～忒（砍掉），例句：好

天先～兜樵來放等，落水天就有好燒（好天氣時先砍一些柴來放著，

下雨天時就有（柴）可以燒）。斫，為古漢語詞，原義指用刀、斧等

砍物之動作，漢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

摯斫斬以為琴」，唐杜荀鶴《山中寡婦》：「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

柴帶葉燒」。《廣韻》：「斫，刀斫，之若切」，入聲藥韻章母，客家話

聲母乃保留章母讀 t-的上古讀音，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

語詞義的沿用。此詞也保留在閩語中，斫，音 tok⁸，用法與客家話相

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5. 粟 [siu²]（指梁或小米）--- 

梁或小米，海陸客語說[siu² ə（粟仔）]，例句：～仔做得磨來做～仔

粄，～仔梗做得紥掃把（小米可以做小米糕，小米的莖可以做掃把）。

粟，為古漢語詞，原義泛指榖類，《說文．　部》：「□（粟），嘉榖實

也」，段玉裁注：「古者民食莫重於禾黍，故謂之嘉榖。榖者，百榖之

總名．．．嘉榖之實曰粟，粟之皮曰糠，中曰米」，《尚書．武成》：「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漢晁錯《論貴粟疏》：「粟米布帛生於地，

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時成也」，唐李賀《長歌續短歌》：「渴飲壺

中酒，饑拔隴頭粟」。《集韻》：「粟，須玉切，說文嘉榖實也」，入聲

燭韻心母，海陸客語-k 失落，四縣客語仍唸siuk⁷，可茲證明，故音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138

義符合。客家話此詞以詞根“粟”加上詞綴“仔”構成此詞註 46，屬

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但在詞義範圍上已縮小，專指小米。「粟」一

詞也存在於閩語中，使用範圍與客家話有所不同，閩語中乃用來指稱

稻穀，廈門話讀tsʰik⁷，福州話讀tsʰuoʔ⁷。 

 

6. 擘 [pak⁷]（用雙手剝開的動作）---  

剝竹筍殼，客家話說：～竹筍殼；剝花生，客家話說：～地豆，例句：

lia³兜地豆拿來～～仔，大隻个留來種，細隻个做得烰來食（這些花

生把它剝一剝，大的留起來種，小的可以煮來吃）。擘，為古漢語詞，

原指分開、剖裂。《說文．手部》：「擘，撝也」，段玉裁注：「今俗語

謂裂之曰擘開」，《廣雅．釋詁一》：  「擘，分也」，又《釋言》：「擘，

剖也」，《玉篇．手部》：「擘，裂也」。《廣韻》：「擘，分擘，博厄切」，

入聲麥韻幫母，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此

詞也保留在閩語中，台灣閩南話說 peʔ⁷，剝柚子說：～柚仔，此用法

閩、客語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7. □ [pu²]（腫起之義）--- 

長起膿包，客家話說：～膿，例句：分 仔 tsʰam²到愛挑忒，無會～膿

（被植物的刺刺到要把它挑起來，不然會長起膿包）。□，為古漢語

                                                 
46 客家話常會在名詞、形容詞、動詞等的後面加上詞綴「仔」，它們的詞義已經虛化，只

具有語法的功能，相當於助詞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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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原指腫起，《玉篇．疒部》： 「□，腫也」。《廣韻．麌韻》：「□，

病腫。扶雨切」，上聲麌韻奉母，古上聲字在客家話中有部分讀為陽

平調，如：「吵」讀 tsʰau²、「姐」讀 tse²、「堵」讀 tu²等皆是，聲母則

符合古全濁聲母*bv-＞pʰ-的演變常例，故音義符合。客家話乃沿用古

漢語詞義而構成此詞，專門用於表示腫起膿包之義。此詞也保留在閩

南語中，台灣閩南話說 pu⁶，長起膿包，說：～膿，用法與客語相同，

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8. 櫼 [tsiam¹]（木楔）--- 

用於榫頭的楔子，客家話說：榫頭～；用於鋤頭的木楔，客家話說：

钁頭～，例句：钁頭～愛～hen²來，改泥 tʃaŋ⁵毋會 lut⁷忒（鋤頭的楔

子要裝緊，鋤泥時才不會鬆脫）。櫼，為古漢語詞，原指木楔、木簽。

《說文．木部》：「櫼，楔也」，段玉裁注：「木工於鑿枘相入處，有不

固，則斫木札楔入固之，謂之櫼」。《集韻》：「櫼，將廉切，說文楔也」，

平聲鹽韻精母，故音義具合。客家話乃沿用古漢語詞義而構成此詞，

除了用於指木楔，客家話也將“櫼”詞義擴大以用於將楔子擠入的動

作，如～茶油，此外，也可擴大詞義用於形容擁擠，如盡～，在詞義

上有所引申，詞性則由名詞轉變為動詞或形容詞了。此詞也保留在閩

南語中，台灣閩南話說 tsĩ¹，鋤頭楔子說：鋤頭～仔，用法與客語相

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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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箸[tʃʰu⁶]（筷子）--- 

筷子，海陸客家話說「箸」，例句：佢个妹仔當曉得，會 lau¹飯添好，

～擺好，tʃaŋ⁵請佢來食飯（他的女兒很懂事，會先把飯裝好，筷子擺

好，再請他吃飯）。箸，為古漢語詞，原義為筷子。《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史記．留侯世家》：「漢王方食．．．張

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說文．竹部》：「箸，飯敧也」，

《玉篇．竹部》：「箸，筴也，飯具也」。《廣韻》：「箸，匙箸，遲倨切」，

去聲御韻澄母，故音義具合。有些地方的客家話「筷子」不說箸，而

說筷子，例如四縣客語，應是後期藉自官話系統的詞彙，客家話此詞

乃沿用古漢語詞義而來。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ti⁶，用

法與客語相同，在國語中多出現於書面語中，而國語的口語中已不使

用此詞了。 

 

10. 煠 [sap⁸]（將食物放入水中煮熟）--- 

將食物放入水中煮熟，海陸客語說[sap⁸]，例如：～竹筍；～雞鴨，

例句：雞鴨愛～熟來，tʃaŋ⁵做得敬神（雞鴨要放入沸水中煮熟，才能

祭拜神明）。煠，為古漢語詞，原指食物放入水中一沸而出，唐劉恂

《嶺表錄異下》：「先煮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煠之」，《集韻．洽韻》：

「煠，實洽切，博雅瀹也」，入聲洽韻船母，船母在客家話中可以讀

為 s-，例如：「述」讀 sut⁸、「術」讀 sut⁸等皆是，故音義符合。客家

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saʔ⁷，煮蛋說：～卵，此用法閩、客語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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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 

 

11. 火翕 [hip⁷]（燜煮）--- 

燜煮，海陸客語說[hip⁷]，例句：菜瓜先～軟來，tʃaŋ⁵ et⁷ 水落去煮（絲

瓜先燜煮軟了，再放水下去煮）。火翕，為古漢語詞，原指燃燒、熱，

《廣雅．釋詁二》：        「火翕，爇也」，王念孫疏證：「熱與爇

亦聲近義同」，《玉篇．火部》：「火翕，熱也」，《廣韻》：「火翕，火翕

熱，許及切」，入聲緝韻曉母，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乃是引申古

漢語詞義而來。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hip⁷，燜飯使熟

說：～飯，此用法閩、客語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12. 疕 [pʰi³]（指傷口結的痂）--- 

傷口結痂，海陸客語說：kien¹～，例句：老弟分芒婆割到个位所，已

經退紅 kien¹～了（弟弟被蘆葦割到的傷口，已經退紅結痂了）。疕，

為古漢語詞，原指痂、瘡上結的薄殼，《急就篇》第四章：「痂疕疥癘

癡聾盲」，顏師古注：「痂，瘡上甲也；疕謂薄者也」，《廣雅．釋言》：

「疕，痂也」，《廣韻》：「疕，瘡上甲，匹婢切」，上聲紙韻滂母，故

音義具合。客家話的「疕」屬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

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pʰi³，傷口結疤說：kien¹～，此用法閩、客語相

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13. 薸 [pʰiau²]（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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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萍，海陸客語說[pʰiau² 仔]，例句：阿□去田兜肚撈～仔分鴨仔食

（母親到田裡去撈浮萍給鴨子吃）。薸，為古漢語方言詞，原指浮萍，

《爾雅．釋草》郭璞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廣韻．

宵韻》：「薸，《方言》云：『江東謂浮萍為薸』，符霄切」，平聲宵韻奉

母，客家話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bv-＞pʰ- 的演變常例，故音義具合。

客家話此詞乃以“薸”為詞素複合構詞而成，詞義屬古漢語詞義的沿

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薸，台灣閩南話讀 pʰio²，浮萍說：水～，

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14. 鬬 [teu⁵]（將東西拼合）--- 

鬬，海陸客語說[teu⁵]例句：劈刀柄愛～het⁷來，劈 tʃaŋ⁵毋會 lut⁷忒（劈

刀柄要裝接緊，劈時才不會脫落）。鬬，為古漢語詞，原有遇合、拼

合之義，《說文．鬥部》：「鬬，遇也」，段玉裁注：「凡今人云鬬接者

是遇之理也」，《廣韻》：「鬬，說文遇也，都豆切」，去聲候韻端母，

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引申。閩語中也有相同詞

彙，台灣閩南話說 tau⁵，例如：～眠床（將床組拼合起來）；～榫頭

（將榫頭接合起來），此詞用法閩、客語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

用此詞。 

 

15. 脬 [pʰau⁵]（膀胱）--- 

膀胱，海陸客語說[ ŋiau⁵ pʰau⁵（尿脬）]，例句：尿出毋屙，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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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爆忒（尿急又不上廁所，膀胱會破裂）。脬，古漢語詞，原義膀胱，

《說文．肉部》：「脬，胱也」，《玉篇．肉部》：「脬，膀胱也」，《史

記．扁鵲倉公列傳》：「風癉客脬，難于大小溲，溺赤」，張守節正義：

「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廣韻》：「脬，腹中水府，匹交切」，平

聲肴韻滂母，客語唸去聲乃屬語音的變例，客家話這種情形還有「噴」

唸 pʰun⁵、「杉」唸 tsʰam⁵ ，皆平聲唸去聲之例，故音義符合。客家

話此詞乃以“脬”為詞素，沿用古漢語詞義而構成此詞。在閩語部分

次方言中也有膀胱說「尿脬」者，例如：福州話說[nieu⁶ pʰa¹]，與客

家話相同，而國語的口語中不使用此詞。 

 

16. 矇 [muŋ²]（昏暗不明）--- 

昏暗不明，海陸客語說[muŋ²]，例句：屋肚無點火，暗～～看毋到（屋

裡沒開燈，昏暗不明看不清楚）。矇，為古漢語詞，原指眼失明或盲

者，《詩經．大雅．靈臺》：「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毛傳》：「有眸

子而無見曰矇」。後引申其義做昏暗不明，《說文．目部》：「矇，不明

也」《淮南子．脩務》：「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集韻．東

韻》：「矇，不明，謨蓬切」，平聲東韻明母，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

詞乃沿用古漢語中昏暗不明之義而來。在閩語中也有相同的詞彙用

法，台灣閩南話讀 boŋ²，昏暗不明說：～～，而國語的口語中已不使

用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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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食 [ʃit⁸]（吃）--- 

喝茶，客家話說：～茶；吃午餐，客家話說：～晝，此外客家話也常

以「食飽 maŋ²（吃飽（飯）了沒）」做為問候語。食，為古漢語詞，

原有吃之義，《詩．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論語．

述而》：「其為人也，發憤忘食」，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小兒五

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迴頭」。《廣韻》：「食，飲食，大戴禮曰食穀者

智惠而巧，乘力切」，入聲職韻船母，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屬於

古漢語詞義的沿用。此詞也保留在閩南語中，用法與客語相同，台灣

閩南話說 tsiaʔ⁸，吃晚餐說：～暗；喝茶說：～茶，用法與客家話相

同，此詞在國語中多見於書面語中如：不食煙火，口語中已改用「吃」

字。 

 

    從上述客、閩語中保留共同古漢語詞彙的情形來看，客、閩語中

的確共同存有許多宋代以前的古漢語詞彙，其中有許多是來源於先秦

時代的詞彙，這些詞彙在國語的口語中多不使用，卻存在於客、閩語

的日常口語中。 

    進一步觀察這些客、閩語中共有的古漢語詞彙，可以發現有一些

詞彙雖然並見於客家話和閩語中，但在客、閩語中，他們的詞義範圍

已有所不同，例如：「粟」一詞，原義乃是泛指榖類，是榖類的總稱，

但在客家話中，其詞義範圍已經縮小，乃用以指稱梁或小米；而在閩

語中其詞義範圍也有所縮小，乃用以專指小米。此外，部分並見於客

家話和閩語中的的古漢語詞彙，其語用範圍已經有所不同，例如：「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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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打掉牆壁”，客、閩語皆可說：敲壁，這是客、閩語相同的

語用情形，但是“叫門”閩語可說：敲門，客家話卻不可，敲門，在

客家話中其義乃為破壞門，詞義不同。又如：「晝」一詞，客、閩語

皆可說「下晝」以表示“下午”之義。然而，“半天”客家話可說「半

晝」，而閩語卻沒有此種說法，閩語乃是以「半晡」表示之；“上午”

客家話可說「上晝」，而閩語卻沒有此種說法，閩語乃是以「頂晡」

表示之，這是「晝」在客、閩語中的語用範圍上的不同情形。這些都

是相同來源的詞彙，在不同方言中經過長時期發展的結果。 

    筆者曾經針對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做過的不完全統計，在二百

多個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裡，並見於客、閩語的比例約佔三分之

ㄧ，所佔比例相當高，顯示出客家話和閩語之間的相似性，此外，從

語音上來看，在漢語方言中，客家話梗、山、咸三攝的三四等字（除

了梗攝的白讀之外）的音讀和廈門方言相當一致，另外，古全濁聲母

清化后平仄皆送氣的情形、保留上古端知同源的現象以及普遍存在

「古無輕脣音」的現象，客家話、閩語中皆有相當一致的表現。從語

音、詞彙等現象來看，客家話、閩語之間存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們

在形成時期應該有過共同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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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並見於客家話、閩語和國語中的古漢語詞彙 

  

    部分存在於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在閩語和國語中也同時存

在，以下我們就選取幾個代表性詞彙進行探討： 

 

1. 尾 [mui¹]（尾巴）--- 

動物尾巴，客家話皆說「尾」，如：老鼠～；狗～，例句：狗仔看到

熟識的人，～就會緊 vit⁷（狗看到認識的人，尾巴就會一直搖）。尾，

為古漢語詞，原義為尾巴，《易．履》：「屢虎尾，不咥人，亨」，《釋

名．釋形體》：「尾，微也，承脊之末稍」，《三國志．魏志．許褚傳》：

「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廣韻》：「尾，首尾也，

易曰履虎尾，無匪切」，上聲尾韻微母，客家話聲母保留“古無輕脣

音”的上古讀法，聲調符合客家話中次濁上歸陰平的演變常例，故音

義符合。客家話此詞詞義上屬於古漢語詞義的沿用，形態上保持了古

代單音節詞的形式。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bue³，牛尾

巴說：牛～，另外也有雙音節詞形式的說法，台灣閩南話說 bue³ liu¹

例如：死頭活～。此詞也保留在國語中，國語的口語中說～巴，已成

為為雙音節合詞了。 

 

2. 擎 [kʰia²]（指將物體舉起、拿起的動作）--- 

拿鋤頭，客家話說：～钁頭；舉起來，客家話說：～起來，例句：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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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个竹仔，～下大路去，分車仔載去賣（砍下的竹子，拿到（山下）

道路去，讓車子載去賣）。擎，為古漢語詞，原義為舉，《莊子．人間

世》：「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廣雅．釋詁一》：「擎，舉也」。《廣

韻》：「擎，舉也，渠京切」，平聲庚韻羣母，梅縣仍讀[kʰiaŋ²]，海陸

韻母-ia，應該是-iaŋ ＞-ia 失落韻尾的結果，此種情形也見於同韻的

「打」字讀 ta³，也是庚韻字由-aŋ ＞-a 失落韻尾的結果，故音義符合。

詞義上來看，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來。閩語中也有相同

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gia²，例如：～貨，～鋤頭，詞義與用法皆跟客

家話相同。此詞在國語中多見於書面語，例如：一柱擎天、眾擎易舉，

在口語中一般已不使用。 

 

3. 粕 [pʰok⁷]（渣滓、殘餘）  ---  

甘蔗渣，客家話說：甘蔗～；炸豬油剩下的殘餘，客家話說：豬油～；

嚼剩下的菜渣也說～，例句：橄欖菜太老了，嚼啊去當多～（橄欖菜

太老了，嚼起來很多渣滓）。粕，古漢語詞，原指酒滓，《說文新附．

米部》：「粕，糟粕，酒滓也」，《淮南子》：「是直聖人之糟粕耳」，許

慎注：「粕，以漉粗糟也」，《廣韻》：「粕，糟粕，匹各切」，入聲鐸韻

滂母，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語詞義之引申，詞義範圍上

已有所擴大，不限於指酒滓了，但是，客家話此詞仍保留古漢語單音

詞的形式。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pʰoʔ⁷，甘蔗渣說：

甘蔗～，詞義與用法皆跟客家話相同。在國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

閩南話說 pʰoʔ⁷，此詞在國語中多見於書面語，且多以雙音節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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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現，例如：糟粕，而在口語中一般已不使用了。 

 

4. 利 [li¹]（鋒利）--- 

刀子很銳利，客家話說：當～，例句：lia³菜刀當～，莫好先兜仔。（這

菜刀非常鋒利，要小心一點！）。利，古漢語詞，原義為鋒利之義，《說

文．刀部》：「利，銛也」，《玉篇．刀部》：「利，剡也」，《易．繫辭上》：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孔穎達疏：「二人若同齊其心，其纖利能斷

截於金」，《荀子．勸學》：「金就礪則利」《管子．兵法》：「厲士利械，

則涉難兒不匱」，《廣韻》：「利，說文銛也，力至切」，去聲至韻來母，

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乃是沿用古漢語詞義而來的。閩語中也有相

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lai⁶，例如：真～。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

國語讀 li⁵，例如：鋒～；銳～，已由單音節單純詞發展成為為複合詞

了。 

 

5. 篷 [pʰuŋ²]（遮蔽風雨日光的用具）---  

戶外活動時搭建的遮蔽物，海陸客語說[布 pʰuŋ²]，例句：廟項天光

日做鬧熱，廟坪的布～全部搭起來了（廟裡明天有慶典活動，廟前廣

場的布篷全部搭起來了）。篷，古漢語詞，原指車船上的遮蔽物，《方

言》：「車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廣韻》：「篷，織竹夾箬覆舟也，

薄紅切」，平聲東韻並母，客家話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b-＞pʰ-的演變

常例，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屬於古漢語詞義之引申，詞義範圍上

已有所擴大，不限於指車船上的遮蔽物。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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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話說 pʰaŋ²，例如：布～；車～，詞義與用法跟客家話相同。國

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語讀 pʰəŋ²，如：帳～；船～。 

 

6. 捧 [puŋ³]（用雙手承托物品的動作）---  

捧水，海陸客語說：～水；捧榖，海陸客語說：～榖。例句：～ 一 ～

榖分雞仔食（捧一捧穀子給雞吃）。捧，古漢語詞，原指雙手承也，《釋

名．釋姿容》：「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集韻．腫韻》：「捧，

掬也」，《廣韻》：「捧，兩手承也，敷奉切」，上聲腫韻敷母，客家話

聲母保留“古無輕脣音”的上古讀音現象，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

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pʰɔŋ³，

例如：～水；～花，用法跟客家話相同。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

語讀 pʰəŋ³，如：～一～水；～雪。 

 

7. 糶 [tʰiau⁵]（賣出糧食）--- 

賣花生，客家話說：～地豆；賣米，客家話說：～米，例句：禾仔割

到曬燥來，做得荷去～（稻穀割好，晒乾，可以挑去賣）。糶，古漢

語詞，指賣出糧食也，《韓非子．內儲說下》：「韓昭侯之時，黍種常

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者甚多」，《說文．出部》：「糶，

出榖也」，《廣雅．釋詁》：「糶，賣也」，《玉篇．出部》：「糶，出榖米

也」，《廣韻》：「糶，賣米也，他弔切」，去聲嘯韻透母，故音義具合。

客家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

說 tʰiɔ⁵，例如：～米，用法跟客家話相同。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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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讀 tʰiau⁵，如：～出穀物，此詞在國語口語中已少用，漸漸為「賣」

字所替代了。 

 

8. 糴 [tʰak⁸]（買入糧食）--- 

買進種子，客家話說：～菜仁；買進榖子，客家話說：～榖，例句：

他做的是～榖糶米个生意（他做的是糧食買賣的生意）。糴，古漢語

詞，指買入糧食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

于齊」，《說文．入部》：「糴，市榖也」，《玉篇．入部》：「糴，入米也」，

《集韻》：「糴，關中謂買粟麥曰糴」，《廣韻．錫韻》：「糴，市榖米，

徒歷切」，入聲錫韻定母，客家話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d-＞tʰ-的演變

常例，故音義具合。客家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

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tʰiaʔ⁸，例如：～米，用法跟客家話相同。國

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語讀 ti²，例如：～入，此詞在國語口語中已

少用，漸漸為「買」字所替代了。 

 

