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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空間與認知：以客語的身體部位詞為例
計畫主持人：賴惠玲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有二：首先，我們檢視「頭」
、
「背」
「肚」
、
「唇」
、
「尾」
、
「面」
「腳」及「腰」等客語身體部位詞在語法化歷程牽涉之語意動機與句法機制。在動機方
面，
「無生命物件為有生命個體」隱喻、
「空間為物件」隱喻、
「時間為空間」隱喻、
「空
間鄰近」轉喻以及「以類別成員替代類別」轉喻促成這些身體部位詞之多樣性語意；在
句法機制方面，透過重新分析與類推，身體部位詞詞類亦由自由語素用法發展出附著性
高之類詞綴用法。另一方面，根據空間框架理論，本文進一步探討「本質空間框架」與
「相對空間框架」如何影響身體部位詞之語意，我們並發現，身體部位詞前不同的名詞
類別與空間框架會產生不同的互動關係，經由詞彙意義與外在世界知識之連結，進一步
造成不同程度的歧義現象。本研究結果為此普遍之語法化路徑提供另一實證，並展現客
語身體部位詞的語義發展，以及身體部位詞由獨立的詞逐步虛化為類詞綴的過程。
關鍵詞：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重新分析、類化、隱喻、轉喻、空間框架

1. 研究動機及目的

語言是人類認知行為的一種體現， 因而，人類常常使用自身的身體部分或個人的
生活經驗來描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語言學家 (Allan 1989) 稱這種行為叫做「以人類為
中心的」 (anthropocentric) 。語言學家 Heine 的研究例子顯示有很多語言均利用具體
的人類的身體部位來表達抽象的空間概念。Heine 指出身體部位詞與空間標示詞的語言
形式有許多相似性。藉助其他學者如 Goldap (1992:613) 及 Stolz (1994:61) 的研究，
Heine (1997:62) 進一步指出空間標示詞是源於身體部位詞，同時這種發展是語言很普遍

的發展過程。例如，在非洲語言 Swahili 語中，表示「胸部 (breast) 的詞 mbele 即語法
化 (grammaticalzed) 成表示「前面」 (front) 的空間意義 (Heine et al. 1991)。Lillehaugen
(2004) 的研究也指出在墨西哥 Valley Zapotec 語中，表示「胃部」 (stomach) 的詞也
語法化成表示「裡面」 (inside) 的空間意義。另外，Matsumoto (1999) 的研究發現，日
語各個身體部位詞有從名詞發展為空間介詞的現象，如 waki 原指「人的側腰部」
(flank)，進一步延伸出「旁邊」 (beside) 的空間語意。除此之外，Heine and Kuteva (2003)
更發現英語、冰島語 (Icelandic) 以及位於墨西哥東南方的佐齊爾語 (Tzotzil) 等語言
中，表達身體部位「背部」 (back) 概念的詞語皆有延伸出表達空間關係「後面」的概
念之現象。由以上跨語言的例子可見由身體部位詞發展至空間概念的語意延伸路徑在人
類語言中是普通的現象。
在身體部位詞的語法化過程中，Levinson (2003:106) 及 Heine et. al. (1991:130) 還
發現各個部位詞的發展順序，有先後不同，呈現以下的等級：
「後面」 (back) 最先，其
次是「前面」（front），「旁邊」 (side) ，「頂部」 (top) ，最後是「底部」 (bottom) 。
也就是說，如果某個語言的「頂部」已由身體部位詞發展出空間意義，那麼這個語言的
「後面」
、
「前面」
、
「旁邊」也已經由身體部位詞發展出空間意義了。Heine (1997) 研究
非洲語系及大洋語系結果顯示，
「頭」
、
「臉」
、及「肩」常會發展出「上面」的意義，
「臀
部」或「腳」發展出「下面」的意義，
「臉」
、
「眼睛」
、
「前額」發展出「前面」的意義，
有時「嘴」、「頭」及「肚」也會發展出「前面」的意義。「後面」多由「背部」發展而
來，有時也會由「臀部」或「肛門」發展而來。「裡面」大部由「肚」發展而來，少數

由「心」或「手掌」而來。
在漢語亦有一些相關研究。如蔡中立（1994）研究漢語裡身體部位器官譬喻現象，
劉秀瑩（1997）研究漢語及英語身體部位現象與文化差異，曹逢甫、蔡中立與劉秀瑩
（2001）更出專書從漢語裡身體的譬喻現象來檢視語言與認知的重要介面。在閩南語的
研究中，林清淵（2003）分析了閩南語的身體譬喻與代喻。相對比較下，客語中關於身
體部位詞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是以，客語身體部位詞的語法化現象以及在空間概念的展
現等議題是相當值得研究。
檢視部分客語語料後，我們發現，在客語中，許多身體部位詞都表現出語意擴張為
空間概念的現象，如「頭」原指人的頭部，經隱喻及類推後可用在多數的物體名詞後表
達物體的前端、起始處之語意，如：街頭、墳頭、莊頭、棚頭等、
「背」原指人的背部，
經概念化後用在物體名詞後表達物體的後面之語意，如：山背、車背、桌背、井背等；
「肚」原指人的腹部，經語法化後置於物體名詞後表達物體的內部之語意，如：花園肚、

詩肚、山肚、海肚等；「唇」原指人的嘴唇，語法化後置於物體名詞後指物體的旁邊之
語意，如：路唇、門唇、屋唇、公園唇等。另外，「背」、「肚」及「頭」更可進一步發
展出詞綴的用法，置於其他空間詞後面或前面，如：上背、裡肚、頭前等。我們將檢視
更多的客語語料以建構更完整的語意延伸網絡。
本研究將客語的身體部位詞「背」、「頭」、「肚」、「唇」、「尾」、「面」、「腰」、「腳」
一一做了檢視，探討客語身體部位詞發展出空間意義的規律及形式，同時以認知語意的
角度加以詮釋。第二節就介紹與研究主題相關之理論架構。

2. 理論架構

本節將介紹兩個相關的理論架構。2.1 節交待語法化的形式動機及語意機制。2.2
節介紹空間與認知之理論。2.3 節評述理論的適切性。

2.1 語法化：動機與機制

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理論在西方學者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Meillet
(1912), Paliuca (1994), Heine (1997), Heine and Kuteva (2003) 及其他學者的研究下，已有
一套完善的機制適切分析主要詞類如名詞或動詞的句法及語意的發展。Heine and
Kuteva (2003:2) 進一步指出這個理論提供了分析工具以解釋不同語法意義之相關性，妥
切處理一詞多義的現象，以及為何某些語言形式同時具有多種詞彙及句法功能。自
Meillet (1912) 以來，學者們相繼提出各式原則以發掘詮釋不同語言的語法化路徑。同
時學者們也進一步指出語法化的發生過程會啟動以下機制：句法方面，重新分析
(reanalysis) 或類比 (analogy)。語意方面，隱喻.(metaphoric mapping)、轉喻 (metonymic
process) 及語用強化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首先，Hopper and Traugott (2003:92) 指出一般而言語意改變，包括語法化，是一種
問題處理 (problem-solving) 的過程。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是運用隱喻策略以一個語意
範疇來表示另一個語意範疇。另一個方法是利用轉喻改變以尋求說話者與聽話者互動時

溝通及協調的規律性。這兩種解決問題的方向均為達到更高的訊息性及表達性
(expressivity) 。Harris (2005:537) 也提到句法改變是為了多樣表達的需求。具體而言，
隱喻 (metaphor) 的過程是跨概念界限的推論(inference)，一般又叫「映射」 (mapping) 。
這樣由一個範疇連接到另一個範疇的過程是藉助類化 (analogy) 及象似關係 (iconic
relationships) 來完成。另一方面，由於語境相鄰而導致的語意改變叫轉喻 (metonymy)
改變，經常是藉由情境中之一個意義轉而表示另一個意義。Radden and Kövecses
(1999:21) 將轉喻定義為「在同一個認知框架下，藉由一個概念個體，又叫「媒介」
(vehicle) 來理解另一個概念個體，又叫「目標」 (target) 的認知活動。」大致而言，轉
喻類似於轉向對某一情境的主觀表達。綜言之，隱喻與轉喻是說話者在使用語言時，兩
個互補的過程，前著藉助類比，而後者藉助重新分析。
接著介紹語法化中的構詞句法機制。Hopper and Traugott (2003:39) 表示，語法化的
發生一定要有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及類比 (analogy) 的過程。Langacker (1977:58) 定
義重新分析為「不馬上或本質改變表層展現的順序而將語言結構做調整」。Hopper and
Traugott (2003:51) 同時表示，除了結構的重新括弧之外，重新分析也會改變階層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 ，詞法類別標示 (category labels)，句法關係 (grammatical relations)
及連貫性 (cohesion)。通常重新分析的例子會牽涉以上幾種的變化。如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51, (3)) 的一個英文例子 [[back] of the barn] > [back of [the barn]] 即是由
原來的名詞重心在前介詞片語在後的組合變成介詞片語在前，名詞重心在後的改變。而
這樣的改變並非一步完成，而是由許多步驟連結在一起而完成的。首先，重新括弧即造

成詞組的改變，其次重心轉移即造成階層關係改變，而 back 由名詞轉變成介詞即是語
法類別的標示的改變。是以，重新分析，不但句法詞法會改變，語意也會跟著改變。
其次來看類比 (analogy)。類比主要是修飾表面結構顯現的部分，本身並不會產生
規則變化。類比主要是現存的形式對已經存在的構式靠攏。相較於重新分析的隱性，類
比是外顯的變化。同時，重新分析的結果是線性句法的改變，而類比則是牽涉範例組織
(paradigmatic organization)、表面組合關係 (surface collocations) 及使用的形式 (patterns
of use) 的改變。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39f) 提供一個簡單的例子來區分這兩種機制。如古英文
的片語 cild ‘child’ + had

‘person, condition’ 變成一個複合詞，然後，-hood 再變成表

示抽象狀態的派生詞綴。而中古英文時 –hood 擴展至新的環境形成如 falsehood ，即
是類比的結果。一旦 –hood 變成了派生詞綴，它就不限定前面的名詞必須是人，而可
以擴展到新的語境，如 falsehood 即是由形容詞 false+ hood 而形成表示抽象的狀態。
本研究以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的定義為主要分析的基礎，簡言之，轉喻及隱喻
為互補之步驟。轉喻由重新分析而來，隱喻則是類比的結果。

2.2 空間與認知

Levinson (2003) 指出由語言描述空間的不同可看出語言與思想的關係。空間認知
中的指涉的框架 (frames of reference) 可以反映表達空間語言及人類的思考模式。指涉
的框架的多樣性主要可以分成本質的 (intrinsic) 、相對的 (relative) 及絕對的 (absolute)

三種類型。世界上的語言及文化大致離不開這三種類型，Levinson (2003) 把指涉的框
架與其他特徵表列如下：

表一

空間指涉框架分類特徵 (Levinson 2003: 55)

