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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童謠的傳承歷程-以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武隆漁村為例 

 

摘要 

 

  潮州童謠源自中國廣東潮汕地區，隨著移居南洋的新客漂洋過海輾轉來到馬來

西亞，曾經普遍傳唱於潮州人的華人社區及家庭中，流傳數個世代，教育過不少潮

州孩童。然而隨著社會變遷，潮州童謠這個傳統社會教育孩童或促進親子互動的文

化元素，逐漸隨著人們不再玩索歌謠而在環境中消逝。本研究以潮州童謠為研究媒

介，進入馬來西亞研究者成長的潮州漁村—霹靂州雙武隆漁村從事人類學田野的調

查。透過報導人採集 1940 年至 1970 年代曾經流傳於該村的潮州童謠，在梳理訪

談資料中，整理村民學習潮州童謠的經驗，從社會文化層面理解潮州童謠如何在該

移民社會中生成與轉化，並挖掘潮州童謠移居異地對海外潮州人的意義。 

  經一年半的田野研究，在該漁村中採集到於 1940至 1970年代傳唱的 42首潮

州童謠。這些童謠主要透過四種形式傳唱：(一)源自南來新客婦女的教唱；(二)

透過電台方言節目潮語說書人黃正經的推廣；(三)孩童們透過遊戲彼此學習；(四)

女孩們從母親身上習得搖籃曲。潮州童謠作為傳統教育的媒介，照映出傳統漁村早

期孩童的學習圖像，更再現了潮州童謠獨特的歷史價值。「潮州童謠」作為一種文

化的載體，在不同的時空下會有不同的解讀。研究者站在現在與過去兩個不同時空，

透過對自身文化的涉入，從現在的意圖（intentionalities）試圖理解過去的文化

傳統，一則揭開潮州童謠在該地演化的歷史面貌，同時也搶救與保留大馬潮州人失

落的珍貴文化資產盡一分力。 

 

關鍵字：馬來西亞、潮州童謠、田野研究、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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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ion of Teochew Nursery Rhymes in Kampung Sungai 

Burung Malaysia 

 

Abstract 

 

 Teochew nursery rhymes originated from Chao Shan area, in Canton, China. 

When the immigrants moved to Malaysia, this type of nursery rhymes was once widely 

sung,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and had educated many Teochew immigration children. 

However, with social change traditional nursery rhymes no longer play the role in the 

childhood now.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dedicated to the Teochew nursery rhymes by 

completing a research and a collection of Teochew nursery rhymes, which spread 

between 1940 to 1970 in the hometown of the researcher -a Teochew fishing village in 

Kampung Sungai Burung, Perak state, Malaysia. From this research, the reader can 

know how these rhymes had grown and transformed among the immigrants/villagers 

based on the sociocultural understanding.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lso discovers that 

Teochew rhymes contains a special meaning within the hearts of the overseas Teochew 

people.  

After one and a half year’s field research, 42 Teochew nursery rhymes are collected. 

There were four sources to spread these nursery rhymes in the past: (i) learnt from the 

singing of the immigrants especially women; (ii) promoted by a radio DJ named Heng 

Zheng-Jing through his dialect program; (iii) children’s inter-learning game; (iv) the 

young girls learnt the lullaby from their mother. Being a medium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eochew rhymes portraits the learning scenarios of the village children in the early day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on the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eochew nursery rhym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Even though these rhymes originated from China, there 

had shown a divers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when they arrive to South-East Asia.  

Standing on a point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captured by the writer’s personal 

growing experience in a Teochew fishing village in Malaysia, this study possesses 

‘intentionality’ that tries to comprehe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disclose the 

evolvement history of Teochew nursery rhymes outside China;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perhaps lies in preserving (and rescuing) the precious cultural asset of the 

Malaysia’s Teochew community.  

 

Keywords: Malaysia、Teochew nursery rhymes、fieldwork、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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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歌聲響遍山野，彷彿飛自天外， 

  實係「花兒」、「少年」群體代代傳誦而來。 

  孩子們所歡唱的呢， 

  更是承襲於老祖母—民族記憶的累積， 

  都特別顯現得鄉土芬芳。 

朱介凡《中國歌謠論》（1984：首頁） 

 

  一百年前，人們吟唱著這些母語童謠，一百年後，它依舊能被孩子們傳唱把玩，

當我發現「童謠」竟然是可以穿越時空時，我開始了這個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擔靴；擔唔浮，飼豬大過牛，牛仔生馬仔；

馬仔生真珠，真珠拿去當，當作二百九；一百分阿爸，一百分阿媽，存的

給我自己。 

《唪呀唪》潮州搖籃曲 

 

  上面這首童謠是許多馬來西亞的潮州人在哄嬰兒睡覺時會唸唱的搖籃曲，是許

多潮州小孩的童年回憶，也是潮州人家庭共同的文化資產。成長歷程中我們總有一

些自己珍惜的東西，這些東西蘊藏著一些故事、回憶或者貴重的價值，《唪呀唪》

這首流傳甚廣的潮語童謠，意指傳統農村父母對年幼孩童的叮嚀與期盼，在搖呀搖

時間的流轉中引喻，長大的孩子自然就學會能擔當責任，擔起養家、賺錢供養父母

的責任。至今，仍有一些潮州籍的媽媽依舊在哄嬰兒睡覺時常常是以這首童謠作為

搖籃曲唱給孩子聽，唱出她對孩童的期待，透過吟唱為歷史傳達對下一代孩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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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聲。 

 

一、探尋在村裡消逝的潮州童謠 

  

  馬來西亞（以下簡稱大馬）曾是中國華人大量南移的據點，當年這首童謠源自

中國廣東潮汕地區，隨著移居南洋的新客漂洋過海而來，1普遍在潮州人的華人社

區及家庭間傳唱，流傳了數個世代，也教育過不少孩童。這首搖籃曲對我而言可以

說是我的家鄉雙武隆漁村全村人的集體記憶，漁村內的媽媽們每次在哄嬰兒睡覺時

就會用方言唸唱這首童謠，相當普遍。炎熱的大馬，很多媽媽會把小孩放在布搖籃

裡睡覺，然後為他們唱搖籃曲，早期雙武隆漁村的潮州婦女多半沒受過學校教育，

只懂方言，所以會用方言哼唱這首搖籃曲給孩子聽，這樣的吟唱文化一代傳過一代，

一代影響著一代。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已越來越難在潮州人的社區內聽見潮州童謠，新時

代的成人愈來愈少對孩童傳唱傳統的方言童謠，他們所謂的童謠是《小星星》或流

行歌曲，2方言童謠就在不被重視，僅能依賴口傳文化的限制下逐漸消失在這時代

的空間裡。我曾經在聽過長輩吟唱潮州童唱的生活空間長大，然在多年外出到城市

求學及工作之後，才漸漸發現現今的孩子學習童謠和我及父母輩的有很大的不同。

於是，近幾年來便開始關注自己家鄉－雙武隆漁村裡童謠傳唱的情況，積極探尋有

哪些童謠曾經在漁村裡流傳，竟意外的驚覺到原來這個漁村也曾流傳過不少潮州童

                                                      
1
 清初，始有南洋及東南洋之名。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以日本為東洋，以呂宋、文萊等為東南洋，

以暹羅、柔佛等地為南洋，以印度為小西洋，歐洲為大西洋，與明人以南海為東西洋者不同。中葉

以還，則東南亞概稱南洋。南洋者，中國南方之海洋，其範圍無嚴格的規定，現以華人集中之東南

亞各地方南洋。（參中國文化大學編纂《中華百科全書》網路版）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594&nowpage=1)現今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部份是從中

國南方的褔建與廣東等地移居到本地，因而稱之下南洋，當年他們飄洋過海南下多為做苦力或投靠

親戚，被稱作新客。 

2
 英國兒歌，又譯《一閃一閃亮晶晶》，旋律出自於法國民謠《媽媽請聽我說》（Ah! vous dirai-je, 

Maman），歌詞出自於珍泰勒（Jane Taylor）的英文詩《小星星》（The Star）。資料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閃一閃小星星。上網日期：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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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村民把它當作生活中的娛樂調劑，也讓它成為教材，讓孩子透過它來學習潮州

方言與認識世界。不過，隨著舊一代南洋新客的老去、方言的式微，它們似乎只能

被人們遺忘在角落，待人刻意詢問才被提起。 

  童謠的流傳有其歷史因素，會因應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的結構而有不

同的發展，不是每首歌謠都能流芳百世。不被廣泛傳唱的會自然淘汱，而留下來的

那些就能走過歷史，一代傳過一代。歷史上，許多不同籍貫的搖籃曲及遊戲童謠仍

因被普遍傳唱而留了下來，至今在坊間仍可以聽聞，但因受人、環境等條件因素的

影響，已衍生出各種不同的版本。我就曾經在同一社區採集到 4 個以「唪呀唪」為

起始句的不同版本。《唪呀唪》這首童謠我家也有，但歌詞和坊間聽見的有些不一

樣，為什麽我們家唸的會和別人的不一樣呢？印象中我母親曾表示這首《唪呀唪》

童謠對她來說，就字意上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押韻，唸起來既順又好聽。她也

說不出個緣由，不知其內容的由來，只說是當年長輩這麽教的，她就如此傳唱給我

們。 

  誠如美國文化心理學者 Barbara Rogoff（1995）所強調，文化不會是靜態的，

文化乃是由一些人們共同努力而成就的，它是經過幾世代轉化而來（李昭明、陳欣

希譯，2008：46）。童謠的演變亦不例外，也是隨著每個世代人們的文化實踐而會

加以延伸擴展或再創造。不同的時代會發展出不同的面貌，而此一歷史性的演化脈

絡足跡是值得後一代去追溯、探尋並記載。 

 

二、母文化與移居文化相交融 

 

  大馬是東南亞的重要華人聚居地，其華人社群的組成主要是來自中國福建、廣

東兩地的華人後裔。中國華人移居南洋的歷程開始於唐代，持續至十九世紀末，南

移人數之多寡會受不同朝代中國與南洋各國貿易、航海事業發展、政治動向、國家

法制、農村經濟、南洋經濟狀況等不同因素影響。時至今日，定居在大馬的華人已

有幾代之久，不同籍貫的華人在移居南洋的過程會各自帶來其家鄉的文化與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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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階段性的累積與傳播，基本上我們可在大馬的華人社區找到廣府、福建、客家、

潮州、海南、廣西以及三江（浙江、江蘇、和江西）七大不同籍貫的鄉音文化。這

些來自原鄉的故事與情感在大馬的土地紮根，他們以方言用歌謠、用戲曲及故事傳

承，其類型包含了鄉謠、童謠、歌謠、順口溜、叫賣聲、民間藝人創作、戲曲、民

間音樂、廟堂音樂、喜喪音樂、口述傳記、當年從中國南來的經歷、地方性的民間

故事、歷史事蹟、小人物野史等，「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主持人張吉安把它

們稱作「鄉音文化」（張吉安，2010：74）。3
 

  人類學家 Dundes 曾指出，常民知識（folklore）會反映文化傳統，及投射個人

的自我需求，因此常民（folk）在移居地體現（perform）其文化傳統的知識（lore），

能讓人作為察看其生活調適情形的指標之一（1980：37-38）。「鄉音文化」屬此範

疇，是載錄上一代人童年時的生活情感與情趣的民間文學，其存在能為後輩子民再

現不同時代消逝的歷史場景，亦可成為庶民生活的精神糧食，它們蘊藏著流傳於民

間的生活智慧與價值觀念之內容對某一時代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國海外華人特別

重視宗親概念，無論移居到哪都不忘記母文化，大馬華人亦是，他們在南移的過程

中，除了會把家鄉方言帶到海外，也從原鄉帶來活動內涵，在與移居地人們互動期

間，這些文化素材自然就會為當地注入新的文化刺激，進而調整或改變彼此的原生

文化，此交融與彼此的影響牽動著社會運轉，也促使移居地的社區展現出多元面貌。

舉例來說，歌謠在中國內陸，總是與時俱變，時時被更新，每一代人會唱出自己的

歌謠，到了海外，華人除了會傳唱帶自祖籍地的老歌謠，也會修改老歌謠，甚至不

斷創作反映居住國文化經濟風俗，反映華人在異國他鄉創業的新歌謠。 

  移居（migration），可以被視為是一連串維護及創新的歷程，是一種移居者把

隨身攜帶的母文化與移居地的新文化相交融，相互排擠的過程，它不僅只是讓人從

一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更是一種文化過程（引自陳茂泰，1993：233-235）。

這種現象和美國學者 Barbara Rogoff（1995）所主張的人類發展本是一種文化歷程

                                                      
3「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2009 年由馬來西亞國營電台「愛 FM」DJ 張吉安發起，計劃進行

期間持續南下北上深入大馬各大小鄉鎮採集大馬華人七大籍貫的鄉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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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謀而合，人們是透過不斷改變他們自身社群中的社會文化活動參與而發展，而他

們的社群也因此會產生變化（李昭明譯，2008：1）。在母文化與新文化的交融中、

大馬先輩帶來的原鄉文化在新移民地換上新妝，也讓這些背後蘊藏著如籍貫價值、

傳統習俗等豐富的傳統智慧深耕至各個籍貫的家庭，一代傳過一代。若以在潮州童

謠裡常出現的「過番歌」為例，它描述過去潮汕地區的百姓迫於生計南洋謀生和經

商的艱苦經歷，它流露出這個番邦大馬當時社會的狀態，它留下多年來海外僑民借

此對原鄉地域文化的揭示，它可作為一筆與歷史文獻互證的中國海外移民的民間記

憶，也讓新一代後輩認識潮汕地區海外移民史和僑鄉社會史（洪映紅，2011：7），

對大馬的潮州人而言有其重要性。 

 

三、口傳童謠是兒童學習的窗口 

 

  鄉音文化多為來自不同民族口頭無形集體創作，是民間歷代累積的文化資產，

對離鄉背井的新客而言，鄉音文化無論是歌謠、或是戲曲，還是故事，都如同思念

家鄉的記號，能安撫他們在浮華的變遷社會里不安的情緒，然這些歷代流傳的文化

遺產並非只是一種離散的文學產物，供人憑吊與想念，從方言童謠在大馬演變的歷

程來看，它們的存在已被視為是一筆記錄著不同華人族群參與拓殖開發東西馬兩地

的有力考古佐證（張吉安，2010：2）。4但是如果從家庭教育的觀點出發，這些傳

統文化資產所承載的民族價值觀念，及其所蘊含的符號系統與意義系統，實仰賴人

們於日常生活中灌輸，在家庭中傳遞。 

  上古時代的教育特性著重口耳相傳，童謠、詩歌這類便於記憶、傳播的韻語文

學，在傳統的教育環境裏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童謠的前身是「民謠」，屬於民

間文學之一，被包含在民謠中，來自於先民群眾口頭創作，是先於文字之前人類的

文藝創作（朱自清，1976：1），要研究潮州童謠，即可從了解民間口頭創作開始。

                                                      
4
 馬來西亞的土地面積為 330,257 平方公里，包括亞洲大陸最南端之馬來半島（西馬）以及婆羅洲

北部（東馬），共有 13 州，西馬有玻璃市、吉打、檳城、霹靂、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柔佛、

彭亨、吉蘭丹、登嘉樓、東馬則包括沙巴、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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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如同語言和文學，具有使人們能夠共同記住個體不曾經驗過的歷史事件，

跨越不同的世代，以感同身受的方式進入他人的經驗。其實，民謠初始的創作目的

並非為了兒童，寫的內容也很少涉及兒童的生活，所以不被視為是童謠，只是後來

民謠經由兒童傳唱，從成人的世界轉進兒童的世界，就成了兒童們傳唱的童謠（宋

筱蕙，1991：34）。在以往的傳統社會，兒童對童謠的喜愛程度不低於兒歌，雖然

很多時候兒童不了解他們的意思，卻也能如同唸唱兒歌一般，陶醉在其悅耳的節奏

與旋律中，其內容則帶給兒童啟示及影響。小時候，我也常跟著耆老一起唸童謠，

當時的我雖沒瞭解歌詞的意思，但卻清楚記得部份童謠的旋律，及兒時跟著玩伴一

起和阿嬤們對唱童謠與鬥嘴的畫面。 

  在早期的傳統社會，多半兒童都有學習童謠的經驗，晚清廣東梅縣詩人黃遵憲

在《曾祖母李太夫人述略》便寫道「憲生周歲，引與同寢，甫學語，即教以歌詩。」

從周歲起，黃遵憲開始學習說話時，曾祖母李太夫人就趁與他同床而睡時，教他吟

唱童謠。另外，在《拜曾祖母李太夫墓》一文中他也寫下：「牙牙初學語，教誦《月

光光》，5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這是黃遵憲晚年自敘在三歲以前得到曾祖母

教他背誦梅縣童謠《月光光》的情景。顯然廣東梅縣客家童謠成為黃遵憲童年教育

重要的學習素材，童謠對他來說深刻且難忘，就算到了晚年，回味起來仍覺得清新

可喜（譚達先，1981：154-155）。張倩儀在書寫《另一種童年的告別》閱讀了 171

位名人傳記，也看見許多的兒童都有學習童謠的經驗，例如中國詩人臧克家他在學

塾教育之前，就跟從家人念詩，「我三歲尚未學認字時，便跟著其他太太們學數嘴

兒，數嘴兒即是學民歌民謠，我會的很多，約有好幾十套。」（1997：87）。另外，

朱介凡（1986）在《兒歌年華》一書中提及：「更早於識字教育的，是母親教唱的

兒歌。……童年生活裡，也跟遊伴學得一些兒歌。到得進小學，學校裡的歌就淹了

這些傳統的兒歌。民國十年，黎錦暉的「葡萄仙子」還並未流行，學校所學得的許

多歌都忘掉了，唯獨童年時代母親教唱的兒歌，至今能記得清楚，還有那黏附著的

                                                      
5
 梅縣傳統童謠：「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蓮塘背，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親家

門口塘，放個鯉魚八尺長。長個拿來炒酒食，短個拿來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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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生活諸般情景。」(引自張禎宜，2005：7-8)。從這些文人自身生活描述中，我

們可以看見在傳統社會裡，童謠和孩童的關係在「母親」教育者的角色中如此親密

連結，特別在一些窮鄉僻壤的地區，很多孩童在年幼時，生活的圈子狹窄，知識貧

乏，他們既不能直接讀書，又不能獨立外出，常是仰賴像童謠這種文化素材來學習

「說話」，增廣生活見聞，或豐富他們的實用知識。因此，在傳統社會裡的媽媽們，

以搖籃曲在幼童睡前的時光，唱給他們聽，而孩童們則承襲大人的歌謠做遊戲，年

長的奶奶們趁月即將來臨之時以歌謠代替故事唱給孫子聽，得訴他們原鄉的樣貌與

傳說，教他們做人處事的道理，童謠仿如自然中的空氣被鑲嵌在童年的生活裡，甚

至變成孩童學習語言、社會規範與遊戲時的重要「媒介物」。 

  在我童年時期，也有透過吟唱童謠學習的經驗，村裡曾經就有位阿嬤教我們唱，

「手敲竹板笑呵呵，潮汕物產可編歌，揭陽出名香曬油，蓮澳出名本港魷 棉潮出

名冬瓜丁，澄海出名糊紗燈，汕頭出名浮魚丸……」這首歌，在這樣的傳唱中，我

從這首歌謠認識了祖父母的潮汕原鄉，懂得用潮汕各地著名的物產連結長輩們的老

家，當年這些老人家口中常出現的汕頭、揭陽或澄海，這些對我們這群第三代，甚

至第四代的孩子來說真是陌生，但因為唱出童謠，似乎距離被拉近，原鄉也變得可

親。另外，潮州童謠的創作有部份內容來自戲曲，其中的民間傳說與歷史故事對孩

童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此一類型的童謠能打開孩童的想像世界，為其學習過程提

供了刺激，童謠可說是傳統社會孩童學習的重要的依賴。 

 

四、語言變體文化消逝 

 

  潮州童謠的傳唱受語言的影響，1980 年代大馬在推廣講華語運動之前，南洋

華人家庭的孩子其成長生活的第一語言是方言母語，日常一般尤其與長輩溝通都說

母語（杜忠全，2011：133），然而，當華語成為華文小學教育上的第一用語後，6新

                                                      
6
 大馬的小學分為華、巫、印三大種族源流的小學，華文小學於 1957 年成為馬來西亞國家教育體

制的一環，華文小學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和語言的根基，是馬來西亞華裔子弟學習母語及認識本身

文化的關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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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大馬華人也不是人人說方言，導致方言的使用逐漸式微。教育用語是大馬華

人接受教育時所使用的一種語言變體，大馬的教育體制依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

大種族結構編制，馬來學校的教育用語是馬來文，華文學校教育中所倡導的母語教

育指的是以「華語」為主要教學的媒介語，而非本文所提及的方言（林敏萍，1998：

4）。在我進入體制教育學習的 80 年中期，大馬的華文小學多鼓勵學生講華語，有

些學校更強制學生在校不得講方言，並以罰款懲誡。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曾說，語言如同鏡子一樣，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圖像，也

成了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族群的身分認同證，更是一支民族自有歷史以來的思想、

智慧的結晶體，庫藏了許多外人無法探知的豐厚文化。方言，代表著籍貫，可惜的

是在世代交替中改變了過去重視宗鄉的觀念，「方言情結」在大馬的中、老華人心

中仍根深蒂固，但對年輕一代和他們的子女來說，方言已經沒有什麽現實的意義（陳

松岑、徐大明、譚慧敏，2000：87）。 

  我出生於 1970 年代末期，在家講潮州方言，成長的年代，民風簡樸，漁村裡

的生活仍未完全脫離父輩時代的傳統模式，父親兒時聽老奶奶講故事或唸童謠的氛

圍仍然存在。當時村裡的孩童不像現在的都市小孩，只能在方寸大的室內遊戲，常

成群且自在地在村裡玩樂，到處串門子，不時還可在高腳屋外的走廊，或大樹下聽

見當年南來的老奶奶講故事、唱童謠，7村裡的孩子總能在生活中習得數首童謠，

並和同儕互相傳唱。雖然，當年這些童謠的傳唱者多為兒童，很多孩子在年紀尚小

時多不明白童謠中的內容為何義，只會以方言的發音背誦方式記下，隨著年齡的增

長，逐漸淡忘當年老奶奶們教唱過的方言童謠，回憶起來常欠缺完整，童謠也在這

樣的狀態下出現許多不同的版本，甚至消失。 

  母語的不被重視，讓人慢慢忽視傳統歌謠的豐富及重要性，這現象在大馬如此，

在原鄉也是。中國潮汕師範學院講師林朝虹曾在 2011 年 9 月對其中文專業二年級

                                                      
7
 高腳屋是氣候濕潤、雨量充足的亞熱帶地區一種十分普遍的民居形式，大馬長年如夏為熱帶國家，

許多鄉村人們會選擇分了上、下兩層的高腳屋為居所。最初，高腳屋用竹子或亞答（指的是一種棕

櫚葉）蓋建，後來逐漸發展為以木材或水泥為主。屋的上層住人，下層無牆，只有數根木樁，用於

放置傢俱和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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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汕頭、揭陽、汕尾籍部分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關於「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

一簸箕」這首經典的潮州歌謠，調查結果竟然只有 9%的學生知道它，25.8%的潮

汕學生從未唱過任何一首潮汕歌謠。如今，許多潮汕年輕人對自己民系的歌謠非常

陌生，甚至在潮汕老人中也很難找到那種原生態的口頭歌謠（林朝虹，2012：117）。

母語傳承的斷層，使後來子民與歷史的聯繫斷線，許多祖先沿襲的傳統風俗文物、

生活形態、文化產物也跟著消失，走入歷史，這是一種遺憾呢？還是在時代社會變

遷框架下，人類文化演化生態中必然的現象。 

  日前我回到自己的漁村，曾經在村裡和一位年齡比我小的年青人聊天，談到說

方言母語一事，他笑稱自己雖是潮州人，但卻是一位不會講潮州話的「華語人」，8

此情形並非特例，已相當普遍。Steven Pinker（史迪芬.平克）在其《語言本能》一

書中為呼籲失去語言的危機而言道：「語言透過孩子而不朽，當語言學家看到一個

語言只有大人在用時，他知道這個語言已經去日無多了」（洪蘭譯，1998：305）。

其實，母語斷層的狀況不只發生在大馬，台灣社會中如原住民部落內，隔代已不會

母語相當普遍。2012 年秋冬時節因課進入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落的色舞繞民族文

化學園，在這田野參訪的過程中，我們看見色舞繞民族文化學園正努力從許多層面

著手推動民族教育，藉由課程把泰雅族的生活文化、泰雅族語、民族植物、文化祭

典、泰雅編織等傳承給孩子及孩子的父母。經過一個學期的參與觀察，我在色舞繞

民族文化學園深刻感受到重建一個消逝的文化之難，也察覺其最大的問題為語言的

消失，在象鼻部落新一代的小孩皆不會講泰雅族語，學生平日的溝通語言也是國語

（即華語），在家他們的父母跟孩子講國語，他們在學校跟老師、同學也講國語，

族語對他們來說是要特別經過學習，只有族語老師要求才會講的，在失去講族語的

環境下，泰雅民族文化之重建計畫之推動也不容易。語言是文化根本，文化教育重

建之成效需仰賴母語的重建。 

  2009 年馬來西亞國營電台「愛 FM」DJ 張吉安發起「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

                                                      
8
 陳昭宜弟弟，C-2013012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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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因不忍看著相傳已久的鄉音文化奄奄一息，9張吉安身體力行積極動身深入

大馬各大小鄉鎮採集大馬華人七大籍貫的鄉音文化，並呼籲大馬華人重視這個無形

的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同年 6 月，他進一步啟動了跨媒體的合

作，邀請大馬中文報章「中國報」加入計劃一起參與採集馬來西亞華人鄉音。10
 

  2009年 6月至 2011年 8月期間，我被報社委派為這計劃系列報導的指定記者，

負責報導在大馬國內採集不同華人籍貫的鄉音文化歷程。計劃中，張吉安負責將採

集的內容錄音整理，並在逢週四晚間 11 點於愛 FM 電台的「鄉音考古.思想起」節

目時段播出，讓各籍貫的鄉音原音重現。而我則負責將採訪的內容書寫成報導發表

於中國報的「富周刊－鄉音採集.鄉音考古」欄目中，計劃性地一步步將上一代的

鄉音文化，化作有聲有形的記錄。11在那 2 年半的時間裡，我跟著計劃穿州過省、

入城下鄉，從吉隆坡到馬六甲、柔佛、雪蘭莪、彭亨、霹靂等各州進行訪談與調查，

訪問的對象有些是曾經下南洋到大馬的新客，有些是藝術文化工作者，有些是民俗

文化的田野工作者，有些是道姑，有些是懂得方言童謠的婦女等，舉凡能為我們提

供大馬這片土地上曾經流傳的不同鄉音，都儘量逐一拜訪進行採集。採集的內容涵

括潮州童謠、廣府歌謠、閩南童謠、客家山歌、廣西山歌、永春諺語、福建南音、

南來的故事，也訪問了潮劇團、潮州大鑼鼓隊、海南瓊劇演員等，強烈的感受到這

些來自中國原鄉的鄉音文化原來是一直豐富大馬不同籍貫華人生活的內涵，是當年

新客在異鄉的一絲慰藉。 

  有些訪談個案在採訪的過程中因為行動不便或年事已高，常有孩子們的陪伴，

在長輩們開心跟我們分享南來的原鄉故事與歌謠時，和我們同在一旁的孩子很多都

感到驚訝，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他們第一次聽見自己的父母講述這樣的故事。這個

重要的採訪經驗，讓我們越來越清楚原來存在於民間的豐富鄉音文化並非已經消音，

                                                      
9
 愛 FM 是馬來西亞國營馬來西亞廣播電視屬下電臺，在 2005 年 4 月 1 日電臺改革時由第五台改

名為愛 FM，是一個每天 24 小時都開播的電臺。 

10
 中國報（Chinapress Sdn. Bhd.）是大馬中文報章之一，總部位於吉隆坡孟沙。公司成立於 1946

年 2 月 1 日，由大馬前財政部部長敦李孝式為首的籌組委員會，發起創刊。 

11
 中國報副刊組逢週日編排出版之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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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越來越少人願意聆聽。計劃進行期間，曾有一位老長輩在報導刊出那天因病離

世，有感於這些老長輩一位位離去，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也跟著消失不見，來不及

採集。為了持續進行這份本土紮根搶救大馬華人文化遺產的行動，我希望自己碩士

論文的研究工作，能成為該計劃延伸的一部分，於是選擇沒有文字、文獻紀錄更如

無字天書難以理解、只能口傳的「潮州童謠」為對象，瞭解其在文化遷移過程中演

化傳承的圖像，期盼自己可以加快腳步把它們一一採集留下記錄。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從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間「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的經驗出發，我意識

到自己應該要為大馬華人地區的方言童謠繼續記錄，以我自己生長的環境雙武隆漁

村作為研究田野，透過人類學田野探究的視野來瞭解潮州童謠在大馬傳承歷程之面

貌。藉由理解潮州童謠經由移民而遷移傳承的過程，特別是關懷了解其與移居地人

們的互動關係及對他們的生命意義為何，再現潮州童謠存在的歷史價值，同時為搶

救並保留大馬潮州人失落的珍貴文化遺產費力是最終目的。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黃春梅指出，歷史悠久的潮州童謠因保留著大量古漢語詞

滙和音韵為潮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傳承童謠的內反映著潮汕民間靠海吃海、

出洋過番、敬神事鬼等充滿海洋氣息的民俗風情，彰顯了潮汕獨特的地方色彩及文

化（2009：24）。童謠作為文化傳承的載體，它充滿在移民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裡，

反映著一種對原鄉的想念。我在閱讀美國文化心理學者 Barbara Rogoff（1995）《人

類發展的文化本質》時，特別認同他所提出的「人類發展是一個文化的歷程，且該

歷程是一個動態的演進」觀點（李昭明譯，2008：1）。在此認知的影響下，具體而

言，本研究核心關懷的是 1940 年代之後潮州童謠在出洋過番離開原生土地的文化

系統後，在雙武隆漁村這片土地的傳承與影響。 

  根植於民間厚土的潮州童謠，具民間口頭傳播性，難以付諸文字記錄。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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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的研究，關於民間生活史料總是透過保存以求真，透過詮釋以求意。此求真指

的是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與過程，求意則是指史料若僅止保存，是不足以讓歷史真

相再現，歷史乃是一種話語形式，是一種有待詮釋的文本，而非一堆凝固不變、僵

化的史料。無論是求真或求意，生活史料之建構，兩者缺一不可（陳瑛珣，2010：

17），在「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之前，大馬華人地區的方言童謠未有任何

系統採錄。相關民間文學的採集或研究特別少，最多只有一些零星的蒐集，念及此

本研究有其迫切性，期盼可以兼顧「求真」與「求意」的面向。潮州童謠如何在一

個移民社會中生成與轉化，透過資料採集試圖梳理雙武隆漁村村民學習潮州童謠的

經驗，挖掘潮州童謠對我們這一群在大馬生活的潮州人之意義。 

 

第三節 研究構念 

 

  長幼之間的一種示範與模仿活動可以說是人類最初的教與學。從教學形式上來

說，「身教」對於以「模仿」作為學習媒介的早期孩童成長是重要的。在潮汕地區

很多婦女在教養孩童時會給他們唱童謠，吟唱童謠的傳統已然是潮州人生活的一部

份，它隨著移民的腳步被帶到南洋的現象，可從許多南洋文學論著及民間歌謠作品

中看見。而保護潮州方言歌謠，守望民族精神家園，堅持在移動中保留潮汕文化所

表現的移民特性，也一直流傳在馬來西亞各個潮州人聚集的村落，雙武隆漁村並不

例外（謝佳玲，2008：101；林朝虹，2012：117）。在1940年到1970年代期間，雙

武隆漁村的村民一直與潮州童謠維持著一種很強的關聯，且在此關聯中讓我深刻的

體察到那一幅「成人與孩童吟唱」的畫面實為「人類最初的教與學」的圖像。因此

本研究將潮州童謠的傳唱視為此漁村村民展現其童年教育的現象，是反映潮州移民

早期傳統家庭教育的樣態。 

  本研究無法完全溯及雙武隆漁村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活、不同年代漁村內流傳的

潮州童謠之樣貌及與村民互動的狀態，甚至漁村孩童童年時期的工作嬉戲，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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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村內報導人所提供的資料裡以在地研究者的身份，我嘗試梳理過去1940至1970

年間，這個潮州漁村村民學習潮州童謠的日常生活經驗，從社會歷史與文化現象層

面來理解潮州童謠對移居異地的潮州人的意義。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份來書寫：起始的三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價值與

方法；而後三章則陳述田野採集的樣貌與探究潮州童謠在該田野傳承歷程中的生成

與轉化的樣貌，簡而言之： 

第一章：從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說明，找如何在深感鄉音文化消逝的

覺醒中體察，搶救大馬潮州文化遺產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二章：從社會歷史的觀點，爬梳潮州人的南來移民史，以理解潮州童謠的

時代發展脈絡。整理歷史文獻中潮州童謠的面貌，以作為探索潮州童謠

在大馬地區傳承方式及變遷的背景。 

第三章：概述本研究田野研究的足跡，包括研究場域「馬來西亞地區雙武隆

漁村」的介紹及田野採集的時間表與資料處理。 

第四章：從三組不同的報導人書寫報導人與潮州童謠的關係，包括五位自潮

汕移民到雙武隆漁村的婦女、雙武隆漁村第二代及第三代的村民及陳氏

三代家族，及概述潮州童謠在研究田野雙武隆漁村傳唱的面貌。 

第五章：從村民傳唱文化現象的層面闡釋潮州童謠與物件的關係、潮州童謠

對村民的意義及在文化融合的歷程中，馬來西亞地區「華文教育」對潮

州童謠發展的影響。 

  最後，第六章則省思潮州童謠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歷史價值，尤其在強勢語言的

壓迫下對1970年代後大馬華人體制教育以華語為主要學習語言對民間鄉音文化發

展之影響，同時提出對未來行動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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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掘潮州童謠 

 

潮人移民海外的歷史悠久，且移居地集中於南洋，位於廣東東南部的潮汕，因

瀕臨南海優越的地理條件，很早便成為與海外通商貿易的重要門戶，海上航運交通

和貿易的發達，為潮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成為歷史上向南洋移民的重要出入口。

本章在第一節中爬梳潮州人南遷海外的移民史，作為本研究理解報導人如何移民到

雙武隆漁村的歷史背景；而透過閱讀相關潮州童謠的文獻，在第二節中整理出潮州

童謠的歷史面貌。 

第一節 潮州人南來的移民史 

廣東東南部的潮汕，指的是潮州、揭陽、汕頭3市的俗稱，東北與福建省的詔

安、和平兩縣接壤，西北同梅州市的豐順、大埔兩縣毗鄰，西接梅州市的五華縣和

汕尾市的陸河縣，東南臨南海，北回歸線橫貫全境（圖2-1）。面積10346平方公里、

今人口1000多萬，漢族為主。居民大多講閩南語系的潮汕話，部分地區操客家方言。 

 

 

圖 2-1 潮汕地圖 

資料來源：華人頻道戰略合作伙伴 

http://news.hqcr.com/projects/news/view.aspx?nid=272389。上網日期：2013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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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潮州人下南洋的歷史概況，本研究主要參考中國與大馬兩地學者陳劍虹

（2010）的《檳榔嶼潮州人史綱》、陳驊（2007）的《海外潮人》、吳勤生、林倫倫

主編（2001）的《潮汕文化大觀》、周漢人（1958）的《南洋潮僑人物志與潮州各

縣志華史》、王琛發（1999）的《馬來亞潮人史略》等文獻而建構。基於受地理環

境、社會經濟、國家政策等因素牽動，移居地多集中於南洋，依文獻記載潮汕人往

海外移民大致可分為萌發期的宋元朝代、形成移民浪潮的明清時期、出現自由移民

和契約移民兩種類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潮汕移民時期及 1949 年新中國

成立移民浪潮。以下即依序闡述之。 

  唐宋明代前中期，在潮汕的潮州人已懂得利用季候風，依循西洋針路航線到南

海各地販商活動，潮州地區的海外貿易也衝破官方禁令，進行通番走私活動；中後

期以後，潮州海商和海寇興起，組成武力走私集團，拓展中國與東南亞的商貿交通，

此為誘發潮人移民南洋的開始，而牽動大規模遷移大馬的檳城移民潮，則是清朝時

代政府週旋於海禁和開禁之間的海外貿易政策（陳劍虹，2010：5-10）。在《海外

潮人》一書中，陳驊提及宋元時代潮汕已有海船放洋穿走於海上；明清以後饒平柘

林、南澳、澄海樟林港等均先後成為早期出洋口岸和貿易據點，雍正皇帝於任期

1723 年 7 月期間，為方便管制商船，制定了凡出港海船都要統一編號，並在船頭

及桅杆油飾標記，當時潮汕地區的廣東民船及桅杆的一半都油以紅色，因此被稱為

「紅頭船」，是潮人對外商貿的標誌。1860 年汕頭開埠，中國對外的貿易一日千里，

紅頭船便行走於香港、暹羅（今泰國）、越南、新加坡、檳城、爪哇和蘇門答臘日

里、勿里洞、邦加諸地，且逐漸發展成為定期的航線。12坐著紅頭船南下移民的潮

人，有些從暹羅進入馬來半島，有些則從新加坡入境。隨著中國暹羅與米糧貿易的

蓬勃發展，紅頭船便成為潮汕外貿的重要仲介，甚至也成了潮人南下移民各國的輸

送船舶，而海外貿易的興盛，導致移居南洋的潮人有增無減。清乾隆至咸豐年間從

樟林古港乘坐紅頭船漂泊到暹羅謀生創業的潮人多達 150 萬人，當時他們主要先在

                                                      
12

 指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市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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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各城市，後來才分散到越南、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的柔佛等，使潮人的分

布流向逐步擴大（陳驊，2007：6-22）。 

  汕頭的開埠是近代中外關系史中的重要事件（圖 2-2），也是潮汕地區歷史上的

一件大事，此階段英美等西方國家早對潮汕沿海地區抱有覬覦之心，並著手進行大

量的非法活動，如鴉片走私和苦力販運等。第一次的鴉片戰爭至民國期間，是潮汕

地區向海外移民持續增加的時期，清政府被西方列強迫簽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

得汕頭在 1860 年代被迫對外開放，從此成為粵東地區對外貿易和泛海移民的重要

口岸。當時的外國洋行和船務公司掌控了汕頭海運，競相開辟汕頭通往暹羅、越南、

新加坡、檳榔嶼（今檳城）、爪哇、蘇門答臘等地的定期航線，至 1848 年從汕頭港

輸出洋的人數增加到 590 多萬人。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又被迫允許英

國等列強承認華工出國合法化，向外移民在法律的允許下合法化，引發了當時潮人

出國的另一波高潮。海上航運交通和貿易發達，雖為潮汕地區向海外移民推向南洋

一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然這樣的發展也促使潮汕頓然變成人民改變生活的機會空

間，造成內陸之間的人口湧入，農村出現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潮汕地區的背山面海，

屬於海口型的聚落，境內崇山綿延，田地狹人稠，崗陵起伏，不易開發農地，濱海

的農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想辦法，所以有不少人民多從事捕魚海事工作。這樣的環

境，對於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村破產者和鄉鎮游民來說，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遲

滯開發，直接產生推力，驅使人民離開，移民他鄉尋找生計。 

 

圖 2-2  1921 年落成的汕頭潮海關 

資料來源：陳劍虹(2010)。檳榔嶼潮州人史綱（頁 17）。檳城：檳榔嶼潮州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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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使中國勞動人民生活變得更苦，大宗的賠款轉到普通

百姓身上，外國的投資帶來了速度化的工業，自然經濟遭到破壞，改變了農村社會

自給自足的生活機制，大批農民在越來越貧困下只好被迫走出洋賣苦力，19 世紀

60 年代至 20 世紀初，出現以華人勞工為主體的海外移民潮，性質為苦力貿易階段。

在歷史上，潮汕地區是一個自然災害區，經常受到水災和風災的摧殘。由於封建社

會的抗災技術低下，以及政府人事的官僚行止，災害過後所產生的問題嚴重，農產

品歉收，飢荒遍起，戰亂、天災、人禍，紛紛逼使人們棄家離鄉往外發展，19 世

紀 60 年代，東南亞種植園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此潮人便利用濱海的有

利條件和航海的技術專業「賣豬仔」到南洋當苦力。後來，由於深受「豬仔館」和

船主的壓迫，契約華工開始反抗，各界輿論也紛紛質疑、抨擊。迫於內外壓力，各

殖民國家相繼釋出改善華工狀況的條例。1912 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禁止販

運「豬仔」與保護華僑的法令，苦力貿易宣告終結。此時期也有部份華人以自由勞

工的身份前往東南亞從事商業、手工業與農業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0 年間，

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頂峰，日軍侵入東南亞後，打壓華人社會，大量華人才漸漸

回遷國內，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往東南亞的華人大幅減少。隨著 194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又有新一波移民「下南洋」，在此之後的 1980 年代，移民浪

潮仍未停止。 

  潮人向海外移民，雖受不同時期社會、經濟背景等條件制約，但性質上多半屬

於「和平移民」，目的只為了生存，依靠親鄰關係互相接引，是民間一種自發性的

人口遷移。只是潮汕人何時進入馬來半島？在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之下，只能以王

琛發在其研究《馬來亞潮人史略》提及最早應是定居馬六甲，登嘉樓一帶作為參照

（圖 2-3）。這兩個皇朝，都是先於英殖民地之前已有人煙，英國占領檳城之後，有

許多馬六甲潮人曾經到達檳城。而且馬六甲自十五世紀便與中國建立貿易及外交聯

系，南下貿易或定居的潮人在當地應該是歷史悠久。進入清代，前明義士眾多，起

義失敗者紛紛南下，更可能散居半島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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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馬六甲地圖 

資料來源：http://www.maphill.com/malaysia/melaka/location-maps/political-map/ 

上網日期：2014 年 10 月 2 日。 

 

  十九世紀末的馬來半島殖民注重經濟作物的開發，社會及政治局勢逐漸穩定馬

來半島的潮人社會，基本上已經安定成型，潮人的移民背景會受其家族性、地域性

影響，所以無論他們移居於何地，往往都在艱苦與共的謀生過程，依藉屬或宗族關

係及共同語言、習俗、信仰聚落在一起，形成地緣性明顯而又大小不一的社區。這

樣的一個社區常以一種「非團結無以圖生存，非互助無以謀發展」的群體心態，建

立以齊合性為基本特徵的關係網絡，胼手胝足，互助互濟（王琛發，1999：1-32）。

這些南來大馬地區的華人新客，一開始，他們多半先由青年及中年人來開荒探險，

慢慢待移民生活穩定後，才開始接應兒童、婦女及老年人南來，即其順序是從一開

始的個別移民，到後來的集體移民及大規模移民（周漢人，1958：特 19-22）。雖然，

當時從汕頭出門的人不一定全是潮人，但不少華人墾殖民不少已把馬來亞視為他們

的第二故鄉，安居樂業，長守至死。13
 

 

                                                      
13

 馬來亞乃 1957 年 8 月 31 日獨立時之國名，1963 年改稱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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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上的潮州童謠 

 

  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童謠，沒有文字的族群或方言也有童謠。鍾敬文在黃詔

年的著作《孩子們的歌聲》一書的序言提及：「童謠是表示民間自然的兒童的歌及

他們母親所唱的歌謠，而兒歌一名詞，則用以包括一切兒童與母親及文人們為他們

所唱作的歌。」（黃詔年，1972：7）。 

  一般人常常對「兒童歌謠」、「兒歌」、「童謠」等名稱感到混淆，有學者覺得它

們之間是不同的，也有學者覺得它們是一樣的。童謠與兒歌，性質十分相近，都是

訴諸聽覺的「口頭文學」，也是口傳教育時代的重要教材，當時的父母，特別是母

親，常會唱一些道德觀念很強的歌曲給子女們聽，希望他們能從中學習。 

  關於童謠的定義，古人說：「童，童子。徒歌曰語。」（韋昭注，《國語‧晉語》）。

「童子歌曰童謠，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五）。

「童謠」是指傳唱于兒童之口的、沒有樂譜、音節和諧簡短的歌謠。它有很多稱法，

清人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把「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等都歸入

「童謠」一類；其他古籍中還有稱「孺子歌」、「童兒歌」、「兒童謠」、「孺歌」、「小

兒語」、「女童謠」等的。一些民俗家或文學家認為「兒歌」就是「童謠」，「童謠」

就是「兒歌」。林武憲在《兒歌的認識和創作》中寫到：「兒歌和童謠，是同一種事

務物的不同名稱，其實都是『小孩子唸的歌兒』，就好像『花生』、『土豆』，都是同

樣的東西，只是說法不同而已。」（馬景賢，1985：57）陳正治認為：「在古代，人

們多採用『童謠』的詞；在現代大部份的人則改用『兒歌』，所他們倆雖然名稱不

一，但實質相同」（陳正治，1984：4-5）。 

但是，馮輝岳在其所編的《童謠探討與賞析》便提到「兒歌」和「童謠」是不

同的：就字面上而言，童謠與兒歌不同之處在於「謠」與「歌」。爾雅上說：「徒歌

謂之謠」，凡不合樂而唱的均屬之，故民謠、童謠都沒有配樂曲，而以唸誦、說講

或吟哦表達，只注重聲音的長短、快慢，至於音調的高低則不定，前人流傳下來的

無數童謠，幾乎全是「徒歌」，此「徒歌」與兒歌之「歌」，倘若同一意義，那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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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與兒歌便沒有分別了（1982：44）。 

  其實，童謠的前身是「民謠」，屬於民間文學之一，也是早期庶民家庭傳授生

活見聞、實用知識的歌（譚達先，1981：22）。文學家林海音在為朱介凡的《中國

兒歌》出版而寫的文章中表示，在她年幼時代，學齡前的兒童教育不是交給托兒所、

幼稚園，而是由母親、視母親自來撫育、教養。在子女眾多的家庭就加入了奶媽和

僕婦，當時的婦女識字不多，不懂什麽叫「兒童教育」，但是孩子們在「口傳教育」

模式下學習，從歌謠中習得語言、道德倫理、生活知識等（林海音，1983：1）。大

馬民間的潮州童謠傳承自中國原鄉的民謠，數百年來仰賴以徒歌的口傳方式延續下

來，在經新土地上的族群融合，反映各種社會現象；所以本研究指稱的大馬潮州童

謠，是指居住在大馬的潮州人，昔日和現代孩童所唸唱的童謠。 

過往的童謠本是成人的歌謠，一開始其創作目的並非是為了兒童，寫的內容也

很少涉及兒童的生活，所以不被當作是童謠，只是民謠經由兒童傳唱，從成人的世

界轉進兒童的世界，就成了兒童們傳唱的童謠。基本上，童謠沒有明確的範疇和界

限，兒童常常不了解他們的意義為何，卻也能如同唸唱兒歌一般，陶醉其悅耳的節

奏與旋律中，一般而言，民謠中適合孩童聽與唱，只要是被兒童樂於接受或模仿、

活躍于兒童口耳之間的，都可以將它歸類為童謠。童謠，因兒童而始，但也因兒童

不再唸誦而生命消逝，本研究所指涉的童謠屬此範圍。 

民間的潮州歌謠，靠的是口耳相授傳播，能走過歷史，在遷移的歷程中隨一代

代人改變，在過去先輩的努力採集與推廣下，才讓我們保留了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

這段潮州歌謠採集的歷史幫助我們窺見過去，理解那些過去的童謠文本中所展現的

時代情境與文化脈絡。以下依據蘇慶華（2014）的《蘇慶華論文選集（四）：過番

歌研究》、林朝虹、林倫倫（2012）編著《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林朝虹（2012）

著「論潮汕方言歌謠收集整理的原則與方法」、吳勤生、林倫倫主編（2001）之潮

汕文化大觀》、黃正經編著（1995）的《音釋潮州兒歌擷萃》、《1953-2003 下霹靂潮

江公會金禧紀念特刊》及對歷史上潮州歌謠採集歷程概括的整理。 

  大約 5000～6000 年前，潮州大地上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蹤跡，當時應該有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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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謠，可惜已無法考證。潮汕這地方屬於古代的越地。在晉朝左思《吳都賦》中

便寫到「荊豔楚舞，吳歈越吟」，足見中國原鄉的南方歌、舞在當時已相當發達。

根據文獻記載，宋朝時期，潮州地區已有漢族歌謠、昼族歌謠、畲族歌謠並存。明

清時期，由於中國封建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商品經濟開始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生

活好了，人民因而懂得要求更多娛樂，此思想上的轉變和大規模整理民歌成為文人

的一種時尚，使民歌進入了一個發展黃金時段。有關潮州歌謠的文獻也在那時期才

大量出現，如吳穎《潮州風俗考》記載「游春」，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秧歌」。 

  潮汕歌謠的收集整理有兩個高潮期，一是在 20 世紀 20 年代，隨著反帝反封建

的新文化運動的激盪，中國出現了一次民間歌謠活動的高潮；二則是上個世紀八九

十年代，中國境內國家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民間文學采風時期。1918 年從新文化運

