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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雙賓雙賓雙賓雙賓式相關式相關式相關式相關例句表例句表例句表例句表(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十十十九九九九世紀世紀世紀世紀閩南語文獻閩南語文獻閩南語文獻閩南語文獻) 

動詞 例句 出處 時代 齣˙句次 

乞 你乞我輕輕錢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232 

乞 一塊即大乞簡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26 

乞 將阮娘仔只頭上金首飾

都乞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43.063 

乞 權力只御羅手帕乞恁為

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588 

乞 只一塊可小乞小妹買鍼

線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211 

乞 即零碎銀乞你路上去買

物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49 

乞 你共我乞人飼 《荔鏡記》 1566 刊行 13.045 

乞 無物通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06 

乞 鏡乞恁磨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110 

乞 三分乞你買物食了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45 

乞 無閒飯通乞人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423 

乞 乜利市乞阮收 《荔鏡記》 1566 刊行 39.014 

乞 金釵乞恁准花紅 《荔鏡記》 1566 刊行 39.018 

乞 銀錢無通乞我趁 《荔鏡記》 1566 刊行 51.003 

乞 卜打手指乞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5.103 

乞 現一厶乞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48.173 

乞 有水一盆乞阮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211 

乞 啞娘有銀乞小七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50 

乞 我買物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309 

乞 阮送三錢銀乞你買酒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51 

乞 送飯乞阮官人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096 

乞 送一碗飯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231 

乞 討物乞你點心 《荔鏡記》 1566 刊行 13.058 

乞 討銀乞伊使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24 

乞 討二个飯乞啞娘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6.090 

乞 提椅乞你坐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007 

乞 你掞落荔枝乞阮為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353 

乞 阮唱山歌乞恁聽 《荔鏡記》 1566 刊行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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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送碗飯去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075 

乞 討些兒茶飯來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050 

乞 簡抱撿粧來乞啞娘梳頭 《荔鏡記》 1566 刊行 46.098 

乞 捧水來乞我洗面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059 

乞 荔枝掞乞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345 

乞 人情做乞啞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9 

乞 只一包三錢銀提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50 

乞 誰人卜嫁乞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37 

乞 姨仔你來嫁乞我罷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34 

乞 小妹只話(侢敢)說乞伊

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1.098 

乞 只水捧卜乞阮啞娘洗面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063 

乞 我將實話說乞你知 《荔鏡記》 1566 刊行 23.029 

乞 將心腹話說乞伊曉得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069 

乞 我今力拙話說乞你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049 

乞 力恁孜娘仔嫁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041 

乞 力仔嫁乞林大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422 

乞 甲人嫁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19 

乞 力仔嫁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360 

乞 力仔嫁乞林大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422 

乞 甲你嫁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438 

乞 將荔枝掞落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7.103 

乞 力親情放乞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517 

乞 甲恁查厶仔去賣乞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312 

乞 甲我來賣乞人飼 《荔鏡記》 1566 刊行 13.050 

乞 我今力拙話說乞你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049 

乞 你去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1.078 

乞 叫出來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108 

乞 我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63 

乞 打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56 

乞 著打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15 

乞 你去打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16 

乞 乞我驚一頓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167 

乞 乞我阻一頓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240 

乞 乞我斟一下 《荔鏡記》 1566 刊行 55.022 

乞 荔枝乞恁便是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394 

乞 十兩乞恁官人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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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四丈一尺乞你做裘裙夾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5.065 