首先本質上的指涉框架指的是物件本身的座標系統，座標 (coordinates) 由物件的本質
特徵，邊緣或物件的刻面為地線或參照。這些刻面可以是人類感官認知後根據計算程式
所付予的，或者是後天慢慢學習而來，或者兩者皆有。語言對這些刻面的表達程序不同。
如英文是採功能導向，電視機的「前面」指的是螢幕播放節目的那一面，而車子的「前
面」指的是車子移動方向的那一面。有些語言如佐齊爾語則是形狀導向。不管程序為何，
主要是依靠物件的感官特徵：形狀、典型的定向，獨特的移動或使用。此外，標示的搜
尋領域的距離也常有極大的不同：有些語言要求物件與背景要有接觸，有些語言則允許
較大的搜尋範圍內的投射即可。請參考圖例 (1a) 如下：

圖一 空間指涉框架圖示 (Levinson 2003: 52)

其次相對的指涉預設了一個「觀察點」 (viewpoint) ，一個物件 (figure) 及一個背景
(ground) ，這三樣形成了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而物件或背景的坐標則是靠觀察點來
決定。如英文的例子 The ball is to the left to the tree. 就是由這種指涉來決定左右的。請
參考圖例 (1b) 。由於觀察的基礎未必是視覺的，如果把這種相對的指涉叫做「以觀察
者為中心的」 (viewer-centered) 有點誤導，如果把它叫成指涉的 (deictic) 又怕造成不
良後果，因為觀察者並不定是「自我」 (ego) ，也並不一定要是一個談話事件的參與
者，如 Bill kicked the ball to the left to the goal. 。然而，不可否認的，指涉用法 (deictic
uses) 仍是最典型的。其他相對的系統則視以下兩點而定：
（a）在特定文化下，不具本
質指涉的使用（b）是否具有三角關係，使得觀察者轉動陣列時，描述的方向也會跟著

改變。最後，絕對的指涉指的是由地心引力提供的固定方向。這種系統要求觀察的人對
一個固定的方位始終保持他們的方向，其感官的元素也相對簡單：語言的表達是二元陳
述 (binary relators) ：物件 (figure) 相對於背景 (ground) ，坐標的標示因為是固定的方
位，永遠都以地面為起點。請參考圖例（1c）。
有了以上的理論架構作基礎，我們接著來分析客語的身體部位詞。

3. 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動因與機制

在客語的身體部位詞中，本文將針對有語意延伸情形之「頭」
、
「背」
、
「肚」
、
「面」、
「唇」、「尾」、「腳」及「腰」進行語法化路徑之分析。
客語身體部位詞最基本之語意為有生命個體如人或動物之特定身體部位，表達此語
意之身體部位詞為名詞用法，前面可不出現其他名詞，如例 (1) 所示：

(1) 頭那/背囊/肚笥/嘴唇/面/腳/腰 恁痛。

身體部位詞指涉的為某人或某樣動物之特定身體部位，若要明確指出此人或此動
物，則需用到領屬結構之用法，見例 (2) :

(2) a.

阿公*(个) 頭那/背囊/肚笥/嘴唇/面/腳/腰 恁痛。

b.

貓公*(个) 頭那/背囊/肚笥/嘴唇/面/腳/腰/尾 恁痛。

c.

厥 頭那/背囊/肚笥/嘴唇/面/腳/腰/尾 恁痛。

(2a) 與 (2b) 顯示，若要明確指出身體部位之領屬者，領屬標記「个」不可省略。 1 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若領屬者與領屬之身體部位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部
分，並已進一步詞彙化成單詞，則此領屬標記「个」之省略是可以接受的（如：牛背、

猪肚、馬面等）。
在以上所提之第一階段中，身體部位之領屬者僅限於有生命之個體，但透過「無生
命物件為有生命個體」隱喻 (INANIMATE OBJECT-IS-ANIMATE CREATURE Metaphor) ，無
生命物件與有生命個體產生跨界映射，在身體部位詞之領屬結構的領屬者名詞位置，類
比為表無生命物件之名詞，此類比歷程如 (3) 所示：

(3) 動物性名詞 + 个 + 身體部位詞 : 非動物性名詞 + 个 + 身體部位詞
阿公个背

大屋个背

貓公个肚項

碗公个肚項

但如 (3) 所列之非動物性名詞之領屬結構使用限制很高，只有當說話者欲明確指出某
一特定物件的特定部位時，才會使用此領屬結構。因此，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會用到
「電視个背」
、
「眠床个頭」等用法，但當說話者欲指涉某一特定部位時，可以一邊用手
指著電視的後面或床的枕頭處，一邊說出「這係電視个背」或「這係眠床个頭」。

1

在主題-評論結構中，(2a)與(2b)句中領屬標記「个」省略是可接受的，但本文不探討此種結構。

張敏 (1998) 研究漢語的「NP1 的 NP2」詞組結構並發現漢語領屬標記「的」之省
略可否是由象似性原則 (iconicity principle) 所決定。更明確地說，NP1 與 NP2 在表面
結構之距離反映了這兩個名詞所指涉之物件在概念結構中之距離。換句話說，當 NP1
與 NP2 概念結構十分接近，如：當 NP1 是 NP2 的一項顯著特質（如：紅花）或 NP2
是 NP1 的一個人們經常互動的顯著部位(如：猪耳朵)，則領屬標記「的」可省略。客語
的身體部位之領屬結構亦反應此象似性原則，當此特定身體部位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
常接觸、互動之部位，則領屬標記「个」的省略是可以接受的，而此省略亦產生了如 (4b)
與 (5b) 所示之 N-N 複合詞結構。

(4) a.
b.
(5) a.
b.

[眠床个] [背]
[眠床背]
[眠床个] [頭]
[眠床頭]

(6) 眠床肚/眠床唇/眠床尾

(4a) 與 (5a) 為領屬結構，而 (4b) 與 (5b) 為 N-N 複合詞結構，在此兩例中，因桌子
的後面部位與床的枕頭部位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與之互動的部位（藏東西在桌子後面、
睡覺頭需靠在枕頭處）
，領屬標記「个」是可以省略的。由 (4a) 至(4b) 與 (5a) 至 (5b)
牽涉到句法上的重新分析，包括詞組結構之改變與前方名詞與身體部位詞間界限之緊密
程度的改變。其他類似之例子如 (6) 所示，
「眠床肚」指的是以床沿為界限往內延伸之

部位；
「眠床唇」指的為床沿的位置；
「眠床尾」指的為相對於放置枕頭那一面的另一端。
以上第二階段之身體部位詞複合詞用法進一步透過「空間為物件」隱喻
(SPACE-IS-OBJECT Metaphor) 與「空間鄰近」轉喻 (Metonymy of Spatial Continuity)，物
件部位語意可產生由物件部位向外或向內延伸之空間語意。值得注意的是，在領屬結
構中是沒有辦法產生此延伸空間語意的，換句話說，位於領屬結構中的身體部位詞只
能用來指涉某特定、具體之部位，而不能用來指涉無法觸知的空間概念，舉例來說，
「電
視个背」僅能指涉相對於電視螢幕的另一面實體部分，不能用來指涉由此實體面向外
延伸的空間，此空間語意惟有藉由複合詞「電視背」才能得到。另一方面，由於空間
是無法觸知的，但藉由空間領域與物件領域之跨界映射，隱形的空間透過此隱喻過程
可理解為可感知到的物件部位，再進一步經由「空間鄰近」轉喻，指涉的部位由物件
本身實體向四方延伸為鄰近此實體之空間，如例 (7) 所示：

(7) a.

屋背有一頭樹仔。 / 灶下在屋背。

b.

阿明个筆仔放佇電話唇。

c.

阿英企佇橋頭。

d.

井肚有一隻蝦蟆。

e.

該隻狗仔走到火車尾。

(7a) 中，樹是位於屋子後牆所往外延伸之鄰近空間（位於屋子的後院），而廚房是
位於屋子後牆往內延伸之鄰近空間，也就是位於屋子的內部但偏後方的空間區域。(7b)

中，阿明的筆是放在電話旁邊的空間區域，不太可能將之理解為將筆放在電話的側面部
位。(7c) 中，阿英站的位置可能是由橋的最前端往前延伸的空間區域。(7d) 中的蝦蟆
可以不接觸到井的內緣，但還是位於井的內部空間中（如蝦蟆在井的水裡游泳，此時並
未接觸到井的內緣部位，而是處於內緣部位向內延伸的空間中）。(7e) 中，那隻狗是走
到火車最後方端點向內延伸之鄰近區域，也就是最後一節車廂的部分。由以上例子可以
發現，空間語意之選擇需仰賴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識與認知，來決定最適合語境之語意。
以上由第一階段身體部位語意延伸至第三階段空間語意之過程中，皆牽涉到跨領域
的隱喻映射。最後，第三階段的延伸鄰近空間語意透過「以類別成員替代類別」轉喻（如：
以「阿斯匹靈」來指涉所有的止痛藥）
，在第四階段產生了語意的泛化 (generalization) 。
在第三階段中，身體部位詞所指涉的仍是特定的空間語意，如「背」指的是後面空間，
「頭」指的是前方或上方空間，「肚」指的是內部空間，「唇」指的是側面空間，「尾」
指的是長形物件後端部位向內延伸之鄰近區域；但在第四階段中，「背」、「頭」、「肚」
的空間語意進一步虛化，這三個原本用來指涉特定空間的身體部位詞，在此階段已不指
涉特定空間，虛化為類詞綴，需與另一表達特定空間之名詞結合為複合詞，由整個複合
詞來指涉特定空間語意。在這三個身體部位詞中，虛化程度最明顯的為「背」
，
「背」可
與其他空間詞形成「上背」
、
「下背」
、
「後背」
、
「外背」等複合詞，空間語意皆是由前面
的空間詞所決定；
「肚」亦可與「內」
、
「底」等空間詞形成「內肚」
、
「底肚」等複合詞；
「頭」可與「前」形成「頭前」表達前方之語意。這三個身體部位詞在此階段為類詞綴
用法，尚未完全虛化為詞綴用法，前方的空間詞仍須與身體部位詞原本之空間語意相

容，因此，*「前背」、*「內背」、*「外肚」尚是無法接受的用法。
以上探討了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動因與機制，此語法化的語意延伸路徑與形態句
法演變路徑將分別由圖二與圖三呈現。

圖二

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意延伸路徑

由圖二可發現，透過「無生命物件為有生命個體」轉喻，在第一階段中客語身體部
位詞最基本之語意（人體或動物之身體部位）延伸指涉無生命物件的相對部位，客語的
「頭」、「背」、「肚」、「面」、「唇」、「腳」、「尾」、及「腰」皆有此第二階段之用法；接
著，藉由「空間為物件」隱喻與「空間鄰近」轉喻，原本指涉物件某一具體部位之語意
進一步可指涉由此物件部位所延伸之空間語意，「頭」、「背」、「肚」、「尾」及「唇」有
此第三階段之用法；最後，透過「以類別成員替代類別」轉喻，「頭」、「背」及「肚」
之特定空間語意逐漸削弱，與另一空間名詞（如：前、後、內）等形成複合詞，由此複
合詞來指涉空間語意。

圖三 客語身體部位詞形態句法改變路徑

圖三顯示，客語身體部位詞最基本之形態句法用法為名詞，此一名詞用法可出現於
領屬詞組結構中指涉特定有生命領屬者之某一特定身體部位（如：阿公个背、大猪公个

肚笥），透過類比機制，位於領屬標記「个」前之領屬者名詞，可擴大延伸為其他無生
命之物件名詞（如：眠床个背、井个肚項），接著，透過領屬標記「个」之省略，此領
屬標記進一步重新分析為複合詞用法（如：屋背、井肚、門口、海唇、眠床尾等），在
此複合詞用法中，幾個使用頻率較高之身體部位詞如：「頭」、「背」、「肚」等繼續經由
重新分析逐漸發展出類詞綴之用法（如：頭前、外背、內肚），圖二之形態句法改變路
徑顯示客語之身體部位詞由自由語素用法逐漸發展出附著性高之類詞綴用法。
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之程度不一，由表二可簡要呈現客語身體部位詞之語意延伸
情形。