動中心的北京大學開始，在劉複、沈尹默、周作文等人的努力下，發起徴集歌謠，

1920 年歌謠研究會成立。1922 年 12 月 17 日《歌謠》創刊並開始帶動全國收集、

研究歌謠。這些人不再只是「觀風俗，知得失」的傳統意義研究歌謠，而是選取了

人類學、民俗學、文藝學的全新角度發展歌謠，使它超越原來價值。1923 年 3 月

《歌謠》第十一號第一次發表了潮州歌謠「渡頭溪水七丈深，一尾鯉魚頭戴金。一

條絲線釣不起，釣魚哥兒枉費心。」此後，在潮州歌謠先驅們的努力下，大批潮州

歌謠被收集起來並通過《歌謠》傳播到全國各地。1927 年，畢業於北大、其時任

教于金山中學的丘玉麟著手編輯、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謠》。1929 年，金

天民的《潮歌》也跟著出版，共收集歌謠 288 首。同年，中山大學民俗研究會雜誌

《民俗》分期刊載了昌祚、鳴盛合編的《潮州兒童歌》共 18 首。1945 年林德侯還

編出《潮州歌謠》未刊本，潮州歌謠收集工作盛於此時期，收穫豐富。 

  1945 年，中國境內發生第一、二次革命戰爭至抗日戰爭期間，出於宣傳和「喚

起民眾」的需要，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者和革命幹部，曾模仿群眾喜聞樂

見的畲歌形式創作了大批革命歌謠。1927 年前後海陸豐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所寫的

《咚咚咚，田仔罵田公》最具代表性，成為風靡一時的革命檄文。1949 年解放後，

社會底層的民間文學深受重視。1958 年，丘玉麟把他於 1927 年出版的《潮州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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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民的《民歌》及林德侯稿本重新篩選整理出版了一個比較完善準確的潮州歌謠

集，反應熱烈，銷售量佳。其後，1959 年印行了《揭陽民歌》；1982 年油印發行了

汕頭文聯民間文藝研究會主持，馬風、洪潮編輯的《潮汕歌謠選》；1985 年出版了

《潮州民歌新集》；1987 年揭陽民間文學研究會出版了《潮汕歌謠選注》；1997 年

又有了《潮汕歌謠新注》。這一階段的工作著重在整理和研究，並且在正字正音上

花了極大的工夫，以增加整理的科學性和內容的可讀性。潮州歌謠在推陳出新地發

展的同時，也積極努力地對外推廣與傳播。隨著明清以後大批潮人移民到東南亞各

地，潮州歌謠因此在海外的傳播，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引自吳勤生、林倫倫編，2001：

360-365）。 

  隨著大批潮人移民到東南亞各地，在帶去潮汕風習之餘，也帶上潮州歌謠，作

為思鄉與娛樂的陪伴，其中顯見的是這些廣受潮籍人士感興趣的潮州歌謠在傳入東

南亞後，常有民間文人的改編或潤飾的出現，而過番歌「心肝卜卜跳，目汁金金掉。

又驚番仔（外國老闆），又怕虎叫。虎叫還好踮（躲藏），番仔一來，鐵棍兒額頭頂

照照。唔合番仔意，生命無半厘」，甚能說明潮人過南洋時期飽受垦殖飽受剝削壓

迫的真實紀錄，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潮州歌謠多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有反映

男女戀愛之情的戀歌，不過到了後期傳唱的潮州歌謠，其主要的傳唱的對象是兒童，

所以歌謠的角色也漸起變化，很多潮州長輩在回憶當年唸唱的潮州歌謠時都會以

「畲歌仔」或「歌囝」來宣稱。在過去鄉村中的老嬸、老姆，邊紡織、縫補或工作

時，有不少的確會邊隨口教孩兒唱歌；為人母者哄孩子、催眠，也用潮州歌謠，歌

謠被看作童謠也是自然發展，不過就因為傳唱的對象多半是兒童，所以早期那些潮

州歌謠中的男女戀愛的題材就緩慢地失傳。潮州歌謠吸收歷代詩、經、樂、歌、謠

的藝術精華，兼收並蓄，口語化、方言化、故事化，是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口頭文

學。潮州歌謠，保留著《詩經》樸素詼諧的語言特色，吟讀起來玩味好笑，懂得方

言才知其妙（林朝虹，2012：124）。 

  潮州童謠其表現方法和篇幅結構的不同，能在孩童學習上提供不同面向的資訊，

這裡整理的主要為歷年來潮學研究學者等人採集的在潮汕地區的潮州歌謠，依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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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虹、林倫倫於 2012 年編著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分類為與大馬地區潮州

童謠之對照，以分析童謠因移動或變遷演變的背景資料。以下按童謠所展現的內涵，

做一簡單分類，類別依序為搖籃曲、生活類、遊戲類、滑稽類、敘事類、勸世類、

儀式類、過番歌等 8 種，透過分類的結構對童謠其表現方法和篇幅介紹，讓讀者了

解潮州童謠在潮汕地區傳承內涵的面貌。 

 

一、搖籃曲 

  此類童謠主要是女性在哄嬰幼兒睡覺時吟唱的童謠，以下 4 首搖籃曲的歌詞內

容在書寫時勾勒出其輕輕搖動搖籃的動作畫面，配合女性輕柔的聲音，像是輕喚孩

子快睡覺。這些搖籃曲主要表達了一種祝愿，希望心肝寶貝平安長大，成龍成鳳，

不過以最後一首為例，也帶出了傳統農村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 

 

例一：《擁呀擁》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擔靴擔唔浮，飼豬大

過牛，黃牛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輦輦圓，五男二女來團圓。14
 

 

例二：《擁呀擁》 

擁呀擁，擁富貴；擁發財；發財起一厝，大厝大方方，厝囝拉涼風。15
 

 

例三：《擁呀擁》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文阿武來擔靴；擔靴擔浮浮，飼豬大

過牛，牛兒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挈去找，找到二百九；一百乞阿

兄，一百乞阿嫂，存個分乞阮阿「奴囝狗」。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飼來有惜神 ，惜神惜勢大，合內又合外；合內

                                                      
14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48。 

15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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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財星，合外會發家。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擔靴擔唔浮，飼豬大

過牛，黃牛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輦輦圓，阿舍讀書赴科期；科期

科，阿舍讀書中探花；去時書僮擔行李，來時大轎合彩旗。16
 

 

例四：《挨呀挨》 

挨呀挨，挨米來飼雞，飼雞叫嘓更，飼狗來吠夜； 

飼豬還人債，飼牛拖犁耙；飼阿弟落書齋，飼阿妹雇人罵。17
 

 

二、生活類 

  在潮州童謠中，有不少描寫會生活和家庭生活，其創作內容主要是將日常生活

所見的人、事、物納入，唸起來輕鬆自然，豐富有趣。以下舉例的童謠特別具海洋

特色，是靠海吃海的潮汕地區獨有的環境色彩。獨特的地理環境讓使潮汕人擅於討

海生活，所以海鮮河鮮很自然的便成了他們的日常飯桌上的菜餚，童謠中也常現海

產品的身影，如《雨落落》和《白鷺鷥》等等；另外，也選取一首描寫家庭生活的

《雨落落沃樹枝》，作為概述潮汕地區的孩童在學習認識生活用品、環境、海產等

會拿來吟唱的童謠類別。 

 

例一：《雨落落》 

雨落落，阿公去柵箔１，柵著鯉魚共苦初２，阿公哩愛烙 3，阿媽哩愛炣 4，

兩人相拍相挽毛 5。挽去見老爹 6，老爹笑呵呵，恁二人好笑絕。18
 

 

  這首童謠講敘了一對公公婆婆因為對打來的魚的烹煮法有不同意見而見官的

                                                      
16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1-352。 

17
 黃春梅，2011：24。 

18
 黃春梅，2011：25。註釋：1.柵箔：一種捕魚的方式。2.苦初：一種小河中的魚。3.4.烙、炣：

是兩種不同的烹調方法。5.挽毛：拔毛 6.老爹：官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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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充滿了生活情趣。童謠中還鋪排了潮汕地區水產的豐富及水產烹調方式的多

樣。 

 

例二：《白鷺鷥》 

白鷺鷥 1，飛過籬；紅腳褲，白腳纏 2；纏到恁哀腳糜糜 3。19  

 

  這首歌謠形容舊時代封建意識，以女子小腳為美，故多強迫女子纏足。

歌謠借描寫白足鷺來唱出纏足之苦，孩童雖未必明白其深層意思，但以漁村

常出現的「白鷺鷥」為啟始句，使孩童願意親近把玩。 

 

例三：《雨落落 沃樹枝》 

雨落落 沃樹枝 1，無某阿兄樹下啼；衫破褲裂無人補，緊緊娶某來張治 2。 

緊緊娶某來破家，三頓配我四斤紅沙蝦 
3；三日四日紡粒紗。 

輕輕打某一下棰 5，騎豬倒羊就來回；手擎香爐咒重誓 6，後日打某手著

瘸 7。 

輕輕打某一拳頭，猛猛走來李厝投 8；行到李厝個客廳，許內狗囝吠三

聲 9； 

阿爹伸頭出來睒 10，阿郎轉口叫阿爹；阿爹轉口叫阿郎，就命囝仔擎茶

湯 11
 

竹篙蠟蠟好晾紗 12，蓋甌深深好沖茶 13；借問客廳乜人客 14，夭是昨日

打某儕 15。 

茶湯食了正開言 16：唔中你女做女婿 17，三心二意憶別人。 

稚瓜無瓤 18，稚囝無肚腸 19，稚囝食飯無障多 20，稚囝想事做有按障長

21
? 

                                                      
19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163。註釋：1.白鷺鷥(liao
6(2)

 si
1
)：白鷺。2.腳纏：裹腳布。3.恁(ning

2
)：

你們。哀(ai
5
)：俗稱母親，本字為「姨」。4.糜糜(min

5
)：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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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頭種樹種冬粉，親親姨囝出來叫阿郎 22，阮姐在家食到白如雪；去到

你家做障黃 23？ 

你姐又會破我家，破我桃李也不生，破我猫兒無綴厝 24，破我鴨母無綴

家 25； 

我姐做會破你家，桃李老了就不生，猫兒無鯹唔綴厝 26，鴨母無粟唔綴

家 27。20  

 

在潮汕歌謠中，表現家庭生活特別是婦女生活的題材可說大量，其功能主要為

讓吟唱者抒發、投訴心情，也有一些是描寫家庭成員之關係等等，此歌謠主要描寫

了一對夫婦不和，吵鬧打罵，男子跑到岳父家投訴，認為妻字敗家，結果被小姨子

反駁得啞口無言。歌謠運用多種辭格，語言形象，對話生動有趣。 

 

三、遊戲類 

  兒童遊戲類的童謠，在人們幼年時期與小夥伴戲耍玩樂之時，一而再地出現，

這一類童謠多給人的印象最深，也最讓人記得，孩童透過它們來作遊戲，並習得詞

彙。在潮汕地區的遊戲童謠也不少，以下選擇的是雙武隆漁村也有傳唱的，作為探

究歌謠變遷之對照。 

 

 

                                                      
20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171。註釋：1. 沃：澆灌 2. 張治：張羅持家；緊緊：趕快。3. 配：

佐飯菜色。4.過家：到處閒逛。5. 棰：小棍子。6.擎(Kia
5
)：拿。重誓：惡毒的詛咒。7.瘸：手得廢。

著（dioh
8）：要。8.猛猛：趕快。李厝：李家。9.許內（lai

6）：房屋，家 10.睒：窺看。11.囝仔：婢

女。茶湯：茶水。12.竹篙(go
1
)：竹竿。蠟蠟：光滑。13.盖甌：一種較大有蓋的茶杯。14.乜：什麽。

15.夭是：原來是。儕(sê
5
)：同輩，同類人。16.食了：喝了。正（zia

3）：才。開言：開口。17.唔中：

不適合。18.稚：嫩。19.稚囝：年輕的人。20.障(zio
3
)多：這麽多。21.障長：這麽長。這裡指這麽周

到。22.姨囝：小姨子。23.障黃：這麽黃。24/25.唔綴厝：不待在家裡。26.無鯹：沒有魚。27.粟：

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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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腳痹痹》 

腳痹痹 1，挽草來搭鼻 2；鼻安安，牽牛來上山；山危下 3，鱉母罵鱉父； 

鱉父熬山楂，鱉母磨豆干；一碗分阿三４，一碗分阿四，食了腳未痹 5。

21 

  以上這首《腳痹痹》童謠運用頂、反複和押韻等手法，使歌謠朗朗上口。這是

潮汕地區小孩遊玩時手腳麻痹常唱的歌謠，以為可以解除麻痹。 

 

例二：《點啊點竹殼》 

點啊點竹殼，點著底個漏屎汁１；就是就是，只個老兄弟２。 

點啊點竹鞏３，點著底個阿總４；就是就是，只個老兄弟。22
 

 

  以上的遊戲童謠是潮汕孩子做遊戲前唱的類似「剪刀石頭布」的歌謠，像這種

「點兵式」的遊戲童謠最常在孩童的生命中出現，被他們用作選鬼捉人的遊戲時點

兵或點賊式。 

   

四、滑稽類 

  滑稽歌多帶有諷刺意味，影射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不過，也有的滑稽歌只帶

娛樂色彩，此類歌謠的創作僅僅是為了增加生活趣味。在潮州童謠中也有不少戲謔

類的童謠，有略帶惡意地取笑對方的意味，被取笑者難免心生不快，但往往也無可

奈何，以下舉例一首收錄在林朝虹、林倫倫編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裡的以

「一二三」為啟始句的戲謔類童謠。 

                                                      
21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8。註釋：1.腳：訓讀為（ka
１
），本字「骹」。2.挽草：拔草。挽，

拉。搭：貼。3.危下（guin
１(7）

gê
6）：高低。危：高，下：低、矮。4.分（bung

1）：給。未：不會。 

22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3。註釋：1.點著：點到。底個：哪一個。底（di

7） ：疑問代詞，

什麽。漏屎汁：倒霉。2.就：讀(zu
6
)。只：這。3. 鞏(gong

2
)：用來裝水或其他液體的容器。4.阿總：

過去對當差者的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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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一二三》 

一二三 1，褲破空 2；破底塊 3？破在尻倉涵 4；愛補無時間 5，唔補笑死

人 6。23
 

 

  這首兒歌充滿童趣，語言戲謔，說的是剛要出門突然發現褲子破了一個窟窿，

且是令人難堪的位置。敘說生活中的尷尬事，讓人忍俊不禁。 

 

例二：《顛倒歌》 

老鼠拖貓上竹枝，和尚相打相挽辮。 

擔梯上樹沽蝦仔，點火燒山掠蟛蜞。24
 

   

  潮汕童謠中就有不少顛倒歌，如以上這首，它是在為了表達的需要，把一個詞、

詞組或成語的語素秩序故意顛倒過來，以一種顛倒的修辭手法而創作的。童謠研究

中稱這種通過有意識正話反說創造喜劇效果的童謠為顛倒歌。老鼠拖貓上竹，和尚

揪辮相鬥，扛梯上樹撈蝦子，上山放火捕蟹，整首童謠故意置入一些矛盾，在不合

理中產了強烈的喜劇感。顛倒歌之所以顛倒事理而不怕誤導兒童，藝術依據在於聽

歌的人對歌謠所涉及的對象都有正確的認知，是一種明知的搞笑，有還被用作對某

些人或事進行善意的嘲諷。 

 

五、勸世類 

  勸世意味的歌謠在潮州童謠中為數不少，此類歌謠之創作，一開始並不以兒童

                                                      
23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5。註釋：1.三：讀（sang）。2.空（kang
1）：洞，窟窿。3.底塊：哪

裡。4.尻倉洆（ga
1
 ceng

1
 ham

5）：屁股靠近且門地方的腎溝。5.愛：想要。6.唔：不。 

24
 黃春梅，2012：26。註釋：1.三：讀（sang）。2.空（kang

1）：洞，窟窿。3.底塊：哪裡。4.尻倉

洆（ga
1
 ceng

1
 ham

5）：屁股靠近且門地方的腎溝。5.愛：想要。6.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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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有人覺得這些內容對孩童來說太重、太深，不過很多婦女還是會以此來教

育孩子，希望藉由歌謠從小灌輸孩童正確的觀念，在潮汕地區可以找到的有《戒賭

歌》、《戒鴉片歌》、《戒嫖歌》等，歌詞一般特別有說教的意味。以下舉例《戒賭歌》。 

 

例一：《戒賭歌》 

勸告世人勿貪心 1，人呾無貪禍唔深 2；博錢多因從貪起，人若好博誤了

身； 

三日贏來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工夫；田園抛荒發青草 3，但說博錢是何如； 

贏時得意嫌無多，輸時過後連無本；衣衫當盡不蔽體 4，受飢受餓受奔波； 

愴愴惶惶心呆痴，昏昏醉醉乞伊迷 5；贏到加加唔得意 6，輸盡輸了收悔

遲。 

勸告世人用功夫，學得成來不會輸；自可度生過日子，積有存錢置家私； 

一門手藝學得成，還得精來益求精；任伊田園若多亩 7，輸過技藝來隨身

8； 

外出謀生免費心 9，技藝件件值千金 10；博錢食董薰勿去做 11，男人有志

不怕貧； 

也有富貴而后貧，歪念一生無奈何 12；朋友帶伊行錯路 13，錢銀輸盡骨肉

疏。 

古道擇友需用心，不知好友何處尋，尋得好友相幫助，取長補短情誼深； 

不義之財切勿貪，酒色嫖賭害死人；成功衰敗兩條路，世人謹記在心中。

25
 

 

                                                      
25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3。註釋：1.勿（mai
3）：不要。2.呾（dan

3）：說，講。唔：不。3.

荒：白讀為（hen
1）。4.衫：衣服。5.乞：（keh

4）：作介詞，意為“被”。伊：它。6.加加：很多。加（gê
1）：

多。7.若多：（rioh
8(4) 

zoi
7）：多少。8.輸過：不如。9.免：不用。10.件件：泛指各種，每一種。11.

食薰：抽鴉片。薰（huang
1）：香煙。12.歪：訓讀為（cua

2），邪。13.行：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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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敘事類 

  知識敘事歌謠的創作目的不是抒情也不講述故事，而是藉歌謠的形式來傳播知

識，協助記憶，如天象歌、節序歌、農事歌、報花名、報戲名、魚名歌、百屏歌等

等。 

 

例一：《天烏烏》／另名:《挈枝鋤頭去巡埠》 

天烏烏，挈枝鋤頭去巡埠，巡著鯉魚偷娶某，龜企燈，鱉打鼓，蟟蟜１扛

新娘，蝦姑２背囊箱，水雞３擔布袋，田蟹來相賀，弟啊弟，你個新娘真秀

麗，綠豆眼，相公鼻，鼻屎耙落一糞箕。26
 

 

  這首童謠只有 80 個字，但卻出現了鯉魚、烏龜、鱉、蟟蟜、蝦姑、田雞、田

蟹等 7 種水產，其運用了擬人手法，描寫了鯉魚娶媳婦時眾水族前來祝賀的熱鬧場

面，鋪排生動逗趣，是一首深受孩童喜歡的童謠。 

 

例二：《好戲梅來興》 

好戲梅來興１，戲爹阿金升 2，大部金石宮，銅鑼打雕窗 3，副钹囝打存二

個蛊４，鞳鼓哩無釘 5，槍哩無纓，無戲囊疊落筐 6，的咊哩無盤 7，呋嘟

嘟搭草紙 8，小生七十七，花旦八十三，紅面曲手 9，烏臉拐腳 10，做文戲

哩穿熱衫 11，做武戲哩挈扁擔 12；戲囝十三 13，戲囊二腳 14；穿到袍無龍

15，戰到槍纓，扽破二腳囊 16，座做二隻筐。27
 

                                                      
26

 黃春梅，2011：25；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29。註釋：1.蟟蟜(liao
6(7)

 giao
6
)：蛤類海產。

扛（geng
1）：抬東西。2.蝦姑：粵語稱（癩尿蝦）3.水雞：田雞。 

27
 林朝虹、林倫倫，2012：439。註釋：1.梅來興：戲班的名字。2.戲爹：也叫教戲的，即導演。

3.打(pah4)雕窗：敲一個洞，像窗。4. 鈸：（cê6）潮樂會用到一種銅質圓形的樂器，中心鼓起，兩

片相擊做聲。存：剩下。5.鑼刁釘：鑼被釘子卡住。5. 哩：語氣詞，用在主謂語之間，表示語氣舒

緩。6.囊：指戲囊，通常是木質的箱子。疊(tiab8)：把東西疊起來，收整齊。7.的咊：嗩吶。8.呋嘟

嘟：大嗩吶，狀如長喇的金屬吹奏樂器。搭（dah4），貼。草紙：一種粗糙的紙。9.面：臉。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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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謠主要是敘述一個潮劇戲班行當破舊不堪、殘缺不全，演員無論是小生

還是花旦都是七、八十歲的殘疾老人，一派潦倒。 

 

例三：《百屏花燈歌》歌詞（選段） 

活燈看了看紗燈，頭屏董卓風儀亭１； 

貂嬋合伊在戲耍 2，呂布氣到手捶胸； 

二屏秦瓊倒銅旗，三屏李恕射金錢； 

四屏梨花在吸毒，五屏郭槐賣胭脂； 

六屏點將楊延昭，七屏張飛戰馬超； 

八屏孔明空城計，九屏李旦探鳳嬌； 

十屏關爺過五關，十一昭君去和番； 

十二趙雲救阿斗，十三劉備取西川； 

十四大戰魏文通，十五凍雪韓文公。28
 

 

  元宵佳節鬧花燈是潮州人民大眾的賞心樂事，該活動從元宵開始，高潮在正月

廿四日前後三夜，一直要鬧近十天。全城共有兩百多屏大花燈，連同龍鳳燈、魚燈、

果子燈共達數百之多，潮州花燈後來被編成《百屏花燈》歌冊在民間傳唱至今。這

是一首描寫潮州元宵節的花燈盛會，所見到一百屏都是以潮劇戲齣為藍本編製而來，

在過去潮州地區的農村社會，老一輩的人常常會吟唱的歌謠，它主要是被收錄在「潮

州歌冊」，但也有不少婦女將之視為和孩子互動的素材，所以經歷代的口耳傳誦而

                                                                                                                                                            

手彎而伸不直。10.烏面：花臉。拐腳：瘸腿。11.熱衫：夏衣。12.挈：拿。13.戲囝：舊時指演員。

14.二腳：兩隻。腳：量詞，只。15.穿：指戲服龍袍穿得破舊到看不到上面所繡的「龍」。16.扽（dung3）：

拉緊後用力抖動。 

28
 林朝虹、林倫倫，2012：455。註釋：1.屏：花燈上的一幅畫，稱為一屏燈。一個故事一屏燈。

2.合：與、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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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來。 

 

七、儀式類 

  儀式歌指的是人們在興行各種禮儀時吟誦或歌唱的民聞歌謠，由於俗易風移，

反映舊時禮俗的儀式歌已漸漸失傳，如今潮汕地區還能見到的已越來越少，只剩下

一些為數不多的婚禮儀式歌、喪葬儀式歌、請神歌和節日祝福歌。 

 

例一：《十月歌》 

正月正，新仔婿，來上廳；二月二，牛仔好串鼻。 

三月三，犁耙稱頭擔。四月四，媽祖做大戲。 

五月五，龍船滿溪茂。六月六，尖擔滿地戳。 

七月七，多年烏，龍眼嗶。八月八，牽豆藤，摘豆格。 

九月九，風風琴嘟嘟走。十月十，油尖米脹到目瞌瞌。29
 

 

  潮汕人信神意識濃厚，潮汕地區神靈繁多，神廟祠堂舉目皆是。潮汕人稱神

廟為老營宮，神明則稱老爺，這種風氣也反映到童謠裡。這首《十月歌》，指出媽

祖是潮汕人在眾多的老爺中拜得最多的海神。媽祖廟遍及潮汕三市的各個鄉鎮，因

為有不少潮汕人的先輩是從福建莆田移居而來，所以對海神媽祖特別愛戴。他們對

媽祖的崇拜，可說是滲透在潮人的日常生活中。 

 

例二：《請飯籃姑神》 

飯籃姑，飯籃神，盤山過岭來抽藤；抽藤縛飯籃，飯籃老老好觀神。 

阿姑愛來哩就來，勿到三更月斜西；大人惡打扮 1，奴囝惡等待 2。30
 

 

                                                      
29

 黃春梅，2011：26。 

30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251-252。註釋：1.惡(oh

4
)：難.2 奴囝：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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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籃姑神是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民俗遊戲活動。活動時要在廳堂焚香，反複念

咒。先讓兩個小孩子扶著舊竹籃，罩上一件老婦女穿過的舊衣，走到垃圾堆前請神。

當神來的時候，那竹籃能自動搖動。人們問以人數、年歲等簡單問題，皆點頭置答。 

 

八、過番歌 

  迫於經濟與社會動蕩等因素，19 世紀前有很多潮人漂洋過海到東南亞謀生，

潮州人將它稱作「過番」。過番歌的內容主要敘述當時新客過番時的真實寫照，潮

人過番多是因為迫不得已，所以「過番歌」也多展現淒慘悲傷或無奈，對離愁別緒

和前程茫然表現得真切感人，舉例： 

 

例一：《過番歌》 

心慌慌，意茫茫，來到汕頭客頭行 1，客頭看見就叫坐，問聲人客 2要送

順風 3
? 

一直來到實咖坡
４
，乜事無。上山來做工，伯公 5多隆 6保平安。 

兩來給雨沃 7，日來給日曝。所扛大杉桁，所作日共夜。 

三更去淋浴，淋到浴來過五更。海水相阻隔，不會得唐山 8，我某來拍抨

9。 

信一封，銀二元，叫某刻苦勿愁煩。奴仔 10知教示，豬仔著 11知飼，田

園力落 12作。 

待到賺有，緊緊回唐 13來團圓。31
 

 

  這首過番歌敘事兼抒情，主要描述一個早期出國的老實農民過番時的慌張心情，

                                                      
31

 林倫倫，吳勤生編，2001：377。註釋：1.客頭行：專營苦力出洋過往業務的客棧。2.人客：客人。

3.順風：送行。4.實叻坡：新加坡。5.土地爺。6.多隆：馬來話 tolong 拜託的意思。7.沃：被淋。8.

唐山：中國。9.拍抨：商量與安排。10.奴仔：兒女。11.著：應當。12.力落：勸苦出力 13.唐：中國

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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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新加坡因找不到工作，只好上山工作，日曬雨淋，歷盡難苦。寫家書回家叮囑

各種事情，盼早日賺得更多錢，好國中國團聚。 

 

例二：《天頂飛雁鵝》 

天頂飛雁鵝１，阿弟有某阿兄無 2， 

阿弟生囝叫大伯 3，大伯聽著無奈何， 

收拾包裹過暹羅 4，走去暹羅牽豬豭 5， 

賺有錢銀多少寄 6，寄轉唐山娶老婆。32
 

 

  這首過番歌帶著詼諧口吻，主要敘述了一個小伙子因貧窮娶不到老婆，只好漂

洋過海到泰國謀生，賺錢回國娶妻。 

  潮州童謠原屬於民間歌謠的部分，其內容對孩子而言有人認為略為成熟，但實

質方言童謠作為傳統社會家庭中重要的教育媒材是早期資源貧乏樸實年代之需要，

以上 8 種不同類型的童謠各具不同的教化功能，遊戲歌謠能讓孩子發揮想像滿足兒

童心靈歡愉；記錄年節習俗、儀式、勸世的童謠，可作為生活倫理之教材，生活類、

過番歌謠能孩子認識大人世界，拓展孩子的多元視野。 

                                                      
32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216。註釋：1.天頂：天上。2.某（bhou
2）：妻子。3.囝（gi-an

2）：古

閩詞語，孩子。4.過暹羅：到泰國去。5.牽豬猳（go
2）：專門飼養配種公豬，為其他人的母豬配種。

6.多少：一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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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田野研究工作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是一種結合從長時間累積具體資料的普查性工作（survey 

work），是一種研究者實際進入社區「親身參與」居民生活的探究式研究（周德禎，

2001：7）。本研究選擇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取向，以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武隆漁村為研

究田野（field），從事潮州童謠傳承資訊的採集。透過親身重返伴我成長的潮州人

漁村，採集報導人對自身童年生活日常的描述及其與「童謠」關係的內涵，以勾勒

該移民華人社會中潮州童謠傳承的發展軌跡，並理解其對報導人的精神意義。本章

分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者所理解之人類學田野；第二節則是概述本研究田野研究

行腳，說明資料是如何蒐集與整理；第三節介紹研究田野—雙武隆漁村，包括其地

理位置與環境、人口結構、社會發展歷史及文化習俗等。 

 

第一節 人類學田野研究 

 

「潮州童謠」是一種文化載體，在不同的時空下能讓人有不同的解讀。我在

1991 年那年離開漁村到城市求學，國高中至大學學習階段皆在校寄宿，1999 年專

科畢業以後留在大馬首都吉隆坡工作，33至今離家已超過 20 年之久，期間雖然偶

爾會趁著假期回去小住，但實際生活的空間已不是雙武隆漁村這個場域，對於家鄉

的許多文化傳統其實陌生，尤其不知潮州童謠曾在過去 70 年間在雙武隆漁村活躍

傳唱。潘英海曾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一文中指出，人類

學的田野工作基本上的目的是要建立在異己的社會中，秉持著文化相對的價值理性，

從事長期的參與觀察，並期待從文化的整體面向，掌握在地人的觀點。其所言之異

己的社會，通常指涉研究者不熟悉的族群或部落，然 1960 年後愈來愈多西方人類

                                                      
33

 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如同台北或北京，工作機會、學習資源皆較鄉下多，人口結構部份由大

馬各地遊子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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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在自己的社會中進行田野工作，這個「異己」便慢慢延伸至研究者所生長的、

所處居的文化團體。透過田野工作的「異己」歷程，研究者有機會接近自己熟悉社

會中陌生的其他文化團體，甚至接觸自己所處早已疏離的過去文化傳統，這個「異

己」即為一種特定時空下的人群，包括我們對自己過去瞭解的歷程。本研究之所以

會選擇透過以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為研究路徑，主要是因為我和報導人，雖在同一個

地方成長，處於同一社會，但我們所處的是一種「現在」與「過去」兩個不同的結

構性位置，對於潮州童謠的解讀不難想像會產生「現在」對「過去」、「自己」對「異

己」的差異辯證（潘英海，1999：77-97），因此我讓自己成為自己文化的參與觀察

者，在自己出生成長的漁村，借由「現在」的意圖（intentionalities）去理解「過去」

70 年間漁村內潮州童謠文化的發展規律，從「異己」與「自身」之間的辯證所產

生新的詮釋與新的瞭解等的人類學知識理解，解開潮州童謠在該地的歷史面貌及影

響，以達成研究中自身的體驗與瞭解。 

在本研究中我讓自己是以一位「完全參與者」的身份回到漁村，而這個在田野

中的關係位置，也決定了我可以體驗到及觀察的視角。過程中，我主動接觸自己所

處的過去文化傳統，且透過彼此的互動產出更多資料。其實，把自己的故鄉當作田

野，讓自己能回到過去接觸大馬上一代潮州人的文化傳統，並不是想探討一個未知

世界以滿足自己的求知欲，也不是想對為自己的家鄉驗證一些來自學院甚或是西方

的理論，而是為了對於那些我曾經耳熟能詳的故事、習以為常的文化習俗，做更透

徹的了解和解釋，弄清它們的來龍去脈和內在意蘊，從而增進對家鄉和自己的理解

（劉宗迪，2010：93）。當然也期待本研究的成果能為大馬相關潮學的研究提供基

礎資料，對未來研究產生更大的延展性。 

Spradley（1980）指出，在田野工作中，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

廣為採用的方法。然而，在實際的應用上，訪談法其實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廖志

恆譯，2007：149），它適用於研究人類生活的每個面向，特別是具有探索性、敘述

性，其目的在取得理論性解釋的一般性研究。所以在借由訪談報導人，與他們互動，

獲得其對「過去」生活經驗之描述，如潮州童謠之傳唱是怎麽發生、什麽人或物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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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活動、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傳播的規律、以及吟唱童謠的特殊情境等，觀察

他們「現在」的生活模式、社會現象或行為等，讓自己以一個局內人的觀點來掌握

潮州童謠之傳唱在不同空間脈絡下的流動狀態（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17-19）。 

另外，參與觀察法強調以研究者為觀察中心，來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並輔以

攝影機、錄音、記錄表格或筆記等逐一記錄所觀察到的現象、事件或行為，此策略

使研究者可深入取得被研究者或被觀察者的觀點，分享他們每天生活的經驗，其運

作和俗民誌做法相似，即用描述、分類與詮釋的技巧，去呈現被研究個人或群體的

內外全貌。人類學家 Clifford Greetz（1986）曾形容參與觀察研究者和俗民誌研究

者都在「寫文化」（writing culture），著重敘述（narrative）、描述（descriptions）、

修辭比喻（tropes）與對文化意義的解釋，他們不僅客觀地記錄外界存在的事實，

也創造所感知的世界，把被研究者或現象的深層面呈現出來（引自鄭瑞隆，2000：

141）。以本研究核心關懷的潮州童謠和報導人來說，透過參與觀察報導人現在的生

活，得以掌握潮州童謠傳承的現況理解，至於對過去這個屬於潮州人生活中一部份

的文化，是怎麽經由代間的傳遞，教給下一代一些基本的文化法則，或一套價值觀

念或意義系統，何以能在數十年間如文化鈕帶連結起兩代人？其背後要遵循哪些文

化？則是在進入參與觀察的過程中，在蒐集報導人的聲音之餘，同時也交 織著研

究者的觀看、聆聽、發問和訪談，而密集的訪談包含了我和報導人間重複和長期的

接觸，或互相介入個人生活的參與及保持密切的關係（Lofland & Loftland，2006：

17）。 

人類學者 Geertz 主張，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絡，而文化正是這個

意義網絡。他認為這個意義網絡是指特殊時空下的意義，具「時間—空間—意義」

的三度面向，他覺得如果要對一個文化分析瞭解，是需要去解讀其隱藏的意義，不

能只是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去找尋規律和與通則。他把文化視為一個有系統的意義網

絡，而文化的各個層面，如宗教、藝術、意識形態等，都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系統。

這種文化系統的意義是建立在人與人互動過程中的象徵性行動，因此當我們要對某

一行動或某一種文化現象的瞭解就需要把它放在原來的「脈絡」（context）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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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種意義的解讀是要以行動者為中心。從此主張中理解，「潮州童謠」這個由

潮州人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文化系統，是一個透過象徵性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

義模式，或一種將傳承的觀念表達於象徵性形式的系統。Geertz 所談的系統是一種

秩序，這種秩序指向透過生活經驗累積、代代相傳而不自覺的生命秩序，這個生命

運行秩序好比建築師的施工藍圖，提供我們瞭解外在世界的模式，透過該模式表達

我們的世界觀(world view)和集體情感(ethos)，因此他主張田野工作主要在投注於研

究田野其所發生的小小事情，把所觀察到的人的行為、互動記錄下來，透過猜測性

的解讀分析，透過不同的理論類比，爬梳出意義網絡、整理出文化系統，然後謙虛

的交換、討論、爭辯彼此的體會與瞭解，再將結論用到別的社會或更多的社會去修

正，而不是以某個文化去驗證另一個文化的修正（引自潘英海，1999：88-92）。本

研究的田野工作便本著對研究田野投注於其所發生的小小事情，爬梳出意義網絡、

整理出文化系統來進行。 

第二節 田野研究的行腳 

 

  為了深入瞭解漁村不同年代村民學習潮州童謠的概況，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從

2013 年 1 月 26 日至 2015 年 3 月初，陸續在雙武隆漁村展開兩階段共 5 次的田野

調查，每次為期兩週至一個月不等，以下將 2013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20 日命名為

「首階段的田野工作」，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則是「次階段的田野工作」

（參表 3-1）。如此安排主要因為當時研究者仍有未完成的研究所課程需修習，且該

田野之相關資料無法於短時間內一次蒐集，故將田野工作劃分為首階段的對雙武隆

漁村潮州童謠傳承進行基本了解，及次階段針對首階段田野一些模糊或缺漏的資料

進行釐清及補充、用更長的時間與雙武隆漁村內不同年齡層的村民、童年時期曾經

住在該村但目前已外嫁或搬離到其他地方的村民、一個家中三代人至今仍然傳承潮

州童謠的陳氏家庭進行訪談，同時透過實地探訪潮汕原鄉觀察兩地潮州童謠文化之

差異，及雙武隆漁村內幼兒教育機制之探討，尤其探問其創建的歷史和意義及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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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教學課程中的安排，藉著不同視野所獲取的資料為該田野勾勒更完整的整體

（totality）圖像。下表為兩階段田野工作時間表： 

 

表 3-1 

兩階段田野工作 

 

 

  基於本研究之田野是一個潮州人的漁村，所以訪談過程幾乎全以潮州話進行，

只有與部份較年輕不暗潮語者才以華語來進行，且本研究最核心關懷主要介於

1940 年至 1970 年間雙武隆漁村村民與潮州童謠互動之經驗及傳承的樣貌與規律，

故提問的形式著重在能讓他們自在報導的開放式問題，以取得這些村民與潮州童謠

互動關係與經驗的故事為主要之目的，其中訪談的範圍請參見附錄一。 

  我從小在雙武隆漁村長大，這村子很小，鄰里關係互動良好，相互認識，基於

我曾在報社當過記者的背景，村民早已習慣我這位村民會隨時在村裡進行採訪，所

以在田野工作期間，他們對於我的隨興發問或突然登門造訪，毫不抗拒且樂於回應，

就算是偶然在路上遇見一位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想要立即進行訪談，皆無需經過

特別安排與預約。過往的身份條件讓我在遊走田野工作有很大的便利性，所以無論

次階段田野工作（2014年1月30日至2015年3月20日） 

一、2014年1月30至2月20日  

二、2014年4月01至4月6日  

三、2014年4月23日至4月30日 

（中國原鄉廣東澄海金砂鄉壩頭）  

四、2015年2月17日至3月20日  

一、著重更多己搬遷離開雙武隆漁村
的報導人與潮州童謠互動的故事 

二、陳氏家庭一家人的深度採訪 

三、「雙溪武隆幼稚園」的創辦歷史
及1940年-1970年代漁村傳統教育之圖
像 

首階段田野工作（2013年1月26日至2月20日） 

觀察、訪談報導人與潮州童謠的互動經驗 

蒐集雙武隆漁村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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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在村裡的路上、還是到村民工作的漁行、或男性村民工餘時放鬆娛樂的聊天場

海鮮店及咖啡店、村民運動的小學草場，甚至是村民的家裡，想要進行訪談都無往

不利，且常有收穫，就算有時拜託家母陳蘭香幫我探問某某村民是否愿意接受訪問

也甚少被拒絕。 

  基於在首階段的田野工作時期，很多村民並不清楚我要做什麽，所以我僅用了

一個月的時間先讓村民對該研究感到親切，此期間我在村裡積極走動，並向村民宣

告我要在村裡採集潮州童謠的動機與目的，對部份村民進行訪問，期待他們能主動

為我提供更多值得收錄的潮州童謠，並調查漁村內還流傳著哪些潮州童謠。然，在

進入田野之時，除了備好錄音筆、筆記本及相機，我還帶著陳氏家庭為紀念母親陳

林惠嬌而印製的《外婆的歌謠》小冊子及過去在「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時

所採集的潮州歌謠。這些已被採集下來的歌謠被當作一個抛磚引玉的開頭，讓報導

人因此能連結其童年時期學習潮州童謠的經驗，所敘述早期潮州童謠在村裡傳唱畫

面及場景，最後堆疊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的傳播軌跡貢獻了有用的資料。 

  在進入田野前，我先閱讀了一些歷史上童謠傳承歷程相關文獻，其中描述潮州

童謠的傳唱者多為婦女或老嫗（黃正經，1995；吳勤生、林倫倫，2001；霍美麗，

2010；林朝虹，2012），霍美麗在其針對童謠文本的歷史功能探析研究便指出，古

代的兒童教育主要是由系統化灌輸式的儒家教育，及對兒童進行認識身邊的自然世

界與倫理的世界的生活教育兩個部份組成。她同時也發現在傳統社會中，幼兒的啟

蒙教育主要是由婦女來完成，而童謠為其中的學習媒介，由於婦女們充分利用了自

己的想像，以身邊事物或自身情感作為唱咏的內容，並引導性地傳教給兒童（2010：

54）。此一先導認知，使我一開始就把報導人的範圍設定為村裡的女性或婦女，其

中以包括由報導人孫麗貞及陳燕婷介紹的五位自潮汕南來的婦女，她們之中最年長

的已有 96 歲，最年輕的那位也已 85 歲。經過觀察才覺察，原來潮州童謠在村裡不

只是傳承給女孩，還傳承給男孩，也不只是自中國南來的婦女才有吟唱潮州童的經

驗，許多年齡在 30 歲以上的村民都曾經學習或聽過潮州童謠，因此我便將訪談範

圍擴大，在村裡進行隨機採訪及觀察，嘗試在過程中找到更多不同年齡層的報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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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滾雪球式的抽樣方法」（Snowballing Sampling）找尋更多可能的報導人

（informant），請他們為我報導自己學習童謠經驗，透過此方式獲得了更多早期漁

村的生活環境、經濟、文化習俗等基本樣貌的資料。 

  雙武隆漁村裡的村民有一習慣，閒暇時刻喜歡聚集到村裡其一咖啡店聊天，耆

老是其中頻密出現的常客。依循他們移動規律，我常借故加入他們的聊天，企圖探

問他們與潮州童謠互動的故事。在此情況下聚集一起的團體，常常是不同年齡層的

村民，在他們彼此的激盪與互動，常常能挖掘出更多的資料，讓他們想起更多壓在

記憶深處的潮州童謠。只是田野工作要看運氣，未必每一次都有收穫。雖然，田野

訪談常會發生「花了許多時間與老人家們對談、閒聊，但長輩容易在訪問中失去焦

點流入閒話家常，或者訪問長輩多次，也不見他吟唱童謠，最後經一而再的拜訪，

方才能聽見其個人吟唱童謠的經驗」，不過我卻也借此機會和他們培養情感。比較

特別的是，在這些反覆訪談村民的過程中，「陳燕婷」一家的名常被報導人提及，

這一家人因為媽媽陳林惠嬌喜歡哼唱潮州童謠，所以理應可以提供更多潮州童謠，

加上我的母親陳蘭香曾在 2010 年和陳林惠嬌一家人一起出國旅遊，在旅遊過程中

亦曾聽過他們一家吟唱潮州童謠，留下深刻印象，也向我極力推薦。 

  次階段的田野工作主要還是延展自首階段的參與觀察工作中的察覺，倘若想要

拼湊潮州童謠過去在村裡傳播的樣貌，在雙武隆漁村歷經人口外流往城市發展的前

提下，我除了訪談目前居住在村裡的村民，也應該追蹤一些已搬離漁村到其他州屬

生活的村民。因此該階段的報導人便從僅以當時住在漁村裡的村民為研究對象，到

吉隆坡士拉央拜訪一些曾經住過雙武隆漁村，34但後來為了追求更好的發展而搬離

村落的報導人。這些報導人有許多會在春節、清明等遊子返鄉的日子回到漁村，我

也主動接近他們，請他們回憶從前，提供他們的童年內涵與潮州童謠互動的經驗。

總體而言，採集潮州童謠在田野工作特別看運氣，其中收穫端看報導人當日的心情、

環境等不同狀態而定，並不是每位報導人都能就其過去 40 至 50 年的記憶庫裡順利

                                                      
34

 吉隆坡士拉央是雙武隆漁村村民移居到城市的熱門點，移居原因主要是希望在城市找到更多的

機會，改善家裡的經濟。移居該地的村民也會像早期在雙武隆漁村一樣，住在附近，並彼此照應。 



 

49 
 

提取自己和潮州童謠交滙的連結經驗，所以我隨時預備好錄音筆，持續地在咖啡店

跟他們保持互動，或勤於到報導人家中坐坐找他們聊聊，這些都是可以被採用的策

略，以便即時錄下他們突然想起的潮州童謠及童年往事。 

  另外，在 2014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剛好有機會可隨同家人回到中

國原鄉廣東澄海金砂鄉壩頭探親，同行老少共 21 人，年紀最長 80 歲，最小 36 歲，

對於先輩曾經生活的中國原鄉各有理解。我沒到過中國潮汕，無法勾勒它的樣貌，

對於潮汕的理解仍然只是停留在潮州歌謠《潮汕頌》歌詞中提及的各地方與名產的

配對。35作為理解潮汕童謠在原鄉與僑居地雙武隆漁村兩處不同土壤中孕育與流傳

有何不同。這一次的實地考察可說為本研究提供了一次檢視的機會。過程中，我跟

原鄉的親戚家人互動，並借由搖籃曲《唪呀唪》開頭領唱，結果女性親戚的踴躍回

應，讓我找到原鄉也唱這首潮汕童謠的連結，只是基於行程為回鄉探親及祭祖，在

時間不允許深入訪談的情況下，僅能利用跟幾位老姑短時間的相處，36從她們敘說

的童年生活與學習潮州童謠的經驗，找到村裡的搖籃曲源自潮汕原鄉並在傳承的過

程中被留存下來的例證。不過，在與親戚們相處的互動時，所發生的許多笑話，其

所突顯的原鄉與僑居兩地文化的異同與差異，已然為本研究提供對照的資料，細節

的部份將在第五章再作說明。 

  截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兩階段的田野工作碩果豐盛，共取得 53 位報導人、一

份三代傳唱潮州童謠家庭的訪談資料及 42 首曾經在該漁村傳唱的潮州童謠，以呈

                                                      
35

 歌詞：手敲竹板笑呵呵，潮汕物產可編歌；揭陽出名香曬油，蓮澳出名本港魷；棉湖出名冬瓜

丁，澄海出名糊紗燈；鷗丁出名鷗丁雞，潮州出名義成鞋。葵潭出名大波羅，溪口出名酸楊桃；海

門出名大紅螺，月浦出名大頭鵝；隆都出名落湯錢，汕頭出名浮魚丸。潮州出名鴨母淋，下湖出名

好荔枝；洪楊出名訴竹蔗，後攏出名松番薯；種泉出名白腹鯧，金浦出名種雅薑。鳯湖出名烏橄欖，

南澳出名甜石榴；普丁出名好豆醬，榕城出名麻油精；潮州楓溪燒雅缶，奄埔出名大葉蕃。潮汕物

產樣樣好，國內國外人呵囉；山明水秀風景多，有聞請你去踢桃，去踢桃。這首歌謠主要是以潮汕

各地區的物產介紹不同地方的特色。資料源自：張吉安（2008）。潮州鄉音採集。吉隆坡：雪隆潮

州會館婦女組聯合製作。 

36
 意旨爺爺的妹妹，在潮語的輩份稱呼上寫作老姑，廣東人稱之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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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雙武隆漁村不同年齡層報導人其童年時期與潮州童謠接觸與互動經驗之差異。為

了較有系統的處理田野工作中的口述資料，我將在研究期間受訪的報導人分成三組，

並依訪談時間順序將錄音檔案進行編號（參附錄二），同時在田野工作訪談錄音編

號表上記下該段訪談的摘要重點，以利研究者資料回溯及方便查閱。 

  編號依組別分類，A 組為 5 位平均 90 歲從中國潮汕南來的女性，B 組為 48 位

漁村的村民（包括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其中以第二代為最大群組，而他們與第一

代移民有較多及直接的互動），C 組為陳氏家庭。A 為組別，20130214 為訪談日期：

時間或行號。例如，李嫦花，A-20130214：12:30 或 5-6。 

這些報導人並非皆能提供潮州童謠的內容，但都敘說出他們在童年成長時期與

潮州童謠互動的經驗，尤其第一代移民及第二代村民都曾在村裡聽過潮州童謠，他

們的經驗敘說基本上已能為我勾勒潮州童謠過去在30-70年間是如何在漁村傳播的

樣貌。特別之處在於，這些不同年齡報導人的年紀決定他們所提供潮州童謠的內容，

比方說第一代移民，他們因童年時期生活在一個擁有潮州童謠傳唱的潮汕原鄉，所

以普遍可從其生命經驗中提取相關潮州童謠在潮汕原鄉傳唱的記憶，甚至也能描述

其如何從中國原鄉被帶到大馬的情景作出經驗的描述。這些移民的第一代村民在雙

武隆漁村落地生根後，開始把這些方言童謠傳承給在漁村出生成長的第二代村民，

此時的漁村（約 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期）仍屬一個傳統的漁農社會，生活上許多

婦女還是用潮州童謠來教育孩童；第二代村民也因為與第一代移民的頻密接觸，聽

過不少潮州童謠。只是，對於第二代村民來說，第一代移民為他們在番邦形塑原鄉

吟唱童謠的環境氛圍並沒有維持太久。依報導人提供的資料展現，早期村裡婦女們

聚集在一起吟唱潮州童謠的熱鬧環境已逐漸消失在第三代村民的生活裡。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為當年這些仍吟唱許多潮州童謠的第二代村民不是每個家庭都會把童年

時期習得的潮州童謠教授給他們的孩子，顯現越來越少的現象，致使村裡一些 1960 

年代後出生的第三代村民也就比第二代村民習得更少的潮州童謠，不過當時村裡仍

住著許多第一代移民，愛與耆老互動的部份第三代村民便有機會習得一些潮州童謠。

至於 1980 年代出生的第四代村民及與千禧年代出生的第五代村民，他們的成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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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可說是流行文化盛行之時，當時的漁村在文化資源上也比過去的 1950 至 1960

年代時期來得豐富多元，所以第四代與第五代村民甚少知道早期漁村曾經有過「婦

女聚集在一起吟唱潮州童謠」的熱鬧情景。於此，在第一代移民一個接著一個離逝、

第二代及第三代村民甚少傳唱歌謠的種種因素下，一代比一代習得越少潮州童謠的

結果自是無可避免的演變。為期 1 年多的田野工作，讓我從尋找中走過理解潮州方

言在雙武隆漁村傳承的脈絡，也實際從新一代即第五代村民不說母語的普遍現象中

看見，潮州方言與潮州童謠傳承的斷層將如何影響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化。這樣的歷