乞 另零五兩乞你路上使用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63 

乞 銀便乞你做盤費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76 

乞 掠子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1.063 

乞 我一銀錢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176 

乞 渡錢在只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7.027 

乞 我只處半錢銀乞你買酒

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179 

乞 是金是銀持來乞人買物

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7.077 

乞 半錢艮乞你沽酒請長解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4.052 

乞 一瓶酒乞你食盡空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4.071 

乞 著銀乞我做盤費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61 

乞 我結一雙好花鞋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31 

乞 我今設一計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8.067 

乞 銀持二兩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8.052 

乞 阮只處送一包馬轎錢乞

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8.055 

乞 無銀來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04 

乞 我討一個女ㄙ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95 

乞 今官人寫有書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5.085 

乞 你持銀乞小七去上街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202 

乞 你討糜乞我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261 

乞 貯飯乞我添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262 

乞 開牌乞你体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8.038 

乞 一百兩在只乞三舍做盤

纏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2.032 

乞 討酒討肉乞小七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5.091 

乞 留腿乞你走路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4.071 

乞 持紙筆來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6.017 

乞 你遞書去乞恁官人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6.027 

乞 有銀來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03 

乞 持銀來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25 

乞 就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26 

乞 送水飯去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49 

乞 夭有幾件寒衣來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4.049 

乞 無物來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5.065 



 212 

乞 重石埠抱來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400 

乞 無銀來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04 

乞 小七你去揭傘子來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4.103 

乞 持紙筆來乞我寫一封書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6.013 

乞 你去持一個裘來乞我穿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06.035 

乞 捧一盆水去乞伊洗面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8.069 

乞 你且去捧水來乞我洗面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015 

乞 你且去持紙筆來乞我寫

一封書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6.013 

乞 香錢在只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5.028 

乞 討衣冠來乞恁三舍穿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6.075 

乞 油火錢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67 

乞 無油夷錢送乞阮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79 

乞 銀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92 

乞 只一包銀二錢在只送乞

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156 

乞 油火錢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67 

乞 銀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92 

乞 阿娘繡房內描花個持來

乞你寫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1.070 

乞 是金是銀持來乞人買物

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7.077 

乞 馬要送乞磨鏡人去乜事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307 

乞 將只一隻馬送乞你做相

謝錢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6.049 

乞 我將只封書持去乞阿爹

知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234 

乞 有金有銀持出乞阮口微放

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8.028 

乞 吊監錢持來乞阮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155 

乞 銀持去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91 

乞 將青梅擲出來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6.033 

乞 有渡錢在只乞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7.017 

乞 無油夷錢送乞阮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79 

乞 我罵一場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215 

乞 粗罵一場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158 

乞 粗打一頓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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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我驚一下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8.086 

乞 我有羅巾一方戒指一對

乞兄為記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51 

乞 討物來乞你點心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51 

乞 貯有五百太平錢，乞恁收

去做表記。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3 

乞 貯得五百太平錢，乞君佐

表記。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3 

乞 我一錢銀乞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4 

乞 我明早卜一兩銀乞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6 

乞 我明早卜一雙釵乞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6 

乞 一兩銀乞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6 

乞 亦罷，甲我爹討一個大大

官乞你佐。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8 

乞 你爹討官我佐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8 

乞 將只物乞我為記罷了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9 

乞 寄一消息去乞伊知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4 

乞 有消息報乞媽知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9 

乞 情願減壽乞伊添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8 

乞 送銀米來乞我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0 

乞 乞我驚一下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0 

乞 力阮生月寫乞別人去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2 

乞 令妹年月賜乞學生去回

消息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3.25 

乞 將年月乞兄去 《金花女》 萬曆刊行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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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1619) 

乞 桃香自小來乞人飼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4.16 

乞 私恩持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9.56 

乞 十兩銀在只盡乞你持去

做盤費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9.82 

乞 麻米乞人食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3.161 

乞 包一包飯乞爾去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3.172 

乞 ？給五兩麻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3.174 

乞 緞裘裙并頭插持乞伊插

去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37 

乞 有緞裘裙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41 

乞 大毛蜆、狗螺聖，乞許興

君阿媽夥食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8.38 

乞 討二介乞伊食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8.186 

乞 討消息乞伊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7.49 

乞 叫出來凌遲一頓乞伊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6.19 

乞 我正好凌遲一頓乞伊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6.19 

乞 說出因端乞娘知 《蘇六娘》 萬曆刊行

(1573-1619) 