身體部位詞

頭

背

肚
唇

尾

物件部位

延伸空間

與另一表特定空間
之名詞形成複合詞

物件前端、頂部
(桌頭、眠床頭)

物件前方、上方鄰 頭前
近空間
(橋頭、潭頭)

前面

物件後端
(桌背、眠床背)

物件後面鄰近空間 上背
(河壩背、屋背)
下背

上面

後背
外背

後面

底肚
內肚

裡面

物件內部

下面
外面

(碗公肚)

物件內部空間
(河壩肚、井肚)

物件側邊
(桌唇)

物件側面鄰近空間
(河壩唇、桌唇)

Ø

長形物件後端
(船尾)

長形物件後端向內
延伸之鄰近空間
(船尾、火車尾)

Ø

裡面

面

物件平面部位
(桌面、河面)

Ø

Ø

腳

物件下方部位
(山腳)

Ø

Ø

腰

物件中間部位
(山腰、樹腰)

Ø

Ø

表二 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意延伸情形

由表二可發現，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程度由高至低大致如 (8) 所示：

(8) 背、肚、頭> 唇、尾 > 面、腳、腰

如 (8) 所示，客語各身體部位詞語法化的程度呈現級別 (scale) 的分佈情形，與
Heine et. al. (1991: 130) 所列之語法化級別 (「後面」>「前面」>「上面」
、
「裡面」>「下
面」)有些許細微的差異。首先，Heine et al. (1991) 所列的級別中並沒有探討「旁邊」
在此級別中的位置；另外，在客語的級別中，我們發現，「背」與「尾」同可用來指涉
「後面」空間語意，「唇」與「腰」都可指涉「側邊」之語意，但這兩組身體部位詞在
語法化級別上是處於不同層級；最後，各層級中雖包含了一個以上的身體部位詞，但同
一層級的身體部位詞語法化程度亦不盡相同，如在第一層中，「背」的類詞綴用法較
「頭」、「肚」更為彈性。以上幾點發現將留待未來繼續探究。
本節呈現了客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路徑上語意與形態句法改變的情形，在下一節
中，我們將進一步檢視由此語法化過程所帶來的歧義現象，並試圖以空間框架理論來分
析此歧義現象。

4. 身體部位詞與空間認知框架

經過了語法化之歷程後，客語的各個身體部位詞展現了不同程度的多義現象，在第
三節的表二中，可發現「頭」
、
「背」
、
「肚」
、
「唇」及「尾」等五個身體部位詞皆延伸出
空間語意，本節將進一步以空間認知指涉框架理論 (frames of reference) 來檢視這些身
體部位詞與空間認知框架互動後所帶來的歧義現象。此節的分析將由兩個方向切入︰首
先，我們將檢視當這些身體部位詞前面所帶的名詞為具有本質的空間座標系統之情況，

我們將以名詞「火車」及「河壩」為例分析；另外，我們會檢視身體部位詞前面所帶的
名詞為不具有本質的空間座標系統之情況，而此部分將以名詞「井」及「山」為例分析。
首先，我們檢視「頭」
、
「背」
、
「肚」
、
「唇」及「尾」這五個身體部位詞位於「火車」
這個名詞後面時會牽涉到何種空間指涉框架產生不同的空間指涉。「火車」這個物件具
有本質的空間參照系統，有本質的前後刻面，可運用本質指涉框架來指涉相關的空間，
客語對於「火車」這個物件是採功能導向來區分前後關係，「火車」的前面指的是火車
移動方向的那一面，也就是駕駛所在的那一端，相對來說，「火車」的後面指的是相對
於駕駛的另外一端，也就是最後一節車廂的位置。因此，「火車頭」所指涉的為駕駛所
在的那一節車廂，如（圖四）的(a)區域所示；另由於火車屬長形物件，可用「火車尾」
來指涉尾端的空間部位，也就是最後一節車廂的位置，如（圖四）的 (b) 區域所示；
而「火車背」指涉的為最後一節車廂向後延伸的鄰近空間區塊，如（圖四）的 (c) 區
域所示；「火車唇」指的是以火車的輪廓為界限，向火車外緣或向火車內部延伸之緊鄰
空間，如（圖四）的 (g) 區域所示 2，同時，
「火車唇項」亦可用來指涉火車的側面部位；
最後，「火車肚」指涉的為火車內部空間區域，也就是車廂內的空間。 3 以上牽涉到的
為本質指涉框架之運用，值得注意的是，運用相對指涉框架會造成不同於本質指涉框架
的空間指涉語意。前面曾提及，在客語的身體部位詞中，
「背」字發展出最多元的用法，
「背」參與了各階段的語法化歷程，甚至在類詞綴的用法中，「背」字語意虛化的程度

2

在圖三中(d)所標示的為緊鄰火車左側的外部空間，雖然火車的右側在此圖中無法顯現，但「火車唇」亦
包括火車右側空間。同時，
「火車唇」亦可指涉緊鄰火車邊緣的內部空間，為以防混淆，在此圖中不做標
記。
3
為了以防混淆，此區域在（圖四）中不做標記

亦較「頭」、「肚」為高，可與較多的空間詞（如：「上」、「下」、「後」、「外」等）組合
成複合詞。我們進一步發現，「背」字在運用空間指涉框架的彈性亦較其他身體部位詞
高，不同於其餘的身體部位詞，「背」除了可運用本質指涉框架外，亦可透過相對指涉
框架產生不同的空間指涉。換句話說，「火車背」可能因為觀察點的不同，而指涉不同
的空間區域。若觀察點在火車前端的位置((圖四)的 (e) 點)，則「火車背」指涉的空間
為火車尾端向後延伸之緊鄰區域，也就是（圖四）之 (c) 區；若觀察點在火車的側邊，
如（圖四）之 (f) 點所示，則「火車背」指涉空間為火車的另一側邊空間，也就是觀察
者的位置無法看到的那一端，亦即火車的右側。

圖四 「火車」之空間指涉

同樣地，我們以「河壩」為例，說明身體部位詞所指涉的空間。客語的「河壩」是
河流的意思，河流和火車相同，是具有本身的空間參照系統的。河流通常以上、下游區
分出頭、尾兩部分，「河壩頭」指的是源頭的上游位置，亦即（圖五）的 (a) 區，
「河
壩尾」指的是河流的下游空間，也就是（圖五）中的 (b) 區，而「河壩唇」指的是河

流的兩側，亦即（圖五）的 (c) 區與 (d) 區位置，
「河壩肚」指的是河裡，而「河壩背」
在本質指涉框架指的是「河壩尾」向後延伸的緊鄰區域（如（圖五）的 (e) 區）
，但若
運用相對指涉框架，則需視觀察點決定「河壩背」所指涉的空間區域，參照物「河壩」
會位於觀察點與「河壩背」所指涉的空間區域之間。

圖五 「河壩」之空間指涉

以上我們所檢視的「火車」與「河壩」皆是具有本質空間參照系統的物件，也就是
我們可依物件本身的功能或性質為之區分出前與後的空間關係，接著我們將進一步觀察
「山」
、
「井」等不具有本質空間參照系統的物件與身體部位詞之互動關係。首先，以「山」
為例，「山頭」指涉的為山頂的位置，亦即（圖六）中的 (a) 區；而「山唇」用來指涉
緊鄰山腳的側邊區域，即（圖六）的 (b) 區與(c) 區；「山肚」指的為山內部的空間區
域，即將山的稜線視為整個參照物件的外部界限，在此外部界限之內的區域皆可稱為「山
肚」
；因「山」為錐狀物，不是長形的物件，因此沒有「山尾」的用法；最後，因「山」
不具有本質的空間參照系統，沒有本質的前後關係，因此，「山背」所指涉的空間需靠

相對指涉框架的運用來決定，亦即會因觀察點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指涉空間，若觀察點為
（圖六）之 (b) 點，則「山背」指涉的空間即為（圖六）之 (c) 區，也就是參照物「山」
會介於觀察點與「山背」之間。

圖六

「山」之指涉空間

「井」與「山」相同，不具有本質之前後關係，
「井背」指涉的空間為由觀察點延伸，
位於參照物（井）的另一側，因此，要得知「井背」所指涉的空間，需先知道觀察點之
所在位置，也就是需運用相對指涉框架；「井唇」指的是緊鄰參照物件「井」的外側區
域，如（圖七）之 (a) 區與 (b) 區所示；「井肚」指的是井裡面的空間區域；因「井」
是圓柱體，不是長形物體，因此，亦沒有「井尾」的用法；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井

頭」中的「頭」字，已不具有特定空間指涉之語意，「井頭」指涉的不是「井」的前方
或上方空間，而是整口井所在的位置，如例句「佢去井頭撦一桶水轉來。」指的是他到
井那裡打了一桶水回來，而非他到井的前方或後方打了一桶水回來。 4

圖七 「井」之空間指涉

由以上的討論可以發現，客語已延伸出空間指涉語意之身體部位詞與不同的物件名
詞形成複合詞後會有不同的空間指涉，若物件本身具有空間參照系統（如：火車、河壩、
灶、庄、眠床等），則可運用本質指涉框架指涉相關空間位置，但若物件本身不具有空
間參照系統（如：山、井、海等），則僅能運用相對指涉框架，以觀察點來指涉相關空
間。客語身體部位詞中，「背」字有較不同於其他身體部位詞的用法，無論前方名詞所
指涉的物件是否具有本質空間參照系統，「背」字皆可運用相對指涉框架，帶入由觀察
點無法看見的那一端之空間語意，也就是因為「背」字可指涉觀察者「看不見」的空間
區域，我們可進一步透過語用推理理解以下的句子：
(9) 人前人背毋共樣。

4

此用法中的「頭」已虛化為不具語意之詞綴用法，與「鑊頭」、
「飯盆頭」
、「肩頭」等用法類似，我們
將在第五節淺談此部分的用法。

(10) 佢歇到天背恁遠。

在 (9) 中，
「人背」即是透過語用推理指涉在其他人看不見或不在場的情況；而(10) 中，
「天」本來就已經離我們很遠，「天背」指涉「天」後面我們所看不到的空間區域，也
就是離我們更為遙遠的領域，因此「天背」延伸出「距離遙遠」的語意。
雖然客語身體部位詞在語法化歷程後所產生的空間語意與指涉框架的互動會為句
子帶來歧義的現象（此歧義現象又以「背」字為最）
，但透過語境與我們對世界的認識，
我們往往可以辨認、選擇出最適合的空間語意，消除原本潛在的歧義現象。例如，句子
「車背有一盒面紙」會有幾個不同的空間指涉，如車子的後座、車子的行李箱上面、緊
鄰車子行李箱的空間區塊、相對於觀察者而言，車子的另一側邊等，但透過我們的知識
與經驗，我們可以得知，在此句中，最適切、最可能的語意為「車子的後座」。另外，
語言使用者會使用不同的語言形式來消除原本潛在的歧義現象，以「火車唇」為例，
「火
車唇」可指涉火車左右側邊部位，或以火車輪廓為界限，向外或向內延伸的緊鄰空間區
域，但在使用時，語言使用者傾向用「火車唇項」或「火車項」來指涉物件側邊表面部
位之語意，而「火車唇」較為無標 (unmarked) 之用法則為由物件邊緣向外或向內延伸
之緊鄰空間語意，而延伸方向是向外或向內則需視語境來決定。