程，提供了我這個在一個擁有同樣文化傳統家庭中成長的年輕人，能借由潮州童謠

的媒介去接近報導人過去參與的社群、童年的機會，同時豐富研究開啟局外人與局

內人的更多理解（李昭明、陳欣希譯，2008：21）。 

綜合上述演變，配合參看「雙武隆漁村不同年齡層村民與潮州童謠互動經驗之

比重圖」（參圖 3-1），曲線中所呈現的為該村年紀越輕的村民與潮州童謠交匯的經

驗逐漸減少的現象。除了本研究比較特別的個案，即漁村內陳氏家庭因為母親陳林

惠嬌在生前持續吟唱，孩子們有意傳承之故，縱使到了第四代子孫仍有人懂得唸唱

阿嬤喜歡的潮州童謠外，該漁村第四及第五代的村民已不曉得潮州童謠所為何物的

狀況已甚為普遍。 

 

 

圖 3-1 雙武隆漁村不同年齡層村民與潮州童謠互動經驗之比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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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重視研究者在觀察或研究場域裡所展現出來的研究，田野研

究強調經由觀察，去接近與理解實務（practice）的實際狀況。而訪談（interviews）

與敘說（narratives）則是對可接近之實務（practices accessible）的描述，並非對於

實務本身的描述。透過觀察使研究者有機會發現事物事實上是如何運作與如何發生，

為了要解開問題的糾結，研究者理應要把訪談與觀察各自呈現的實然面陳述與應然

面陳述加以整理歸納（引自林靜如譯，2007：217-218）。本研究在資料的蒐集上主

要為訪談與參與觀察，期間我除了在雙武隆漁村尋找訪談對象，還特別浸泡其中重

新觀察雙武隆漁村的生活日常所展現的社會現象。比方說村內當下潮州童謠傳唱的

狀況，及報導人所回溯的童年時期與潮州童謠互動。然此類研究的場域具隨機、個

別性發生的特殊性質，在雙武隆漁村的訪談基本上也出現以下幾種不同狀況，有時

是一對一，有時是在好幾人一起進行的團體訪談，有時在團體中會有不同報導人隨

時加入或者離開，也有臨時記起一些事情主動為提供童謠及突然前來印證歷史事件

的報導人。故有些訪談是在沒有準備紙筆的情況下發生，在無法就短時間內立即完

成現場速記情限制下，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有時難免有參差不齊，零碎不全的狀態，

這些憑印象迅速記下的資料，被歸納在田野日誌的檔案資料中。 

  基於本研究的訪談主要是以潮州方言進行，在可以理解但仍無法完全掌握潮州

方言古字來書寫的限制下，訪談內容則以最接近的意思進行轉錄；而研究所需之相

關關鍵內容皆被轉錄為文字資料備用。另外，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之潮州童謠歌詞

的轉錄，因為無法完全掌握潮州方言古字來書寫及報導人無法完整回憶內容的關係，

不確定之處會以最接近發音的同音字來代替，此一研究上的限制只能待日後請教潮

州方言研究相關學者再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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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田野—關於雙武隆漁村 

 

  「雙武隆漁村」是一個靜處馬來西亞西馬霹靂州馬眼那督西部，面臨馬六甲海

峽，是下霹靂八大華人漁村的其中一個小漁村（圖 3-2）。雙武隆漁村是由潮州人開

墾的華人漁村，村民當年多由中國南來的移民組成，距祖先南來落地生根至今已是

第五代。全村百分之 90 都是潮州人，只有少數的福建人，全數不超過兩三家，村

內 80%以上的村民均姓王，多半有親屬的關係。在潮州人尚未入住此地之前，此處

偏僻荒涼，只是一個只有許多海鳥棲息杳無人煙的地方，附近的巫籍漁民便將此地

命名為 Sungai Burung，37意旨「鳥河」，後來在一群來自「文丁閣」的華籍漁民遷

入後，38才有了這個音譯「雙武隆」的村民（曾順祥，1984：11）。 

 

 

圖 3-2 雙武隆漁村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依報導人王永惜和王介英轉述童年時聽長輩所說推算，雙武隆漁村應該是在

                                                      
37

 馬來西亞有三大民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巫籍指的是馬來人。 

38
 文丁閣距離雙武隆漁村約 3 公里，據報導人王和聚、陳榮德透露早期聚居了大量的南洋新客，

有潮州人、福建閩南人，後來因為發生瘟疫，人們因而全數搬離至附近的村落，有部份人則逃到雙

武隆漁村，目前該村落的許多土地已為海水淹沒，為一片紅樹林沼澤，僅剩當年霹靂州某皇族的墓

地及渡河口，文丁閣今巫文名為 B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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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左右創村，39王永惜的爺爺王開炮等人當年從中國移居，是最早入住雙武隆

漁村居民，當時的村裡沒有房子，只有一些工架，相信是文丁閣或附近漁村的漁民

到那裡的淺海捕魚所設置的設備，他們沒在村內停駐，每天工作後便回家。1927

年至 1945 年間，雙武隆漁村內的人口組成主要來自本來就聚居在離該村約 5 英哩

遠的文丁閣漁村的居民，他們自文丁閣爆發鼠疫逃離原地而來，後來也陸續接應從

中國南來的潮州家人及親戚，經數年開枝散葉，村內人口逐日壯大。據曾順祥等人

於 1984 年編製的《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畢業特刊》中的記錄，當時的雙武隆漁村

約有 90 多戶住家，人口約 1000 左右。發展至今，該村從南來年代計算，已有第 5

代村民，我在此概括將他們分為自中國移民至漁村的第一代移民；出生於該村的第

二代村民（年代以 1935 年起為）；1960 年代左右出生於該漁村的第三代村民；1980

年代左右出生於該漁村的第四代村民及千禧年代出生於該漁村的第五代村民。 

  為勾勒 1940 年至 1950 年代雙武隆漁村的社會面貌，我請村內 5 位村裡年紀

最長的自潮汕下南洋的婦女為我報導當時村裡的發展，她們當年都是自中國南下大

馬的新客，不約而同都在約 17、18 歲時下南洋，嫁到雙武隆漁村，在這個漁村已

住了 70 多年的日子。在幾次上門拜訪跟她們聊天，請她們描述當年嫁到雙武隆漁

村時村裡的模樣，並探問潮州童謠如何隨著她們移動的腳步，從原鄉來到這個她們

口中的番邦，及在該空間的展演狀況。嫁到南洋時，李嫦花時值 28 年華期，剛好

遇上 19 世紀 40 至 60 年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和經濟開始產生極大變化。以英

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兩度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以先進的武裝力量打開中國門戶；再

加上太平軍起義的影響，中國元氣大衰，國內農村破產，農民流離失所（引自蘇慶

華，2014：15）。當時她的家鄉地方政府也積極徵兵，男丁不夠，便開始把目標指

向女生，有些父母怕女兒婚後先生被徵兵恐日後守寡一輩子，於是安排婚約，讓他

們嫁到傳聞中環境不錯的南洋地區。李嫦花的母親當年也為免女兒無辜遭殃，便經

由婚姻的管道讓她嫁至南洋。 

  這些耆老當年嫁到雙武隆漁村，漁村裡只住了廿幾戶人家，大部份的房子仍是

                                                      
39

 王永惜，20150313：20:34；王介英，20150304：0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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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亞答屋，40為避免河口潮水漲潮會淹進家裡及避免爬蟲類動物如蛇、螃蟹等

紅樹林沼澤區生物干擾，多以高腳搭建。後來經濟環境較好，一些家庭才改蓋板屋

或地板建材用品質堅固耐用的呂孟木。41在 1978 年以前，這個村落仍沒獲得政府

配給的電源及自來水，晚上村民會點起油燈繼續夜間活動；門前有個洋灰水池收集

雨水供生活上使用，42如煮食、盥洗等，雨水穿過亞答屋頂色調紅紅黃黃，常需經

特別沉澱方能食用；村裡沒有完善的道路，腳上踩的盡是羊腸泥路，想和外界接觸

或外出到另一個村落，必須依賴水陸乘搭載貨的小船出去，或獨自穿越樹林徒步到

隔壁的小鎮，生活純樸。一開始，該村的村民非人人有船，外出時所乘搭的船是村

內商人用來運送飼料、漁獲等的「冰水船」，43不過村民搭船皆不收費。在許多報

導人既南來的潮州婦人心裡，1950年代初期的雙武隆漁村比潮汕的鄉下還要落後，

根本非原鄉人所描述的榮光樣貌，她們曾經為此想像與現實的落差無法回鄉哭過幾

回。 

  距今存在已超過百年歷史的雙武隆漁村，第一代村民的經濟來源主要以養豬、

養鴨維生，女人在家除了養兒育女等家事，還要協助養鴨、養豬等工作，其他村的

人曾形容該村的女性多穿著黑衣黑褲工作，趕鴨子、扛水、擔芋菜、煮豬飯餵豬食。

44男人出海捕漁最大目的旨在用來餵養鴨子，魚肉是鴨子的飼料，餵養得好，蛋便

下得多。盡是豬眷與鴨池的雙武隆全村滿是豬糞味，至於何時轉型至依賴經濟效益

                                                      
40

 亞答屋南洋傳統建築風格，房屋陡斜的屋面是用棕櫚葉來覆蓋的，牆面則通常用樹皮或木板製

成。亞答屋可建於沼澤上的浮腳屋。 

41
 呂孟木，一種品質比較堅硬的木，但價格較貴，就經濟考量上，村民多只把它用在客廳或房子

內部等較重要空間。 

42
 洋灰水池，以鐵絲網圍出圓柱形，並以洋灰水泥糊出的圓型水糟，一般擺放地方在高腳屋前及

後方的廚房，作為儲水糟。1976 年前雙武隆漁村無自來水，故村民將該水糟用作雨季收集雨水供

日常使用。 

43
 因多載送冰塊回村讓魚穫冷藏保鮮，故村民稱之為冰水船（陳瑞玉，C-20130131；李嫦花，

A-20130203）。 

44
 陳秀葉，B-20140402：0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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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漁業發展則是近 40 多年來第二代村民積極轉型發展事業的結果。他們積極

投資捕漁事業，購買船隻捕魚養家，使得村裡的豬眷及鴨池也在產業轉型下逐步消

失。 

  目前，2016 年的雙武隆漁村的村民約有 90%靠捕漁維生，只有少部份村民從

事生產，又是魚產品加工，如魚丸、鹹魚、魚乾或經營雜貨買賣、餐飲業、養燕、

運輸等產業，近年則積極開發旅遊業。現在村裡有一間海鮮店、3 間雜貨店、一家

咖啡店以及 7 家批發魚獲的「漁行」，45它們是村民日常生活頻密活動的空間，雖

然人口外移的現象讓此漁村沒過去般熱鬧，但村民互動依然密切，每天傍晚工餘時

段，或等待魚船回航的時候，許多村民仍會到停泊漁船的港口、海鮮店或咖啡店坐

坐，找人聊天（圖 3-3）。村裡有兩座廟，仙法師公古廟和拿督公廟，每年農曆四月

仙法師公古廟神誕，在外謀生的遊子和移居在外的村民，都會趁此機會回家和親人

團聚，此時也是村子除農曆新年外，最熱鬧的時刻。 

 

 

圖 3-3  1984 年雙武隆漁村裡的雜貨店及停泊漁船的港口 

資料來源：曾順祥（1984）(編)。雙武隆漁村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第廿四屆畢 

業特刊（頁 51），直落英丹：雙武隆漁村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第廿四屆畢業刊 

編委會。 

 

  2013 年 1 月，經前任村長孫炎松的孫女孫麗貞計算，雙武隆漁村仍住有 99 戶

家庭，全村人數共有 787 人。但扣除外出求學與工作的遊子，實際住在漁村裡的人

                                                      
45

 在雙武隆漁村，漁民出海捕魚，漁船回航時在船上分類整理後，會把漁穫運到漁行賣給中盤商，

漁行是村民對該工作漁場的名稱。雙武隆漁村目前共有 6 家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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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只剩 433 人，以老人及小孩居多。潮州人移居至此組織社區，傳宗接代，已傳到

第五代。基本上村裡第三代與第四代村民日常生活語言仍以潮州母語彼此溝通，但

村裡的第五代小孩則多半把華語當作生活上溝通的語言，所以大部份的孩童已不會

講潮州方言，大人多半會配合小孩，以他們的語言為溝通語言。 

  村裡有一所小學「中山華小」及一所幼稚園，前者成立於 1930 年，後者成立

於 1981 年，由村內的馬華青年團辦協會籌建。幼稚園的成立是當年整個峇眼拿督

區第一所學前教育機構，46原為私立園所，後來附屬在中山華文小學之下，目前兩

所學校皆為村民的孩童提供 5 至 12 歲的義務教育，是村內的最高學府。中山學校，

創校之初僅有 20 餘名學生，後增至 60 餘人。在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

軍入侵期間，被迫停辦，許多兒童因而失學。在日軍投降後，村裡領袖和村民經歷

千辛萬苦，在 1948 年復辦中山小學，那一年有 32 名學生。當時，這所小學只能提

供到小學四年級的課程，學生要完成六年的小學教育，仍需走 7 英哩泥路，到峇眼

拿督華夏小學或到安順寄宿。47現在的中山小學已能為雙武隆子弟提供完整的 6 年

小學教育，此學制上的改變發生於 1958 年左右，李金文擔任校長之時（羅文和，

1984：5-6）。此學制的改變，使村裡更多的孩童有機會多唸 2 年書，繼續升學。

不過，目前村民的孩子要接受國、高中更高的教育，仍得離家到離村約 3 至 4 英

哩處的馬來國中龍谷中學繼續升學，或到更遠的地方上學，寄宿在外。48在附近的

學校升學者，有些孩童每天會由父母載送，有些則自行騎機車通勤上學，村裡孩童

                                                      
46

 峇眼拿督，位於馬來西亞西海岸霹靂州，是雙武隆漁村對外交通最靠近的小鎮，距離約 5 公里。

雙武隆漁村村民對它特別依賴，會到此地購買日常雜貨。 

47
 安順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是下霹靂縣重要的一個城市，它也是霹靂州第三大城市，僅次於怡

保和太平，亦是一個旅遊景點，人口約 120,000。交通方便，有到吉隆坡的高速公路。最著名景點

是高達 25.5 公尺的大鐘樓，因樓傾斜，為一著名的斜塔。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安

顺市_(马来西亚)上網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48
 馬來中學，以馬來文為主要教學語之中學，備有預備班至高中二完整的六年學制，有些學校還

設有 2 年大學先修班 STPM 學制，視不同學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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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狀況近年來有獲得改善，上文提及雙武隆漁村重要建設如學校、雜貨店、咖啡

店、研究者的家及報導人的家等地理位置，可參閱（圖 3-4）。 

  現代化帶來科技，新時代的漁民也開始依賴先進的捕漁技術改善漁獲，追求穩

定收入讓經濟更寛裕，如今村內家家戶戶有電視，買得起汽車，就算地理位置偏僻

仍可自由出入漁村到其他小鎮或大城市去，而現代化價值觀的輸入，近年在村裡明

顯可見人口外移，許多年輕人紛紛選擇出走他鄉。不過，潮汕人注重宗親族情，數

十年來，雙武隆漁村村民之間關係互動一直頻密不減，當年村內的建設及公共事務，

如搭建房子、道路、廟宇、木橋、豬舍、學校等或籌辦節慶活動、喜喪之事，皆由

村民一起搭建及共構，現今村民舉凡家有喜、喪之事，仍與傳統年代主動協力，氛

圍自然而成，現代化社會人與人之間越見疏離的情況對其影嚮不大。移居外地的村

民也多會回到雙武隆漁村走動，凡村內欲為公共建設等發動勸募活動，也多獲得他

們的支持，回饋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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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雙武隆漁村平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陳美君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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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0-1970 年代初期的雙武隆漁村 

 

  本研究關懷的潮州童謠主要傳唱於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當時的雙武

隆漁村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在歷史上，潮州人向海外移民一直有其依循的移動

邏輯，主要會依靠親鄰關係相互接引，其組成的社區具有鮮明的地緣文化，且籍貫

或有宗族關係者會同聚一起。為了立足於陌生海外，他們彼此照顧，除了共同對付

生活面臨的困難，也積極建立以齊合性為基本特徵的關係網絡（陳驊，2007：22-31）。

雙武隆漁村從開埠至今，人口的聚集也是依循著過去的移動邏輯，1940 年代該村

人口只有 20 幾戶，慢慢的開枝散葉到 1984 年的 1,012 人，49每一戶組一個家庭，

增至 90 幾戶，親屬之間毗鄰而居。該村無論是從 1940 年走向 1970 年代，還是研

究者自 1980 年至今的成長過程，所見都是村民和諧同心，相互照應，他們共構著

一種和諧互助的生活氛圍。舉例而言，村中舉凡辦喜事，總是普天同慶，他們會讓

歡樂渲染全村，並一起加入分擔籌辦婚宴時需要的人力。在結婚這件事上，早期村

裡的男生曾達成共識，由於娶老婆要花錢，為了應急結婚費用，他們就試過幾個男

生自組起來弄個「結婚會」，先湊錢幫助第一個參與者結婚上費用的需要，之後再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繳付墊支，而彼此累積的錢則讓下一位結婚的人使用。「盛軒當

年很窮，根本沒有錢跟阿足結婚，結果村裡的人就一起起了個『結婚會』先湊錢給

他娶老婆，未來要是參加結婚會的其中一個人娶老婆要用錢，大家再來幫他湊些錢，

借來借去，沒想到娶了之後，反而大富大貴。」50
 

  在雙武隆漁村辦婚禮總會牽動全村人，從以上例子幫忙王盛軒娶妻這件事可以

看出，它可以成為村人的事，這是現今文明社會很難遇見的事。報導人陳亞歷回憶，

說自己兒時便在別人的婚禮當小幫手，協助搬東西，婦女忙著殺雞宰鴨，男人當起

大廚煮起宴客菜的辦桌風景。那些年在村裡想要請喜酒宴客不像今天方便，可以叫

外燴到家，可以請專人到大會堂烹煮，或者直接到酒樓請吃辦桌。就以當時的婚宴

                                                      
49

 王永福，B-20140401：23:03。 
50

 王碧琴，B-20130205：01: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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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要發動村裡人的協助方能圓滿完成，宴客之家多會在家門前的空地擺個十來

桌，主要宴請遠方親朋與村民一起前來共襄盛舉。辦桌的工作人員由村裡各戶人家

協力，他們會自動形成一個臨時的陣容，由較有經驗或年長的長輩發號施令，村民

們則自發性的等待隨時補位待陣。村裡小於 13 歳的孩童在有人結婚的時候，能做

的事就是到每個家裡借碗筷，借椅子，或在宴客會場上當小跑腿。在碗筷餐盤椅子

的部份，村民也早有默契，知道終有一天會這樣借來借去，都把家裡的碗盤或椅子

底部做上記號，寫上自己的名字，以方便宴會結束洗淨後歸還原戶。讓孩童當跑腿，

可以有一支一毛錢的汽水喝，或參與熱鬧的村內盛事，如此的經驗已成村民集體的

記憶留存在每位雙武隆漁村村民身上。多年後被提起，依然讓人回味無窮。51
 

  華人的喜宴特別講究，其實當時的村裡沒有真正的大廚，懂得煮宴會菜肴者更

是少之又少，所以許多組織及臨時工作陣容，都是自發性組成，較為積極活躍的村

民自然形成村裡的人民領袖，在重要事務或活動時帶領村民。52就婚宴擺喜宴這件

事上，我們可以看見這所「移民村」擁有「互助」、「主動」與「關懷」的基底，幫

得上忙的都會有人主動站出來協力。在 50、60 年代的當時，孫炎猛、王潘炎等人

皆為名單中的大廚，他們雖不是廚師，但卻有十八般廚藝，能變化出形形色色的喜

宴菜餚。至於喜宴的菜餚有哪些？多半的報導人數來數去大概只算出 6 到 7 道菜餚

左右，有雞、有鴨、有魚，還有魚翅。漁村人取得魚翅據說特別容易，在環境尚未

變遷前的 50、60 年代，漁獲隨處可取，人們只要在村內的主要河道撒個網就能捕

獲魚隻，魚隻經過處理就可抽取魚翅，曬乾後即可烹煮。53
 

  當時宴會食物的準備，在一個沒有冰箱的年代，只能因應時令，用上自己養的

雞鴨，吃自己捕的魚。最複雜的還是在準備材料前所需的人力，通常村裡的男性就

煮食的位置，女性則會主動協助幫忙，清晨大早便聚集起來忙碌打點至晚宴結束。

「同心協力」已然是雙武隆漁村村民生活的共同理念，數十年來維護著村民的共生

                                                      

51
 陳亞歷，C-20130211：13:00。 

52
 王介平，B-20150312：22:40 、高啟葵，B-20130215：39:10。 

53
 王木強、高啟祥，B-20130215：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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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雖然婚宴在 21 世紀的今天已有專人服務，雙武隆漁村的村民已不再像過去

那樣一起到辦喜事的人家裡幫忙辧桌，但至今該漁村村民之間始終維繫著只要村裡

有活動，或有家庭需要幫忙，皆會站在同一線，出錢出力，只是勞力活不再由村民

擔負。 

  1940 年至 1970 年期間雙武隆漁村道路仍未開發完善，村民生活上多半仰賴走

路或船運。在 1960 年代後期，百分之 90 以上的村民沒有車子，娶新娘仍得依靠水

路、騎腳車或走路。碰上妻子住得遠一點，男方就要雇船，或開著自家的船，把嬌

妻娶回村裡；住得較近的則用騎腳車迎娶。用船娶妻，時間就要算準，既要顧及農

民曆上選定的吉時，還得配合潮水，潮水不漲，船開不進來時，就要在河口渡夜。

漁民的生活「長期」以來一直依賴農民曆，婦女依此計算各種拜拜祭典，男人則用

農民曆來估算潮水，推算季候風時程表，估計魚類出沒期，使用頻密。這樣的生活

習俗從創村到現在，歷時不變，村裡的漁民在捕漁方面依舊聽從老長輩的教誨，縱

使機器再先進，他們仍不忘祖輩一代傳一代的古傳技法。 

  除了喜事，「喪事」也是牽動全村人的大事。村裡一旦有位老長輩往生，村民

也都會主動向喪家釋出關懷與協助。在出殯的那一天，大部份男人甚至不出海捕魚，

留待村中協助抬運棺木。和婚宴一樣，村中大小無論男女都會主動到喪家家裡幫忙，

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村民就會自動補位。早期的棺材是梅花莊很重的那種，在那個

道路不通的時期，出殯的時候得把它扛上漁船，用船遇送出去，後來的西式棺材沒

那麽重，道路也通了，也有車子了，才不需動用到太多人力。54
 

  全村人一起為村裡活動或事務奔忙，早已是村民習以為常的情景，我在童年時

期也多次親眼看見全村民一心搭建木橋，為泥路鋪石的辛勤畫面，這些需要重勞力

的工作主要由村裡的男人負責，女人則為大家準備飲水與食物。小時候，家人經營

咖啡店（後來改為漁鮮飯店，名海洋海鮮），我和堂兄姐弟幾戶人家同住在店裡，

這家店地處木橋上的首間房子，依續還有 2 間民宅，其餘皆為處理漁獲的漁行，所

以在求學期間，放學沒事及假日不用上學時，便常看著村民合力搭木橋、鋪馬路等，

                                                      
54

 王和聚，B-201302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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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他們分工合作輪流接力，有人搬運，有人下樁，有人綁繩，有如接力賽般。一

般漁船回航時，漁民會沿著木橋把船隻停泊在兩岸，早期村民生活並不富裕，只能

搭建無法經長時間考驗的簡陋木橋，壞了再想辦法修補。幸好後來村裡的鄉村發展

委員基於漁村發展的各種需要，多次向地方政府申請經費，階段性的提昇村內的公

共建設，如自來水、自來電、木橋、柏油路、路燈等。1970 至 1980 年代中期，可

說是雙武隆漁村對內對外公共建設逐漸提昇的時期（羅文和，1984：9）。公共建設

設備提昇的經費怎麽來？以當時來看，仍然以村裡的鄉村發展委員會向地方政府爭

取而來，不足款項再自組籌款小組在村裡募，或辦活動如千人宴、文娛晚會，甚至

走出村落到其他城鎮募款，以完成村裡各項便民的建設。「辛勤的身影，互助的畫

面」是雙武隆漁村村民共構的和諧生活圖像。透過不同報導人的回溯，提供了研究

者得以重塑過去該村村民生活的情景與精神，漁村社會的各年代發展也可參閱(圖

3-5)。另外，同時也讓我在對應自身一路走來的生活空間時，找到村民過往在生活

上、教養上的（日常）生活面貌，並進一步體悟早期移民在文化傳承、生活價值上

堅持「共生互助」的行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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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927-2014 年代雙武隆漁村之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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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武隆漁村散發著濃烈的潮人文化氛圍，他們自祖輩移民時代開始便一直依循

先輩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規範（cultural arrangements）來應對新生活。初期，他們會

在番邦展演原鄉的文化，第二代及第三代才慢慢脫離並發展與當地連結的新文化與

習俗，如喝南洋咖啡、吃肉骨茶、拜拿督公等。時至今日，在村裡，家家戶戶吃滷

鴨、煮潮州菜、拜拜會用潮州人的紅粿桃（圖 3-6），每年廟裡有酬神大戲，上演的

一定是潮劇。早期村裡有個小規模儒樂團，由喜歡潮州弦詩樂的長輩組成，參與者

幾乎都是男性，樂器有二胡、三弦、琵琶、簫、揚琴、古箏等等，閒來無事時他們

便會聚在咖啡店裡演奏，經過店裡就可以聽見。童年時期，我常在爺爺的房裡看見

幾支二胡及三弦，偶爾會看到他在店裡拉一下，聽說爺爺技藝很好，二胡與三弦拉

得很好，曾經也是樂團裡的三弦手。我沒看過爺爺在樂團裡演奏，只見過中風後的

他偶爾會拿起二胡來把玩，不成調的拉，打發時間。 

 

 

圖 3-6  紅粿桃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5 年 3 月 15 日 

 

  認識潮州音樂文化是在參於「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時期，那時候爺爺

已逝世多年，那次之後回到家鄉才知道隔壁咖啡店二胡拉得很好的二叔公和村裡一

班愛好者常常彈奏的便是潮州人重要的弦詩樂。曾經二叔公把他店裡某個房間空了

出來作為演奏室，他們把樂器放在店裡，大伙兒想要演奏時，人數夠了便奏上一曲。

回想起 1990 年代初期，村裡也有些孩童喜歡弦詩樂，他們到演奏室看大人們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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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有模有樣的學了起來，有兩位村童揚琴打得特別好，常常到那裡報到，紮實

的學看樂譜，學習彈奏。對於傳承，長輩們不啬傳授，只可惜隨著幾位喜歡潮州音

樂的長輩搬離漁村後，叔公一人獨奏難鳴，只能等待他們佳節回鄉時再聚在一起演

奏。此一事件，讓人想起潮州童謠之外，村裡將消失的還有弦詩樂。在新文化的接

觸和變遷過程當中，潮州傳統文化的放棄和喪失，決不是通向一種虛無的過程，它

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滲透，甚至取代。潮州童謠如此，弦詩樂也會因無人擁戴的事

實被遺棄。 

  有些學者指出，許多在潮汕潮州人已不追隨的文化活動，在原鄉停擺但卻在番

邦的另一場域備受守護，原鄉的文化特徵成為他們在番邦突顯籍貫的標誌象徵。舉

例來說如出花園，這是潮州人給年滿 15 歲的青少年男女的成人教育禮俗，一般訂

在舊曆的七月初七（公婆母生）進行，也可另外擇日舉行。潮汕各地出花園的習俗

略有不同，雙武隆漁村村民多來自澄海縣，所以比照該法，父母或長輩要為出花園

的孩子舉辦成年禮與童年告別。當天，他們會採來 12 種不同的鮮花（十二色花）

浸泡水中為孩子沐浴，為他們準備新衣服、新的紅木屐，祭拜床母公婆神，成禮的

少年不能出家門，不能在烈日當空下跑，不能與同歲人見面，否則會倒楣（林倫倫、

吳勤生編，2001：314）。我在虛歲 15 歲那年，也在家人堅持下行該潮州人習俗。

那一天，在外地上學的我還特別請假回鄉，一切細節和上述所說差不多一樣，一整

天穿著新衣、紅木屐，唯沒有祭拜床母公婆神的環節，而是被媽媽帶去附近的觀音

廟拜拜。帶著 12 朵不同顏色的花到觀音廟去讓觀音娘娘開光。在廟裡，我還碰到

和我同齡的同學也一起來，發現原來他們家也遵行傳統習俗。拜拜的儀式並無特別，

「觀音開示的話語」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那些是一年的祝福與叮囑、成年後該注意什

麽、不能去哪些危險的地方以及哪些事別碰等等。儀式結束的那一刻，我就覺得自

己像是被神祝福的孩子。15 歲以前，我看過姐姐和堂哥出花園，當時特別羡慕他

們可以穿新衣和紅木屐，輪到自己這樣做時，的確也感受儀式對自己的影響，覺得

自己已成年長大。「出花園」這個習俗，對我而言，是自認知開始到現在仍在一些

潮州社區盛行，就我們這一輩，從我大姐開始到她的兒子，代代傳承，而且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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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信人生應該如此。 

這些生活習俗的元素，讓該村的生活始終散發著濃烈的潮人文化氛圍。韋伯

(Max Weber，1864-1920)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化並非天生，而是一套「被傳遞」，

是一種遺產或一種社會傳統構成。文化對人而言，是經由學習而來，並非是人類遺

傳構造特殊內容的某種呈現，它將世世代代不斷地被繼承和創造（引自高宣揚，2002：

77）。有趣的是從以上事件，我們看見在同一個環境，同樣面對世代變遷及社會進

步的考驗，人類對於傳承的事件與習俗會經由長久的文化影響進行篩選，而從個人

影響集體所展現的意願及信仰應是最關鍵的因素。如果從該村常年堅守潮人文化的

信念來看，這個群體應該是相互關注他們自身的文化，只是一般村民受教育不高，

是典型的勞動階層，他們在面對社會環境變遷、現代科技文明等外力的衝擊時，即

甚少有人能意識到要為潮州人留下歷史的重要性。在快速變遷的情勢下，相關民間

文化歷史事件的細節內容，會缺乏文件的記載，往往只能靠印象式的口述資料來重

組歷史面貌，其雖耗時，但也成為本研究之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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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雙武隆漁村潮州童謠的傳唱面貌 

 

  個體的生存乃脫離不了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欲了解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的傳

承樣貌，透過個人生命史，即關照吟唱者在社會歷史視框參照下的面貌，更能顯現

出文化傳承過程中，個體的生命經驗與其生存的社會環境及背景間相互影響的歷程。

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依本研究三組報導人依序分別書寫他們在成長歷程中與潮州

童謠互動的關係，包括五位自潮汕南移到雙武隆漁村的婦女、雙武隆漁村第二代及

第三代的村民及陳氏家庭；接著的第三節則從此三組報導人與潮州童謠互動的經驗

中，勾勒潮州童謠如何隨著移民的腳步，如何從潮汕原鄉被帶到雙武隆漁村，以及

它在1940年至1970年間在該漁村傳唱的面貌。 

 

第一節 吟唱者與潮州童謠的關係 

 

  童謠是長期流傳於民間的一種用韵語創作、無音樂相伴的口頭兒歌。做為地方

民間文學的一支，潮州童謠雖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經歷了無數歌者的口耳相傳，

受到一代又一代潮籍兒童的喜愛，但隨著社會與科技發展與變遷，這些出洋過番的

潮州童謠對生活在不同時代與背景的潮州移民來說存在著不同的經驗和意義。對於

雙武隆漁村裡自潮汕南移的婦女來說，潮州童謠滲透在她們童年時期，在潮汕原鄉

的生活與工作裡，也出現在她們婚後生活的移居地雙武隆漁村；而對於雙武隆漁村

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而言，潮州童謠經由村裡第一代移民的長輩在生活中的傳唱，

是他們生命中接觸潮汕原鄉的文化種籽。只是這顆由先輩傳承給他們的文化種籽在

1940 年到 1970 年期間隨著社會發展起了變化。 

 

一、1940 年自潮汕南移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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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亞枝、李嫦花、謝芝蘭、王碧娟及華隆嬸是五位早期自中國下南洋的婦女，

她們的年齡分別介於 82 歲至 95 歲之間。在雙武隆漁村，她們都是我的長輩，見到

面要稱她們一聲「老嬸」。對潮州人來說，倘若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一位男性的

年齡倘若比自己的爺爺小或輩份比他小，要稱他老叔，其妻便稱作「老嬸」，反之

則稱之「老伯及老姆」。其中的華隆嬸和我有直接的親戚關係，她是我外曾祖母的

孫媳婦，我稱她「二老妗」，即二老舅媽，其他人我都稱呼老嬸。她們看著我長大，

在訪談的過程中，當她們談論其童年往事或朋友的故事時，總會聊起我的家人，如

曾祖父孫石卵、爺爺孫炎猛及父親孫振豪等人。大部份時間她們甚至認為我是認識

村裡所有的老長輩，或是她們的老朋友。她們五位皆來自潮汕，僅有華隆嬸於 20

多年前 1995 年隨兒子搬到吉隆坡定居，其餘 4 位一直居住在雙武隆漁村。她們都

在十幾歲時從家鄉中國潮汕澄海地區，如普寧、外砂鄉等地，隨家人遠渡南來，除

了依親更多的是因為婚嫁。她們之間有一共同性，即她們童年時期或 10 幾歲以前

皆在中國成長，親身體驗過原鄉潮汕與番邦既馬來西亞兩地不同的生活；另外，她

們過番與否的命運皆由父母決定。出生於 1920 年至 1930 年間，那是女性沒有人生

自由、婚姻主權的封建年代。這五位從青春時期飄洋過番到雙武隆漁村的她們，一

別家鄉就是 40、50 年，所幸她們都在 60 幾歲時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她們說起

下南洋的經驗，對她們而言雙武隆漁村這個「番邦」，其實並不比自己出生成長的

潮汕鄉下好，當年的她們並無法選擇自己的依歸，只能隨命運安排。 

  以下依序分別敘寫林亞枝、王碧娟、李嫦花、謝芝蘭和華隆嬸的生命故事及其

童年時期與潮州童謠的互動經驗。 

  林亞枝，林老嬸 1923 年出生，93 歲。12 歲時父親安排她下南洋，到馬來西亞

雙武隆漁村與父親會合。因為家裡很窮，兒時沒機會唸書，也不識字。過番時，父

親讓她跟著一位接客人把她先帶到新加坡，在親戚那裡住了一個禮拜後，才輾轉來

到雙武隆漁村。林老嬸在 1935 年過番初期，剛到雙武隆漁村的時候，村內的房子

不到 20 間，女人很少，村裡的馬路多為爛泥或由樹枝鋪成，對外交通主要靠船渡

海到另一小鎮，經過村人數十年的努力發展，從 80 年代的石子路到 1990 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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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柏油馬路。在那個僅能依賴靠船渡海外出的年代，村人若有婚事嫁娶還要等潮

水，半夜撐著小船計算當日的潮夕時間。林阿嬸長大後，嫁給同村人，結婚那天免

去了等船的煩惱，走路即可抵達夫家。從過番到結婚，林阿嬸一直住在村裡，距今

計算已有 81 年。 

  在林老嬸1935年過番初期，她爸在村裡以養鴨維生，從前的女孩不能在村裡到

處亂跑，因此童年時期的她已要在家幫忙照料養鴨場，每天大早就要工作到傍晚。

1976年以前，村裡沒有自來水，她總是要走到大老遠的「芭內」打水來養鴨，55讓

本已特別忙碌的養鴨事務更加不容易，由於路途不近，扛水回到村裡時，走一走就

得休息，否則太累打翻的話就會白費心機。潮水漲的時候需要拼命的曬臭魚，洗一

洗去曬，當時一斤可賣一分錢，若下雨天就只能賣8錢。當年一塊錢可買4缸米，2

毛錢已可買菜。該漁村在1978年前沒有政府配給的電源，村民們只能點個小油燈，

後來村裡才有大光燈。 

  未過番前，林阿嬸住在潮汕的明德，其父在1927年左右過番到南洋時她只是個

5、6歲的小孩。村裡的孩童只要懂事就得幫忙家務，林阿嬸在7、8歲時就學補網，

跟著母親到別人家拿網來做，同時也協助母親帶別人家的小孩，當褓姆貼補家用，

有些晚上還要負責守鵝的工作。在童年時期那段守鵝的漫長夜裡，林阿嬸會唱潮州

童謠來打發時間，而那些童謠是她的阿嬤教她唱的。其實，潮汕地區有許多年長的

婦女，閒來無事愛唱歌，其中包括潮州童謠或潮州歌冊，也會給孩童講故事。林阿

嬸的阿嬷有很多故事，也很會講述故事，唱歌也很好聽，所以很多人喜歡聽。像「挨

呀挨，挨米來飼雞，雞叫五更，狗吠半夜，飼阿叔仔落書齋，飼阿姑仔顧人罵」這

首曾經陪伴許多潮汕孩童長大，敘述農村生活場景的潮州童謠對林阿嬸來說，特別

熟悉，是她童年時期家裡的阿嬷會哼唱的童謠。後來，林阿嬸也在雙武隆漁村聽到

童年時期在潮汕地區聽過的一些童謠。在1940年至1970年代期間，村裡有位名為謝

佛的阿嬤很愛唱潮州童謠，這位阿嬷凡在村內遊走都會唱歌謠，也會將這些童謠教

                                                      

55
 距離雙武隆漁村約一公里遠的馬來甘榜（Kampung），意旨小村落，目前位於進入該漁村的入口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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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村裡的孩童。 

  林阿嬸自幼隨家裡的阿嬷習得多首潮州童謠，但到了雙武隆漁村礙於自己說著

普寧地區的潮州話，不同於村民屬潮汕澄海地區潮州話，所以在村裡甚少對外的孩

童傳唱，僅在家裡帶小孩時哄睡覺，或與他們做遊戲時會哼唱搖籃曲或遊戲童謠等。

56
 

  李嫦花，李阿嬸1921年出生於潮汕，2016年已屆95歲高齡。在雙武隆漁共住了

7、8年的李阿嬸，生了10個孩子，6男4女，大兒子現在也已70幾歲了。她17歲那年，

1938年，因母親聽聞日本要來打中國，國家的徵兵制抽狀丁也將殃及小鄉，男生倘

若不夠就會抽女生。母親擔心女兒會因此遭殃，便決定快快把她嫁過番。對於那個

不曾涉足的番邦，經「客頭」的轉訴，57多少讓她及家人誤以為番邦很好，但是抵

達後後悔不已時，也已無回頭路。對於潮汕地區人們用「滿地黃金」來形容的遙遠

番邦，李阿嬸開口罵道「唉唷，好個鬼！」，像極了是在向客服控告貨不對版的控

訴。番邦和家鄉的巨大差異，讓初到南洋報到的她「哭到要死」，這是她用來形容

自己入番邦時的第一印象。1940年初期雙武隆漁村的發展非想像中理想，到處養豬

養鴨，整條路都是臭豬屎味，沒電也沒水，洗米煮飯只能用雨水，雨水隨著亞答葉

屋頂流入蓄水池，呈紅紅一片，吃著也不開胃；村裡的沼澤地、臭豬屎、亞答屋，

根本無法與她在1938年過番前已有石子鋪路、紅磚房子的潮汕地區相比。在潮汕，

他們一個房宅住著一家幾口人，房子用磚蓋的，門前還有片大洋灰地，李阿嬸比林

阿嬸晚3年抵達雙武隆漁村，1938年那些年村裡的發展很慢，房子從十幾戶增至20

間，全部仍是最簡陋的亞答屋，屋內建村也只能用上便宜的木材或鋪上薄薄的一層

木板，走在上頭會砰碰隆叫，特別吵。1970年代後期，村人才慢慢將亞答屋改建成

板屋，用上材質較好的材料。 

  李阿嬸的童年時期是在潮汕度過的，她敘述1938年以前的潮汕地區，倘若她母

親是個文化人的話，多半就會學些潮州童謠或學唱潮州歌冊，且會把歌冊內容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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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亞枝，A-20130203、林亞枝，A-201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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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安排新客過番的介紹及帶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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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澀的部份改成白話，改以童謠唱給孩子聽。李阿嬸慶幸自己的母親有文化，像有

十八般武藝，是個識字的人，也會唱歌與裁縫，讓她的童年是在一個有歌的環境中

長大。對李阿嬸而言，潮州童謠是她13歲學編草蓆時期聽得最多的娛樂。她在13

歲時學編草蓆，每天眼睛一睜開，便跟著母親及同伴豆菜在家門前編草蓆賺錢。她

編白色的草蓆，可以很快，一件12分錢，兩人分，一人才6分。編出較好的草蓆，

雖然困難度較高賣價也比較高，一件要三、四十分錢，一件一人可以拿20分左右，

平常她一天可以編十幾件，品質好的一天只能編四件。工作期間，李媽媽會帶著她

和豆菜唱潮州歌冊，有時會把歌冊裡喜歡的故事改編成淺白的童謠，唱給她們聽。

基於社會期待的不同，在潮汕除非家裡有錢，否則多數的女孩都沒機會唸書，只有

男生才被允許。女孩子想識字，只能靠自學。李阿嬸小時候沒拜過孔子，她的媽媽

相信習俗，覺得沒有拜過孔子的女生，識了字命會苦，加上家中經濟條件不好，父

親也不答應她上學，因此終其一生不識字。豆菜識字，編草蓆時李媽媽會特別教她

唱歌冊，她便從中學習更多，偏偏李媽媽不教李阿嬸，只唱給她聽，不讓她學認字，

堅持不希望女兒因識字而未來命苦。但李阿嬸多年來憑靠記憶，把一些潮州歌冊裡

的音節強記硬背了起來，她雖不識字，仍能唱歌娛樂自己。在潮汕，閒來無事時，

有些鄰居就會到她家裡坐坐。若遇上識字的，就會慫恿她們來唱歌，甚至吟唱童謠。

以前孩提時期，李阿嬸其實很愛學這些童謠(白話歌)，相對的她的女兒們卻都沒興

趣，沒人會賴著叫她教他們唱，孫子裡也沒有有興趣的小孩，所以年老的她自己坐

著沒事，也不再哼唱了。58
 

  謝芝蘭，謝阿嬸1933出生，82歲。18歲，1951年時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沒唸過書，目前在漁村幫兒子打理一個規模小小的雜貨店。1951年過番前，謝

阿嬸在潮汕時家裡務農，種些番薯和菜過日子，家裡姐妹眾多，成長期碰上第二次

世界大戰，生活特別困苦。她在二戰後過番，當時還有一個姐姐和妹妹一起出發。

而促使謝阿嬸姐妹們一起過番，乃因為她們的姐夫在那時候中了征兵，村裡很多人

因為害怕征兵，紛紛選擇下南洋這條路。過番時，船程要一個禮拜，先到古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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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以後，因簽證出問題，被扣在新加坡海關，又住了差不多4個月，待番邦

的先生設法找到24碑的大寶叔前去擔保，才順利出來來到漁村。憶起過番的經歷，

她直喊慘。問她為何過來，她聲稱自己被騙，因為當年有人告訴她，他要嫁的那個

人家前面是魚池，後面是花園，結果完全是另一回事。 

  謝阿嬸18歲離家後，直到1995年那年才回去潮汕，恍如隔世，村裡許多人已認

不得，無盡唏噓。謝阿嬸在潮汕地區聽過潮州歌謠，甚至以「到處都有」形容之，

只是基於自己對唱歌沒興趣，從潮汕地區嫁到雙武隆漁村後也不隨村裡的婦女一起

吟唱。59在村裡像謝阿嬸這些因婚約嫁到村的婦女，已不再是小女孩了，婚後生活

多半忙碌，既要打理家務，又要帶小孩，縱使喜歡唱歌，始終無法像老婦人們在村

裡自由行動，到別人家或到沙灘聽人吟唱潮州童謠或歌冊，否則容易招來閒話。 

  王碧娟，王阿嬸1920年出生，94歲。19歲，1939年時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

漁村，比李阿嬸早一年嫁到該村。剛抵達雙武隆漁村時，村裡有不少人養豬，全村

約有十幾戶，路是木材或樹枝鋪的，走起來顯得特別恐怖。1939年過番初期，她先

在雙呂江漁村住8天，然後就跟著村裡的「客頭」和勸的媽媽去雙武隆漁村。一開

始，她也聽說番邊好，結果和其他阿嬸們的感受一樣，有很大的落差。但王阿嬸似

乎抱持既來之則安之的泰然的態度，所以並沒表現出特別失望。 

  王阿嬸19歲前在潮汕，家住住澄海內寧，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家裡養的鴨

養大就拿來吃，每次養都為做戲或過節作預備。王阿嬸喜歡工作，本在13歲那年她

的中醫干爹就讓她去上學唸書，但她興趣不大，反而選擇繼續編草蓆的工作，因此

不識字。兒時因要工作編草蓆，自己也不特別愛唱歌，另外受坊間評價潮州童謠是

閒人才學會的說法影響，縱使自己出生成長的潮汕地區到處有潮汕童謠，但王阿嬸

始終和潮州童謠保持距離。 

  王阿嬸生有8個孩子，1970年代之前，漁村對外交通還很不方便，村裡許多婦

人都在家裡自己生。王阿嬸21歲那年，1941年生第一胎時沒去醫生那裡，生完之後

是由先生幫忙剪臍帶，幫小孩洗澡，她自己則照顧自己，其實共生8胎，她都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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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過醫生。以前生小孩很容易，沒有開刀這回事，痛一下，坐在椅子的角落就可

以生了，使力就能生個白白胖胖的小孩，不曾聽說需要開刀，相對的現在人生小孩

似乎比較辛苦。說起她在雙武隆漁村生活的點滴，她說謝佛阿嬤是村裡最積極吟唱

童謠給孩子們聽的人，那時候的她，已是個80幾歲的老人，常常就拄著拐杖在村裡

逛來逛去的老人家。當時村民都敬重謝佛阿嬤，因為她從中國南來已有一段時間，

通曉兩地的習俗，舉凡有不明白之事都可以向她請教。另外，謝佛阿嬤還會幫村人

教育孩子，唱歌給他們聽，借由童謠教孩童莫貪莫賭。60
 

  華隆嬸，我無法知道她的名字，華隆嬸 1929 年出生，86 歲，目前已搬離雙武

隆漁村到大城市吉隆坡定居。無論是過番前的童年期在潮汕的外砂或是過番嫁至雙

武隆漁村都因為需要工作。61她並沒學到太多潮州童謠，零散記得幾首潮童謠，不

過對於自己特別喜歡的《百屏花燈歌》，仍能斷斷續續的吟唱半首。華隆嬸出生在

二戰期間，生活沒說不苦的，家裡窮，很少心思跟著人家唱歌或玩樂。童年時期的

她在潮汕年紀小小就要去做雜工，幫人家撿材拔草去燒，還有牽羊追鵝，拔草找小

番薯，遇上有人家在整番薯田時，他們就去找，別人在前面撿，他們在後面跟。1951

年過番那一年，她才 17 歲，家裡太窮，父母聽說過番好，就想盡辦法搭上線，幾

萬元日幣其實很小，父母最終還是收了人家幾萬元把女兒送過番，自此兩岸相隔。

她有一個哥哥過番到暹羅（今泰國），也是父母去借錢讓他下南洋的。他們同一年

出門，哥哥在年頭，她在年尾，那一年哥哥只有 19 歲。那一年，她跟著包嬸、謝

芝蘭，還有楚珍 4 人一起來搭船下南洋，礙於申請的手續沒處理好被扣在移民局，

停滯在新加坡，等待他們的未來先生想辦法找人擔保。結果拖了好久，讓她們只能

焦慮得一直哭。父母訂的婚事，她不敢說不，說是來了個捐香油錢的人，拿著相片

給父母看說幫忙相親，父母看了覺得好，收了幾個錢聘說好，就把她嫁到雙武隆漁

村來。她出嫁的那一年，上頭還有個二姐還沒嫁，哥哥帶著她搭船過番時哭很慘，

父母躲著哭不敢來送。家人交待她番邦有些朋友和親戚可找，但她從不知如何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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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隆嬸在潮汕的家鄉。 



 

75 
 

哥哥寫了一大堆信給她教她，但她就是找不到。過番已 69 年了，當年的委屈化成

淚水都只能埋藏心裡，數十年後只以一句「哭慘了」蜻蜓點水帶過自己悲傷的情感。 

  說到雙武隆村裡吟唱童謠的情景，她形容村裡謝佛阿嬷有最多的歌謠，村裡的

婦女若傍晚沒事時會到沙灘走走，聚在一起的人多了，就會有人鬥歌，只是華隆嬸

身為人家媳婦，始終無法跟上她人的腳步，參與這些活動，由於每天光是料理家裡

百多隻豬及十幾隻母豬，每天光是煮豬飯，就要花去很長的時間。其實華隆嬸喜歡

吟唱童謠的，童年時期在潮汕，她們村裡有個特別情形，有些乞丐會靠唱歌維生，

雖然自己沒錢，但有時撿了幾個蕃薯，會請乞丐給他們唱歌。乞丐們拿起七字歌來

就唱，七個字七個字這樣接唱，聽起來就很過癮，唱完就把蕃薯請他們吃，雖然那

時她學不了，但那卻是她至今想起覺得快樂的事。而乞丐唱歌維生的情景，讓華隆

嬸想起雙武隆漁村早在50幾年前，即1960年代左右曾有唱戲的人到村裡走唱一事，

這個戲班以前在沒有演出時會到一些潮州村落唱戲，雙武隆漁村即是其中之一，當

年該戲班就有一位唱戲的女子阿足便嫁給該村村民王盛軒當太太。那是阿足的父親

帶領的戲班，在戲班工業，沒有演戲的時候，便帶著樂器，到店裡唱，也去人家的

家裡唱，想聽的人就會自動到店裡一起湊錢，數量夠了就演一齣戲。62
 

 

