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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台灣的兩大方言，歷來研究者多是「閩歸閩，客

歸客」作分別討論，然而台灣的閩南語和客家話不管就昔日的源頭或今日

的社會現狀而言都可看出二者的關係密切；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多數台灣人

共同的祖先，尤其對所謂的「福佬客」而言，他們是今日的閩南人，卻是

昨日的客家人，單獨研究閩南語或客家話無法了解台灣語言發展的真實面

貌，所以本文試圖把台灣閩南語及客家話（以下簡稱「台灣閩客語」）兩

大主題官綰合，作一比較研究，相信如此結合性的比較研究應是日後從事

台灣方言研究的可行途徑之一。 

  本文分前言、本論及結語三部分，本論中分「意義和價值」及「語言

比較」兩部分。其中「語言比較」一章先檢討前人成果、敘述台灣閩客方

言的源流及分佈，了解台灣閩客語「淵遠」及「流長」的形成背景後，才

進入本文的主題──閩、客方言語言上的比較。 

   文中擬由（一）語音，（二）詞彙，（三）語法三方面將台灣的閩南語

和客家話作一初淺的比較： 

（一）在語音方面：比較台灣閩、客語在聲母、韻母及聲調上的異同及特色。 

（二）詞彙方面：舉例比較台灣閩、客語在單音詞及複音詞上的異同及特色。 

（三）語法方面：舉例比較台灣閩客語在構詞法，尤其著重在「詞綴」上的 

   異同比較，經由對比來凸顯二者的特色所在。 

   本文試圖展示台灣閩客語結合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可行途徑，這是個開

始，而不是個總結，希望能拋磚引玉，使日後能有更多學者共同來關注此一

課題，並壯大此一「雙方言比較研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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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的台灣是一多元化的社會，「語言」現象尤其可以反映這種「多元」

現象；就近代史而言，由於政治上台灣迭經荷蘭、明鄭、滿清及日本殖民等

不同政權的統治，使得臺灣成為一多語族社會；凡生於斯土、長於斯土的台

灣人都可以深切感受到：我們是在台灣四大族群語言──國語、閩南語、客

家話及原住民語──的環境下共同成長，而四大方言中又有許多內部的差

異，如台灣閩南語大致有偏漳、偏泉及「泉漳混」三種1、客家語則又分四縣、

海陸二大次方言2，原住民語則包括高山原住民語十族及平地平埔族語，其他

還有大陸各省各地的方言。所以生在台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語，又或多

或少會聽到其他的方言，所以說台灣是一多語族的社會。 

  按語言依功能而言可分兩類：一是「工具語言」，二是「文化語言」3，

一般人以為語言只是溝通工具而已，其實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一種文

化的重要表徵，即使再少人說，仍有保存的必要，因為一種語言就是一種文

化的載體，不應任其流失4。語言，尤其是「母語」，應當被平等看待，更應

相互尊重，相互學習。 

   

貳．本論 

一．台灣閩客語比較研究的意義及價值： 

本文之所以想將台灣閩南語和客家語作一比較，是因為看到台灣閩客 

語比較有其時代的意義和價值： 

（一）廣義的意義和價值： 

３． 就「歷史學」而言：台灣的閩、客語皆自中原南遷而來，它們遷徙的過

                                                 
1
 洪惟仁教授稱台灣今日流行的閩南語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泉漳濫」，稱「台灣通行腔」，或「優勢腔」，見其《台灣方言之旅》一書，前衛出版社。 

2
 其實尚有饒平、詔安、大埔、永定等次方言，另據張屏生教授研究，台灣客家話次方言甚至多達九種，即以上六種加上長樂、豐順及武平三種，見其《台灣客家話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74-111 頁，2002 年，未刊稿。 

3 參羅肇錦<台灣客家話的現狀與未來走向>一文，中山大學演講稿，1995 年。 4 語言學家指出：全球現有的六千八百種語言，到公元 2100 年時，可能有三千四百至六千一百廿種語言滅絕。也就是說每兩個星期就有一種語言消失，有一半到九成可能會在本世紀末消失。參＜全球六千八百種語言半數百年將滅絕＞，刊<北方網＞：edu.big%.enorth.com.cn 及＜全球現有語言五到九成本世紀消失：刊<聯合新聞網>，2001 年 6 月 20 日。  



 3 

程又有重疊處，二者有共同源頭，又有共同的遷徙史，「閩客研究」可

說是一「尋根之旅」。 

４． 就「社會學」而言：眾所周知，語言是溝通情感的主要媒介，是否融入

一團體也看是否會使用此種團體的語言，吾人由政治人物選舉時所用的

語言便可得知：候選人常常以閩南話、客家話或原住民語爭取不同族群

的選票和認同；再說台灣今日是一雜居社會，每一縣市都是「有閩亦有

客」，往往左鄰右舍，甚或同一屋簷下有閩南人亦有客家人，然而當此

二方言接觸時，如何了解對方所說，或進而學會對方語言便成一重要的

事，既然「有閩必有客」，就要「學閩亦學客」，如此可以拉近彼此的距

離，促進族群融合，尊重各族群語言文化也會使得社會呈現更多元的面

貌，而社會越多元，它的生機就越蓬勃。 

５． 就「文化學」而言：文化的根源在語言，要尋找台灣的文化根源更不能

忽略生存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方言，不論是閩南語、客家話、或原住民

語，這些方言若消失殆盡，則台灣部分的文化亦隨之而逝，所以每一種

語言都應加以保存，因為每種語言都可說是一項文化的重要資源、資

產，不應任其消失，美國語言專家說：「語言死亡了之後，那個文化的

特有知識就喪失了，觀察世界的一扇獨特窗戶就關上了。」台灣擁有多

族語言、多種文化的環境，是特別珍貴的財產，我們應予以珍惜。而文

化之可貴就在它具多樣、多面性，如此才能豐富如活水；況且今日台灣

社會進步，交通頻繁，媒體方言節目不少，「母語文化」的研究在文化

傳播上也有其意義，閩、客族群應知己知彼，勿自我孤立，或孤芳自賞，

而應彼此欣賞，相互學習。 

６． 就「語言學」而言：今日國語沒有入聲，而閩、客語能保存入聲的讀法，

閩客二方言可說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
5
，或可以稱得上是一座漢語

史的「歷史博物館」
6
，二者可溝通古今，對語言研究者而言是重要的

素材之一。又如閩南語無輕唇音-f，只有重唇音-p，而客家話有唸-p，

有唸-f
7
，可見二者呈現出語音演變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不同面貌，並列

研究可化平面為立體，進而探知語言演變的不同層次。 

７． 就「母語教學」而言：近年來台灣本土意識抬頭，「母語教學」成為正

式科目之一，但教學時往往只教「閩南語」或只教「客家話」而偏於一

                                                 
5
 語見竺家寧《古音之旅》一書，國文天地出版社。 

6
 語見張光宇《台灣閩南語辭典》序，2001 年，五南書局出版。 

7
 如「飛」文讀唸－ｆ，而白讀唸－ｐ像「飛行機」一詞時「飛」唸－ｆ，而「飛起來」的「飛」唸－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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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致使有些學生學了別人的母語而自己的母語仍一無所知，或有些老