5. 結論

本研究檢視客語身體部位詞在語法化歷程牽涉之語意動機與句法機制。在動機方

面，「無生命物件為有生命個體」隱喻、「空間為物件」隱喻、、「空間鄰近」轉喻以及
「以類別成員替代類別」轉喻促成客語各身體部位詞之多樣性語意；在句法機制方面，
透過重新分析與類比，身體部位詞之詞類亦由自由語素用法發展出附著性高之類詞綴用
法。另一方面，根據空間框架理論，本文進一步探討「本質空間框架」與「相對空間框
架」如何影響身體部位詞之語意，我們並發現，身體部位詞前不同的名詞屬性與空間框
架會產生不同的互動關係，經由詞彙意義與外在世界知識之連結，進一步造成不同程度
的歧義現象。本研究結果為此普遍之語法化路徑提供另一實證，並展現客語身體部位詞
的語義發展，以及身體部位詞由獨立的詞逐步虛化為類詞綴的過程。
本研究有以下未竟探討之處：第一，我們在第四節提到，「頭」字除空間語意之延
伸外，亦發展出不具空間語意之詞綴用法（如：井頭、鑊頭），從蒐集到的語料中亦發
現，
「頭」尚有量詞用法（如：一頭樹仔、一頭大菜）以及表時間之用法（如：頭擺），
關於此方面的語意延伸及形態句法演變路徑，將留待未來研究繼續完成。第二，在身體
部位詞的類詞綴用法中，
「底背」與「底肚」皆可用來指涉物件內部空間，
「背」與「肚」
在此用法中是否有較為細膩的語意差別是未來值得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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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客語身體部位詞語料

‧
頭
1.

‧
佢當細義清理佢?活火山--佢有兩座活火山；這分佢朝晨頭煮飯當方便。[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6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2.

‧
小王子咩帶等鬱悴?心情 bang1(手邦)忒最後?三頭趴喔趴趴樹秧仔。佢相信佢
毋會想愛再過轉來。[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7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3.

「毋過這風……」
「ngai5(捱)?感冒毋會恁嚴重……暗晡時冷風對 ngai5(捱)有好
‧
處。ngai5(捱)係一頭花。」[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7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4.

‧
「來頭前，分 ngai5(捱)看較清楚兜仔，」國王講。國王對總算有部下好管感
覺盡奢鼻。[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77，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5.

‧
「ngai5(捱)欽慕你，」小王子講。佢聳一下肩頭，繼續講：「這底肚有麼介分
你恁樣興嘟嘟仔哪？」[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9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6.

‧
第四隻星仔屬於一個實業家。佢當無閒當無閒；小王子來到，佢連頭林都無擎
起來看。[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0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7.

‧
續等中國 lau5(手老)西伯利亞?點燈人踏等舞步出場，點著了後全部企到唇頭
去。[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3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8.

‧
佢企佇開淰玫瑰花?花園頭前。[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53，譯者：徐兆泉，
Genre: Story]

9.

‧
這像庄頭項?水井。毋過又無人家佇這位，ngai5(捱)話著 ngai5(捱)佇該發
夢……[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87，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0. 水井唇頭有一扇廢忒?舊石牆。[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97，譯者：徐兆泉，
Genre: Story]
‧
‧
11. ngai5(捱)一頭佇衫套肚摟出手銃，一頭倒退一大步。[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

p.19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2. 佢無應 ngai5(捱)，毋過佢講：
「今晡日 ngai5(捱)也愛轉屋下去……」續等傷心
‧
講：「路頭當遠……當困難……」[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201，譯者：徐兆
泉，Genre: Story]
‧
13. 續等，輕輕仔佢像一頭樹仔橫到沙仔頂，無出一滴仔聲。[Source: 客家話小王
子，p.21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4. 牛子講：你者兜毋敢跳就莫跳，轉去享福，下二擺百年歸壽，你就該田頭，做
伯公好了。[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0, Title: 十八羅漢,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10.28,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
15. 有一天，廟項 ge3 人全部無在，主持就偷偷仔去 lau5 灶頭 ge3 鑊仔敲爛忒，
詐無事樣子。[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42, Title: 得道的故事, 講述者: 劉
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
16. 主持就問：麼人打爛忒鍋頭？係你打爛忒無？係你打爛忒無？大家相 coi 講不
係。[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42, Title: 得道的故事, 講述者: 劉桂妹, 采
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
17. 老伯公就去樹頭下挖，正經挖出一支刀仔 lau5 骨骸。[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
事集, p.130, Title: 結拜 ge3 故事,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
18. 縣太爺又講：你喊若新舅三日內，耕一塊布，像台灣頭透到台灣尾恁長 ge3 布
來交換，恁樣 ngai5 就放你過。[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64, Title: 鴨四
妹,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8, 地點：竹南鎮家中, Genre:
Story]
‧
19. 漸漸仔，這個後生大了，可以擎起钁頭 ten3 手做事。[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
集（二）
，p.14, Title: 田螺殼，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3，
地點：電台，Genre: Story]
‧
20. 有一擺，心舅行到井頭去，愛 kai1(手亥）水 ge3 時節，仙人就點化佢。[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p.26, Title: 猴仔，講述者：張月英，采錄者：黃碧

連、江淑珍，時間：87.4，地點：長青學苑，Genre: Story]
‧
21. 過後，這隻猴仔佇灶下驫上驫下，逐擺就佇灶頭項坐等，lau5（手老）煮好 ge3
飯菜抓到奈就係，非常碌人。[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28, Title: 猴
仔，講述者：張月英，采錄者：黃碧連、江淑珍，時間：87.4，地點：長青學
苑，Genre: Story]
‧
22. 該田竇肚 ge3 湖鰍仔 為你膏上熟識 ge3 濫泥 該路唇頭 ge3 火焰蟲 為你點起
暗夜 ge3 光明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52, Title: 天公落水，作者：邱一
帆，Genre: Poetry]
‧
23. 點一蕊火 掛上烏烏暗暗 ge3 街路頭 為遊遊野野 ge3 人 尋一個棲身 ge3 所在
一個有光線 ge3 地方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72, Title: 點一蕊火，作者：
邱一帆，Genre: Poetry]
‧
24. 點一蕊火 掛上灰心失意 ge3 心肝頭 為無希無望 ge3 人 尋一個存在 ge3 理由
一個有想望 ge3 未來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72, Title: 點一蕊火，作者：
邱一帆，Genre: Poetry]
25. 影印 ge3 東西 影印 ge3 銀票 影印 ge3 資本主義 影印 ge3 價值觀 影印 ge3 人
‧
影印 ge3 南庄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74, Title: 行過南庄街路頭，作者：
邱一帆，Genre: Poetry]
‧
26. 白蟻公囓過 浮浮 ge3 根頭 無法度再過承受 春雨過後 重沈沈仔 ge3 樹桍 lau5
（手老）葉仔 人家恁樣講 你能夠也只能夠 弓起賁賁 ge3 紅毛泥 恬恬仔橫下
來 留下歸身 ge3 病痛 分醫生定定仔來研究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94,
Title: 好得你橫下來---記老楓樹 ge3 死 lau5（手老）生，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27. 溫柔 ge3 水 化做兇惡 ge3 猛獸 開始 攔砂擋石 ge3 重任 就佇人家 ge3 腦屎肚
‧
輕輕鬆鬆 交到若 ge3 肩頭頂 從此 腳下好釣魚 崁面好烤肉 該較上流較原始
ge3 山林 也順理開大路 設旅館 裝果園 渡假兼休閒 人間好仙境 [Source:油
桐花下 ge3 思念，p.96, Title: 攔砂壩，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8. 溫柔 ge3 水 帶來凶猛 ge3 災害 該時 佇人家 ge3 手頭項 自自然然 將你越起
越多 lau5（手老）你越起越高 從此 壩下好射魚 崁面好露營 該較崠頂較原
始 ge3 山林 也當然開大路 設餐廳 做花園 土石滾滾出 人間好煉獄 [Source:

油桐花下 ge3 思念，p.96, Title: 攔砂壩，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9. 啊厥女甫娘正經轉去擐衫分佢，啊就出院，就走去別庄頭分。［Source:東勢客
語故事集七，p.60, Title：乞食爺。Genre: story］
‧
30. 哦就待該橋頭方坐緊了。坐緊，有影轎啊掞呀掞就來唷。［Source:東勢客語故
事集二，p.84, Title:上坵種瓠下坵打，Genre: story］
‧
背
1.

‧
該橫屋?盡後背，無人去該間睡啦。啊睡了該老阿婆啊，九十六歲就死 phet4
咧吭。就死 phet4 咧，啊心舅就講無好喊人來摒垃圾咧。
［Source:東勢客語故
事集，p.36, Title:不孝心舅，Genre: story］

2.

‧
該個講，愁下講，走出去外背毋會做事。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38, Title:
不孝心舅，Genre: story］

3.

4.

5.

6.

‧
‧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
到今晡日，這滿漢人在底背待，外背就平安幾下年。
二，p.30, Title:屙屎嚇番，Genre: story］
‧
啊過來呢，就鑽八仙桌?縫，本來該縫啊，就比頭那卡細，厥就硬硬鑽入底背；
鑽入以後，開始?出來，?都毋得出，就「口衣口衣噢哦」啊，啊無法渡 hainn3
毋出。［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36, Title:番龍?故事，Genre: story］
‧
結果吶！就調伯公看，
「?！有影哦，厥，安著該，門背角，真多金銀財寶。佢
自家都在眠床睡都無來，地泥三寸垃圾都無掃咧吭！懶到恁懶。」［Source:東
勢客語故事集二，p.54, Title:貓?祖公，Genre: story］
‧
這擺大人?反應係勸 ngai(捱)不管係對蛇哥?內肚抑係外背，毋好再過畫大蟒蛇
哩；顛倒喊 ngai(捱)最好專心去學地理、歷史、數學 lau5(手老)文法較贏。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7.

‧
下背一隻星仔頂高核等?係一個酒鬼仔。這係當短?拜訪，毋過這訪問害佢當鬱
悴。[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97，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8.

妹子大了，大安河該邊 ge3 人來講親，愛討厥妹子，佢答應了，妹子嫁到大安

‧
河背項，去厥妹子屋家，一定愛經過大安河。[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8,
Title: 大安河 ge3 水鬼,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
點：電台, Genre: Story]
9.