二、第二代及第三代村民 

 

  這組別的報導人主要為在雙武隆漁村生活的第二代及第三代村民（不包括陳氏

家庭），還有一些從其他城鎮或鄉村嫁到雙武隆漁村的村民。他們多半在村裡住了

超過 20 年，其個人生命中曾有過與潮州童謠互動的經驗，關於報導人背景資料可

參考（附錄二）。扣除五位自潮汕南來的婦女及陳氏家庭，截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

為止，本研究共訪談了 48 人，其中 34 位為男性，14 位為女性報導人，他們皆在

馬來西亞出生，成長期和早期該村從中國南來的移民或移民的第二代有頻密的互動，

曾經實際生活在老長輩們吟唱潮州童謠的環境裡。他們之中年紀最大的有 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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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最輕為 37 歲，男女皆有。基於報導人學習潮州童謠的經驗會受其年齡、生活

背景與時空等各種因素影響而展現不同面貌之緣故，我把此一組別的報導人依年齡

65 至 80 歲或以上、50 歲至 65 歲及 35 至 50 歲以上為分界，並簡單闡述其不同童

年時期的生活背景，及在該時代脈絡下潮州童謠實際傳唱的情景。 

  65 至 80 歲或以上：此組報導人可說是本研究田野中與潮州童謠互動最頻密的

一群，他們雖沒見證雙武隆漁村的開埠與創立，出生時先輩已完成村落的開埠，但

作為雙武隆漁村移民的第二代，卻參與了推動漁村內各種公共設施之發展，其中更

有多人扮演重要角色，如搭橋開路、辦教育及提昇學校設備等等建設。他們出生於

1935 年至 1950 年之間，童年期落在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間，那是一個生活資源

貧乏的年代，房子多是村民合力搭建的亞答屋或板屋，經歷過村內從依靠養豬養鴨

到拖網捕漁兩種主要產業的轉變；走過 1978 年前沒有電的時期，當時，得靠買來

機器自力發電，或使用不同大小的油燈；1976 年，村裡也沒有自來水，村民靠儲

存雨水及踩著泥路到村外提水的生活，這群人的童年期可說完全沒有享受過有水有

電的日子。部份報導人既唸過正規體制學校，也上過早期村裡有位老先生在家開辦

的私塾，學習內容主要為以潮州方言讀經典與唸古文，但學齡前多在家裡渡過，沒

接受讀寫的認知學習；村內的小學在馬來西亞獨立年後，既 1957 年通過教育局的

申請，成功讓僅有的 4 年級制申辦至 6 年級。在他們的童年時期甚至到青壯年結婚

時期，村內交通仍然非常不發達，對外僅能依賴水陸，欲通往村外，想找條泥路也

難。後來在村人的努力拓展下才從佈滿樹根的小路慢慢僻出一條小泥路，在 1960

年代中期慢慢啟用。與外隔絕的生活狀況，限制了村民的活動，譬如生病要看醫生、

外出求學或生小孩。此年齡層的婦女當年甚多仍在家自己生產，需要幫忙的時候至

多請丈夫到村外找來產婦協助，或在村裡找來較有經驗的婦人來幫忙。種種的不便

使他們在生活上開展出自給自足的能力。雖然漁村的土地鹹化種不了菜，也開不了

水井，但經村民們的智慧轉化，早期村內普遍種植草藥，也從借鏡其他村落的儲水

方式，到吉膽島（Pulau Ketam）請專人用水泥糊出大水糟（又稱：大水池）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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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63
  

  在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他們的童年時期，村裡到處都能聽到潮州童謠，許多

報導人從老長輩處習得多首潮州童謠，他們遊戲時唱童謠，帶小孩時唱童謠，看大

人賭博時唱，想起有人抽鴉片時唱，日積月累下，男性報導人記得戒賭歌、鴉片歌

謠、中秋節的遊戲歌謠，而女性報導人則比較記得搖籃曲及幾首生活童謠。潮州童

謠對他們來說，是他們童年時期父母或長輩在閒來無事時帶他們一起吟唱的娛樂，

也是帶領他們認識父母或祖輩潮汕原鄉的窗口。 

  50 歲至 65 歲：這群報導人出生於 1950 年至 1965 年之間，童年期落在 1960

年代至 1975 年代間。就以該年代的生活環境來說，他們擁有的生活資源已比 70

至 80 歲這一輩的村民好上許多，主要變化顯現在交通及房舍的改變上，雖然整體

發展仍屬純樸貧乏，因該時代還停留在一個需靠勞力維生的年代，所以無論男女年

紀小小就要成為家中的勞動人力之一。女的要幫忙家事、帶小孩或飼養豬鴨，男的

則要學習捕魚幫忙賺錢。與前一組報導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部份人沒見過阿嘹

的阿嬷謝佛，僅僅只是記得村裡的人常提起她的名字，潮州童謠對他們而言也只是

生活中一些年長的婦人在沙灘或家門外納涼時哼唱的畫面。在此年齡群中，年紀越

輕者與第一代的移民接觸的機會越少，互動也不頻密。在 1970 年左右，村裡的道

路設施逐步改善，村內的教育軟硬體建設也在長輩，那些 70 幾歲的村民努力下有

大幅度的改善，如搬到新校舍，增設遊樂設施、籃球場等。 

  這群報導人他們的其童年時期，整體而言，對外交通的改善促使村裡各種設施

獲得改善，已甚少有婦人在家自己生小孩，雖也走過 1978 年前沒有電，得靠自力

機器發電，1976 年沒有自來水，靠儲存雨水及踩著泥路到村外提水的生活，他們

在青少年時期的確是親眼見證村裡擁有自來水及電的年代來臨。雖然長輩們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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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膽島又稱浮羅吉膽（Pulau Ketam），舊稱吉洞島，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港岸外的一個

小島，隸屬巴生縣加埔區及巴生市議會，面積約 30 平方公里。吉膽島在馬來文意為「螃蟹島」，

全島位於潮汐線下，以紅樹林為植被。 吉膽島居民人口約九千人，以華裔居多，多為潮州人及福

建人，主要以漁業為生，其次是商人。資料參考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吉胆岛。

上網日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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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謹守過去克勤克儉的生活法則，但能源帶來的改變，讓這個村落的娛樂文化與

流行慢慢從傳統中走出，港、台流行歌曲、電影、電視劇也慢慢進入漁村，隨著第

一代移民逐漸離逝及娛樂活動的改變，村裡吟唱潮州童謠的氛圍漸行蕭條，本在上

一個年代活躍的社群活動，似乎轉向各戶人家自己的娛樂，其中更多是不唱了。此

群組的報導人能吟唱潮州童謠的人很少，他們之中如果會唱，多半是因為家裡的環

境，愛唱童謠的母親還會在生活中為他們吟唱。倘若沒有，他們已很難在村裡習得。 

  35 至 50 歲：這群報導人他們出生於 1965 年至 1980 年之間，童年期落在 1975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他們的童年生活資源要比前兩組人好，多半是雙武隆漁村的

第三代村民或第四代村民。他們和第一代移民的互動很少，有些報導人提及的重要

建村人物，年紀越輕的他們甚至未見過，連名字也不曾聽過。他們僅僅知道他們是

某某人的父母或長輩。但是潮州方言仍是他們在村裡及家裡普遍使用的生活語言，

在學校裡則要學習講華語。1982 年後入學者，除了要開始適應大馬教育部為落實

1979 年《內閣教育報告書》，所提出改革小學課程的建議，宣布推行重讀（membaca）、

寫（menulis）、算（mengira）三種基本技能訓練的新課程綱要〔簡稱 3M 制〕，且

在「講華語運動」推動下，在學校範圍內，就學的學生不得以方言來溝通，講方言

就要罰錢，懲罰的制度來抑制方言的發展。 

  在生活上，他們已享受到由村民努力改善的雙武隆漁村，和我的成長處於相近

或同一個時代脈絡。此年紀的報導人，童年時期僅經歷短暫沒有自來水的時期，及

沒有電的生活。1965 年代的漁村已有對外交通，那時候的很多家庭已有能力買腳

踏車及摩哆車，部份家庭已有能力購買房車，出入有時也可搭乘德士（台稱：計程

車）；大部份人的家裡有電視機、收音樂、甚至是錄影帶播放機，生活中充滿流行

文化的浸染，人們的移動空間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漁村。該年代的村民也積極和附近

幾個村落或城鎮的年輕人互動，好比說參與各區的籃球比賽，到各村看酬神大戲或

Funfair（臨時遊樂場）。有不少這個年紀的村民在中學時期選擇離鄉到更遠的城鎮

求學，其學習範圍及內容已進入的是政府規定的華、巫、英三語並行的教學時代。 

  在他們的童年時期，村內已沒有太多的豬舍，村民也不大量養鴨，經濟產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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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從養畜業轉型至漁業，村裡的漁船從早期的小舢舨也轉換成拖網漁船。那裡不再

是南來新客們形容的全村皆是豬屎味的情境，高腳屋幾乎也從鋅板或亞答屋改建成

木板房子，甚至有幾戶人家已用上洋灰水泥及磚等建材，我在那段時間裡曾經看過

村民合力修橋或修路，至於房子的搭建已是請專業技工來做，不同於年長的村民所

說，全村一起合力蓋房子的情景。對於潮州童謠的部份，基本上這此一群組的報導

人已不認識誰是謝佛阿嬤，更不知道家中所吟唱的那一首搖籃曲或在遊戲時唸唱的

那句口令是源自長輩們的潮汕老家，也無法意識到這些身邊仍可聞的童謠是由第一

代移民傳承所致。他們成長期所唱的童謠多半從學校的老師那裡學來，嘴裡哼唱的

主要為在學校由老師教唱的華語的兒歌、馬來童謠及英語兒歌。 

 

第二節 陳氏三代家族 

 

  2016 年的今天，雙武隆漁村已無吟唱潮州童謠的文化，唯陳氏家庭是個例外。

陳氏家庭指的是由母親陳林惠嬌為核心及其 11 位孩子、30 多位孫子組成的家庭。

潮州童謠在這個家庭，形同串連起母親、孩子、孫子三代的親情養份。母親陳林惠

嬌因為喜個人的喜愛，她讓潮州童謠成為其育養孩子時的娛樂法寶，透過童謠滋潤

孩子的心靈；陳氏兄弟姐妹 11 人為了紀念母親，讓這些滋養了他們整個童年的潮

州童謠往下傳承，把母親吟唱的童謠收錄在《外婆的歌謠》，讓下一代子孫也能認

識此潮州文化的美。陳氏家庭的行動為本研究提供了童年文化傳承本來便可在人類

最初的學習之實際案例。 

 

一、母親陳林惠嬌 

 

  陳氏家庭是雙武隆漁村從媽媽陳林惠嬌那一輩開始三代人仍在傳唱潮州童謠

的家庭，其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是 20 世紀的今日，整個村子的家庭都不唱潮州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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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唯一堅持向下一代傳承潮州童謠的家庭。這個家庭把潮州童謠視為連結數代家

族的重要元素，堅持代代相傳，除了為紀念母親，同時也為推廣潮州文化。 

  陳林惠嬌屬兔，1938 年出生於馬來西亞雙呂江（Sungai Belukang）漁村，64父

母早逝，從小跟著兩個哥哥在小叔小嬸一家的照顧下長大，隨著他們搬家，隨著他

們生活。叔叔嬸嬸的家境並不寬裕，在雙呂江漁村是個靠捕漁維生的漁夫，且育有

兩個兒子，但對於陳林惠嬌兄妹 3 人特別照顧。陳林惠嬌聰明靈巧、積極好學，從

小深得祖母及叔叔嬸嬸的疼愛，叔叔嬸嬸曾經還在他們經濟稍微寬鬆時把唸書的機

會讓給了她，沒讓她的哥哥們上學，這樣的決定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不是易事。

不過哥哥們也疼愛這位靈巧的妹妹，反而願為她東奔西跑捕漁討生活。雖然，最後

陳林惠嬌只唸了 3 個月，便在經濟條件不允許的狀態下被逼休學，回到家裡幫忙，

但這仍不減弱其學習的意志，持續在生活中從閱報、看故事、唸歌謠識字。16 歳

那年，1954 年經相親嫁給雙武隆漁村的陳木輝，婚後在家相夫教子，生了 11 個孩

子，3 男 8 女，於 2012 年 6 月 17 日因病逝世，享年 74 歲。 

  1955 年結婚初期，基於是家中的大媳婦，生活並不輕鬆，除了要照顧自己的

孩子，還要幫忙照顧先生的弟妹們，換句話說，她要照顧孩子們的姑姑與叔叔，另

外，再加上陳木輝一家在雙武隆漁村是大善之家，一心為村民服務，在先生擔任鄉

村發展官之時，全力輔助先生積極提昇村內的公共建設，特別忙碌，所以孩子們形

容母親陳林惠嬌的教養，其實是遵從父親那套「與他人共享」的信念。 

  小時候的陳林惠嬌生活窮困，常常從早做到晚。她的孩子一致稱讚母親陳林惠

嬌是個聰明好學，很心靈的人，推說若是生活在現代要不是一位鐵娘子，一定就是

高材生。雖然她只唸過三個月的書，卻一生未放棄學習，縱使結了婚，雙武隆漁村

裡馬華社團辦過短暫的（約 2 個月）夜校課程，教村民馬來文，陳林惠嬌也報名上

課，過程中非常認真，還用自己的方法認真做筆記，其學習精神看在孩子眼中，是

一種知行合一的身教。 

  陳林惠嬌在童年時期，終日繞在小嬸和外祖母身邊，聽她們唸唱潮州歌冊，講

                                                      
64

 下霹靂縣八大華人漁村之一，距離雙武隆漁村約 15 公里，也是一個聚集潮州人的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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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看故事書。故事書，潮州話稱作「文書仔」或「古冊仔」，由其從中國南來

的外曾祖母帶來。至於潮州童謠的部份，陳林惠嬌除了直接從小嬸及其外曾祖母吟

唱處學習，在大兒子陳亞歷的記憶裡，外曾祖母家時常有故事可聽，只要你想聽，

她都願意說，他在童年時期隨母親回娘家，看見的常常是這番情境。以前的故事書，

薄薄的一本，他們形容它薄到像「紫里紙」，65一本大概 10 寸大，一整天婆婆就看

那本故事書。66薄到像「紫里紙」的故事書，陳林惠嬌大女兒陳瑞玉家裡就有幾本，

這是早期的潮州歌冊的樣貌，使用透光的油紙製作，特別輕薄。早年陳林惠嬌見女

兒喜歡，就把手上的都送她，在薄薄的書中還有一些是長輩留給她的民間故事書，

如蹄風著的《喋血京華》、中國民間傳奇故事《義犬伸冤》（圖 4-1）等。從前在雙

武隆漁村，只有陳林惠嬌擁有這些故事書，藏書量達幾十本，後來被村裡人借走沒

還，才一本本消失，傳到陳瑞玉時只剩幾本。陳林惠嬌很寶貝這些書，破了還會自

己黏好，用麻將紙或用孩子的練習本來為它補強。 

 

 

圖 4-1 《喋血京華》、《義犬伸冤》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3 年 1 月 31 日 

 

  陳林惠嬌曾經跟女兒陳瑞玉分享，童年時期的自己就跟她一樣，在雙呂江漁村

時隨著一堆小孩到處去，或跟她的阿嬸到處去聽別人唱歌。那個村，在其母親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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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像玻璃般透明和薄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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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亞歷，C-20130126：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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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無數個傍晚，也有村民們吃飽後輕鬆聚在一起聊天的畫面。聊天在潮州話稱

「詖涼詖熱」，這樣的生活習慣縱使相隔廿年、或換了一個村仍無太大改變。以前

陳瑞玉的外曾祖母還在世時，會常常到他們家小住。當時的外曾祖母就會跟著媽媽

一起給孩童講故事，兩人有時則即興對唱歌謠，有時得拿著歌冊唱，有時清唱，場

景如定格在其母陳林惠嬌童年時代在家裡和老長輩一起唱歌的畫面，而他們這些十

來歲的孩童就只是跟著大人身邊，從和大人們的互動中學習。古人認為人有記性有

悟性，15 歲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而少悟性，十五歲以後正相反，

多悟性而少記性（閻愛民，1998：74）。由上往下的知識，在早期仰賴記性傳遞，

老長輩信守的方法「聽人家唸久了就學會一些，學會了也就是自己的」，67透露了

早期許多村落大人教育孩童的樣貌。陳林惠嬌遇上無字的潮州童謠，用的是死背硬

記的方式，女兒識字則以接近的文字記下。在一個純樸村落，對於未能與外界接觸

的孩童來說，大人是他們學習的窗口，他們透過與親近長輩聊天的過程中學習，承

襲大人的經驗知識與道理傳遞，這是最普遍的教與學方式，只是陳林惠嬌家中使用

更多的潮州童謠這個元素。童謠及故事蘊藏的智慧，在潮汕原鄉确實曾是原始社會

教育中基本及自然的媒材，它們教會不識字的孩童學習生，舉凡知識、道德倫理及

習俗禮儀。在唐山女生要學認字，靠的便是學唱歌冊、唸唱方言童謠自力識字，這

樣的學習模式在隨著移動到南洋的足跡一再被複製，陳林惠嬌也因著學習潮州童謠

受惠。除了來自外祖母的傳授，陳林惠嬌學唱潮州童謠的管道還靠收聽早期電台的

一個廣播節目學習。大約就在 1950 年期間，收音機裡有一個潮州佬一直在教唱潮

州童謠，因為覺得有趣，她都守著節目來學。68
 

在陳林惠嬌的一生中，她所吟唱的潮州歌謠讓很多人記住。和她比較親近的人

都知道她對吟唱潮州歌謠有很大的興趣，陳林惠嬌是隨時都會唱，聚會時唱，心血

來潮時也唱，只要有人提個詞，她就會開始唸唱。但在陳林惠嬌搬離雙武隆漁村後，

她隨著第五和第七的女兒陳燕婷及陳燕杏同住，那段時間，陳林惠嬌不太吟唱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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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玉，C-20130131：10-11。 

68
 陳燕婷，C-20130126：25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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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女兒陳燕婷推測可能是因為城市沒有唸唱潮州童謠的環境氛圍所致。所幸此

影響持續不久，一段時間後陳林惠嬌便恢復唱歌，每每和朋友聚會賭博時，就會哼

唱幾句；此外，在她和孩子們的一起旅行的途中，也會因應女兒們的邀請，大聲歌

唱；在帶孫子的時候，也會為他們唱搖籃曲。2000 年的後期，陳林惠嬌搬至和兒

子陳亞歷同住，那是吉隆坡較小的一個社區，對於阿嬷唱潮州童謠的理解，孫女陳

昭宜及昭涵形容，那是阿嬷的娛樂，縱使沒有聽眾，她們的阿嬷常常就在閒來無事

的午後，坐在門前納涼的庭園自己哼歌，非常快樂。如今陳家第四代已沒有機會看

見早期在村裡一群婦女聚在咖啡店或沙灘鬥唱的情境，但潮州童謠對他們而言並不

陌生，許多留傳下來的童謠都是阿嬤或外婆陳林惠嬌曾經吟唱過的。 

 

二、陳家子女 11 人與媽媽陳林惠嬌教唱的潮州童謠 

 

圖 4-2 陳氏家庭訪談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陳家兄弟姐妹共 11 人，3 男 8 女，排行依序為大女兒陳瑞玉、大兒子陳亞歷

（已故）、陳燕琴、陳燕春、陳燕鳳、陳榮德、陳燕婷、陳燕玲、陳燕杏、陳永川

及陳燕鑽，年齡最大出生於 1956 年，在 2016 年的今天已 60 歲，年齡最小者出生

於 1975 年，今年也已 41 歲（參圖 4-2）。此 11 人童年時期的社會脈絡，可參考上

陳木輝
（父） 

陳林惠嬌
（母） 

陳瑞玉 陳亞歷 陳燕琴 陳燕春 陳燕鳯 陳榮德 陳燕婷 陳燕玲 陳燕杏 陳永川 陳燕鑽 



 

84 
 

一節雙武隆漁村 35 歲至 50 歲及 50 歲至 65 歲兩組報導人所體驗的漁村生活，他們

生活在同一個村落，成長時期的社會狀況、生活環境及各種物質條件之演變可說一

樣，從資源貧乏走向文明與便利，差別只是他們的母親陳林惠嬌在教養他們的過程

中，曾借由潮州童謠此一媒介傳遞教養理念及形塑一個親子相處輕鬆和諧的氛圍。

從小到大，11 位兄弟姐妹在潮州童謠薰陶的環境中成長，母親陳林惠嬌的終日吟

唱，讓潮州童謠成為他們的童年時期最深刻的印記。 

「潮州童謠」成為孩童與母親的重要連結，也是這家人早期純樸童年的重要學

習養份。這畫面和我在雙武隆漁村內所見所聞甚為雷同，因為他們的母親就和村內

許多吟唱潮州童謠的婦女一樣，受教育不高，不會華語，但卻用自己熟悉的母語潮

州話，在點起大光燈的夜晚，或是在戶外納涼的傍晚給孩子講故事或吟唱潮州童謠，

教育孩子，跟孩子們互動。他們的母親把自己童年時期的愛好，特別是潮州童謠，

隨著孩子的出生往下傳承，在哄他們睡覺時給他們唱潮州搖籃曲，在傍晚到戶外納

涼講故事時給他們唱歌，在與他們一起工作勞動時，帶他們一起歡唱潮州童謠。童

年時期在陳家，工餘時刻便會一家人搬出小凳子在高腳屋前的空地上圍圈納涼、聊

天、賞月，父親在那個時候給他們講故事，母親吟唱潮州童謠娛樂他們，已成日常

慣習。媽媽唱歌，他們就跟著唱，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直到隨著漁村裡的流行娛

樂變多、兄弟姐妹一個一個成家及搬離漁村，其母吟唱潮州童謠的場域也隨之變遷，

也不如往昔般頻密。 

對陳氏一家人而言，潮州童謠具有許多功能，母親陳林惠嬌常常為因應生活上

的需要，以潮州童謠代替勸說或責罵，隨機給孩子機會教育或與他們玩樂，更靈活

的是，陳林惠嬌非常懂得如何利用潮州童謠打開孩子的視野或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其中在他們家傳唱的《顛倒歌》對孩童來說是一種以黑見白，以正看反的有趣歌謠，

歌詞這般寫著： 

 

《顛倒歌》 

好久無唱顛倒歌，頭灱 1嘴眩 2無咑哇 3； 



 

85 
 

一隻老鼠三尺尾，一隻蟑螂三斤肝； 

一尾銀魚三两瓢，一隻目蝨拔三盤； 

一個賤囝在搽壁，搽到日好暗； 

個坑無須仔，胡蠅 4蠓蚊飛未過； 

水牛一坑五六隻，青盲 5個看見，啞個就叱掠 6； 

拐腳 7走去趭 8，瘸手走去掠； 

走到田中央，找無個腳跡； 

追到下厝埕９，看人請宮入老爺 10； 

吹青打號哈，吹鼓打的禾； 

你者仔絕真之而，两句呾 11唔對句三； 

待我食浴洗飯飽，打你雙天翹上腳。69
 

 

  這首童謠，故意把一系列的事物唱反，用一種「無厘頭」式的民間風趣逗幼童，

歌詞大意為「很久沒唱顛倒歌，頭干嘴暈無可奈何；一隻老鼠尾巴三尺長，一隻蟑

螂有三斤肝；一條小魚干有三兩的魚瓢，一隻蝨子剝開可盛三盤；一個小賊在挖牆，

挖了一整晚，只挖出個小洞，蒼蠅和蚊子都飛不過，但卻可塞下五六隻水牛；瞎子

看得見，啞巴的喊捉；跛腳的跑去追，斷手的去捉；追到田中央，卻找不到腳印；

後來追到房屋邊，看人請廟宇蓋神明；吹钹打哈哈，吹鼓打啲達；你這個孩子真白

痴，兩句話裡講錯三句；等我吃澡洗飯後，就來把你打到雙腳飛天。」這些內容在

現實生活裡皆不可能發生，對幼童來說這種無厘頭的童謠充滿樂趣，可調劑生活。

陳氏姐妹小時候特別喜歡聽母親唱這歌，為它的無厘頭狂笑不已。 

  在他們家裡，潮州童謠可以無所不在，配合著生活的不同場合出現。排行第五

的陳燕婷特別記得小時候雙腳麻痹，媽媽唱著《腳痹痹》來安慰他們： 

 

                                                      
69

 註釋：1 干。2. 暈。3.無咑哇(da
1 
ua

5
)：無奈何。4. 胡蠅：蒼蠅。5.青盲：瞎子。6.叱：喊；掠：

捉。7.拐腳：跛腳。8.趭：追趕。9.厝埕：房屋旁。10.老爺：潮州人泛指神明為老爺 11.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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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痹痹，挽草來搭鼻；鼻安安，牽馬去上山； 

山危下，鱉母罵鱉父；鱉父煮薏米，鱉母熬豆扇； 

一碗分阿三，一碗分阿四，食了腳不痹。70
 

 

這首童謠唱完，麻痹的腳自然好了起來，燕琴和燕婷姐妹笑說兒時的自己特別笨，

直覺得這首歌唱完，腳就真的不麻痹了。現在終於也搞懂當時母親只為了用歌謠轉

移他們的注意力，而麻痹的腳在時間的流逝下被抒解。這是一首運用頂針、反複和

押韵等手法，使歌謠朗朗上口的童謠，在潮汕地區是小孩遊玩時手腳麻痹常唱的歌

謠，他們以為唱完後可以解除麻痹（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8）。  

  在陳瑞玉的記錄中，他們的媽媽試過以唱歌來給他們猜迷語。她自己命名的《漁

歌對唱》和在林朝虹、林倫倫編著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裡記載的是《你知

乜個直溜溜》，71是一首對唱形式的漁歌。陳瑞玉記錄媽媽唸唱的此童謠與林朝虹

等學者收錄的略短，原曲有九大段落，他們家只唱四段，依口傳歌謠沒有文字特性，

估計是在傳播過程中因無法完整記得出現缺漏或變更。陳瑞玉記錄的《你知乜個直

溜溜》歌詞如下： 

 

《你知乜個直溜溜》   

你知乜個直溜溜？你知乜個海底泅１？你知乜個隨風走？你知乜個獨條

須？ 

我知支桅直溜溜，我知支舵海底泅，我知大帆隨風走，我知錨索獨條須。 

你知乜魚著火燒？你知乜魚上戰場？你知乜魚好打索 2？你知乜魚好圍

腰？ 

我知莫魚著火燒，我知槍魚上戰場，我知鰻魚好打索，我知帶魚好圍腰。

                                                      
70

 陳燕婷，C-20130126：345-346。 

71
 乜「mih

4」個：意旨什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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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謎語設計的目的主要激勵人們應用思考、推理及判斷能力，從確認某種事物的

過程打開孩子的智力發展。在和孩子的遊戲中，謎語常常深得孩童的青睞，口傳童

謠在過去的歷史便常有記錄，《你知乜個直溜溜》這首謎語童謠對應的是漁村兒童

熟悉生活場域，對當時的漁村孩童而言有趣度加倍，會受孩童的歡迎是可以預期的

事。我曾在大馬一個以潮州人為主的漁村吉膽島聽過這首童謠，該處的人也會以此

童謠與孩子猜謎，由此推測各類口傳童謠的命運，從原鄉到落地之後會因應環境影

響而產生變化，而非被番邦各地全盤接收。 

  童年時候陳林惠嬌會跟孩子們玩個遊戲，讓孩子把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然後對

著他們唱： 

 

一羅坐科科，二羅走腳皮，三羅有米煮，四羅有米炊， 

五羅五田庄，六羅剝心腸，七羅七也也，八羅做乞丐， 

九羅九安安，十羅做大官。73
 

 

這是一首算命歌謠。陳燕婷記得自己小時候每次玩都特別興奮，會很認真的數手上

的指紋，圓型的指紋稱羅，橢圓型的叫畚箕，不同的指紋透露了命運，幾個小孩邊

唱邊玩，甚至把自己當作算命師。她解釋：在你的十指裡頭，有一羅的話，你就坐

穩穩，等人養，吃喝玩樂不用愁，二羅走腳皮，這個人前世欠路債，天生勞碌命永

遠要趴趴走，坐不住；三羅有米煮，指這人不愁吃；四羅有米炊，也不愁的沒米飯；

五羅五田庄，家財萬貫；六羅剝心腸，每天都煩惱；七羅七也也，就大也大也，像

大少那樣讓人服侍；八羅最慘，做乞丐；九羅九安安，是指安心不怕；十羅做大官。

這首歌讓陳家姐妹小時候難得神氣，懂得幫別的小朋友算命，對小朋友來說是個「了

                                                      
72

 陳瑞玉，C-20130131。註釋：1.泅「siu
5」：遊泳； 2.打索：打成繩索。 

73
 陳燕婷，C-20130126：29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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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的技能，他們用它來幫人算命，還笑說如此招遙撞騙其實只是娛樂自己更多。

一首童謠除了教他們 1 到 10 在數字上的認知，對過著純樸生活的漁村小孩來說，

這點歡樂看似鬧著玩，其實也為他們提供了年老後回味無窮的童年記憶。 

  每年農曆七月十五盂蘭節，雙武隆的村民皆會按潮州人習俗在門口祭拜好兄弟，

屆時村民便會在家門外祭拜很多傳統食物及糧食，許多家庭便趁此節日買些孩子愛

吃的零食或餅乾，順便犒賞孩童。在早期，對於許多孩童來說，那是一年一度最多

零食的日子，拜拜之後就可以分到許多平日吃不到的美味，孩子多不能厚此薄彼，

每次到了要公平分東西的時候，陳林惠嬌就會唱起《點燈點某》數數童謠。這首數

數童謠從字面上來看並無特別意思，純粹是一首朗朗上口、甚有押韵的童謠。每次

要使用這首數數童謠時，陳林惠嬌會讓她的孩子兄弟姐妹幾人排排坐，然後依順序

唱著： 

 

點燈點某，胡須吊狗，沙蝦放屁，第沉隆冬喳！74
 

 

唱完剛好數數結束，東西也平均分配，孩子心服口服，也不會引發爭議。說到數數

童謠，他們家也會吟唱村裡甚為普遍的《La li la tam pong》，這是一首結合馬來民

謠，至今仍流傳於馬來西亞各個社區，有福建閩南、潮州等多種方言版本。此數數

童謠可說受新世代，即 2000 年後出生的孩童喜歡，在雙武隆漁村仍能聽見其在孩

童的遊戲圈裡出現。 

  至於年節相關議題，可以從童謠中找到的教孩子，他們的母親會唱《月令歌》。 

 

正月正，新仔婿，上客廳。二月二，老媽仔，入庵寺。 

三月三，桃仔李仔夠你擔。四月四，桃仔李仔耐你背。 

五月五，龍船仔，滿溪櫓。六月六，新米飯，脹到目。 

七月七，多捻摀，1龍眼襞。八月八，書冊糕，青哩載。2 

                                                      
74

 陳燕琴、陳燕婷，C-2013012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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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風琴仔，3滿天走。十月十，尖擔仔，四處插。 

十一月十一，家家戶戶買紙筆。十二月十二，收番批，預過年。75
 

 

  這是一首敘說農曆十二個月內生活習俗、氣候、蔬果物產的歌，它提供孩子各

個月份生活特色上的完整圖像，孩童唸熟這首歌謠以後，自然就知道當地一年中各

個月份的生活節奏。 

陳林惠嬌喜歡看潮劇，在陳燕婷姐妹們的印象中，母親的童謠歌單裡有一首是

跟潮劇有關，叫《百屏歌》。這首歌很長，是一首敘說花燈上反映的戲曲故事的歌

謠。一百屏裡就有一百個故事，如封神榜的妲己迷紂王、三國的劉備、諸葛孔明、

薜仁貴、樊梨花、王昭君出塞等等。對早期的潮州人來說，潮劇始終和生活緊密相

連，縱使移居南洋多年，許多潮人聚居的地方仍會在各民俗節期間籌集資金聘請潮

劇戲班來唱幾天大戲，而雙武隆漁村便是其一。對一位孩童而言，《百屏歌》的內

容訊息或者過於龐大，不易消化，但作為每年有一次機會接觸潮劇，對村裡的孩童

來說，《百屏歌》的吟唱像是潮劇的簡介或前情提要。在潮汕地區的花燈，通常一

屏燈會有一幅畫，一幅畫就是一個故事。歌詞如下： 

 

《百屏歌》 

活燈看完看紗燈，頭屏董卓鳳儀亭，貂蟬共伊在戲耍，呂布氣到手捶胸； 

二屏秦瓊倒銅旗，三屏李恕射金錢，四屏梨花囉吸毒，五屏郭槐賣胭脂； 

六屏點將楊延昭，七屏張飛戰馬超，八屏孔明空城計，九屏李旦探鳳嬌； 

十屏關爺過五關，十一昭君去和番，十二趙雲救阿斗，十三劉備取西川； 

十四大戰魏文通，十五凍雪韓文公，張千李萬遇著虎，十六鄭恩下河東； 

十七時遷在偷雞，十八良玉在思釵，十九桂枝在寫狀，二十碧英遇張千； 

廿一鶯鶯在聽琴，廿二秦瓊戰楊林，廿三李密雙帶箭，二四勸君朱買臣； 

                                                      
75

 陳燕琴、陳燕婷，C-20130126。註釋：1.多棯：意旨棯子。2.青哩（Ceh
1
 Li

2）：不停地。3.風琴

（huang
1
kin

2）：意旨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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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三休樊梨花，廿六秦瓊去奪魁，廿七雪梅教商輅，廿八元貴打秦梅； 

廿九金真掃紗窗，三十說古一韓朋，卅一宛城遇張鏽，卅二秦檜風波亭； 

卅三金花在掌羊，卅四大戰太平橋，卅五李逵打老虎，卅六陳三共五娘； 

卅七唐王遊月官，卅八周氏清風亭，卅九蘇秦假不第，四十八寶遇狄青； 

四一霸王困烏江，四二走賊遇瑞蘭，四三龐統連環計，四四太公遇文王； 

四五蒙正赴彩樓，四六關公去辭曹，四七大破萬仙陣，四八五虎戰如皋； 

四九三娘在奪錘，五十永清去拍擂，五一武松收方臘，五二楊任收張奎； 

五三大戰野熊仙，五四孫臏遇龐涓，五五三鞭換二鐧，五六秦瓊救李淵； 

五七三打祝家莊，五八削髮楊五郎，五九李淵帶家眷，六十潘葛跳油湯； 

六一薛蛟遇狐狸，六二射兔劉咬臍，六三王莽篡帝位，六四上表蔡伯喈； 

六五狄青解征衣，六六吳王納西施，六七轅門愛斬子，六八董永遇仙姬； 

六九王英愛落山，七十掛帥楊令婆，七一周倉擒龐德，七二劉邦斬白蛇； 

七三乃是女搜宮，七四魏征去斬龍，七五火燒葫蘆穀，七六劉備去招親； 

七七國公拍李良，七八黃忠戰潘璋，七九子龍遇張郃，八十張公困睢陽； 

八一大戰夏侯淵，八二投江錢玉蓮，八三包公愛鍘侄，八四篡位武則天； 

八五仁貴返回窯，八六楊袞在教槍，八七轅門在射戟，八八烈女苦孟姜； 

八九專諸刺王僚，九十文廣去收妖，九一武松在歇店，九二仁貴平西遼； 

九三海瑞拍嚴嵩，九四妲己迷紂王，九五羅通去掃北，九六寡婦征西番； 

九七萬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夀郭子儀。76
 

 

大女兒陳瑞玉從小喜歡看潮劇，《百屏歌》裡的內容她很熟悉，姐妹們不懂，

她卻聽得津津有味。小時候的她常陪著爺爺和奶奶到附近的村落巴眼拿督（Bagan 

Datoh）看潮劇，甚至奉旨逃學，她爺爺還會幫她隨便編說家裡有事，或派妹妹到

學校幫她請假，就到學校把她帶走，甚至把派她叫爸爸開車載他們去看潮劇。媽媽

得工作，以前陪伴老人的工作，就交給最得空的小孩。像她們小學時期比較好帶出

                                                      
76

 陳瑞玉，C-20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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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所以常常陪伴阿公或阿嬷去玩，坐船去巴眼拿督看戲或看電影的，就電影版的

潮劇，非真人演出。 

在陳家兄弟姐妹之中，最有興趣學習潮州童謠者主要是大女兒陳瑞玉，其次為

排行第三的陳燕春，其他的女兒則隨著年齡越小者興趣越低、記得也越少。至於男

孩們除了熟悉他們一家皆愛唱的《落雨落大大》外，77其實並無法記起母親喜歡吟

唱的其他潮州童謠。由此，老大陳瑞玉自然也成為他們兄弟姐妹之中繼承媽媽童謠

最多的人。78她說得一口正統的潮州話，喜歡潮劇，也愛唱潮劇，還愛唸詩句，她

的孩子也在母親陳瑞玉的影響下對外婆陳林惠嬌的潮州童謠感興趣，常表現出像陳

瑞玉兒時會主動圍在外婆陳林惠嬌身邊問東問西的積極。由於陳瑞玉的孩子也自然

對潮州童謠產生好奇心，像陳氏兄弟兒時對媽媽東問西問，一直問外婆，讓外婆給

她們唱童謠。在教養子女的素材選擇上，陳瑞玉延續其母親陳林惠嬌的教養方式，

為孩子形塑了一個親近潮州童謠的環境，最後促成了繼他們之後第三代能意識到潮

州童謠對家族傳承的重要意義。 

2012 年 6 月 17 日，在陳林惠嬌的喪禮上，陳瑞玉交出了幾年前和女兒一起合

力記錄媽媽陳林惠嬌在其成長期教抒的潮州童謠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以《外婆的

歌謠》命名，內含 29 首潮州童謠（請參閱附錄三），該書是陳瑞玉在女兒的鼓勵之

下，和她一起合力完成的作品。對陳瑞玉來說，這本小冊子記錄的是母親從小到大

                                                      
77
《落雨落大大》歌詞：落雨落大大，澆田外，田外生柳枝，柳枝生批房，批房生橄欖，橄欖雙頭

紅，紅的摘去吃，青的分媒人，媒人呵囉好，山哥娶山嫂，山嫂娶入房，房內吊燈籠，燈籠著火燒，

娘仔跌落橋，橋下沒人知，橋頂無人來，一大群老鼠扛去埋，埋在哪裡，埋在花巷邊，開花白黏黏，

人人行過唔敢摘，秀材行過摘一枝，人問伊摘去做呢，摘去娘子插鬢邊，鬢邊無毛一大撇，後倒沒

膏略，水雞沒毛好曬豆，水雞罵水好(孝)，水好水低游，木仔罵石榴，石榴咀窄窄，遮雨傘披夾落，

夾落好遮雨，猪腸罵猪肚，猪肚翻令返，鐡枝罵火捲，火捲好吹火，豆籤好烙粿，烙一大筐，酒房

罵酒鐘，酒鐘好曬酒，蛤波罵蛤九，蛤九蛤蛤九聲，亞婆罵老爹，老爹走去死，亞婆偷拿米，米貴，

亞婆給人剁到碎碎，米批（便宜），亞婆給人剁去相天。 

78
 訪談過程中，陳瑞玉提供自己多年來從媽媽身上所學的 29 首潮州童謠，陳家兄弟姐妹也因為陳

瑞玉的記錄慢慢想起童年時期母親所教的潮州童謠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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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們吟唱的潮州童謠，對她的孩子而言，這是媽媽要把外婆陳林惠嬌一生的珍寶

傳給他們的記錄。這本小冊子的出版主要源起於陳瑞玉和女兒的母女交談。那時瑞

玉的女兒突然跟媽媽說：「假如有一天外婆不在了，我們那些歌謠不知會不會失

傳？……不如我來幫你把它抄起來……」。79從那時候開始，瑞玉的女兒就開始協

助媽媽把其手抄記錄外婆的潮州童謠輸入電腦及影印。這個記錄後來傳至陳家其他

兄弟姐妹手上，瑞玉的七妹燕杏看到後就建議把它印出來，當時的她心想反正這是

媽媽傳給姐姐，姐姐傳給她女兒的珍貴記憶，也應該跟全家人分享，所以當初只是

單純的在家族內傳。本打算在母親生日的時候送出，最後因母親生病而作罷，後來

在媽媽生病期間，陳燕杏把這些歌詞印出來分給家人。當時，老三陳燕春的孩子看

到，在探望外婆陳林惠嬌的時候，就為她唸唱這些歌謠，由於他的潮州話不好，發

音不準，一邊唸一邊混搭著華語、福建、廣府話，當時陳林惠嬌雖然生病，聽了之

後還會糾正孫子的發音，這件事讓家人看見祖孫之間因為潮州童謠而產生的另一種

相處方式。「這個記錄寫完之後，我們家人就有建議說要讓家裡的小孩都來學，都

來唱，現在的孩子大部份都不會潮州話，我們就在想讓他們唱這個也不錯，才這樣

想，媽媽就病了，我們就加快腳步，把它印出來，想說可以讓她高興一下，這才說

都還沒印，她就仙遊去了」。80後來，在其母陳林惠嬌往生時，他們兄妹幾人決議

帶媽媽回到老家雙武隆漁村辦喪事。當時，又照起了另一個想法，希望造福雙武隆

漁村，於是在辦喪事的時候便帶著「不讓它失傳」的想法，落實把這些潮州童謠的

記錄分享給村裡人的願望。那一天，他們共複印了 100 多本《外婆的歌謠》小冊子，

在母親的喪禮上發給雙武隆漁村裡的人，以作為傳承給陳家後代及同村村民的文化

記錄。 

  《外婆的歌謠》裡收藏的許多潮州童謠的命名，是陳瑞玉自己取的。她是一位

家庭主婦，唸到小學六年級，不了解潮州方言的文法規範，也無法精确掌握潮州方

言詞匯的轉譯，因此只能就個人理解以音譯的方式轉錄這些印象中的潮州童謠，所

                                                      
79

 陳燕琴，C-20130126：173-174。 

80
 陳燕婷，C-20130219：01: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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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並沒有依照歷史上潮汕童謠之命名。基於這本《外婆的歌謠》一開始只是為了他

們家自己的內部傳承，並沒想到要有其他的用途，所以許多用詞及讀音須在林瑞玉

的引導下才能唸出。其實，陳瑞玉早在很小的時候已經有記錄母親教唱潮州童謠的

動作。開始的時候，她東抄一點，西收一點，有時抄在廢紙上，有時抄在單線本裡，

放在家裡的不同角落，大掃除才會被找出來。當時的她是基於自己特別喜歡母親所

教的潮州童謠，為了把它學會，便把歌詞抄寫在練習簿裡。潮州方言沒有文字，陳

瑞玉好幾次在跟母親一起在家唱歌時便意識到要好好背起這些童謠，請媽媽說慢一

點，唱慢一點，讓她方便記錄，並承諾會把她教唱的童謠傳承給下一代。在整理這

些童謠的當下，她的孩子負責幫她錄音並將其手稿輸入電腦，同時試著以漢語拼音

為她尋找相近的替代詞，先記住發音，往日後能教抒他們的下一代。 

排行第三的陳燕春在女兒紀韵珊出生後，為他們吟唱潮州童謠，而她也將歌謠

傳承給其 8 歲和 9 歲的兒子周祖兒及周祖樂。紀韵姍小時候曾經跟著外婆陳林惠嬌

一起生活，在村裡唸幼稚園，外婆常常教她唱歌，國小時期，每次學校放長假，媽

媽問她想去哪裡？她一定會選外婆家，說是最喜歡跟外婆一起生活。長大後，在帶

孩子的時候，紀韵姍就用著母親和外婆教唱的童謠教予孩子，雖然未必能完全掌握

歌詞的意思，但她仍選擇大致翻譯歌詞的內容，為的只是給孩子一個親近潮州童謠

的環境，並讓他們知道，這些歌謠就是那個愛笑的外曾祖母教抒他們的。多年來，

她教育孩子的元素中置入外婆傳授的方言童謠，數年後的今天，她的 4 個孩子都會

唱。受媽媽和外婆家的影響，紀韵姍心中清楚，文化的學習仰賴環境，生活中倘若

不教，未來便難追矣。嫁給廣東人的她，本來希望也能為孩子注入廣東文化，可惜

夫家那裡已無相關資訊保留，已無力可施，她僅能把自己童年的經驗教給自己的小

孩。 

  潮州童謠在陳家，開始於母親陳林惠嬌的喜愛，歡唱於陳家 11 人兄弟姐妹之

間，在有心向下傳承的經營下，已然成為一個連結三代親子互動時的重要媒介。在

日常生活的溝通語言上，陳家兄弟姐妹之間和父母主要是以潮州方言對話，且他們

兄弟姐妹之間多講母語潮州話。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則是以華語混雜著潮州方言來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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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過為了配合第三代子孫已不會方言的情況，懂得華語的他們多會配合新生代

以華語為溝通用語。陳林惠嬌的很多孫子們，多半不太懂潮州方言，但知道唱著的

歌謠能讓阿嬤或外婆開心，縱使發音不準仍要為搏取她的歡笑努力背誦，他們讓人

看見，兩代情感之連結可以不用昂貴的物件換取，僅僅只需幾首朗朗上口的潮州童

謠。在母親未過世前，每個的農曆正月十二是她的生日，每一年在她在生日時，孩

子們多會設計一些主題討她歡心，陳家姐妹們的責任就是要找到一間餐廳，餐廳要

有舞台，有好的音響設備，可以唱卡拉 ok，然後再讓家裡的孩子發揮創意，讓他

們為阿嬷的生日做些表演，有人唱歌，有人表演，大人會他們發紅包，鼓勵他們一

起來，結果大家爭相表演，有者甚至選唱潮州童謠來哄阿嬤開心，漸漸的這種慶祝

方式變得是陳家的慣例。在陳林惠嬌離世後的一年，陳家兄弟姐妹們依慣例選擇在

母親生日的當天聚會，只是生日會變成追思會，因為媽媽愛笑，所以他們覺得追思

的方式也不應悲傷，那一天，小朋友們再度提出想唱潮州童謠的想法，陳氏家庭的

第四代小孩其實很多潮州話講得都不好，但看在他們對陳林惠嬌的孝心，他們這些

大人就陪著他們玩樂一場，給他們評分，看著孫子們的積極表演，她們想在天堂的

陳林惠應該也感到歡樂。有了面子書以後，我常追蹤陳姓家庭的動態，他們一家三

代關係其實特別親密，縱使大家長陳林惠嬌已過逝，長兄嫂自然成為父母的代理人，

兄弟姐妹幾人持續頻密相互拜訪，常常就到大哥陳亞歷家聚會，或把大哥及嫂嫂邀

到姐妹們的家聚會，城市的疏離不在他們的家庭出現，他們之間的互動和我們在漁

村時串門子的狀況不分上下。陳姓家庭 11 位兄弟姐妹孩子們在母親的童謠嗜好中

受惠，接受潮州童謠的滋養。他們心中清楚欲傳承母親教唱的潮州童謠，他們能做

的就是為新一代子孫持續經營一個唸唱「潮州童謠」的環境，常在聚會時跟他們談

談阿嬤或外婆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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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傳唱面貌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時期的雙武隆漁村因道路發展較慢，一直隱身於下馬來

西亞下霹靂州一個椰林內的河口，村裡的幼童生活圈子很小，在 1981 年村內未設

立幼兒園以前，學齡前的他們不能獨立外出搭船到其他鄉鎮，只能留在家裡或在村

裡串門子，知識相對貧乏。所幸潮州童謠這顆文化種籽隨著移民的腳步漂洋過海來

到村裡，讓該社群的家庭將其作為教育孩子學習認知、認識世界的重要媒介，涵養

促進親情互動的養份，同時達到休閒娛樂的功能。然而，潮州童謠在抵達雙武隆漁

村後是如何被傳唱？30 年來經不同年代吟唱人的把玩，又展現了何種面貌？以下

分四個段落敘寫其在漁村內傳播的樣態。 

 

一、透過南來新客婦女傳唱 

 

  海外潮州人的重視教育，多會在僑居地興辦華僑學校，提倡華文教育，潮學研

究學者陳驊指出，初時，海外的潮人主要是利用宗祠、廟宇建立蒙館，舉辦義學，

或在家裡開設私塾，教授孩子認識常用的漢字，學習寫書信、寫契據、打算盤和簡

單的記賬技能，以適應謀生和與家鄉親人通信的需要，同時也讓孩子誦讀一些古文，

如《四書》、《五經》、《千字文》等，使他們逐漸懂得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2007：

44）。雙武隆漁村的先賢也重視小孩的教育，開埠之後（開埠年份已不可考）就在

村內辦校，讓孩子唸書識字。雙武隆漁村的第一間學校誕生於 1930 年，由僑賢劉

發宗先生發起創辦，命為公立中山學校（圖 4-3）。1957 年後李金文擔任校長期間

改制，接受教育部補助，從原來的四年學制增設五、六年級，嘉惠村內更多孩童。

中山學校創立之初，學生僅有 20 餘名，後增至 60 餘人，首任校長為林澈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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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公立中山學校（於 194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辦） 