02.085 

乞 無物通乞你 《蘇六娘》 萬曆刊行

(1573-1619) 

02.085 

乞 一隻釵子在只乞你 《蘇六娘》 萬曆刊行

(1573-1619) 

02.085 

乞 人情不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155 

乞 恁無艮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37 

乞 一兩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64 

乞 湯一盆乞阮洗面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43 

乞 茶一碗乞阮洗口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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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另五錢艮乞你路上佐盤

纏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0.078 

乞 我有一錢銀只處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563 

乞 做一生功德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372 

乞 做一生功德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287 

乞 有艮卜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62 

乞 現一個ㄙ乞小七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0.126 

乞 待我回書乞你去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1.131 

乞 買包乞伊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1 

乞 討飯乞我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029 

乞 討粥乞我添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031 

乞 討物乞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051 

乞 你卜討乜乞我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052 

乞 你句夾一個雞腿乞小七

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621 

乞 五娘掞荔枝乞我為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8.045 

乞 剩一分乞小七買物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476 

乞 留一口乞我食物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1.057 

乞 提一兩去乞長解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56 

乞 你卜硬甲我嫁乞伊啞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394 

乞 將手帕包荔枝掞落去乞

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6.084 

乞 將手帕共荔枝掞落去乞

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7.093 

乞 （一枝金釵）提去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39 

乞 力只親情許乞恁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415 

乞 將心腹話說幾句乞伊聽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3.006 

乞 罵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09 

乞 打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448 

乞 潑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175 

乞 大搥打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3.275 

乞 我驚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1.051 

乞 咱娘仔亦著嫁乞伊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3.084 

乞 一話說乞官人知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7.028 

乞 掠阮親情許乞馬俊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021 

乞 都捧若茶乞官人食了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201 

乞 將花卜乞伊一個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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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掠阮親情許乞馬俊去了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454 

乞 掠你親情許乞馬俊去了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456 

乞 今誰知你親情許乞別人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461 

乞 英臺若還嫁乞馬俊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523 

乞 留卜名聲乞人上青史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537 

乞 掠阮親情許乞馬俊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7.018 

乞 卜將鳳女妹打對乞二仔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125 

乞 分明說乞仔知機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8.140 

乞 親情許乞伊人  《竇滔》 1852-1853 抄本 21.123 

乞 將小姐仔配乞我孫為婚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6.125 

乞 將心腹話說幾句乞伊聽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002 

乞 另五錢銀乞汝路上做盤

纏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9.023 

乞 租乞伊收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89 

乞 阮亞娘嫁乞值一個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7.016 

乞 爾力荔枝手帕獻乞我做

乜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361 

乞 罵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034 

乞 我罵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145 

乞 打一柄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120 

乞 罵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419 

乞 驚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40.028 

乞 打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062 

乞 用鹽醋乞伊食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22.48 

乞 阮不免試一頓乞伊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659 

乞 阮不免左意是試一頓乞

伊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779 

乞 (原因)訴乞老爺知詳細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5.69 

度 書卜度啞公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315 

度 只个卜度我買酒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53 

度 討油火錢度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78 

度 有銀度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197 

度 送飯度誰人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06 

度 送衣裳來度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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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捧湯來度我洗面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076 

度 書寫度誰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277 

度 將只鶯柳提來去度阮爹

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90 

度 (一件衣裳)提來度你穿

伊可燒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3 

度 討粥度你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3 

度 就著寫離書來度阮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4 

度 院子送五斗米、十兩銀來

度咱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度 討死度我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1 

度 有乜詩來度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1 

度 有一拖詩提來度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1 

度 今只銀那卜度伊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3 

度 糊一碗度阮亞公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83 

度 糊一碗度阮亞媽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84 

度 一錢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89 

度 提豔色衣裳度三爹換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2.119 

度 畏無物通度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378 

度 你寫二年文字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09 

度 去寫文契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41 

度 我共你 chua7 一人泉州仔

度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733 

度 我甲益春送花度三哥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04 

度 恁亞娘甲你送花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37 

度 不是甲你送花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41 

度 我共你做一個度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135 

度 陳厝恁人送飯度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21 

度 刺一雙鞋度你穿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362 

度 我甲你捧湯度我洗面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06 

度 簡捧湯卜度啞娘洗面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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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那有十兩艮度三爹買書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046 