9. 篾 [met⁸]（竹子剖成的薄片）--- 

篾條，海陸客語說：～仔，例句：lia³飯撈係～仔做个（這撈飯器具

是篾條做的）。篾，古漢語詞，指竹皮、竹子剖成的薄片，《玉篇．竹

部》：「篾，竹皮也」，《正字通．竹部》：「篾，《埤倉》：『析竹層也』」，

《廣韻》：「篾，竹皮，莫結切」，入聲屑韻明母，故音義具合。客家

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此詞台灣閩南話

說 biʔ⁸，例如：～仔；～蓆；～扇。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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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⁵，例如：～條；～青。 

 

10. 疿 [pui⁵ ]（疿子）---  

疿子粉，海陸客語說：熱～粉；疿子，海陸客語說：熱～仔，例句：

發熱～仔會當 hoi²，nin² noŋ² nin⁵ nak⁸，緊爪緊愛爪（長疿子會很癢，

很不舒服，抓個不停）。疿，古漢語詞，原指疿子，《玉篇．疒部》：「疿，

熱生小瘡」，《集韻．未韻》：「疿，熱瘍也」，《廣韻》：「疿，熱生小瘡，

方味切」，去聲未韻非母，客家話聲母保留“古無輕脣音”的上古讀

音，故音義具合。客家話以“疿”為語素構成此詞，詞義仍沿用古漢

語詞義。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台灣閩南話說 pui⁵，例如：～仔；～

仔粉。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語讀 fei⁵，例如：～子；～子粉。 

 

11. 焙 [ pʰoi⁶ ]（烘、烤）---  

烤熟，海陸客語說：～熟；烘乾，海陸客語說：～燥，例句：落水天，

衫褲 laŋ²毋燥，拿去～燥來換（下雨天，衣服晾不乾，拿去烘乾來換）。

焙，古漢語詞，原指用微火烘烤，唐皮日休《寄懷南陽潤卿詩》：「醉

來渾忘移花處，病起空聞焙藥香。」，《集韻》：「焙，□也，蒲昧切」，

去聲隊韻並母，客家話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 b-＞pʰ- 的演變常例，故

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屬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中也有相同詞彙，

台灣閩南話說 pe⁶，例如：～茶。國語中亦有相同的詞彙，國語讀 pʰei¹，

例如：～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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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齩 [ŋau¹]（咬也）--- 

咬，客家話說[ŋau¹]，例句：狗仔个尾係緊 vit⁸，就毋會～人（狗的尾

巴若一直搖，就不會咬人）。齩，古漢語詞，亦作“咬”，指人或動

物上下牙對著用力，《說文》：「齩，齧骨也。」，《漢書．食貨志上》：

「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晉張協《七命》：「口齩雙刃，足撥飛

鋒」，《說文》：『齧骨也』，亦作咬」，《廣韻》：「齩，齧也，五巧切」，

上聲巧韻疑母，客語唸陰平聲符合“古次濁上聲歸陰平”之演變常

例，故音義符合。客家話此詞乃古漢語詞義的沿用。閩語、國語中亦

有相同的詞彙，閩南話說 ŋau³，例如：廈門話，咬斷說「ŋau³ tŋ⁶」；

咬一口說「ŋau³ tsit⁸ tsui⁵」。國語則說 iau³。 

 

    由上述共同存在於客家話、閩語和國語中的古漢語詞彙來看，可

以發現，有些古漢語詞彙在客、閩語中仍然普遍保留在日常口語之

中，但在國語的日常口語之中已經很少使用或者已不使用了，例如：

「擎（指將物體舉起、拿起的動作）」一詞，在客、閩語中仍然普遍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是，在國語中卻多見於書面語，在口語中一般

已不使用了，又如：「糶米（賣米）」、「糴米（買米）」在客、閩語中

仍然普遍保留在日常口語之中，但在國語的口語中已很少用，漸漸為

「賣米」或「買米」所替代了，由此來看，客家話和閩語在詞彙上顯

得存古性較高。此外，有些古漢語詞彙在客、閩語中仍然保存古漢語

的單音節詞形式，但在國語的日常口語之中已經是複音節的複合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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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了，例如：「利（鋒利）」一詞，在客、閩語的日常口語中，仍然普

遍使用古漢語的單音節詞「利」的說法，但是，在國語的口語中一般

都已使用「鋒利、銳利」等複合詞形式的說法了，又如：「尾（尾巴）」

一詞，在客、閩語的日常口語中，仍然普遍使用「尾」的單音節詞說

法，但是，在國語的口語中一般都是「尾巴」的複合詞形式。這種複

合詞的形式乃是後期發展的詞彙形式，由此看來，客家話和閩語在詞

彙上顯得較為保守。 

    綜上所述，就客、閩語和國語在詞彙上的表現來看，客家話和閩

語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詞彙的原有說法和形式，相較於國語，客家話

和閩語顯得更為存古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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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結 

 

    本章我們針對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進行探討，發現客家話中保

留了許多古漢語的詞彙，它們多是客家話的日常口語用詞，從他們在

古代典籍中的 早出處源頭來看，客家話中的確存在許多宋代以前使

用詞彙，其中還有不少是屬於先秦時代的詞彙，而就詞義來看，它們

大多屬於古漢語詞義的直接沿用。 

    其次，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裡，有不少是並存於閩語的日常生

活用詞中，這樣的詞彙佔了頗高的比例，顯示出客家話和閩語之間存

在密切的關係。進一步觀察這些詞彙，可以發現有一些詞彙雖然並見

於客家話和閩語中，但它們的詞義範圍已有所不同了，另外，還有一

部分詞彙其語用範圍也已經有所差異，這是相同來源的詞彙，在不同

方言中經過長時期發展的結果。 

    此外，客家話中的古漢語詞彙有一部分是共同存在於客家話、閩

語和國語中的，比較他們間的情形，有些在國語的口語中已經很少或

已不使用的詞彙，仍然普遍保留在客家話、閩語的日常口語之中，另

外，有一些古漢語詞彙在國語的口語之中已經發展成為複音節的複合

詞形式，但是在客、閩語中卻仍然保存古漢語的單音節詞形式，因此，

從這些詞彙情況來看，相較於國語，客家話和閩語顯得更為存古與保

守。 

    綜上所述，客家話中的確保留了許多古漢語的詞彙，它們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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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漢語的單音節詞形式，且這些詞彙至今仍是客家話的生活基本詞

彙，也多屬於古漢語詞義的直接沿用情形，這顯示出了客家話的的存

古與保守性質，這些都可作為客家話形成時代早於宋代的語言輔助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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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客家話的非漢語詞彙成分分析 
     

 

    羅師肇錦〈客語的非漢語成份說略〉（2002）一文中從客語的語音

特點、特殊詞彙、構詞現象、語法現象等語言特徵及畬地名現象等證

據，提出“客語口語底層出自南方瑤畬語，書面語及後期口語學自漢

語”的看法，並認為客語的祖源應在中國西南。之後，李輝、潘悟云

等人（2003）也曾經以遺傳學的分析方式，對客家人進行染色體的分

析，結果顯示代表客家人父系遺傳結構的混合比例，漢族約 80.2％，

畬族約 13％，侗族約 6.8％，而代表客家人母系遺傳特徵的線粒體 DNA 

Region V 區段 9bp 的缺失為 19.7％，與畬族的 15％較為接近，這說明

了客家人在血緣上與苗瑤語族、侗台語族存在密切的關係。從人類社

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以血緣為紐帶所締結的群團關係要早於以地

緣關係所組合而成的族群共同體，因此，在歷史上，客家人與苗瑤語

族、侗台語族必定有過緊密的連繫，而這種連繫關係在客家話中的反

映情形又是如何？本章開始我們將結合語音現象針對客家話的詞彙

和語法進行探討，以了解其中的少數民族語言成分。 

     

 

5.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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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語言中的底層構造，從詞彙入手往往是 直接、 初步的

階段，但卻是非常重要的階段。在客家話中就有許多“有音無字”的

日常生活基本詞彙，這些詞彙往往與少數民族語言的語音、語義上存

在著十分密切的對應關係，它們很可能是早期來自於苗瑤語或侗台語

的底層詞彙，可惜它們往往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對於部分客家語中

“有音無字”的詞彙，過去也有學者曾經花很多時間去考其本字，但

是辛苦考證的結果往往不是語義曲折就是考出一堆冷僻字，這是因為

要勉強從漢語文獻材料中找出來源的結果。今天，如果我們從與客家

起源有密切關係的苗瑤語或侗台語中找尋，會發現有一些詞彙根本就

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詞彙，以「燙（燙傷）」一詞為例，客語說

luk⁷，這是客家話的特徵詞之ㄧ，《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將之寫成「熝」，

所憑藉的是《集韻》入聲屋韻，盧谷切：「熝，煉也」。但是，從語義

上看，煉乃是以高溫加熱，使物質去掉雜質變得精純之義，《說文》：

「煉，冶金也」，此義與客家話中所說的 luk⁷，表示被滾燙物質所燙

傷之義實在有一大段差距，從客家人的語感上來看，意義實在無法相

合，以「煉」來釋 luk⁷，其語義顯得十分曲折離奇，但是，如果我們

從苗瑤語、侗台語的同源詞來看，馬上使人豁然開朗，「燙（燙傷）」

樑子金門瑤語、藻敏瑤語皆說 lu⁷，江底勉瑤語說 ɬu⁷，覽金金門瑤語

說ȵut⁷，湘江勉瑤語說 ɬəu⁷，黔東苗語說 lhu⁷，我們都知道，苗瑤語的

7、8 調多是與客家話的入聲調相對應的，因此，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

瑤語可說是音義具合。若再從侗台語來看，可以發現，「燙（燙傷）」

拉珈語說 luk⁸，壯語說 luːk⁸，傣語說 lok⁸，音義上更是對應整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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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語音上或語義上來看，這種對應關係，自然而然，沒有一絲矯揉

造作的感覺，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有音無字”的詞語，無論是在

客家話中或是在苗瑤語、侗台語中都屬於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詞彙，若

再進一步探討其古語形式，王輔世、毛宗武將「燙（燙傷）」的古苗

瑤語形式構擬為 *l̥uk，梁敏、張均如將「燙（燙傷）」的古侗台語形

式構擬為*gluɔk，從古音上，也都可以清楚解釋與客家話間歷時的語

音演變的關係，因此，這種情形很難說他們之間沒有語源上的相關。

再看一例，「拔（拔毛）」客語說 paŋ¹，這是客家話的特徵詞，《客贛

方言調查報告》依據《集韻》平聲庚韻，晡橫切：「，相牽也」而

認為其本字為「」，但從客家人看來，「相牽」之義與「拔（拔毛、

拔草）」並不契合，「牽」或「拉」都另有專門詞彙用以表達，把「相

牽」等同於「拔」，實在太過牽強，應非本字，如果我們再從苗瑤語

中去找尋，可以發現，「拔（拔毛）」勉瑤語說 pɛːŋ¹，梗攝字白讀元音

低化是客家話的特色之ㄧ，因此客語的 paŋ¹可以是從 pɛŋ¹演變而來

的，即 ɛŋ＞aŋ，因此不論從語音或語義來看，勉瑤語說 pɛːŋ¹都與客

家話的 paŋ¹十分對應。此外，從「蟑螂」一例來看，海陸客語說 kʰi² 

tsʰat⁸ ，有些客家話說黃 tsʰat⁸，說法雖有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詞根

tsʰat⁸，有人認為其本字是「蚻」，《爾雅．釋蟲》：「蚻，蜻蜻」，郭璞

注：「如蟬而小」，「蚻」是指一種小蟬，並非蟑螂，故應非本字。但

是這個詞，我們卻可以在壯侗語中找到對應的詞彙。游汝杰（1982、

2003）就認為這是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壯侗語底層成分，「蟑螂」，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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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tsuaʔ⁸，福州話 ka¹ laʔ⁸，廣州話 ka⁶ tsat⁸，溫州話 kuɔ² za⁸，傣語說

mɛŋ² saːp⁸，壯語 ɵaːp⁸，吳、閩、粵語中的第一個音節是一個沒有實

義的詞頭，名詞帶詞頭在台語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第二個音節也完

全可以與壯語和傣語的 ɵaːp⁸或 saːp⁸相對應，因此，這是古壯侗語的

底層遺存。而客家話中的 kʰi² tsʰat⁸與其他漢語南方方言同樣，其語音

和語義也可以與壯語和傣語相對應，是屬於古壯侗語來源的底層詞。 

    從上所述，不論從「燙（燙傷）」的 luk⁷、「拔（拔毛）」的 paŋ¹

或者「蟑螂」的 tsʰat⁸來看，在在都顯示出客家話應有許多詞彙跟苗

瑤語或侗台語有密切的對應關係，它們應屬於來自苗瑤語或侗台語的

底層詞。因此，多做此類基本詞的比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語

料愈多，對於我們判斷客家話與少數民族語言的各種關係也將提供愈

大的幫助。 

    本章中我們就將針對客家話中有音無字的詞彙進行探討，筆者從

1100 個左右的客家話“有音無字”詞彙中，找到與苗瑤語、侗台語有

密切對應關係的詞彙，共 83 個，我們發現這些詞彙大致上可以分成

三大類：1、與苗瑤語相對應的詞彙。2、與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3、

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應的詞彙。 

     

 

    在進行本文研究時，有幾點說明： 

○1 研究時是拿客家話的基本詞彙跟苗瑤語、侗台語內部的同源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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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找出其音義相關者進行探討。 

○2 每條詞彙的詞目乃是以海陸客家話的詞彙為代表，以音標標示之，

並在其後的括符內標示出其語義。 

○3 客家話若無特別說明，乃是以海陸客語為代表以進行討論。 

○4 閩南語若無特別說明，乃是以台灣閩南語為代表以進行討論，標音

時則以竹南腔標示之。 

○5 文中語料來源： 

海陸客語語料---為筆者親自田野調查所得，發音人：馮秀雲，女性，

77 歲，新竹縣竹東人。彭勝宗，男性，65 歲，新竹縣竹東人。 

台灣閩南話語料---主要為筆者親自田野調查所得，發音人：陳忠本，

男性，62 歲，苗栗縣竹南人。郭茂山，男性，50 歲，苗栗縣竹南人。

林奮穗，男性，51 歲，屏東縣新園人。另部份語料參酌，董忠司等編

2001《台灣閩南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吳安國 1998 《台

語四用漢字字源》，台北市：三民書局。 

苗瑤語語料註 47---主要引自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編 1987《苗瑤

語方言詞匯集》，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輔世、毛宗武 1995

《苗瑤語古音構擬》，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輔世 1994《苗

語古音構擬》，東京：國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毛宗武、蒙朝吉、

鄭宗澤 1982《瑤族語言簡志》，北京市：民族出版社。毛宗武、蒙朝

                                                 
47對於畬語，我們採用陳其光（1984）、游文良（1995）的看法，認為畬語的語言特點與勉

語相近，屬於苗瑤語族的瑤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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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1984《畬語簡志》，北京巿：民族出版社。 

侗台語語料---主要引自梁敏、張均如 1996《侗台語族概論》，北京市：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央民族學院語言所 1985《壯侗語族語言詞匯

集》，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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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客家話與苗瑤語相對應的詞彙 

     

    在客家話中，我們發現許多詞彙，在語音或語義上都與苗瑤語呈

現出十分密切的對應關係，以下我們就針對這些詞彙進行探討： 

 

1. [kien⁵]（嶺）--- 

山嶺，海陸客語說[kien⁵]，客家語「山嶺」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liuŋ² kien⁵ 仔（壟～仔），例句：壟 kien⁵頂有一頭大樹（山嶺上有一

棵大樹）。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嶺」樑子金門瑤語說

kjeːm²，長坪勉瑤語 kjəm²，羅香勉瑤語 kem²。客家話鼻音韻尾中有-m

＞-n 的情形，kien⁵原來應是 kiem⁵。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

應，應是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 

 

2. [tsut⁸]（塞住）--- 

塞住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sut⁸]，例句：tsut⁸仔愛tsut⁸好（塞仔要塞好）。

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塞」湘江勉瑤語tsu⁷，江底勉瑤語

tsot⁷，羅泊河苗語nʔtsuD，蓮花畬語tsɤ⁷。苗瑤語的 7、8 調多與漢語的

入聲調相對應註 48，苗語聲母nʔts-應是其古語形式的發展結果，王輔

世、毛宗武就將「塞（塞洞）」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為*ɳtʂ-，而

在苗語中也常以nts-、ɳtʂ-與漢語的ts-相對應，例如苗語中的精組漢語

                                                 
48 羅泊河苗語的聲調 D，也常與漢語的入聲調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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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詞「早」苗語唸ntso³，「清」苗語唸ɳtʂʰie¹。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

苗瑤語相對應。《客贛方言調查報告》認為本字是「窒」，所憑藉的是

《集韻》入聲質韻陟栗切：「《說文》：塞也」。但是，從各地客家話的

語音來看，海陸、四縣皆讀tsut⁸，揭西、陸川、香港皆讀tsut⁷，清溪、

三都皆讀tsət⁷，寧都讀tsuət⁷，與各地客家話的入聲質韻讀音並不能對

應，應非本字。 

 

3. [kon¹ pi¹]（臭蟲）--- 

大小如米粒，常出現在衣服、草蓆或木床板上，會吸人血的臭蟲，海

陸客語說 kon¹ pi¹。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臭蟲」羅香勉瑤

語、長坪勉瑤語、金門瑤語、東山標敏瑤語、炯奈苗語皆說 pi¹，巴

哼苗語 pi⁵，勉瑤語 pje¹，蓮花畬語 pji³，羅浮畬語 kɔn³ pi³，巴哼苗語

ŋ³ pi⁵，說法或稍有不同，但皆有相同詞根 pi。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瑤

語相對應。 

 

4. [to³]（砍樹）--- 

砍樹、伐木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o³]，例句：阿爸愛去山頂 to³樹仔（爸

爸要去山上砍樹）。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砍」黔東苗語說

to³，川黔滇苗語、滇東北苗語、麻山苗語、巴哼苗語皆讀為 nto³，羅

泊河苗語 nʔtuB，惠水苗語 ntə³，炯奈苗語 ntu³，蓮花畬語 tu³。苗語聲

母 nʔt-或 nt-應是其古語形式的發展結果，王輔世、毛宗武將「砍（砍

樹）」的古苗瑤語形式構擬為*nto，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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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語中也常以 nt-或 ɳʈ-與漢語的 t-相對應，苗語中的端母漢語借詞常

讀為 nt-或 ɳʈ-，例如：「多」苗語唸 ntou⁵，「鬥」苗語唸 ɳʈou⁵。客家

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5. [pi⁵]（手腳不聽使喚）--- 

麻木、手腳不聽使喚，海陸客語說[pi⁵]，例句：kʰu²忒久腳煞 pi⁵ pi⁵

（蹲太久以致腳麻麻的）。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麻木」布

努苗語說 pi²，勉瑤語 bie⁵，標敏瑤語 bi⁵。在瑤語中常以 b-與漢語的

p-相對應，瑤語中的幫組漢語借詞常讀為 b-，例如：「辮」瑤語唸 bin⁴，

「斧」bəu³，「百」ba⁷。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6. [tsʰi³]（截取、截掉）--- 

截掉竹子、樹木或木板不好的部份，留下比較好的一段的動作，海陸

客語說[tsʰi³]，例句：tsʰi³ te⁵板仔來（截取一塊比較好的木板過來）；

（竹子）頭彎彎个 tsʰi³忒佢（竹頭彎曲的部份把它截掉）。在苗瑤語

中也有相同的用法，「截取、截掉」川黔滇苗語、滇東北苗語、重安

江苗語皆說 tsʰi¹。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7. [pi²]（大腿、手臂）--- 

大腿，海陸客語說[腳 pi²]，例句：阿公用腳 pi² no²索仔（爺爺用大

腿搓製繩子）。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大腿、手臂」蓮花畬

語說 pi¹，巴哼苗語 pe¹。有人認為其漢語本字為「髀」，根據的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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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髀，股也」，乃指大腿，但在客語中此詞除了指大腿外，客

語也用以指手臂，「手臂」海陸客語 ʃiu³ pi²，而苗瑤語中也有許多相

對應的用法，黔東苗語說 pi⁴，重安江苗語 pi⁴，布努苗語 pe⁴，瑙

格勞苗語 pei⁴。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瑤語的對應關係比「髀」字，

更加直接而密切，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 

 

8. [pʰan¹]（摔東西、打穀子）--- 

摔東西、打穀子的動作，海陸客語說[pʰan¹]，例句：榖愛 pʰan¹分佢淨

來（（稻穗上）的穀子要打乾淨）。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摔」

川黔滇苗語說 paŋ⁸，湘西苗語 pɑŋ³，標敏瑤語 pa⁵。在苗瑤語中有以

p-與漢語的 pʰ-相對應的情形，苗瑤語中的幫組漢語借詞常讀為 p-，例

如：「鋪」苗語唸 pua⁵，「耙」瑤語唸 pa²。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

瑤語相對應。 

 