資料來源：曾順祥（1984）(編)。雙武隆漁村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第廿四屆 

畢業特刊（頁 49），直落英丹：雙武隆漁村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第廿四屆畢 

業特刊編委會。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軍南侵，馬來亞失守，中山學校被迫停辦，

至 1945 年二戰結束後，經村裡熱心教育人士花了三年時間籌備經費，建築校舍，

招收入學兒童、聘請校長等，才在 1948 年成功復辦（曾順祥，1984：5）。這裡指

的入學兒童，據村民形容為剛滿 7 歲法定學齡的兒童。村里的幼稚園則選至 1981

年才創辦。由村內馬青團運主催募辦，全村村民出錢出力配合創校；換言之，於此

之前，村內學齡前的兒童基本上是待在家裡，沒接受體制內的學校教育，該村孩童

的啟蒙教育其實早在 7 歲前已開始，他們從生活中汲取教育，家庭和社區便是他們

身處的一個傳統社會裡重要的學習場域。誠如前述，上古時代的教育特性著重口耳

相傳，像潮州童謠的傳唱被歸為記憶、傳播的韻語文學，可說是孩童在家庭教育學

習認知，認識世界的重要媒介。這種著重口耳相傳的學習模式，在雙武隆漁村追溯

至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當時期的漁村發展的步調較慢，人們生活簡樸，治

安良好，村裡的孩童在學齡前，多半可自由的在漁村內走動，看長輩們勞作，到沙

灘聽婦女們唱歌、講故事，跟同伴作遊戲，這些會在村裡給孩童唱歌謠、講故事的

婦女多來自潮汕，其生活的原鄉本有潮州童謠陶養。在潮汕地區，早期的孩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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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聽見潮州童謠，傳承的人既不是大師或老師，而是離他們最近，在生活中照

顧他們的婦女們。潮州童謠在潮汕地區普遍傳唱的情景，從 5 位早期從潮汕南來嫁

到雙武隆漁村內的婦女的生命經驗已可看出。 

  在潮汕地區，潮州童謠的學習，仰賴一些條件，主要是以家庭環境越好就越有

機會學習。林亞枝阿嬸從小家境貧困，平日得幫忙父親養鴨，並不能常常和村裡的

女孩們一起玩樂，一起唱童謠，因此就沒學會豐富的潮州童謠；如此際遇，同樣發

生在 86 歲的華隆嬸身上，童年時期她在潮汕感受到處都有人唱潮州歌謠，孩童穿

梭其間自然能有學習，然而當工作成為孩童的重擔時，致使她無法享受此閒來無事

人生活中的樂趣。她嫁到馬來西亞時也因為忙碌，沒條件在村裡跟著阿嬤們學唱幾

首童謠。唐山的潮州歌謠蠻多的，但華隆嬸很少有機會學，有時乞丐來討食，一直

唱白話歌，她就分個番薯給他，因為需要工作，也沒心思學，一懂事的她就得做趕

鵝、撿材、撿番薯的工作。華隆嬸童年時期在潮汕，也是常能聽到潮州歌謠，生活

中只要有許多婦人聚集的地方就能聽到有人唱歌，但留在她印象比較深刻的僅有那

些由「乞丐」傳唱的潮州歌謠這個畫面。81
 

  報導人李嫦花阿嬸 17 歲過番到雙武隆漁村，雖一再強調自己不會唱白話歌（潮

州童謠），不過還記得童年時期和母親及同伴「豆菜」一起工作編草蓆時就常常聽

自己的母親唱歌冊的情景。有時唱一首就是一個故事，有時一整本唱完才能說完一

個故事，遇上覺得好聽的，母親就會把它唱成白話來教孩子。這些在工作碰到心煩

意燥的時候特別能安撫她們，唱著唱著煩悶就解開了，也為她從早上五點人家殺豬

就要起身編草蓆工作的她們帶來一點娛樂。會唱這些歌謠，在潮汕要識字才行，李

嫦花不識字，但因為母親識字，家裡才能有這種文化傳承。在潮汕，閒來無事時，

有些人會到處串門子到別人家裡坐坐，若遇上個識字的，她們就會慫恿她唱歌，在

唐山七字歌很多，李阿嬸形容若跟著聽也會聽暈頭，像劉明珠等故事，吟唱潮州歌

謠的文化與氛圍對她而言就在生活裡。82
 

                                                      
81

 華隆嬸，A-20130219：02:00-10:00。 

82
 李嫦花，A-20130203：03:17-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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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時期孩童除了接觸家裡的長輩，還有機會與老人接觸，尤其是傳統社會或

農村地區，林阿嬸的童年時期也如此，她的阿嬷身藏很多故事，而且很會講，唱歌

也很好聽，很多人喜歡。我想她的童年時期想必聽了不少，只是因為得幫忙工作所

以她覺得自己沒有學到，加上時間久遠記得不完整，所以一直拒絕為我提供潮州童

謠。然而，在其口述中，兒時的她是有唱潮州童謠的，就和李阿嬸一樣，那些歌謠

是出現在兒時晚上要協助守鵝工作時，沒事坐著就唱的。至於唱什麽？她給我唱了

這首敘述農村生活場景的潮州童謠： 

 

挨呀挨，挨米來飼雞，雞叫五更，狗吠半夜， 

飼阿叔仔落書齋，飼阿姑仔顧人罵。83
 

 

此類作品很常出現在勞動家庭中，也陪伴著許多潮汕孩童長大，可以說是他們的共

同記憶。84
 

  在邀請村內 5 位中國潮汕南來女性為我提供她們童年時期在潮汕地區學習的

童謠，她們總是先一口咬定自己不會，無法為我唱歌。訪談過程中我不得不抛出啟

始句領唱引誘她們，其中有一位因為記憶模糊無法反應，其他的往往都接得下去，

雖然偶爾中斷或接不下去情況仍然存在，但看得出那些童謠都是她們曾經特別熟悉

的，其中最能引起反應的包括搖籃曲《挨呀挨》、《唪呀唪》、《天頂一條雲》等。85

她們並非每位都喜歡吟唱潮州童謠，有興趣者會積極把握學習機會，並在移居地把

習得的童謠往下傳唱教予孩子；沒興趣者，在其童年時期只是聽人唸唱，自己不刻

                                                      

83
 林亞枝，A-20130203：13:40-14:30。 

84
 林亞枝，A-20130203。 

85
《天頂一條雲》：天頂一條雲，底下兩隻船，一隻載鸚哥，一只載葡萄，葡萄骹落水，鸚哥走去

拉，拉不起，投亞姐，亞姐氣到面黑黑，投仙姑，仙姑無在厝，投富富，富富耳，投亞弟，亞弟去

耕田，耕到橄欖雙頭紅，紅的摘去吃，青的分媒人，媒人呵羅好，三哥娶三嫂，娶入房，房內吊燈

籠，燈籠撞倒，壓死一隻老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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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習。然從她們的生命經驗來看，可以確定的是在下南洋之前，他們童年時期生

活的潮汕各地是一個處處吟唱潮州童謠的地方。據說移居馬來西亞多年後在異鄉仍

然維持此熟悉的生活習慣，在工餘之時聚在一起唱歌，然而實際情景為何？那片土

地在新客帶來的文化滲透下又為她們的生命帶來何種改變？雙武隆漁村出生或長

大的孩子是否也喜歡這些潮汕童謠文化？或傳承著這些文化呢？ 

  在陳曉錦及高洵（2010）研究中指出，東南亞華人社區常會發現華人保留的一

些習俗，這些文化在原鄉的潮汕早被人淡忘，卻在異鄉被一群人守護著，且依然維

持和原鄉相似的生活習慣與步調。就以潮州童謠的傳唱來說，從 1940 年代至 1960

年期間在雙武隆漁村，除了由以上 5 位南來的女性傳唱外，眾多報導人一致提及一

位更早從潮汕南來的女性，村裡人們稱之阿暸的阿嬤的婦女（其名字實為：謝佛），

可說是雙武隆漁村潮州童謠之傳承的重要傳唱人，因為她不似李阿嬸她們只是在家

裡教孩子時對內傳唱，而是走出家門教村裡許多孩童唸唱潮州童謠，實實在在的在

番邦扮演著那個傳承潮州童謠文化的重要潮州人，所以欲追溯那段歷史絕不能少了

她。 

和許多歷史上的僑鄉一樣，雙武隆漁村的社會秩序依循著祖輩彼此照顧的共生

概念維持。雙武隆漁村村民一直以來保持彼此協力的互動持續至今，縱使歷經文明

演變趨向比較現實，但先輩傳承的同心協力精神仍舊被守護。村裡的老人家是所有

小孩的阿嬤或長輩，輩份大的老人家要稱「老祖」，謝佛是村裡孩童們的「老祖」，

大家都特別敬重她，村裡孩童的安全大家共同來守護，阿嬤們也會把所有小朋友視

為自己的孫子，見到行為不對的也會出言勸導或給予機會教育。謝佛阿嬤早年隨家

人從中國移民而來，一個人帶著兩個兒子過番，希望他們能過好日子。謝佛阿嬤裹

著小腳，每天喜歡在村裡走來走去，已年屆 80 幾歲的她依舊在村裡走動，擅長吟

唱潮州童謠，閒來無事就會哼唱幾首，是村裡有三寸金蓮小腳的阿嬷之一。每天她

會讓頭髮涂上蘆薈，讓它直挺挺用作塑形，年事已高的她本可在家裡享清福，即名

符其實的「閒人」，也就是村民嘴裡形容不用做事的人。但此閒人輩份大，德高望

重，縱使只是個女人，仍可以隨意在村裡閒逛不會被人在背後議論，輩份小的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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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要問候她。 

在 1970 年代初期，報導人王秀還是孩童的時候，最喜聽謝佛阿嬷唱歌，謝佛

阿嬷有很多歌，對他們來說，能聽她唱歌是很過癮的事。村裡像他們 7、8 歲大的

小鬼頭下午三點多沒事不用煮飯，有時就會去找謝佛阿嬤，聽她唱歌。很多報導人

記得以前謝佛阿嬷只要在孩子群中出現，他們就會把她叫住，說「老祖啊來，來唱

歌」，謝佛阿嬤不必拿書就這樣唱，孩童們邊聽邊學，回到家還會跟他們家中的兄

弟姐妹討論或教他們唱。86阿嬤討厭小孩跳 toksan，87你要是跳 toksan 她就生氣，

就會不肯吟唱，她說你跳 toksan，飛機會來放炸彈，日本人來放炸彈，所以她會用

歌唱給小孩聽，作為交換。88謝佛阿嬤不讓孩童玩跳房子，除了有如王秀杏所說的

日本軍會來放炸彈，其實還有另一個說法，她覺得這樣跳來跳去，地牛會翻身，既

地震，所以百般阻止，報導人孫振昌和王碧琴就曾經受此不能跳 toksan規範的影響。

在他們的童年時期，村裡的男童和女童有時會聚在一起跳 toksan，但每每在跳 toksan

的時候，總是會左盼右顧，因為要是看到謝佛阿嬤，一定要迴避，否則定會招惹她

痛罵一頓，或被大力敲一下頭。怕會引發地震的恐慌，她總是會用唱童謠給你聽作

為交換條件。在鄉村孩童的娛樂很少，謝阿嬤的潮州童謠有趣又好聽，孩童們很快

便妥協了。馬來西亞其實沒有地震，對於大馬小孩而言，尤其是一個與外界甚少接

觸的村落，他們根本無法想像謝佛阿嬤心中的擔心，只是謝佛阿嬤無法將對地域想

像的轉移，用她在原鄉的經驗來帶孩子，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些美妙的童謠其實

帶給村內孩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我的童年甚少聽到有人吟唱潮州童謠，也從沒聽過謝佛這號人物。老人家在雙

武隆漁村隨街給你唱童謠的畫面也不是我熟悉的場景，所以對於成長過程潮州童謠

的學習所連結的畫面，只是家中的母親傳唱的搖籃曲或是叔叔姑姑們教唱的遊戲童

                                                      
86

 王碧琴，B-2013020：29:10。 

87
 遊戲跳小房子之意，在跳格子之時，腳步跳法節奏為單腳、雙腳交替，單與雙在潮州話裡發音

為獨(Tok
4
)和(San

1
)，也同等於閩南語的雙的發音。 

88
 王秀杏，B-2013020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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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而已。報導人王碧琴、王秀杏等人形容村裡總有一群不識字的婦女和謝佛阿嬤聚

集在沙灘一起唱歌，許多女孩和母親一起工作時學習到潮州童謠，把它當作一種生

活娛樂，工作時唱，工餘時在家也唱等畫面，所有這些吟唱文化的生活畫面我一概

不曾感受過。 

帶著潮汕原鄉濃厚的潮州歌謠文化而來的謝佛，是個眾所周知愛唱潮州童謠的

婦女，她在村裡閒來無事時便給村裡的孩童唱過無數的童謠，這些當年的孩童如今

最年長的已是 74 歲的老先生，比較年輕的也已是位 64 歲的婦女，謝佛傳授的潮州

童謠種類很多，但讓他們特別記得的是以勸人戒賭的《賭博歌》出現最為頻密，89

而另一首具有治療及安慰心靈作用的《奇伯奇母》，也讓當年這些孩童勾動和村裡

的長輩互動的遠久記憶。 

64 歲的報導人王秀杏是個在雙武隆漁村出生、長大、結婚、生子的村民，父

親在村裡開雜貨店，不過他們原來的房子是其外祖父用來接待新客的客棧，中間也

轉業賣過咖啡、早餐等。王秀杏從小就在店裡幫忙，書只唸到 3 年級，因為活躍好

動，所以是村裡的活躍份子。「遺憾」是她回憶兒時學習童謠的感慨「傻到死哦，

不會學起來哦，以前那個潮州歌仔多到死啊，阿嘹嬸的阿嬤一直唱」，90她強調應

該趁著老人家們還在的時候多學幾首潮州童謠，但今天村裡早已失去歌聲飄飄的環

境。早年雙武隆漁村村裡的孩童都聽過謝佛阿嬤唱的潮州童謠，王和城尤其對她教

唱的《賭博歌》特別喜歡，在多次的訪談中不停提起「三日贏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功

夫……」，他總是在想若時間可以重來，一定要再去請教「老祖」，91把這首歌完整

背起來。《賭博歌》是一首勸人別賭的潮州歌謠，它出現過在潮學研究的「過番歌」

範圍中，其形容嗜賭者貪得無厭，結果把身家輸光，最後只好過番下南洋賺錢。謝

佛教唱的那一首，報導人記得零零落落，前後幾句因無法記得清楚只能採錄幾句，

我在村裡採錄得兩個版本，如下： 

                                                      
89

 實則應為戒賭歌。 

90
 王秀杏，B-20130203：05:00-06:00。 

91
 老祖：潮州話的曾祖母之意，村民一般對於村裡特別年長，輩份比較高的長輩，無論男女皆如

此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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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歌》版本一 

三日贏來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工夫；田園抛荒無心做，但說博錢是何如。

92
 

 

《賭博歌》版本二 

三日贏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功夫，田園新無包做，我問你賭錢是何如； 

賭錢人人都是想要贏，誰知良寶唔相聽，出入龍虎三次跳，我的銅錢就跟

伊行；賭輸無路就想過番，心慌慌，意茫茫，走到汕頭客投行；行主邀我

入巷坐，厝邊聽我說一言，莫非厝邊要順風，暫歇我行免驚煩；每日來領

錢五十，後面火船可晾帆，火船到港就昇旗，客頭買物來到邊；客頭押我

落船去，火船車錠就奇里，火船本定紅煙坦，那裡落客千多人；三日來到

七州洋，回頭不見我家鄉，望著六親暗淚滴，昨日免賭輸，我今日就免過

洋。93
 

 

  這兩首戒賭歌意指在奉勸世人不要參與賭博，其意解一週賭博，三天贏來，四

天又輸了，一個禮拜在賭桌上來來去去，不願到田裡做事，賭博這真是害人不淺的

東西，一切等於白費功夫。報導人王永福提供的第二個版本比較接近我在「過番歌」

研究中閱讀的，其中提及因為賭博輸錢，被逼出洋過番，人生從此苦楚。我在林朝

虹、林倫倫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找到 3 首相似的戒賭歌，因報導人記得不

全，所以難以對照與比較，但可以看見的是，戒賭歌謠指涉的對象多為男性，強調

貪念會把人害慘，勸人要腳踏實地，學會手藝，靠技藝謀生致富比較實在，以下例

舉一首最為接近的。 

 

                                                      
92

 王和聚，B-20140131、王和城，B-20130216、林炳賢，B-20130210。 

93
 王永福，B-20140401：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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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歌》 

勸告世人勿貪心 1，人呾無貪禍唔深 2；博錢多因從貪起，人若好博誤了身； 

三日贏來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工夫；田園抛荒發青草 3，但說博錢是何如； 

贏時得意嫌無多，輸時過後連無本；衣衫當盡不蔽體 4，受飢受餓受奔波； 

愴愴惶惶心呆痴，昏昏醉醉乞伊迷 5；贏到加加唔得意 6，輸盡輸了收悔遲。 

勸告世人用功夫，學得成來不會輸；自可度生過日子，積有存錢置家私； 

一門手藝學得成，還得精來益求精；任伊田園若多亩 7，輸過技藝來隨身 8； 

外出謀生免費心 9，技藝件件值千金 10；博錢食董薰勿去做 11，男人有志不

怕貧； 

也有富貴而后貧，歪念一生無奈何 12；朋友帶伊行錯路 13，錢銀輸盡骨肉疏。 

古道擇友需用心，不知好友何處尋，尋得好友相幫助，取長補短情誼深； 

不義之財切勿貪，酒色嫖賭害死人；成功衰敗兩條路，世人謹記在心中。94
 

 

  此類歌謠之創作，一開始並不是以兒童為對象。有人覺得這些內容對孩童來說

太重、太深，但歷史上華人教育孩子連結的卻是生活，這些早期家中啟智或啟蒙的

功夫，最終目的均為培育子弟自幼漸備正確的概念，教好、教善、教真與教直。在

熊秉真《童年憶往》一書中所探討中國的孩子在歷史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圖像指出，

中國文化上長久以來尤其舊時家社群中育兒過程常有多種親長涉手，加上多偶婚中

先母之外的「嗣母」、「嫡母」，傭僱自外但關係親密的「乳母」、「奶媽」，甚至親戚

鄰人，都可能實際直接參與「養育」工作；另外，育兒過程也可能會有倚重「專家」

意見，遇疾遭難，有時是求醫問卜，因之或醫或巫，村老嫗婦，在當時的社會習俗

和行為規範中，也常常涉養育之責，且均視「孕人之幼」為不可卸之責任（2000：

130-131）。閻愛民（1998：160）也說，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社會本是以家族為本

                                                      
94

 林朝虹、林倫倫，2012：422。註釋。1.勿「mai
3」：不要。2.呾「dan

3」：說，講。唔：不。3.

荒：白讀為「hen
1」。4.衫：衣服。5.乞：「keh

4」：作介詞，意為“被”。伊：它。6.加加：很多。

加「gê
1」：多。7.若多：「rioh

8(4) 
zoi

7」：多少。8.輸過：不如。9.免：不用。10.件件：泛指各種，

每一種。11.食薰：抽鴉片。薰「huang
1」：香煙。12.歪：訓讀為「cua

2」，邪。13.行：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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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家庭的人際關係與倫理又為社會的人際關係與道德的基石，家庭中之間的事情，

變成也與家庭之外的宗族、鄉村社會、國家政權有密切聯繫，家教活動也屬於社會

活動的範疇。謝佛在村裡如眾人的「阿祖」，雖然謝佛何時離逝已不可考，但從報

導人提供的資料中推算，其童年時期應該是落在 1960 年代的前廿年期間，雙武隆

漁村因地緣偏遠及獨立於椰林之內的關係，該段時期再怎麽發展一直都還是個單純

的「原始社會」，離組織複雜的晚近「現代社會」還有一段距離，所以在那樣的脈

絡下，將「孕人之幼」視為已任的謝佛，碰上孩童需要教育的時候，難免會插手。 

  雙武隆漁村在對外交通只能依賴船運的時期，村內舉凡遇疾遭難不知如何解決

時，村民常常會像歷史研究學者熊秉真在追尋中國孩子的《童年憶往》中提及的得

「求醫問卜，因之或醫或巫，或村老嫗婦」， 謝佛阿嬤可以算是該村最常被問及的

老長輩之一。舉例而言，以前的人要是生病，腳邊生蛤，95就唱一首歌「奇伯奇母

一卓 1 就好」。96這是謝佛阿嬤教的，村裡的許多老婦人也這樣教。要治療腳邊生「蛤」

的人，婦女們會遵照老婦人教的，把他們帶到門檻邊，先用尺量它多長，然後把生

蛤的那隻腳放在門檻外，另一隻腳則放在門內，拿著椰子枝做的掃把指著生蛤的地

方，大聲的唱完那首歌，然後用力往外撥代表趕走它，腳就會不痛了。97
 

  在1960年代之前，雙武隆漁村這個被獨立於椰林以內的漁村，基於道路未開發，

村民在生活須仰賴走路或船運，萬事皆不方便，買豬飼料要開船，結婚嫁娶不是靠

走路，就要雇船隻，生小孩得在家裡處理，遇上狀況不好需要送院的，在沒有辦法

之下，只能提早一兩週到城外租借住他人的家，再到醫院生產。遇上生病怎麽辦？

能靠古法便靠古法，能求神問卜就請神明指點，或請教有經驗的長輩，生病時，村

裡的老婦人在家門外種的草藥，捉一捉也能派上用場。「以前都沒有醫生，要去哪

裡看醫生？以前人犯沖，98就拿米去拜公婆神，99然後把米去捶揉變粉，第二天再

                                                      
95

 生蛤：蛤「Hak
4」，音譯。意指腳踝處發炎，會腫起一個硬塊。 

96
 王和聚，B-20140131：04:42。註釋：卓：「Tok

3」，意指砍下去。 

97
 王和聚，B-20140131：04:50。 

98
 俗稱遇到不乾淨的神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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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拜神用的金錢紙將它包著，若情況有好轉就再用米把它填滿，就會變好。有時小

孩去問那個治豬毛丹的，100她若看到像是犯衝，她就會用這個方法，把米鋪滿就

好……」101對外交通的不方便，在這個舊時的原始社會，只能依賴民間智慧，早期

村裡還吸引賣青草丸的婦人前來賣藥，五粒大約馬幣十塊錢，聽說那位賣藥的人住

在很遠的大山腳還是爪夷，102每次到村裡要好幾天，有時搭便車，有時走路，但主

要還是走路，每次去都要揹了一大包藥，以前村裡的人幾乎都會買來備用，在沒有

醫生的時候，他們相信吃了就好。103歌謠在這裡起著治療的作用，那一種心裡安慰

在當時奏效，但換成用在凡事追求科學依據的「現代社會」，報導人王和聚當年深

信不疑，現在卻回應「現在，現在社會先進了啦！」。社會先進，民間治療法自然

備受考驗，遇到病痛，照料嬰幼童的方法，不是翻書便是請教「專家」，只是這個

專家已不會是村裡的老婦嫗，而是醫生。 

 

二、透過同儕遊戲時學習 

 

  自古至今，「遊戲」是所有人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份，遊戲是孩子的工作，

且能能讓兒童引以為樂。於此遊戲能成歌，歌也能創造遊戲，雙武隆漁村一直是一

                                                                                                                                                            
99

 拜床母。 

100
 豬毛丹是民間的俗稱，實際上目前醫籍中還找不到這個病名；在東南亞一帶的中醫有幾種說法，

覺得其屬於「暑濕症」、「虛熱症」、「丹毒」。暑濕困脾，會出現身熱，身倦困怠，食慾不振，欲嘔

等症狀。民間治療法會找來豬毛丹的醫師來讓高燒即退，先用刮痧散熱，皮膚即呈瘀黑，起雞皮，

回家用雞毛煮水，加粗鹽沖身，再用絲綢布來抹身體，然後可見一條條豬毛般亮亮的纖維出現，可

能還可見如魚鱗般的鱗片冒出。資料參考自：http://redyeast.blog.sohu.com/116317507.html，上網日

期：2016 年 2 月 20 日。 

101
 王和聚，B-20140131：06:17。 

102
 大山腳（Bukit Mertajam）位於馬來西亞北部的威省中部，也是個潮州人聚集的華人小鎮，爪夷

（Sungai Jawi）在其附近。 

103
 孫振豪，B-2014013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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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凝聚力緊密的社區，孩童們在村裡遊戲，左鄰右里玩在一起，從來都是自然成形。

這個漁村土地不太，1940年代至1970年代村裡的物資匱乏得仍像個「原始社會」，

但對孩童來說這並不影響，他們依舊能把日曆、樹枝變玩具；104在沙灘上畫格子就

能召來玩伴，玩Toksan；有個鋁罐就能玩抛罐子；拿個花籃、飯勺也能玩《關阿姑》，

村裡到處都能是他們的遊戲天地，村裡的孩童都是彼此的玩伴，自然界裡有他們的

玩具，雖然在移動上仍有男女差別待遇，但基本上孩童都能在村裡自由活動。 

  報導人王碧琴形容小時候的自己特別活躍，每天就在村裡亂跑，常被村人嬉笑

是「男人婆」。但個性大喇喇的她，根本不在乎村人的閒言閒語，常常在村裡呼朋

喚友作遊戲，幾乎每天會到村裡的沙灘報到，她就在那裡遇到謝佛阿嬷，並學到一

些潮州童謠。早期雙武隆村內曾有許多沙灘，不像此時有那麽多平地可用，每每潮

水一漲還會淹進村裡，然而只有於1957年前出生於漁村的人才知道此事。據說那片

傳說中的沙灘消失在一次的板塊移動，時間大約發生1956年或1957年間，村裡人不

明白此為何事，只是好奇為何一夜間為何有好幾塊土地自己浮了上來，填平了一些

凹凸之地，在那之後村內的平地多了，隨著村民的開枝散葉也搭起了更多的房子。

105沙灘上的婦女聚集一起唱歌的畫面，有時是一個人的隨興哼唱，有時則是聚集很

多婦女湊成的幾人鬥唱戰局，雖然因為時代遠久，很多歌曲已記不完整，但報導人

王碧琴一直記住的是吟唱潮州童謠的快樂。 童年時期，王碧琴的媽媽會給他們兄

弟姐妹幾人唱歌，以前的生活沒什麽事可以做，沒有電視，很多東西都沒有，所以

就一直唱歌，她爸則很愛講古，講唐山的故事，把自己聽到的故事講給孩子聽。給

孩子講故事原來是村裡許多父親會的事，除了王碧琴的家庭會這樣，村裡有個叫美

河叔的也如此，他的父親也很愛講故事，村里的孩童見到他，也會叫他來，說：「老

叔啊來講故事……」，美河叔他們一家三兄弟都愛講，全部都是唐山來的。1950年

代至1960年代時期的漁村，很多房子不像現在門外有樹有路，就只有一整片沙灘，

漲潮的時候海水就會淹起來，多數家庭會在沙灘講故事，當時村裡也沒有什麽商店。

                                                      
104

 田野日誌，20130215。 

105
 王和城，B-2014040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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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王碧琴一再強調許多潮州童謠都是去沙灘玩樂時聽著謝佛阿嬤學的，不過她的個

人喜好比較偏愛潮州歌冊和潮劇，這興趣主要受其母親影響。她在為我報導童年時

期所學的潮州童謠時，已很難拼湊記憶，只能依賴《外婆的歌謠》小冊子提點，才

勾起更多的童年記憶。看著《外婆的歌謠》她能一首接著一首吟唱，由家中的我母

親傳承的童謠。在雙武隆漁村除了能找到王碧琴這個案例，報導人王永福也是其中

之一。我在清明遊子回鄉時訪談了王永福，他為我提供其童年1970年初期跟著其母

親學習的多首潮州童謠。王永福的媽媽記性很好，靠死背硬記記起老人家教唱的潮

州童謠，這些她背起來的童謠，住在她的生命裡，常常被她把玩及哼唱，結婚後，

也在家唱，唱給孩子聽，王永福的爸爸其實也會，有時聽了也跟著哼唱，他們一家

幾人常常到了晚上，或傍晚七八點在家就唱歌起來，閒來無事坐在家裡時會聊東聊

西，也唱童謠，也猜謎，或聽父親講故事。107口傳文學之流傳依賴記性的好壞，可

惜的是，這些方言童謠在王家只傳三代，很難超越第四代。 

  然而，要在雙武隆漁村裡找到更多蘊育及傳承遊戲童謠的場域，還必須說一說

高腳屋外的那一片空地。該漁村的房子一般上離地二至三尺而建，這是參照馬來甘

榜高腳屋而建，能抵抗赤道炎熱的氣候與潮汐的漲退。一般高腳屋外還有一片空地，

對該村村民來說這樣的設計具備多種功能，它是村民曬漁粉、108曬鹹魚，也是孩童

玩樂的場所（圖4-4）；另一個功能則是村內許多家庭在結束工作之後的傍晚親子聚

在一起在戶外納涼的地方。較特別的地方是，對本研究而言，這片高腳屋外的遊戲

空地還是蘊育及傳承遊戲童謠的場域，不同年代的報導人就是在這裡習得多首潮州

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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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碧琴，B-2013020：32:00。 

107
 王永福，B-20140401：24:00-38:00。 

108
 漁粉是一種在經過水煮曬乾要送到加工厰製成成種植肥料的初階成品，它在 1970 年後，該村開

始引進拖網魚船後為了解決如何處理捕到的細小魚隻的結果。在一個運輸不太方便的年代，漁民捕

穫的大量小魚其實無法換取好的價錢，但在不能丟回海裡的情況限制下，漁民於是將這些小魚用大

鍋煮熟煮爛，第二天把它們攤在太陽下曬乾，然後裝入袋賣給中盤再送至加工廠進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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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雙武隆漁村的高腳屋與門前的空地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於 2013 年 1 月 

 

  曾經雙武隆漁村內流行著一個遊戲《新孟光》，這是一個「鬼捉人」的追趕遊

戲，凡在1970年至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孩童都知道，是他們熟悉的遊戲童謠，它一

直是該段時期雙武隆漁村村裡最為活躍的遊戲。在我的童年時期，村內幾乎每位孩

童都能吟唱這首歌，我也常常唱著這首童謠和堂兄弟妹及朋友一起遊戲。其遊戲規

則是先選出一個發號司令者及捉人的「鬼」，在開始這遊戲的時候，參與遊戲的人

要先以潮州話唸唱一段口令「新孟光，波蘿菜，採邊籬，強達落，達落一支柱（潮

州話發tiu
2）」，109然後發號司令的人抛出「全部去做某件指定的事」的任務指令讓

遊戲者完成，遊戲者要在被「鬼」捉到之前完成任務，倘若在過程中被捉到，就要

在下一趟遊戲時當「鬼」。這個遊戲指令會隨著每一次發號司令者而改變，發號司

令者可以指示參與者做任何事，譬如說讓他跑十圈、去某某地方拿個東西，甚至請

他去抱住某個人等等。報導人孫桂媚當年與哥哥就在這些空地上玩著這遊戲，哥哥

也把遊戲童謠《新孟光》教予她，後來她則帶著這遊戲教會侄子侄女，甚至是自己

孩子。 

  1991 年至 1996 年間，在外地求學的我偶爾放假回鄉，常常還是能看到村內的

孩童把玩這首童謠，成群結隊在高腳屋外的遊戲空地作樂，玩起這個得唸唱潮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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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童謠是一首遊戲開始前的指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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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但實質是和「鬼捉人」同一概念的追趕遊戲。但漸漸的，村裡的孩童不再哼唱這

首童謠，也沒人教他們玩這個追趕遊戲。2010 年我因採訪工作欲完成「童年遊戲」

系列專題報導回到漁村，當時我在村裡訪問一些小孩，發現這些和我相差 20 幾歲

的孩童完全沒聽過曾經在全村盛行的潮州童謠《新孟光》，他們甚少講潮州方言，

所以根本無法把玩這首潮州童謠。基於對追趕遊戲的熱衷他們要我教他們玩此遊戲，

於是他們答應我硬著頭皮學唱了這首潮州童謠。潮州話不是漁村內新生代孩童生活

日常的母語，他們無論在家或是學校都說華語，所以教唱這首潮州童謠時，鬧了不

少發音上的笑話，那時是我第一次思考潮州童謠傳承斷層的問題，不會講潮州話後

的時代考驗，將使潮州童謠文化在雙武隆漁村的重建或推廣更顯特別艱難。 

另外，村裡的咖啡店也是早期的耆老吟唱童謠的地方，趁著閒暇的傍晚到店裡

坐坐，和村里的其他朋友聚會聊天的習慣至今仍未改變，不同的只是，過去在畫面

裡還包括他們吟唱潮州童謠，甚至起哄對唱的情景。沙灘消失後，阿嬷們不知怎麽，

好像也不到咖啡店唱歌了，至少我在回想自己 1980 年代的童年歳月，並沒有遇上

傳說中很會唱童謠的阿嬤們，村裡也沒有一個地方會有特別多的阿嬤們聚在一起唸

唱潮州童謠，只是記得同學的外婆每每在學校長假來到她家度假時，都會在高腳屋

外的長廊外給我們說二戰時期的故事，甚至唱歌給我們聽。同學的外婆每一次都喜

歡在高腳屋長廊給我們講故事，她說那裡午間特別涼快，風吹過來很舒服，有時候

她會一邊摘菜葉，一邊給我們講故事。高腳屋外往內樓梯往上的一道長廊，是村內

許多報導人記憶裡有人吟唱童謠的地方，村內的許多家庭在天氣炎熱的中午或傍晚，

如果不想到村裡較涼快的沙灘納涼，就會選擇在此處自家的長廊閒聊聚會。印象中

童年時期，我在村裡騎著腳踏車亂晃，騎過別人家門口偶爾也是看到村裡大部份的

阿嬤特別喜歡坐在長廊納涼，從小家人叮囑見到長輩一定要有禮貌懂稱呼，梳髻的

叫「老嬤」或「老嬸」，比較年輕的叫「阿嬸」，好幾次騎車經過，遇到一些阿嬤在

講故事或唱歌，也會過去湊熱鬧，沙灘不見了，婦女們的移動從外回到家裡，懂得

哼唱潮州童謠的家庭或者仍維持著此習慣，但那些家裡沒有愛唱潮州童謠阿嬷的家

庭，童謠因此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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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人陳燕婷在她的童年時期村裡還沒有政府供應的電源之時，每個晚上特別

期待母親帶著他們兄弟姐妹聚集在長廊，點起「大光燈」（圖 4-5），然後唱潮州童

謠給孩子聽。媽媽要唱歌了，對一個沒有電視娛樂，不容易借到故事書的孩童而言，

是他們童年時期重要的生活記憶，也是他們至今難忘，可以親近母親的親子時間。

在他們家，吃飽了的晚上，父母愛把他們召集到家外面的空地，拿著椅子唱歌仔，

然後賞月，他們的媽媽唯然沒唸書，也不識字，但記性好，說著說著就唱了，媽媽

唱歌，他們就跟著唱。從前，他們的母親有時會在回外婆家的時候和孩子同擠在一

張木床睡覺，此時他們也能聽見母親唱童謠。陳燕婷和兄弟姐妹在進入體制教育以

前，就是透過母親吟唱的童謠學習新知，但當時他們年紀尚小不明童謠要傳達的訊

息，直到為我報導童謠互動經驗時才發現原來童年時期從童謠中學習的知識與籍貫

的價值早已耕植深埋心中。 

 

 

圖 4-5 大光燈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於 2013 年 1 月 

 

  1970 年前，雙武隆漁村第一代村民的經濟來源主要以養豬、養鴨維生，所以

村裡到處都是豬舍，前述對該村的孩童而言，天地間到處皆能玩樂，豬舍也不例外，

更特別的是，孩童們在豬舍裡的玩遊戲，竟和中秋節扯上關係。一首歌名《關阿姑》

的潮州童謠，也是謝佛阿嬷教的，報導人林炳賢、王和聚和高啟葵皆有印象，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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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中秋佳節在村內普遍傳唱的童謠。男孩女孩都愛哼唱，搭配這首歌謠還有個遊

戲，每逢中秋佳節村裡的孩童就會想起這遊戲，並呼朋喚友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躲

在豬舍陰暗的地方玩。玩此遊戲時，需要一些道具，有花籃、飯勺、帽子及衣服，

開始前，他們要佈置花籃，在花籃上插個飯勺，在飯勺上套個帽子（有報導人記得

的不是飯勺，只要一根木材），並為它穿上花衣，把它變成個人偶的模樣，一切準

備好以後遊戲才開始。有記得遊戲開始時，要先點好三支香，朝天拜拜的儀式，但

多位報導人始終無法确定此細節，僅記得當時他們一群孩童就向著花籃，然後嘴裡

唸唱： 

 

普呀普魯蘇，人誑冇１，咱誑有；請大姑，大姑無在厝２；請二姑，二姑在

守厝；請三姑，三姑就伊抹粉跟恁去 3。 
110

 

 

唸完後可以對著菜籃提問，他們說所唸唱的童謠像是指令，召喚菜籃姑來上座，為

他們解答問題。這個被他們稱作菜籃姑的菜籃神只會以「點頭」或「搖頭」回應，

所以其中提問只會有「是」與「不是」兩種答案。111
 

  這遊戲說起來就我童年時期坊間流行的碟仙或「靈魂錢」遊戲，在那個年齡我

們分不清真假，常常就在覺得它是騙人又不敢确定，偏偏那個會自己動起來的菜籃，

一直擾亂報導人的信心。林炳賢回憶那段過去也一直處於不敢确定的狀態，菜籃姑

倒底是點頭了還是沒點頭，他也說不上來，而其所敘說的年代大約落在 1950 多年，

婦女梳髻，女孩綁辮子，這是源自中國的景像，像是民初時期的畫面。中秋節拜月

亮的時候就拜幾粒柚子，幾支甘蔗、月糕、四角水粉，以前的老婦女頭髮擦蘆薈，

會梳髻。以前若是結了婚的人就梳髻，還年輕的就綁辮子。 

  在豬舍裡玩「關阿姑」的記憶，報導人陳瑞玉也有過，玩法和林炳賢形容的差

不多，只是唸唱的那首歌謠不同，花籃上的工具也就方便性做一些更動「以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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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1.誑：(guan
1），意旨騙，冇：沒有。2.厝：（cu

3），意旨房子。3.恁：（nih
4），意旨你們。 

111
 林炳賢，B-20130210：04:45-09:50、王和聚，B-20130216：15:13、陳秀葉，B-20150314：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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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的時候，要去那個現在放羅厘的暗暗的地方，112以前那裡是我們的豬舍，很長

很長，差不多 20 個槽那麽長，我們就在豬舍邊 一直嗅豬屎，我的姑姑他們也去玩，

那時候的我還小，還蠻像在玩碟仙的，用一個菜藍，要八月十五才能玩，晚上要很

晚，大概是八九點那樣才能玩。籃子上要綁個湯杓，套一件衣服，手扶把兩邊放雙

筷子，然後兩個人提著，準備好後就要唸咒語，像口號那樣講：菜籃姐，菜籃姑，

今夜請你來玩一下，竹葉做船你也要來，燈蕾做橋你也要過(用華語唸唱），如果她

來了就一直搖一直搖。」113關於中秋拜月，女性報導人說的不同於男性報導，王碧

琴偷偷告訴我的是當年她們女生為了要嫁個好老公，在中秋節快要來臨前每天存一

毛錢，存一存就找一群女生來湊合著買些胭脂水粉來拜月亮的小插曲，她不記得中

秋節有什麽拜月亮的歌，但當時拜月亮的儀式及要做的事，她倒是形容了一下「就

求個心願吧我想，還要不能大聲說，只能偷偷的擺在心裡那種，哈哈哈！月亮是小

女生拜的，不是老人拜的，你知道嗎？」這一句話，王碧琴是笑著說的，那聲音連

她自己也害羞，說這是自己當年少女懷春時的幼稚。114
 

  慢速的發展讓雙武隆漁村在 1940年代至 1970年代仍像是個隱世於河口的荒野，

村裡孩童的娛樂也相對較少，伴隨著遊戲而唱的潮州童謠，在報導人的回憶里有如

無窮的力量，提供他們無限歡樂，填滿其心中簡樸。 

 

三、透過黃正經潮語電台廣播節目學習 

  雙武隆漁村流傳的童謠，除了來自原鄉，經常被報導人提起的還有這個方言節

目主持人黃正經，該節目主要內容為講故事，節目中間或結束前會選播潮州歌謠。

該潮語節目的主持人黃正經原名黃庸根，1912 年 5 月出生於廣東汕頭市庵埠鎮山

溪鄉，家有八個兄弟姐妹，排行最小。和一般小孩不同，黃正經從小就不喜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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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厘指的是 Lorry，即載貨的貨車。 

113
 陳瑞玉，C-20130131：488-496。 

114
 王碧琴，B-2013020：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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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愛跟著自己的三哥，聽他讀書，看他寫字，成長過程中終日喜歡閱讀書報、看故

事書。黃正經兒時的成長環境，潮州文化豐富，有他愛看的大鑼鼓、花燈、潮劇等

等，經年累月受其文化薰陶，年紀小小已能說出各種典故。元宵節，他們鄉里有花

燈及煙花競賽；農曆二月，隨近的庵埠鎮二大神廟會辦關公和玄天上帝出遊，有潮

州馳名的大鑼鼓；五月的庵埠鄉共有五艘龍舟在他家門外的溪面競賽，他一定出席；

七月有規模盛大的「盂蘭盆會」；八月中秋有「拜月」和「請紫姑」或俗稱「請春

蕊姑」，但這是女孩子活動，他沒參與；九月仙溪本村神社有大慶，115除了有大戲，

還有著名的「打鞦韆」，這些活動與慶典經年累月在他生活中流轉，碰上喜歡的他

還會參加。 

  他 7 歲入學，進入「明誠高初兩等小學」，多次因家計影響被逼停學在家，只

是成績表現優異的他在校長、教務主任、老師等貴人的協助下為他付學費，讓他能

順利完成學業。1924 那一年，黃正經剛好高小畢業，老師王德寛鼓勵他為「淳志

初等小學」畢業生補習國文，幫助這些孩子順利考入明誠高小。12 歲的他不懂得

教學，從那時開始，為了教好這些大他一兩歲的學伴，黃正經也因此用功自修起來，

有時到藏書豐富的同學家裡，有時則到仙溪一鄉的「勵群書報社」及「三餘書社」

看書。 

  13 歲那年，為幫補家用，黃正經就到隴東市的「悅和」米糧雜貨店擔任書記

和雜役，勤奮向上的他工餘時間還以煤油燈唸書。14 歲時，世德單級小學復辦，

黃正經因此回到學校。1926 年，中國政治變化，國共分家，學校停辦，他在 19 歲

那年也隨著家人南渡新加坡，寄居姑丈家。在新加坡找工作期間，試過投稿至《南

洋商報》，獲登刊以一份報紙作為稿酬。在這之後為了發展的需要，移居至馬來亞

彭亨，到「黃潮發雜貨行」工作，學做買賣，學習馬來語。1941 年 12 月 8 日第二

次世界大戰開始，日軍投彈，黃潮發停業，在馬來西亞各地兜轉移動如淡馬魯

                                                      
115

 潮汕人過中秋俗稱「拜月娘」，民間習俗有拜月、賞月、吃月餅、煨芋、燒瓦塔、燒香塔、關戲

童、關阿姑等。拜月，是妇女和孩童的事。「女不祭灶，男不拜月」，古已成例，潮人也大抵如是。

中秋之夜吃完團圓飯後，夜幕拉下時，便開始拜月。主要少女拜月的重要心願祈求得一個好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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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erloh）、文德甲（Mentakab）、北根等地，直到經濟更糟、更蕭條的時候才回

新加坡碰碰運氣，那一年 1946。回去一段時間後，碰到成立於 1949 年的「麗的呼

聲」電台廣徵潮語廣播人才，前往試音後即被錄取當上廣播員，但一直都以兼職的

方式合作，其間的正職先在「利生民商店」後在「光興金莊」工作。直到 1955 年，

被施祖賢主任召入電台，才始全職的廣播工作。 

  1948 年末回到新加坡後，黃正經在和朋友的一場閒談裡，被鼓勵前去電臺應

徵的潮語廣播人員。在新加坡政府提倡「講華語運動」前，116早期的華人生活中常

以方言為常用語，而他們熟悉的方言廣播劇和講古便成了人民最受歡迎的娛樂活動

及精神糧食，成立於 1949 年的麗的呼聲是新加坡第一家民間方言廣播台，正好能

滿足各籍貫聽眾的喜好。該電臺的主要特色是擁有粵語、福建話及潮州話三種方言

的講古（講故事）單元，請來三位赫赫有名的講古大師製作，潮州話的部份由黃正

經負責，其他二位為講粵語（廣府話）的李大傻及講福建話的王道。黃正經被錄取

後，被要求擔任一個像李大傻的《談天說地》節目的主持人，節目每週一次，每次

十五鐘。酬金十五元，稿件自己負責，除政治議題外，其他皆可講，只是節目必須

達到十足的潮語風味。於是，他為自己取了藝名叫「黃正經」，談道理文章時，「黃」

字咬正音；說玩笑時，把「黃」字歪讀將成「唔」，且把節目取名為《詖涼詖熱》，

意旨談天說地。黃正經有很多故事，雙武隆漁村的報導人曾形容，他所說的故事活

潑生動，常能把民間流傳的故事說得出神入化，風靡一時，無論長篇或是短篇，皆

不乏支持者。節目受歡迎，電臺便因而作出調整，給黃正經增加節目，於是每週增

加三次的長篇故事，及特別企劃的潮語廣播劇及兒歌各 8 期。主持過的節目包括短

篇故事為主的《聽食白呾》、《詖正經話》，此節目也以短篇故事為主，一年錄製 52

段，香港電台、馬來西亞、泰國第一電台也前來預錄。 

  對於村民口說的黃正經一直是個迷，後來直至在新加坡潮州八邑館取得《音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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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兒歌擷萃》一書，方解開這位魅力人物的樣貌。報導人雖說不上到底從黃正經

的節目中學唱了哪首潮州童謠，但依著歷史資料爬梳走過黃正經老前輩在說書和廣

播劇上的用心，更能理解這些節目，這些故事對那個年代許多資源貧乏的小鄉有多

重要（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編，1995：181-253）。黃正經初入行時從廣播《詖涼詖

熱》節目開始，講古的技巧全靠自己摸索，在一個人在小斗室裡演活了口舌活動，

帶出故事的動與靜。然而，什麽樣的故事會被黃正經選上進行改編在節目中播出？

戰後初期，好書難買，為了能說好故事，顧及品質，黃正經只是在長篇故事改寫時

多不選胡鬧庸俗作品，改選較好的文學作品如元劇、明傳奇曲本，像《燕子箋》、《牡

丹亭》等書，另外，摻入史實的新武俠小說也是他的講古名單。黃正經的潮語節目

本只是在新加坡播放，到了 70 年代，麗的呼聲便將他們的錄音節目寄給馬來亞各

處重播，直到新加坡政府在 198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實施推動講華語運動，其廣播

生涯才正式結束。 

  雙武隆漁村地處偏遠，外來文化刺激相對較少，黃正經的潮語節目及播放的潮

州童謠正好給他們多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也為村民的簡樸生活帶來更多的娛樂。黃

正經的潮語節目約莫推估在 1970 年代左右隨著村裡有第一台收音機開始進入雙武

隆漁村，結果引發愛聽故事的男性村民的瘋狂，而潮州童謠則是附帶，目標聽眾是

喜歡哼唱潮州歌謠的女性。報導人形容黃正經的節目聽了會上癮，它所廣播的故事

就像時下流行的電視連續劇，緊湊的內容，讓人聽了一集接過一集，為它緊張，為

它揪心。有武俠的，也有神話，如白髮魔女、神雕俠侶，長輩們可以為了聽黃正經

的節目選擇冒險，冒著潮水退了無法出海捕漁的危險，先把船隻牽到河口，待聽完

節目才越過沼澤地，涉水過去開，可以想像該節目的播出對當年的他們來說是生活

中多麽讓人期待的事。117雙武隆漁村的小學雖然早在 1927 年已創立，但早期從中

國潮汕移民而來的村民多為文盲不識字，有些甚至只懂得方言，因此這類型的廣播

節目讓他們感到熟悉，特別親切。對一個缺乏流行娛樂的小鄉鎮而言，能聽自己熟

悉語言的廣播節目原來可以是一件大事，也是許多潮籍長輩聽足故事癮的美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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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1970年代時期，電視還不普遍，村裡並不是家家戶戶都能買得起電視，有些人