師是閩南人卻因學生多為客家人而需教客家語，卻因不熟諳另一方言而

草草地照本宣科。其實教學時，語音的差異可以透過聲韻對比尋出

其對應規律；詞彙的不同也可經由「集詞比較」，學得正確的對應

轉換8，不管在「教」或「學」上，如果能發現台灣閩南語及客家語的

異同現象及其對應關係，或許會更有利於教學，因此「閩、客對比研究」

對母語或雙語教學而言也有其時代意義。 

 由以上可見，「閩客比較」不管對研究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或語 

言、教學的人而言都深具意義，「各說各話」的研究已不夠全面，要能「通古

又通今」，「通閩南語也通客語」，其研究成果才能更加深入，所以本文想透過

閩客雙方言的比較整理出二者的異同之處。「語言」的隔閡一旦排除，相信其

他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二）狹義的意義和價值： 

   若縮小層次，單由「語言」層面來看，「閩客研究」還可看到以下幾點

的價值： 

３．可了解方言差異以利相互學習和溝通 

   現今台灣以「閩南語」為母語者佔人口數的七成以上，而以客家語 

為母語者佔 12%，「閩南」及「客家」族群便佔台灣人口近九成之多， 

學習閩客方言有其必要。況且台灣閩客通婚的情形越來越普遍，然而同 

個家庭中，一方為客家人，一方為閩南人，偶爾會因所說方言不同而造 

成「雞同鴨講」的情形，可見方言接觸是今日新興的社會現象，客家話 

和閩南語的差異不只在語音上，在構詞和句法上也有一些細部的差異， 

語音差異可透過聲韻對比找出對應規律，而構詞造句法卻較難掌握它的 

對應轉換規律。不少人需「以客學閩」或「以閩學客」，相互學習時不 

只要注意發音的不同，在語法上也有必要了解其中的細微差異，如此才 

可說得一口「道地」的閩南語或客家話，而不致於「露出馬腳」
9
。 

且進一步深思：閩南人和客家人結婚後所生的小孩到底是客家人？抑或 

是閩南人？其實不管閩南或客家皆已成為孩子的共同祖先，「母親的母 

語」或「父親的母語」都同樣重要
10
，今日必須學習這兩種方言以和親人 

                                                 
8
 見張美煜＜國語、客語、閩南語詞彙對應轉換及其教學淺探＞一文，刊 2001 年《國文天地》第 193-194 期 。 

9
 如問句會說「幾多」的應是客家人；句芼有發語詞「a」，句末有語氣詞「hio」者往往是閩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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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人想必不少，若能掌握此二方言「語碼轉換」的規律，了解詞彙 

語法上的細微差異，將更有利於言語轉換和溝通，也可對語言接觸下方 

言間的差異與互動有一概括的了解。 

４．可會通閩、客二大方言的語言現象 

    北齊顏之推曾說：當時的語音現象是「各有土風，遞相非笑」
11
，「言 

  語不通」往往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或誤解
12
，先民「閩客械鬥」便是一 

  例，有的閩南人聽不懂客語，客家人誤解閩南語，而以為對方為「非我 

  族類」，甚且視另一方為「次等文化」；殊不知不少閩南人原有一客家祖 

  先而不自知
13
（如福佬客），今日台灣不管都市或鄉村也呈現「有閩必有 

  客」的混居狀態，找出二者關係所在，相信會有助「語言平等」觀念的 

  建立；而「知己知彼」後，必有益於語言的相互尊重和學習。此外，有 

  學者指出：閩客關係如水乳交融
14
；到底閩客方言關係如何？語言上有何 

相近處？不進行語言比較便無法了解它的實際內容。 

３．有助台灣文學研究： 

    書面語也可說是語言的一種，每一種語言在「語法上含此族群的思 

  思維模式，詞彙上包含此族群對宇宙人生的認知態度
15
」，語言是文學作 

品的載體，而文學作品又是文化的展現。文學作品有兩種：若重「工具 

性」，則作品多偏寫實以求「真」，若重「藝術性」則重修辭典雅以求「美」。 

語言是內容情思的包裝，不同語言自有其特色風格，吾人或可感覺到： 

有些方言中描繪生動傳神的詞彙，在國語中卻未必能找到相對的用字。

再如方言俗諺，閩客方言中有不少祖先流傳下來的俗諺佳句，句子內容

充滿前人的睿智哲思，句子形式則表現韻律之美。有些生活上的微妙情

思，不用母語是無法表達貼切的，唯有充分掌握台灣閩客語的特色，才

可深入了解台灣文學中台灣人所寫的台灣情。 

４．可壯大「雙方言」
16
比較研究的行列： 

                                                                                                                                      
10「母親的母語」或「父親的母語」皆重要，所以個私下以為：「母語」一詞未必適當，或許應正名為「父母語」較妥。 
11

 見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 
12

 如閩人對煙花女子蔑稱為「客婆」，而同一所指對象客家人卻稱為「福佬嬤(女)」。 
13

 如總統陳水扁先生的祖先據考證亦是詔安的客家人。而據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變遷調查報告」指出：今日台灣家族中，純同一族而完全未與外族通婚者僅占 7%。 
14

 見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南天書局，頁 81。 
15

 語見范文芳＜客語教學的現況與展望＞一文，刊《台灣客家話論文集》，文鶴出版社，1995年，頁 311。 
16

 至 1998 年，大陸已召開五屆「雙語雙方言」研討會,在我國語言學上獨樹一幟，而台灣「雙 語雙方言」的比較仍只見零星篇章而已。 



 6 

     客家語法研究自羅香林以來已有六、七十年的歷史
17
，閩南方言研究 

則大家會聯想到連橫的《台灣語典》，其中記錄不少當時台灣的閩南語詞 

彙
18
。到今天，有關台灣客閩方言的研究方興未艾，累積有不少成果，但 

可嘆的是這些成果多是「閩歸閩」、「客歸客」，多屬個別討論，而忽略了 

閩和客有其相同淵源，在詞彙或語法上顯示出或同或異的發展，若不「一 

併看之」是無法看出二者的關係及完整全貌，所以今日亟需努力的應是 

閩客二語的統整研究工作，如此才可照映出彼此的語言特色。 

５．有助建構更完備的漢語史： 

就吾人所知，方言在漢語史上地位重要，閩南語和客家語與古漢語 

    有其種種對應關係
19
，閩客詞語中存有不少古語現象，是古漢語的遺存， 

  了解此二方言的特點或可對古代漢語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也可為閩客語 

  在漢語發展史上作一更明確的定位。對古音古籍認識更多後將有助於構 

擬更完整的漢語史。 

 

二．閩客語言比較 

（一）前人成果檢討： 

  閩、客方言研究至少自清朝就開始了20，自一八○○年黃謙著《彙音妙

悟》的泉州韻書以來，研究閩、客方言兩世紀以來已累積不少成果，尤其近

十年來，由於政經情勢的轉變，本土意識抬頭，方言研究如「枯木逢春」再

現生機，但可惜的仍是「閩歸閩，客歸客」，兩百年來的研究成果實在應加以

整理，並比較二者的異同，開闢出方言研究的另一蹊徑──即「方言關係研

究」，使方言研究者能跳出框外，藉由其他方言映照出此一語言的特色所在。

茲將所見能「客」、「閩」並題，的文章舉例如下21： 

１．著述部分，如： 

（３）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1960年，文字改革出版社 

                                                 
17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據其序可知作於 1933 年。 
18

 民國二十年（1931 年），連橫先在台南＜三六九小報＞上連載＜台灣語講座＞，每次二或四條詞彙，探討其本字淵源，之後才編成《台灣語典》四卷。 
19

 有謂閩南語分自古漢語的第三層，而客家語來自第四層，詳見附錄一。 
20

 羅香林《客家學研究導論》以黃釗《石窟一徵》（清嘉慶 1808 年）為客語研究先驅，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以《戚林八音》（約 1800 年刻印）為最早一部閩方言研究韻書。 
21