‧
盡後背問到佢，佢又承認係，又愛去罰跪。[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42,
Title: 得道的故事,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
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
10. 該間屋做到，裡背有妖魔鬼怪，無人敢進去，員外當然一下就答應佢，莫講有
人用錢同佢買，就算送人住還無人敢住。[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16,
Title: 光中暗中,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7.19, 地點：竹南
鎮自宅, Genre: Story]
‧
11. 記得伯公同佢講，愛大員外將花園背 ge3 一塊地分佢做祖堂屋。[Source: 苗栗
縣客語故事集, p.140, Title: 莫強求與鐘須有, 講述者: 賴阿桶, 采錄者：陳裕
美, 時間: 85.3.16, 地點：頭份鎮家中, Genre: Story]
‧
12. 背尾佢比厥丈人老還加有錢，在地方上當有名望。[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40, Title: 莫強求與鐘須有, 講述者: 賴阿桶,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6,
地點：頭份鎮家中, Genre: Story]
13. 佢同大家講：「前幾日 ngai5 為到愛看天頂 ge3 天宮，飛過一條大河壩，發現
‧
河壩背 ge3 田莊，種有一大片 ge3 禾仔，田肚項 ge3 禾仔會做得割了。恩者兜
飛來食一大片 ge3 穀，亦順便去觀光旅行。」[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
p.2, Title: 白頭公，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3，地點：
電台，Genre: Story]
14. 到臨暗 ge3 時節，暗昏暗昏仔，有一個非常清秀，非常有氣質 ge3 細阿妹仔來
‧
厥屋家，佇屋外背就開始問：
「有人在無？有人在無？」[Source:苗栗縣客語故
事集（二），p.16, Title: 田螺殼，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
87.3，地點：電台，Genre: Story]
‧
15. 屋背後行等去，分厥賴仔看到，賴仔想：
「阿爸做麼 ge3 同吾 bu1（女甫）娘
‧
‧
帶等去屋背？到底做麼 ge3 事情？就佇後背跈等去看。」[Source:苗栗縣客語
故事集（二），p.52, Title: 牛家官，講述者：蕭運喜，采錄者：黃碧連、江淑
珍，時間：87.4，地點：長青學苑，Genre: Story]

‧
16. 厥屋家有耕田、耕山，山仔佇厥屋背盡高 ge3 山仔，山頂高耕盡多 ge3 園仔，
做家娘 ge3 實在拿心舅無辦法，毋知愛樣也好，逐日送飯送到山頂高。[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p.94, Title: 孝子 ge3 故事，講述者：張水妹，采錄
者：黃碧連、江淑珍，時間：87.4，地點：長青學苑，Genre: Story]
‧
17. 頭前溪上游，有大山背 ge3 萬瑞遊樂區、五指山 ge3 大聖遊樂區、五峰遊樂區。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17, Title: 祖先留下來 ge3 腳跡,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8. 阿啾箭，企在牛背頂，企在電線頂，佢 ge3 長尾有多少向上卷起，從喙尖到頭
‧
林(na)，背囊、翼甲、卷尾，係非常好看 ge3 流線型。[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
事, p.36, Title: 阿啾箭之歌,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9. 扁扁 ge3 鵝嘴，接近烏色，鼻空頂背 ge3 鵝額頭，明顯凸起。[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59, Title: 鵝仔,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20. 花費我半個月 ge3 時間，詳細唸讀七篇五十五首客語現代詩，我用下背幾段文
字，來批評這兜詩作：[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2, Title: 范文芳教授序，
作者：范文芳，Genre: Preface]
‧
21. 寫詩仔，係為著某種感動，深刻到吾 ge3 腦殼底背，一行一行簡單 ge3 詩句，
一句一句複雜 ge3 心情、故事。[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4, Title: 自序--寫詩仔，作者：邱一帆，Genre: Preface]
‧
22. 濛濛 ge3 香菸底肚 看毋著自家 也看毋著外背 無話好講 ge3 日頭 恬恬仔為你
照亮 未來 ge3 路途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42, Title: 五年生 ge3 愁慮，
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3. 等 到日頭囥落山背 該無名無姓 ge3 人 總好 佇窗門唇 在主人使上使下 ge3
命令中 尋轉自家 ge3 尊嚴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78, Title: 涼樹下，
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4. 佢講，愛出來外背食飯。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四，p.8, Title:床公婆?由來，
Genre: story］

25. 啊佢講你這下一轉去吭，鐵樹開花錢樹開花，你同該若丈眠老講，這鐵樹並錢
‧
樹吭，一掘開底背吭，一片就若財產，所有你做善事?財產，加幾多倍出來；
啊這邊向吭，劉家做善事?錢加幾多十倍出來，若等兩家都合到一家，若等就
善家，做下圓滿倒轉來。」［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四，p.92, Title:問佛祖，
Genre: story］
‧
26. 啊該兩?，隔壁人卡新娘公阿姆就壁背窗門偷聽啦吭，啊該畜猪?子?人講：
「好
咧！好咧、好咧！吾一竇猪?子去咧！」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四，p.140, Title:
一竇猪?子，Genre: story］
‧
‧
27. 番本來有愛來圍 en 大茅埔哪，大茅埔山背方有一?平平安喏「梨背」，佢講割
‧
到「梨背」?時，王爺顯聖，騎馬擎大刀。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14, Title：
王爺?傳說。Genre: story］
‧
28. 啊就招有一多?，庄背亢就 khai1 該綿蕉啊，卡早?綿蕉割碧?墩哪，會綿碧，啊
就較燥，khai1 去落河壩亢塞水，塞到水蝕到一半較加咧，人都會閒咧啦，壞
‧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
咧！少兩擔綿蕉無罅，
「遽走到轉來 en 庄背方 la3！」
六，p.16, Title：王爺?傳說。Genre: story］
‧
‧
‧
29. 按斯籬笆圍，圍後背?！屋後背做下籬笆圍緊，按頭前門斯有門哪！?!按後背
係籬笆圍緊，按厥番?，暗晡時頭斯出來愛 chhi5 人了噢。
［Source:東勢客語故
事集六，p.82, Title：番 shi3 朏 sung2 籬笆。Genre: story］
‧
30. 這個男人呢，看到恁泥，就將厥肩頭亢該擔竿拿落來，就在這股水該上背呢，
探一個橋呢，分這隻蜈蚣蟲過。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七，p.30, Title：引蜈
公蟲咬蛇。Genre: story］
‧
肚
1.

2.

以前佇 ngai5(捱)六歲个時節，ngai5(捱)適一本書頂看著一張當得人驚个圖。這
‧
本書安到：
「大自然个故事」
，底肚講个係 lau5(手老)原始樹山有關个事情。這
‧
張圖係畫一尾蛇哥擘等嘴愛將一條動物吞落肚笥去。這就係該張圖个複製。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看了後，ngai(捱)深深胚想樹山肚个冒險情形。一駁仔了後，ngai(捱)拿起畫圖
筆，畫出 ngai(捱)个第一張圖。ngai5(捱)个第一號畫作係恁樣个
【圖 2】
：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3.

4.

這張圖連大人都無辦法瞭解，ngai5(捱)就另外畫一張：ngai(捱)畫一尾大蟒蛇
‧
个內肚，好分大人看清楚。佢兜大人長透都愛人解釋。ngai(捱)个第二號畫作
係恁樣个【圖 3】
：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這擺大人个反應係勸 ngai(捱)不管係對蛇哥个內肚抑係外背，毋好再過畫大蟒
蛇哩；顛倒喊 ngai(捱)最好專心去學地理、歷史、數學 lau5(手老)文法較贏。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5.

這下 ngai5(捱)嚇到擘大目珠看等這突然出現个妖怪，毋好毋記得，ngai5(捱)
‧
个飛行機係出事佇遠離人群千哩外个沙漠肚。[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3，
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6.

講起來實在無人相信，離人群千哩外，生死都有問題个情形下，ngai5(捱)對衫
‧
袋肚摟出紙 lau5(手老)鋼筆。[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3，譯者：徐兆泉，
Genre: Story]

7.

‧
該時節，看等佢奇怪个面相，一隻想法佇 ngai5(捱)个腦屎肚 ngiap8(目聶)一下，
ngai5(捱)忽然問佢：
「你對另外个星仔頂下來？」但係佢無應 ngai5(捱)。[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2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8.

9.

佢兜決定毋會問你：「佢个聲頦仰般？佢最好搞麼介？佢有收集揚擛仔麼？」
顛倒佢會問：「佢幾多歲哩？佢有幾多個兄弟？佢幾重？其爸賺幾多錢？」佢
‧
兜話著從這兜算數肚，就做得全然瞭解佢 ge3 一切。[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
p.2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佇逐日 en1(人恩)个講話底肚，ngai5(捱)探知小王子个星仔、佢對該離開个情
形 lau5(手老)佢个旅行。這兜資料像對其思想項毋堵好一息仔一息仔湢出來。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3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0. 佢確實有兜仔閼，佇風肚緊拂其頭林頂金色个虯毛。[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
p.5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1. ngai5(捱當遽就對這頭花有進一步个認識。佇小王子个星仔頂，花生到當簡單。
‧
佢兜就單淨一圈花瓣定定；毋會霸位仔，毋會分人費氣。朝晨頭佇草竇肚開出
來，暗晡時佢兜就恬恬仔謝忒去。[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61，譯者：徐兆

泉，Genre: Story]
12. 毋過，這頭花無再過生高起來，佢準備愛開花。第一擺大花苞出現，小王子感
‧
覺著會有特別个鬼怪對花苞肚走出來。[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61，譯者：
徐兆泉，Genre: Story]
‧
13. 佢毋知國王目珠底肚个世界都變簡單哩。對佢來講，所有个人都係部下。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77，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4. 「ngai5(捱)欽慕你，」小王子講。佢聳一下肩頭，繼續講：「這底肚有麼介分
你恁樣興嘟嘟仔哪？」[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9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5. 「這係麼介意思？」
「意思係講，ngai5(捱)將 ngai5(捱)个星仔寫佇一張紙頂項，
‧
然後將佢放佇拖箱肚，再過用一支鎖匙鎖起來。」
「就恁樣定定？」
「恁樣就罅
哩啊！」實業家講。[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0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6. 「確實係，」地理學家講：
「毋過 ngai5(捱)毋係探險家。佇 ngai5(捱)這星仔頂
一個探險家都無。出外去算城市、河灞、山、海、海洋 lau5(手老)沙漠个數量，
毋係地理學家个事情。地理學家忒重要哩，做毋得走到外背逛去逛轉。佢做毋
‧
得離開其桌仔。毋過佢愛適書房肚接見探險家。佢問佢兜問題，然後將佢兜旅
行个經歷記下來。假使奈個講个佢有合意，佢就派人去調查這探險家个人格。」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27，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7. 「地理，」地理學家講：「係所有書底肚最關心重要事情个。佢兜絕對做毋得
係過時个資料。山盡少改變佢个位所，海洋盡少水斂忒个。en1(人恩)記錄永
遠个事物。」[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3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8. 「噢！ngai5(捱)當瞭解你，」小王子講：
「毋過你仰般長透講鈴仔哪？」
「ngai5(捱)
‧
揣出所有个鈴仔啊！」蛇哥講。佢兩儕又跌落到恬索底肚。[Source: 客家話小
王子，p.14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19. 「別个腳步聲會喊 ngai5(捱)遽遽轉地泥下去；你个腳步聲會像音樂嘍 ngai5(捱)
出孔。還有你看：你看著該片个麥仔田麼？ngai5(捱)毋食麵包，麥仔對 ngai5(捱)
無效。麥田也毋會對 ngai5(捱)講麼介，真打喪。毋過你有金色个頭林毛。你
想啊仔，你馴養 ngai5(捱)會係幾奇妙啊！麥仔咩係金色个，會分 ngai5(捱)想
‧
起你來。還過 ngai5(捱)會盡好聽麥田肚个風聲……」[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
p.16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0. 毋過就係恁樣，這間屋有一種魅力。吾屋下內肚深深个所在，囥等一隻秘
密……[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8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1. 天車个歌聲還佇 ngai5(捱)个耳公肚。[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89，譯者：
徐兆泉，Genre: Story]
‧
22. 「你核該搭位个人，」小王子講：「佇一隻花園肚種等五千蕊共樣个玫瑰花-‧
佢兜佇底肚尋毋著自家要尋个東西。」[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91，譯者：
徐兆泉，Genre: Story]
‧
23. 「毋過佢兜愛尋个，做得佇一蕊玫瑰，無就一息仔水底肚尋著。」[Source: 客
家話小王子，p.19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4. ngai5(捱)對衫袋仔肚拿出當 lam1(女監)个畫稿。小王子看一遍，笑笑仔講：
「你
畫个趴喔趴趴樹--有滴仔像包心白。」[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91-193，譯
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5. ngai5(捱)一頭佇衫套肚摟出手銃，一頭倒退一大步。[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
p.19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6. 該日，佢轎仔肚坐等，大安河過忒了，佢看到大安河 ge3 水恁鮮，想去大安河
洗手面。[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20, Title: 大安河 ge3 水鬼, 講述者: 劉
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27. 下後，者 ge3 菩薩要求廟項 ge3 人 lau5 佢買一只有蓋仔 ge3 醃缸，正得裝得佢
‧
落，佢礙到醃缸肚坐禪，吩咐其他 ge3 人要滿七七四十九日，正做得 lau5 醃
缸打開來。[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46, Title: 得道的故事, 講述者: 劉桂
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28. 結果看到厥婦娘行到閒間仔，拿東西出來煮，佢毋知厥婦娘拿 ge3 係湖蜞，等
‧
佢煮好去洗衫駕下，就偷入去閒間仔看，手去撈醃缸裡肚 ge3 東西，哎喔！係
一醃缸 ge3 湖蜞。[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76, Title: 補鑊鳥, 講述者: 劉
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
29. 阿吉仔逐擺領工錢駕下，就會買東西轉去孝敬厥年老多病 ge3 阿姆，村肚 ge3