9. [paŋ¹]（拔毛）--- 

拔（毛）的動作，海陸客語說[paŋ¹]，例句：ia³隻雞仔个雞毛沒 paŋ¹

淨（這隻雞的雞毛沒拔乾淨）。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拔（拔

毛）」勉瑤語說 pɛːŋ¹。客家話梗攝白讀常讀為-aŋ，是由*-ɛŋ＞-aŋ變

化而來，梗攝主要原音低化是客贛方言的特徵性變化，客家話 pa ¹ŋ

的早期形式可能為*pɛ ¹ŋ，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客贛

方言調查報告》認為其本字為「」，乃是依據《集韻》平聲庚韻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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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切：「，相牽也」，其義與拔（拔毛、拔草）並不相合，把「相牽」

等同於「拔」，實在太過牽強，並非本字。 

 

10. [ʒak⁸]（招手）--- 

招（招手），海陸客語說[ʒak⁸手]，例句：先生徛 to 台上 lau¹大家 ʒak⁸

手（老師站在台上跟大家揮手）。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招

手」勉瑤語 jaːp⁸。此詞陸川客家話讀 iap⁸ 與勉瑤語相對應，海陸客家

話讀 ʒak⁸是後期語音演變的結果，各地客家話喉音字讀為零聲母者，

在海陸客家話中多讀為 ʒ-，而海陸客家話的-k 應是-p＞-k 的結果。此

詞音義客家話與勉瑤語相對應。 

 

11. [ŋo⁵]（抬頭）--- 

抬（頭）的動作，海陸客語讀[ŋo⁵]，例句：頭 na² ŋo⁵較高兜仔，tʃaŋ⁵

點 ʒit⁷到目藥（頭抬高一些，才有辦法點眼藥）。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

應的詞彙，「抬（頭）」標敏瑤語 ŋ̥ɔ³，此詞音義客家話與瑤語相對應。 

 

12. [kiuŋ⁵]（分娩）--- 

分娩，海陸客語說[kiuŋ⁵]，例句：大嫂的肚屎恁大隻，可能無幾久就

會 kiuŋ⁵了（大嫂的肚子很大，可能不久就會分娩了）。在苗瑤語中也

有相對應的詞彙，「分娩」巴哼苗語 kuŋ⁵，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語相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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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et⁷]（挖洞）--- 

挖（洞）的動作，海陸客語說[vet⁷]，例句：老弟 to⁵田 ʃun²vet⁷一隻當

深的泥窟仔（弟弟在田邊挖一個很深的泥洞）。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

應的詞彙，「挖（洞）」羅香勉瑤說 vet⁷，長坪勉瑤 vet⁷，樑子金門瑤

veːt⁷，覽金金門瑤 veːt⁷，藻敏瑤 vɛt⁷。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

對應。 

 

14. [pʰin¹]（編辮子）--- 

編（辮子）的動作，海陸客語說[pʰin¹]，海陸客語此詞也可用於編繩

索的「編」，例句：阿爸 lau¹妹妹 pʰin¹个毛辮當靚（爸爸幫妹妹編的

辮子很漂亮）。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編（辮子）」羅香勉

瑤語、長坪勉瑤語、樑子金門瑤語、覽金金門瑤語皆作 bin⁴，藻敏

瑤語 pin⁴。客家話 pʰin¹的早期形式可能為*bin，聲母符合古全濁聲

母 b-＞pʰ-的演變常例，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15. [laŋ² li⁵]（乾淨）--- 

海陸客語「乾淨」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laŋ² li⁵，例句：佢屋下灶

頭鑊尾 mi⁵to⁵當 laŋ² li⁵（他家的廚房擦得很乾淨）。在苗瑤語中也有相

對應的詞彙，「乾淨」羅香勉瑤語 daŋ⁶，長坪勉瑤語 ðaŋ⁶，金門瑤語

dðaŋ⁶，而在瑤語中 d-、ð-可與漢語的 l-相對應。客家話 laŋ²音義可與

苗瑤語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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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sʰo⁵]（洗衣）--- 

洗（衣）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sʰo⁵]，例句：lia³領衫褲當 o¹ tso¹，愛

tsʰo⁵淨來（這件衣服很髒，要洗乾淨點）。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

詞彙，「洗（衣）」湘西苗語、貴陽苗語皆作 ntsʰo⁵，黔東苗語 sho⁵，

蓮花畬語 tsɔ³，王輔世、毛宗武將「洗（洗衣）」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

構擬為*ntsʰ-，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

瑤語相對應，應是來自苗瑤語，客家話聲母 tsʰ-，乃是*ntsʰ-＞tsʰ-失

落鼻冠音的結果。 

 

17. [tsʰut⁷]（擦桌子）--- 

擦（桌子）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sʰut⁷]，例句：食飽飯，桌子愛擦擦

仔（吃完飯後，桌子要擦一擦）。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擦

（桌子）」樑子金門瑤語 tɵɔt⁷，江底勉瑤語 sot⁷，湘江勉瑤語 su⁷，羅

香勉瑤語 ɕot⁷，長坪勉瑤語 ɵwət⁷，王輔世、毛宗武就將「擦（擦桌

子）」的古苗瑤語形式構擬為*swut-，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聲

母皆屬舌尖音可以與客家話相對應，故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

對應。 

 

18. [lat⁸]（割肉）--- 

割（肉）的動作，海陸客家話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lat⁸]，例句：

lia³ te⁵肥豬肉 lat⁸ 忒佢（把這塊肥豬肉割掉）。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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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詞彙，「割（肉）」布努苗語 ɬa⁷，川黔滇苗語、滇東北苗語、貴

陽苗語、炯奈苗語皆說 l̥ai⁷，湘西苗語 l̥hɑ⁷，王輔世、毛宗武將「塞

（塞洞）」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為* l̥-，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

形，同時苗瑤語的 7、8 調多與漢語的入聲調相對應，因此，客家話

此詞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19. [net⁷]（擰）--- 

擰（人）的動作，海陸客語說[net⁷]，例句：老弟無聽話，分阿爸 net⁷

嘴角（弟弟不聽話，被爸爸擰臉頰）。《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將之寫成

「抐」，「抐」《廣韻》泥母入聲沒韻：「按物水中」，其對應的客家話

應讀為 nut，故音義皆不合，乃一自造的方言字，並非本字。在苗瑤

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擰（人）」勉瑤語說 njet⁷，音義皆相對應。客

家話此詞音義應與苗瑤語相對應。 

 

20. [tsʰi⁶]（擦桌子）--- 

擦（桌子），海陸客家話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tsʰi⁶]，例句：lia³

張桌子油 tsi⁵ tsi⁵，□手 lau¹佢 tsʰi⁶淨來（這張桌子油油的，幫忙把它

擦乾淨）。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擦（桌子）」布努苗語說

shi⁵，音韻與客家話相對應，韻母相同，聲母皆屬舌尖音。客家話此

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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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ŋ¹仔]（罎子）--- 

瓶子，海陸客語說[aŋ¹ 仔]，例句：个 aŋ¹ 仔係玻璃做个，tep⁷to⁵地泥

下就會爛忒（那瓶子是玻璃做的，掉到地上就會破掉）。在苗瑤語中

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罎子」樑子金門瑤語說 eŋ¹，覽金金門瑤語 eːŋ¹，

長坪勉瑤語 əŋ¹。客家話 aŋ¹的早期形式可能為*ɛŋ¹，客家話梗攝白讀

常讀為-aŋ，是由*-ɛŋ＞-aŋ變化而來，梗攝主要原音低化是客贛方言

的特徵性變化，可以清楚解釋與客家話的歷時語音演變及其與苗瑤語

的對應關係。此詞音義客家話與苗瑤語有對應關係。 

 

22. [tsiaŋ¹]（人、物品好看）--- 

海陸客語形容人或物品好看，說[tsiaŋ¹]，例句：个細妹仔，目珠大大，

開容笑面，看起來當 tsiaŋ¹（那位小姐，眼睛大大，臉上笑嘻嘻，看

起來很漂亮）。《梅縣方言辭典》寫做「靚」，從母清韻去聲，聲母與

聲調皆不相合，此乃一方言字，並非本字。在苗瑤語中可以找到相對

應的詞彙，「（人、物品）好看」黔東苗語說 tsɑŋ¹，此詞音義客家話與

苗瑤語相對應。  

 

23. [tai¹仔]（小米）--- 

小米，海陸客語說：tai¹仔，例句：lia³麻餈係 tai¹仔做的（這麻糬是小

米做的）。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小米」江底勉瑤語、湘江

勉瑤語、長坪勉瑤語、三江標敏瑤語皆讀 tsai¹，藻敏瑤語說 tɛi¹，王

輔世、毛宗武將「小米」的古苗瑤語韻母形式構擬為*-ai，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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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今演變的情形，音韻與客家話相對應，韻母相同，聲母皆屬舌尖

音。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24. [ŋat⁸]（咬）--- 

咬，海陸客家話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ŋat⁸]，例句：ŋat⁸等牙根，

出力荷上去（咬緊牙根，用力挑上去）。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

彙，「咬」勉瑤語說 ŋaːt⁸，此詞音義客家話與瑤語相對應。《客贛方言

調查報告》將之寫成「囓」，山開四屑韻，其相對應的讀音應為 ŋiat，

我們認為並非本字。 

 

25. [pʰai¹]（劈柴）-- 

劈（柴）的動作，海陸客家話中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pʰai¹]，例

句：甘蔗蛀孔了，用刀仔 pʰai¹忒佢（甘蔗被蟲蛀掉了，用刀子把它劈

掉）。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劈（柴）」瑙格勞苗語說 pʰai¹，

黔東苗語、湘西苗語皆說 pʰa¹。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應

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 

 

26. [tsui³]（鳥嘴）--- 

喙（鳥嘴），海陸客家話說[tsui³]，例句：白鶴仔个 tsui³長長，鷹仔个

tsui³勾勾（白鷺鷥的喙長長的，老鷹的喙彎彎的）。在苗瑤語中我們也

找到相對應的詞彙，「鳥嘴」湘江勉瑤語 dzui²，江底勉瑤語 dzuːi²，

藻敏瑤語說 dzi²，王輔世、毛宗武將「嘴」的古苗瑤語的韻母形式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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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為*-ui，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而在瑤語中常以 dz-與漢語的

ts-相對應，瑤語中的精組漢語借詞常讀為 dz-，例如：「早」瑤語唸

dzjou³，「灶」瑤語唸 dzu⁵，「鬃」瑤語唸 dzoŋ¹。客家話此詞的音義

與苗瑤語相對應。 

 

27. [naŋ⁵]（哭）--- 

哭，海陸客家話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naŋ⁵]，尤指小孩大哭，例

句：無好緊 naŋ⁵，等下會聲 ʃit⁷ ʃit⁷（不要一直哭，等一下聲音會沙啞）。

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哭」黔東苗語說ȵaŋ¹，音韻可以與

客家話相對應，其韻母相同，聲母皆屬鼻音。故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

苗瑤語相對應。 

 

28. [tsʰiaŋ¹ miaŋ¹]（瞎眼）--- 

瞎眼，海陸客語說[tsʰiaŋ¹ miaŋ¹]，例句：剪刀做毋得拿來 kau³，tuŋ³

到目珠會 tsʰiaŋ¹ miaŋ¹（剪刀不能拿來玩，刺到眼睛會瞎眼）。在苗瑤

語中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彙，「瞎」江底勉瑤語說 mɛːŋ²，湘江勉瑤語

mɛŋ²，藻敏瑤語 maŋ²，王輔世、毛宗武將「瞎」的古苗瑤語聲母形

式構擬為*meːŋ。客家話梗攝白讀常讀為-iaŋ，而梗攝主要原音低化是

客贛方言的特徵性變化，客家話 miaŋ¹的早期形式可能為*miɛŋ¹，韻母

是由*-iɛŋ＞-iaŋ變化而來，可以清楚解釋客家話的歷時語音演變及與

苗瑤語的對應關係。客家話 miaŋ¹音義可與苗瑤語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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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ʰo²]（浮起來）---   

浮起來，海陸客語說[pʰo²]，例句：板仔 to⁵水兜肚 pʰo²來 pʰo²去（木

板在水面上漂浮）。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浮」江底勉瑤語、

樑子金門瑤語皆讀 bjou²，覽金金門瑤語 bjɔu²，三江標敏瑤語 pjɔu²，

羅香勉瑤語 bjeu²。「浮」的古苗瑤語韻母形式，王輔世、毛宗武將之

構擬為*-jou。客家話的早其型式應為*bjo，古全濁聲母在客家話中今

讀塞音或塞擦音時，多變為送氣清音，故聲母符合客家話全濁聲母 b-

＞pʰ-的演變常例，而客家話韻母-o 有來自古代*-jo（魚韻字）的，因

此，其早期形式可以跟苗瑤語的古音形式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

與苗瑤語相對應。以往大多數學者認為其本字就是「浮」，但是流攝

開口三等尤韻在客語中多讀為-iu、-eu 或-u，並不讀為-o，音韻不合，

應該另有來源。 

 

30. [nuŋ⁵]（穿衣）--- 

鑽穿衣服的動作，海陸客家話可以說[nuŋ⁵]，例句：著衫服个時節，

頭 na²先 nuŋ⁵過去，tʃaŋ⁵來穿衫袖（穿衣服的時候，頭先穿，再穿手）。

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穿（衣）」重安江苗語 noŋ⁴，藻敏瑤

語說 nɔŋ³，聲母相同，韻母皆屬後元音，而在苗瑤語中也常以-oŋ或-ɔŋ

與漢語的-uŋ相對應，例如：苗語中的通攝漢語借詞「銅」苗語唸 toŋ²，

瑤語唸 tɔŋ²；「中當中」苗語唸ȶoŋ¹，瑤語唸 tɔŋ⁵。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

苗瑤語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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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ʒam⁶]（撒米）--- 

撒（米）的動作，海陸客語讀[ʒam⁶]，常用於撒胡椒粉或味精等，例

句：个盤菜 ʒam⁶兜胡椒粉落去，較好食（那盤菜撒點胡椒粉進去較好

吃）。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撒（米）」樑子金門瑤語 jaːm⁶，

覽金金門瑤語 jaːm⁶，東山標敏瑤語 ja⁶，東山標敏瑤語應為 aːm＞a 鼻

音韻尾失落的結果，此詞音義客家話與苗瑤語相對應。 

 

32. [ŋiap⁷]（打閃電）--- 

打（閃電），海陸客語說[ŋiap⁷]，例句：烏天暗地，響雷公 ŋiap⁷ laŋ⁵，

會落雨 lio³（烏天黑地，打雷閃電，快下雨了）。在苗瑤語中可找到相

對應的詞彙，「打（閃電）」湘江勉瑤語讀 ɡia⁸，羅香勉瑤語讀 ɡap⁷，

王輔世、毛宗武將「打閃電」的古苗瑤語韻母形式構擬為*-jap，故音

韻可與客家話相對應，韻母相同，聲母皆屬舌根音。客家話此詞的音

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33. [tsep⁷]（手指抓取物的單位）--- 

一撮，海陸客語說[一 tsep⁷]，例句：lia³頭柑仔，撮一撮肥 ve⁶落去（這

棵橘子樹，撒一撮肥料下去）。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撮（手

指抓取物的單位）」勉瑤語 dzop⁷，音韻可與客家話相對應，聲母皆屬

舌尖塞擦音，且皆屬入聲韻尾。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 

 

34. [kʰia⁶ tsʰe²]（竹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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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掃把，海陸客語說 kʰia⁶ tsʰe²，例句：个支 kʰia⁶ tsʰe²拿過來，lau¹

禾埕掃掃啊（那枝竹掃把拿過來，把晒穀場掃一掃）。客家話此詞第

一個音節 kʰia⁶可以跟畬語「掃把」相對應，「掃把」蓮花畬語、羅浮

畬語皆說 ta¹ kʰja¹，其中 kʰja¹為詞根，ta¹為一詞綴，用於構成名詞，

如：ta¹ pʰui⁶（女兒）；ta¹ tʰɔ⁶（豆子）；ta¹ ki⁶（剪子）皆是，音義可

以相對應。客家話此詞第一個音節 tsʰe²可以跟苗語的「掃」相對應，

「掃」川黔滇苗語、布努苗語、瑙格勞苗語皆說 tɕʰe¹，惠水苗語說

tɕʰæ¹，音義可以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畬、苗語相對應，是畬

語（kʰia⁶）和苗語（tsʰe²）的合壁詞。 

 

    以上這些客家話有音無字的詞彙，與苗瑤語都有十分密切的音義

對應關係，它們在漢語典籍中都找不到適當的本字，應是屬於來自苗

瑤語的底層詞。 

    此外，我們也發現有些詞彙是客、閩語皆可與苗瑤語相對應的情

形。例如「吹（吹火、吹笛子）」一詞，海陸客語說 pʰun²，例句：麵

恁燒，pʰun²冷來 tʃaŋ⁵食（麵很燙，吹冷了再吃）；警察 pʰun² pi²仔，

喊車子停下來（警察吹哨子，叫車子停下來）。《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認為其本字是「□」，但從《集韻》平聲魂韻蒲奔切：「□，吐也」來

看，其義與吹（吹火、吹笛子）並不相合，《正字通》也說：「□，俗

噴字，舊註吐也」可見其義與「吹」字並不相合，並非本字。此詞應

是來自苗瑤語，在苗瑤語中可發現相對應的詞彙，羅香勉瑤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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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əm³，江底勉瑤語 pjom³，蓮花畬語 phju¹。客家話聲母 pʰ-早期應該

為*b-，聲母符合古全濁聲母*b-＞pʰ-的演變常例，而客家話鼻音韻尾

有-m＞-n 的情形，可以解釋客家話的歷時語音演變情形，而瑤語中的

並母漢語借詞常讀為 p-，瑤語中有以 p-與漢語的 b-相對應的情形，例

如：「平」瑤語唸 pɛːŋ²，「白」唸 pɛ⁸，客家話此詞應是來自苗瑤語的

底層詞。此外，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吹（吹火、吹笛子）」廈門話

說 pun²，潮州話說 puŋ²，閩語中有古全濁聲母唸為不送氣清音的情

形，*b-＞p-乃符合聲母的演變常例，而閩語中也有鼻音韻尾-m＞-n、

-ŋ的情形，音義皆可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

從此詞客閩語皆可以跟苗瑤語的音義相對應，以及客閩語皆符合各自

的歷時語音演變情形來看，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它們都

共同來自於苗瑤語。又如：「潛水」一詞，海陸客語有多種說法，其

中一種說[mi⁶水]，例句：細人仔 to⁵埤塘肚學 mi⁶ 水（小孩子在池塘

裡學潛水）。《客贛方言調查報告》認為其本字是「沕」，所根據的是

《集韻》去聲隊韻莫佩切：「沕，潛藏也」，但去聲隊韻，在海陸客家

話中讀為-ui 或-oi，並不讀-i ，音韻不合，並非本字。在苗瑤語中可

發現相對應的詞彙，標敏瑤語 mi⁵，勉瑤語 mei⁵。在勉瑤語中-ei 韻常

與漢語的-i 韻相對應，勉瑤語中的止攝漢語借詞多讀-ei，例如：「里」

勉瑤語唸 lei⁴，「紙」唸 tsei³，「騎」唸 tɕei²，客家話此詞應是來自

苗瑤語的底層詞。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潛水」台灣閩南話說 tim²

（沉）mi²，mi²的音義可與苗瑤語相對應。客語、閩語此詞的音義皆

可與苗瑤語相對應。客、閩語此詞應該共同來源於苗瑤語。另外，「低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178

（低頭）」一詞，海陸客語讀[lai²]，例句：行路毋好頭 lai² lai²（走路

時不要低著頭）。《客贛方言調查報告》認為其本字是「犁」，因為「犁

地必使犁頭低下」，此說頗為牽強，「犁」應非本字。在苗瑤語中我們

可發現相對應的詞彙，「低（低頭）」，川黔滇苗語說 tlai⁵，滇東北苗

語 tɬao³，在苗語中有以 tl-或 tɬ-與漢語的 l-相對應的情形，例如苗語中

的來母漢語借詞「流」苗語唸 tljə⁴，「領」苗語唸 tɬɤŋ¹。客家話此詞

的音義可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而此詞也存

在於閩語中，「低（低頭）」閩南話說 le²，音義皆可與苗瑤語相對應，

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它們

都共同來自於苗瑤語。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客、閩語中確實存在共同來自於苗瑤語的詞

彙成分，事實上，這樣的詞彙應該還有不少，是日後可以進一步發掘

的，以下再舉出幾個例證： 

 

1. [maŋ¹ 仔]（小蚊子）--- 

天黑時成群出現的小蚊子（夏天的田間尤其多）海陸客語說[maŋ¹ 

仔]。客家話此詞可以跟苗瑤語的「蒼蠅」一詞相對應，「蒼蠅」湘西

苗語說 mɑŋ⁴，炯奈苗語 mɐŋ⁴，麻山苗語 moŋ⁴，羅泊河苗語說 moŋB，

長坪勉瑤語 moŋ⁴，值得注意的是，在苗瑤語中，「蒼蠅」常可兼指「蚊

子」，在長坪勉瑤語就有這樣的情形，這表現出一種詞義交叉對應的

情形，因此，客家話此詞可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

層詞。而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蚊子」閩南話說 baŋ³，語音、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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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苗瑤語此詞在早