 本文僅列語言方面的著述，其他歷史、社會學的比較不在討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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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丁邦新《台灣語言源流》，1970 年，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５） 陳永寶《閩客方言會通研究》，1987年，瑞成書局 

（６）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1996 年,南天書局 

（７） 吳守禮《台灣福客方言綜誌》，1997 年，從宜編緝室  

（８） 劉小梅 《國閩客語動態語法體系及動態詞的上加動貌語意》，1997

年，文鶴出版社 

（９）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1999 年，台灣師大碩士論

文 

（１０） 蔡仁佐《客語音韻及閩南文讀》，2001 年新竹師院碩士論

文 （１１）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2001年，上海教育出

版社 (3) 鄭良偉、曹逢甫、謝淑娟編《福、客語目錄分類資料庫》，遠流出社 

(付印中) 

２．單篇文章，如： 

（３） 陳永寶＜漢音學述要：閩南與客家音韻及其功用＞，1989 年，刊《興

大中文學報》第二期 

（４） 羅肇錦＜閩客方言與古籍訓釋＞，1993 年，刊《聲韻學論叢》，第 3

期 

（５） 李如龍＜從詞彙看閩南話和客家話的關係＞，1997 年，見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第一屆台灣國際語言研討會論文集》 

（６） 姚榮松＜閩客共有詞彙中的詞源問題＞，1998 年，刊《中國學術年刊》

19 期 

（７） 莊初升＜閩南四縣閩客雙方言現象探析＞，1999年，刊《雙語雙方言

與現代中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５）張美煜＜國語、客語、閩南語詞彙對應轉換及教學淺探＞，發表於「開 

   創課程新世紀─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教學研討會」，2001 年，刊《國 

文天地》，2001年 6 月，第 193-194期。 

（３）吳中杰＜從歷史比較觀點看閩客的互動－以聲母層次為例＞，第四屆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刊《國文學報》第 23 期 

（４）盧彥杰＜從方言音韻看閩南客家兩語族的互相學習＞，刊新竹文化中

心網站：www.hchcc.gov.tw 

  近年所見各校中文或語言研究所的博碩士論文中，研究台灣客家或閩南

語的論文皆各有十數篇，也顯現出近年來方言語法研究之熱絡；而散見各研

究會專刊中的語法討論更多，礙於篇幅，無法在此一一陳述。但這些研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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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閩、客分別研究，相互比較的專著甚少。即使有也論零星比較某一語言

現象，且散見各刊物中，搜求上頗不方便。台灣方言研究雖隨著「本土化」

口號而漸受重視，但截至目前，關於閩南或客家話的研究呈現出極不平衡的

現象，即是： 

１．閩南語研究多，客語研究少：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最大原因是因為閩南人口佔多數，客家人口 

較少，台灣方言形勢上便以閩南為主流，而客語相對來看便是處於弱勢 

地位；不過話說回來，語言本應平等看待，即使人口較少，也不失為一 

種語言現象的重要表徵，少了任何一方都會造成「以偏概全」，未見全貌 

的缺憾，對此二方言應等同研究，這也是台灣方言學學者仍待努力之處。 

３．語音研究多，語法研究少： 

 歷來不管閩方言或客方言研究，多偏重重在語音研究上，這是因語音特 

 色顯著，可著墨處較多，而詞彙、語法和一般漢語的差異較小，所以容 

易被忽略。但仔細想想：正因差異較小才有研究的必要，因為一些小小 

 的「細部差異」往往是凸顯特色的所在，正如表面相同的事物在顯微鏡 

下便可能有大大的不同，所以詞彙、語法的研究也不可忽略。 

４．閩、客方言研究各自為政： 

閩、客二方言同屬「台灣話」，了解了一種閩南語並不代表了解了台灣話， 

可是目前所呈現出的研究好似兩種完全不相干的話似的，能合併二者做 

比較研究的實在很少，不過往好的方面想，這正也顯現了「閩客雙方言 

比較」是台灣語言學中一待開發的美麗園地，有待更多後進學者投注更 

多的關注。 

綜上所見，閩、客方言研究日益蓬勃固然可喜，但若能以既有成果做 

進一步的研究，將閩客方言做一對比，整理出二者的異同特色，甚至寫成 

一部「閩客語言比較」的專書，相信對台灣語言的研究才會更全面，更有 

意義。 

  

(二)台灣閩客方言的源流 

１．台灣閩、客語的淵源 

    探討閩客方言的文章不少，今依所見資料將台灣閩南語和客家話的源流

製表如下： 

     台灣閩南語 台灣客家話 

淵源     中原西部 中原東部 

遷徙 1東晉五胡亂華時遷 1東晉五胡亂華時遷至太湖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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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太湖（青徐為主）

及泉州附近 

2唐朝河南陳元光父

子率軍征蠻設漳州行

政區 

3北宋北方異族南侵

帶來北方語言 

4.明清隨鄭成功來台 

近（司豫為主）22 

2 唐黃巢起義,因戰亂,最遠遷

至惠州 

3 宋末蒙古元人南侵,遷至閩

西、贛南 

4.明清隨鄭成功來台 

5 清代人口繁殖多，向外發展遷

至，粵東、贛南 

6 乾嘉後土客械鬥遷至粵東
23
,

大量來台 

大陸分佈情形    閩、粵、浙、台、海

南、雷州、海外 

粵、閩、贛、台 

貴、湘、川、海外 

人口比例    3%
24
 3% 

底層或相關語言 百越、吳語 畬族、粵、贛、閩語 

與古漢語的關係   第三層分化(見附錄

一) 

第四層分化 

來台祖先 最早來自南宋25
 

鄭成功後始有大量人

民自閩南漳、泉二州

移民而來 

明清 

鄭成功時代亦有客家人來台,主

要來自廣東東部 

  由表中可見：閩南客家兩語族，同樣來自中原，稍有不同的是客家人來

自中原西部，閩南人源自中原東部。其後都是因政治或戰亂而遷離故鄉。而

福建、廣東和台灣三省都同時有閩南人和客家人，二者生活的地區也有所重

疊。 

閩、客大規模來到台灣應是在鄭成功之後，閩南人和客家人在台灣已有

三、四百年的歷史
26
，閩南人主要來閩南，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東部，可見長

期以來這兩支語族一直是鄰居，從大陸到台灣都是這種關係。 

                                                 
22

 參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 
23

 參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客家的源流>，1933 年,頁 63 及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頁 1。 
24

 漢語八大方言中，客語佔 4％，閩語佔 4.5％, 但閩語包括閩南話和閩北話，閩南話只佔 3％，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8 及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論》。 
25

 南宋即有閩南人因經商而移民至澎湖。見楊秀芳《台灣閩南語語法稿》，1996年，大安出版社，頁 8。 26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曾記載：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萬餘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在台灣駐紮一年，因軍士水土不服而返回大陸。《隋書﹒流求傳》也記載：公元 607年、610 年，隋煬帝曾兩度派人到當時稱為“流求”的台灣島。但都不是大規模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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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閩、客語不只有「遠親近鄰」的關係，還有「水乳交融」的關係，