人知佢係孝子。[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74, Title: 時光一去無回頭，
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4，地點：電台，Genre: Story]
30. 毋過，阿吉仔認為還有希望，尤其係阿珍 ge3 誓言，非阿吉仔毋嫁，感動到自
。
家心肚亦暗中許一個願，非阿珍毋討。[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76,
Title: 時光一去無回頭，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4，地
點：電台，Genre: Story]

‧
唇
1.

‧
啊有擺吭，佢就?呢，常在 thi5 打，無一日無打，啊佢就愛去河壩唇愛去跳河，
啊仙人就 thi5 講：「你毋好跳啦，頭擺吭，你是做牛車，你是做該，你常在打
該隻牛啦，你常在打牛，啊頭擺你做牛?主人吭，啊常在打牛，這滿吭愛打倒
轉來，愛同你打倒轉來。」［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44, Title:車牛同牛，
Genre: story］

2.

‧
佢講，該佢釣魚該海唇吭，歸山總下金。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66, Title:
食自家，Genre: story］

3.

‧
哦！下次擺，天光也後日去田方哦，該圳溝唇歸敥婦人家在洗衫哦，緊 tshit8
屠朏孔孔，逐個佢都 thi5 揉 shi3 vut4。［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132, Title:
戇婿郎，Genre: story］

4.

5.

6.

7.

‧
啊講，該仙人吭，待井唇方附近，毋係。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44, Title:
猴?祖公，Genre: story］
‧
燒了，燒該磚哪，恩?火磚哪，就紅紅 thi5 抨在簷唇亢，佢轉來，愛食飯講，
一坐啊去講該屎朏就 nat4，nat4 到愛臭火燒，臭火燒恁仔。就跳去山亢就毋敢
轉。［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46, Title:猴?祖公，Genre: story］
啊就待該方，是厥田佃招。招了，佢毋係講無錢分人招啊，佢是出來東勢這方
‧
仙師廟啊，也安著，公館廟。買廟唇該茅屋，菅榛摒壁來住。
［Source:東勢客
語故事集二，p.72, Title:蘇家阿太?故事，Genre: story］
‧
轉來講看到厥爸跍路方，路唇方兩公姐在噭分錢，佢講：
「恩屋家都恁好額，

做麼?會無錢？」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124, Title:兩兄弟，Genre: story］
8.

9.

‧
著落去煞剝毋 lut4，啊煞毋會講話。啊這皇帝煞緊跳、跳、跳到該大河唇該，
就跈該大河直直落去，恁仔就透咧。［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158, Title:
蝦蟆王子，Genre: story］
算來吾婆，吾公講?啦！本等打魚啊～啊就～見愛打魚咧～就擐酒去，去到該
‧
水唇方，沙連河該時就有潭?～啊就倒酒落去，啊就講：
「喂！好兄弟，?～來?
酒噢～」［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4, Title:水鬼變伯公，Genre: story］

‧
10. 這 ngai 親眼看過?呀！崁頭唇都看得著咧，日本時代該下就有咧，光復該下就
較毋識看著咧。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22, Title:伯公火同鬼火，Genre:
story］
‧
11. 都拿來綯住等去，都恬恬爬轉就想講厥姆定著又待該跈客哥咧，啊佢待?屋唇
方，待該偷看～，厥阿姆加該客哥啊！［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22, Title:
多浸一下。Genre: story］
‧
12. 細人就在唇口緊看哦，看著口潾緊跌，看真久哦。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
p.148, Title:細人同歕 ti9 ta5?。Genre: story］
13. 婦人家人啊吭，就拿來喊佢，厥老公喊佢講兩粒秤鉈?這方吭，啊就來掘田角，
‧
緊掘就「咭唎呱喇」咧啊就兩粒秤鉈剝來田唇放，啊就緊掘，掘真拚囉，「唉
哉！有影艱若喔！en 就愛來做 en?老公?事喔，en 愛來做，這兩粒剝碧加真拚
喔！」恁泥啦。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96, Title：戇人諞精人。Genre:
story］
14. khai1 該綿蕉啊，無恁簡單啊，無就過水過堿牛 shi3 朏腳下有一條坑，安嘆矮
‧
山坑，矮山坑唇亢一搭芎蕉園亢，三?去 la3 兩擔綿蕉過來，一下那就咧。
［Source:
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16, Title：王爺?傳說。Genre: story］
‧
15. 布袋就同佢厥?案桌唇方該方，ngai 講：
「好朋友，ngai 又來食囉！」下次日去，
ngai 講：
「好朋友，ngai 又來囉！」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七，p.20, Title：拗
筍。Genre: story］
‧
16. 續等中國 lau5(手老)西伯利亞?點燈人踏等舞步出場，點著了後全部企到唇頭

去。[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3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7. ngai5(捱)定定仔拉起水桶，放到井唇--ngai5(捱)對自家?成績，雖然痶，當滿意。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8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8. ngai5(捱)將水 deu1(手兜)到其嘴唇。佢目貶貶仔 lim1(口林)水。[Source: 客家
話小王子，p.189，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19. 水井唇頭有一扇廢忒?舊石牆。[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197，譯者：徐兆泉，
Genre: Story]
‧
20. 該位一條黃光趖到其腳 zang1(月爭)唇。有一駁仔佢企等無震動。佢無呻。
[Source: 客家話小王子，p.215，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1. 走以前佇風水唇屙一堆尿。[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30, Title: 討鬼 bu1
娘,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22. 者細妹仔聽了就去河壩跳水，睹睹好范丹佇河壩洗身，細妹仔看到河壩有人，
‧
就毋敢跳落去，范丹看到河壩唇有人，亦毋敢 hong3 起來，兩儕就佇該等。毋
去死死忒，妨害一山人 ge3 孻子。[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56, Title: 范
丹,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
23. 結果會天光 ge3 時節，看到一 ge3 細妹仔佇水缸唇項嚨出來，煞猛佇 ge3 煮菜
飯。[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48, Title: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金,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4.10.14, 地點：義民廟, Genre: Story]
‧
24. 細妹仔講：不係啦，我佇籬笆唇 ge3 大縫行出來，你目珠看花了。[Source: 苗
栗縣客語故事集, p.148, Title: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金, 講述者: 劉桂妹, 采
錄者：陳裕美, 時間: 84.10.14, 地點：義民廟, Genre: Story]
25. 又再過一 ge3 禮拜，有一日暗晡，老大看到頭家入房間睡目，就遽遽 lau5 同
伴講：
「因這兜絕食減肥有半只月了，差毋多做得出去，ngai5 先來試看仔，你
‧
「南無救苦
兜恬恬毋好出聲。」講完以後就行到鐵欄唇，身體側側，嘴項念：
救難觀世音菩薩。」過了出大大力鑽，真經分佢鑽出籠仔，其他 ge3 白頭公仔

看到，非常歡喜，又跳又噭。[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6, Title: 白
頭公，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3，地點：電台，Genre: Story]
‧
26. 肥肥佇唇項緊催：
「遽遽啦！大家遽遽來走哦！毋好管佢！」[Source:苗栗縣客
語故事集（二）
，p.6, Title: 白頭公，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
87.3，地點：電台，Genre: Story]
‧
‧
27. 轉到家門口，佢嚇一下，厥屋子分屋唇 ge3 大樹崁到扁扁，橫下來了，屋唇
ge3 雞鴨走毋掣，亦分樹子崁死了。[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62, Title:
善有善報 惡有惡報，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3，地點：
電台，Genre: Story]
‧
28. 戰爭尾期美國人 ge3 飛機，常常來掃射 ngai5 屋唇 ge3 中豐公路上 ge3 日本兵。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2, Title: 出差世,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29. 坑壢唇 ge3 田，上有竹東大圳，下有坑壢水，不驚旱燥，可惜係一段一段 ge3
細畝田，用石頭堆疊起來 ge3 田勝特別多。[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3, Title:
出差世,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0. 有兜位所、河水撞著山壁，就會形成深潭，潭唇會沖積出一遍沙埔。[Source: 頭
前溪 ge55 故事, p.8, Title: 客家人,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1. 田唇用竹子搭成一座屋，畜雞畜猪，也像一戶人家。[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
事, p.9, Title: 客家人,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2. 在台灣，在頭前溪唇 ge3 家園，係 ngai5 ge3 祖公開墾建立 ge3。[Source: 頭前
溪 ge55 故事, p.9, Title: 客家人,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3. 在台灣北部，每道秋冬時節，淺山頂、山路唇，盡容易看到娘花（芒草花）隨
著山風搖擺。[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21, Title: 吾爸, Subtitle: 懷念 ge3
阿爸,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4. ngai5 伏到吾母 ge3 耳空唇，「恩俚轉到屋家咧！」[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24, Title: 吾母, Subtitle: 「恩俚來去轉」,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尾
1.

‧
佢講：「講麼?話！ngai 這尾魚無釣著，ngai 就無飯好食。」［Source:東勢客語
故事集，p.62, Title:食自家，Genre: story］

2.

‧
佢講：「員外哦！這啊，這三日食七餐吶。這，這尾魚無釣著就無飯好食。這
個分你做婿慶咧。」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62, Title:食自家，Genre: story］

3.