期進入漢語後，客、閩語又依照各自的語音演變規律發展，閩語聲母

發展為 b-，客家話聲調則變為陰平，此乃客家話古次濁上歸陰平的發

展結果，由此看來，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它們都共同來

自於苗瑤語。 

 

2. [put⁷]（掃） --- 

海陸客語「掃」有多種說法，其一種說 put⁷，例句：lia³堆垃圾 lau¹

佢 put⁷起來（這堆垃圾把它掃起來）。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

「掃（地）」羅香勉瑤語 pʰut⁷，湘江勉瑤語 pʰwə⁷，江底勉瑤語 pʰwət

⁷，在瑤語中有以 pʰ-與漢語的 p-相對應的情況，此詞音義客家話與苗

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詞。而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

「掃（掃地）」閩南話說 put⁷，音義跟客家話一樣都可與苗瑤語相對

應。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它們都共同來自於苗瑤語。 

 

3. [tsʰun¹]（伸手）--- 

伸（手）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sʰun¹]，例句：毋好客氣，手 tsʰun¹ ha⁵

長兜仔，菜儘量拿來挾（不要客氣，手伸長一點，菜盡量拿來挾）。

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伸（手）」勉瑤語 tsʰun¹，布努苗語

shɔŋ¹，此詞音義客家話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語的底層

詞。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伸」閩南話說 tsʰun¹，音義跟客家話一樣

都可與苗瑤語相對應。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它們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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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苗瑤語。 

 

4. [pa²]（披衣）--- 

披衣的動作，海陸客語說[pa²]，例句：外背當冷，愛 pa²加領襖（外

面很冷，要多披一件外套）。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披衣」

黔東苗 pa⁵，滇東北苗 mpa⁵，麻山苗 mpa⁵，川黔滇苗語 mpua⁵，重安

江苗 mpa⁵。聲母 mp-應是其古語形式的保留，王輔世、毛宗武就將「披

衣」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為*mp-，在苗語中也常以 mp-與漢語的

p-或 pʰ-相對應，例如苗語中的幫組漢語借詞「補」苗語唸 mpɔ³，「拍」

苗語唸 mpua²。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苗瑤

語的底層詞。此詞也存在於閩語中，披衣（於肩上）的動作，閩南話

說 pʰua¹，音義可與苗瑤語相對應。客、閩語此詞應該有相同的來源，

它們都共同來自於苗瑤語。 

 

    從上述的例證，顯示出了客家語和閩南語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往

學者已經注意到閩南語和客家語在漢語的語音和詞彙上有許多相同

的表現情形，張光宇（1996）就認為它們都有司豫移民和青徐移民的

相同來源背景。現在，我們從它們基本詞彙中屬於非漢語的詞彙成分

上來看，兩者之間也有許多相同之處。一般來說，基本詞彙可以反應

方言間較早期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客家話和閩語在早期必定有過

共同的苗瑤語來源。事實上，除了詞彙之外，客家話和閩南語在一些

特殊詞彙的詞法上，也同樣顯示出跟苗瑤語一致的對應情形，如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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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容詞皆用「燒」（參 6.1.3 節），回家的動詞皆用「轉」（參 6.1.2

節）等都是註 49。鄧曉華〈古閩、客方言的來源以及歷史層次問題〉

（2003）曾提出，閩客語中有一批相同的常用口語詞彙，這批詞彙有

四個來源：1、共同來源於古閩越族的底層語言。2、來源於江東等南

方文化區域的語言。3、來源於北方文化區域的語言。4、歷史上閩客

族群互動的產物。現在看來，閩客語中的基本詞彙應該還有一種，就

是共同來源於古苗瑤語的底層語言。 

 

 

 

 

 

 

 

 

 

 

 

 

 

 

                                                 
49 「燒」、「轉」皆為俗用字，並非本字。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182

5.3 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 

     

    除了苗瑤語外，我們在客家話中也發現許多語音、語義上與侗台

語固有詞或詞根相對應的詞彙，這些詞彙多為日常生活用詞，在古代

漢語中找不到合適的本字，它們應是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本節我

們將針對這些詞彙進行研究，大約可以分為三種層次的對應關係來探

討： 

    第一，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現今漢語南方方言的分布地區，在

古代其實是屬於百越民族的生活地域註 50。《呂氏春秋．恃君篇》指出：

「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臣瓚曰：自

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對於百越的實際分

布地區，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一書（1936：111）更清楚地指出：「百

越所居之地甚廣，佔中國東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廣

東、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近年來，有些學者進一步依

據古代幾何印紋陶的考古資料註 51，分析其出現的地域範圍，以推測

古代百越民族的生活區域，也得到相似的結果。結合文獻資料與考古

資料，讓我們可以更加肯定，現今長江以南的漢語南方方言所在的一

                                                 
50 「百越」是古代生活在長江以南地區的民族的通稱。夏朝稱「於越」；商朝稱「蠻越」

或「南越」；周朝稱「揚越」、「荊越」；戰國稱「百越」。宋朝羅泌的《路史》說：「越常、

駱越，甌越、甌皚，且甌、西甌，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蒼吾、越區、桂國、損子、

產里、海癸、九菌、稽余、北帶、僕句、區吳，是渭百越。」 
51 以幾何印紋陶做為古代百越民族的文化遺存的代表文物，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可參彭

適凡 1981〈江南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紀要〉、吳錦吉 1982〈江南幾何印紋陶“文化”應是

古代越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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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地區，在古代其實是屬於百越民族的生活地域範圍註 52。這些百

越民族的語言發展到後來主要就是侗台語，這方面已有許多學者做過

考證研究（韋慶穩 1982、游汝杰 1982、鄭張尚芳 1991、潘悟云 1995、

董楚平 1998 等皆做過相關論證），因此，有些客家話中的生活口語詞

彙，在古代漢語中找不到合適的本字，卻可以跟侗台語詞彙相對應，

且在漢語南方方言中也留存這樣的特殊詞彙表現，它們就很可能就是

屬於來自於侗台語族的底層詞。以下我們就針對這樣的詞彙進行探

討： 

 

1. [lut⁷]（脫落）--- 

脫落，海陸客語說[lut⁷]，例句：螺絲仔愛 tsun³ hen²來，tʃaŋ⁵毋會 lut⁷

忒（螺絲要拴緊，才不會脫落）。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脫

落」泰語、老撾語、西雙版納傣語、瓊山臨高語皆說 lut⁷、龍州壯語

luːt⁷。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廈門話說 lut⁷，廣州話 lɐt⁷，

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中來母入聲字大都是歸入陽入調，此字

讀為陰入調，顯出其特殊性，客家話此詞可與侗台語密切對應，應是

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 

 

2. [sut⁸]（吮吸）--- 

吮吸，海陸客語說[sut⁸]，例句：湯忒 nem¹ le³，先 sut⁸一口起來（湯

                                                 
52 其分布地區大約在：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包含海南島及香港）、江蘇南部、安徽

東南部、湖南東南部、廣西的南部、東部、東北部及台灣的部分地區。可參見文物編輯委

員會編 1979《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市：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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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滿了，先吸一口起來）。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吮吸」泰

語說 suːt⁷，侗語 ɕut⁹，武鳴壯語 ɵut⁷。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

言中，廣州話說 ʃɔk⁷，福州話 sɔʔ⁷，廈門話 suʔ⁷，皆可與侗台語相對

應。客家話此詞應是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3. [山 a¹ siak⁷]（喜鵲）--- 

喜鵲，海陸客語說[山 a¹ siak⁷]，例句：山 a¹ siak⁷叫起來當大聲，kua⁵kua⁵

滾當吵人（喜鵲叫起來很大聲，呱呱叫很吵人）。在侗台語中也有相

對應的詞彙，「喜鵲」侗語說 ʔa¹ ɕaːk⁹’，布衣語 a¹ jiaʔ⁷，龍州壯語說

ka¹ ɕaːk⁷，武鳴壯語說︀ok⁸ ka¹ ɕaːk⁷，水語 qa¹ ɕaːk⁷，傣語 ka¹ tsaːk⁹。

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陽江話說 a¹ tʃʰiɛk⁷，龍岩話 a¹ 

tsʰaʔ⁷，龍溪話 ka³tsʰi³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粵、閩、客語中的第一

個成分 a¹或 ka³其本字往往無從考證，其實是一個詞頭，而在壯侗語

中構成動物或植物的名詞帶詞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客家話此詞應屬

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4. [nen⁵ ku¹]（乳房）--- 

乳房，海陸客語「乳房」說 nen⁵ ku¹，例句：歸群豬子 tit⁷个吮豬□个

nen⁵ ku¹（整群小豬在吸吮母豬的乳房）。在侗台語中也可找到相對應

的詞彙，「乳房」邕寧壯語說 nəm²，仫佬語 nɛ⁶，布依語 kan⁵ne⁵。此

外，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陽江話說 niɛn⁵，廈門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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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¹仔，福州話 neiŋ²，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 nen⁵ ku¹第二音節

ku¹乃一詞義泛化的詞綴，可表示其形狀如“菇”，客家話此詞應屬於

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5. [kʰi² tsʰat⁸]（蟑螂）--- 

蟑螂，海陸客語說[kʰi² tsʰat⁸]，也有些客家話說[黃 tsʰat⁸]，說法雖有

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詞根 tsʰat⁸，例句：地泥有一隻大 kʰi² tsʰat⁸仔，

to⁵个 so²來 so²去（地上有一隻大蟑螂在爬來爬去）。在侗台語中也有

相對應的詞彙，「蟑螂」西雙版納傣語說 mɛŋ² saːp⁸，德宏傣語 mɛŋ² 

saːp⁹，武鳴壯語 ɵaːp⁹，布衣語 saːp⁷。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

中，廈門話 tsuaʔ⁸，福州話 ka¹ laʔ⁸，廣州話 ka⁶ tsat⁸，溫州話 kuɔ² za⁸，

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吳、閩、粵語中的第一個音節是一個沒有

實義的詞頭，名詞帶詞頭在台語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第二個音節聲

母都是舌尖音，韻母的主要元音都是 a，聲調皆屬入聲，也可以與壯

語和傣語的 ɵaːp⁸或 saːp⁸相對應，因此，這是屬於壯侗語來源的底層

詞。客家話的 tsʰat⁸有人認為其本字是「蚻」，《爾雅．釋蟲》：「蚻，

蜻蜻」，郭璞注：「如蟬而小」，「蚻」是指一種小蟬，並非蟑螂，故應

非本字。 

 

6. [fit⁷]（扔）--- 

扔，海陸客語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fit⁷，例句：無用个東西 fit⁷

忒佢，tʃaŋ⁵毋會緊堆緊多（沒用的東西把它扔掉，才毋會愈堆愈多）。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份分析研究 
 

 186

在侗台語中也可找到相對應的詞彙，「扔」西雙版納傣語說 fɛt⁸，德宏

傣語說 pɛt⁸。此外，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廣州話說

pʰɛk⁷，陽江話 pʰik⁷，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應屬於來自侗

台語的底層詞。 

 

7. [lai¹]（拉）--- 

拉（起來）的動作，海陸客語說[lai¹]，例句：阿哥□手 lau¹ 竹仔 lai¹

過來（哥哥幫忙把竹子拉過來）。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拉」

龍州壯語 laːi⁵，仫佬語、毛南語說 la¹，此詞音義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

應。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廈門話說 lai¹，陽江話 lai¹，

福州話 tʰai¹，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

底層詞。 

 

8. [laŋ²]（晾衣服）--- 

晾（衣服）的動作，海陸客語說[laŋ²]，例句：衫褲愛 laŋ² tʃʰun¹來，

ha⁵遽燥（衣服要晾開來，比較快乾）。在侗台語中也可找到相對應的

詞彙，「晾（衣服）」壯語說 laːŋ⁶。此外，此詞也存在於其他漢語南方

方言中，蘇州話說 lɒŋ⁶，潮州話說 la⁶，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

此詞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第二，我們發現在客家話中有一批基本詞，雖然它們少見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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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南方方言註 53，但是，其語音、意義與侗台語的固有詞或詞根卻

有十分密切的對應關係，他們應該也是來自於侗台語： 

 

1. [vut⁷]（彎竹篾）--- 

彎（竹篾）的動作，海陸客語說[vut⁷]，例句：lia³竹篾仔 vut⁷彎來，tʃaŋ⁵

用得（這竹篾要弄彎，才可以用）。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彎

（竹篾）」邕寧壯語、布依語皆說 ut⁷，瓊山臨高語 ot⁹，梁敏、張均如

將「彎（彎竹篾）」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ʔut，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

的情形，客家話此詞的音義與苗瑤語相對應。此外，此詞也存在於南

方漢語方言的閩語中，廈門話說 ut⁷，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

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2. [竹 pʰai²]（筏子）--- 

筏子，海陸客語說[竹 pʰai²]，例句：佢坐竹 pʰai²，出海去釣魚（他坐

竹筏出海去釣魚）。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筏子」泰語、老

撾語皆說 pʰɛ²，西雙版納傣語說 pɛ²，德宏傣語、龍州壯語、邕寧壯

語、武鳴壯語皆說 pe²，梁敏、張均如將「彎（彎竹篾）」的古侗台語

形式構擬為*biai，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客家話的早期音韻形

式可能為*bæi，古全濁聲母 b-＞pʰ-符合客家話的演變常例， æi＞ai

則是客家話蟹攝韻母常見的演變情形，在古語形式上，客家話的可以

                                                 
53

有些詞彙雖然在漢語南方方言中沒有找到相對應的詞彙，但並不表示南方方言中沒有這

種說法，很可能是仍未有調查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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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

台語的底層詞。 

 

3. [槳 pai¹]（槳）--- 

槳，海陸客語讀[槳 pai¹]，例句：槳 pai¹愛撐 ha⁵遽兜仔，龍船 tʃaŋ⁵

行 it⁷遽（槳要划快一點，龍船才跑得快）。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

詞彙，「槳」傣拉傣語說 paːi²，錦語 bai¹，泰語、老撾語說 pʰaːi²。客

家話此詞音義可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客家

話「槳 pai¹」一詞乃漢語（槳）和侗台語（pai¹）的合璧詞。 

 

4. [pai³]（次）--- 

「次（一次）」，海陸客語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pai³]，例句：佢屋

下，我去過兩 pai³（他家，我去過兩次）。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

彙，「次（一次）」壯語、布依語、傣語皆說 pai²。此詞也存在於南方

漢語方言的閩語中，廈門話說 pai³，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

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5. [lien² li¹]（穿山甲）--- 

穿山甲，海陸客語說[lien² li¹]，例句：lien² li¹會去山頂尋蟻公包來食

（穿山甲會去山上找蟻窩來吃）。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穿

山甲」壯語 lin⁶，傣語 lin⁶，侗語 lən⁶，梁敏、張均如將「穿山甲」的

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lin，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客家話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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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義可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6. [腳 naŋ²]（小腿肚）--- 

小腿肚，海陸客語說[腳 naŋ²（腳 naŋ²肚）]，例句：吾个腳 naŋ²行路

行 to⁵當 ŋioŋ¹痛（我的小腿肚走路走得很酸痛）。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

應的詞彙，「小腿肚」泰語說 nɔːŋ³，西雙版納傣語 nɔːŋ⁶，臨高語 naŋ²，

標語 nɔːŋ³。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有對應關係，應屬於來自侗台語

的底層詞。 

 

7. [tsʰam¹]（以手撐住）--- 

（手）撐住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sʰam¹]，例句：阿爸手地泥下 tsʰam¹

等，分老弟背囊頂騎（爸爸手撐在地上，讓弟弟在背上騎）。在侗台

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手撐住」仫佬語說 tsaːm⁶，水語說 tsam⁶，

此詞音義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8. [pien³]（翻糍粑）--- 

翻（糍粑）的動作，海陸客語說[pien³]，例句：舂糍粑个時節愛緊 pien³，

tʃaŋ⁵會勻（舂糍粑的時候要一直翻，才會均勻）。在侗台語中也有相

對應的詞彙，「翻（糍粑）」傣拉傣語、錦語皆說 pin³。此詞也存在於

南方漢語方言的閩語中，廈門話說 piŋ³，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

此詞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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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it⁷]（裂開）--- 

裂開，海陸客語讀[pit⁷]，例句：牆頭、地泥久了會 pit⁷縫（牆壁、地

板時間久了會有裂縫）。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裂開」瓊山

臨高語 dit⁷、仫佬語 pʰik⁷。此詞也存在於南方漢語方言的閩語中，廈

門話說 pit⁷，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

層詞。 

 

10. [tʃʰaŋ²]（陽光刺眼）--- 

刺眼（陽光刺眼），海陸客語讀[tʃʰaŋ²]，例句：日頭 tsien⁵等來，當 tʃʰaŋ²

眼（太陽光照射過來，很刺眼）。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刺

眼」仫佬語說 tshaːn¹，此詞音義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

侗台語的底層詞。 

 

11. [kap⁸]（咬）--- 

咬，海陸客語中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讀[kap⁸]，例句：豬□ kiuŋ⁵

子，當惡會 kap⁸人（母豬生產後，很兇會咬人）。在侗台語中也可發

現相對應的詞彙，「咬」德宏傣語說 kaːp⁸，臨城臨高語說 kap⁸，瓊山

臨高語說 kɐp⁸，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

的底層詞。 

 

12. [lap⁷]（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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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起的動作，海陸客語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lap⁷]，例句：lia³兜

碗 lau¹佢 lap⁷共下，拿去灶下洗（這些碗把它疊在一起，拿到廚房裡

洗）。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疊起」黎語說 leːp⁷，佯語說

leːp⁹。客家話此詞的語音、語義可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

語的底層詞。 

 

13. [pʰau¹]（沸）--- 

水沸，海陸客家話中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pʰau¹]，例句：水緊

pʰau¹了，火好 tsun³忒了（水沸了，火可以關掉了）。在侗台語中可找

到相對應的詞彙，「水沸」邕寧壯語說 plaːu⁶，毛南語說 pʰjaːu⁵，梁敏、

張均如將「沸（水沸）」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blaːu，也可以解釋歷

時的語音演變及對應關係，客語聲母讀 pʰ-符合古全濁聲母客家話 b-

＞pʰ-的演變常例。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

語的底層詞。 

 

14. [kau³]（玩耍）--- 

玩（玩耍），海陸客語說[kau³]，例句：阿哥帶□兜去河壩 ʃun²kau³水

（哥哥大我們去河邊玩水）。在侗台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玩耍」毛

南語說 kaːu²，侗語說 ko¹。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

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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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k⁸]（打人或動物）--- 

打（人、動物）的動作，海陸客家話中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mak⁸]，

乃以棍子打人的動作，例句：阿明用棍子 mak⁸狗，無 mak⁸to³，煞

mak⁸to³阿華（阿明用棍子打狗，沒打到，卻打到阿華）。在侗台語中

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彙，「打（人、動物）」毛南語、錦語、莫語皆說

map⁸，武鳴壯語、柳江壯語皆說 mop⁸，客家話的早期形是可能為* 

map⁸，客家話韻尾有-p＞-k 的情形，此詞音義客家話與侗台語相對應，

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第三，有些客語詞彙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其詞義與侗台語雖已無

法完全重合，但仍表現出一種詞義相近或交叉對應的情形，有些詞甚

至可以從侗台語的相關同源詞族中找到其對應關係： 

 

1. [teu¹]（端）--- 

端，海陸客語說[teu¹]，例句：碗愛 teu¹正來，tʃaŋ⁵毋會打忒（碗要端

好，才不會打破）。客家話此詞可以跟侗台語的「拿」相對應，「拿」

黎語說 deɯ¹，武鳴壯語 taɯ²，德宏傣語 tɯ²，梁敏、張均如將「拿」

的古侗台語韻母形式構擬為*-eɯ，聲母、韻母皆可與客家話對應，又

「端」、「拿」意義相關，因此，客家話此詞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

詞。 

 

2. [fit⁸]（甩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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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甩繩子）的動作，海陸客語說[fit⁸]，例句：分牛 fit⁸仔 fit⁸ to³當痛

（被牛 fit⁸仔（打牛用）甩到很痛）。客家話此詞可以跟侗台語的「甩

（甩菜水）」相對應，柳江壯語、布依語、仫佬語皆說 fit⁸，邕寧壯語

fət⁷，毛南語 vit⁷，臨高語 viʔ⁸。此詞客家話與侗台語的使用範圍有所

不同，但它們之間存在著交叉對應的關係。客家話此詞應屬於來自侗

台語的底層詞。 

 

3. [頭 na²]（頭）--- 

頭，海陸客語說[頭 na²]，是客家話的特徵詞，例句：老弟 kiuŋ⁵阿出

來時，頭 na²扁扁（弟弟剛出生時，頭扁扁的）。客家話此詞可以跟侗

台語的「臉」、「額頭」、「腦門」等詞相對應，「臉」在傣語、壯語、

布依語、臨高語、侗語、仫老語、毛南語、錦語、莫語皆讀做 na³，

水語讀做 ʔna³，「額頭」在武鳴壯語 na³ pjaːk⁷、龍州壯語 na³ pʰjaːk⁷、

布依語 na³ pjaʔ⁷、傣語 na³ pʰaːk⁹，「腦門」仫佬語說 ta⁵ na²，臉、額頭、

腦門在侗台語中是一同源詞族，它們都屬於「頭」的一部分，客家話

的 na²其音義與侗台語有對應關係，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客

家話的「頭 na²」是漢語（頭）與侗台語（na²）的合璧詞。 

 