學者張光宇先生指出：「閩客方言的水乳交融關係在太湖流域時期已經展開，

只是當時並無閩、客之稱，但有青徐、司豫之別。….南朝太湖流域一帶青徐

方言和司豫方言的融合關係是閩、客關係的密切源頭。」
27
也就是說：在南朝

以前的並沒閩、客之分，只有中原東部和中原西部的分別，在南朝代時代移

民到太湖流域產生共同生活及互動之後，才有所謂的閩、客方言關係可言。

就閩客方言形成的源頭來看，他們都是從北方遷到太湖流域，彼此的差異性

不大。在尚未形成真正的客方言之前，閩、客、贛方言皆為司豫方言的關係

方言，也就是此三種漢語方言皆在同一母體──「司豫方言」的孕育背景下

逐漸滋生成。後來，青徐方言和部分司豫方言與吳語互動而產生了「閩方言」

的最初原型，而司豫方言到閩、粵、贛交界的山區，與畬族人通婚之後形成

了「客家話」，因此才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形態。 

２．台灣閩、客語的分佈現況 

     閩南語 客家語 

佔台灣人口 

比例 

     

佔 72% 

約一千五百萬人 

台灣各地都有閩南人，

主要分布於台南、彰化 

及宜蘭各地 

各縣市皆有閩南人 

台灣佔 12%
28
 

約 250-300萬人
29
 

主要分布在桃、竹、苗、及高

雄、屏東的六堆，花蓮、台東 

等地 

各縣市皆有客家人 

台灣主要 

次方言    

1.偏泉州腔:北部、鹿 

 港、高雄、恆春 

2.偏漳州腔:南部、嘉 

 義、南投、宜蘭羅東 

3.混合腔:台南、台中、

花蓮
30
 

3. 四縣腔:桃園、苗栗、高雄

美濃、屏東六堆  

2. 海陸腔:新竹為主 

3. 大埔腔:台中東勢為主 

4. 饒平腔:新竹芎林為主 

5. 詔安腔:雲林崙背為主 

       其實台灣各縣市皆有閩南人，也皆有客家人
31
 ，每一縣皆有閩、客雙方

言，只是有的縣市客家人所佔的比例太少，或不發聲成為「隱形人」而不為

人所知，而客家話長期和閩南族群接觸後，除四縣和海陸話外，其他次方言

                                                 
27

 見其《閩客方言史稿》一文，南天書局，1996 年，頁 81。 
28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 
29

 據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一書估計，1990 年，台原出版社，頁 62。 
30

 據張振興《台灣的閩南方言記略》，，1989 年，文史哲出版社，頁 2。 
31

 參吳中杰＜客語次方言與客語教學＞一文，刊《台灣的客家語論文集》，1995 年，文鶴出版社，頁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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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饒平、詔安、永定等方言，已很少聽見，不再加以保存恐怕會有消失的危

機。 

（三）台灣閩、客語的語言比較 

１．語音方面 

（１）聲母比較：以下將所見台灣閩、客語在聲母上的異同作一比較： 

 台灣閩南語 台灣客家話 學理  例 字 

唇音 

 

1.有 p-、ph-、m-、b-32 
2.全為重唇音，無輕

唇音 f-，國語唸 f-

者閩南語多唸 p-、

ph-或 h- 

1.有 p-、ph-、m-、f-、

v- 

2.部分輕唇仍讀如重

唇，亦有輕唇音，

但多屬文、白兩

讀。 

3.另曉、匣合口變-ｆ 

古無輕

唇音 

輕、重

唇不分 

3. 邊、潘、

批毛、文

(閩音

b-)、番(客

音-f)、萬

(客音-f) 

4. 飯、放、

飛、 

5. 湖 

舌尖音 

 

 

1.有 t-、th-、n-、l- 

2.閩南語無舌尖面(近

捲舌音)，而都讀如

t-、th- 

 

1.有 t-、th-、n-、l- 

2 部分捲舌音讀如

t-、th- 

 

古無舌

上音 

舌頭、

舌上不

分 

3. 單、梯、

耐、柳 

4. 知、中、 

豬(閩音 t-,

客音 z-) 

舌尖前音 1.有 c-、ch-、s-、j-
33 

2.k-、kh-可接-i，未如

國語顎化成 c(i)-、

ch(i)。 

3. 有舌尖前 c-、

ch-、s-、r- 

4. 有舌面音 c(i)-、

ch(i)-、ng(i)-、s(i)- 

3.部分 k-、kh-可接-i，

未如國語顎化成

c(i)-。 

齒頭、

正齒不

分 

顎化 

分尖團 

3. 走、湊、

思、入(閩

音) 

4. 濟、前、

牛、仙 

5. 見、牽 

舌根音 

 

1.有 k-、kh-、ng-、g-、

h- 

2.k-、kh-可接-i，未顎

化成 c(i)-、ch(i)。 

1.有 k-、kh-、ng-、h- 

2.k-、kh-可接 i，未顎

化成 c(i)-或 ch(i)。 

4.部分 h-接 u變成 f- 

 1.高、靠、我、

好 

2.見、氣、喜

3.猴、行、寒 

                                                 
32

 本文音標依據教育部八十七年所公佈的「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簡稱「TLPA」)，見附錄二。 
33

 教育部音標方案中，j-在客家話中代表舌尖面濁擦音，在閩南語中卻代表舌尖前濁塞擦音（見附錄二），用字不統一，由這也可看出「閩歸閩」、「客歸客」研究的瑕疵所在。閩南語 的-j 是應作 d-或 dz-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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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匣母許多唸 k-或

零聲母 

學、湖、鞋 

4.湖 

舌尖面音 1.無近捲舌的舌尖面

音。 

1.四縣話無舌尖面音,

而多唸舌尖前 c-、

ch-、s 

2.海陸話有 z-、zh-、

sh- 

端、知

二系不

分 

精、莊 

系混合 

3. 竹、中、

豬 

4. 豬、齒、

獅 

邊音 邊音 l-與鼻音 n-、濁

塞擦音 j-常混用 

邊音 l- ，與鼻音 n-、

多能分別 

古娘日

歸泥 

泥、藍、熱、

南、年 

零聲母 1.有無聲母而閩南語

讀為 m(近 b)者 

2.古云母（喻三）有

唸 h-。 

 

1.無聲母唸m-、v- 

3.海陸話 i-唸 j-,非零

聲母 

喻三古

歸匣 

3. 文、尾、

亡 

2.遠 

3.雲、遠 

濁音 

 

 

1.有濁音 b-、j-、g-,

濁聲母完整 

2.古全濁聲母多唸不

送氣清音 

3. 無濁音 b-、g- 

4. 有濁音 v-，是古微 

、影、云等的合口 

字 

3.全濁聲母不分平仄

一律唸送氣清音 

明微合 

濁音清

化 

3. 文、入、

語 

4. 盤、度、

地、茶 

5. 黃、萬 

 

 