‧
清采滬滬走出來，啊佢就想講，屋下就無米嘛，該兩子女哀呢，該尾魚無釣著
無米好煮，毋係。［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64, Title:食自家，Genre: story］

4.

‧
啊到尾該鳥啊吭，就分厥姐放走。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76, Title:蛇郎君，
Genre: story］

5.

‧
啊一日，該一日吭，釣該蝦蟆，真大尾?，真大集?蝦蟆，啊釣啊亢來咧。
［Source:
東勢客語故事集，p.94, Title:嫁分捉蝦蟆?，Genre: story］

6.

‧
就走轉去厥後尾方該樹亢，囥 thet8 咧吭！囥 thet8 是聽厥女甫娘講，講看厥女
甫娘講麼?話。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112, Title:蟻公?祖先，Genre: story］

7.

‧
啊尋無就準堵好咧哪，就走?。就走去水尾該方。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
p.2, Title:大湖女鬼，Genre: story］

8.

‧
［Source:東勢客語
啊就，尾方，人緊搬來搬多，緊開墾了後，無水土保持啊。
故事集二，p.62, Title:鯉魚伯公?故事，Genre: story］

9.

‧
講討新娘。細妹也恁靚，啊到尾下，一暗咧，愛睡目咧，該隻蟾蜍跳啊跳，就
跳入厥間亢口留。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134, Title:蟾蜍孻，Genre: story］

‧
10. 蘇將軍就轉落去咧。扶轉去同佢看吭，哇！厥帽啊，一尾蛇。［Source:東勢客
語故事集四，p.46, Title:蘇李無對親，Genre: story］
‧
11. 到尾，吾這萬海叔公厥姆，就暗口留，吃飽夜就，佢一暗正去，細人揹住去，
去看。［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26, Title:歪嘴?萬海叔公，Genre: story］
‧
12. 若公講?啦，講頭擺佢看挫把戲盡到尾看，無畀挫到啦，人逐儕可能愛看?時，

佢會，會畀畫囉，樣詢啦。［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28, Title:歪嘴?萬海
叔公，Genre: story］
‧
13. 打到腫～腫腫，一?打好對後尾出去。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62, Title:
三兄弟同三百兩銀，Genre: story］
‧
14. 講討新娘。細妹也恁靚，啊到尾下，一暗咧，愛睡目咧，該隻蟾蜍跳啊跳，就
跳入厥間亢口留。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134, Title:蟾蜍孻，Genre: story］
‧
15. 三牲酒品，啊有一種?啊吭，就該雞尾啊，插三支雞毛，該就講，佢想講佢卡
拚事毋怕，哇～！三睡四睡睡過頭咧。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四，p.22, Title:
拜祖公，Genre: story］
‧
16. 仙就，到臨尾就樣葛煞，仙又打話落來，佢講：
「你這下愛撈飯咧吭，磚拿來
烳紅紅，放灶頭放，佢係跋上灶頭吭，佢會坐該兜磚，你看，該磚吭。」
［Source:
東勢客語故事集四，p.40, Title:猴?祖公，Genre: story］
‧
17. 啊佢就緊行緊行，對 shi3 背尾就同佢點厥背，點厥該該柴，點落去，啊毋就
燒著燒著 pit8 lit8 piak8 liak8 pit8 lit8 piak8 piak8 袞吶？」［Source:東勢客語故
事集四，p.128, Title:聰明?兔同狡怪?狐狸，Genre: story］
‧
‧
18. 啊佢在潭頭方打魚，啊就佢會在潭尾方趜魚畀佢，啊若在潭尾方，佢就在潭頭
方趜魚落去畀打，啊有一日，就喊佢講：［某人啊～你毋好來打魚咧～樣詢噢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4, Title:水鬼變伯公，Genre: story］
‧
19. 「該你這位上背?，顧這?下，吭 ngai 兩?落來去水尾，裝?，顧這 ho5?，ngai
毋敢去噢～正經河壩火淰淰，倏倏滾，一有影，吭這下毋知有鬼火，無鬼火恩
就毋知咧啦［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26, Title:伯公顯靈，Genre: story］。
‧
20. 有?用練轎去點，
「tshiak8、tshiak8tshiak8、tshiak8」就指這?草，啊 shi3 背尾
有帶該跌筶?去，這?青草係嘸？跌有聖筶，該草就?起來，又過「tshiak8、
tshiak8、tshiak8、tshiak8」又過尋，這指落去，係這?係嘸？跌落去又毋係，
‧
‧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24, Title：
講看落地泥下，講一尾蟲虫憲大?尾啊。
王爺公顯靈治病。Genre: story］
‧
21. 啊佢就行緊走咧，啊 shi3 背尾有一?婦人家，有身孕?，佢看佢講：「先生！等

ngai 下，ngai 同你共下離。」恁泥。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62, Title：
猛虎跳牆。Genre: story］
‧
22. 在尾社合界這適方，東邊向該適方一?山。原在也愛地理先生正看得出啦，該
位安喏獅形。［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76, Title：獅形地。Genre: story］
23. 果然呢，這個老員外所料不差啦，這個孫啊，係正經就嫖賭做下來啦，無多久
‧
呢，財產就匡淨淨囉，匡了後呢，哦，田賣碧，山林也賣碧，賣到尾呢，就愛
來賣這該伙房屋，這伙房呢，一間就賣碧囉，公廳又賣碧囉。［Source:東勢客
語故事集七，p.112, Title：命中註定。Genre: story］
24. 以前佇 ngai5(捱)六歲?時節，ngai5(捱)適一本書頂看著一張當得人驚?圖。這本
書安到：
「大自然?故事」
，底肚講?係 lau5(手老)原始樹山有關?事情。這張圖係
‧
畫一尾蛇哥擘等嘴愛將一條動物吞落肚笥去。這就係該張圖?複製。[Source: 客
家話小王子，p.3，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5. 毋過，佢當愁慮。「ngai5(捱)lau5(手老)你講...也因為這尾蛇哥。佢一定做毋得
咬著你。蛇哥係惡毒?動物。佢可能為了好搞咬你一口...」[Source: 客家話小王
子，p.211，譯者：徐兆泉，Genre: Story]
‧
26. 落(lab)尾，幾儕卡重要 ge3 人就帶等來到者麼 ge3 寺，跪到禾埕項講：拜託拜
託，ngai5 麼 ge3 所在做大天旱，百姓強強會餓死了，無好食，無救命做毋得
了！[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44, Title: 得道的故事, 講述者: 劉桂妹, 采
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9, 地點：竹南鎮自宅, Genre: Story]

‧
27. 造橋 ge3 錢三股佢出有兩股，後尾，差無多題會罅了，莊中人 lau5 造橋 ge3
事情全部交分者只乞食仔去辦理。[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90-92, Title:
三世災殃一世報,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10.28, 地點：電
台, Genre: Story]
‧
28. 背尾就貼榜文：麼人係醫得到太子 ge3 病愛千封萬封賞，錢銀萬兩。[Source: 苗
栗縣客語故事集, p.102-104, Title: 因果的故事,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
美, 時間: 85.10.28,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
29. 兩儕就合股去賣布，頭尾作了兩三年，分須有賺兜錢了，強求目珠開始紅了，
心肝想者寒酸人，湊佢做頭路，分佢賺恁多錢，愛 lau5 厥錢奪轉來。[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36, Title: 莫強求與鐘須有, 講述者: 賴阿桶, 采錄者：
陳裕美, 時間: 85.3.16, 地點：頭份鎮家中, Genre: Story]
‧
30. 背尾佢比厥丈人老還加有錢，在地方上當有名望。[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40, Title: 莫強求與鐘須有, 講述者: 賴阿桶,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3.16,
地點：頭份鎮家中, Genre: Story]
‧
31. 在台灣，鷂婆可能係最大型 ge3 陸上猛禽，從喙尖到翼尾，常約七十公分，雙
翼張開，就有一百五十公分恁闊！[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65, Title: 大抓
婆之歌,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32. 深山淺山都有樟 大叢細叢就係寶 田頭田尾伯公樹 看來看去該敢不係 ngai5
俚 ge3 美麗島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101, Title: 樟樹 ge3 故事, Author:
范文芳, Genre: Poetry]
‧
33. 庄下 ge3 風 微微仔吹 吹到該頭大樹尾 舞起來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
p.16, Title: 庄下 ge3 風，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34. 一钁頭一钁頭改下 祖公 ge3 汗水 一糞箕一糞箕承起 祖婆 ge3 目汁 從水頭透
‧
到水尾 一條一條艱耐 ge3 水溝 一條一條有情 ge3 田水 蔭出幾多阡陌 ge3 良
田 撐飽幾多代人 ge3 肚屎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98, Title: 圳溝水，
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面
1.

‧
啊這大漢?妹就，就該安著「鴨卵面」，啊就講：
「愛走就走哦！毋走吭，滾水
潑去口留。」［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72, Title:蛇郎君，Genre: story］

2.

啊就，厥女甫娘就帶佢去，帶佢去?時節，就想：
「這戇老公哦！莫失禮哦！」
‧
安著該，「這個桌面?菜緊挾來食吭！」［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p.112, Title:
蟻公?祖先，Genre: story］

3.

‧
［Source:
喔佢蝦蟆皮就拿?剝來書桌面放，啊就變一個細孻當靚，佢同厥妹結婚。
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158, Title:蝦蟆王子，Genre: story］

4.

講到鬼?，像恁泥火?，
「倏」聲下?過這片?，
「倏」聲下過該邊，厥爸就毋肯人

看講：「掘泥毋掘泥，安喏～煞「目頭直眼」，該鬼?，過該水?，看～到佢?，
‧
一像無搭地，無該河壩「倏」聲下就上去「石駁」面?，恩看著就驚噢～佢就
毋肯人看噢～［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26, Title:伯公顯靈，Genre: story］
5.

6.

7.

‧
佢去到該地方，有影，看到厥屋面前疊一?棺材枋，啊佢就講：
「喂！跟你買[乾
柴]啊！恁泥。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42, Title:乾柴、棺材。Genre: story］
到徙到眠床刀咧講：
「今 ngai 都會跌倒咧，你還緊都在徙出、徙出～」噢～到
‧
尾面講就係「屎出」噢～恁泥啦～［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54, Title:
徙出、屎出。Genre: story］
‧
大禾埕方面前方，刀擎來，公醫體破肚屎，破看這?人有食麼?藥無？有樣詢無？
按～按到尾破著講無，佢自家自殺該，按將就恁泥?！阿妹伯姆斯死碧咧，斯
無咧！［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42, Title：阿妹伯姆。Genre: story］

8.

‧
吊神山高度對海面算起來，有六百外公尺。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七，p.14,
Title：吊神山名?由來。Genre: story］

9.