度 留只處捧湯度啞娘洗面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203 

度 甲阮送去度官人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39 

度 陳厝恁人送飯度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21 

度 小人寫幾行字來度啞娘

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313 

度 今卜送花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42 

度 送碗飯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056 

度 罔秤一錢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29 

度 今卜送花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42 

度 阮亞娘甲阮送花來度恁

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68 

度 即甲尒送花來度阮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7 

度 家后田業都交付度你管

理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063 

度 將你寫個契書提來度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258 

度 我共你送去度阮亞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292 

度 我將只花帶還來去度阮

亞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9 

度 我罵一頓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268 

度 番羅你緊緊送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257 

度 將牡丹花卜度我摘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8.096 

度 琴書送度祝官人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68 

度 隨童琴度你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69 

度 送去度先生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486 

度 恁有草稿，一張度我。  《竇滔》 1852-1853 抄本 5.116 

度 討湯度你洗腳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77 

度 討飯度你食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79 

度 將你撥度我做身邊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98 

度 將你打碓度我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136 

度 鴨頭通來度我配燒酒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3.168 

度 阮卜送恁只身下三尺紅

布仔度你去包頭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3.186 

度 我卜報名度大家相識一

下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5.161 

度 你的龜度伊辱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0.184 

度 阮一點春心今卜交度誰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24 



 219 

度 多人卜提錢度爾用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041 

度 番羅爾緊去ㄑ送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024 

度 冥旦次一雙鞋度汝穿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076 

度 我畏無物通度汝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086 

度 討飯度我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7.011 

度 討粥度我添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7.013 

度 我卜討物度汝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7.014 

度 檳榔捧來度小七亞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7.027 

度 荔支誰人掞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172 

度 汝人未討死度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183 

度 可有書度我無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1.021 

度 手帕荔枝提來度阮掞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4.043 

度 鏡無通度恁磨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59 

度 罔度伊磨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63 

度 卜度恁磨勞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64 

度 都不知人鏡卜度伊磨不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88 

度 者鏡度恁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90 

度 者水度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094 

度 向說有一錢銀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89 

度 人客銀度恁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90 

度 即一錢銀度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94 

度 鏡度阮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96 

度 銀度恁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222 

度 乜通度伊磨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238 

度 誰甲恁度伊磨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242 

度 一錢銀度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46 

度 三年文契度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72 

度 我ts‘ua7 一個泉州翁度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408 

度 我討一盆水度汝捧去度

亞娘洗面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7.064 

度 捧卜度阮亞娘洗面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023 

度 卜度恁亞娘洗面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024 

度 簡卜捧湯度亞娘洗面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049 

度 將你寫個契書提來度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2.103 

度 樓上荔支因乜卜來掞度

恁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2.142 

度 提去度阮都牢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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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送水飯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35 

度 送度誰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46 

度 甲我送去度官人帶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10 

度 今送花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11 

度 甲阮送去度有情人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12 

度 無某度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2.109 

度 無某度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2.112 

度 甲伊各二、三兩度你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26.66 

度 將狗肉做饅頭卜度恁食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31.51 

度 查某仔度我飼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53.10 

度 和尚帽度你做色褲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826 

度 袈裟度你做裙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827 

度 左意是試一下度你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928 

度 袈裟卜度人做裙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966 

度 和尚帽又卜度人做色褲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967 

度 打一個九仙圈度阮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979 

還 今冥還恁鴛鴦債 《荔鏡記》 1566 刊行 33.007 

還 你無厶還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38 

還 財禮加倍還他 《荔鏡記》 1566 刊行 44.199 

還 將湯接過來還我洗面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085 

還 放一厝泉州仔還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67 

還 放屎還恁去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79 

還 討無厶還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58 

還 討銀子還他 《荔鏡記》 1566 刊行 44.206 

還 討一查厶仔還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322 

還 伊寫書還阿公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279 

還 我家人提有銀還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210 

還 (只書託小妹)共阮送還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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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娘 