4. [pʰu² 仔]（胡瓜）--- 

胡瓜，海陸客語說[pʰu² 仔]，例句：lia³ pʰu²仔湯當甜，當好食（這胡

瓜湯很甜，很好喝）。客家話此詞可以跟侗台語的「瓜」相對應，「瓜」

侗語、仫佬語、水語說 pu²，拉珈語 puo¹，標語 pu¹。此詞也存在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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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漢語南方方言中，廈門話說 pu²仔，溫州話說 bøy²瓜，皆可與侗台

語相對應。梁敏、張均如將「瓜」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bue，可以

解釋語音演變的情況，客家話聲母 pʰ-符合古全濁聲母 b-＞pʰ-演變常

例，客家話此詞應是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 

 

5. [kan¹苦]（苦、不舒服）--- 

辛苦、（生病）人不舒服、痛苦，海陸客語說[kan¹苦]，例句：人冷到，

頭暈腦扁當 kan¹苦（感冒時頭昏腦脹，很不舒服）。客家話此詞可以

跟侗台語的「苦」相對應，「苦」侗台語中臨高語、仫佬語、毛南語、

佯語、錦語皆說 kam¹，莫語說 kam⁶，水語說 qam¹。此詞也存在於

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廈門話說 kan⁶苦，客、閩語中都有-m＞-n 的演

變情形，音韻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有對應關

係，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客家話的此詞應屬於侗台語（kan¹）

和漢語（苦）的合璧詞。 

 

6. [neu²]（濃稠）--- 

濃稠，海陸客語說[neu²]，例句：煮糜煮 neu²兜仔，毋好煮忒 sien¹，tʃaŋ⁵

好食（稀飯煮濃稠一點，不要煮太稀，才好吃）。客家話此詞可以跟

侗台語的「黏的」一詞相對應，「黏的」，西雙版納傣語說 neu¹，仫佬

語 nəu³，泰語、傣語皆說 niəu¹，梁敏、張均如將「黏的」的古侗台

語形式構擬為*n ̥ieu，可以清楚解釋古今語音演變的情況及其對應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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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此，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有對應關係，應屬於來自侗台語

的底層詞。 

 

    由上述的探討，可以知道客家話和侗台語之間的確存在不同層次

的音義對應的詞彙，它們都屬於古侗台語來源的詞彙成分，是一種底

層現象。 

    除了詞彙外，在客家話的語音中，也保留了來自侗台語的底層結

構。客家話中有一批溪母字讀為清擦音 h-（合口變讀為 f-）的特殊語

音現象，這種特殊的語音現象在贛語、粵語等漢語南方方言中也有這

樣的情形，以下就先舉出各方言中的例證：（海陸、修水、廣州分別

代表客語、贛語、粵語）  

 

表 5-1 客語、贛語、粵語中溪母字讀為清擦音 h-的例字 

 口 坑 肯 客 殼 糠 褲 

海陸 heu³ haŋ¹ hen³ hak⁷ hok⁷ hoŋ¹ fu⁵ 

修水 hɛi³ haŋ¹ hɛŋ³ hɛ⁷ hɔʔ⁷ hɔŋ¹ gvʰu⁵ 

廣州 hɐu³ haŋ¹ hɐŋ³ hak⁷ hɔk⁷ hɔŋ¹ fu⁵ 

 

    溪母字在客家話或其他漢語南方方言中讀kʰ-，這是符合漢語語音

發展的情形，但是讀為h-就顯現其特殊性，而這種特殊的語音現象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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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在古百越民族的原住地上形成的漢語南方方言中，而未見諸北方

官話區，此外，我們也發現侗台語族中有許多方言是缺乏舌根塞音kʰ 

的註 54，因此，綜合這三分面的因素，我們認為這種特殊的語音現象應

該是侗台語人民在學習漢語時，用h來代替kʰ，所造成的語音情況，

這應是十分合理的推測。 

    因此，不論從詞彙或語音上來看，客家話中的確存在來自於侗台

語的底層語言現象。 

 

 

 

 

 

 

 

 

 

 

 

 

 

                                                 
54武鳴壯語、柳江壯語、布依語、西雙版納傣語、德宏傣語、臨城臨高語、瓊山臨高語、

侗北侗語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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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應的詞彙 

 

    在客家話中還可以發現一些日常生活基本詞彙，其語音和意義跟

苗瑤語、侗台語的固有詞同時都存在十分密切的對應關係，它們很可

能是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是苗瑤語、侗台語中的早

期語言現象。以「燙（燙傷）」一詞為例，燙（燙傷），海陸客語說[luk⁷]，

是一個口語中常用的基本詞，例句：鑊仔當燒，愛好先，毋好 luk⁷to³

了（鍋子很燙，要小心，不要被燙到了）。客家話的 luk⁷可以在苗瑤

語中找到相對應的詞彙，樑子金門瑤語、藻敏瑤語皆說 lu⁷，江底勉

瑤語 ɬu⁷，覽金金門瑤語ȵut⁷，湘江勉瑤語 ɬəu⁷，東山標敏瑤語 plu⁷，

黔東苗語 lhu⁷，其音義皆可以跟客家話相對應，王輔世、毛宗武將「燙

（燙傷）」的古苗瑤語形式構擬為*l̥uk。除了苗瑤語外，客家話的 luk⁷

也可以在侗台語中找到相對應的詞彙，如拉珈語說 luk⁸，武鳴壯語

luːk⁸，龍州壯語 luk⁸，德宏傣語 lok⁸，苗瑤語、侗台語的 7、8 調往往

是與客家話的入聲調相對應的，因此，音義十分對應，梁敏、張均如

將「燙（燙傷）」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gluɔk，而此詞也可以在漢語

南方方言中發現，如廣州話說 lok⁸，更可以確認此詞是來源於古代的

百越民族語言。《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將之寫成「熝」，所憑藉的是《集

韻》入聲屋韻，盧谷切：「熝，煉也」。從語義上看，煉乃是以高溫加

熱，使物質去掉雜質變得精純之義，《說文》：「煉，冶金也」，此義與

客家話中所說的 luk⁷，表示被滾燙物質所燙傷之義實有一大段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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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本字，應該另有來源。客家話此詞音義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

應，「燙（燙傷）」古苗瑤語形式為 *l̥uk，古侗台語形式為*gluɔk，語

音十分對應，此詞應是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因此，客家話

此詞應是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下面我們再列出一些

相同情形的詞彙例證： 

 

1. [kiet⁷ kiet⁷]（稀飯稠）--- 

形容稀飯煮得濃稠，海陸客語說[kiet⁷ kiet⁷]，例句：lia³糜煮到 kiet⁷ kiet⁷

當好吃（這稀飯煮得稠稠地，很好吃）。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

「（稀飯）稠」樑子金門瑤語、覽金金門瑤語皆說 kat⁸，勉瑤語說 dʑat⁸，

dʑ-是從舌根音 ɡ-顎化而來，王輔世、毛宗武將「稠（稀飯稠）」的古

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為*gat，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客家話的

韻母-iet 應是由-at＞-iet 演變而來，因此，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瑤語相

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標語說 kat⁸，武鳴壯語

說 kɯt⁸，柳江壯語 kɯk⁸，臨高語 kɔt⁸，此詞也可以在漢語南方方言中

發現，廣州話說 kyt⁸，泉州話 kap⁸，潮州話 kɯk⁸，皆可與侗台語相對

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應是來源於苗瑤語

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 

 

2. [kap⁸]（剪）--- 

（剪刀）剪的動作，海陸客家話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kap⁸]，例

句：lia³ te⁵布拿來 kap⁸kap⁸啊（這塊布拿來剪一剪）。在苗瑤語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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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對應的詞彙，「剪」羅香勉瑤語說 kap⁷，長坪勉瑤語、樑子金門

瑤語、覽金金門瑤語皆說 kjap⁷，湘江勉瑤語 ka⁷，江底勉瑤語 tɕap⁷，

江底勉瑤語的 tɕ-是舌根音 k-顎化的結果，王輔世、毛宗武將「剪」

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為*klɐp，也可以清楚解釋與客家話的對應關

係及歷時語音演變情形。此外，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裁

剪」黎語說 kap⁷，仫佬語、毛南語、佯語、錦語、莫語皆說 kat⁷，

水語說 qat⁷，音義可以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

相對應，應是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 

 

3. [ŋoŋ⁵]（傻）--- 

傻，海陸客語讀[ŋoŋ⁵] ，例句：毋要恁 ŋoŋ⁵，分人騙 to³還毋知（不

要這麼傻，被人騙了還不知道）。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傻」

布努苗語 ŋoŋ⁶，勉瑤語 ŋoŋ⁵，音義可以相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也

有相對應的詞彙，泰語 ŋoŋ³，傣語 ŋə³，臨高語說 ŋɔŋ³，龍州壯語 ŋuːŋ⁶，

黎語 ŋaŋ²，此詞也可以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發現，廈門話說 gɔŋ⁶，廣州

話 ŋɔŋ⁶，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

相對應，應是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 

 

4. [le²]（伸舌頭）--- 

伸（舌頭），海陸客語說[le²]，例句：熱天時，狗仔个舌□常係 le² 長

長（夏天時，狗兒的舌頭常常伸長長的）。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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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伸（舌頭）」布努苗語說 ɬe³，勉瑤語 ɬɛ⁵，標敏瑤語 ɬia⁵，黔東苗

語 l̥ʰei³，音義可以相對應。此外，客家話此詞與侗台語的「舔」有交

叉對應的關係，「舔」傣語皆說 le²，壯語說 li²，侗語說 lja²，此詞也

存在於漢語南方方言的中，廣州話 lai³，可與侗台語相對應。梁敏、

張均如將「舔」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dlie，也可以清楚解釋與客家

話的歷時語音演變及對應關係。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

相對應。 

 

5. [kʰiam⁵]（跨）--- 

跨（過去）的動作，海陸客語說[kʰiam⁵]，例句：去人个屋下，毋好

踏 to³門檻，愛 kʰiam⁵過去（去別人的家，不要踩到門檻，要跨過去）。

在苗瑤語中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彙，「跨」勉瑤語說 tɕʰaːm⁵，畬語說

kʰja⁴，勉瑤語 tɕʰ-是 kʰ- 顎化的結果，現代畬語中-m 已經完全失落

了，畬語的韻母乃是- jam＞- ja 的結果，因此，其語音、語義皆可以

與苗瑤語相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也可以發現相對應的詞彙，泰語、

老撾語、龍州壯語皆說 kʰaːm³，邕寧壯語、武鳴壯語皆說 haːm⁵，柳

江壯語、錦語皆說 haːm³，此外，此詞也存在於漢語南方方言的中，

南昌話說 kʰa²，台灣閩南話 hã⁶，皆可與侗台語相對應。從上所述，

客家話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

層詞。 

 

6. [tem³]（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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跺（腳）的動作，海陸客語說[tem³]，例句：ŋia¹鞋底當多泥，腳先 tem³ 

tem³仔 tʃaŋ⁵上車（你的鞋底很多泥巴，腳先跺一跺在上車）。在苗瑤

語中可以發現相對應的詞彙，「跺（腳）」勉瑤語說 dam⁶，音、義皆可

以相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龍州壯語、邕寧壯

語皆說 tam⁶，水語、佯語皆說 tjam⁶，音義可以相對應。客家話此

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 

 

7. [kiuŋ⁵]（餵豬、餵雞）--- 

餵（餵豬、餵雞），海陸客家話中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kiuŋ⁵]，

例句：豬仔一日無 kiuŋ⁵，餓到 pak⁷籬 pak⁷壁（豬一天沒餵，餓的爬

籬爬壁）。在苗瑤語中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彙，「餵（餵豬、餵雞）」

巴哼苗語說 kuŋ⁵，畬語說 ku⁵，音義可以相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

也有相對應的詞彙，壯語說 kuːŋ¹，音、義皆可以相對應。客家話此詞

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 

 

8. [kuai³]（蛙）--- 

蛙，海陸客語讀[kuai³]，例句：阿哥帶等大家去田項捉 kuai³仔（哥哥

帶著大家去田裡抓青蛙）。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蛙」標敏瑤

語說 ma⁴ kuai³，畬語 kwan³，音義皆可對應。此外，在侗台語中也有

相對應的詞彙，仫佬語、毛南語皆說 kuai³，音義可以相對應。客家話

此詞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應是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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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同源詞。 

 

    根據學者研究，古代的“三苗”部落集團跟苗瑤族、侗台族有密

切的關係，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古代的“三苗”部落集團

的分布區域就在後代的江淮荊州地區註 55。陳國強、蔣炳釗等《百越

民族史》（1988）一書就指出，“三苗”同後來的百越民族有著密切

的關係，他應該包括了百越的先民。尤中〈苗、瑤族古代史敘略〉（1988）

一文也指出，“三苗”部落集團在春秋時期內部發生了分化，其中先

進的部份形成了楚族（後由首領熊通稱王，建立了楚國），而以盤瓠

為始祖，以犬為圖騰者則集中居住在今日的湘西、黔東連接地帶的山

區，成為另一個民族群體，即苗族和瑤族的祖先部落群。由此看來，

古代的“三苗國”即是苗瑤族、侗台族的祖先部落群。而前述客家話

中可以同時跟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應該是來自於苗瑤語、

侗台語的祖語，極可能是來源於古代“三苗國”的語言。 

    此外，客家話中部份在音義上跟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

還可能是屬於漢藏同源詞。例如：「蓋（蓋住）」，海陸客語說[kem²]，

例句：蓋子愛kem²好來，蟻仔tʃaŋ⁵毋會走落去（蓋子要蓋好來，螞蟻

才不會跑進去）。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蓋（蓋鍋）」長坪

勉瑤語說kəm³，江底勉瑤語、羅香勉瑤語皆說kom³，金門瑤語說kɔm³，

王輔世、毛宗武將它的古苗瑤語形式構擬為*kʷɔm，可以解釋其古今

                                                 
55 荊州約在今日湖南、湖北二省大部分地區，及其相鄰的四川、河南、貴州、廣西、廣東

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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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的情形演變及與客家話的對應關係。在侗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

彙，「蓋（蓋被子）」武鳴壯語說kam⁵，布依語kɔm⁶，水語qum⁵，佯

語kəm⁵，梁敏、張均如將它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qum，可以解釋

其古今演變的情形及與客家話的對應關係。就此詞的音義來看，其漢

語本字應該是「盦」，《說文．皿部》：「盦，覆蓋也」，《廣韻》烏含切，

平聲覃韻影母，上古屬侵部。潘悟云在〈喉音考〉（1997）一文，從

大量的漢藏語比較材料、域外譯音材料及上古漢語的諧聲系統進行論

證，提出上古漢語確實存在一批小舌音，他們到了中古變成了喉音

影、曉、匣、云母，也就是影母**q＞*ʔ ，曉母**qʰ＞*h ，云母**G

＞*ɦj ，匣母一二四等**G、ɡ＞*ɣ ，匣母三等** ɡ＞*ɡ 。我們認為其論證

頗為客觀仔細，其結論是十分可信的。依此，客家話「蓋（蓋住）」

其聲母保留了上古影母**q的遺跡，在韻母方面，客家話覃韻早期有

一個白讀韻母層次-em存在，此點已在前文論述過註 56  ，因此，聲、韻、

調皆符合語音的演變關係，客家話的kem²可以確定就是「盦」。「盦」，

平聲覃韻影母，其上古音形式應為**qəm，可以跟古侗台語形式

**qum 、古苗瑤語形式*kʷɔm 相對應，所以，我們可以確認客家話此

詞應來源於漢藏語同源詞。再看一例，「溢（水滿）」，海陸客語中說

[pʰun²]，例句：醃缸水會nem¹了，水kiak⁷ kiak⁷ tsun³忒佢，無會pʰun²

出來了（缸裡水快滿了，趕快把水關掉，不然會溢出來了）。在苗瑤

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畬語說pʰun⁵，音義可以相對應。在侗台語中

                                                 
56 請參 3.4.1 談覃重韻的區別現象一節。覃韻早期有一個白讀韻母層次-em 存在例如：「
（蓋章的動作）」說 tsem³，「揞（摀嘴的動作）」說 em¹等都屬於這個白讀-em 韻母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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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對應的詞彙，侗語、水語、錦語皆說pən⁴，梁敏、張均如將「水

溢」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blɯn，可以解釋與客家話的歷時語音演

變及對應關係。此外，在藏緬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註 57，「溢」仙島

語說pʰɯŋ³⁵，土家語phu²¹，貴瓊語phu³³，嘉絨語kə mbəm註 58 ，音義可

以相對應。就客家話此詞的音義來看，其漢語本字應該是「湓」，《漢

書．溝洫志》：「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

《集韻．魂韻》：「湓，水溢也」，《廣韻》蒲奔切，平聲魂韻並母，上

古屬文部，其上古音形式應為**buən，可以解釋其古今演變的情形。

客家話此詞音義跟上古漢語、苗瑤語、侗台語、藏緬語皆可對應，應

是來源於漢藏語同源詞。 

 

    除了漢藏語同源詞外，在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應的詞

彙中，我們還發現了一些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合璧詞： 

 

1. [noŋ² ni¹仔]（蜻蜓）--- 

蜻蜓，「蜻蜓」海陸客語說[noŋ² ni¹仔]，例句：鳥仔、la² kʰia²全部會

食 noŋ² ni¹仔（鳥、蜘蛛全都會吃蜻蜓）。客家話此詞第一個音節 noŋ²

可以跟苗瑤語相對應，「蜻蜓」長坪勉瑤語說 noŋ³，覽金金門瑤語

nuːŋ³，樑子金門瑤語 luŋ³，音義可以相對應。客家話此詞第二個音節

                                                 
57藏緬語語料引黃布凡主編 1992《藏緬語族語言詞匯》，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藏

緬語語音和詞匯》編寫組 1991《藏緬語語音和詞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8 藏緬語族的聲調由於發展過程比漢語、苗瑤語、侗台語要晚，因此，藏緬語族各語言中

的聲調跟漢語的四聲或苗瑤語、侗台語的調類並沒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其中聲調多的可以

到達 8 個聲調，然而也有沒有任何聲調的語言。因此，我們採取調值標示法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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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¹可與侗台語相對應，「蜻蜓」德宏傣語、傣拉傣語皆說 mi³，西雙版

納傣語說 bi³，韻母相同，聲母都是濁音，音義可相對應。客家話此詞

音義可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屬於苗瑤語（noŋ²）和侗台語（ni¹）

的合璧詞。 

 

2. [kuai³ nuk⁸仔]（蝌蚪）--- 

蝌蚪，海陸客語說[kuai³ nuk⁸仔]，例句：田兜肚有當多 kuai³ nuk⁸仔，

to⁵个泅來泅去（田裡有很多蝌蚪，在那兒游來游去）。客家話此詞第

一個音節 kuai³乃「青蛙」之義，屬於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

同源詞，前文 5.4 節中已討論過。第二個音節 nuk⁸可與侗台語的「蝌

蚪」相對應，「蝌蚪」泰語說 luːk¹⁰，侗語說ȵ̥uk⁷，龍州壯語說 luːk⁸，

梁敏、張均如將「蝌蚪」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druek，聲母都屬舌

尖濁音，韻母都屬塞音韻尾，可以清楚解釋其歷時語音演變情形及與

客家話的對應關係。因此，客家話此詞屬於一種合璧詞現象。 

 

    從上述的合璧詞現象，我們不難看出，客家話中除了有來自於侗

台語或苗瑤語的的詞彙外，也有同時以苗瑤語和侗台語的詞彙成分來

構詞的現象，這些合璧詞就客家話來看都是屬於複音節的單純詞，值

得注意的是，他們也都是客家話中的生活基本詞彙，因此，我們認為

這些詞彙應是客家話形成初期的內部語言現象，如果這個看法正確，

客家話就是在苗瑤語、侗台語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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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小結 

 

    經過考證我們發現客家話中有為數不少“有音無字”的日常生

活基本詞彙，他們跟苗瑤語或侗台語都有音義上的對應關係，這些詞

彙當中，有些音義仍然保持十分整齊的對應情形，有些則隨著長時期

的語言演變發展，在語音、語義上已無法完全重合，不過仍然可以透

過語音演變的規律或者詞義交叉的情形，甚至是同源詞族的音義連繫

過程，找出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有些底層現象也可以把它們放在區

域特徵中來探討，將古代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相結合，我們可以知

道，現今漢語南方方言的分布地區，在古代就是百越民族的生活地

域，因此，透過觀察某些特殊的詞彙或語音現象在這個區域的特徵表

現，可以讓我們更加確定它們是來自於少數民族的底層結構，在客家

話中有一批溪母字讀為清擦音 h-（合口變讀為 f-）的特殊語音現象，

這種特殊的語音現象在贛語、粵語等漢語南方方言中也有這樣的情

形，它們就是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語言現象。 

    考證客家話的詞源，並不一定只能從古代漢語典籍中去考本字，

客家話中許多“有音無字”的詞是屬於來自於苗瑤語或侗台語的底

層詞。本節中我們針對客家話中“有音無字”的詞彙進行探討，找出

了 83 個客家話中的基本詞，這些詞彙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類：1、與

苗瑤語相對應的詞彙。2、與侗台語相對應的詞彙。3、與苗瑤語、侗

台語皆相對應的詞彙。這些詞彙都屬於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語或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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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底層詞，進一步分析，其中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共有 41 個，