    由教育部的「台灣語言音標方案」來看，閩南語的聲母有 18個（包括零

聲母），客家話聲母則有 22個（加上海陸話的 z-、zh-、sh-、j則有 26個）(參

附錄二)，即客家話聲母較多，客家話聲母比閩南語多出了 f-、v-和 z-、zh-、

sh-、j六個聲母，其中有 f-和 v-是區別台灣閩客語聲母的最大特徵34。但閩南

語中有濁聲母 b-和 g-則是客家話所無的。若分類來看，其中的細微差別還有： 

A．唇音方面（幫滂系）：國語輕唇音 f-在閩南語中讀 p-(如「飛」字)，或讀 

h-(如「分」)。客家話則讀 p-或 f-，已有輕唇音，可能是受官話的影響。

而明微母字如「無、文、尾、亡」國語為無聲母，閩南語則讀為 m-(近

b-)，客語讀為 v-或 m-，近古音讀法。 

B．舌音方面(端知系)：閩南語無舌尖面音 z-、zh-、sh-、j-，海陸客家話則 

有，這種讀法，也是反映的是唐宋以後的讀書音。中古的知組聲母字在 

四縣客家話變為舌尖塞擦音，但仍有少數的字如閩南語保留了舌頭音的 

讀法，如「知」、「中」字即是。此外閩南語 n-，ｌ-不分，如「南」、「藍」， 

                                                 
34

 參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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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中多能區分35。中古的泥母、日母字在客語中讀為 ng-，如「年」、 

「日」等字。 

C．舌根音(見系)：閩南語和客家話的 k-、kh-、h-皆可接-i，國語則都已顎化 

成 c-、ch-和 s-。中古的曉匣母中有國語唸 h-而客語唸 f-者，一般都是合 

口字，即 h＋u->f，如花、灰、虎、輝、婚等字，而開口呼則仍讀為 h-。 

至於中古時的疑母字，在客語中讀為 ng-，如牙、逆等字，這是保存宋 

代讀音的另一個表現。閩南語部分疑母字則讀為 h-，如魚、耳等，是很 

特殊的現象，推測可能是 ng-、h-同為舌根音，若 ng-的鼻音惰化不發出， 

就會變成同位的擦音 h-。 

D．濁聲母方面：閩南語比客語多了 b-、j-、g-，保存了濁音，這是存古的 

  現象。而全濁母字中，客語的全濁聲母不管平仄皆變同送氣，但閩語除 

少數例外字之外，多唸不送氣。 

E． 無聲母方面：閩南語的喻三多唸 h-(如雨、雲、遠、園)，客語則唸 i-或 

j-。閩南語匣母讀音很特別，有三種情形： 

ａ．讀為 k：如猴、汗、行、含 

ｂ．讀零聲母：如喉、紅、湖、蠔 

ｃ．讀為 h：如候、還、號 

所以「猴、喉、候」三字偏旁相同，但讀音不同，可能來自三個不同的

語言層次。 

總之，閩南語和客家話在聲母方面除了上述的變化外，一般都可相對應，

甚至有聲母、韻母都相同的情形，如「金」字閩、客皆音語皆唸 kim-，「深」

唸 chim等，唯有聲調不同而已。閩南語無唇齒音 f-、v-及捲舌音 z-、zh-、sh-、

可見它的語言層較古，受官話影響的情形也較少。 

 

(2)．韻母比較: 先將所見韻母異同製表如下: 

      閩  南  語   客  家 話   備  註 

-a、-e、-i、-o、-u、 

-oo、-ee、-er 

-a、-e、-i、-o、-u、 

-ii、 

1.客語多了 i(資)(四縣) 

2.閩南語多了-oo(烏)、

-ee(家)(漳音)、

-er(鍋)(泉音) 

陰聲韻    

    
    
    
    

-ai、-au -ai、-au  

                                                 
35 唯美濃部分地區的 l-在某些鼻音韻尾中也會變讀為 n-（如蘭、籠、論），如閩南語，但只見 l-變 n-，無 n-變 l-的例子。 參張屏生《台灣客家話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2002年，未刊稿，頁 4，。 



 14 

-er、-ere -eu 1.閩南語無-eu，而有

-er(鍋)(泉音)、

-ere(挨)(泉音) 

-ia、-io、-iu、-ir 

-iau、-ioo 

-ia、-io、-iu、-ie、 

-iau、-ieu、-ioi、-iai 

1.客家話多了-ie(蟻)、

-ieu(鉤)、-ioi(喙)、

-iai(解) 

2.閩南語多了  

-ir(於)(泉)、-ioo(□)  

 -oi 1.閩南話無-oi(來) 

-ua、-ue、-ui、 

-uai、-uee 

-ua、-ue、-ui、 

-uai 

1.客家話無-uee(話)，此

是漳州音才有 

-im、-am、-om、-iam、

-irm 

-im、-am、-em、-iim 1.客家話多了-em(森)、

-iim(深)  

2.閩南話多了-om(蔘)、

-iam(閹)、-irm(蔘)，但

只見於泉州音 

-in、-an、-un、-uan、

-ian、-irn 

-in、-an、-un、-on、-en、

-ian、-iin、-ion、-iun、

-uan、-uen 

1.客家話多-en(能)、

-on(賺)、-iin(神)、、

-ion(軟)、-iun(近)、

-uan(關、-uen(耿) 

2.閩南話多-irn(恩)(泉

音) 

陽聲韻    

    
    

-ang、-ong、-ing、 

-iong、-iang、 

-irng、-uang、 

-ang、-ung、-ong、

-iong、-iang、-iung、

-uang、 

1.閩南語無-ung(蜂)、

-iung(龍) 

2.客家話無-ing(永)、

-irng(登)(泉音) 

成音節

鼻音 

m、ng m、n、ng 3. 閩南語有 m(姆)、 

n(秧),而無 n 

鼻化韻 -ann、-enn、-inn、-onn 

、-ainn、-aunn、iann、 

-uann、-uenn、-uinn 

、-ionn、-iunn、-iaunn 

、-uainn、-irinn  

 1.客家話全無鼻化韻 

普通入

聲韻   

    
    

-ip、-ap、-op、 

-iap、-irp 

-ip、-ap、-ep、-iap、

-iip 

 

1.閩南語無-ep(澀)、

-iip(濕)(四縣) 

2.客家話無-op(□)、

-irp(澀)(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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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t、-ut、 

-iot、-iet、-iut、-irt、

-uat、-uet 

-it、-at、-ut、-ot、-et 

-iut、-iet、-iot、-iit、 

-uat、-uet 

1.閩南語無-et(踢)、

-ot(脫)、-iet(缺)、

-iot、(啜)、-uet(國) 

2.客家話無-iat(閱)、

-irt(核)(泉音) 

    

-ak、-ok、-ik、 

-iak、-iok、-irk、-uak 

-ak、-ok、-uk 

-iak、-iok、-iuk 

1.閩南話無-uk(谷)、

-iuk(局) 