還 三錢二錢算還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241 

還 只檳榔都送去還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79 

還 只金釵送去還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87 

還 只鏡卜抱還伊去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168 

還 你力只禮聘送轉去還伊

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09 

還 將只禮聘送轉還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77 

還 把奴婢判還林大 《荔鏡記》 1566 刊行 44.177 

還 著送工錢還阮年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072 

還 阮一枝金簪提還阮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12 

還 還我相思債自消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1-2 

還 還娘子一分銀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3 

還 羅帕還伊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8 

還 將阿姑一付舊緞裘裙，持

來還伊穿去罷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78 

還 梅香許一付舊緞裘裙，持

來還伊去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82 

還 金釵番羅送還許儕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25 

還 三錢二錢筭還伊人去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097 

還 我不都買米粉還你伴了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5 

還 伊句買三碗米粉還我伴

了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8 

還 五娘若還嫁林厝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6.003 

還 黃氏五娘若還嫁林厝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6.026 

還 我將只花帶還來去度阮

亞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9 

還 五娘有荔枝還小的為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069 

還 老爺又把奴家斷還林大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104 

還 紙筆來還林大寫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14 

還 爾無ㄙ還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153 

還 黃忠志女子不還小的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155 

還 舖司公，筆硯還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1.214 



 222 

還 我一封書送去還亞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1.216 

還 小帽還三爹伴頭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2.029 

還 將琴書還小弟為聘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65 

還 英臺若還嫁乞馬俊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4.523 

還 我先出一對還你對  《竇滔》 1852-1853 抄本 5.172 

還 我又出一對還你對  《竇滔》 1852-1853 抄本 23.54 

還 (織錦)還伊進獻天子  《竇滔》 1852-1853 抄本 24.201 

還 送柴米來還我度日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6.233 

還 五娘若還嫁林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1.002 

還 黃氏五娘若還嫁林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1.011 

還 句著算工錢還小人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82 

還 寫文契還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79 

還 亞娘汝不著送飯還小人

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178 

還 甲阮送花來還恁帶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26 

還 阮早間甲益春送花來還

官人帶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51 

還 五娘有手帕荔枝還小的

為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43 

還 老爺又把奴家配還林大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71 

還 紙提來還林大寫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86 

還 爾無某還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94 

還 黃忠志女子不還小的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96 

還 阮前日有經還恁念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52.26 

與 多少銀子送與知州 《荔鏡記》 1566 刊行 52.037 

與 將五娘許與林大  《荔鏡記》 1566 刊行 44.031 

與 封書寄與黃五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52 

與 開生路與小的走 《荔鏡記》 1566 刊行 52.054 

與 取紙筆與他供狀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9.055 

與 兩豬兩羊與我祭江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5.29 

送 你力只禮聘送轉去還伊

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09 

送 將只禮聘送轉還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77 

送 你共伊人送書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27 

送 送碗飯去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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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卜送飯乞阮官人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096 

送 送飯度誰人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06 

送 送三錢銀乞你買酒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51 

送 送一碗飯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231 

送 金釵一雙送你做茶錢 《荔鏡記》 1566 刊行 46.018 

送 送衣裳來度我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25 

送 只一對書送返恁啞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44 

送 多少銀子送與知州 《荔鏡記》 1566 刊行 52.037 

送 金釵番羅送還許儕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25 

送 你將只禮物共我送去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30 

送 香錢在只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5.028 

送 將只一隻馬送乞你做相

謝錢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6.049 

送 送工錢還阮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072 

送 馬要送乞磨鏡人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307 

送 只手帕送君做古記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403 

送 七尺送你寫銘旌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5.064 

送 阮只處送一包馬轎錢乞

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8.055 

送 送水飯去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49 

送 油火錢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67 

送 無油夷錢送乞阮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79 

送 銀持去送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91 

送 銀送乞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0.092 

送 力你送官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2 

送 送銀米來乞我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0 

送 送我銀共米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送 送五斗米、十兩銀來度咱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送 (雲錦帕一條)送媽親包