佔 49％，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共有 29 個，佔 35％，而共同來源於

苗瑤、侗台語的底層詞共有 13 個，佔 16％，可以看出客家話中來自

於苗瑤語的底層詞比例明顯高於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詞比例，似乎意

味著客家話與苗瑤語的關係較侗台語為密切，而這種現象也和李輝、

潘悟云等人（2003）所做的客家人遺傳基因分析結果相符---代表客家

人父系遺傳結構的混合比例，漢族約 80.2％，畬族約 13％，侗族約

6.8％（可參 5.1 節）。 

    從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皆相對應的詞彙中，我們發現一些來

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如「燙（燙傷）」、「稠（稀飯稠）」、

「剪」等詞都是，這些詞彙的音義都屬於苗瑤語、侗台語中極為存古

的，它們都是苗瑤語、侗台語中的早期語言現象，極可能是來源於古

代“三苗國”的語言。此外，還有一些詞可能是屬於漢藏同源詞，如

「蓋（蓋住）kem²」，「溢（水滿）pʰun²」等詞都是。 

    在客家話我們還發現了一些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合璧詞，如「蜻蜓」

說「noŋ² ni¹仔」 是苗瑤語（noŋ²）和侗台語（ni¹）的合璧詞，以及

「蝌蚪」說 kuai³ nuk⁸仔」也是一種合璧詞現象，值得注意的是，這

些合璧詞就客家話來看都是屬於複音節的單純詞，它的語素成分是同

時來自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它們也都是客家話中的生活基本詞彙，

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詞彙應該屬於客家話形成初期的內部語言現象，

如果這個看法正確，客家話就是在苗瑤語、侗台語的基礎上所形成的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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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詞彙可以反應方言間較早期的關係，我們從來自非漢語的基

本詞彙上來看，發現有些詞彙是客、閩語皆可與苗瑤語相對應的情

形，他們是客、閩語中共同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彙成分，除了詞彙

外，客、閩語在詞法上也有許多和苗瑤語一致的表現，如形容詞暖和

皆用「燒」，回家的動詞皆用「轉」等都是，因此，客語和閩語不僅

在漢語成分上有許多相同的表現情形，從非漢語的詞彙、詞法上來

看，兩者之間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客、閩語在早

期的形成過程中，必定有過共同的苗瑤語來源。客、閩語之間的密切

關係是值得進一步做探討的。 

    總體來看，從客家話的基本詞可以看出客家話和苗瑤語、侗台語

之間的確有許多密切的連繫關係，它們都是來自於苗瑤語、侗台語的

底層現象，因此，多做此類基本詞的比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

語料愈多，對於我們判斷客家話與少數民族語言的各種關係也將提供

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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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客家話的非漢語詞法和句法成分 

 

    接續前章從客家話詞彙中分析非漢語成分，本章我們將針對客家

話的詞法和句法等方面進行探討，分析其中存在非漢語的成分的情

形。 

 

 

6.1 客家話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詞法現象 

 

    在客家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少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詞法

現象，它們主要發生在量詞、動詞和形容詞中，本節我們將針對這些

詞法現象進行探討，進一步了解客家話和苗瑤語、侗台語之間的對應

關係。 

 

6.1.1 量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在苗瑤語和侗台語中，其名詞一般不能直接與表示數量的基數詞

組合，名詞跟數詞組合一定要通過量詞才能表現，因此，在苗瑤語和

侗台語中的量詞數目就十分地豐富。根據研究，這些量詞產生的時代

相當的早，尤其是侗台語，梁敏〈壯侗語族量詞的產生和發展〉（1983）

一文就曾指出，在臨高人的先民從大陸遷到海南島的時候，侗台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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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語言已經產生了量詞。而臨高人的先民大約在秦朝以前就已定居於

海南島北部各縣了註 59，由此可見，侗台語量詞的發生至少已經有兩三

千年的歷史了，在這段時間中，量詞的形式也產生過一些轉變， 早

他們大多為名詞或動詞借用充當量詞，如泰語中「三個人」說kʰon²

（人） saːm¹ （三）kʰon²（人），直接以「kʰon²（人）」當做量詞。

又如「五間房間」泰語說hɔːŋ³（房間）ha³（五）hɔːŋ³（房間），直接

用「hɔːŋ³（房間）」當做量詞。這些詞起先只是偶爾借用做為量詞用，

後來變成兼用，再經過一段時間，其本義也被其他詞所代替，它們就

成了專用的量詞，除了做量詞外已別無其他意思了。所以今天所看到

的許多專用的量詞，從其用法上已無法得知其本義了，只有一小部份

的量詞，可以透過詞彙的對比，找出古今詞彙歷史發展的線索，而瞭

解其來源，例如：西雙版納傣語met⁸，邕寧壯語mat⁸，皆是專用量詞

“顆、粒”，但在泰語中met⁸ 除了當量詞外，還保留它的本義“核

仁、種子”之義。又如：邕寧壯語pʰa⁵是「衣服、褲子、毛巾、蚊帳」

等物的量詞，別無他義，但泰語中pʰa⁵則友“布”的意思，保留了它

的本義。 

    在客家話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與苗瑤語、侗台語相對應的量

詞，例如： 

常用的動量詞「次（去一次、玩一次．．．）」，海陸客語說pai³，例

句：lia³電鑊品質不好，tʃaŋ⁵用一pai³就壞忒了（這電鍋品質不好，才

用一次就壞掉了），動量詞pai³，《梅縣方言詞典》寫做「擺」，是一俗

                                                 
59 參見梁敏 1981〈臨高人---百粵子孫的一支〉，《民族研究》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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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並非本字。在龍州壯語、邕寧壯語、武鳴壯語、柳江壯語、布

依語、傣語、水語中我們可以發現音義相對應的動量詞，例句：武鳴

壯語「鋤三次」說kvaːk⁷（鋤）saːm¹（三）pai²（次）。龍州壯語「饒

你一次」說miːn⁴（免）maɯ²（你）pai²（次）nəŋ¹（一）。它們的動量

詞皆用pai² 。客家話的動量詞pai³應來自於侗台語註 60。壯語、布依語、

傣語、水語的動量詞pai²，在邕寧壯語中還保有「投擲」的意思，這

可能是它的本義。除了動量詞pai²之外，海陸客語還有另一個動量詞

to⁵，例句：lia³隻位所，□怕去過有二十to⁵了（這個地方，我恐怕去

過有二十次了）。動量詞to⁵，有人寫做「到」，乃是俗寫字，並非本字。

在侗台語中可以發現有相對應的詞彙，「去一次（回）」西雙版納傣語

動量詞用tə⁶、侗族說taːu⁵、布依語說taːu⁵音義皆可與客家話相對應，

客家話動量詞to⁵應該是來自於侗台語。由上所述，可以知道客家話的

動量詞pai³ 和to⁵ 與侗台語在音義上都有對應的關係，且在語法使用

上，客家話與侗台語呈現出十分一致的情形，這種對應關係應該屬於

早期來自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除了動量詞外，客家話的名量詞也有與侗台語相對應的情形，如

名量詞「窩（一窩豬、一窩雞）」，海陸客語用名量詞teu³ ，例句：lia³ 

teu³豬仔，有十條豬子（這窩豬，有十條小豬）。名量詞teu³屬於客家

話的特徵性用詞，在漢語典籍中找不到適當的本字，但我們可以在侗

台語中找到相同的詞彙和用法，「窩（一窩豬）」侗北侗語讀təu³，侗

                                                 
60 此詞用法也存在於漢語南方方言的閩語中，「次（去一次、玩一次．．．）」廈門話說

pai³，可以證明它們是共同來自古代百越民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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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侗語、拉珈語皆作tau³，標語tau⁵，水語、毛南語皆讀ndau³，梁敏、

張均如將「窩」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ntəu ，可以跟客家與相對應。

因此，就音義上或用法上來看，海陸客語特殊名量詞teu³都有一致的

對應情形。又如：稱人量詞「个（一个人）」，海陸客語「个（一个人）」

名量詞用kai⁵，莫語說ai⁶，毛南語說ʔai¹，水語、佯語、錦語皆說

ai³，梁敏、張均如將「个（一个人）」的古侗台語形式構擬為*ʔai，可

以解釋歷時語音演變及與客家話的對應關係，因此，其音義皆與客家

話相對應，客家話名量詞kai⁵在語音、語義和語用上與侗台語也都呈

現出一致的情形。其他名量詞如「間（一間房子）」海陸客家話說loŋ²，

與水語用loŋ⁵也相對應，此外，客家話「一斤半」常說〝斤半〞，數詞

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如「一百一十」說〝百一〞，這些說法也都是侗

台語中普遍的說法，這些應是屬於來自於侗台語的底層現象註 61。 

    再來，就苗瑤語和侗台語的構詞法來看，量詞常見重疊形式，且

以AA式佔大多數，量詞重疊式可以表示量詞意義的周遍性或表示所

指事物由個體擴展到全體，苗瑤語和侗台語中的量詞AA式重疊有表

示「每一」的含義，而在客家話中也有一致的情形，下面就分別舉出

苗語、侗語和海陸客語的例子註 62，以玆對照： 

                                                 
61 這些名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如閩語、粵語、贛語等普遍可以發現，應屬於共同來源於

古百越民族語言的底層現象。 
62 苗語例子主要引自--- 

王輔世主編 1985《苗語簡志》，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1987《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四川省：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雲兵 2003〈苗語的形態變化及其語義語法範疇〉，《民族語文》2003，3，19-28。 

侗語例子主要引自--- 

梁敏、張均如 1996《侗台語族概論》，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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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語---- 

1、 lɛ³³（個） ＞ lɛ³³  lɛ³³ （每個） 

例句：（每個小孩都是四尺高） 

    （小孩）lɛ³³  lɛ³³  l̥u33  tɕʰi53   ki35 xhi 33      

            個   個   四   尺     高 

 

2、 tɛ11（隻）  ＞  tɛ11  tɛ11 （每隻） 

例句：（每隻小雞都是一斤重） 

    （小雞）tɛ11    tɛ11   i33   tɕaŋ33   ki35 ȵ̥hoŋ 35            

            隻   隻   一    斤       重 

 

侗語---- 

1、 woŋ¹（封）＞ woŋ¹  woŋ¹（每封） 

例句：（每一封信都收到了） 

     woŋ¹’  woŋ¹’  sən⁵   tu³   ɕu¹’   ni³  kən¹’ 

      封    封    信    都    收   得   了 

 

2、 ȶiu²（條）＞ ȶiu²  ȶiu²（每條）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1987《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四川省：四川民族出版社。 

王均 1984《壯侗語族語言簡志》，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石林、黃勇 2005〈侗語的形態學特徵〉，《民族語文》2005. 4，22-25。 

海陸客語語料---為筆者親自調查所得。 

下文皆同，不另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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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條條大道到北京） 

     ȶiu²  ȶiu²  kən¹’  lau⁴   təu⁵’  pe²  ȶən³ 

     條   條   路    大    到   北   京 

 

海陸客語---- 

1、 pai³（擺） ＞ pai³  pai³ （每次、每回） 

例句：（講過的事情每次都沒做） 

  koŋ³  ko³  e³   sï⁶  tsʰin²  pai³  pai³  tʃʰiu⁶  mo²  tso⁵              

  講   過   的  事   情    擺   擺   就    沒   做       

 

2、kai⁵（个）＞ kai⁵  kai⁵ （每個） 

例句：（他的小孩每個都大學畢業） 

  kia¹  se⁵  ŋin²  ə²  kai⁵  kai⁵  tʃʰiu⁶  tʰai⁶  hok⁸  pit⁷  ȵiap⁸  

 他的  細  人   仔  个   个   就    大    學   畢   業 

 

3、 teu⁵ （窩） ＞  teu⁵  teu⁵  （每窩） 

例句：（每窩雞都孵化得很成功） 

（雞仔）teu⁵  teu⁵  tʃʰiu⁶  pʰu⁶  to⁵  i⁵   ʃin²  kuŋ¹      

        窩   窩   就    孵   到  很   成   功 

 

 

    由上述，可以知道在客家話、苗瑤語和侗台語的量詞的構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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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們都是以 AA 式的重疊法為主，且它們在重疊構詞法所形成的

意義擴展情形和客家話呈現出一致的對應關係。 

    綜上所述，從音義、詞用或構詞三方面來看，客家話跟苗瑤語或

侗台語在量詞的表現上都有非常一致的對應關係，客家話和苗瑤語、

侗台語的此種對應關係不太可能是一種偶合的現象，應是一種底層現

象的表現。 

 

 

6.1.2 動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在客家話中，有一些特殊性的動詞用法，它們在音義和用法上往

往和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非常一致的對應關係。例如：「滴（水）」

海陸客語說[tiet⁷ 水]，動詞用 tiet⁷，例句：朝晨落無大水，屋簷水 tiet⁷

啊 tiet⁷仔 tʰin⁵ tʰin⁵（早上雨下不大，屋簷水滴啊滴而已）。我們發現

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滴（滴水）」湘江勉瑤語用 dje⁷，

羅香勉瑤語 djep⁷，長坪勉瑤語 djəp⁷，藻敏瑤語 dɛp⁷，而瑤語中有以

d-與漢語的 t-相對應的情形，而客家話塞音韻尾有-p＞-t 的情形，可以

解釋客家話的歷時語音演變情形及與苗瑤語的對應關係，客家話此詞

的語音、語義和語用都跟苗瑤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可能是來自於苗

瑤語的底層詞。又如：「放牧」海陸客語用 tʃoŋ³（掌），例句：毋認真

讀書，han⁵pai³去 lau¹人 tʃoŋ³牛好了（不認真讀書，以後去幫人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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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發現在苗瑤語、侗台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放牧」

畬語用 tsuŋ⁵（掌），巴哼苗語用 tɕuŋ⁵（掌），布依語 tsuːŋ⁵（掌），音

義皆與客家話相對應。客家話此詞的的語音、語義和語用都跟苗瑤

語、侗台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此外，「回（回家）」海陸客語說 tʃon³

（轉），例句：放學以後，愛 kiak⁷ kiak⁷轉屋下，毋好走 to⁵別位去 kau³

（放學以後，要趕快回家，不要跑到別處去玩）。我們發現在苗瑤語

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回（回家）」羅泊河苗語用 tʂoŋB，麻山苗語

說 ʈoŋ³，王輔世、毛宗武將「回（回家）」的古苗瑤語聲母形式構擬

為*ʈoəŋ，可以解釋歷時語音演變情形及與客家話的對應關係，客家話

中曾、梗攝部份字有-ŋ＞-n 的韻尾轉變情形，客家話此詞的的語音、

語義和語用都跟苗瑤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應是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

詞，而閩語中「回（回家）」也用 tŋ̩³（轉），其音義和語用情形也跟

苗瑤語相對應，應是客、閩語共同來源於苗瑤語的底層現象。 

    此外，在客家語中存在著一批擬聲詞用作動詞的情形，而在苗瑤

語中我們也發現相同的詞彙和用法。例如：海陸客家話形容鳥叫的聲

音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 kua⁵，kua⁵是一個擬聲詞，也可以用做「叫

（鳥叫）」的動詞，例句：pak⁷ lo²□ to⁵樹頂 kua⁵ kua⁵滾，當吵人（樹

鵲在樹上鳴叫，很吵人）。而我們發現苗瑤語中也有相同的詞彙和用

法，「叫（鳥叫）」川黔滇苗語說 qua²，惠水苗語說 qɑ²，重安江苗語

說 qa²，音義皆可與客家話相對應，也是以擬聲詞當作動詞用；又如

「雞鳴聲」，海陸客家話說 kue²，kue²是一個擬聲詞，也可以用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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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例句：雞仔分鷹仔嚇 to³，kue²天 kue²地，撞等轉（雞被老鷹嚇著，

大聲鳴叫，衝者回來）。而我們發現苗瑤語中也有相同的詞彙和用法，

「叫（雞叫）」三江標敏瑤語說 kwei⁵，音義皆可與客家話相對應，也

是以擬聲詞作為動詞的方式。另外，相同的例子還出現在「打（打槍）」

惠水苗語、麻山苗語、炯奈苗語皆說 poŋ³，羅泊河苗語說 poŋB，貴陽

苗語 pɔŋ³，如同鳥叫、雞叫，這也是以擬聲詞用作動詞的方式，海陸

客家話也有相對應的擬聲詞 poŋ⁵，可以用於「炸（用鞭炮炸）」的動

詞，語音相合，詞義與苗瑤語有交叉對應的關係，這種以 poŋ⁵擬聲詞

作為動詞的方式，客家話與苗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和文明有關的文

化詞，或是生活中 核心的詞都容易受到中心語言的影響而轉變，但

在苗瑤語和客家語中的這些特殊動詞，它們都不是文化詞，也不是

核心的詞，它們都是基本詞且彼此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這些動詞在

客家語和苗瑤語間呈現出如此一致的對應關係，其中透露出客家語和

苗瑤語間的密切關係。 

    接著，我們再從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動詞構詞法來看，動詞中 常

見的是AA式重疊形式，由動詞重疊造成的AA式十分普遍，在苗瑤語

和侗台語中主要產生兩種新的詞彙意義，第一種是表達「嘗試」的意

義，第二種是表達「不經心、隨意」的意義，在苗瑤語和侗台語的不

同的方言點中，動詞AA式所產生的意義有些偏向於第一種，有些偏

向於第二種，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就整體來看，不論是第一種意義或

第二種意義，它們都表示了時量較短、動量較小之義，也就是在動作

上“減弱、輕向化”而在態度上有較“ 隨意、鬆散 ”的傾向。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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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話中的動詞重疊式的數量很豐富，幾乎所有動詞都可形成AA式的

動詞重疊式，其所造成的詞義轉變情形與苗瑤語、侗台語呈現非常一

致的對應情形註 63，也表現出時量較短、動量較小之義，不同的是客語

在重疊的動詞之後常會加上一小稱（diminutive），以下列舉苗瑤語、

侗台語和客家語動詞重疊AA式的例子： 

 

苗瑤語---- 

 基式    詞義 AA 式 詞義 

畬語 nɔ53 問 nɔ53  nɔ53 問問看 （嘗試） 

苗語 ma31   砍 mu31  ma31  隨便砍 （不經心） 

     

侗台語---- 

 基式    詞義 AA 式 詞義 

壯語 pjaːi³ 走 pjaːi³  pjaːi³ 走走看 （嘗試） 

布依語 diːp⁷   想 diːp⁷   diːp⁷  想想看 （嘗試） 

黎語 tsʰim¹ 嚐 tsʰim¹  tsʰim¹ 隨便嚐 （不經心） 

 

海陸客語---- 

1、 tsʰim²（尋） ＞ tsʰim²  tsʰim²  a⁵  ə³ （找找看） 

                                                 
63雖然北方官話中也有 AA 式的動詞構詞形式，但北方官話中並非所有的動詞都可以形成

AA 式的動詞構詞形式，其數量上也沒有這麼豐富。對應於客家話的 AA 式的動詞構詞形

式，北方官話中較多以“ A 一 A ” 的構詞形式出現，例如：搬一搬、撞一撞、扛一扛、

挾一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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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去那裡找找看） （嘗試） 

     （東西掉了） hi⁵  kai⁵  vui⁶  tsʰim²  tsʰim²  a⁵  ə³ 

                  去  那   位    尋     尋     啊     

 

2、 kiap⁸（挾） ＞kiap⁸  kiap⁸  a⁵  ə³ （挾一挾） 

例句：（那豬腳（毛）拿來挾一挾） （隨意） 

     kai²  tʃu¹  kiok⁷  na¹  loi²  kiap⁸  kiap⁸  a⁵  ə³ 

     那   豬    腳   拿   來    挾    挾   啊 

 

3、 haŋ²（走） ＞ haŋ²  haŋ²  a⁵  ə³ （走一走） 

例句：（吃飽飯後到外面走一走） （隨意） 

     ʃit⁷  pau³  pʰon⁶  tʃut⁷  le¹  haŋ²  haŋ²  a⁵  ə³ 

     食   飽    飯    出   來    行    行   啊 

 

 

    除了AA式外，在客語中還有ABB式的動詞構詞形式，可以描繪出

動作的樣態，有擬態功用，ABB式可使原式動詞更加地生動化、形象

化，在客家話中ABB動詞構詞法的數量也很豐富，可以說是客家話極

有特色的構詞形式註 64。我們也發現在侗台語中存在豐富的ABB式的動

詞構詞方式，它們也可以產生使原式動詞更加地生動化、形象化的擬

                                                 
64 雖然北方官話中也有 ABB 式的動詞構詞形式，但其用法上並不如客家話來得細膩，數

量上也沒有這麼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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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意義，與客家話的ABB式動詞構詞法十分對應，下面我們就舉出侗

台語和客家語的ABB式的動詞構詞例子： 

 

海陸客語---- 

基式    詞義 ABB 式 詞義 

at⁷ 生氣 at⁷  tsʰut⁸  tsʰut⁸ 生氣 （擬態） 

tʰuŋ⁵ 痛 tʰuŋ⁵  siu²  siu² 痛 （擬態） 

siau⁵ 笑 siau⁵  ʒai⁵  ʒai⁵ 笑 （擬態） 

 