2.客家話無-ik、-uak

和-irk(黑)(泉音)、 

喉塞入

聲韻 

-ah、-eh、-ih、-oh、

-ooh、-uh、-eeh、

-erh、-ereh、-auh、

-aih、-iah、-ioh、

-iuh、-iauh、-uah、

-uen、-uih、-uaih 

 1.客家話全無喉塞入

聲韻 

鼻化入

聲韻 

-annh、-ennh、-innh、

-onnh、-mh、-ngh、 

-iannh、-iunnh、

-iaunnh、-uennh、

-uinnh、-uainnh 

 1.客家話全無鼻化入

聲韻 

        綜合以上所見，可得知：閩南語在韻母方面多了鼻化韻及喉塞入聲韻。分

別來看則有如下的情形： 

A.陰聲韻(開尾韻)：閩南語陰聲韻有 19(若加泉州音則是 22 個)，而客家話

的陰聲韻（開尾韻）有 21 個（加四縣特有的-ii 則 22 個），若泉州特別

的讀音不計在內，閩南語比客家話多了-oo、-ee、-uee和-ioo，而客家話

則比閩南語多了-eu、-ie、-ieu、-iai、-ioi、-ii(四縣)，所以閩南人學

客家話時這些音往往發得不標準，如客家話裡的「在」（-oi韻母），「狗」、

「猴」、「頭」(-eu韻母)，閩南人常將「在」誤作 cue；「狗」作 kio、「頭」

作 thio。而閩南語中「靠」、「好」與「褲」、「虎」(-o 及-oo 韻)是有音

位區分的，但客家話裡只有-o韻母，以致常有「靠」與「褲」、「好」與

「虎」不分的現象
36
。 

                                                 
36

 參盧彥杰＜從方言音韻自閩南客家兩語族的相互學習＞一文，新竹縣文化中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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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陽聲韻（鼻聲韻）：客家話陽聲韻也是 20個(若加上四縣-iim、-iin則有 22

個；閩南語普通鼻尾韻則只有 15個(若加泉州音則有 18個)，閩南語鼻聲韻

尾比客家話缺少了-on、-en、-em、-ion、-iun、-uen、-uan、-ung、-iung、-iim、

-iin（四縣），所以像「龍」（-iung韻），閩南人常發成「量」（-iong韻）。

閩南語則比客家話多了-om、-iam 和-ing，客家話裡 –ing，-ing 和-in 歸併

為一個音位，因此就會發生「靈」(-ing韻)與「鄰」(-in韻)不分的現象。 

C.入聲韻(塞音韻尾)：客家話入聲韻有 20 個(加四縣特有的-iip 和-iit 則有 22

個)。閩南語普通入聲韻只有 16 個(若加泉州音則有 19 個)，閩南語和客家

話的入聲尾-p、-t、-k皆完整存在，閩南語還多了一組喉塞音？及鼻化入聲

韻，客家話完全沒有這種發音方式。。閩南語的無雙唇塞音-ep、-iip、無舌

尖塞音韻尾-ot、-et、-iot、-iet、、-iat和-uet，也無舌根塞音韻尾-uk、-iuk，

但閩南語的-op 和、-ik 和-uak 是客語所沒有的，閩南語的「逼」、「熟」

（-ik韻母）與「筆」、「實」（-it韻母）是有音位區分的，然而客家話裡

只有-it韻母，以致-it、-ik歸併為一個音位，因此就會發生「逼」與「筆」、

「熟」與「實」不分的現象。而客家的「鹿」、「捉」（-uk韻），閩南人

也常學,會發成「落」(-lok)、「桌」(-tsok)；「六」、「菊」（-iuk韻母），

閩南人會常發成：「略」(liok)、「腳」：(kiok)。 

D.介音方面：閩南語和客家語都沒撮口呼-y一類的韻母，國語-y閩客語多唸

齊齒（如閩南話的「魚」、客家話的「徐」、）或合口呼（如閩南和客家

話的「用」）。中原漢語的撮口呼是在明代才出現的，可見閩南和客家話

在明代以前便分化出來，所以沒有這一類韻母。 

  閩南語和客家話在韻母方面變化較複雜，但有些也可找出對規則，如「江」

閩語唸 kang，客音 kong，許多閩南語唸-a 的，客語作-o，如「糜」閩客作-ai，

客語作-oi，「商」閩南語作-iang，客語作-ong，按江永《音學辨微》中說古音：

「一等洪大，二等次大」，海陸客家話一、二等有 a：o對比的情形，如「官」

屬山攝合口一等，客家話唸 kon，而「關」屬山攝合口二等，客家話音 kuan；

「該」屬蟹攝開口一等，客家話中唸 koi，「階」屬蟹攝開口二等，音 kai；這

些字可用來區別一二等字，是客家話存古的表現37，而「官」與「關」，「該」

與「階」在閩南語中沒有 o：a 的區別，可見一、二等已合流。此外唸-on 的

字在閩南語有鼻化現象，如管，官、光、搶、飯等字即是。閩南語和客家話

都完整存保持著中古漢語中存在的-m、-n、ng-、p-、t-、k-六種韻尾，相當整

                                                 
37

 參陳子祺＜新竹縣海陸客語之研究＞一文，文見新竹縣文化局網站：www.hch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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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這也是閩言保存古音特點的又一表現。 

 

(3)聲調的比較： 閩南語有七個聲調，客家話的四縣話有六個聲調而海陸話

有七個聲調，他們的調值可列成下列的比較表： 

調類 陰平 上聲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閩南泉州音 

閩南漳州音 

例    字 

 44   陰:53陽:33   31          53    24           35                        

 24  53          陰:31陽:33   31   212   33   13  

 東   黨          棟          篤    童     洞    毒
38
  

客語四縣 

客語海陸 

例     字 

24   31        55        32   11        55    

53   13        31        55    55    11   32
39

 

千    淺        欠        切    錢  賤   絕 

 由以上可見： 

A.客家語聲調特色：四縣腔有 6 個聲調，海陸腔有 7 個聲調，海陸話 

 多了陽去調；且二者調值正相反，如陰平調四縣是低升調（24），而 

  海陸是高降調(53)，陽平四縣是低平調（11），海陸是高平調(55)。 

B.閩南語聲調特色；漳州腔和泉州腔聲調雖然都是 7 個,但有內部差異：泉州

腔上聲分陰、陽而去聲不分，漳州腔則正好相反：上聲不分而去聲分陰陽，

陰上、陰去、陰入、陽入調值相同，但陰平、陽平和上聲調值則稍有不同。 

C.閩客聲調比較：依上表來看：漳州腔與四縣腔調型頗類似，如平聲都是升 

 調(24:24)，上聲都是降調（53:31），陰去皆降調（31:31），陰入也是降調 

（31:32），而陽平、陽去、陽入則稍有不同。而泉州腔和海陸客家話的陰 

去調也有雷同處（31:31）。 

 

2.詞彙方面： 

（１）相同詞彙：以下是閩、客語中常見的共同詞彙40： 

 國語 閩、客語  國語 閩、客語  國語 閩、客語  國語 閩、客語 

                                                 
38

 據董同龢《四個閩方言》，1960 年，，《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30號。及陳永寶《閩南語與客家話之會通研究》，1987年，瑞成書局，頁 118。 
39

 依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1990 年，台原出版社，頁 183。 
40

 本節主要參考張美煜＜國語、客語、閩南語詞彙對應轉換及教學淺探＞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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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吃 食 喝 飲 燙 煠 殺 治(犀) 