家裡甚至連收音機都買不起，想要聽電台都要到商店或咖啡店（Kopitiam）去，該

節目大概一小時，只要一開播，老人家們便會圍在小方盒前陶醉。大人聽節目的時

候，孩童要識趣自己閃躲，若是在那裡嬉鬧吵到他們，只會討罵。在村裡，聽節目

的除了男人，會默默守在小方盒音箱聽得入神的還包括村裡的婦女，只是因為工作

與社會眼光的關係，她們無法自在移動，也不能像男人那樣隨意到咖啡店坐坐，只

好轉向到雜貨店落腳。和男人相反的是，她們對黃正經說的武俠類的故事興趣不大，

多把焦點放在節目結束之後潮州歌謠，許多女性報導人也因此習得潮州童謠，包括

報導人陳燕婷的母陳林惠嬌的生命故事，讓我們看見潮州童謠在雙武隆的傳播管道，

其中之一就是來自此電台節目。 

  在學習童謠的觀念上，男性報導人的心態與女性報導人不同，前者多把吟唱童

謠當作娛樂，在眾多童謠的種類中，多半記得的是遊戲歌謠與勸世歌謠，而且他們

甚少把自己學習的童謠往下一代傳承，把它教予自己的孩子或傳承予後輩，最多只

是跟同輩份的小孩在共同遊戲時傳唱；換言之，潮州童謠的生命只停留在他們身上，

甚少往下傳承，此一現象在移民第二或第三代的男性報導人中其實明顯可見，孩童

的成長與父親之間沒有潮州童謠的影子。另外，透過報導人敘述的童年經驗中，我

們也看見女性報導人習得童謠後多會分享，母親為孩童吟唱童謠的身影總是出現在

漁村童年生活的場景中。 

  從收音機、電視走向手機年代，2016年的現在雙武隆漁村村內的海鮮店依然天

天熱鬧，村民們至今仍然喜歡在工餘時候聚集在那裡喝茶聊天或看電視，每天傍晚

約莫7點飯後，村民會陸陸續續抵達，10點以後又會在村民各自回家變得安靜。沙

灘消失後，作為村民的交流陣地，海鮮店及咖啡店對他們來說便顯重要，會到店裡

聚餐的組合仍由老老少少的男性組成，他們坐在一起談話的內容從時事、到漁獲或

別村的事，倘若有捕漁上的或機器上的問題，一時半刻他們會自然的向他們請教。

40來歲的年輕人，有時在那裡搭著茶喝，有時會隨手拿來剛歸航的海鮮，請店家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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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請店員自動端到那桌跟他們一起享用，這種隨時被人請吃飯或隨時有人為你多

加幾道菜的情景已見慣不怪。此外，在店裡也會常遇到在店裡吃飯的人為了哄三、

四歲的幼童，會到一旁的零食店給他們買糖吃，這些幼童很多時候未必是他們的小

孩或親戚，但村子小，每個人都互相認識，人與人的互動長期緊密，這種城市看不

見的鄉村熱情在雙武隆漁村仍是常態。雖然，村民已不會像過去那樣渴求收聽像黃

正經的方言節目，而馬來西亞國內5家中文電台，除了愛FM在節目上的規劃較照顧

較年長的聽眾，會穿插不同籍貫的方言節目，其他4家主要傾向播放流行音樂以照

顧年輕族群為主，118所以守住電台收聽潮語節目的畫面也已成絕景。 

 

四、從母親身上習得搖籃曲 

 

  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的潮州童謠，有一部份是搖籃曲，搖籃曲的傳承主要來自

母親，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照顧中。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雙武隆漁村，仍是一個

傳統的潮州人社區，備受各種根深柢固的傳統與規範框架影響，男主外女主內是當

時的基本分工，因此在漁村的採集中便出現男孩多在遊戲場域習得潮州童謠，女孩

在家裡習得搖籃曲的現象。 

  世界上，兒童養育的工作通常都是由女人或女孩去做，而非男人或男孩

（Weisner，1997；Whiting & Edwards, 1988）。生產是女性的專責工作，而且直到

奶瓶發明之前，嬰兒哺乳的工作都只能限於女生，所以兒童育養的其他方面也常常

都是由女性在做。除此之外，比起男孩，世界許多社群中的女孩更需要做家庭工作，

她們活動的範圍比男性更靠近自己的房子，她們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兒童、做

家事，而男孩則花時間在做無師自通的遊戲或活動（Daper,1975b；Martini & 

Kirpartick,1992；Edwards,1993；引自李昭明譯，2008：167-168）。在這樣的社會脈

絡下，照養嬰幼兒的責任便落在女性身上，這些女性，除了母親，還包括關係最密

切的祖、姑、姐等女性長輩，另外，大部份學齡前的女孩也會協助母親照料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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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照顧嬰兒的知識來自經驗的傳承，而非由書中取得，媽媽怎麽帶，她們便模仿，

媽媽給嬰兒哼歌，她們也學。文化的精神傳遞通過語言符號，透過代間和同伴往下

傳遞，比方說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進行文化傳遞，除了在系統、規範、法定的學校

教育與家庭教育中得以體現外，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黃進，2005：312-313）。

於此當年代那些常常被委任擔當小褓母女孩，便參照母親的方式，在她們哄嬰兒睡

覺時，會在搖籃旁為寶寶唱潮州搖籃曲，「搖籃曲」在這樣自然的生活情境下被流

傳下來，傳承給了下一代，如此深刻的育兒經驗，使得女性報導人對潮州童謠記憶

多半形構自這個有搖籃的記憶圖像。 

  馬來西亞近於地球赤道，全年如夏，屬於炎熱潮濕的赤道性氣候，人們很愛坐

或臥於吊床上納涼或小憩，所以在照養幼童上大部份的人至今仍使用搖籃，尤其是

鄉村地區。在漁村，嬰幼兒在睡覺時，媽媽們會以「紗籠」（Sarung）為巾，119把

它套在支架上，讓躺在紗籠裡的嬰兒能被安穩地包裹著，並哼唱搖籃曲給他聽。這

搖籃被綁在屋樑或天花板上的支架凌空吊起，搖動孩子睡覺時人們得借助銜接支架

與掛繩的彈簧之彈性上下輕輕搖動，在搖籃裡的孩子如同躺在媽媽懷裡，在她的輕

搖下逐漸入睡，如下圖（圖 4-6）。幼嬰兒時期，該漁村的孩子幾乎都睡著搖籃長大，

對他們來說被隔在搖籃花布外的是母親輕輕柔柔的歌聲，特別有催眠力，像是能為

他們解除南洋的炎熱，使之安靜地入睡。基於嬰幼兒照護主要是女性的責任範疇，

因此「搖籃曲優先保留給女性」（馮涵棣，2002：5）。兒童從女性長輩身上直接習

得童謠，並反複模仿母親或鄰家長輩對年幼孩子之照養與吟唱，在重複累積的實作

經驗中，嵌在他們腦海的歌謠及道理便以口傳的方式世代相傳。搖籃曲的流傳，讓

人看見平民文學的傳承，婦女的貢獻要佔了一大半，所以婦女是傳唱與創作童謠的

最大功臣一點也不為過。 

 

                                                      
119

 紗籠（Sarung），是馬來人用於穿在下身的圍裙，其名稱因時因地而異；中國史籍曾稱之為干

幔，暹羅人稱為幔。紗籠因其寬大，穿著方便舒適涼爽，適合熱帶地區居民採用，東南亞馬來人以

外的民族，也很流行。 



 

119 
 

 

圖 4-6 南洋地區的搖籃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於 2013 年 5 月 

 

  潮州女性常被形容克勤克儉，雙武隆漁村早期的女孩在 1940 年至 1970 年代也

被當時的社會賦予這般傳統的期待。她們從小就得分擔家事，養豬養鴨、做家事，

而照顧小孩便是其中之一重要工作。當年的這 5 些女孩，在協助母親帶弟妹的時候

也不過只是個比嬰兒大個幾歲的孩童，帶小孩的經驗基本上從模仿母親而來，母親

唱歌，她們也唱歌，母親不唱，她們多半也就不唱。不是所有嬰兒都有機會享受搖

籃曲，報導人王介英如此說：「潮州童謠是有文化的家庭才會吟唱的，它屬於民間，

豐富了人們，增長漁村小孩的文化素養」。120他對潮州童謠給予極高的評價，是村

內少有認同潮州童謠的價值之人，他因為母親不愛潮州童謠，家裡並沒有吟唱潮州

童謠的文化，童年時期也沒習得搖籃曲，其經驗反映的是潮州童謠之傳唱止於家中

沒有那樣的文化環境。 

  與近代孩子相較，過去中國的兒童處在一個人關係比較豐富的而複雜的環境。

在長大的過程中，與他們經常接觸的不一定只以父母為主，其他還有祖父母、伯叔、

舅姑、姨等，及他們的子女，也就是孩子的堂兄弟姐妹都可能跟他住在一起，朝夕

相處（熊秉真，2000：236）。這樣的情景依舊是雙武隆漁村從創村至今人與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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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狀態，幼童能在村裡自由走動，整個村就像是一個大的四合院，走在村裡的

小朋友彼此都認識，在外上學的孩子，家長們也會相互照顧，幫忙載送，哪家人有

事，孩子需要幫忙照顧，左右鄰裡也會接應，其中還包括協助幫你哄小孩睡覺。在

生活上，他們之間會互相影響，長輩們除了會叮囑幼童，甚至會直接給予教誨。 

我的母親生了 4 個孩子，我排行第三，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父親有 11 個兄

弟姐妹，是一個大家庭。幼年時期的我們便和爺爺奶奶叔叔嬸嬸姑姑和堂兄弟妹們

同住在祖屋裡，祖屋是間傳統的咖啡店，是棟兩層樓高的高腳屋，早上賣南洋咖啡，

晚上賣簡單的小炒及海鮮，前店後居，那是早期典型馬來西亞華人生活空間規劃的

普遍形態，在小小的漁村也不例外。大家族，一房幾戶數個家庭，一起煮飯，同一

飯桌，今天大媳婦負責煮飯，明天二媳婦弄糕點，互相協力；孩子們的玩樂因為玩

伴很多，日日精彩，今天堂兄教做風箏，明天和姐姐玩跳房子，有時跟著姑姑跑到

屋頂上看夕陽，一室擁擠但熱鬧。我的童年在咖啡店裡度過，父親是長子，其下有

多位叔叔，他們比爸爸晚婚許多，堂弟妹出生時，我已升上國小，可以協助嬸嬸照

顧堂弟妹，嬸嬸忙碌店裡的工作時，我和姊姊便成了小褓姆。大小孩當小褓姆帶小

小孩是村裡的常態，此一現象始於父輩成長的 1940 至 1960 年代，當時的女孩，在

日常生活中在家中總是處於從屬的地位，那種傳統雖不至於封建，但村裡女孩多半

因為家事而被限制了行動確是事實，因此在田野中採集女孩學習童謠的場域是一個

名為「家」的地方，對象亦離不開奶奶、姑嬸或母親等女性對象。祖屋的咖啡店是

雙武隆漁村的兩間咖啡店之一，對物資貧乏沒什麽娛樂的漁民來說，那是工餘休閒

的好去處，如同全村民的休閒中心，因此常常聚集了許多人，我和姐姐常常要在店

裡搖堂弟妹們睡覺，然而哄小孩睡覺是一件很悶的事，所以我們常會模仿大人唱搖

籃曲，以此解悶，我會自然吟唱：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仔，炒算仔，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淡淡，一人分一鼎。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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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人來人往，有時唱著唱著還會有婦人搭腔一起和音，甚至接手你的工作幫忙

哄著搖籃里的嬰兒睡覺。這首搖籃曲是媽媽教我唱的，而我的姐妹們也會唱。一直

以來，我從沒思考過原來雙武隆漁村還有別的搖籃曲，一直以為媽媽教唱的那一首

等同全村人吟唱的那一首，直到因研究回到雙武隆漁村探究潮州童謠傳播的方式時

才發現自己唱的原來和別人不一樣。女孩學習的搖籃曲第一個經驗來自母親，我的

這首搖籃曲是母親教的，母親陳蘭香在 24 歲嫁給爸爸，從前在照顧我和姐弟的時

候唱的就是我從小到大特別熟悉的《唪呀唪》搖籃曲，然而在整理從雙武隆漁村採

集而來的搖籃曲時我才發現，母親一直吟唱的那首歌謠並不是外婆教唱的，而是婚

後在孫家從曾祖母那裡學來的。 

  在「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進行期間，我曾在 2011 年 6 月初採集 90 歲

高齡的外婆，當時她開心的和我分享兒時在潮汕谷饒鄉學會的搖籃曲，那時候對著

我唱歌的外婆一臉溫柔，就像真在哄小孩睡覺般，唱完還大笑。外婆不識字，連自

己的名字也不會寫，但對著我就這樣唱： 

 

挨咯挨，挨米來飼雞，飼雞叫咯雞，飼狗來吠夜， 

飼牛拖犂把，飼阿弟來落書齋，飼阿妹來僱人罵。122
 

 

唱完後，我請她解釋歌詞內容，她說不上來，只說是當年她在家鄉長輩都教她們唱

這首歌謠哄小孩，她在反複吟唱下，把它背起來。這是一首農業時代創作的搖籃曲，

大馬許多潮州人家庭也吟唱這首，歌詞借由雞、狗、牛等生活物件透露出農耕時代

人們生活的畫面，其中意思反映了當時強烈的重男輕女的價值觀。然而，兒時的我

們只把它當作歌謠在哼，根本沒意識到其內容帶有對女性的歧視。在潮州人的家庭，

重男輕女彷彿已是難以改變的傳統價值，在村裡常能感受這樣的氛圍，尤其在教育

的這件事上。報導人李嫦花在其敘說中透露自己不識字，是因為從前父親不準她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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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母親則跟她說過女孩子唸多書但沒拜孔子命更苦，她的母親知道先生不讓嫦花

唸書，所以也就一直沒帶她拜孔子。123在回去做田野的時候，村裡有部份的人以為

我還在報社工作，沒想到我又回學校唸書，對於我的高學歷他們總是回應：「女孩

子唸那麼多書幹嘛，還是趕快找個人嫁一嫁實在一點！」，雖然家父對孩子的教育

一視同仁，從不阻止女孩唸書，但在面對家族的其他親友，我仍擺脫不了女孩要嫁

人的刻版想法。 

  媽媽陳蘭香兒時家窮，住在安順的離島農村，她都稱它作菜園，外婆家門外是

一個雨林，與安順市鎮有一河之隔，出入村莊得坐約 20 分鐘的船程，同我的小漁

村一樣，甚少能與外界接觸。外公在農村裡弄了個田，種了些芋頭、蔬菜，靠些農

作物維持生活，媽媽每天大早要到田裡工作，外婆把大量的工作交予她和小舅。媽

媽寫字很漂亮，曾經上過學，唸到二年級，因為聰明，所以學習也很好，但礙於家

貧又是女生的關係，外公就不讓她上學，她的老師還曾到家裡拜託外公給媽媽唸書，

甚至打算為她付學費，奈何媽媽當時也默默接受自己是女生，沒唸那麼多書是應該

的。媽媽的舅舅從小到大都得為家裡奔忙，少女時期的媽媽更得離家到外州的車衣

厰當女工，婚後住在雙武隆漁村交通也不便利，不能常回娘家，對於外婆教唱的搖

籃曲或帶小孩的經驗坦言沒特別學習，反而在婚後由奶奶和曾祖母教予。2011 年

奶奶往生時，媽媽特別傷心，當時的跟我說自己和奶奶的婆媳緣甚比和外婆的母女

情，就以一起相處的時間計算，和奶奶同一屋簷下相處的 38 年的確比未出嫁前的

24 年要長，她用此解說自己學習搖籃曲的經歷。由此連結自身學習的搖籃曲，我

也找到母親為何教唱的該首搖籃曲的答案。124
 

  清明掃墓期間，在和堂嬸李祥玉相聚時聊天我又再一次檢視家中那首搖籃曲的

流傳狀態。時至今日，堂嬸在帶孫子時吟唱的正是我們家從小到大熟悉的那首搖籃

曲《唪呀唪》，問及當年如何學習，她說這首搖籃曲是曾祖母教的，那是她嫁來以

後，家裡的人這麽唱，她聽著也把它學上來，現在李祥玉哄孫仔睡覺有時也會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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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聽。家裡這首《唪呀唪》以潮州方言來唸唱很押韻，雖無法用中文按字解義，

沒特別意思，也找不到邏輯，但呈現的只是一個在搖動搖籃的動態畫面「搖呀搖，

搖動搖籃，小小的搖籃，炒算仔，炒得香酥，一人分得一塊錢」，而這樣的傳唱竟

何以傳唱多年，甚至成為某一群人、某一村落在撫育孩子時的重要素材和集體記憶，

只是它的出現一定自然連結「搖籃」，不會在毫無緣故的方式下哼唱。 

  在雙武隆漁村流傳的「搖籃曲」主要為《挨呀挨》及《唪呀唪》兩首多個版本，

它和潮汕原鄉有些不一樣，雖然都是以「擁呀擁」（另有寫法：「唪呀唪」）為啟始

句，但在因應不同時期的人、事、物等因素之流傳，其歌詞的搭配常因隨意產生多

種不同的變化，有時甚至是拼貼或拆解潮州原鄉不同首搖籃曲而來。舉例而言，潮

汕一首以「擁呀擁」（同「唪呀唪」）為起始句的搖籃曲可以這樣唱： 

 

《擁呀擁》版本一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擔靴擔唔浮，飼豬大過

牛，黃牛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輦輦圓，五男二女來團圓。125
 

 

《擁呀擁》版本二 

擁呀擁，擁富貴；擁發財；發財起一厝，大厝大方方，厝囝拉涼風。126
 

  

《擁呀擁》版本三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文阿武來擔靴；擔靴擔浮浮，飼豬大過

牛，牛兒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挈去找，找到二百九；一百乞阿兄，

一百乞阿嫂，存個分乞阮阿「奴囝狗」。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飼來有惜神 ，惜神惜勢大，合內又合外；合內添

財星，合外會發家。 

                                                      
125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48。 

126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47-348。  



 

124 
 

擁呀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擔靴擔唔浮，飼豬大過

牛，黃牛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輦輦圓，阿舍讀書赴科期；科期科，

阿舍讀書中探花；去時書僮擔行李，來時大轎合彩旗。127
 

 

在雙武隆漁村本研究採集到的搖籃曲則是： 

 

《唪呀唪》版本一 

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擔靴，擔唔浮，飼豬大過牛，牛囝生馬囝，

馬囝生真珠；真珠拿去當，當作二百九，一百分阿爸，一百分阿媽，存的

給我自己。」、「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擔靴，担唔浮，飼猪大過牛，

牛生馬囝，馬囝生珍珠，珍珠拿去當，當作二百九，一百分阿兄，一百分

阿嫂，存的給我自。128
 

 

《唪呀唪》版本二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金，阿奴有惜神，惜神大，合家合田外，合富富，

富富有，錢銀起大厝，大厝大安安，厝仔拉涼風。129
 

 

《唪呀唪》版本三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仔，炒算仔，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淡淡，一人

分一鼎。130
 

 

  在這裡我們看見唸唱的內文已出現將不同首搖籃曲歌詞調動或組合的狀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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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色可說是口傳文學會產生的變化，早期的潮州歌謠傳入東南亞後，廣受潮籍人

士的興趣，一些民間的文人，會按奈不住內心創作的衝動，再創作、潤飾或改編（辜

高美，1995：17-19）。雖然，雙武隆漁村搖籃曲之變化看似非文人改編的結果，多

半只因為受記憶力考驗，無法完整背頌歌詞隨意拼湊的結果，如此情景，我在參與

「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採集其他潮州人村落的潮州童謠時已察覺，今在村

內採集搖籃曲時再次遇見。 

  以「唪呀唪」為起啟句的搖籃曲，陳氏家庭吟唱的也特別，排行第四的女兒陳

燕鳳在回憶自家的搖籃曲時，便如此唱：「唪呀唪，唪金公，金公金，然後就我兒

子的名字。志安仔有惜神，惜神大，合家合田外，合富富，富富有，錢銀起大厝，

大厝大安安……後面忘了，我的女兒們在搖弟弟睡覺的時候也就這樣，只是有時候

我會唱流行曲，那時候有流行曲了。」，131在吟唱這首搖籃曲時，陳燕鳳表示會隨

著孩子的名字變化，寓意希望孩子在祝福下富貴榮華，只是她不同於母親陳林惠嬌

成長年代，在其成長時期家裡已有收音機，和姐妺們一起幫家裡工作時除了會聽媽

媽講故事或唱歌謠，也會打開收音機收聽流行歌曲，喜歡流行樂的她坦言自己不像

大姐陳瑞玉那般喜歡潮州童謠，但童謠對她而言是對媽媽的想念與印記，在心中佔

一定的比重。 

  馮涵棣在研究越南搖籃歌謠時發現，越南的孩童排行老大的孩子由出生至一、

二歳時，通常可以獨享照養者與搖籃歌謠，但當弟妹相繼出世後，就必須與他人共

享。倘若弟妹眾多或年歲差距大，老大聆聽歌謠的時間就可能多且久（2002：3）。

此情景也出現在陳姓家庭中，排行老大的報導人陳瑞玉當年便因為要幫陸續出生的

7、8 位弟妹一直學著母親唱著搖籃曲，而她的童年時期也因幫忙照顧嬰兒而習得

大量的潮州童謠。 

  母親陳林惠嬌教唱的潮州童謠其實幾乎都是女兒們學習的搖籃曲，陳瑞玉是長

女自然學得最多，且能為我一一吟唱。陳林惠嬌生兒育女共 11 人，照顧弟妹的工

作，幾乎落在陳瑞玉身上，她笑說自己童年最長的時間大概都在搖籃旁過，永遠記

                                                      
131

 陳燕鳳，C-2013020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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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弟妹泡牛奶的日子，還因此苦笑了一番。幸好她喜歡潮州童謠，她媽媽的多首

潮州童謠能為她解悶，在帶弟妹的過程哄他們睡覺之時也可用上。對於照顧弟妹的

工作，她全然接受且毫無怨言，本來自己可以獨享媽媽的寵愛與搖籃歌謠，但當弟

妹相繼出世後，就必須與他人分享，因為弟妹眾多使之她聆聽歌謠的時間長且久，

在他們家沿用至今的搖籃曲共有以下 3 首： 

  

《搖籃曲一》 

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擔靴； 

担唔浮，飼猪大過牛，牛生馬仔，馬仔生珍珠； 

珍珠拿去當，當作二百九，一百分阿兄，一百分阿嫂； 

存的給我自己。 

 

《搖籃曲二》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金，阿奴有錫神； 

鍚神大，合內合田外，合富富，錢銀起大厝； 

大厝大江江，厝仔拉涼風。 

 

搖籃曲三、《落雨落大大》 

落雨落大大，澆田外，田外生柳枝，柳枝生批房； 

批房生橄欖，橄欖雙頭紅，紅的摘去吃，青的分媒人； 

媒人呵囉 1好，山哥娶山嫂，山嫂娶入房，房內吊燈籠； 

燈籠著火燒，娘仔跌落橋,橋下沒人知，橋頂無人來； 

一大群老鼠扛去埋，埋在底塊 2，埋在花巷邊； 

開花白天天 3，人人行過唔敢摘，秀材行過摘一枝； 

人問伊摘去做呢 4，摘去娘子插鬢邊 5，鬢邊無毛一大撇； 

後倒 6沒膏撂，水雞沒毛好曬豆 7，水雞罵水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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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好水低游，木仔罵石榴 9，石榴咀窄窄； 

遮雨傘披夾落，夾落好遮雨，猪腸罵猪肚； 

猪肚反玲返，鐡枝罵火捲，火捲好吹火； 

豆籤好烙粿，烙一大筐，酒房罵酒鐘； 

酒鐘好曬酒，蛤波 10罵蛤九，蛤九蛤蛤九聲； 

亞婆罵老爹，老爹走去死，亞婆偷拿米； 

米貴，亞婆給人剁到碎碎；米批 11，亞婆給人剁去相天。132
 

 

在這些搖籃曲之中，陳瑞玉最愛唱《落雨落大大》，因為相比其他兩首，它比較長，

碰上比較搞怪難入睡的弟妹正好可以打發，一首唱完剛好睡著。 

  除了陳林惠嬌的子女，本研究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的搖籃曲皆來自女性，「搖

籃」是南洋的孩子成長中的共同記憶，但報導人林亞枝說潮汕沒有人用搖籃，指的

是吊掛起來的搖籃，搖籃是她來到馬來西亞時才用的，潮汕沒有南洋地區吊掛式的

搖籃确為事實，他們有的也是和台灣相似的立在地上木製或竹製的搖籃。133哄小孩

睡覺時她也會唱《唪呀唪》，「唪呀唪金公哩，唪一唪孩子就會睡」，134「唪」在潮

州話裡意旨「搖」，在回憶兒時學來的搖籃曲時，林亞枝其實無法一下子拼湊出完

整歌詞，斷斷續續說了幾段，幾經修正才拼出以下搖籃曲。這首搖籃曲源自潮汕，

那是林亞枝的阿嬤教她唱的，她的奶奶很會唱歌，她在隨著父親移居南洋便沒辦法

再聽到奶奶的潮州童謠了，而她雖然帶來了成長時期從奶奶那裡學來的歌謠，但基

於對自己與雙武隆漁村極大部份來自廣東澄海人不同口音被笑，她一直把這些童謠

收在家裡，甚少在公開場合吟唱潮州童謠，在話匣子打開之後，她便唱了： 

 

唪呀唪 ，金公哩，娶新婦，新婦食不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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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1.呵囉：讚賞。2.底塊：哪裡。3.天天：黏黏。4.做呢：幹什么。5. 鬢邊:耳際。6. 後倒：

後腦勺。7.水雞：田雞。8.水孝：一種水產。9.木仔：山番石榴。10.蛤波：蟾蜍。11.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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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日誌，20140423。 

134
 林亞枝，A-20130203：25:05。 



 

128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鹹鹹，一人分一鼎。135
 

 

  這首搖籃曲估計是林亞枝從記憶裡將幾首拼湊的結果，因為後來在她為我吟唱

童年時期跟著她的阿嬤學習潮州童謠的歌單中，就唱了： 

 

挨蘭伊胡，清粿娶新婦，新婦食不飽，灶前走後絞，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淡淡，個人分一滴仔。136
 

 

林亞枝解釋，這歌在形容某個人在偷吃，一人一點點，是以前她阿嬤跟她說的，以

此解釋可說不符合邏輯，只是還算押韻，一個又一個案例，讓我再次看見口傳文學

在傳承的過程中始終得面對記憶考驗的本質。其實，林亞枝在家照顧嬰兒睡覺時至

今仍會吟唱搖籃曲，其女兒在城市是個褓母，幫人帶小孩，有時她到女兒家小住，

偶爾也會幫她哄小孩睡覺，搖起搖籃時就會唱給小朋友聽。雙武隆漁村村內新一代

婦女哄小孩睡覺時唱不唱潮州童謠？透過觀察弟媳在哄她女兒睡覺時的狀況，及到

村內朋友家串門子剛好遇到她的家人哄小孩睡覺的情景發現，35 歲的弟媳算是村

裡年輕一輩的媽媽，她在家裡和我們講潮州話，但跟自己的 3 個孩子則是以華語與

潮州方言兩種混合著溝通，好幾次看她要哄騙女兒睡覺時，都會很自然的播放兒歌

DVD或孩子喜歡的流行歌曲，這流行曲甚至還出現小朋友近年最喜歡的《小蘋果》，

137幾乎不曾唱過《唪呀唪》這首家裡傳承的潮州童謠。她坦言雖然也曾聽過我的母

親陳蘭香吟唱《唪呀唪》，但基於她的母親在帶小孩時並無吟唱潮州童謠的習慣，

其朋友圈中也沒有人會唱方言搖籃曲，所以自己當了媽媽以後她也沒此習慣，哄孩

子睡覺的當下自然也不會選擇哼唱傳統的潮州童謠。 

  此情形也發生在報導人王秀杏家裡，她成長於一個有潮州童謠與流行文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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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亞枝，A-20130203：28:23。 

136
 林亞枝，A-20130203：29:16。 

137 小蘋果是大陸流行樂組合筷子兄弟於 2014 年 5 月 29 日發布的單曲，該曲本為配合電影《老男

孩之猛龍過江》的宣傳曲，後因網絡窜紅流傳中港台、東南亞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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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童年時期的她特別喜歡聽老人家唱潮州童謠，大女兒於 1977 年出生，請她回

憶搖籃曲，她先是想到自己帶女兒時唱《挨呀挨》及《世上只有媽媽好》，然後再

想到帶孫子時的情景。「阿愛在新加坡，我去那個帶孫仔的時候就講華語啊，阿愛

跟孩子講 ABC 啊，英文我哪裡會，唱歌啊就世上只有媽媽好，唉呀，她孩子也不

要外婆，我沒有常常……。」，138阿愛是秀杏的二女兒，嫁到新加坡。在搖籃曲的

選擇上，就王秀杏的例子來看，在 1970 年末到 1980 年代因應選擇較多的狀況下出

現「被」選擇的情景。依據潮州人的搖籃曲研究等相關整理指出，這些村裡報導人

無法解釋的歌詞內容在文獻的記錄原來主要是寄托希望孩子能平安長，生活無憂，

子孫滿堂，光耀門楣等意思，而這些祝福從原鄉傳唱至南洋地區（林朝虹、林倫倫

編，2012：347-353）。這些搖籃曲早在不受外來流行文化盛行前可以仍是許多村內

婦女用以哄小朋友睡覺時的歌謠，不過，在 1980 年代初村裡開始有自來電源之後，

流行文化開始普及化，方言搖籃曲也慢慢離場。 

  1940 年至 1970 年代是個備受各種根深柢固的傳統與規範框架影響，使致雙武

隆漁村顯見男孩多在遊戲場域習得潮州童謠，女孩在家裡習得搖籃曲的現象。本研

究中的女性報導人當年因兒時家中經濟皆不好，需要協助家裡養鴨和養豬，村民形

容早期他們仍像活在「物物交換」的純樸時空，其生活中不常看見實際的金錢交易，

村民賴以維生的養豬或養鴨業，主要是用作憑證或抵押，到雜貨行換取一家人日常

所需的糧食。懂事以後，縱使只是個學生協助家裡勞動工作是無可厚非的事，以增

加收入，因此村中的孩童每天身上都肩負著一堆工作，女童更是。今天，村裡的女

童並不會受此刻板框架影響，家境普遍都過得去，男男女女皆有機會受教育，甚少

要在年紀幼小時被要求分擔家計犧牲學習或玩樂，和早期每戶家庭幾乎會生很多小

孩，每個孩童亦是家庭的勞動者的經濟狀況有大大的不同。 

  就雙武隆漁村的搖籃曲採集之觀察，該村的搖籃曲的確從創村時期的「唪呀唪，

唪金公」走向 1980 年代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

                                                      
138

 王秀杏，B-2013020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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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再到 1990 年代的流行曲，而搖籃在時代的需求下也慢慢改革，從沙籠布變

成更透氣的網織搖籃布，橫桿的板子變成鐵，還設計了兩個掛勾，能更牢固的把布

繫緊，避免小孩睡醒翻坐起來跌倒，千禧年開始更有不少人把先進的電子搖籃帶進

家中，《唪呀唪》或《擁呀擁》等搖籃曲在現代化與流行文化腳步的追趕下在村裡

消逝。 

 

  小結： 

 

  立基於本研究在前面對「各時期移民海外的潮州人，對祖先文化都有強烈的認

同感，他們無論移居到哪個國家或地區，都會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具有潮汕地方

特色的語言文化、信仰文化、戲劇與音樂文化、教育文化等，一同帶到海外，並加

以傳承、傳播、延伸和發展」的了解，透過對雙武隆漁村不同年齡報導人其過去日

常生活中與潮州童謠互動的考察，我深刻體驗到不同時期潮州人對民族文化價值的

認同與堅持在環境變遷的影響下會出現差異，而村民對於潮州童謠吟唱文化的認同

與選擇，會受制於不同時代文化背景與環境資源的多寡，潮州童謠在環境越是貧乏

有越被需要的現象。在 1940 年至 1970 年期間，雙武隆漁村村內文化活動之傳承展

現的是華人移民社會早期依附文化母體的原生態雛型，吟唱潮州童謠的文化傳統之

保留，早期便受到自潮汕南來婦女其在家鄉自身生成的經驗，對村內孩童傳唱所致。

他們的經驗讓我看見早期的潮州人如何應用祖輩留給他們的文化遺產，在日常生活

中把玩潮州童謠，借它的多元與豐富滿足漁村孩童稚幼的心田、打開他們的視野、

活絡村裡許多家庭親子間的氛圍，及促進村中長輩與孩童的親密互動的功能。 

從報導人敘述其把玩潮州童謠的經驗會中也看見，潮州童謠對 1940 年至 1970

年的孩童而言，是一個自然存在生活元素，村裡處處有童謠，它們可以透過自己的

母親吟唱而學習，也可以經由與村裡的大人互動輸入大腦，也可以在和同伴玩時彼

此娛樂，最神奇的是它有治療的作用，村民對它深信不疑。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原以為潮州童謠的吟唱文化在雙武隆漁村會因具社會實用價值，而被村民需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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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但經探究其在雙武隆漁村傳承的面貌之後卻發現，潮州童謠本來在雙武

隆漁村所擁有的穩固文化地位，也難以抵抗社會環境變遷、流行文化的輸入與衝擊

而產生質變，已然已然消逝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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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潮州童謠文化的傳承與消逝 

 

文化，不是人類自然的遺傳，它得經學習而來，且會隨著時間的堆疊累積浩

繁；如果沒有人世代守護或傳承，這些文化傳統將永遠消失。而文化的存在與消逝

非必然定律，環境中的各種因素會左右其命運。潮州童謠文化被帶到雙武隆漁村後，

基於生活的需要世代傳承，但也因應著環境變化，在科技文明的衝擊下逐漸消逝。

1940年至1970年間，潮州童謠因為大光燈和搖籃的存在被廣泛吟唱；2012年6 月17

日之後，村民因為陳氏家庭的《外婆的歌謠》再度勾起過去的記憶，共同回憶過去

那些朗朗上口的潮州童謠。本章分三節書寫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的「傳承」與「消

逝」，第一節從物件延伸潮州童謠生命的文化現象，闡釋它們的存在對該漁村吟唱

文化的影響；第二節重新爬梳報導人提供的潮州童謠，探究童謠的內在意涵及對村

民的意義，洞悉其因歷經長時間的文化融合與潮汕原鄉之不同。最後，則討論大馬

地區「講華語運動」及華文教育的文化勢力對雙武隆漁村潮州童謠消逝的影響。 

 

第一節 大光燈、搖籃與《外婆的歌謠》 

 

  雙武隆漁村村民在回憶童年時期學習的潮州童謠時，常會自然連結起大光燈、

搖籃及陳氏家庭的《外婆的歌謠》一書，何以它們與該村的村民互動頻密？其中連

結為何？ 

 

一、大光燈 

 

  大光燈對雙武隆漁村的人而言是早期既 1940年至1970年中後期重要的生活工

具，見證了這個漁村從一個無人居住的荒蕪，發展到如今住著百戶人家的熱鬧。燈

之演變，在雙武隆漁村走過三個階段歷程，創村時期的油燈、因經濟改善買來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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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發電，及最後來的通過申請獲得政府配給的自來電源階段。透過不同年齡報導

人的敘述，此歷程除了同時展演一個荒漠小村如何連結外界，步步擴展的現代化的

過程。正好也為本研究重構一段過去人類生活在現代化演變的過程中，如何在有限

的環境資源裡藉由不同的物件找到應對生活的策略與方法。 

  在 1970 年代初期，馬來西亞許多華人村落也和雙武隆漁村一樣，因為地理位

置的因素無法獲得政府配給電源，所以「大光燈」可說是馬來西亞早期各個偏遠村

落象徵社群的重要物件。不同的是，大光燈在雙武隆漁村，除了是夜間輔助照明的

燈具外，村民還因為它的出現有了更多的生活娛樂。對於大光燈的形容，村裡的人

把它說得既剛亦柔，說它給予了人們生活上的方便，讓部份大人能繼續白天的工作，

也認為它是讓孩子有機會在晚間仰賴著燈光有更多時間聽媽媽唱童謠、講故事守護

者（天使），母親溫柔的姿態在燈光下被清楚看見，填補孩子忙碌一天無法感受的

呵護。據報導人敘述，50、60 年代的漁村生活沒水、沒電、沒電視，吃過飯後休

息的夜晚，村民都得自找娛樂，小孩最大的娛樂就是聽老人聊天說故事或唱歌。在

報導人林瑞玉的家裡，每次大光燈亮起時，她的媽媽陳林惠嬌就會把他們兄弟姐妹

都叫過去，然後開始唱潮州歌仔或講故事，139我的家是這樣，在外婆家也如此。想

起大光燈就會連結潮州童謠，哼著潮州童謠也會連結大光燈，關係形影不離。對陳

氏家庭 11 個兄弟姐妹來說，他們在童年時期最期待母親工餘之時吟唱潮州童謠和

講故事的時段，皆有著大光燈身影的陪伴。 

  燈光延長了人們活動的時間，也增長了村裡傳唱童謠的機會。由此看來，童謠

在當時的人們家中著實扮演著促進親子關係的角色。如此情景，和我成長的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家家戶戶有電視情況有顯著差異。當時候的我們，雖不至於因為

有了電視晚上都躲在家裡不出門，傍晚時分仍會出來走動，漁村也依然熱絡，許多

人會騎著摩多車在村裡逛，有的載著老婆與小孩，有的約了朋友騎到橋尾坐著吹海

風，140有的會散步到學校的草場運動或打球，更有不少小朋友或婦女會到鄰居家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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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仔，潮州籍長輩多將潮州童謠稱作歌仔。 

140
 位於村內停泊漁船的河口，橋尾指的是最靠近河口的地方，從該處看出去，可以望向大海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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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子，或在門前一起做遊戲。不同的是，老人家聚集一起唱潮州童謠、講故事的場

景一去不返。每個晚上，村民靠著大光燈及油燈繼續夜間的生活，這經驗和所使用

的燈具選擇與潮汕原鄉原來一樣，我在隨家人前往曾祖父的中國原鄉廣東省澄海縣

金砂鄉壩頭時，也在爺爺孫炎猛兒時住的房子倉庫發現大光燈，詢問原鄉親戚為何

有這？怎麽操作時？她所陳述的情景和雙武隆漁村村民向我報導的歷史情境完全

契合。美國人類學家馬 Bronislaw Malinowsk(1884-1942）說過，文化是一套承繼而

來的器物、財貨、技術程式、想法、習慣和價值。英國社會學家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也指出一般文化有三大特點，其中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或一

個群體的特殊生活方式（引自高宣揚，2002：76-78）。作為一位研究者觀察過去的

生活經驗，這些從文獻中得知以舊經驗延續在異地生活之需要，展現的是移民社會

的特質，此特質除了會在食物移動的歷史上如是呈獻，也能在文化遺產的傳承找到，

因此我相信生活物件之應用也如此。 

  大光燈（圖 5-1），燈高一尺半，半尺寬，提起來約 2 公斤重，比一般小油燈（圖

5-1）要亮、要大幾倍，能照亮比較廣的範圍，早期的村民一般將大光燈掛在客廳

或走廊，小油燈則掛在範圍較小的房間或飯廳、廁所。大光燈有點貴，當年非一般

人家所能擁有，環境較好過者才有能力購買，它不好點，力氣不足的孩童會使不上

力，很難把它點著，但父母有時工作忙碌，沒有空之下有時候還是會把這事交付給

小孩處理。在工作上，只要不是還要抱在手上的小孩，父母會以成人的嚴格來要求

他們。顯然如此的環境條件讓這些傳統漁村的孩童從小練就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與

韌性，於此點燈一事，捲起袖子用上火水、臭土，141然后像為籃球充氣那樣用力擠

壓把空氣打入，點燃燈芯，火紅地燒起一室通明。 

                                                                                                                                                            

個島嶼，其中有一個名為九嶼島（pulau sembilan）如今（2016 年）被開發為旅遊區，供遊客露營

及觀看藍眼淚。 
141

 火水：媒油。臭土：一種可以燃火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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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大光燈(左) 和小油燈(右)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3 年 2 月 6 日 

 

  對雙武隆漁村村民來說，大光燈因為照明幅度較遠故在日常使用，但在 1960

年代末期村民孫炎猛一家及合記開始經營機器發電，大光燈就慢慢被停用。當時，

這兩家經營機器發電的單位依賴接駁電線把電源分租到需要的訂戶家裡，村民們依

家庭經濟能力慢慢轉向選用更方便但要付費的便利電源。當時一盞日光燈月租馬幣

8 令吉，承租越多盞燈，月租電費便越貴，以此類推。每個晚上，約莫 7 點，天色

暗下時，孫炎猛家發電的機器就會發動，直至晚上十一點左右停機。機器發電機使

用柴油，基於費用及技術的限制，一開始村民僅承租電燈照明，並不包括耗電量較

大的電風扇，在常年如夏的大馬村落仍有不少人手拿扇子在手中搖晃，或常常到外

戶外納涼、聊天，雙武隆漁村也不例外。數年後，村裡許多家庭經濟稍好，負擔得

起發電機，進而購買，我的成長時期每每村裡停電，村民都會發動自家的發電機，

轟隆轟隆，全村盡是柴油味，大光燈因此慢慢自村民的生活中離場。 

    基於沒有電源，村裡也沒人有冰箱，因此漁村的村民家裡都有個菜櫥，儲存不

易壞的乾糧及食材，潮州人的午餐喜歡吃白粥，煎個鹹魚、配個橄欖或鹹蛋就是一

餐。因應生活上的資源限制，他們也研發一些醃製品如豆瓣醬、鹹蝦、鹹蛤、鹹魚

等，或買來可以耐放的鹹菜、鹹橄欖、鹹蛋等等。該時期的雙武隆漁村對外交通僅

能靠船，去哪裡都得算好時間，算好風向，遇上晚上回航，還要看星、看月、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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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這些知識與經驗，也是漁夫們的代代相傳。村民在橋頭的河口掛了盞燈，它是

出海捕魚的漁民晚上用來辨識回家港口的指示燈，現在用的是一顆可發射強光的燈

泡，漁民靠著它的光找到回家的路，只是它的外形不像燈塔，村民也不如此稱呼它。

在還沒有自來電源以前，這盞高掛的燈只是油燈，早期的村民每個晚上會輪流顧著，

後來村民共同雇用一個人守夜看顧，定時為它加油，滅了再將它點亮，好讓晚上捕

漁人家安心回航。 

  羅文和先生在 1970 年末至 1988 年期擔任該村中山小學校長，他在整理學校歷

史時便記錄了 1978 年村內的電源供應在第三個馬來西亞發展計劃下，經鄉村委員

會的努力不懈向政府申請獲得批准。142換句話說，在此之前，這個漁村一直維持著

「日出而做，日入而息」的傳統生活步調，在那個還沒有便利電源與照明的純樸年

代，晚間的漁村，家家戶戶頂多只是點起一盞盞油燈，把剩下的瑣碎工作完成便準

備休息，直到後來有政府電源輸入的便利，改善人們的生活後，如夜間照明、食物

儲藏、電視娛樂等等，村民的生活步調與習慣也隨之變化。當時村裡的小學聘了一

些外來的老師，他們在政府電源來之前進村，生活上種種的不便利讓他們特別不習

慣，如煮食、洗衣用雨水，半夜要上廁所要摸黑，因交通不便造成入村需要耗掉一

整天的時間，導致那個年代並不容易聘到老師。1976 年雙武隆漁村獲得政府配給

的自來水服務，但當時因為安裝及水壓等技術問題，水的供應特別的不穩定，村民

在生活上依舊從儲存雨水未食用。我的小學老師在 1985 年及 1986 年在中山華小任

教期間，每週都要回檳城一次，143在村裡走動，你會看到每戶人家房子的前後可接

水糟的地方都有好幾個大大小小不同的洋灰水池或鐵桶，這些都是用來儲備的日常

雨水，只要下雨，雨水便從屋頂往下流，他們在屋簷下設計了一個洋灰水池（圖

5-2），把水往下集中。南洋地方屬熱帶氣候，常年雨水豐沛，自行儲水並不太困難，

只是水質的衛生與安全沒經過處理不甚理想。1960 年代以前雙武隆漁村裡很多房

子都是亞答屋，因此收集來的雨水多半帶著沾染亞答葉的紅色，需經一段時間沉澱

                                                      
142

 鄉村治安及發展委員會（Jawatankuasa Keselamatan&Kemajuan Kampung）簡稱：村委會／JKKK。 

143
 馬來西亞北部的歷史之都，舊稱檳榔嶼，距離雙武隆漁村約 27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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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清徹。在許多報導人的記憶裡，他們的孩童時期，便試過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因為

口渴，在經過別人家門前的大水池用手扚起兩口雨水來喝，池子裡的水多半紅彤彤，

有些人還曾一個沒注意，看不見池裡的死老鼠，喝下幾口「帶味」的水。所幸，事

過境遷，現在的他們仍然活得好好，唯忘不了把這事當笑話來說，甚至嘲諷現在的

黑心食物比老鼠還要毒。144
  

圖 5-2 洋灰水池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3 年 2 月 1 日 

 

  資源貧乏是該村在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時期的整體樣貌，但生活苦歸苦，人

們還是硬著頭皮走下去，沒有電，就點燈，沒有水，就收集雨水。那時代的孩子，

童年時期晚上沒太多事可做，整個村黑壓壓一片，捉迷藏的遊戲每天玩也會膩，有

燈就能做遊戲或聽故事。他們坦言當年其實特別期待電源的便利能為他們的生活帶

來更多新鮮玩意，所以在申請到電源的這件事上，明顯使他們開心的是有電視看，

有電風扇吹，有電冰箱可以儲藏新鮮食物，不用再只吃醃製品。對於燈與電源的想

像，其情景和我的童年不同，他們期待大光燈能讓晚上變長，多做一些事，更期待

便利電源的發展可以加快，讓他們可更早享受文明科技；而我和兒時玩伴在 80 年

代的童年時期則期待一年之內能有多幾個停電的晚上，不必寫作業，可以成群結隊

在村裡玩捉迷藏。華人自古重視教育，教育期待雖隨著時代變遷而不同，但人們仍

舊相信讀書能讓身價翻轉，使家族向上流動的契機。農工時代的孩子因為沒機會唸

                                                      
144

 王鎮賢，B-20130217：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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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因此對學習抱持渴求的態度。現在的孩子不同，課業太多，玩樂太少，能不學

習就不學習。隨著電源的配給，電視機慢慢被帶入該漁村，晚間本由老長輩或媽媽

講故事、唱歌謠的活動，被更引人入勝的電視節目取代。 

  電視進入漁村，初階段並不普遍化，非家家戶戶擁有，阿輝家算是村裡第一戶

擁有電視機的人家，在晚上他家有時會播電影，看的有《小李飛刀》的武俠片，想

看的村民只要拿著小椅子到他家門前看就可以了，至於收不收費，已沒人能清楚記

得。145
 

  阿輝家有電視是村裡的大事，村民在工餘之後，常常還會相約在特定時間一起

到有電視的店裡或村民家中看電視，有時則會花個小錢買點娛樂。1980 年代中期

電視普及化後，在休閒形態上，講故事變成看影集，聽歌謠變成看節目，該漁村村

民的休閒方式才開始有集體性從戶外走向室內的轉移現象，將心思轉向那個充滿新

鮮感的映畫世界，雖然此外來文化刺激的影響對第二代村民不大，他們仍喜歡到店

裡找人聊天或在外走動，但隨著節目的多元及越來越精彩，它卻成功吸引第三代及

第四代村民的普遍熱愛。 

  一個原來儲存大量潮州童謠的環境，數十年來要不是部份村民的興趣，才能保

留這種沒有文字記錄的歌謠。自電源來了之後，大光燈被收了起來，人們已經無法

看見 50 年前的街景：阿嬤們出來散步唱歌唸謠、孩子們玩在一起遊戲唱童謠，吃

過飯後，媽媽們會在家對著孩子唱，或跟妯娌幾人一起唸唱作樂的氛圍。就報導人

敘述的情境看來，當年他們完全是在一個自在吸收、愉悅的環境中跟親人及村民習

得潮州童謠，如今環境不見了，村民也失去了這種彼此交流學習的機會。雖然，多

位村民在報導電源演變的過程中，並沒特別提及潮州童謠是否也伴隨著大光燈而離

場一事，僅就電源的資源發展來看，電視的進入及普及化實際改變了人們的休閒模

式，透過報導人的敘述，研究者對照兩代經驗，從中推測童謠文化之消逝，其中原

因與環境變遷下的流行文化的興趣及傳播不無關係。基於此，過程中所採集的童謠

並不特別影射燈或與燈有關，所以本節僅書寫因應這盞大光燈的出現，它對 1940

                                                      
145

 高啟祥，B-20130216：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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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970 年代村民帶來更多吟唱文化娛樂的情景。 

 

二、搖籃 

 

  在邀村裡的女性報導人回憶兒時學習潮州童謠時，常被提起的便是「搖籃」。「搖

籃」此一物件，意旨可搖動的嬰兒臥具，它靠著有節奏地左右搖擺，使嬰兒搖搖入

睡，是強褓中寶寶的安慰。東南亞國家終年如夏，隨處可見搖籃，這些報導人口述

中的搖籃不同於台灣人所認知的形狀，略似籃子，多用木、竹、柳條等製作的搖籃，

而是一個用繩索或彈潢懸掛於房梁或横木杆上，並用一條沙籠布完全裹著小孩的臥

具，有人看了稱它為吊床，東南亞國家特別多，在馬來西亞使用它的人不分種族。

這是她們到了南洋以後，因地發展及傳承給下一代的帶小孩工具。 

  雙武隆漁村使用的搖籃，和燈飾一樣，也有不分年代。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左右，村裡一般家庭使用的搖籃是靠先賢從生活中發展出來的樣貌，村民就生

活中可以取得的資源，如紗籠花布、一根硬堅的木板及一輪胎內胎做成的 1950 年

代搖籃（圖 5-4）。那個該年代最好的搖籃，人們用一根板撐開一塊紗籠布，撐起來

剛好可以容納一個嬰兒，然後搭著一條輪胎的內胎，把它套在紗籠布並將它繫在屋

樑上，作為鬆緊帶上下拉扯或搖擺，讓嬰兒在有節奏的搖擺中入睡。這是依報導人

陳秀葉的口述的形態畫出的這簡陋搖籃，這構圖讓人一心覺得掛不住，但在把成品

圖交給陳秀葉和村裡較為年長的婦人看時，她們卻斬釘截鐵地認定便是如此。這個

搖籃可說是名符其實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中發展出來的物件。當初許多婦女為了讓嬰