侗語---- 

基式    詞義 ABB 式 詞義 

ȶet¹⁰ 跑 ȶet¹⁰ ȵəu¹’ ȵəu¹’ 跑 （擬態） 

let⁹’ 滴 let⁹’ jəu⁶  jəu⁶ 滴 （擬態） 

pjiu¹ 跳 pjiu¹ tjot⁹ tjot⁹ 跳 （擬態） 

 

    綜上所述，客家話中一些特殊的動詞其語音、語義和語用情形以

及擬聲詞用作動詞的方式，還有客家話中的 AA 式跟 ABB 式的動詞

構詞形式等方面都跟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一致的對應情形。這顯示

出客家話與侗台語、苗瑤語間存在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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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形容詞的詞法對應情形 

 

    在客家話中，有一些特殊性的形容詞，它們在音義和用法上往往

跟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非常密切的對應關係。例如：衣服或棉被暖

和，海陸客家話說 ʃau¹，例句：lia³領被係當好个棉打个，冷天蓋當 ʃau¹

（這件被是很好的棉花做的，冬天蓋很暖和），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

的詞彙用法，「暖和」貴陽苗語、東山標敏瑤語皆說 sau³，重安江苗

語說 ɕau³，王輔世、毛宗武將「暖和」的古苗瑤語形式構擬為*ʂjau，

可以清楚解釋其歷時語音演變情形與客家話的對應關係。此外，在侗

台語中也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侗語說 sau³，布依語說 zau³，音義、

語用皆可與客家話相對應。在漢語南方方言的閩語中也有相同的詞彙

用法，「暖和」廈門話用 sio¹，潮州話用 sie¹。客、閩語中的「暖和」

一詞，有人寫作「燒」，《說文．火部》：「燒，爇也」，《玉篇．火部》：

「燒，爇也，燔也」，《釋名．釋喪制》：「死於火者曰燒。燒，燋也」，

「燒」其本義應為使物著火，與暖和之義不合，應非本字。客、閩語

此詞的的語音、語義和語用都跟苗瑤語、侗台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

可能是屬於來自苗瑤語、侗台語的底層現象。此外，「瘦」，海陸客家

話說 seu⁵（瘦），形容人很瘦（表程度加深），海陸客家話則說[瘦 kia⁵ 

kia⁵ ]，例句：阿德胃腸毋好，食毋肥，seu⁵ kia⁵ kia⁵ 仔（阿德胃腸不

好，吃不胖，瘦巴巴的），在苗瑤語中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瘦」長

坪勉瑤語、樑子金門瑤語、覽金金門瑤語皆說 kjai⁶，湘江勉瑤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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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⁶，江底勉瑤語說 tɕai⁶，tɕ-應為舌根音*ɡ- 顎化的結果，音義可與

客家話的 kai⁵相對應。表形容詞程度加深，在苗瑤語中可採用 AA 式

的重疊構詞法，因此「形容人很瘦」長坪勉瑤語、樑子金門瑤語、覽

金金門瑤語皆可說 kjai⁶ kjai⁶，湘江勉瑤語可說 kai⁶ kai⁶，江底勉瑤語

說 tɕai⁶ tɕai⁶。客家話 seu⁵ kia⁵ kia⁵，是一種漢語（seu⁵）與瑤語（kia⁵ 

kia⁵）的合璧詞，其語用上與苗瑤語有交叉對應的關係。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客家話中有些形容詞在語音、語義和語用上

都跟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除此之外，客家話中也存在

著一些形容詞構詞法可以跟苗瑤語或侗台語相對應，以下我們將針對

這部份進行討論。 

    在客家話中存在著豐富的形容詞重疊式構詞法，其中又以 AA 式

為普遍，這種 AA 式構詞法可以造成形態上及語義上的改變，例如：

客家話 tsʰiaŋ⁵（淨）是乾淨的意思，AA 式重疊形成 tsʰiaŋ⁵ tsʰiaŋ⁵（淨

淨），其詞義則更為加深，有更加乾淨的意思。又如：客家話 lioŋ²（涼）

可形容天氣微涼的意思，AA 式重疊形成 lioŋ² lioŋ²（涼涼），其詞義

更為加深，乃指天氣很涼已帶有一點寒意了。在苗瑤語中也有相對應

的構詞法，重疊構詞法是苗瑤語和侗台語中的主要構詞方式之ㄧ，在

形容詞中也存在著豐富的重疊構詞法，它們都可以造成形態上及語義

上的改變，在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形容詞重疊式構詞法中以 AA 式 為

普遍，此種形容詞重疊 AA 式在語義上表現出形容詞程度的加深，可

以跟客家話相對應。下面我們就舉出苗瑤語、侗台語和客語中的形容

詞重疊構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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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客語---- 

 基式    詞義 AA 式 詞義 

 ŋoŋ⁵ 傻 ŋoŋ⁵  ŋoŋ⁵ 較傻  

 tsʰiaŋ⁵’ 乾淨 tsʰiaŋ⁵  tsʰiaŋ⁵ 較乾淨 

 sien¹  稀、淡 sien¹   sien¹ 較稀、較淡  

 

標敏瑤語---- 

 基式    詞義 AA 式 詞義 

 nan13   涼 nan13  nan13  較涼 

 daŋ33 香 daŋ33  daŋ33 較香 

 hoŋ21 紅 hoŋ21  hoŋ21 較紅 

 

侗語---- 

 基式    詞義 AA 式 詞義 

 pjin² 平 pjin²  pjin² 較平  

 ja⁵’ 紅 pjaːi³  pjaːi³ 較紅  

 ləi²   大 ləi²   ləi²  較大  

 

 

    在漢語北方官話中這種 AA 式形容詞構詞法並不常見，一般必需

在 AA 之後加一個結構助詞「的」，形成「AA 的」構詞形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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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的、高高的、扁扁的），才能表達出形容詞程度加深的意義。丁

邦新在〈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1992）一文指出：「當兩

個語言接觸或兩個方言彼此影響時，通常 容易移借的是詞彙．．．

語言中 保守的就是構詞法了」。因此我們認為，苗瑤語和侗台語中

的 AA 式形容詞構詞法，是它們固有的語言現象，與漢語北方官話中

所形成「AA 的」構詞方式並不相同。而客家話中也存在著豐富的 AA

式形容詞構詞法，客家話中這種豐富的 AA 式形容詞構詞法以及它們

所造成形容詞程度加深的意義的情形正可以跟苗瑤語、侗台語相對

應。這可能是來自苗瑤語、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除此之外，客家話中還普遍存有一種 ABB 式的形容詞構詞方

式，A 為一形容詞，B 可為形容詞、副詞或名詞等所組成，BB 重疊

可以造成擬態或擬聲的效果，使原式形容詞表達出更強的意義，例

如：tʰioŋ⁵（高興）la⁵ la⁵（形容很高興）；nem¹（滿）poŋ² poŋ²（形

容很滿）；vun²（混濁） kau² kau²（形容很混濁）。ABB 式的形容詞

構詞方式，在客語中不但十分豐富，其 BB 重疊的表達方式更是細膩，

以形容「黑」為例，同樣形容「黑」，客家話中就有多組 ABB 形容詞

構詞方式，例如：vu¹（黑） so² so²；vu¹（黑） lim⁵ lim⁵；vu¹（黑） 

tau² tau²；vu¹（黑）tu⁵ tu⁵等都是。又如同樣形容「軟」，客家話中就

有 ŋioŋ¹（軟）tsi² tsi²；ŋioŋ¹（軟）sim⁵ sim⁵；ŋioŋ¹（軟）so² so²；ŋioŋ¹

（軟）ve² ve²等多組說法。這種豐富細膩的 ABB 形容詞構詞方式，

在閩語、粵語中也普遍存在，可以說是漢語南方方言的特色之ㄧ。北

方官話中雖然也有 ABB 形容詞構詞方式，但就整個漢語南北方言來

看，北方官話的 ABB 形容詞構詞方式，其數量上不如南方方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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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現方式上也不如南方方言來得細膩。而我們發現在侗台語中也普

遍存有這種 ABB 式的形容詞構詞方式，也可以表達比原式形容詞更

強的意義，這種 ABB 式的形容詞構詞方式，在侗台語中數量十分豐

富，其所造成的語義加強情形也與客家話相同，與客家話中的情形相

當一致，可能是來自侗台語的底層現象。以下列舉客家語和侗台語中

的例子： 

 

海陸客語---- 

 基式    詞義 ABB 式 詞義 

 pʰak⁸ 白 pʰak⁸  sut⁷  sut⁷  ə 雪白  

 ŋaŋ⁶’ 硬 ŋaŋ⁶  kuak⁸  kuak⁸  ə 很硬 

 han²   閒 han²  tʃʰok⁷  tʃʰok⁷  ə 很閒  

 

侗台語---- 

 基式    詞義 ABB 式 詞義 

壯語 dam¹   黑 dam¹  daːt⁷  daːt⁷ 漆黑 

布依語 diŋ¹ 紅 diŋ¹  toŋ⁴ toŋ⁴ 很紅 

侗語 saŋ2 直 saŋ2  let⁷  let⁷ 很直 

 

 

    綜上所述，從客家語有些形容詞在語音、語義和語用上跟苗瑤語

或侗台語呈現出一致的情形，以及跟苗瑤語和侗台語相對應的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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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式、和侗台語相對應的 ABB 形容詞構詞方式來看，都可顯示出客

家話與侗台語、苗瑤語間存在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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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客家話中動物性別修飾語的逆序構詞現象 

 

    詞序現象在現代語言類型學的研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

語言的類型學分類（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的一個主要參

項，格林伯格（1963）就曾經以分屬不同語系的世界 30 種典型語言，

分析探討其中的詞法和句法類型的情況，發現詞序現象跟語言類型系

屬，有十分密切的關聯性註 65，橋本萬太郎（1985）也發現亞洲大陸語

言，北部的通古斯語、蒙古語等一律是逆行結構，而南部的大多數語

言，無論是侗台語、孟高棉語、越南語和南方漢語都屬於順行結構的

語法特徵註 66。所謂的順行結構就是指修飾語都置於被修飾語之後的結

構，名詞詞組＝名詞＋形容詞的結構，動詞詞組＝動詞＋副詞的結

構，動賓結構＝動詞＋賓語，形容詞詞組＝形容詞＋副詞的結構，而

逆行結構的詞序正好與順行結構相反，即修飾語都置於中心語之前的

結構。根據研究，苗瑤語和侗台語的詞序類型都是屬於順行結構，而

客家話大致上是屬於逆行結構的類型，但是卻也有某些方面表現出順

行結構的特徵，這種詞序上的交叉情形，似乎透露出客家話和少數民

族語言的某種連繫關係，下面我們就針對這樣的現象進行探討。 

    客家話中名詞的修飾性詞語一般都置於名詞之前形成「A＋N」

的定中結構，例如大索（大繩子），細魚（小魚），閹雞（閹過的雞）

                                                 
65 參見格林伯格 1963〈某些主要跟語序有關的語法普遍現象〉，載《國外語言學》1984
年第二期。 
66 橋本萬太郎認為漢語中存在著南北的差異，越往北方的漢語越接近阿爾泰語式的逆行結 

構，越往南方的漢語則越接近南亞語式的順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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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有一批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詞語，例如：公（指雄性動物，

多用於禽類如雞公、鵝公）、牯（指雄性動物，多用於獸類如牛牯、

狗牯）、□（指雌性動物，通常指已生育過的雌性動物，如雞□、鵝

□）、牸（指雌性動物，通常指未生育過的雌性動物，多用於獸類牛

牸、狗牸）等詞通常是後置於名詞的，形成了〝 中心語＋修飾語 〞

的結構，也就是說，客家話中有一批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詞語是屬於

順行結構特徵。這樣的結構正與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名詞詞組的詞序類

型相對應，不但如此，在苗瑤語和侗台語中我們也同樣發現許多表示

動物雌雄的修飾成分放置在動物名詞後面的例子，例如在侗台語中，

布依語「公雞」說kai⁵（雞） pu⁴（公），「母雞」說kai⁵（雞） me⁶

（母）。仫佬語「公雞啼了」說ci¹（雞） tai³（公） can¹（啼） lə（了）。

壯語「母豬」說mou¹（豬） me⁶（母），「公鴨」說pit⁷ （鴨）pou⁴

（公）。除了壯語、布依語和仫佬語外，我們也可以在的傣語、毛南

語、水語中找到許多相同的情形，此外，在苗瑤語中也有同樣的情形，

例如：勉瑤語中「公雞」說tɕai¹（雞） kɔːŋ⁵（公），「母牛」說ŋoŋ²

（牛） ȵei⁴（母）。畲語「公雞」說kwe¹（雞）kuŋ³（公）。這些辨別

動物雌雄性別的標誌性成分，多是放置在動物名詞之後而形成名詞詞

組的，它們都是一種修飾性成分
註 67，在侗台語、苗瑤語等順行結構特

徵的語言中，這些例子清楚地顯示出〝 中心語＋修飾語 〞的典型特

徵。因此，我們認為客家話中用以表示動物性別的修飾成分的後置現

                                                 
67 有部分少數民族語言中也有將修飾成分放置在動物名詞前面的情形，這應是後來受到漢

語詞序影響的結果，例如侗語中公雞就有說「公雞」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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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能來自於少數民族語言，屬於底層結構現象。 

    關於客家話中動物性別標誌的逆序構詞現象，丁邦新〈論漢語方

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2000）一文中提出客家

話中的牛牯、牛□、狗牯、狗□等詞中的「牯」、「□」等字不可能

是一個表示性別的修飾性成分的看法，他認為這些都是名詞成分，並

以此推論漢語方言中並沒有〝中心語＋修飾語 〞的詞序存在。對於

這樣的看法，我們覺得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筆者曾針對台灣的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中動物性別的問題

深入田野進行訪查，發現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中描寫動物性別的

詞彙除了「公 kuŋ¹」、「□ ma²」、「牯 ku³」、「牸 tshi⁶」之外還

有「谷 kuk⁷」、「媛 lon⁵」等，它們往往是兩兩搭配成組的，「公

kuŋ¹」跟「□ ma²」一組，「牯 ku³」跟「牸 tshi⁶」一組，「谷 kuk⁷」

跟「媛 lon⁵」一組，分別表示不同類別或生長階段的動物的性別意義，

例如：「公」指雄性動物，多用於禽類如雞公、鵝公。「□」指雌性

動物，通常指已生育過的雌性動物，如雞□、鵝□。「牯」指雄性動

物，多用於獸類如牛牯、狗牯。「牸」指雌性動物，通常指未生育過

的雌性動物，多用於獸類如牛牸、狗牸。「谷」指雄性性已交配過的

雞，如雞谷。「媛」指雌性動物，通常指未生育過的禽類動物，如雞

媛、鵝媛。為了能清楚了解這些動物雌雄的標誌性成分，我們進一步

就其義素成份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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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客家話動物雌雄的標誌性成分之義素分析表 

性別標誌成分 

義素 

谷 媛 牯 牸 公 

 

□ 

雄性 

（＋雄性 ， －雌性） 

＋ － ＋ － ＋ － 

禽類 

（＋禽類 ， －獸類） 

＋ ＋ － － ＋ 

(－)

註 68 

＋ 

－ 

交配 

（＋已交配 ， －未交配） 

－ － ＋ 

－ 

＋ 

－ 

＋ 

－ 

＋ 

－ 

 

 

    在客家話中，「谷 kuk⁷」、「媛 lon⁵」、「牯 ku³」、「牸 tshi⁶」、

「公 kuŋ¹」、「□ ma²」等原來應該是專用於動物的性別分類的形容

詞，這是很清楚的，因為在做雌雄分類時，客家話會用「公 e⁵」、「牯 

e⁵」、「谷 e⁵」以指雄性動物，用「□ e⁵」、「牸 e⁵」、「媛 e⁵」

以指雌性動物，但這種用法只用在動物身上，客家話絕對不會把它用

在人或是非動物的性別的分類上，例如說人時絕對不會說「公 e⁵」、

                                                 
68 雄性獸類較少用「公」，筆者調查時只聽到公貓說「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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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⁵」，指花也絕對不會有「牯 e⁵」、「牸 e⁵」的說法，由此可

見他們原來都是專用於動物性別的分類上的修飾成分。 

    再進一步由表 6-1 來看，可以發現「谷」和「媛」的詞義最單純，

只用於指未交配的禽類動物，其次是「牯」和「牸」可用於指已交配

或未交配的禽類動物，最後是「公」和「□」其詞義 廣泛，可用於

指已交配或未交配的禽類或獸類動物，因此，由「谷」「媛」到「牯」

「牸」到「公」「□」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詞義走向泛化的趨向。我們

認為客家話中的動物性別用詞最早是界線分明不相混淆的，它們各有

自己表達的意義，而泛化的情形是後期才形成的現象，我們認為其原

本的詞義應是： 

 

「公 kuŋ¹」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已交配過的雄性動物，如雞公）。 

「□ ma²」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已交配過雌性動物，如雞□）。 

「谷 kuk⁷」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未交配過的雄性動物，如雞谷）。 

「媛 lon⁵」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未交配過的雌性動物，如雞媛）。 

「牯 ku³」原來是專用於獸類（指雄性動物，如牛牯）。 

「牸 tshi⁶」原來是專用於獸類（指雌性動物，如牛牸）。 

 

 

    在客家先民早期的生活型態中，家畜的飼養往往是生活中賴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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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重要一環，因此對家畜的生長狀況和類別，也就特別注重，在這

樣的情形下，造成了相關詞彙呈現細膩與豐富的現象，也是十分正常

的情形，類似情況在少數民族語言中也可發現，以侗台語為例，在侗

台語中修飾動物名詞的量詞往往根據不同的動物種類、不同的發育期

和雌雄類別而分別使用數個不同的量詞，例如武鳴壯語（梁敏、張均

如 1996：891）： 

 

量詞       詞        義 

tu² 最常用的量詞，不分性別和成熟期。 

tak⁸ 用於性成熟的雄性禽獸（也用於青少年男性）。 

me⁶ 用於已生育過的雌性禽獸（也用於成年的女性）。 

pau⁴ 用於雄性的禽類。 

ɕo⁶ 用於未生育過的雌性獸類。 

haːŋ⁶ 用於未下蛋的雌性禽類。 

lɯk⁸ 用於小禽、小獸。 

 

    這些專用的量詞，就是在人們生活型態的需求下而產生的。客家

話中用於雞、鴨、鵝、豬、牛、狗、貓等等動物上辨別其雌雄的修飾

性用詞的分工細膩情況，應與此相同，也是在這樣的生活型態或生活

環境的需求中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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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詞義會由原來的本義發展成為泛化的語

義，甚至進一步發展成為只具語法功能的虛化語義，這是語言中常可

見到的情形，前文 6.1.1 節中所提到的海南臨高語的專用量詞的發展

過程就是詞義走向泛化或虛化的演化例證，在少數民族語言中也不乏

其例。客家話中動物性別標誌成分的詞義發展，也有相似的情形，原

本只用於修飾動物性別的詞語，發展到後來也可以用於人或非動物的

上，而產生詞義泛化或虛化的情況，詞義泛化的情形如：老猴牯（太

太稱丈夫，帶點貶義）、阿良牯（稱呼男生，表親匿）、番□（指原

住民女人，帶貶義）、癡□（指笨女人，帶貶義）等都是，在這些用

法中，牯、□等都還有雌雄的分別，但是使用範圍已由原本的動物擴

大到人身上，且在詞義上也加入了褒貶、親暱等色彩意義了，這可算

是詞義泛化的情形。至於詞義虛化的情形，例如：用於非家畜或非生

物上，蝦公（蝦子）、碗公（碗）、蝨□（蝨子）、笠□（斗笠）等

詞都是，在這些詞彙中的公、□等詞素都已進一步失去了原本雌雄的

意義了，是屬於詞義虛化的現象。 

    針對丁邦新（2000）一文中說道：「“□”字可以用於一切動物，

指人的也有“阿三□、劉二□”等，“□”當然也不是一個專指動物

性別的形容詞．．．在家禽飛禽方面，雄性的用“公”．．．“公”

字同時也可以用於其他生物或無生物的後面，如“蝦公”、“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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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自然指稱的不是“公蝦、公碗”」，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丁先