頭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394 

送 (菱花鏡)送姊姊照面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394 

送 十兩白金送你上京 《金花女》 萬曆刊行 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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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1619) 

送 將只禮聘送返林厝去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354 

送 我共你送去度阮亞娘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292 

送 今卜送花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42 

送 阮亞娘甲阮送花來度恁

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68 

送 甲尒送花來度阮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07 

送 我甲益春送花度三哥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04 

送 恁亞娘甲你送花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37 

送 甲阮送花來度恁帶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39 

送 甲你送花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41 

送 (一枝金針)送恁二位買

酒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5.084 

送 有艮卜送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03 

送 送碗飯去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056 

送 人有艮卜送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05 

送 陳厝恁人送飯度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21 

送 你有艮送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8.074 

送 琴書送度祝官人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68 

送 只琴書送你為聘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72 

送 阮卜一項物送你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3.151 

送 你一命送幽冥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4.11 

送 家書一封、銀二百兩送伊

老母收入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7.26 

送 銀二十兩送我作盤費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7.27 

送 送伊多少錢米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9.291 

送 黃金送贈有孝人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9.297 

送 送柴米來還我度日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6.233 

送 將只聘禮送返林厝去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070 

送 力我送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5.048 

送 力汝送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5.049 

送 送飯還小人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178 

送 送飯汝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179 

送 有銀卜送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18 

送 爾都有銀送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29 

送 送水飯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035 

送 阮有金針送伊去典當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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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送百兩黃金黃家為聘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41.074 

送 送花去度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7.011 

送 阮有百兩黃金送大王買

命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34.55 

送 阮有錢卜送你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46.22 

送 阮有錢送你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46.34 

送 有錢卜送我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46.38 

賣 甲我來賣乞人飼 《荔鏡記》 1566 刊行 13.050 

賣 甲恁查ㄙ仔去賣乞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312 

賣 賣身人厝做奴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2.029 

賣 子孫生來賣人做奴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3.037 

買 三分乞你買物食了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45 

買 我買物乞你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309 

買 只一塊可小乞小妹買鍼

線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211 

買 只个卜度我買酒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153 

買 即零碎銀乞你路上去買

物食 

《荔鏡記》 1566 刊行 49.149 

買 我只處半錢銀乞你買酒

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179 

買 是金是銀持來乞人買物

食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7.077 

買 只二錢銀乞你去買果子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8.247 

買 買米粉還你伴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5 

買 我買包伊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7 

買 伊句買三碗米粉還我伴

了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4.578 

買 我買物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57 

買 你卜買乜我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571 

買 買酒包粉你食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572 

買 那有十兩艮度三爹買書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046 

買 阮有一枝金針送恁二位

買酒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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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有三兩艮賞恁眾人買酒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7.187 