‧
有一日，姓吳 ge3 妹子到橋下洗衫，看到一儕人佗橋面過，臥頭看原來係厥爸，
心肝想：無成吾爸 ge3 病卡好了，會過來嬲。[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2-4,
Title: 十八羅漢,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10.28, 地點：電
台, Genre: Story]

10. 有一儕人，看到恁多人分番仔 cii1 忒，佢當驚，看等自家走毋利了，就拿死忒
‧
ge3 人 ge3 血，膏到自家滿圓身，佢座底，死忒 ge3 人座面，就係死忒 ge3 人
‧
磧到厥面頂。[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18, Title: 大安河 ge3 水鬼, 講述者:
劉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11. 該日，佢轎仔肚坐等，大安河過忒了，佢看到大安河 ge3 水恁鮮，想去大安河
‧
洗手面。[Source: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 p.20, Title: 大安河 ge3 水鬼, 講述者: 劉
桂妹, 采錄者：陳裕美, 時間: 85.4.29, 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12. 追來追去，煞無追到，但是婦人家還係一直追下去，盡命子走，追有一段時間
‧
以後，看到賴仔，當平安 ge3 坐到石頭面頂，毋過無看到駕下該條鹿仔，婦人
家鬆了一口氣，行過去攬起賴仔轉屋家。[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62,
Title: 善有善報 惡有惡報，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3，

地點：電台，Genre: Story]
13. 從老地名，可以看出頭擺 ge3 竹東，遍地樹林，位在頭前溪 ge3 中段，上有從
後山流下來 ge3 上坪溪 lau5 油羅溪，兩條支流就在竹東庄 ge3 東邊會合，橫
‧
山大橋（公路橋 lau5 鐵路橋遙遙相對）堵堵橫跨在合流 ge3 河面上。[Source: 頭
前溪 ge55 故事, p.14, Title: 祖先留下來 ge3 腳跡,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14. 鵝仔 ge3 外形，雖然頸根 lau5 白鶴差不多恁長，但是喙較粗扁，腳較短，腳
‧
趾之間有蹼，方便在水面泅木。[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59, Title: 鵝仔,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15. 現下較文明 ge3 台灣人，看過歐洲人 ge3 古典芭蕾舞，想像中 ge3 天鵝，有白
‧
天鵝 lau5 烏天鵝，這種天鵝在湖水面悠游、談情 ge3 優美情景，有音樂天才
ge3 作曲家、編舞家，將佢變成舞台上 ge3 表演。[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59-60, Title: 鵝仔,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6. 下晝頭三四點邊仔 一台落落確確 ge3 公車 行上孔孔竅竅 ge3 麻膠路面 適市
區駛轉庄下 逐站停拖 行下一粒一粒矇矇 ge3 目珠 白白 ge3 頭林 逐站停拖
行轉一隻一隻傴傴 ge3 背囊 茫茫 ge3 路途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38,
Title: 公車巴士，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17. 腳下 有望毋得遽遽?上去 ge3 瓜藤 面頂 有等毋得殺殺開出來 ge3 黃花 還有
一條一條樣般得人惜 ge3 苦瓜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50, Title: 苦瓜 ge3
想望，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18. 天公恬恬仔落下 慈悲 ge3 目汁 佇台灣 ge3 地泥面 毋知你還記得無 該無幾久
ge3 頭擺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52, Title: 天公落水，作者：邱一帆，
Genre: Poetry]
19. 恩來去河壩 來去河壩 看該艱耐 ge3 娘花 跈等寒風 飄來搖去 搖轉以前 該
‧
‧
鹹菜蘿蔔 ge3 生活 石頭面有阿婆曬 ge3 鹹菜乾 石頭面有阿姆曬 ge3 蘿蔔錢 一
下風一下雨 害人走就毋得掣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62, Title: 恩來去
河壩，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0. 錢銀 ge3 味道 漸漸仔漫迷 該木材運過 ge3 中山路 店面一間一間開 生理一日
一日來 「人客，愛買麼 ge3？」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74, Title: 行過
南庄街路頭，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1. 無情 ge3 大水 潑下這垤軟弱 ge3 地泥面 開始 所有 ge3 泥肥 跈等急性西流
ge3 河壩水 踣踣滾出 瀉瀉滾去 無法度回頭 也 無想愛轉頭 [Source:油桐花
下 ge3 思念，p.80, Title: 根頭，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2. 佗故鄉 ge3 天頂高 有夢想 ge3 月娘 去編織未來 ge3 人生 佗故鄉 ge3 地泥面
有煞猛 ge3 鄉親 來完成家園 ge3 理想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82, Title:
故鄉，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23. 但係總有人會問 故鄉佇奈位 田老鼠講 就佇你兩腳踏等 ge3 地泥面 [Source:
油桐花下 ge3 思念，p.82, Title: 故鄉，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24. 溫柔 ge3 水 化做兇惡 ge3 猛獸 開始 攔砂擋石 ge3 重任 就佇人家 ge3 腦屎肚
‧
輕輕鬆鬆 交到若 ge3 肩頭頂 從此 腳下好釣魚 崁面好烤肉 該較上流較原始
ge3 山林 也順理開大路 設旅館 裝果園 渡假兼休閒 人間好仙境 [Source:油
桐花下 ge3 思念，p.96, Title: 攔砂壩，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25. 溫柔 ge3 水 帶來凶猛 ge3 災害 該時 佇人家 ge3 手頭項 自自然然 將你越起
‧
越多 lau5（手老）你越起越高 從此 壩下好射魚 崁面好露營 該較崠頂較原
始 ge3 山林 也當然開大路 設餐廳 做花園 土石滾滾出 人間好煉獄 [Source:
油桐花下 ge3 思念，p.96, Title: 攔砂壩，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26. 一直想愛 牽等你來行 一步一腳 行出落人 ge3 泥竇肚 一步一腳 踏上實疊
‧
ge3 地泥面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108, Title: 一直想愛，作者：邱一帆，
Genre: Poetry]
‧
27. 煞猛 ge3 钁頭 改出生命 ge3 源頭 草葉面點點 ge3 露水 朝朝相隨 地泥下陣陣
ge3 香味 夜夜作伴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118, Title: 钁頭筆，作者：
邱一帆，Genre: Poetry]
‧
腳
1.

‧
‧
「無，吾腳會緊流汗。」該是仙落來假，假臭腳痌啦。［Source:東勢客語故事
集二，p.16, Title:何仙姑，Genre: story］

2.

佢正經吶，就緊去 phat4，phat4 草，phat4 著一隻金鴨?；啊該該 khai1 石頭?

逐日 khai1，khai1 著 phat4 著金鴨?啊，賣來起屋仔咧。啊 khai 石頭?也 khai1
‧
著石腳。［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二，p.100, Title:巧心舅，Genre: story］
3.

4.

5.

6.

‧
「無～！」阿爸無好食，「啊！好得吾這?妹，吾妹捙猪腳麵線去田亢分 ngai
食，吾妹捙來分 ngai 食，啊恁泥就[等於]若這兜生日得啦，毋係 ngai 生日～！」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三，p.150, Title:戇婿郎，Genre: story］
‧
en 這方共位?楊屋人，這 ngai 本成聽到人講，講?愛食人?鵝啊，鵝底，鵝腳底。
‧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五，p.100, Title:燒鵝腳。Genre: story］
這兜人聽了就無麼?，已無麼?信就著啦，就走去河壩方，西南方就正正該牛 shi3
‧
朏腳下，該方向就係西南方，講有一窪魚已該食喔，來擋魚食愛嘸？恁泥。
［Source:東勢客語故事集六，p.16, Title：王爺?傳說。Genre: story］
‧
公主講：ngai5 看佢衫腳忒，就緊變緊變，變到恁大 ge3 人了。[Source:苗栗縣
客語故事集，p.192, Title: 蟾蜍皇帝，講述者：劉桂妹，采錄者：陳裕美，時
間：85.4.29，地點：電台，Genre: Story]

7.

8.

這 ge3 故事係發生在古時候，有一 ge3 負人家佇屋家打掃，聽到厥賴仔佇外背
‧
噭，佢恅著係攪跌倒了，就遽遽走出去看，看到一隻當大條 ge3 鹿仔，用鹿腳
撐等厥賴仔，撐到頭那頂高，盡命子往外背走，婦人家看到恁樣 ge3 情形，盡
命子追等去，毋過，鹿仔走真快，婦人家走無恁遽。[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
集（二）
，p.62, Title: 善有善報 惡有惡報，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
時間：87.3，地點：電台，Genre: Story]
‧
轉到屋家，猪腳煲綿綿，自家放勢牯食，無喊人食，看到 mang5(亡口）有十
二點又再過繼續食，愛等死。[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102, Title: 金
釣童 ge3 故事，講述者：涂敏松，采錄者：蔣宜琪，時間：87.5，地點：電台，
Genre: Story]

9.

上公館 ge3 田，圳水足、地勢平洋，做田勝盡省事，跪落田肚疏草，並不會像
‧
大窩田恁多砧腳 ge3 石牿。[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3, Title: 出差世,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0. 今晡日，在新竹市東大路尾截有「苦苓腳」
、
「慷榔」
，全係福老地名。[Source:
‧
頭前溪 ge55 故事, p.12, Title: 祖先留下來 ge3 腳跡,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1. 屋舍 ge3 牆腳也係用石頭堆結起來，牆壁、屋頂全部用破開 ge3 桂竹編排。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25-26, Title: 吾母, Subtitle: 「你先轉」, Author: 范
文芳, Genre: Story]
‧
12. 大抓婆在空中盤旋，盡像人 ge3 直昇機在天頂向腳下巡視，佢 ge3 眼力聽講比
人好加幾十倍，地上 ge3 雞子、老鼠、蛇，全係佢 ge3 獵物。[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66, Title: 大抓婆之歌,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13. 腳下 有望毋得遽遽?上去 ge3 瓜藤 面頂 有等毋得殺殺開出來 ge3 黃花 還有
一條一條樣般得人惜 ge3 苦瓜 [Source:油桐花下 ge3 思念，p.50, Title: 苦瓜 ge3
想望，作者：邱一帆，Genre: Poetry]

‧
腰
1.

‧
約定後，鄭先生就親彩唸幾句：「一妹不如二妹驕，三吋金蓮四吋腰，五六胭
脂七千分，半張八九十分翹。」[Source:苗栗縣客語故事集（二）
，p.40, Title: 十
姊妹，講述者：張水妹，采錄者：林麗美、江淑珍，時間：87.5，地點：長青
學苑，Genre: Story]

2.

3.

日本人戰敗，當年 ge3 威風不見，空出大宿舍，紛紛打包回國，臨走 ge3 時節，
‧
還向台灣人彎腰低頭行禮哩！啊，日本人 ge3 命沒恁靚哩哦！[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4, Title: 出差世,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屋頂已經分風掀忒，水點像小石頭恁大，河水已經漲到吾母 ge3 腰背。[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26, Title: 吾母, Subtitle: 「你先轉」,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4.

5.

‧
臨暗仔，屋後背 ge3 山腰頂，傳來"佢搞怪、佢搞怪"ge3 叫聲，用英文 ABC 來
拼音，就像新竹海陸腔講"知到底、知到底"，DiDoDai、DiDoDai。[Source: 頭
前溪 ge55 故事, p.39, Title: 竹雞仔之歌,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
‧
‧
第二種翼尾色較深，最特別 ge3 係腰部有一圓白色腰圈，中文名白腰文鳥。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52, Title: 烏嘴筆, Author: 范文芳, Genre: Story]

6.

‧
客家人 ge3 山腰家屋 屋前好種牛眼樹 一來抓土保駁坎 二來蔭影好料涼
[Source: 頭前溪 ge55 故事, p.76, Title: 牛眼樹 ge3 故事, Author: 范文芳, Genre:
Poe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