生是以使用範圍已由原本的動物擴大到人身上的泛化詞義“□”或

使用範圍擴大到非家畜或非生物上的虛化詞義“公”等等進行論

證，並以此認定它們都是名詞而不可能是一個表示性別的形容詞。這

樣的論證，所得到的結果當然是不全面的，若我們了解它們原本的詞

義，以及這些動物性別詞義的演化過程，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針對

丁先生的看法，羅師肇錦（2006：555-556）就曾指出“站在客家人本

身，很難想像「狗□」、「雞公」的「□」和「公」不是代表性別的形

容詞 ”，羅師肇錦並舉出彝語、哈尼語的例證來證明放在動物名詞

後面的成分很清楚都是修飾性的，否定了丁先生所提出的它們都是名

詞性成分的看法。其實，不管它們的詞義是泛化或虛化，這些詞在語

法結構上都保持了它們原本的詞序類型，也就是〝 中心語＋修飾語 〞

的順行結構特徵。 

    在早期就已有多位學者將動物性別修飾成分的后置現象當成是

南方漢語方言的重要特徵（何大安 1987：156；Norman 1988：182），

在長江以南的吳語、湘語、贛語、客語、粵語、閩語中都有這樣的結

構特徵註 69，而這種逆序構詞的特徵在上古漢語中並不存在註 70，因此，

這樣的結構特徵應該不是來自於漢語本身，而應該是南方方言中來自

於少數民族的底層結構。近來有些學者，認為南方方言的動物性別詞

                                                 
69 其中吳語的后置情形較少，可能是後期受到北方官話的影響所致。 
70 藤堂明保（1959）曾經認為上古漢語也有這種逆序構詞存在，後來，丁邦新〈漢語詞序

問題札記〉（1994）一文已做過論證，指出在上古漢語中並沒有“中心語＋修飾語”這種

逆序構詞的存在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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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後置的現象，應屬於漢語中較晚期的詞序現象，伍云姬〈再論雌雄

動物性別標誌的演變---從湘西瓦鄉話雌雄動物稱謂系統所引起的思

索〉（2004）一文就認為，漢語方言的動物性別標置系統經歷過五個

發展階段，動物性別標置前置型的北方方言處於較早的第二第三階

段，而動物性別標置後置型的南方方言處於較晚期的第四第五階段。

伍氏提出這樣的看法，並沒有很充分的論據，這樣的看法可能與丁邦

新（1994）提出上古漢語裡並沒有後置型詞序存在的痕跡的結論有

關。我們並不認同伍氏這樣的看法，因為若就漢語南方方言和北方方

言的語言現象來看，一般來說，北方方言是發展較快速的而南方方言

是較保守的，因此，漢語的語言發展情況來看，後置型動物性別標置

應屬於前期的語音現象才是。但是，若我們抱持這樣的看法，我們又

將面臨另一個矛盾的情況，也就是我們將無法清楚解釋為何上古漢語

沒有逆序構詞現象存在的說法。所以較合理的看法應該是將動物性別

詞語後置於名詞的情形當作是來自少數民族的底層現象，它們是來自

於少數民族〝 中心語＋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 

    綜上所述，客語中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詞語後置於名詞的情形，

正是〝 中心語＋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此種結構與苗瑤語和侗

台語的名詞詞組的詞序類型相對應，也與苗瑤語和侗台語中許多表示

動物雌雄的修飾成分後置於動物名詞的現象相一致，客家話此種逆序

構詞的方式並非來自上古漢語的遺留，它可以跟苗瑤語和侗台語的「N

＋A」的順行結構特徵相對應，合理的推測，它們應該是客家話中來

自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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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客家話中表動作重複的副詞後置現象 

 

    漢語中，表達動作重複或增加的副詞，一般是放在動詞之前的，

例如：北方官話「再吃一碗飯」、「再買一斤肉」、「再穿一件衣服」

等句子中，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再」分別放置在動詞「吃」、「買」

和「穿」之前，但是，在客家話中，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ka¹加」

往往放置於所修飾的動詞之後，以此構成句子，此種現象和漢語中的

情形相反，茲以海陸客語句子為例： 

 

1、再吃一碗飯--- 

     ʃit⁷    ka¹    ʒit⁷   von³   pʰon⁶ 

     食    加     一     碗     飯 

 

2、再買一斤肉--- 

     mai¹   ka¹    ʒit⁷    kin³   ŋiuk⁷ 

     買    加     一     斤     肉 

 

3、再穿一件衣服--- 

     tʃok⁷   ka¹    ʒit⁷    liaŋ¹   sam¹ 

     著     加     一    領     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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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此種將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加」後置於所修飾動詞的情形

正屬於順行結構的特徵，可以跟侗台語、苗瑤語的句法結構相對應

的，以畬語為例，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常用 u¹ 或 ka⁶，茲舉出畬語

例句： 

 

1、再吃一塊肉--- 

     nuŋ²    u1    i⁶    tjuŋ³    kwei² 

     吃     再    一    塊      肉       

 

2、再買一斤白菜--- 

     mɔ⁴   ka⁶    i⁶    kjuŋ¹    zi¹   kjɔ¹ 

     買    再    一     斤     菜   白 

 

3、再養五隻公雞 

     zaŋ⁶    ka⁶   pi¹   tʰaŋ⁴   kwe¹   kuŋ³ 

     養     再    五    隻     雞     公 

 

 

    除了副詞「ka¹加」外，梅縣客家話中還有一個副詞「tʰiam¹添」

往往放在動詞詞組之後以表達重複性動作的用法，茲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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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吃一碗飯--- 

     tsʰət⁷    it⁷    von³    fan⁵   tʰiam¹ 

     吃      一     碗     飯     添 

 

2、再看一次電影 

     kʰɔn⁵    it⁷    pai³    tʰian⁵   iaŋ³   tʰiam¹ 

      看     一    擺     電     影     添 

 

3、再買二個柚子 

     mai¹    lioŋ³    tsak⁷    iu⁵   ve³   tʰiam¹ 

      買     二      個     柚    子     添 

 

 

    在侗台語中也可發現相對應的句法情形，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

tem¹ 或 ai⁵ 往往後置於動詞詞組的 後，客家話副詞「tʰiam¹添」的

後置句法現象應該是來源於侗台語的底層結構註 71，以下舉出侗台語中

的例子：  

 

1、武鳴壯語--- 

例句：（我再挑一次） 

                                                 
71「添」這種後置的句法現象在漢語南方方言的粵語中也存在，例如：“再買兩本書”粵

語說「買兩本書添」，這種區域性特徵現象讓我們更加確定，這是一種南方漢語共同來源

於古代百越民族的底層語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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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u¹    ︀aːp⁷    pai²    tem¹ 

     我      挑      次     再 

 

2、水語--- 

例句：（他又到野外去做工了） 

     man¹   jiu¹   paːi¹   ta⁵ta³    he⁴    qoŋ¹    ai⁵ 

      他    又    去    野外    做     工    再 

 

 

    由上所述，客家話中表達重複性動作時往往會把重複的副詞 ka¹ 

或 tʰiam¹ 放置於所修飾的動詞之後，這種句法情形屬於順行結構特

徵，它跟漢語的一般情況並不相同，但卻可以在侗台語、苗瑤語中找

到相對應的句法結構，這可能是客家話中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

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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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小結 

 

    本章中我們分別從客家話的詞法現象、動物性別修飾成分的逆序

構詞現象和表示動作重複的副詞的後置現象等探討客家話與少數民

族語言的關係，結果顯示，無論是詞法或句法方面客家話和苗瑤語、

侗台語之間都有十分緊密的連繫關係，這些應屬於來自苗瑤語、侗台

語的底層現象。 

    從詞法現象方面來看，客家話的某些特徵性的量詞、動詞和形容

詞等詞彙在語音、語義和語用三方面都跟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十分

一致的對應情形，而閩南語在一些特殊詞彙的詞法上，也同樣顯示出

跟苗瑤語一致的對應情形，如回家的動詞皆用「轉」，暖和的形容詞

皆用「燒」等都是，這是客、閩語共同來源於苗瑤語的底層現象。此

外，若從客家話中數量豐富且普遍存在的 AA 式重疊構詞形式或 ABB

式的構詞方式來看，由詞形改變所造成的詞義轉變情形與苗瑤語、侗

台語也都有非常一致的對應關係。從以上各種的對應情況來看，顯示

出它們之間的對應情形不大可能只是一種偶合的現象，客家話和苗瑤

語、侗台語之間應存有十分緊密的連繫關係。                                   

    從客家話中一批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修飾成分後置於名詞的情

形，我們可以看出，這正是〝 中心語＋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

這在屬於逆行結構特徵的漢語方言中，顯得十分地突出，客家話此種

順行結構特徵可與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名詞詞組的詞序類型相對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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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苗瑤語和侗台語中許多表示動物雌雄的修飾成分後置於動物名詞

的現象相一致。透過對動物雌雄的標誌性成分進行義素成份分析的結

果，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由「谷」「媛」到「牯」「牸」再到「公」「□」

是一個詞義走向泛化的發展過程，原本只用於修飾動物性別的詞語，

發展到後來也可以用於人或非動物的上，而產生詞義泛化或虛化的情

況，我們認為其原本的詞義應是： 

 

   「公 kuŋ¹」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已交配過的雄性動物，如雞公）。 

   「□ ma²」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已交配過雌性動物，如雞□）。 

   「谷 kuk⁷」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未交配過的雄性動物，如雞谷）。 

   「媛 lon⁵」原來是專用於禽類（指未交配過的雌性動物，如雞僆）。 

   「牯 ku³」原來是專用於獸類（指雄性動物，如牛牯）。 

   「牸 tshi⁶」原來是專用於獸類（指雌性動物，如牛牸）。 

 

 

    客家話中的動物性別用詞最早是界線分明不相混淆的，而泛化或

虛化的情形是後期才形成的現象，但是，無論它們的詞義是泛化或虛

化，這些詞在語法結構上都保持了它們原本的詞序類型〝 中心語＋

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對於丁邦新〈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

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2000）一文中認為客家話中的牛牯、牛

□、狗牯、狗□等詞中的「牯」、「□」等字不可能是一個表示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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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容詞，認為他們都是名詞，而推論漢語方言中並沒有〝中心語＋

修飾語 〞的詞序的看法，我們並不認同，至少客家話中就很明顯存

有〝中心語＋修飾語 〞的詞序現象。而客家話此種逆序構詞的方式

並非來自上古漢語的遺留，它可以跟苗瑤語和侗台語的「N＋A」的

順行結構特徵相對應，合理的推測，它們應該是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

語和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至於，客家話中，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ka¹加」、「tʰiam¹添」

往往放置於被修飾的動詞之後，如「食 ka¹一碗飯」、「著 ka¹一領衫」、

「吃一碗飯 tʰiam¹」、「買二個柚子 tʰiam¹」等，這種句法情形屬於

順行結構特徵，它跟漢語的一般情況並不相同，但我們卻可以在侗台

語、苗瑤語中找到相對應的句法結構，這顯示出客家話和侗台語、苗

瑤語在句法方面的密切對應關係，這應是是客家話中來源於苗瑤語和

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一般來說，兩種語言在互相接觸時 容易發生移借的是詞彙，而

詞法和句法則是較難受到影響而改變的，由本章的討論結果，我們發

現客家話中的詞法和句法也有許多與侗台語、苗瑤語相對應的情形，

顯示出客家話與侗台語、苗瑤語之間關係的密切，它們之間的關係可

能不僅僅是語言接觸上的關係而已，這些詞法和句法現象應該是來自

於苗瑤語、侗台語的底層語言結構，它們應該是由漢語跟苗瑤語、侗

台語語言發生語言融合的遺留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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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7.1 本論文的研究成果 

     

    本論文中，我們分別針對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進行分析

研究，得到以下成果： 

 

（1）     第二、三、四章中我們分別從音韻和詞彙探討客家話中的

古漢語成分，整體來看，各地客家話的聲母多保留上古音成分，

甚至我們也可以找出上古複聲母的遺留痕跡，且其中不乏成系

統的語音特徵，如「古無輕脣音」、「精莊同源」等都是，這顯

示出客家話聲母的存古性很高，較之韻母、聲調中保留較多的

中古時期的語音特點，客家話的聲母可說是 為保守的語音成

分，因此，在進行客家話形成時期的斷代工作時也應適切反映

出這樣的特點。 

 

（2）     就韻母、聲調來看，我們發現客家話中保留了許多古漢語

的語音形態，如輔音韻尾的保留、「等」的對立、「攝」的區別、

保留「重韻」的分別以及「濁上歸陰平」的語音情況等都是，

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話中保留了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

中“ 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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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陸法言《切韻．序》中“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以及《切韻．

序》和《玉篇》反切中的“ 先仙有別 ”的語音現象，它們都

屬於當時南方（吳越地區）的語音情況，顯示出客家話應該至

遲在中唐時期就已經出現在南方地區了。  

 

（3）     從詞彙來看，客家話中的確保留了許多宋代以前的古漢語

詞彙，其中還有不少是屬於先秦時代的詞彙，它們大多屬於古

漢語詞義的直接沿用，且多是客家話的日常口語用詞。相較於

國語，客家話中保存了更多的古漢語單音節詞形式，值得注意

的是，這些詞彙至今仍是客家話的生活基本詞彙，顯示出了客

家話的存古與保守性質，這些都可作為客家話形成時代早於宋

代的語言輔助證據。 

 

（4）     透過各地客家話中的聲母、韻母、聲調和詞彙的語音現象

我們可以推測客家話的形成年代，從聲母和聲調情況，顯示客

家話的形成年代應該在先秦到齊梁陳隋之間的時期；由韻母的

情況則顯示，客家話的形成年代應該在齊梁陳隋到晚唐五代之

間的時期；客家話詞彙中也顯示出客家話形成於宋代以前的可

能性，因此，綜合聲、韻、調和詞彙的等各方面所反映出的時

代交集點，我們合理推測客家話應該形成於齊梁陳隋之間的時

期，這個時期正是一、二等對立產生的年代，而客家話和贛方

言則是現代漢語方言中保存此種對立情形較為完整的方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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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點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我們的推測結果。我們推測客家話形成

的時代，較李如龍（1992）認為客家話形成於宋代時期要早，

也比鄧曉華（1996）認為客家話形成於晚唐五代至宋代之間的

時期來的早。 

 

（5）     第五、六章中我們分別從詞彙、詞法和語法情形，去探討

客家話中的非漢語成分，結果顯示，客家話中許多“有音無字”

的詞是屬於來自於苗瑤語或侗台語的底層詞。這些詞彙大致上

可以分成三大類：1、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2、來自於侗台

語的底層詞。3、共同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詞。從數量

上看，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比例明顯高於來自於侗

台語的底層詞比例，似乎意味著客家話與苗瑤語的關係較侗台

語為密切，而這種現象也和李輝、潘悟云等人（2003）所做的

客家人遺傳基因分析結果相符---代表客家人父系遺傳結構的混

合比例，漢族約 80.2％，畬族約 13％，侗族約 6.8％。從共同

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詞來看，其中有一些是苗瑤語和

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這些詞彙的音義都屬於苗瑤語、侗台語

中極為存古的，極可能是來源於古代“三苗國”的語言。另外，

還有一些是屬於漢藏同源詞，如「蓋（蓋住）kem²」，「溢（水

滿）pʰun²」等詞都是，它們都是屬於早期的語言現象。 

          在客家話我們還發現了一些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合璧詞，如

「蜻蜓 noŋ² ni¹仔」、「蝌蚪 kuai³ nuk⁸仔」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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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合璧詞就客家話來看都是屬於多音節的單純詞，它的

語素成分是同時來自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它們也都是客家話

中的生活基本詞彙，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詞彙應是客家話形成

初期的內部語言現象，如果這個看法正確，客家話就是在苗瑤

語、侗台語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語言。此外，有些詞彙是客、閩

語中共同來自於苗瑤語的底層詞彙成分，除了詞彙外，客、閩

語在詞法上也有和苗瑤語一致的表現情形，因此，客語和閩語

不僅在漢語成分上有許多相同的表現情形，從非漢語的詞彙、

詞法上來看，兩者之間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客、閩語在早期的

形成過程中，應該有過共同的苗瑤語來源。                

          從客家話中有一批溪母字讀為清擦音 h-（合口變讀為 f-）

的特殊語音現象來看，可以讓我們更加確定客家話中的確存在

來自於少數民族的底層語言現象。 

 

（6）     從客家話的詞法現象、動物性別修飾成分的逆序構詞現象

和表示動作重複的副詞的後置現象等來看，顯然客家話和苗瑤

語、侗台語之間有十分緊密的連繫關係，這些應屬於來自苗瑤

語、侗台語的底層現象。在詞法現象方面，客家話的某些特徵

性的量詞、動詞和形容詞等詞彙在語音、語義和語用三方面都

跟苗瑤語或侗台語呈現出十分一致的對應情形，此外，若從客

家話中數量豐富且普遍存在的 AA 式重疊構詞形式或 ABB 式的

構詞方式來看，由詞形改變所造成的詞義轉變情形與苗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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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台語也都有非常一致的對應關係。因此，從各種的對應情況

來看，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對應情形不大可能只是一種偶合的現

象，它們應屬於來自苗瑤語、侗台語的底層現象。                        

          從客家話中一批用來指稱動物性別的修飾成分後置於名

詞的情形，正是〝 中心語＋修飾語 〞的順行結構特徵，這可

與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名詞詞組的詞序類型相對應，也與苗瑤語

和侗台語中許多表示動物雌雄的修飾成分後置於動物名詞的

現象相一致。透過對動物雌雄的標誌性成分進行義素成份分析

的結果，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由「谷」「媛」到「牯」「牸」再

到「公」「□」是一個詞義走向泛化的發展過程，原本只用於

修飾動物性別的詞語，發展到後來也可以用於人或非動物的

上，而產生詞義泛化或虛化的情況。對於丁邦新（2000）認為

漢語方言中並沒有〝中心語＋修飾語 〞的詞序的看法，我們

並不認同。而客家話此種逆序構詞的方式並非來自上古漢語的

遺留，它們應是客家話中來自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客家話中，表達重複性動作的副詞「ka¹加」、「tʰiam¹添」

往往放置於被修飾的動詞之後，如「食 ka¹一碗飯」、「著 ka¹

一領衫」、「吃一碗飯 tʰiam¹」、「買二個柚子 tʰiam¹」等，

這種句法情形屬於順行結構特徵，它跟漢語的一般情況並不相

同，但我們卻可以在侗台語、苗瑤語中找到相對應的句法結

構，這顯示出客家話和侗台語、苗瑤語在句法方面的密切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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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應是是客家話中來源於苗瑤語和侗台語的底層結構。 

          總體來看，客家話可以說是多元一體的語言結構體，其中

不但有漢語的語言成分，也存在著非漢語的語言成分。從漢語

的語言成分進行觀察，客家話的聲母、韻母、聲調和詞彙中皆

存在古漢語的語言現象，綜合客家話中的聲韻和詞彙現象，顯

示客家話的形成年代應該在齊梁陳隋之間的時期，而從客家話

中存在 “ 魚虞有別”、“ 支脂有別 ”和“ 先仙有別 ”等

當時南方的語音現象來看，客家話至遲在中唐時期就已經出現

在南方地區（吳越地區）了。另一方面，從非漢語的語言成分

進行探討，客家話和苗瑤語、侗台語關係密切，客家話中的基

本詞彙、語音、詞法和語法等有許多是屬於苗瑤語或侗台語的

底層現象。因此，客家話並非單純由中原漢祖語隨著移民南下

單線發展形成的，它應是由漢語跟苗瑤語、侗台語之間（尤其

是苗瑤語）語言融合的結果，其主體究竟是漢語還是土著民族

語言？我們從客家話中存在的苗瑤、侗台語合璧詞以及客家話

中也存在苗瑤、侗台語的古代同源詞來看，客家話有可能是以

苗瑤語、侗台語為主體所形成的語言。不過，究竟真實情況如

何，仍待多從客家話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等底層結構進行分析

比較，待各方面的研究都充分進行之後， 後綜合語音、詞彙

和語法等的研究成果，從整體情形進行科學性的分析判斷，相

信能夠對客家話的起源問題提供一個更為合理而客觀的解釋。 

          本論文，我們根據古漢語和非漢語的材料，對客家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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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嘗試由不同的方向進行探討，也許所得出的研究結

果並不是很全面，不過我們相信，任何的學術問題都必須經由

不斷的嘗試與挑戰，才能更進一步，本文所提出的看法，一定

也還存在著許多的弱點與不足，希望能拋磚引玉，透過大家的

共同關注，使我們對客家話的性質能有夠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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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研究的未來展望 

 

    本論文著重於對客家話性質的探索，一方面對客家話中的古漢語

成分進行分析研究，一方面也對客家話中的非漢語成分進行探究，得

到了些許初步的成果，但也仍有許多方面的問題，值得未來繼續深入

研究： 

 

（1）     對於客家話中許多“有音無字”的詞彙，在今後從事語言

研究時可以多加注意，一方面多加收集，一方面多加探究，因

為這些詞彙往往是客家話中一些反應生活情形、身體動作、自

然生態等等的基本詞，也是最具客家特色的一批詞彙，對於這

些“有音無字”詞彙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考求出一些來自

於古漢語中的本字，以補充漢語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

找出更多客家話中的非漢語成分，多做此類基本詞的比較研究

可以進一步探索客家話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關係，這樣的語料愈

多，對於我們判斷客家話與少數民族語言的各種關係並且進一

步了解客家話的性質，有很大的助益，是今後可以繼續開展的

重點所在。 

 

（2）     對於客家話的起源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連性，是近年來逐

漸受到重視的一個問題，這部份的研究值得進一步擴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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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音、詞彙和語法等多方面進行綜合探究，尤其對於客家話

中的底層結構更應注重，一方面了解客家話本身的特點，一方

面對歷史上與客家話曾發生接觸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探討，同

時需要注重語言材料的搜羅，材料越豐富、完整，所得到的研

究成果也將越符合真實的情況，在各方面的研究都充分進行之

後，應該可以從整體情形做出科學性的分析判斷，如此，相信

必能對客家話的性質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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