買 我買物汝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394 

買 二兩銀賞恁去買酒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6.132 

買 買物我食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40.005 

賠 無物通賠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28 

賠 將身賠你去使用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35 

賠 我今無銀通賠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40 

賠 今無物通賠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47 

賠 你賠我十五兩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60 

賠 將身賠阮 《荔鏡記》 1566 刊行 21.086 

賠 賠伊人性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071 

賠 賠伊聘禮 《荔鏡記》 1566 刊行 33.028 

賠 賠伊財禮 《荔鏡記》 1566 刊行 36.067 

賠 賠你禮聘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64 

賠 賠你財禮 《荔鏡記》 1566 刊行 44.212 

賠 有是乜錢銀來賠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149 

賠 無乜通賠恁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160 

賠 將身賠鏡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8.042 

賠 有乜通賠恁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468 

賠 無物通賠恁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539 

賠 值處向多艮通賠恁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555 

賠 將身賠恁去使用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02 

賠 將身賠鏡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0.064 

賠 艮賠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6.15 

賠 無物通賠恁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34 

賠 汝將身賠鏡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7.024 

賠 銀賠爾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5.092 

交付 一點春心今來交付乞誰 《荔鏡記》 1566 刊行 3.044 

交付 (只鏡)交付恁益春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284 

交付 阮阿娘交付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8.061 

交付 領票交付你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9.088 

交付 阮娘子交付你去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11 

交付 甲我一身交付誰？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395 

交付 香羅手帕交付你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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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 家后田業都交付度你管

理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063 

交付 一柄掃帚交付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38 

交付 阮亞娘交付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8.056 

交付 家後田業都交付你管理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056 

交付 一柄掃帚交付汝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76 

罵 罵我乜事 《荔鏡記》 1566 刊行 13.081 

罵 罵婆仔乜事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021 

罵 我罵你幾句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088 

罵 你去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1.078 

罵 陳三只外力簡乜都罵除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155 

罵 夭敢連啞娘乜都罵除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157 

罵 夭都連我乜都罵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158 

罵 你罵我賊奴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84 

罵 我罵你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323 

罵 伊罵阮閒言語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360 

罵 叫出來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108 

罵 罵我乜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156 

罵 罵娘仔怯心肝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160 

罵 去叫來我罵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263 

罵 未敢罵我老禽獸 《荔鏡記》 1566 刊行 32.057 

罵 今日罵伊人幾句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21 

罵 罵你幾句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0.123 

罵 縱然罵我做賊奴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199 

罵 我罵一場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215 

罵 叫來粗罵一場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4.158 

罵 罵你做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269 

罵 你見然罵我做奴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534 

罵 見然罵我做奴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541 

罵 你只處罵我乜事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605 

罵 你只外罵我乜事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623 

罵 你卜罵我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1.64 

罵 叫過來罵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09 

罵 罵我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156 

罵 我罵一頓度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268 

罵 罵小人佐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559 

罵 亞娘罵你乜事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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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 罵你脹肚、上蝇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0.171 

罵 叫出來罵一頓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3.034 

罵 汝聲ㄑ罵我做奴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359 

寫 書寫度誰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277 

寫 伊寫書還阿公 《荔鏡記》 1566 刊行 24.279 

寫 今官人寫有書乞我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5.085 

寫 力我生月寫乞別人去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1 

寫 你寫三年文字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09 

寫 寫文契度我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641 

寫 小人寫幾行字來度啞娘

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313 

寫 寫文契還我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379 

打 卜打手指乞你 《荔鏡記》 1566 刊行 5.103 

打 打一頓乞伊 《荔鏡記》 1566 刊行 14.156 

打 待我粗打一頓乞伊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44.101 

打 死老狗做有緞裘裙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40 

打 打我頭插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40 

打 打你一頓有見罪名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6.142 

打 打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448 

打 打伊乜事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452 

打 打你做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483 

打 打伊做乜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8.036 

打 待小七打一頓乞伊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507 

打 卜將鳳女妹打對乞二仔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125 

打 將你打碓度我  《竇滔》 1852-1853 抄本 9.136 

打 打一柄乞伊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8.120 

打 打一個九仙圈度你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0.829 

說 我將實話說乞你知 《荔鏡記》 1566 刊行 23.029 

說 我今力拙話說乞你聽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049 

說 共阮說一半聲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49 

說 說幾句你聽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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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說 共阮說一聲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4 

說 共你說真情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說 將心腹話說幾句乞伊聽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3.006 