兒可以睡得沉，然后能夠好好的工作，而想出的這個方法。在生活中找用具，想到

用木板撐開，把布固定，然後把它掛在牢固的樑上，但至於真正是誰發展這種樣式

的搖籃則不可考，因為她們只想起這也是村裡的老婦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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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950 年代搖籃及撐起搖籃紗籠布之木板 

資料來源：陳秀葉口述、陳寶川繪圖 

 

漸漸的，有些村民會自己釘搖籃，發展不同的样式，有些人會先把板子鋸成條

釘出了長方櫃架，然後把紗籠布換成較有涼感的軟漁網或花式布，並把漁網固定在

架上，架子的四個角落綁好繩子讓它可以繫上彈簧整個吊起。最後，按自己想要的

長度把搖籃掛在樑上（圖 5-3）。那些漁網孔較小，漁民一般用它來捕捉小魚干，因

為質地柔軟不容易刮傷嬰兒所以被用上，像這樣的搖籃並不是每個村民都喜歡，他

們覺得長櫃架很佔位子，要拆除或移動皆不容易，所以有些人仍然以一般村民常用

的搖籃為選擇，只是隨著社會的進步，這搖籃的配件也隨之進化，木板換成鐵質或

不鏽鋼材質，架子兩方的勾也作了改良，更能牢固搖籃的紗籠布（圖 5-4），我見過

雙武隆漁村村外的馬來婦女仍然使用紗籠布，但該村比較年輕的媽媽們多半表示比

較喜歡選擇材質較涼的網狀的搖籃布套，而這布套在百貨公司就可以買得到，已無

需還要自己加工把網子縫補成套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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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村民自製嬰幼兒搖籃（左）及搖籃的網布（右） 

資料來源：雙武隆漁村王俊雄提供及研究者拍攝 2014 年 5 月 9 日 

 

  村裡曾經短暫出現過電子搖籃，婦女們特別瘋靡，因為有了它，搖嬰兒睡覺這

件事就省事許多，只要把機器打開，人不用一直在那裡守著，嬰兒也能享受在搖曳

的感覺中入覺。電子搖籃的設計與樣式原則上與第一代的紗籠布搖籃一樣，不同的

只是繫著搖籃的彈簧的部份多了一個小馬達，插上電源之後，搖籃自然會作上上下

下的搖動，完全不依賴人力，有些厰家配件更多樣一點，還會給它配上音樂，就在

機器置一些讓嬰兒靜下來的音樂。在村裡發現，新一代的媽媽在搖籃的選擇上，不

一定選擇電子搖籃，有部份反映電子搖籃的小機器有時沒有收好，比較大的孩童在

搖籃旁遊戲時，很容易被撞跌，她們深怕會砸到小孩，所以選擇不用，反而使用較

為傳統的搖籃。在雙武隆漁村一些有孩童的家庭使用的搖籃，在搖動搖籃的當下，

嬰兒的母親或照顧者會輕輕哼著歌謠，過程中有時緊盯著紗籠裡的小孩，有時跟他

稍微玩樂或者對話，有時則叮囑幼嬰趕快睡覺，好讓她能快快去做其他家事。對雙

武隆漁村裡女性來說，「搖籃」是她們從回憶裡擷取與潮州童謠最頻密的連結。在

村裡，女性一直被嵌在傳統的社會期待中，她們得在生活上負責大量的照養工作，

報導人陳瑞玉透露，當時幸好有童謠的陪伴，生活不至於苦悶。當年這些村裡的女

孩，從小就得分擔家事，照顧小孩便是其中重要工作之一，他們就是在協助母親帶

弟妹的時候，模仿母親給搖籃裡的嬰兒吟唱搖籃曲，但有些人因為母親不唱所以也

就不唱。 

  在搖籃曲的部份，搖籃的演變不一定會帶來直接相關的影響，除了會播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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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搖籃可能帶來影響。據我在村裡觀察整理，新時代不唱潮州搖籃曲的主要原因

應該是該村在對外交通便利之後，越來越多村民到外求學及工作，因自由戀愛結婚

的對象也不一定是潮州人，不像過去下南洋時期村民，媒人總給他們介紹同籍貫的

潮州女子。非潮州女孩，不唱潮州童謠，在所難免，這被喻為母謠的搖籃曲，跟隨

的也自然是母親的語言搖籃曲，所以給孩子唱的搖籃曲自然就不再是潮州童謠。在

村裡，在與這些非潮州籍的新媳婦互動時，為了不勉強她們學習方言的辛苦，這些

會講華語第二及第三代的村民，多會以華語來遷就，以華言作為溝通語言。近年因

村裡的老長輩陸陸續續離逝，我在雙武隆漁村更明顯察覺能與我談潮州童謠的人越

來越少，而實際聽見越來越多的搖籃曲不再是熟悉的《唪呀唪》，而是新時代婦女

在哄小朋友睡覺時會唱的是流行曲，或直接播放光碟片的兒歌。如此現象，不禁讓

人擔憂原已勢弱且被隱藏在雙武隆漁村的潮州童謠將消失得更快。 

 

三、《外婆的歌謠》小冊子 

  除了大光燈及搖籃之外，在談及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如何傳唱時，常常被提

起的物件還有陳林惠嬌的《外婆的歌謠》小冊子。這是我在進入田野工作時期務必

帶上的「工具書」，它的出現常常能引起雙武隆漁村報導人的共鳴，讓報導人連結

更多童年記憶，重新勾勒距今 50、60 年前的吟唱潮州童謠的溫馨場景，讓我得以

觸摸一個純樸漁村的社會生活，拼湊一部勞動階層的漁民早期娛樂的史證。《外婆

的歌謠》之印刷，使村裡消逝數十年的潮州童謠重新被看見，部份報導人在我提及

潮州童謠時，無不舉例《外婆的歌謠》裡的記錄。146該經驗讓我看見文化經學習而

來，且會經時間堆疊累積浩繁，它不是人類遺傳構造特殊內容的某種呈現，所以會

有一種世世代代不斷地被繼承和創造的結果。潮州童謠在這樣的環境結構下，不同

階段所展現的便是一種流動與變化的姿態。經多次與村民互動的經驗發現，《外婆

的歌謠》裡的潮州歌謠常常讓我在田野工作進行時有一個抛磚引玉的好開頭，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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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梅英，B-20150313、陳蘭香，B-20150313、王松賢，B-20130206、王碧琴，B-20130205、王

秀杏，B-201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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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協助我帶領報導人產生和該主題相關的更多連結，也在訪談話題快要停頓的時候，

得以開展讓話題繼續往下延伸的最好材料。 

  《外婆的歌謠》來自報導人陳瑞玉記錄自童年時期至母親過逝前吟唱的潮州童

謠，當初會這麽做主要是因為她特別喜歡母親為他們吟唱潮州童謠，在女兒的協助

下整理的成果。她用小本子記錄著媽媽陳林惠嬌唸唱的潮州童謠，那練習本（圖

5-5）早已泛黃，拿起來還容易脫落。潮州方言多古字，陳瑞玉並不曉得如何翻查

潮州字典，所以僅以音譯及自己想像的替代字拼寫、記錄著母親的潮州童謠。曉得

潮州話方言者，用猜的看著唸大概可以唸唱一些，只是意思必需靠陳瑞玉再進一步

解說。那練習本子是學生時代寫作業用的單線本，舊得會隨時脫落，所以要小心護

著。多年來，陳瑞玉特別小心保護它，尤其在大掃除時還要防一個不小心被孩子們

當廢物丟了，所以用塑膠袋包了幾層。該習慣大概是陳瑞玉年幼時看著長輩這麽做

而學來的，我因此也聯想她和村裡一些年長婦女一樣，當年她們遠渡重洋，對貴重

物品特別保護，總要把它用布巾或手帕包得好好，貼身藏著，後來住在海邊害怕錢

掉到水裡被浸濕，常會用手帕包好，多年後就算離海而居，仍改不了此習慣。 

 

 

圖 5-5  練習本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3 年 1 月 31 日 

 

  《外婆的歌謠》記錄了約 29 首潮州童謠，對陳氏家庭來說，它像是陳林惠嬌

當年育兒時期的歌謠寶典，想在不同情境以歌代話時隨時可以用上，計有遊戲童謠、

有勸世類、有生活類、有敘事類等。舉例而言，陳林惠嬌若想安慰因為抽筋腳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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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童，就會唱「腳痹痹 1，挽草來搭鼻 2；鼻安安，牽牛來上山；山危下 3，鱉母

罵鱉父；鱉父煮薏米，鱉母磨豆扇；一碗分阿三４，一碗分阿四，吃了腳未痹。」，

147這童謠來回吟唱 1 分鐘，唱完後時間過了麻痹的自然抒解，孩子以為這是魔法，

每每雙腳麻痹就會哼唱；給孩子分發東西或禮物，不想厚此薄彼，那就用「點燈點

某，胡須吊狗，沙蝦放屁，第沉隆冬喳！」抽籤的方式讓大小兄弟覺得公平，歌詞

沒有意思，但特別押韻，總覺得從點燈點某唸到第沉隆冬喳，像敲完一首熱鬧的鼓

樂，很歡樂；想帶孩子認識命理，這首《指紋歌》打開孩童的世界「一螺坐科科 1，

二螺走腳皮 2，三螺無米煮，四螺無米炊，五螺五田庄，六螺操心腸，七螺七役役，

八螺做乞食 3，九螺九安安 4，十螺會做官」。148據說看十個手指上的「螺」有多少

個，就可以推測這個人的命運如何，告訴他們命運大不同，無需羡慕他人，老天自

有安排。不同情境用不同的童謠投射，對幼小的孩童而言，如此學習充滿樂趣，實

為詼諧遊戲之說。在陳氏家庭裡，《外婆的歌謠》也是第三代孫子們的參考書，一

本可以更親近，甚至進入阿嬷或外婆陳林惠嬌音樂世界的工具書。這些第三代子孫

便多次在陳林惠嬌臥病期間試著吟唱把玩，逗陳林惠嬌開心。 

  作為幫助報導人勾勒童年片段的回憶，《外婆的歌謠》激勵了他們加快連結過

去吟唱的潮州童謠，據說在陳林惠嬌往生的儀式上，拿到該小冊子的雙武隆漁村的

村民私下不停地討論這些潮州童謠，那一天也成了另一個集體回憶之夜。比較有趣

的是，在《外婆的歌謠》印製出來以後，被村裡許多的人當作「歌冊」來參考，在

平日的隨興吟唱時，一旦忘記便會提醒自己回頭查閱。陳林惠嬌的先生是陳木輝，

村裡的人多半會稱她為「輝嬸」。報導人王秀杏在訪談中便主動提起輝嬸和《外婆

的歌謠》，在為我提供童謠時唱一唱忘了，便笑說要回去查閱這本「歌冊」。在和王

                                                      
147

 註釋：1.腳：訓讀為（ka
１
），本字「骹」。2.挽草：拔草。挽，拉。搭：貼。3.危下（guin

１(7）
gê

6
）：

高低。危：高，下：低、矮。4.分(bung
1
)：給。 

148
 註釋：1.螺：手指頭上作「螺」旋狀的指紋。科（kuê

1
）：端坐不動的樣子；《廣韵》平聲灰韵：「科，

坐貌」，都回切。2.走腳皮：指忙於奔走。3.乞（keg
4
）食：指乞丐。4.安安（uan

1
）：指生活比較安

定。5.會：白讀為（o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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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杏談起自己童年時期的遊戲童謠《新孟光》時，我對著她唱，試圖尋找它的歷史

脈絡，便出現了這樣的對話。 

 

訪：你記不記得雙武隆漁村以前小孩都在玩一種遊戲，唱一首新孟光波羅菜？ 

受：怎麽說？哪有新孟光？新孟光波羅菜……哪有這首，火金姑是不

是？ 

訪：怎麽唱？ 

受：火金姑火夜夜，請阿姐來吃茶，茶燒燒……欸不記得了呵呵呵！ 

訪：走路買金蕉…… 

受：欸～不記得了啦！要看，我有阿輝嬸那本書，我會唱。輝嬸本書放

哪裡？輝嬸那本書有很多，我要去拿那本書來看，那歌很多你現在

叫我想，我想不出，有時沒事來想想，以前的歌很多啦。149
  

 

  《新孟光》這首遊戲童謠沒被收錄在《外婆的歌謠》裡，但它卻是 1970 年末

至 1990 年代初期村裡孩子特別受歡迎的童年遊戲。當時期的村裡傍晚普遍熱鬧，

盡是孩童玩樂的嬉笑聲，其中之一便是一邊唸唱《新孟光》這首遊戲童謠，一邊玩

鬼捉人的遊戲。王秀杏對該童謠沒特別印象，一直以為自己是否錯過某個美好時刻，

想要回去翻書找答案，對她來說，《外婆的歌謠》猶如活字典，不過唱歌需要聽眾，

王秀杏不會像從前的阿嬤一樣在村裡唱歌，就算唱歌也甚少選擇方言童謠，生了小

孩之後為他們選唱的搖籃曲，多半也是以華語來唱的流行歌曲或民謠，如《媽媽好》、

《鳯陽花鼓》。150
 

  為孫子改唱其他語言童謠或搖籃曲的經驗，在雙武隆漁村還能找到其他例子，

報導人王碧琴在分享自己的吟唱搖籃曲時，也說出了她在當了阿嬤之後也不再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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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杏，B-20130203：09:05。 

150
 王秀杏，B-20130203：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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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童謠的現實，151她說得一口正統的潮州話，我在村裡拜訪她時，跟她一起住的

15 歲孫子正好就在沙發的一旁，對於阿嬤在唱的歌冊或潮州童謠，他完全沒有興

趣，自顧自的在一旁劃手機。此情景正好反映出童謠在家庭的地位從高轉低之演變

的情景。王碧琴和潮州童謠的連結也發生在兒時常聽不識字媽媽的唸唱，和我所採

集的田野資料一模一樣，都是在一個沒有電視的時代，許多南來的母親在閒來無事

的晚上給孩子唱歌的畫面。 

  王碧琴在童年時期聽過不少潮州童謠，除了媽媽會給她唱之外，另一個最大來

源便是當年她在村裡玩樂時聽到謝佛阿嬤給孩童唱的，她說自己沒聽過陳林惠嬌唱，

但《外婆的歌謠》確實記錄了她童年時期多在唸唱的童謠。王碧琴在出席陳林惠嬌

的喪禮時，取得《外婆的歌謠》，因此之後偶爾會看著它哼唱兩句，打發時間。不

過，在潮州童謠和潮州歌冊之間，王碧琴更鍾情於後者，因為潮州歌冊唱起來就像

一部戲，比較能滿足她那愛看戲、愛聽故事的慾望。在向我報導關於她的童謠記事

時，王碧琴隨手拿起放在電視機座旁顯眼處的歌冊，立即為我獻唱幾句。那本歌冊

很舊、很破，用力翻閱便會掉落，被放在明顯的地方，想必已成王碧琴日常會翻閱

的讀物。那一天，她為我選唱幾節關於一個叛逆兒子搶了父親家產，然後在父母追

問時，親手把他們殺了的故事。故事的最後是醒世，勸人孝順，從小她的母親便用

這些她所知道的知識教育他們兄弟姐妹。「故事」被任何時代的人們所需要，王碧

琴生活在沒有電視的年代，有他們看故事與聽故事的方式。她受母親影響愛看潮劇，

唱起歌冊也特別有戲味。從該時代照見，不論生活有多困頓艱苦，幾乎很多孩子皆

在母親乳水與歌聲的撫慰中成長茁壯。在 1940 年代時期，王碧琴的二哥常常會為

她愛看潮劇的母親唱歌冊，當時也吸引了喜歡聽戲的她在一旁，且聽得津津有味。

母親不識字，只能為他們兄弟幾人唱潮州童謠，面對自己特別喜歡的歌冊，唯有寄

望識字的兒子幫忙，晚上閒來無事時為她唸幾節，像看連續劇那樣。此習慣深植王

碧琴的整個生命，最後更把聽潮州童謠、唱潮州歌冊當作生活娛樂，縱使現在老來

也持續此習慣，閒來無事自己在家唱上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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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碧琴，B-20130205: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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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王碧琴已隨著孫子搬到城市定居，城市生活不同漁村，行動沒那麽

自由，去哪兒都得要孫子們載送。那一年，我去城裡探望她，和她聊聊生活，她說

在城裡的娛樂多半陪著子孫們一起在家看電視或到處走走，常常會想念在村裡的自

由，所幸她把《外婆的歌謠》及歌冊帶著，在城裡王碧琴只要想唱，隨時還是可以

拿出來唱一下，給自己一點娛樂。 

  大光燈、搖籃和《外婆的歌謠》三種物件與潮州童謠互相牽引的關係，對本研

究來說展演的是潮州童謠「過去」與「未來」文化現象。具體而言，大光燈、搖籃

與潮州童謠的相互連結，讓報導人為我們勾勒一幅過去早期傳統社會家庭最可貴的

親子互動；而《外婆的歌謠》的出現重新激勵了雙武隆漁村村民再度關注潮州童謠，

使潮州童謠在未來的推廣的多了一些可能性。文化的存在與消逝非必然定律，潮州

童謠因為物件而被人憶起，「物件」作為吟唱潮州文化的承載物，在不同時代有其

存在的意義。 

第二節 潮州童謠的文化融合與意義 

 

  說唸童謠來自市井民眾的生活實踐，屬民間口傳文學，透過口頭傳播的渠道流

傳，創作與流傳往往具強烈的即興特徵。馬來西亞是一個多語國家，潮州童謠這種

文本自明代初期隨潮人南來，600 多年的歲月裡，在跨越時空距離傳播至此後，中

間產生何種變化？是否會受本土文化及馬來文化之影響？在傳承的過程中保留抑

或汰換是如何選擇？對雙武隆漁村不同年代報導人而言又有何意義？ 

  每每談及潮州童謠價值及意義，報導人在不同的家庭環境、性別、經濟背景之

影響，因而出現褒貶不一的聲音。在該漁村並非每個人對這些已逐漸消逝的文化遺

產給予正面評價，大部份的雙武隆漁村村民仍會以那是「閒人」的玩意形容之，尤

其是早年在該村傳承潮州童謠之重要人物「謝佛阿嬤」，她的後代子孫如王盛丹等

人竟不特別注重潮州童謠，甚至也不願多談。每次在跟他談及潮州童謠時，他除了

表示不想多談，甚至還會「哎喲，留它下來有什麽用呢？那些是閒人的玩意又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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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你要問來做什麽？」打斷我的繼續發問。152
 

  雖然，多數人把潮州童謠形容為不值錢或是閒人的玩意，但仍有少部份人認同

它是潮州人的重要文化遺產。在村裡介於 60 幾至 70 歲左右的男性村民裡常有人覺

得當年沒特別把全首歌謠學起來特別遺憾，只是對於文化的消逝他們自覺自己也不

能做什麽，任它發展。在 2016 年的今天，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只是小部份的家

庭偶有吟唱，選唱的童謠也只限於在某一兩首而已，當代流行文化佔據人們生活的

大部份固然應是最大原因，但更甚還是因為村人對其歷史價值的無感而致命。因此

本研究期待把這些在村裡的收穫進步推廣給新一代村民，再現往日潮州童謠吟唱文

化的環境。 

  報導人王和城童年時期常在村裡串門子，跟著謝佛阿嬤習得一些潮州童謠。多

次跟他聊起曾經學過的潮州童謠，他總是一臉喜悅地回應，雖然他已無法完整記起

整首童謠，但他反複強調「要是以前早知道它那麽好，現在要想也想不到」，為自

己當年沒有好好的把潮州童謠學起來嘆氣了幾次，讓人印象深刻。好學的他，能理

解那些童謠裡要教的知識，知道它要傳達的訊息，期間他舉例《賭博歌》，說的也

就是一個人若是嗜賭，下場就是要「過番」做苦工。他覺得前人很優秀，六千年前

的文化至今還能用，許多話語裡的智慧到現在都還能用「六千年的文化到現在都還

能用，它為何不改變？我們說會變，其實是不會變的，我們自己在變而已，這些文

言」，對於它的流逝他也只能無奈。潮州童謠很難繼續傳承，王和城認為這是新一

代孩童已不會講潮州方言的關鍵因素。153
 

  除了王和城，另外認同潮州童謠的報導人便是王介英。他是雙武隆漁村的村民，

1948 年出生於該地，父親王華崇雖是個漁夫，家中兄弟姐妹雖多，但對於喜歡唸

書的孩子特別支持。王介英從小就愛唸書，從 1956 年入小學一直努力唸到新加坡

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來更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到馬來西亞大學選讀中文碩士，最後在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擔任講師。王介英是村裡早期受教育最高的人，多年前已搬離漁

                                                      
152

 王盛丹，B-20130215：01:01。 

153
 王和城，B-20130216：24:45-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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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至吉隆坡教書，目前已退下大學的教授工作，對於潮州童謠，他賦予那是「有文

化人家會做的事」的高尚評價。只是王介英無法為我提供潮州童謠，甚至一直笑說

自己的家沒有文化環境，10 歲以後，為了求學他選擇離家在外，甚少在村裡活動，

加上家中的母親也不吟唱，所以潮州童謠之傳唱可說止於家中沒有傳唱的環境。  

  整體而言，村裡年紀稍長的報導人無不強調這些童謠是早期婦女用以娛樂自己

的生活調劑品，覺得它們已不被時代的孩童所需要；年紀輕一點的報導人因為成長

時期村內已無婦女吟唱潮州童謠，因此對傳統的童謠感到陌生，除了有聽過一兩首

遊戲童謠及搖籃曲的情況下，一般很難察覺其存在與消失對他們的生命的影響，也

看不見潮州童謠在歷史上的價值，也難聯想它們在早期如何啟蒙傳統社會的孩子。 

  文獻上指出，潮州童謠是生活的反映，時代的產物，其創作帶有即時性的現實

目的，甚至強烈的時代烙印，具體提示了他們的社會結構，只是現代社會的文化結

構不同於往日，歌謠的內容與思想感情已難與當時的情景契合，人們也很難透過它

們來表述，所以一步步消逝在所難免。只是仍值得一提的是，潮州童謠質樸民間文

學是口頭文學，尤其它與書面記錄文本是迴然不同的文本，不像書面文本那樣，是

在空間展現、由文字編制的界限分明的文章，而是在時間中綿延、借聲音傳播的言

語，不是空間中存在的歷歷分明的定型物，而是時間中流逝不絕的語音流（劉宗迪，

2010：95）。歷史悠久的潮州童謠因為保留著大量的古漢語詞滙和音韵，固然對古

漢語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然本研究更關注的是吟唱母語童謠之文化應該被復育，因

為它除了對民族文化的重要歷史意義，在家庭結構已是核心化發展的當下，這個在

早期傳統農業社會發展出來的吟唱母語童謠的親密互動已離開社區、離開家庭太久

了，應該再回到社區、回到家庭，讓孩子除了跟自己的母親保持親近之外，同時也

跟身邊的整個社群互動。 

本研究在經過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之後，扣除重複及零散、吟唱不完整的記錄，

共蒐集 42 首潮州童謠。這些潮州童謠陪伴雙武隆漁村不同年齡層的報導人渡過

1940 年至 1970 年代時期美好的童年生活，也讓人看見這些潮州童謠裡的豐富內容，

如何帶領這些偏遠漁村孩童打開寬闊視野，走出漁村以外的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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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潮州歌謠的分類，前人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不同的論著和論文都有不同的

分類，基於所採集雙武隆漁村的潮州童謠豐富多樣，本研究選擇以該童謠主題之表

現方法和篇幅結構的不同未分類，期待能在孩童學習上提供不同面向的資訊，所展

現的內涵參考林朝虹、林倫倫編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分類內容，依序為生

活類、搖籃曲、遊戲歌、敘事類、滑稽類、儀式類、勸世類及過番歌 8 種。以下表

5-1 為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的潮州童謠分類表，依歌詞內容及教育意涵進行類別的

說明，最後並依其內容進一步分析及給該村村民帶來什麽教育效果，不過基於多首

童謠已在本章的第一節及第二節已作解析，如《搖籃曲》、《你知乜個直溜溜》、《新

孟光》、《腳痹痹》、《指紋歌》、《點燈點某》、《賭博歌》、《奇伯奇母》、《關阿姑》、《顛

倒歌》等，本節就不再逐一贅述，僅將重點放在其他未被分析的童謠上，及其類別

童謠在教育上的意義及功能的解釋。 

 

表 5-1 

雙武隆漁村採集之潮州童謠 

童謠種類 歌名 

生活類(12 首) 你知乜個直溜溜、腳痹痹、天頂一條雲 (2 個版本)、

白鷺絲(2 個版本)、小鳥仔、韭菜十二棵、洗浴歌、弟

丁丁、嘿囉嘿、做人媳婦的煩惱 

搖籃曲(6 首) 唪呀唪(4 個版本)、落雨落大大、挨呀挨 

遊戲類(5 首) 指紋歌、點燈點某、La li la tam pong、新孟光、

關阿姑 

滑稽類(6 首) 顛倒歌(2 版本)、飛機飛落海、門腳一叢梨、鬥邪

歌、紅毛人 

敘事類(9 首) 挨蘭伊胡、好戲梅來興、正月正(另名: 月令歌)、瞎子

求妻、黑雲介白雲、雨落落、火金姑、洩山洪、百屏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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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類 

  按周作人的解釋，生活歌謠指的主要是各種職業勞動的歌謠，以及表現社會生

活、家庭生活的歌謠。在潮汕反映生活的歌謠還有對國家大事的創作之描繪，出現

在潮汕民間的「時政歌」《天頂一條虹》便是著名代表。154
 這些反映生活的歌，在

早期常常反映傳統農村勞動面貌，所以生活中最自然的風景常被帶入歌中。不過這

其中仍有一些差別，有些選擇讚美老天與大地的恩賜讓他們取得豐收，也有些寫來

反映生活上對政治腐敗的不滿，對地方官搾取高稅等不平的控訴，還有封建家庭常

見的重男輕女的思想。 

  在雙武隆漁村的童謠，取材自生活的題材可說不少，其中與漁村孩童特別親近

的、與漁村相關的流傳最多，如可以玩猜謎的《你知乜個直溜溜》、155唯一一首出

自當地居以紅樹林沼澤常出現的海鳥而創作的《弟丁丁》、也流傳潮汕漁村孩童也

普遍哼唱的《白鷺絲》及《小鳥仔》的童謠。這些歌謠雖沒有直接描寫漁業勞動，

但其中描繪的有許多情節與畫面，若沒有在漁村生活過的實際經驗，是無法理解及

體會。 

  另外，該漁村也流傳了一些用來特別指涉婦女生活題材的作品，像幫幼嬰兒洗

澡時為哄他們而唱的《洗浴歌》，或哄騙孩童忘記腳麻麻痺的《腳痺痺》或忘記生

                                                      
154

 天頂一條虹，談的是潮汕民間對辛亥革命此重大事件的反應，其中的歌詞對革命時期的社會文

化做了具體的描繪。歌詞寫到：天頂一條虫，地下浮革命。革命鉸掉辮，娘仔放腳纏。腳纏放來真

著勢（走路得力），插枝鮮花動動戲（指花在頭上隨著腳步搖動）。 

155
 詳見，參考頁 71-72 之解說。 

儀式類(1) 奇伯奇母 

勸世類(2 首) 賭博歌、雨仔微微澆樹枝 

過番歌（1 首） 天頂一隻鵝 

共 4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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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針的痛的《嘿囉嘿》。156抑或是在女孩成長過程中，其婚前與婚後兩個不同生活

階段與他們相關描述的歌曲，如《韭菜十二棵》、《做人媳婦的煩惱》。這些生活類

的童謠同樣也可以見到在雙武隆漁村流傳，而顯見的是其中以海洋風格類別的最為

吸引，就以「白鷺絲」為啟始句的便流傳了二個版本，而備受孩子喜愛可以猜迷的

《你知乜個直溜溜》也在村民的心裡被保留了下來，這些被保留下來的童謠本意不

變，只是在記憶的考驗下出現了歌詞長度不同版本的現象。 

 

例一：《白鷺絲》 

白鷺絲，搭畚箕１，擔來海排其 2，撿著五占錢 3， 

買糖圓，伊唔好粒給我 4，投亞姨 5，亞姨囉洗衫 6， 

投亞爸，亞爸在樹頂囉搖腳。157
 

 

例二：《白鷺絲》 

白鷺絲，搭畚箕，擔來海排其，某搓圓
１
，搓來老伯吃，老伯吃了笑嘻嘻。

158
 

 

  漁村裡有很多海鳥，白鷺絲便是其中之一，它和丁丁鳥不一樣，這兩首童謠以

白鷺絲為啟始句，前一首接續描述兩個以上的孩童在海邊玩樂，撿到錢後買來糖果，

但不願與其兄弟姐妹分享，投訴父母的經過；後面那首則以情境不同的為長輩搓湯

圓的歡樂情景，其無限想像的連結，這展現了漁民豐富的想像力和樂觀逗趣的個性。

                                                      
156

 《嘿囉嘿》歌詞：嘿囉嘿，眼針掉下水。村裡只要有人生眼針，依照民間習俗，家中的母親一

定會先給他在手指上繫上黑色的棉線，然後，帶著孩子對著河或海，隨著節奏喝完那句歌詞，並用

手要眼前像是真的要抓起眼針，把它丟到水裡，希望它離開。 

157
 註釋：1.抬畚箕：抬（da

4）指提著裝物品的畚箕。2. 海排其：（hai
8
 pia

4
 gi

1）海灘外 3.撿：唸卓

（Tok
8）;五占錢：五分錢。4.伊唔好：意指他不肯。5.亞姨：古時候的人相信不要把爹娘叫太親，

這樣子關係才會好，這裡的阿姨指的是母親。6.囉：唸（Lo
6），意旨在的意思；洗衫：洗衣。 

158
 註釋：1.某：老婆；搓圓：唸（so

5
 i

2），意旨搓湯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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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該村村民來說，以下這首童謠《弟丁丁》比較特別，因為它是村民的唯一

創作。 

 

例三：《弟丁丁》 

弟丁丁，吃白飯，配菜心。 

 

  弟丁丁是一種鳥，約 20 幾年前還常常出現在雙武隆漁村的沼澤區一帶，它們

的嘴巴長長尖尖，腳長長，在沼澤地走動覓食找小魚時，頭會很有規律地像往泥地

插，規律為來來回回的點下抬起，點下抬起像在點東西，所以村裡人種它為丁丁鳥。

這歌詞其實沒有要隱喻什麽，為什麽吃白飯，要配白飯，其實說不出一個邏輯，但

反覆唸唱倒是能在押韵中找到樂趣。 

 

例四：《洗浴歌》 

一二三，洗浴免穿衫 1；三四五，洗浴冇過大石部 2， 

拍胸肝飼大大 3
,拍胸後食到老 4。159

 

 

這是大人給嬰幼兒洗澡前邊給孩子脫衣服邊唱的歌謠。在幼兒洗澡的時，母

親或婆婆把幼兒衣服脫光後，放在浴桶的時候，先用手測水溫，並舀起一些水向嬰

幼兒胸口輕輕拍拍，此動作既可先安撫怕水的嬰兒，再者也可以跟較大的嬰幼兒數

數玩樂。這首童謠在潮汕地區也有，依林朝虹、林倫倫編《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

的記錄是這麽唱「一二三，洗浴免穿衫；三四五，洗浴冇過大石部」，比我在雙武

隆漁村採集的還要短。以前，母親陳蘭香在幫姐姐的小孩洗浴時也如此唱著，後來

看姑姑帶小孩時發現也這樣唱過，以此探問同村人，很多婦女皆能接唱，版本差不

多，但大部份只會哼唱前半部，即從一到六，後兩句帶有良好寓意的部份則甚少人

                                                      
159

 註釋：1.洗浴：洗澡。免：不用。穿衫：穿衣服。穿：訓讀為（cêng
7
）。冇（doin

7
）：堅實，本字

「橂」3.拍胸肝：拍胸前。飼：育養。4.拍胸後：拍後背。食到老：衣食無憂到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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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住。 

 

二、搖籃曲 

  搖籃曲的特性，主要是讓母親輕聲唸唱，配合簡單的音節，反覆吟唱安撫嬰兒，

隨著搖籃的輕輕擺蕩助嬰幼兒安慰入眠。搖籃曲主要是由成人創作給嬰幼兒，一般

上音節簡單，但句式多變，用詞淺白易懂，有些創作者還透過搖籃曲加入嬰兒姓名

或親暱稱呼，有時會帶著傳達消災祈福的訊息，甚至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鳯」的

情感。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的搖籃曲共有 6 首，其中以「唪呀唪」為起興句的搖曲

便有 4 個版本。這 6 首搖籃基本上皆為早期潮汕地區南來的作品，並無當地居民的

即興創作，只是經一代一代的流傳開展出來的特質，始終展現了東一句、西一句，

順口編湊而來的狀態，婦女們一般無法解釋搖籃曲的內容，但在討論其中的內容時，

很難不被其中的奇思妙想吸引，作為擴充兒童學習語彙的練習，搖籃曲相信應是很

好的入門，孩子也能從中感受到愉悅，相關搖籃曲內容分析，請參見本研究頁

117-131。 

 

三、遊戲類 

  民間兒童從幼兒開始，便常常在成年人幫助下學會做各種遊戲和唱相應的遊戲

歌，娛樂他們的身，孩子的心理，沒有一件事不好玩，童謠多半有伴隨著的遊戲動

作，小部份是大人逗著孩子們玩的，但絕大部份，是孩子們自己遊戲時吟唱。（朱

介凡，1984：356）。他們從遊戲中逐漸學會與同輩小朋友和諧的相處，學習一些團

體生活中的知識。雙武隆漁村能找到 5 首潮州童謠，其中幾首更是幾代傳承，包括

《指紋歌》、160《點燈點某》、《La li la tam pong》、《新孟光》、161《關阿姑》而只停

留在第二代村民童年中秋節在豬舍玩類似碟仙遊戲的《關阿姑》也在這個過程中重

                                                      
160

 詳見本研究頁 87-88 與頁 144。 

161
 詳見本研究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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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被想起。162在遊戲童謠的部份，該漁村流傳與潮汕原鄉最大不同的，是那一首具

有大馬特色的《La li la tam pong》。《La li la tam pong》是馬來西亞孩童特別熟悉的

遊戲童謠，其中有些地區的歌詞版本是以兩個 La 為開頭來唸唱，既「La li la tam 

pong」，據說它源自於一首馬來歌謠，歌謠裡出裡的阿兵「pong」並非漢語詞滙，

無法在原鄉潮汕地區找到，學者因此推論之，這首童謠傳唱度遍佈全馬，慢慢的發

展成為多種方言的遊戲歌謠，在馬來西亞可以找到除了潮州話版，還有閩南語版、

海南話版、客家話版等等。不過，這首童謠並非由該村村民創作而來，而是一首擁

有多種方言的數數類童謠，那是每次玩團體分組遊戲如兵捉賊、Toksan、抛罐子、

捉迷藏時選人要用到的點兵儀式，在雙武隆漁村它的出現可說是學校中午休息時間

各個角落最熱鬧的人聲，新生代孩童也得吟唱，這大概是他們僅僅在生活上懂得應

用的潮州童謠。 

 

例一：《La li la tam pong》 

La li La tam pong，阿伯食阿公，阿公輾落海，阿伯食狗屎。 

 

  在孩子的遊戲中，歌詞帶有數數或點兵式的形式最常被遊戲時而需要，潮汕地

區與雙武隆漁村兩岸流傳的《點啊點竹殼》及《點燈點某》遊戲童謠，雖然數數的

物件不同，但卻能達異曲同工之效， 押韵有趣，孩子容易親近。 

 

例二：《點啊點竹殼》 

點啊點竹殼，點著底個漏屎汁１；就是就是，只個老兄弟２。 

點啊點竹鞏３，點著底個阿總４；就是就是，只個老兄弟。163
 

                                                      
162

 關阿姑之解說，詳見本研究童謠透過與同伙一起遊戲時學習，頁 110-112。 

163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353。註釋：1.點著：點到。底個：哪一個。底（di

7）：疑問代詞，

什麽。漏屎汁：倒霉。2.就：讀(zu
6
)。只：這。3.鞏(gong

2
)：用來裝水或其他液體的容器。4.阿總：

過去對當差者的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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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點燈點某》 

點燈點某，胡須吊狗，沙蝦放屁，第沉隆冬喳！164
 

 

  以上的遊戲童謠，第一首是潮汕地區的孩子，第二首是雙武隆漁村的孩子在做

遊戲前會唱的類似「剪刀石頭布」的歌謠，像這種「點兵式」的遊戲童謠最常在孩

童的生活中出現，被他們用作選鬼捉人的遊戲時點兵或點賊式。 

 

例四：《關阿姑》 

普呀普魯蘇，人誑冇 1，咱誑有； 

請大姑，大姑無在厝 2； 

請二姑，二姑在守厝； 

請三姑，三姑就伊抹粉跟恁去 3。165
 

 

  「關阿姑」是 1950 年代期間流傳於雙武隆漁村，是該年代村裡的孩童每逢中

秋節時期都會瘋狂的遊戲。依據林朝虹、林倫倫整理的歌謠集得知，「觀神」、「落

神」即指請神，是昔日潮汕中秋普遍存在的一個神秘而有趣的民俗活動，他們相信

中秋夜的那一天，諸神也會出來遊玩賞月，有趣的是這遊戲在番邦的孩童也玩。但

在雙武隆漁村的孩童唱的是例四的《關阿姑》，可是潮汕地區的《請神曲》卻不是

這樣唱。和「關阿姑」遊戲玩法一樣的，在潮汕能找到《請飯籃姑神》（例五），這

個「觀神」活動。 

 

 

                                                      
164

 陳瑞玉，C-20130131。 

165
 林炳賢，B-20130210：04:45-09:50、王和聚，B-20130216：15:13。註釋：1.誑（guan

1）：騙，

冇：沒有。2.厝（cu
3）：房子。3.恁（nih

4）：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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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請飯籃姑神》 

飯籃姑，飯籃神，盤山過岭來抽藤；抽藤縛飯籃，飯籃老老好觀神。 

阿姑愛來哩就來，勿到三更月斜西；大人惡打扮 1，奴囝惡等待 2。166
 

 

四、滑稽類 

這類童謠多帶有諷刺意味，影射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甚至還故意把本來常理

中難於組合在一起的動植物人等擺在同一個歌裡，然後以擬人化的方式描繪著他們，

構想一些很奇特但不複雜的情境形容之。視醜化為藝術美，目標以突出對象其人事

和物態醜拙。因此「打趣」、「嘲諷」為其基本元素，以達到「使緊張的生活弛懈」

的效果。 

在雙武隆漁村採集得來滑稽類童謠共有 6 首，包括《顛倒歌》、《門腳一叢梨》、

《鬥邪歌》、《紅毛人》及《飛機飛落海》，其中《顛倒歌》收錄了 2 個版本，其意

差不多，但在情境的描寫上略有不同，是此類童謠中最為特殊的例子。167它故意將

不可能發生的狀態組合在一起，將人類社會種種是非錯迕、陰陽易位，讓聽者聽後

哭笑不得之餘也覺驚喜不斷。 

 

例一：《飛機飛落海》 

飛機飛落海，紅毛１食狗屎。168
 

 

例二：《紅毛人》 

紅毛人吃肉，我吃骨，紅毛人放屎，我青噗１。169
 

 

                                                      
166

 林朝虹、林倫倫編，2012：251-252。註釋：1.惡（oh
4）：難.2 奴囝：小孩。 

167
 《顛倒歌》內容詳見本研究頁 84-85。 

168
 註釋：1.紅毛人：洋人。 

169
 註釋：1.青噗：一直擠出噗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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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首童謠雙武隆漁村村民相信是二戰期間反英軍時期而創作的，以《飛機

飛落海》來說，這是村裡的孩童在看到天上的飛機飛過，大人會教他們吟唱的童謠。

村民猜測這首歌謠是出現在英殖民馬來西亞期間，人們因不敢對權威發聲唯有借遊

戲取笑的童謠。在漁村很難看到飛機，附近的城市也沒有市內機場，所以只要看到

天空一有飛機飛過，村裡的孩童就會搭著唸「飛機飛落海，紅毛食狗屎」，在高空

上的飛機很遠，孩童根本無法辯識該飛機是誰的飛機，也不明白為什麽要叫這洋人

吃狗屎，但讓孩童能口齒伶俐地唸唱這些嘲諷性質童謠，實為對其語言發展有良好

助益。以第二首的歌詞字面來看，其欲對抗權威的意味更濃，但它用的是一種低姿

態的反諷，動作一味迎合，但實際心底對洋人恨之入骨。 

 

五、敘事類 

  敘事類的歌謠是相對於抒情歌謠而說的。一般可分為情節化的歌謠；二是知識

性的歌謠。所謂情節化的歌謠，就是指通過歌謠講述一個較為完整的故事。它必須

具備時、地、人、事幾個因素；另一種類型則是，其創作目的並不是抒情，情不是

敘事，而是借歌謠形式來傳播知知識，協助記憶，我們可以將它稱作知識性的歌謠。

如各地的天象歌、農事歌、物產歌等等，在潮汕則有報花名、報戲名、魚名歌、百

屏燈等等。 

 

例一：《正月正》 

正月正，新仔婿，上客廳。二月二，老媽仔，入庵寺。 

三月三，桃仔李仔夠你擔。四月四，桃仔李仔耐你背。 

五月五，龍船仔，滿溪櫓。六月六，新米飯，脹到目。 

七月七，多捻摀，1龍眼襞。八月八，書冊糕，青哩載。2
 

九月九，風琴仔，3滿天走。十月十，尖擔仔，四處插。 

十一月十一，家家戶戶買紙筆。十二月十二，收番批，預過年。170
 

                                                      
170

 陳燕琴、陳燕婷，C-20130126。註釋：1.多棯：意旨棯子。2.青哩（Ceh
1
 Li

2）：不停地。3.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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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首月令歌形式的童謠，以傳播生活識而創作，節奏明快，句式簡單，唸

起來非常順口。短短的百來字，既讓孩童學習數字，又幫助兒童識時令，歌裡出現

的事物和事象，比如新女婿入門、老婆婆上廟、看龍船、放風箏，到吃新年飯等等，

都是兒童能懂的和感興趣的。雙武隆漁村生活單純，加上地處熱帶地方終年如夏，

在這裡所收錄的《月令歌》與其他主要較注重四季節氣的不同，猜測可能是在潮汕

歌謠中所記載的《月令歌》因為內容情境比較偏離孩子的生活，所以在傳播的過程

中留下這首比較是孩童可以理解的。以月令歌的形式創作且與其相似的，在潮汕可

以找到以下這首《十月歌》，歌詞換成潮汕人最常拜的海神媽祖。 

 

例二：《十月歌》 

正月正，新仔婿，來上廳；二月二，牛仔好串鼻。 

三月三，犁耙稱頭擔。四月四，媽祖做大戲。 

五月五，龍船滿溪茂。六月六，尖擔滿地戳。 

七月七，多年烏，龍眼嗶。八月八，牽豆藤，摘豆格。 

九月九，風風琴嘟嘟走。十月十，油尖米脹到目瞌瞌。171
 

 

  在雙武隆漁村蓋新廟前（2013 年），每年農曆 4 月 19 日是該村的法師公廟

神誕大日，村民會集資請來潮劇團演出以酬神。村裡娛樂很少，所以許多孩童都會

到廟裡看戲吃東西，或陪著家中的長輩到廟前看潮劇，期間祖母或祖母就會給他們

說劇情，那是他們認識潮劇接觸戲班的開始。經時間累積，愛看潮劇的報導人王永

福童年時期便學會一首與潮劇戲班相關的童謠《好戲梅來興》，常常看戲的孩童能

從這首童謠連結自己的經驗，在歷史文獻中也能找到，只是在潮汕地區傳唱的那首

歌詞比較長，主要敘述一個潮劇戲班行當破舊不堪、殘缺不會，演員無論是小生還

                                                                                                                                                            

琴（huang
1
kin

2）：意旨風箏。
 

171
 黃春梅，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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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旦都是七、八十歲的殘疾老人，一派潦倒，意思幾乎一樣。 

 

例三：《好戲梅來興》 

好戲梅來興１，戲爹金升 2，戲館開在金石宮，銅鑼打雕窗 3，頭無靈，深

波打直，鑼刁釘 4，大钹打存二個蛊 5，無戲囊疊落筐 6，的咊哩無盤 7，

呋嘟嘟搭草紙 8，小生七十七，花旦八十三，紅面曲手 9，烏臉拐腳 10，老

生踢地，黑衫缺嘴，教伊先生小相氣 11。172
 

 

例四：《好戲梅來興》 

好戲梅來興１，戲爹阿金升 2，大部金石宮，銅鑼打雕窗 3，副钹囝打存二

個蛊４，鞳鼓哩無釘 5，槍哩無纓，無戲囊疊落筐 6，的咊哩無盤 7，呋嘟

嘟搭草紙 8，小生七十七，花旦八十三，紅面曲手 9，烏臉拐腳 10，做文戲

哩穿熱衫 11，做武戲哩挈扁擔 12；戲囝十三 13，戲囊二腳 14；穿到袍無龍

15，戰到槍纓，扽破二腳囊 16，座做二隻筐。173
 

 

                                                      
172

 王永福，20140401：32:43。註釋：1.梅來興：戲班的名字。2.戲爹：也叫教戲的，即導演。3.

打(pah
4
)雕窗：敲一個洞，像窗。4.鑼刁釘：鑼被釘子卡住。5.鈸：（cê

6）潮樂會用到一種銅質圓形

的樂器，中心鼓起，兩片相擊做聲。存：剩下。6.囊：指戲囊，通常是木質的箱子。7.的咊：嗩吶。

8.呋嘟嘟：大嗩吶，狀如長喇的金屬吹奏樂器。搭（dah
4），貼。草紙：一種粗糙的紙。9.面：臉。

曲手：手彎而伸不直。10.烏面：花臉。拐腳：瘸腿。11.小相氣：鬥氣。 

173
 林朝虹、林倫倫，2012：439。註釋：1.梅來興：戲班的名字。2.戲爹：也叫教戲的，即導演。

3.打(pah
4
)雕窗：敲一個洞，像窗。4. 鈸：（cê

6）潮樂會用到一種銅質圓形的樂器，中心鼓起，兩片

相擊做聲。存：剩下。5.鑼刁釘：鑼被釘子卡住。5.哩：語氣詞，用在主謂語之間，表示語氣舒緩。

6.囊：指戲囊，通常是木質的箱子。疊(tiab
8
)：把東西疊起來，收整齊。7.的咊：嗩吶。8.呋嘟嘟：

大嗩吶，狀如長喇的金屬吹奏樂器。搭（dah
4），貼。草紙：一種粗糙的紙。9.面：臉。曲手：手彎

而伸不直。10.烏面：花臉。拐腳：瘸腿。11.熱衫：夏衣。12.挈：拿。13.戲囝：舊時指演員。14.

二腳：兩隻。腳：量詞，只。15.穿：指戲服龍袍穿得破舊到看不到上面所繡的「龍」。16.扽（dung
3）：

拉緊後用力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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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子之間在互相諷刺對於愛看戲的人來說這就是齣羅生門的劇，聽來有趣。當

年王永福便在歌詞裡出現的物件學到潮樂中的樂器名稱。 

 

六、儀式類 

  婚喪大事，喜慶宴會，在傳統上須有典有則；求神祈福，寄望冥冥中得到祝福，

對各個民族來說有時是有信仰上的不同風俗，有時是家鄉不同的風俗，所以禮儀可

說是社群生活一種共同美愛的情趣。儀式類的歌謠指的就是人們在舉行各種禮儀時

吟唱的民間歌謠，如祀典歌、節令歌和禮俗歌幾類（吳勤生、林倫倫，2001：373；

朱介凡，1984：573-575）。小時候我曾在雙武隆漁村的一些結婚儀式上聽過送嫁娘

給新人唸詩唱歌謠，或說好話，我記得老長輩說那叫「唱四句」， 因為所出之言每

一句皆以四個字作對，內容圍繞在早生貴子、公婆有福、夫妻和睦等。我所採集的

歌謠裡並沒有收錄相關婚禮的所謂「青娘歌」，在潮汕的婚禮儀式上稱伴娘為「青

娘」，通常由熟悉的婚儀、口齒流利的中年婦女擔任，最後只收錄 1 首與祈願相關

的童謠《奇伯奇母》，這首歌主要是在早期只要有孩童的腳痛生「蛤」，婦女就會把

他們帶到門檻邊，先用尺量它多長，然後把生「蛤」的那隻腳放在門檻外，另一隻

腳則放在門內，拿著椰子枝做的掃把指著生「蛤」的地方，然後在唱完那句歌詞後，

往外撥代表趕走它，之後腳就會不痛了。 

 

例一:《奇伯奇母》 

奇伯奇母一卓 1就好。174
  

 

七、勸世類 

  勸世類的歌謠通常有深遠的寓意，提出了做人處事應有的道德標準，早期婦女

會用它他教育小孩倫理觀、是非觀，內容主要是告誡孩童不得有不良的品格、行為、

習慣，有時它們還能反映時代，好比說早期謝佛阿嬤曾吟唱過一首戒鴉片的歌謠，

                                                      
174

 註釋：卓：「Tok
3」，意指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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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於王和聚無法記得全部故無法被收錄於此研究中。本研究共收錄 2 首，既《賭

博歌》、175《雨仔微微澆樹枝》內容與分析如下： 

 

例一:《雨仔微微澆樹枝》 

雨仔綿綿沃樹枝 1，無某阿兄樹下啼；衫破褲裂無人補，趕緊娶某來整治

2。 

怎知娶某來破家，一日配阮五斤大沙蝦 3；專工唔做家唔理，無眠無日去

過家 4。 

輕輕打某一下槯 5，騎龍戴鹿就來回 6；手捧香爐咒重誓，下日打某手要

瘸 7。 

打某唔落聽嘮騷，去投毒伊個外家頭 8；去到岳家個客廳，厝內狗仔吠三

聲； 

丈人伸頭出來睒 9，仔婿開口叫阿爹；阿爹涼叫叫阿郎，吩咐走鬼奉茶湯

10。 

竹竿蠟蠟好曬線，界杯清清好沖茶；借問客廳密人客 11，都是昨日那冤家。 

哦，囉是昨日打某舍，後頭種樹正冬當。 

刁刁姨仔出來叫阿郎 12，我姐在家白如雪；去到你家做香黃 13； 

你姐真會破我家 14，破阮桃李也不生，破我猫兒無惦厝 15，破我鴨母無惦

家； 

不是我姐破你家，桃李老了就不生，猫兒無鯹不惦厝 16，鴨母無赤不惦家

17； 

我想呾娶妻來持家，怎知娶某來擔某架 18，前生前世無修領，去勒著個么

欵著生 19。176
 

                                                      
175

 詳見本研究頁 101-104。 

176 王永福，20140401：29:24。註釋：1. 沃：淋、澆 2. 整治：彌縫整理。3. 配：佐飯菜色。 4.