  站 企 跑 走 移 徙 粥 糜 

2.承接 承 上衣 衫 筷子 箸 害怕 驚 

  倒楣 衰 痛快 暢 炫耀 典 裂開 必 

3.太陽 日頭 衣服 衫褲 陰天 烏陰 休息 歇睏 

  瞎眼 青盲 商量 參詳 伙計 承勞 蘿蔔 菜頭 

4.右邊 正手片 生意人   生理人   吹牛 膨雞頦 小母雞 雞僆仔 

 火柴 番仔火 小魚乾 魚脯仔 硬幣 銀角仔 聊天 打嘴鼓 

5.前面 頭前 香蕉 弓蕉 天亮 天光 電燈 電火 

  晴天 好天 去年 舊年 夏天 熱天 地震 地動 

6.茶葉 茶米 木碳 火碳 鐵絲 鉛線 紅糖 烏糖 

7.背心 袷仔 繩子 索仔 老薑 薑嬤 大碗 碗公 

8.客人 人客 熱鬧 鬧熱 氣力 氣力 腸胃 胃腸 

由上表可知閩客語的共同特色是： 

A.單音詞豐富：如表格中的第一、二類皆是單音詞。今日的雙音詞如「筷子」、

閩客語作「箸」，「衣服」作「衫」，「害怕」作「驚」，一如大家所知，

詞彙雙音化是後來的事。 

B.保存較多的古漢語語詞：如表格中的第一、二類中的字。許多閩客詞語都

可在古籍中找出源頭41，如： 

ａ．「企」：《荀子．勸學》：「吾嘗企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ｂ．「糜」：《禮記．月令》：「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ｃ．「鼎」、「鑊」：按古時烹煮魚肉的炊器有二，有足者稱鼎，無足者稱鑊。 

商周金文燉肉的器具即用「鼎」字，而《淮南子．說山訓》：「嘗一臠 

肉，知一鑊之味。」文天祥＜正氣歌＞有「鼎鑊甘如飴」，閩南人稱 

鍋子為「鼎」，客家話稱「鑊」，可見來源已久。 

ｄ．「糴」、「糶」：今日客家話中米的買賣仍用此二字，「糴」字見《左傳． 

莊公二十八年》：「冬，饑，贓孫長告糴于齊」；、「糶」見《史記．貨 

殖傳》：「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ｅ．「有身」：《詩經．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甲骨文「 」字即是一 

人肚大懷子的象形。 

ｆ．肚子餓叫「枵」：《說文．木部》引：「春秋傳曰歲在元枵，枵，虛也」 

                                                 
41

 本節參考姚榮松＜從詞彙體系看台灣閩南語的語言層次＞一文，刊 2002 年《第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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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張自烈《正字通》說：「枵，凡物虛耗曰枵，人饑曰枵」。 

ｇ．客家話稱父母為「爺娘」：北朝《木蘭辭》有：「朝辭爺娘去，暮宿黃 

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C.有相影響的詞語：如表中第三類的「蘿蔔」，海陸客家話作「菜頭」，「伙

計」作「承勞」，另外還有誇讚閩南語作「o  lo」客家話作「o  no」，  

炫耀皆用「典」、喜好用「興」、光顧用「交關」，海陸話餓用「枵」、

累用「痶」、字等等，都可能是客家話受閩南語影響而產生的詞彙。 

D.有語序倒置的：如表中第八類，客人作「人客」，熱鬧作「鬧熱」，是共

有倒置現象；客語中還有介紹作「紹介」，公雞作「雞公」，「曾祖母」

作「婆太」，灰塵作「塵灰」，閩南語喉嚨作「嚨喉」（見《晉書．五行

志》「山猴仔」作「猴山仔」等也是修飾詞在後的特殊詞語，和一般漢語

不同，這些可能是受非漢語的語言（如壯侗語）影響所致。 

E.其他有些有音無字可能是受非漢語影響
42
：如滑作 lut、點頭作 ngam、甩開

作 fit、傻作 ngong、轉動作 lin….等等。 

    台灣閩客語還有不少共同詞，如本領作「才調」，禮物作「等路」，職業

作「頭路」，英俊作「緣投」，客氣作「細膩」，麻煩作「費氣」….等，推測

其來源可能有以下幾類： 

a.來自古語：如企、走、食等字。 

b.來自壯侗語底層或古越語：如雞公。 

c.來自外來語：如便所、注文（預訂）、pang(麵包)等字是來自日語。 

d.來自相互影響：如菜頭。 

e.來自原住民語：如茇樂。 

 

（２）相異詞彙：以下是閩南語和客語不同的詞彙舉例43： 

客語 閩南語 客語 閩南語 客語 閩南語 客語 閩南語 

 1.腳 跤 粄 粿 晒 曝 脫 褪 

 2.粢粑 麻糬 飯團 飯丸 蛋黃 卵仁 牛眼 龍眼 

 3月光 月娘 泠天 寒天 燒暖 燒熱 水毛仔 溦溦仔雨 

4厝 屋 地泥 土骹 今晡日 今仔日 當晝 中晝 

                                                 42 參李如龍＜從方言詞彙看閩南方言與客家方言的關係＞，刊 1997 年第一屆屆台灣國際語言研討會論文集，頁 37。 
 
43

 本節主要參考張振興《台灣閩南語方言記略》，頁 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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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喉嚨 嚨喉 頭 na 頭殼 屎朏 尻川 膝頭 跤頭污 

6晡娘 牽手 婿郎 囝婿 阿嬸 阿妗 伯婆 姆婆 

7齷齪 驚人 清苦 散赤 煞猛 掘力 打爽 無彩 

8貓頭鷹 暗光鳥 蛤蟆 水雞 老鼠 貓鼠 壁蛇 蟺翁仔 

 9半日 半晡 辣椒 番仔薑 外家   後頭厝 杯子 甌仔 

 10信仔 批 遮仔 雨傘 冰糖 糖霜 牙齒 嘴齒 

  閩、客語詞彙不同的地方顯示出各有各的特色，可能是認知的差異造成，

如閩南語見到果實像「龍」眼，客家人卻覺得像「牛」眼，造出的詞便有所

不同；也可能是賦予的感情不同，如月亮閩南人擬人化稱「月娘」；所見不

同，重點不同，造出的詞彙便不同，因此也形成了有趣的對比現象。 

 

3.語法方面－詞綴比較 

  語法一般可分為構詞法和造句法，因篇幅所限本文只針對構詞法中的派

生詞，即所謂的「詞綴」現象作一對比，閩客語詞綴現象可列表如下： 

        

出現形式 詞綴 台灣閩南語 台灣客家話 

前加法（詞頭） 阿 

 

老 

小 

 

初 

第 

查 

阿公、阿爸、阿妗、

阿+人名 

老母、老爸 

小弟、小妹 

 

初一、初二 

第三、第二 

查甫、查某 

阿公、阿爸、阿嬸、 

阿＋人名 

老弟、老公 

（客語「小」多有

實義） 

初一、初二 

第一、第二 

中加法（詞嵌） 仔(a/e) 

 

 

晡 

番仔薑、李仔糖、

柑仔蜜、今仔日、

翁仔某、母仔子  

番仔火、李仔糖 

 

 

今晡日、昨晡日 

後加法（詞尾） 

 

 

 

 

 

 

的(e) 

 

仔(a/e)  

 

 

 

 

痟 e、討海 e、算命

e、做塍 e 

狗仔、蓆仔、痱仔、

蠔仔、虻仔、沙仔、

剃頭仔、賊仔、索

仔、魚仔、鳥仔、

 

 

癲仔、細人仔、蚊

仔、賊仔、粽仔、

禾仔、凳仔、魚仔、

豬仔、鳥仔、賴仔 

                                                 
44

 閩南語「強強滾」的「滾」應為動詞 
45

 閩南語有「老貨仔(ａ)」、「老芋仔」，但「老」有實義，不是無義的詞綴。 



 21 

 

 

 

 

 

 

 

 

 

 

 

 