說 有話卜共恁啞娘說 《順治荔枝記》 1651 刊行 13.132 

說 待我去共阮啞娘說一聲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151 

說 共啞公啞媽說乜事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4.193 

說 夭你那共阮說一聲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208 

說 我共益春說一聲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9.217 

說 苦在心頭共誰說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0.015 

說 共伊說一聲 《同窗琴書記》 1782 刊行 12.016 

說 我有一句話卜共你說  《竇滔》 1852-1853 抄本 18.056 

說 共恁說消息  《竇滔》 1852-1853 抄本 21.084 

說 共子說出只因依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4.052 

說 將心腹話說幾句乞伊聽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0.002 

說 共阮亞娘說一半聲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25.119 

說 有話共誰說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20.036 

說 共仔說是乜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35.106 

做 呼我做大鼻 《荔鏡記》 1566 刊行 5.017 

做 甲阮叫尒做官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86 

做 尒既不叫小人做官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22.287 

做 又叫你做三爹 《荔鏡記》 1566 刊行 25.196 

做 甲人叫你做官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26.465 

做 今莫叫伊做陳三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2 

做 叫伊做官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3 

做 甲簡叫伊做官人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6 

做 今阮都叫伊做官人了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7 

做 人情做乞啞娘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29 

做 人情做歸一乞恁 《荔鏡記》 1566 刊行 29.170 

做 你叫我做小七爹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7.198 

做 值人即叫你做三哥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135 

做 縱然罵我做賊奴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9.199 

做 叫伊做三舍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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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叫我做親家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35.024 

佐 我共你佐一暗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11 

做 死老狗做有緞裘裙乞我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6.039 

做 冷飯做通乞姑食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8.179 

做 我共你做一個度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5.135 

做 做一生功德乞你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15.287 

做 汝聲ㄑ罵我做奴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8.359 

騙 騙我金銀可多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44 

騙 騙伊零錢薄鈔多少是好 《荔鏡記》 1566 刊行 45.021 

騙 你騙我百雙金釵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3.254 

騙 知州騙我一百兩艮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34.013 

騙 知州騙我一百兩銀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43.012 

騙 汝騙我百雙今釵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2.107 

騙 騙人銀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37.028 

騙 騙咱銀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37.047 

欠 誰欠你ㄙ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33 

欠 你欠我ㄙ 《荔鏡記》 1566 刊行 37.034 

欠 是我前世欠君債 《荔鏡記》 1566 刊行 48.067 

欠 欠你乜債討未盡 《金花女》 萬曆刊行

(1573-1619) 

16.157 

欠 欠你工錢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9.277 

欠 誰欠你ㄙ 《順治本荔枝記》 1651 刊行 23.253 

欠 大厝肯欠恁工錢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16.183 

欠 誰欠汝某 《光緒本荔枝記》 1875-1911 刊行 32.106 

教 教我一步訣 《荔鏡記》 1566 刊行 19.322 

教 教我手藝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6.047 

教 教你手段 《萬曆本荔枝記》 1581 刊行 16.051 

教 除非小姐教小人一個藥

方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2 

討 討茶度官人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48 

討 甲我爹討一個大大官乞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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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佐 208 

討 討一碗來你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3 

討 （粥）討來我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3 

討 好意討粥度你食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3 

討 來共我討人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5 

討 討伊捨施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19 

叫 叫你一聲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28 

助 助咱白銀五兩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6.228 

助 我助二兩乞你獨自養老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24.127 

寄 寄恁許肉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53.152 

配 將小姐仔配乞我孫為婚  《竇滔》 1852-1853 抄本 36.129 

賞 二兩銀賞我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26.058 

賜 賜院子二個肉包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賜 賜你袈裟、錫杖、芒鞋 《泉腔目連救母》 1900 前後 

抄本 

64.161 

抹 共娘子抹許唇上一下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3 

呾 共阮呾好話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0 

借 (銀)借小人看一下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上

36 

提 將骰提來我看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47 

唱 唱一個阮聽 《滿天春》 1604 印行 明刊閩南戲曲：下

21 

問 甲阮問你一個詳細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549 

應 乜話通應伊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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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回 回秀才一杯酒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204 

補報 補報恁恩愛 《滿天春》 1604 印行 泉州傳統戲曲 II：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