 

 

 

 

 

 

 

 

 

 

 

 

 

 

 

 

 

 

 

 

 

 

 

 

 

 

 

 

 

詞頭+詞尾 

 

 

 

頭 

 

 

公 

 

 

 

牯 

 

 

 

 

嬤 (母)  

 

 

 

 

 

 

 

哥  

 

婆 

 

(le)/等 

 

滾 

 

 

忒 

 

 

 

去 

 

 

 

老+名詞+仔 

 

嬰仔、落翅仔 

 

日頭、菜頭、鋤頭、

灶頭、路頭、山頭、

車頭  

雷公、雞公、天公、

碗公 

 

 

牛牯、牛羊牯  

 

 

 

 

薑母 雞母、羊母、

貓母  

 

 

 

 

 

 

豬哥 

 

 

 

坐 le、企 le、看 le、

倒 le、睏 le 
44

 

 

 

 

 

 

 

壞去、沒去、睡去、

la落去、pang去 
45

 

 

指頭仔(a) 

（兒子）、鑊仔、遮

仔、乞食仔 

日頭、菜頭、灶頭 

鑊頭、擔頭、車頭、 

下晝頭、朝晨頭 

雷公、天公、碗公、

雞公、手指公、鼻

公、耳公、番鴨公、

蝦公、蟻公 

牛牯、狗牯、石牯、

大箍牯、齷齪牯、

屎牯、、憨牯、大

貓牯、人名+牯 

薑嬤、雞嬤、鵝嬤、

羊嬤、貓嬤、豬嬤、

鯉嬤、三八嬤、粄

嬤、水嬤、憨嬤、

刀嬤、拳頭嬤、癲

嬤、笠嬤、勺嬤、

舌嬤、蝨嬤 

猴哥、蛇哥、豬哥、

癡哥 

鷂婆、蝠婆、芒婆、

襖婆 

坐等、企等、看等、

橫等、睡等 

樂樂滾、拋拋滾、

鈴鈴滾、叮噹滾、

叭叭滾 

食忒、睡忒、做忒、

拂忒、壞忒、烏忒、

酸忒、不見忒 

酸忒去、不見忒

去、睡忒去 

 

老弟仔 

 

凳頭仔(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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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嵌+詞尾 

 

 

由上表可見以下幾點： 

（３）閩客語「詞綴」現象特別豐富：詞綴有名詞詞綴，（如阿、老、公、仔），

有動詞詞綴（如等、忒），結合方式有詞頭、詞嵌、詞尾、詞頭加詞尾

及詞嵌加詞尾等五種方式可靈活運用，詞綴多可能是因為閩、客語如

古語單音詞多，當單音詞中同音的字太多時到無法「辨義作用」時便

在詞頭或詞尾加一形態標記，如「直」客語與「姪」同音，閩語與「姪」

同音，為區別意義，所以「姪」作「姪仔」、「竹」作「竹仔」。所以加

詞綴很可能是「單音詞走向複音詞的過渡」。此外，閩、客語中稱謂很

少用疊字，如「叔叔」閩客語作「阿叔」46，和國語很不同。 

（４）詞綴功能多樣：不同詞尾有不同功能，如「滾」、「等」等動詞詞綴表 

   動作正在進行，而「忒」、「去」等詞綴是動作完成的標記。同樣的詞 

 綴有時卻有不同的功能，如「仔」可表細小或親愛，如閩南語的「嬰 

仔」、客家話的「細人仔」，有時又表輕賤如閩南語的「落翅仔」，客家 

話的「乞食仔」）。「仔」有時擔負辨義的功用，如閩南語「孫」和「孫 

仔」（姪子），「小叔」和「小叔仔」（丈夫的弟弟），加不加「仔」影響 

很大，會使詞義產生變化。此外，「仔」雖然能產性大，但也不是任何 

名詞都可以加，如閩南語有「貓仔」卻沒有「虎仔」，客家話稱「粽子」， 

   閩南語就只稱「粽」，。 

（５）有生命或無生命的名詞皆可加性別詞綴：動物名詞後有時加「公」，有

時加「牯」，是否有分別？按客贛語及部分湘語的「雄」性動物是禽、

畜有別的，禽類叫公（如雞公、鴨公）而畜類稱牯（羊牯、馬牯）。無

生物的名詞也可加性別詞綴，是很特別的，如雷公、天公、碗公、薑

母、刀嬤等，且發現這一類的詞語客家話比閩南語還多，如石牯、刀

嬤、笠嬤、蛇哥、芒婆（芒草）、襖婆（厚大衣）等皆是閩南語所沒有

的，是否因客家人「敬神」思想較重，，或因生活上常見而親切地將

生活事物也「泛擬人化」？記得德語名詞亦有區分性別的現象，二者

所透露的訊息是否相同？又何以石頭是「牯」（雄）的？而「刀」、「笠」、

「襖」用「嬤」是「雌」的？構詞上是否有規律可循？都是日後可探

                                                 
46

 但加詞頭的方式則有細微的差異，如「弟弟」客語加「老」作「老弟」，閩南語卻是加「小」作「小弟」，都指「親弟弟」卻有一「老」一「小」完全相反的詞頭，也是有趣的不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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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主題所在。 

  在此只舉詞綴為例，便可見到台灣閩、客語的多樣面貌，足見台灣閩客

語還有許多有趣的異同現象值得做一比較。 

 

參．結語 

  經由以上初淺的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 

三．台灣閩南語和台灣客家話源流最相近，二者有同一根源（同來自中原）、

同一血脈（同由大陸到台灣），只是代表不同時期的歷史，呈現出不同階

段的語言面貌，二者本是同一株樹的枝與葉，幾百年來一直是鄰居，只

見分枝時代的不同，只有血緣親疏的遠近，不應以本位主義分別孰優孰

劣。 

四．台灣的閩南語和客家話關係至密：閩南人和客家人自大陸飄洋過海來台

後，便同樣在台灣這塊土地落地生根，二者日益接觸，關係菲淺，看看

今日台灣何處無閩？何處無客47？閩南人和客家人同時分佈在各縣市鄉

鎮，每一縣市都是有閩南人，也都有零星的客家人，然而一般的方言地

圖卻無法顯示這種內部現象。既是有閩有客，關係密切，就要藉由相互

學習以保存共同的方言母語。 

五．應結合閩南語和客家話作一共同的比較研究：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

閩南語和客家話都是由古代漢語分出，到今天仍保存許多古代漢語的特

色，同時作一研究有助構擬上古音、中古音，要更了解漢語史，應對閩

客語作一全面的研究。可惜歷來方言研究者卻多各分軫域，各別研究，

能探討二者共同關係的著作屈指可數。此二方言有「大同」處，也有「小

異」處，「大同處」顯示「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關係密切；「小

異」處很可能是判斷此語是客語或閩南語的主要依據，甚且可以由此溯

其源頭，看出二者分枝的時代及分枝過程中的不同發展。 

 

閩南語和客家話同為台灣兩大方言，皆是「台灣話」之一，期盼這兩類 

    方言都能共榮共存，不要任其流失下去，也期盼我們能以開闊的胸襟，藉由

台灣語言的相互學習而重新認識台灣，做一個新的「台灣人」！ 

                                                 
47

 語言學者如羅杰瑞以為客閩關係密切，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一書亦提出「有閩必有客」、「先閩後客」、的說法，見此書頁 73及頁 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