過家：到處閒逛。5.槯：槯指的是細木片。（若用竹片或小竹枝，則稱為「拜」）6. 騎龍戴鹿－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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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謠主要一個青年哭訴因為尚未娶妻，想說娶妻來持家，衣褲破了有人補，

家事不用他操心，結果越是心急渴望越是娶了個敗家花錢的，結果有一天忍不住出

手打妻，結果妻子卻跑回娘家投訴，想去道歉勸她回家，還遇上岳家人的嘲諷，覺

得自己像是前世欠了妻子的債，只能不停怨嘆。 

 

八、過番歌 

潮人過番到南洋前述已說過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原因不外乎想改善經濟、社會

動蕩等因素，其中之苦常常無法言喻，於是借著歌謠釋放。在潮汕民謠中，有不少

就是反映這種生活現實的，最經典的「一溪目汁一船人，—條浴布去過番，錢銀知

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大船駛過七洲洋，回頭不見我家鄉。是好是劫全

憑命，未知何日回寒窯？」這些歌謠充分反映了向海外移民者的心態，也反映了海

外移民的艱辛。在雙武隆漁村與我互動最多的是已經在該村出生長大的村民，對於

過番的感觸已沒有第一代移民的深刻，於此僅採錄了過番意味較為濃烈的《天頂一

隻鵝》。 

 

例一:《天頂一隻鵝》 

天頂一隻鵝 1
, 阿弟有某阿兄無 2； 

阿弟生囝叫大伯 3，大伯聽著無奈何； 

背起包袱過暹羅 4，走去暹羅牽豬哥豭 5； 

賺有錢銀加減寄，寄來唐山娶老婆。177
 

 

                                                                                                                                                            

男孩子的橫暴。7.瘸：手當拘攣。8. 投毒：投訴 9. 睒：窺看。10.走鬼：婢女之司灶下的粗工者。

11.密：什麽。12.香黃：為何那麽黃？13.阿郎：女婿。14.破：敗家。15.惦厝：不在家。16.無鯹：

沒有魚。17.赤：谷 18.擔某架：寓意欠老婆債。19.勒到：找到；欵著生：會是這樣的。 

177
 孫振豪，B-20130203。註釋：1.天頂：天上。2.某：（bhou2）：妻子。3.囝：（gi-an

2）古閩語，

孩子。4.過暹羅：到泰國去。5.牽豬猳（go
2）：專門飼養配種公豬，為其他人的母豬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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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天頂一隻鵝》 

天頂一隻鵝，阿弟有某阿兄無； 

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笑里無奈何 1； 

拿隻扇仔把面加 2，一來怨娘一怨爹； 

怨我爹娘無主意，阿弟做呢好先娶過阿兄 3； 

拜別爹娘往暹羅，來去暹羅賣雪糕， 

賺有錢銀加減寄，才好返去娶個雅老婆 4。178
 

 

  這兩首歌謠帶著詼諧的口吻，敘述了小伙子因貧窮娶不到老婆，只好漂洋過海

到泰國謀生，賺錢回唐山娶妻的。這首歌謠其實常常可以在村裡聽到，其情境大概

就在遇到某位村民身為哥哥卻被弟弟爬頭娶妻的時候，就會聽到，那位所謂的哥哥

常常也就會像歌詞中描述的僅能報以「無奈何」的表情，以上採錄的 2 版內容大致

相同，只是呈獻之細節略有不同，例二的那首《天頂一隻鵝》其中加入對爹娘的抱

怨，投訴他們怎可以不替他做主，讓弟弟爬頭。 

  潮州童謠原屬於民間歌謠的部分，其內容對孩子而言有人認為略為成熟，但實

質方言童謠作為傳統社會家庭中重要的教育媒材是早期資源貧乏樸實年代之需要，

過去的幼童，特別對來自雙武隆漁村窮鄉僻壤的幼童，在年幼時期生活圈子狹窄，

知識很貧乏，沒有學前教育機構可以讀書，又不能離開漁村冒險探索，因此這些打

開他們視野的母語童謠便顯得特別的重要。從以上在村裡採集的 8 種不同類型的童

謠來看，各具不同的教化功能，能補給孩童各方面的需要，既培養認知，建構知識，

也培養他們優美構思，開放奇特幻想的藝術，所以無論是認真的勸世，還是以玩鬧

逗趣手法故意將現實生活的人或物相顛倒，童謠這種可以展現萬變姿態的特殊素材，

足以增廣漁村孩童的生活見聞，及豐富他們的實用知識。以前中國的教育不普及，

尤其一般貧苦家庭的子弟，幾乎難有受教育的機會，但這些口傳知識性歌謠，便給

                                                      
178

 陳瑞玉，C-20130131。註釋：1.笑里：害羞。2.把面加：把臉遮住。3.做呢：為什麽？4.雅：美

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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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學兒童不少生活上的知識，增進他們的智慧，也間接地負起智識教育的任務。現

代教育雖然已相當普及，但對於幼童的智識教育，歌謠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宋筱

蕙，1991：6-8）。 

  時至今日，潮州童謠對雙武隆漁村大部份孩童來說雖然已不重要，它不再是他

們生活、遊戲中喜歡把玩的「媒介」，但透過這一趟對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的傳

承發展之探究，它讓我看到一個曾經與潮州童謠相互依賴的傳統社會，也見識到一

個個不識字的阿嬤如何借用這個豐富的文化遺產潮州童謠為「媒介」向下傳遞他們

認同的價值觀。在此過程中，我思考的是：為什麽我們總要捨近求遠，尋求社區以

外的資源，而忘了請教身邊的耆老或長輩。 

  在雙武隆漁村所採集的42首潮州童謠中，其中只有漁民發想創作的《弟丁丁》，

其他童謠的變化與發展和潮汕原鄉歷年流傳的多屬同源異流的變化版本。基於馬來

西亞是一個多語並用的國家，語言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是處於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中，

不同民系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方言接觸有可能發生方言的借用和模仿現象，在這樣的

背景下雙武隆漁村的潮州童謠是否也有明顯影響？  

  潮州語言及文化在實際進入馬來西亞以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產生變化，這

是社會變遷中文化交流和語言接觸之相互的影響（游汝杰、鄒嘉彥，2003：150）。

學者發現，此影響未必均等，強勢語言會對弱勢的語言產生大的影響，但更大的影

響可能在相互交融的結果。在馬來西亞潮州話會借用馬來語、英語一些詞語，而馬

來語也不可避免地會借用不少潮州話，可從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有關的詞語觀察到

這種種的蹟象，如意指幫忙的 tolong（馬來文）、意指薪水的 gaji（馬來文）等（林

倫倫，2012：56）。雙武隆漁村的潮州話也如此，出現了不少借用的現象，我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一次隨家人到澄海縣金砂鄉壩頭原鄉探親時，便深刻感受到僑居地區

的潮汕地區在和語言上及文化上的差異。舉例來說，潮汕在老人家口中被稱作「唐

山」，是一個生活純樸的地方，經濟不發達，土地貧疾，戰亂不斷，我們這一輩對

他的理解是，這是先賢的家鄉，而先賢對它的認同是，那是心中「落葉歸根」的理

想之地。小時候，村裡只要有老人往生，大人都會說他們回「唐山」賣鹹鴨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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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歸鄉，這對早年過番到大馬的他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移居南洋的老人家往生

後，多半安葬在移居地，並無法隨著心中依附回到老家，但改變不了他們仍然堅持

在口頭上指涉、在心裡默認潮汕原鄉。潮學文化研究者林倫倫在其編書中提到，潮

籍華僑習慣以「唐」（tang
5）、「番」(huang

1
)來表示「祖國的」和「外國的」概念，

如唐山、唐人（中國人）、唐人話（中國話）、番畔（海外、外國）、過番（出國）、

番客（華僑華人）、番話（外語）、番車（洋紗團）等等（2012：59-61）。 

  這個「鄉」在過去，被祖輩們形容為落後，常常必需依賴在移居南洋打拼的他

們為家裡寄上家用，解決生活所需。舉凡家中有人生病、家族中有人要蓋房子等急

需用錢，他們這些離鄉的遊子皆義無反顧，為家裡籌得。小時候，我常要幫中風而

無法好好寫字的爺爺給潮汕的家人寫信，爺爺邊唸，我邊寫，當時的信件內容首要

還是圍繞在問候家中老少，交待近況及家中大小事務上，信末還會寫著當次寄上多

少錢滙款作為家用的字眼。早期海外華僑與原鄉家人往來的信件，稱作「僑批」。「批」

字在閩南方言或潮州方言裡意指信件。近年，中國經濟起飛，兩國家人不必再寄「批」，

只要靠社交軟體微信聯繫。80、90 年前的金砂鄉壩頭是個漁鄉，人們仰賴著捕漁、

養鴨維生，爺爺從小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兒時就跟著曾祖父出海捕漁，學習當個漁

夫。近年這個先輩以前口中的窮鄉也從一個本和番邦經濟文化有甚大落差的狀態崛

起，變成一個中國當代重要的塑膠玩具出口城及毛衣加工厰，當地的親戚也不再依

賴捕漁維生，多從事塑膠玩具代工或批發中盤，這和原來知覺的落後相比，原鄉的

經濟環境相對良好，親戚們所住的都是獨棟自搭的民宅，耗資一百萬、兩百萬人民

幣裝修更是常態，所謂的原鄉從原來落後的位置躍身變成一個黃金滿地的地方。 

來自僑居地的我們，被潮汕的親戚稱作「番客」，  潮汕人把出國謀生叫做「過

番」，從番邦來的客人，就叫番客。在語言上，中、馬兩國所說的潮州話大致相通，

但我們因生長在多語併用的馬來西亞，深受僑居國語言及文化的影響，生活長期處

於中國文化與異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境，所以在遣詞用字上和他們略有不同。2014 年

的潮汕地區仍是一個潮汕文化濃烈的地方，那裡的大人小孩在家皆說潮汕話，潮劇

或潮州弦絲樂仍是不少人家中老長輩們生活中的重要娛樂，每每在巷子間穿梭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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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見優美的弦律。潮州弦絲樂我曾在村裡聽見，家家戶戶皆喝功夫茶。功夫茶文

化是潮汕人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家家戶戶皆備有完善的工具，無論是自家聚

會或是客人上門，潮汕的人皆總會泡上功夫茶招待。功夫茶文化在馬來西亞潮州人

的生活圈子不算普遍，就我所理解的雙武隆漁村便沒幾戶人家會在休閒時刻泡起功

夫茶，村民不多在家裡泡茶喝，在咖啡店多選喝南洋咖啡，雖然有時也喝茶，但卻

不同於潮汕地區那麽講究工序。在潮汕文化中的潮州童謠及功夫茶選擇上，到底在

漂洋過海後早期是憑藉著什麽優點被村民留存下來？何以人們選擇傳承潮州童謠

及其他生活習俗，而不是選擇功夫茶？早期道路不通，生活也不優渥，艱鉅的環境

逼使人凡事先思考解決溫飽才進而選擇娛樂，潮州童謠雖屬精神物質，歌曲不用買

來，唱與不唱隨個人喜歡，但功夫茶文化不同，茶葉與茶具對一個交通不便的偏遠

漁村來說，有其難處。 

  在探親行程中除了拜訪親戚，祭祖也是該行程中的重要大事。古代家族重視祭

祖，報本追源、祖先崇拜，是重要的家族精神，也是宗族間團結維繫的紐帶，所以

在家教中十分重視祭祀祖先的宣揚。孝道講求對父母要生則孝養，死則喪祭，祭與

養一樣重要（閻愛民，1998：43）。對親戚來說，我們是他們移民至海外的家人，

必須安排祭祖。這事讓我聯想到我一位外嫁的姑姑，每次回娘家，她總不會忘記要

到神案前，給爺爺奶奶上香，告訴他們女兒回來了。我不曾思考她的堅持，在生活

中她也甚少耳提面命提醒我們孝道的重要，但在生活中她則以無數次最傳統的表達

方式落實她對父母盡孝，多年以後，這個不曾被思考的動作，在回鄉祭祖的時間點

上找到意義和連結。潮汕孫家的祖屋是間小小的雜貨店，賣一些菜、豬肉和雜貨，

它和該社區其他房子的設計無太大差異，房子的前半部用來做生意，後半部作為生

活的私人空間，中庭是個大祠堂，神案上擺放了歷代祖先的牌位。這和我們在馬來

西亞雙武隆漁村早期的店屋，在空間設計及安排上有許多共同性，叔公為祭祖的儀

式張羅許多水果，其中也有我們熟悉的潮州滷鴨、糕點，祭拜儀式與在我們無太大

差異。 

  帶著相近文化但從沒見過面的我們，在溝通上其實鬧了不少笑話，過程雖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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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雞同鴨講，但兩岸之間在語言上及文化上原來已然存在著蠻大差異，彼此需要一

點時間才能適應。在馬來西亞的潮州話多會借用馬來語、英語一些詞語，在和年長

的親戚聊天中，就會鬧笑話。雙武隆漁村是潮州人聚集的地方，人人都說潮州話，

也以此為生活上主要的溝通語言。潮汕話在馬來西亞，我們稱之為潮洲話，它由祖

輩們當年移民時自潮汕原鄉帶來，並在居住地傳承及使用，不同地域，腔調會有些

許差異，潮州人一般能從其中差異分辯出其中源自何方。此情景常在探親過程中出

現，而常會出現的用字差異包括日常用語及新詞語，如「結婚」、「全部」、「上網」、

「手機」、「司機」、「喜歡」、「疼愛」等，這些詞在馬來西亞，我們都不會以正式的

潮語來發音，「結婚」在馬來西亞，我們會用馬來文的「kahwin」；「全部」的意思

在馬來文的用字是「Semua」，一般被用在全部人、全部的東西、這裡的全部等意

思；「喜歡」和「疼愛/可惜」在大馬的潮州人會以馬來文的「Suka」和「Sayang」

二字；另外，像一些在爺爺年代未有的科技用詞如「上網」，在馬來西亞我們是直

接用華語來發音或說「上 internet」，「上網」二字是早期新客過番的年代還沒有電

腦這個東西，所以不是其成長過程中學習的字，在雙武隆漁村的潮州人後裔也因此

不曾習得該詞匯的潮語發音。其他會以英文來發音的尚包括，雙武隆漁村的村民會

用「Handphone」來標示「手機」，用「Driver」或「Ahmad」來代替「司機」在番

邦的音譯詞。以外來詞作為詞匯的組成，是在一個中國文化與多元文化國家在語言

上相互交融的特殊現象，也是兩種文化交流的結晶（林倫倫，2012：56）。 

  以雙武隆漁村村民的潮州方言受大馬多語文化之實際狀況來看，理應童謠文化

也會出現文化融合的變化現象，從潮州童謠演變的採集結果來看，這個村落可能並

沒受到馬來文化太多的影響，故在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所流傳的潮州童謠裡，除

了傳唱全馬各地的遊戲童謠《La li la tam pong》是馬來文化與潮州方言文化交融之

結果，其他傳唱的童謠也只是同源異流的變化版。在探親的過程中，我試著以《唪

呀唪》這首潮州搖籃曲請教壩頭原鄉的親戚，她們告訴我，這首搖籃曲在潮汕原鄉

也唱，「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擔靴，擔唔浮，飼豬大過牛，牛仔生珍珠，

珍珠生馬仔，馬仔拿去當，當作三百九，一斗分阿兄，一斗分阿嫂，一斗分給孥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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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這和馬來西亞民間及雙武隆漁村流傳的非常相似，只是歌詞排位順序和數目

有些不同。「唪呀唪」作為搖籃曲的啟始句，經數百年在各處潮鄉傳唱及演變，可

貴的是她安撫了無數個小孩，一代傳過一代，讓他們每日聽著母親的愛語與祝福入

睡。搖籃曲作為記錄移民史的重要依據，從潮汕源頭探究對我而言，除了讓我印證

潮州童謠從原鄉而來，也為我展開母愛在潮州人社區的歷史樣貌。 

 

第三節  是華語把潮州童謠踢走嗎？  

 

1981 年之前，雙武隆漁村只有小學沒有幼兒園，第一間幼稚園在馬青團運主

催雙武隆漁村村民的合力籌募下開設，179主要設立的目的為何？「提早學華語」好

讓孩童升上華文小學時能早一點適應，也減輕華小老師的負擔，180是隨著在追蹤早

期村內教育現象及雙溪武隆幼稚園創校歷史過程中得到的答案。雙溪武隆幼稚園的

創辦其實不易，一開始，他們本欲向教育部提出在雙武隆漁村設立學前教育單位的

申請，但等了很久始終不獲批准，才轉向以私人力量籌辦。對村民來說，那一次的

籌備等同是村裡的大事，關乎村內孩童的未來，該行動除了動員全村村民在村內籌

款，也辦起千人宴，對外募款，籌得創校資金。活動的成功，讓鄰近幾個漁村的村

民特別讚賞，甚至效仿，輪到他們要啟動籌募計劃時，總是到村裡向相關人士請教。

雙溪武隆幼稚園的校舍，校地是馬青團運捐出來的，錢籌到後就找來木工搭建校舍，

課桌椅從小學調過來用，招牌請來一位在安順一間廣告公司專職廣告畫板及電影海

報的師畫協助作畫。畫中的孩童有男有女，愛讀書，也愛運動，對學習熱忱有朝氣，

                                                      
179

 馬來西亞青年團結運動，簡稱青團運（英語：United Youth Movement of Malaysia，馬來語：

Pertubuhan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簡稱 GBBM)。成立於 1975 年。現任總會長：祝偉文。

是馬來西亞的一個非政府組織、青年運動組織。雙武隆漁村由村內年輕的青年組成，報導人陳亞歷

是理事之一。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上網日期：2015 年

12 月 20 日。 

180
 王鎮賢，B-20150317：01:00；王永惜，B-20150313：15:20；陳麗珠，B-20150316：09:0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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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長輩們期盼的，要孩童們身強體壯，快樂學習（圖 5-6）。 

 

 

圖 5-6 雙溪武隆幼稚園外觀 

資料來源：研究者 2015 年 3 月 10 拍攝 

 

  在 1940 至 1990 年之間，雙武隆漁村的村民無論大人或小孩皆講方言潮州話，

少部份其他籍貫女性因結婚嫁到村裡來，也要隨夫家學習講潮州方言，這些外嫁而

來的婦女有些是福建閩南人，有些是客家人，有些是廣東人。2000 年以後，漁村

的新一輩陸陸續續成家，不再是靠相親安排婚的當代，一來是自由戀愛的時期，二

來村人也不再傳統封建規定女性依附男性，要隨從先生的母語，在此情況下，村裡

的語言結構早已不只是單純的潮州話。村裡一般受過教育的第二代及第三代村民在

遇到非潮籍的新婦人，已會跟他們以華語來溝通，這和過去硬逼著自己融入學會潮

汕文化或潮州方言大大不同。華語，對村裡大部份 1990 年之前出生的孩童來說，

那是進入學校才要正式學習的語言，但對於千禧年後出生的孩童而言，那已是生活

上的習慣用語，此為出生在不同年代村民之語言使用上的最大差異。一般而言，第

一代下南洋的華人往往都是母方言的傳承者，第二代之後或兼母語和華語共同語，

或兼用當地民族語和宗主國語言，第三代之後才會出現紛繁複雜的局面（李如龍，

2000：3）。這種在家庭和個人用語的差異，是很多移民社會世代交替普遍出現的狀

況。雙武隆漁村在 1970 年前因開發較慢，各種來自原鄉的文化仍保持原音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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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千禧年後在全球化與環境變遷等各種因素，就生活文化而言，村內的語言文化

明顯起了變化。 

  為了讓村裡的孩童可以在學前教育先學習華語，多學一些字，調整作息，提早

適應小學的學習，雙武隆漁村裡的幼稚園在 1981 年在村民的努力下籌建。雙溪武

隆幼稚園資深園長兼教師陳麗珠從創校第二年開始至 2010 年到村裡服務陳麗珠老

師是福建閩南人，家住在離漁村 10 公里的新邦知嘉小鎮（Simpang Tiga），1982 年

在通過中學教育文憑考試之後，181在鄰居葉菊花老師的介紹下到雙溪武隆幼稚園任

教。葉菊花老師當時是「中山國民型華文小學」的老師，和陳麗珠住在同一個社區，

得悉村裡的幼稚園要找幼師，便介紹陳麗珠去應徵。陳麗珠沒唸過幼兒教育，對於

要怎麽教育學前的孩童完全沒有概念，一開始被介紹下來到村裡教書時其實特別害

怕。基於漁村地處偏遠，條件不比城鎮裡學校，老師相對也不好找，學校董事們但

求有人愿意來教，所以也不對教師條件有嚴格要求。雙溪武隆幼稚園早期的人事流

動率高，所以負責面試她的是雙溪武隆幼稚園家教協會主席王永惜便鼓勵她先來試

半年，不適應再說，會不會教孩子也不重要。從 1982 年開始到 2010 年，陳麗珠把

近 28 年的生命奉獻給村裡的學童，教他們知識、畫畫、跳舞、唱歌等等，漫長的

教學歷程讓我誤以為陳麗珠老師便是籌募辦校期間已請來協助的老師，沒想到協助

籌辦創園的卻是一位名為連佩芬的老師，但在離開田野回到台北完成論文之際，仍

無法和連佩芬老師取得聯繫，故無將這份重要的資訊寫入最初的創校歷史。 

  創園時期的連佩芬老師，是馬青團運特別透過曾回到母校中山國民型小學擔任

教師的村民王介英教授介紹來的，連佩芬曾是王介英教授的學生，因修習幼兒教育

專業，王介英覺得適合便推薦之。但連佩芬在雙武隆漁村服務約1年多後便離職了，

留下第二年新進不久的陳麗珠一人奮戰，中間兩年老師來了又走，直至陳麗珠的妹

妹陳麗莹加入，該幼稚園的師資陣容才穩定下來。基於已無法跟當事人詢問，故僅

                                                      
181

 馬來西亞教育文憑，又名大馬教育文憑，(馬來語：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簡稱 SPM)，是由馬

來西亞考試局（Malaysian Examinations Syndicate (Lembaga Peperiksaan Malaysia)）主辦一個高中教

育文憑考試的成績證明。考生主要是中學五年級（既高中二）學生。資料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馬來西亞教育文憑。2015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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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陳麗珠老師之推論，連佩芬可能是因為漁村離家比較遠的因素離開。陳麗珠住

得比較近，每天騎著摩多車進村，路程僅約莫 20 分鐘，幸好在走過害怕到得到家

長信任的階段，慢慢努力，陳麗珠沒離開過村裡的孩童，一直到 2010 年中山國民

型華文小學附設幼兒園第六個馬來西亞五年計劃（Rancangan Malaysia Ke-enam: 

1991-1995 ）的推行，村內的 5 歲孩童全部轉向政府體制的幼兒園就讀。而雙溪武

隆幼稚園只好轉向補習班形式繼續收托 4 歲或以下的學童，讓村裡的孩童多學華語，

村裡部份的家長會把孩童送到那裡主要原因據說是附幼的課程不注重華文，怕孩子

未來升上華小一年級時會有銜接上的困難，後來在年齡限制和招生人數不理想的關

係，雙溪武隆幼稚園才在 2016 年正式關上的大門。 

  回顧當年走進教育的歷程，陳麗珠這麽說：「一開始很難教，學生都講潮州話，

老師說什麽他們都聽不懂，剛來不久，連佩芬園長就走了，把我一個人丟在那裡，

畢業典禮都不會，還好有葉老師和小學的老師們幫助，第一屆沒經驗，被人家批評，

很淒慘，很夠力。182畢業典禮要準備很多節目，帶小朋友表演，呈獻給家長看。那

時候，致詞也發抖，還緊張到哭。不過，後來幾年越做越順，村民、校友都會主動

幫忙，像幫忙化妝，換衣服等等。」當時代的雙武隆漁村，大人在家都跟孩童以潮

州方言溝通，不是他們不願意學習華語，而是甚多早期從潮汕南來的村民不懂得華

語，而其所處之原生的語言環境本就如此，來到馬來西亞之後也依循在原鄉的生活

習慣，包括語言。於此，該時代村民對老師的期待特別單純，只求村裡的孩童可以

在上小學前先熟悉華語，好跟得上課業，對於陳麗珠老師要該段時間接手承辦畢業

典禮，及成果並不要求，甚至特別包容。在學前階段調教孩童的語言，我在澄海區

金砂鄉地區的幼兒園也見識過此情景。在探親走鄉里的時候，親戚家旁剛好有間幼

兒園，我便進去探問，也跟該幼兒園的幼師聊了一下，發現該區的幼兒在入學前在

家，父母及家人便跟這些孩童講潮州方言，他們早的課程早已為此做準備，以教予

幼兒在普通話上的學習為目標。我在祖父的潮汕家鄉壩頭的 10 歲小堂叔他便說得

一口正統的潮汕話，普通話說來總是有個潮汕腔，他告訴我，自己便在幼兒園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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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狀況很糟糕，讓她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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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普通話的。183
 

  一開始接下幼稚園便得從幼師突然變成園長，陳麗蛛老師花了蠻長時間去適應，

她慶幸自己好運，因為村裡的家長對她們很好，還特別授權，孩子若不聽話，可以

上告家長，也可以打！沒有人帶領，硬著頭皮接下幼稚園的陳麗珠老師表示只能且

教且調整，需要哪些教材再跟董事們反映，他們都會盡力找來，村裡的董事都是村

裡熱心教育的人，但他們也不懂在教學上的理念、方向與目標，所以只能在教具、

校務上的開銷費用等小事上，如老師在教學上所需要的一切幫忙，交辦的事情等儘

量做到。在過程中陳麗珠曾經想過辭職，但看到學生沒人教，最後還是心軟留下，

直到等到她妹妹陳麗瑩來了，有個可以分擔商量的人後，情況才逐漸穩定。在村裡

教育陳麗珠坦言非常快樂，雖然剛開始時比較困難，無論教寫字還是教讀書都比較

難，後來村裡的家長也注重小孩的學業會配合，老師才較輕鬆。後來的小孩比較好

教，指的是村裡出生於千禧年後，講華語的孩童，因為在語言的轉化上，她們已無

需像早期那樣，調教許多，加上新時代的父母也受過教育，有時也會在家幫家孩子

複習或盯作業。2012 年左右，在幼稚園決定關起來的時候，她們姐妹倆也缷下教

職，董事會特別為她們辧了個歡送會，還給她們個別送上金鏈，這個被形容為重情

義的傳統村落的村民相信金鏈子才足以表達對願意到村裡教書的姐妹俩敬意，村民

藉此機會好好地跟兩位老師道謝。184
 

我在 1984 年進入雙溪武隆幼稚園求學，當年小小的教室裡擠了廿幾位同齡的

孩童，我們被規定要倆倆合坐，坐成四、五排，眼前有個大黑板，陳麗珠老師是我

們的班導師，她在講課時有時會在黑板寫字或貼些字卡，她的桌子稍大一些，桌上

有根藤鞭，我們調皮吵鬧時、不交作業時，她會用大力鞭一下，同學們就會靜下。

我們從早上七點多入園，十二點前回家，十點左右是我和同學們都特別期待的點心

時間，助手姐姐或來協助的阿嬤會泡開一大壺的美碌或是煮紅豆、綠豆等甜湯，給

我們端上時會是每個人一杯搭兩塊餅乾或一個小蛋糕的組合，餅乾的部份，有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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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日誌：20140423。 

184
 陳麗珠，B-20150316：05:00-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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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梳打餅，有時是方糖梳打餅或巧克力夾心餅，我們愛把蘇打餅泡在美碌裡，讓

它軟化，然後用湯匙撈起一口一口往嘴裡送，幼稚園時最開心的便是吃點心。185在

幼稚園裡，我們學認字，有漢字、數字，也有 ABC，漢字和數字被規定要寫在大

方格練習本裡，從「人口手足山海田」、「0123456789」慢慢開始，一段時間之後才

開始學習寫自己的名字，村裡的父母特別注重這個，包括我的父母偶爾在我放學回

家時也會問，學會怎麽寫自己的名字了嗎？ABC 寫在單線練習本裡，從 26 字母到

一些生活單字，如蘋果、猫、狗等等，在我唸書的時候，無論是村裡或是陳老師的

小鎮都無法找到影印機，所以練習本上要讓學童學習英文或馬來文單字的附圖都是

老師一本本親手繪上。幼稚園時期，除了學習簡單的三種語文，我們和小學一樣，

也講求要有禮貌，學習衛生。除了認知的部份，在幼稚園時期，我們也常常畫畫，

用蠟筆或色鉛筆。我們也唱歌，但唱的都是兒歌或民謠，譬如說《沙里洪巴》、《康

定情歌》、《小星星》、《小毛驢》等，有時也唱馬來民謠《Lenggang-lenggang Kankung》、

186《Bangun Pagi Gosok Gigi》、187《Burung Kakak Tua》等，188然而在眾多童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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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鳯，B-201503173：01:20。 

186
 這是一首印度尼西亞的民謠，印尼文和馬來文相通。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187
 馬來童謠起床歌，原曲來自美國西部民謠《Oh my darling, Clementine》，中文版有《小小姑娘》，

歌詞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著花籃上市場；穿過大街，走過小巷，賣花賣花聲聲響；花兒雖美，

花兒雖香，無人來買怎麽辦；滿滿花籃，空空錢囊，怎麽回家見爹娘。起床歌歌詞：Bangun pagi , Gosok 

gigi, Cuci muka Pakai baju ,Minum kopi makan roti, Pergi sekolah, Suka hati. 早起，刷牙，洗臉，穿衣，

吃麵包，喝咖啡，開心去上學。資料參考自: 

http://liriklagutenan.blogspot.tw/2015/01/lagu-gosok-gigi-upin-ipin.html 

，上網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188
 《Burung Kakak Tua 》歌詞可參考自 http://www.mamalisa.com/?t=es&p=856&c=121。上網日期：

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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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潮州童謠。對於童謠的記憶，和父輩們不同的是，印刻在我們腦海裡的不是

社區老嬷及女性長輩們教的方言童謠，而是學校老師教的不同語言的兒歌。 

今天的學校教育不斷進步，使兒童讀書識字，畫圖遊戲，做人做事，有更科學

的方法來達成教育的目的，不再教唱兒歌（林海音，1983：2）。雖然，雙溪武隆幼

稚園的老師還教兒歌，但唱的卻不是孩童熟悉的母語方言童謠，而是華語兒歌。學

華語，在那個時代被視為邁向進步與文明的指標，為了讓村內的孩童接受更好的教

育，長輩們常年樂於為此奔忙，積極改善學校軟、硬體建設。雙溪武隆幼稚園的教

室是個高腳的板屋，高腳屋下是一條河，潮水退去時突出的是一片沼澤地，沼澤地

上常有小螃蟹、彈塗魚在劃動，這些物件對漁村孩童來說雖然並非新鮮，但它仍是

許多孩童在幼稚園時期特別感興趣的地方。只是早期的幼稚園，廁所沒有抽水馬桶，

上廁所時的尿尿或大便會直接排到河裡，學童常害怕一個不小心讓腳掉到洞裡去；

幼稚園地材用料和村裡許多的房子一樣，都是板做的，凡有人走動就會「奇奇咯咯」

作響；屋頂以鋅板鋪成，下雨時滴滴答答，和家裡的一樣。 

在課程的安排上，陳麗珠老師的目標很清楚，在他們接手雙溪武隆幼稚園初期，

陳麗珠老師便以小學一年級學習的內容為範圍，規劃幼稚園的課程內容，依據其深

淺來調整；一切都為小學一年級的課程提早準備，所以小學學什麽他們就學什麽，

只是程度比較淺，沒那麽深。比方說，一年級的數學要從一到廿，他們就少一點、

淺一點 ，只要小學那裡調整得得比較深，他們也跟著動。她們也自編課程，早期

入學時沒有聽寫，沒有參考書，所以他們有些是他們自己編教材，後期會有出版社

的銷售員開學前會拿來一些參考書來給她們選，她們有時用市面上，適合的就用，

有些只抽一些章節複印給學生做作練習。  

然而在這之前，對雙武隆漁村 60、70 歲以上的村民而言，在他們的童年時期，

即1950年到1960年十年期間，村內有兩種教育學制，一種是正規體制的學校教育，

孩子只要滿 7 歲便可以申請到中山小學唸書，學習內容除了學習華、巫、英三種語

文，還有數學及公民，189小學學制共 4 年，一年共分上下兩學期，每學年學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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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課的內容主要是地方環境知識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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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完八冊即可畢業。早期村內有部份孩童因家庭經濟不允許無法按法定年齡上學，

僅能延遲入學，所以不同班級常有超齡學生。當時的學費雖不多，但仍有許多家庭

因需要孩童的勞力協助，必須犧牲孩子的學習；另一種則是村內一個小型的私塾，

學習內容主要為三字經、千字文、唐太宗百字箴等「古書」的經典幼蒙教材，學習

進度依老師視學生狀況調整，這個私塾設在某一村民的家裡，老師是一位從其他地

方來的老先生「先伯」，師生溝通語言及學習語言為潮州話。在歷史記錄上，方言

學塾遠在十九世紀初已在馬來半島華族聚居，這些私塾可能就設在商賈或塾師的家

中，沒有正規的制度，沒有正式的課本，也沒有設單位名稱；它們學的內容包括三

字經、千字文等童蒙課本以及一些實用的珠算等，只求認識一些方塊字及懂得一些

常識、簿記，學生沒有人數限制，也沒有年紀限制（鄭良樹，1998：9-16）。馬來

西亞的教育發展，可分為峇峇、華語、英語及馬來語四個語言社群，其中以華語社

群及英語社群最重要，辛亥革命成功以後，華語教學取代方言教育，並且迅速統一

了全馬的華文學校，華語華文因此成為社群內的共同語文，中華文化也在當地落地

生根。馬來西亞新式教育起步於光緒 30 年（1904 年），那一年，各地舊式學塾還

普遍流行，大企業家張振勳等領了一批僑領，在檳城共創中華學校，為馬來西亞華

教掀開了新一章（鄭良樹，2002：1-5）。 

報導人王和城童年時期受過兩種體制的教育，一種是到政府設計立的中山華小，

一是跟著老人家一起在私塾上課，在私塾學的都是經典，並以潮語教學，在上中山

小學時，則以華語教學，對於童年時期閱讀的經典內容印象特別深刻。以私塾的方

式在村內教孩童讀書在哪一年開始消失在村裡，沒有報導人說得上來，但以年屆

72 歲的王和城童年時期同時上正規學校，也短暫跟著比他年長的哥哥們短暫出現

在那課室的狀況計算，1940 年至 1955 年期間，雙武隆漁村仍有私塾教育的文化。

王和城讀過村裡的先伯教的，他形容學習期間是跟著以前的老人家一起上課，地點

就在芭尾河伯的家裡。學什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之類的。

他也上過中山小學，但四年級之後就出海捕漁了，在唸中山小學時期他們學華語、

馬來文，當時候的學童是家裡的小小勞工，上學前還要做事，中間下課回家吃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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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幫忙到河邊捉魚來餵豬，下午兩三點再回到學校繼續。王和城很求上進，學校教

的華語為基礎，其餘時間便自學，他訂報、訂《讀者文摘》，190每次出海捕漁就帶

一本華語字典，遇上不懂的字就查。19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句出自《千字文》，而《千字文》的宇宙觀發端於

《易經》，講的就是天地之道和陰陽之變的道理。一開頭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張」，描畫出一個無比廣闊幽遠的宇宙。宇宙萬物處在一個恆久

的大循環中，「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192如今回想，王和城

直說還是文言文好，六千年的文化底蘊浩瀚無比。王和城曾在 1976 年至 1990 年間

當過中山華小的董事長，雖已年屆 72 歲，卻是村裡備受公認記性好，博學的活字

典。他寫得一手好字，書法還是他的老師李金文教的。李金文老師在 1957 年到村

裡的小學任教，同一時間還有林醒華老師，他們倆都是在採集的過程中頻密出現的

名字。據說，當時的李金文只是一位約 16 或 18 歲的年輕小伙子，基於上述所說村

內孩童家境普遍貧窮的關係，班上常有超齡的學生，這些學生有的跟老師同齡，有

者還要大上一些。1958 年之前，村裡的小學中山華小只籌辦四年級，書有八冊，

上下學年各成一冊，中文、英文、數學三類。這些一邊還要幫助家裡工作的學童倘

若順利唸完四年級，有意繼續升學者，可踏 7 英哩多的泥路或從村內搭船到馬眼拿

督鎮的華夏華文小學繼續五、六年級，或寄居安順，方有升學之機會。不過，在當

時期，村裡大部份的學童只是完成了四年級或在更早的時候選擇不繼續求學，直至

1958 年初在李金文先生擔任校長時期，接受霹靂華校全部津貼申請，將校名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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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是一本家庭月刊，1922 年於美國創刊。2004 年，美國的銷量

已達一千萬冊。它是當前世界上最暢銷的雜誌之一，現在已發展至 50 個版本，以 21 種語言印刷，

於世界 60 多個國家發行，爲各個年齡、各種文化背景的讀者提供資訊。文章涵蓋了健康保健、大

衆科學、體育運動、美食烹飪、旅遊休閒、金融政治、政府與國際事務、家居與園藝、藝術與娛樂、

商業與文化。其他固定的專欄還包括了笑話、謎語、測試、動畫及讀者來信。網上資料，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读者文摘，上網日期：2016-02-10。 

191
 王和城，B-20140402B4：12:20。 

192
 千字文，網上資料，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千字文。上網日期：201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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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標準型華文小學」，開辦五、六年級，村裡的部份小孩有才更多有機會完成

小學六年的課程，學費由五元減至二元五角，家長負擔減半，村上兒童也受惠不淺

（羅文和，1984：5-10）。為了解他們求學期間所學習音樂或唱歌情況，我特別針

對此發問，報導人雖不太記得自己唱過什麽，但能夠确定的是，歌單中有的是《漁

唱》、《鳯陽花鼓》等華語民歌，而非為在家裡跟祖母學的潮州童謠。 

  在村裡的潮州童謠是如何隨著它在不同年齡層人們心中的比重存在與消逝？

對 1940 年代或以前出生的村民來說，他們大部份仍從潮汕原鄉來，移動時也帶來

了潮州童謠，在原鄉的童謠是他們生活中的養份，如空氣般自然存在，移動到異鄉

也經常以此為生活娛樂；1950 年代出生者，在村裡生活簡樸，不受流行文化的影

響，童年時期皆有從這些南來新客身上學習童謠的經驗，且曾自在把玩；對出生於

1960 至 1970 年代的人而言，他們在移居地出生，透過父母或在社區裡玩樂習得潮

州童謠，同一時間他們與外界的接觸變多，接收流行文化，譬如說，歐、美、港、

台流行歌曲及電影，潮州童謠文化在多元選擇下被擠壓在後，再加上也有些愛唱潮

州童謠的老人家離開了，生活中已不再隨處聽見潮州童謠；1980 年出生的村民，

他們偶而會在家裡或遊戲時聽到或學習到一兩首潮州童謠，但基本而言他們是被流

行樂餵養長大的孩子，若問起他們童年時期記憶中的童謠，其口袋歌單會是《小姐

小姐別生氣》或193《老師送我一支筆》；194
2000 年後出生的孩童，多半已是漁村的

第五代移民，他們對中國的想像，不會有「落葉歸根」的國家認同，反而有「落地

生根」的堅定。從社會發展的現實來看，他們在生活上已不使用方言交際，潮州童

謠因此對他們來說既遙遠又陌生。潮州童謠在雙武隆漁村的變遷流變，展現在它和

人的關係互動中，就從該漁村的發展狀況來看，可以預言的是它會隨著 1940 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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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小姐別生氣，明天帶你去看戲，你坐椅子，我坐地，你吃香蕉，我吃皮。 

194
 一首流行於 1980 至 1990 年代的童謠，歌詞句型從文字接龍開始。歌詞為「老師送我一支筆，

什麽筆？毛筆，什麽毛？雞毛。什麽雞？公雞。什麽公，公路。什麽路？馬路。什麽馬？騎馬。什

麽騎？國旗。什麽國？國家。什麽家？家長。什麽長？送你一巴掌。」這首童謠以華語唸唱，普遍

流傳於各個小學，孩童會隨興改變歌詞，繼續接龍遊戲，但歌詞的最後一定要調侃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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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老長輩們慢慢離開之後走入歷史，已是不爭的現實。 

  潮州童謠隨著新客下南洋，歷經數代傳承，早年在村裡由村民共同繼承，不分

你我，老人們走在路上遇見孩童會唱給他聽，孩童學起來，遊戲時也會唱給更小的

幼童聽，傳唱不必儀式，生活中就自然的開始。本研究讓我看見，人們基於文明的

推展需要，積極推廣和普及化華語，在多元種族的國家統一使用語言，並選用強勢

語言是從不停止的戲碼。只是我納悶的是推廣和普及華語並不意味著要消滅方言，

華語和方言大可保留早期在不同場域使用的狀態，方言自有其社會作用，有其存在

的理由。馬來西亞是個多語并用的國家，每個孩童在教育過程中要學習、巫、英三

種語言，然而雙武隆漁村地處偏遠，早期雖然也有一些馬來人小販到村裡幫漁夫買

魚，學校教育也讓他們有基本涉略與學習，但村內的語言環境始終以潮州方言為主，

所以馬來話的應用多半只停留在生活、買賣等層面，在無法三語兼顧的前題下，在

2000 年科持時代來臨之前，村民覺得華人學好華語，就能走向一條文明最基本的

路，方言只是在家與父母溝通的母語，能發揚至最遙遠的角落，至多只是跟其他村

落的潮州人對話，對人生無太大助益。1984 年左右馬來西亞講華語運動尚未開始，

但在教育上，顯然雙武隆這個小漁村到早已受影響。  

潮汕大學曾做過一個研究，調查該區年輕一輩人學習潮州童謠的情況，結果顯

示目前的潮汕已非人人吟唱潮州童謠，人人能說潮州話，年輕人對自己民系的歌謠

陌生，甚至在潮汕老人中也很難找到那種原生態的口頭歌謠（林朝虹，2012：118），

此情景早已讓民俗文化工作者決定加緊採集與記錄的腳步，僑鄉同樣受到多元文化

的衝擊，面對各源流的流行文化侵入，潮州童謠文化在雙武隆漁村同樣如瀕臨垂死

線邊緣。環境中少了潮州童謠的活水，推動已難，家裡沒人懂得唱也很難傳唱。新

時代的父母一般跟小朋友講華語或英文，它的消逝是可以預想到的事，而身為馬來

西亞潮汕人，我覺得年輕的一輩應該更主動接觸自己的文化，趁著長輩仍健在的時

候記錄這些原來豐富的口頭歌謠，為守護自己的文化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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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與省思 

 

知識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權勢即成知識（Power is Knowledge）。 

熊秉真，2000：13 

 

第一節 再現潮州童謠的教育價值 

 

  「童謠」源起於家庭，發揚於社區，在早期傳統的社會中，許多女性會用它來

教育孩童，於此，童謠可說是孩童與母親的重要連結，也是許多孩童早期純樸童年

的重要學習養份。經梳理及探究自己土地上傳承方言童謠的研究，一幅幅由上往下

由長輩給幼童吟唱童謠，或同儕之間傳授及傳唱的互動畫面再度重現腦海。其中情

景就和歷史文獻裡所指涉的傳統社會裡教育或照顧年幼孩童，它不僅是一個家族的

事，也是一個村落的事一樣，而各種母語的童謠，皆自成傳統教育的重要媒介。 

  經長時間的研究之後，我開始思考「童謠」理應是每個人童年經驗中重要的學

習媒介。它曾在過去的家庭扮演著生活教育的重要角色，也不同時代與人產生關係，

甚至達到增加家庭樂趣，促進幼兒口齒伶俐並且誘發幼兒想像力，增加鄰里交流的

功能。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及環境的變遷，我們卻選擇把它抛棄腦後。學者胡寶林

的一段話特別能說明我研究後的憂心，雖然本研究最期待的是「童謠」的重要意義

能再度被人們看見，但是可惜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總是捨近求遠。 

 

  今日我們的教育雖然普及，可是人們除了生活在鄉間外，大都沒有「街

坊生活」。大家庭制度解體，工商業生活緊張，許多很有人情味的禮俗，

不是簡化了，就是被淘汱了。於是，很多人讀了十幾年書，說起話來卻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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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味，甚至詞不達意。自己有了孩子，在他牙牙學語前，也不知如何與

孩子做語言的接觸。現在年輕的父母早把兒歌忘得一乾二淨，只會對著幼

兒嘰哩咕嚕地噴口水，顫嘴唇；抱著孩子高舉時，頂多只會說「一、二、

三」，使家庭生活缺少很多韻律感，俗文學迷人的親切感消失殆盡。（胡寶

林，1982：5-6） 

 

  近年坊間各種親子活動的推廣，多見人們喜以繪本為選，甚少有教育機構或社

區中心考慮「母語童謠」之推廣。台灣如此，馬來西亞也跟著學，「外國月亮比較

圓」的心理因素，始終影響著坊間教育活動的多元發展。 

  基於移民的歷史讓馬來西亞華人形成七大籍貫的結構，民間所承載多種不同籍

貫的鄉音文化也開展出紛陳豐富的樣貌。潮州童謠在早期的社會扮演著「潮人家庭」

幼兒啟蒙教育的重要角色，自成潮人社會中，母親、孩童在生活中把玩的重要素材，

為許多潮人家庭帶來歡樂。潮州童謠之所以能成為優秀的歌謠，從本研究所蒐集的

42 首潮州童謠的內容及藝術表現，和它們與報導人童年生活互動交織的樣態，確

實符應歷史文獻中的記載，童謠中的思想內容上除了反映兒童生活，也讓我們看見

孩童透過吟唱童謠可以從成年人的社會生活擷取豐富的智慧。人類傳承的精髓會被

擺放在童謠裡，足以讓孩童在童謠世界裡盡情流露他們的藝術想像。 

  從語言學的觀點出發，「潮汕話」是現今中國最古老、最特殊的方言之一。雖

在古典文獻中有記載，但在當代已經消失。本研究在採集中發現，童謠保留了最多

民間最樸實的方言，帶著濃厚的地方特色，對於方言學的研究能提供寶貴的價值，

且為潮汕方言歷史詞彙的研究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引自陳郁芬，2011：132)，我

則認為甚至應被奉為經典，繼續積極推廣及傳承。本研究一開始只求把從中理解潮

州童謠如何在一個移民社會中生成與轉化，及潮州童謠在移居異地對潮州人的意義

書寫整理，當書寫完成後，我相信這份資料將能讓雙武隆漁村新一代及未來的村民

認識自家土地的歷史。 

  雖自知在專業能力的局限中，無法像語言學家能從語言的角度深入分析潮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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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的內在意涵，然而站在教育的視角，本研究讓我深刻體驗潮州童謠豐富社會文化

意涵的價值，其對早期牙牙學語之孩童在時有實際幫助，除了能從吟唱中學習到豐

富的潮語詞彙，也能從音韻及內容的趣味中認識潮汕文化、認識父母或祖父母的家

鄉。作為潮州人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學習潮州方言是孩童認識世界的一扇窗，潮

州童謠的應用勢必重返潮州人的社區，以帶動潮州方言與潮汕文化的傳承。 

現代社會裡許多的家庭依賴學校，覺得只有專業能教育好孩子，常常忘了與孩

子長時間相處的自己及祖父母也是孩子在學習上的重要他人。人們遺忘了人類最初

的教與學，其實就發源自家庭，且存在於長幼之間的互動中。此外，一個社會對目

標語言的選擇跟經濟發展取向有很大的關係，在東南亞獨立以前的馬來西亞，英語

是頂層語言，獨立以後以馬來語為國語（游汝杰、鄒嘉彦，2003：89）。在這樣的

社會背景，馬來西亞華人經常受牽制於強勢語言與主流文化的價值影響，對於追趕

不上世界的腳步而恐慌，害怕和別人不一樣，甚至並沒意識到放棄語言其實也將放

棄文化，讓它在無聲無息下淡然退場。「語言」對文化認同的作用很大，除非是母

語，語言比儀禮、風俗、習慣都難以學會，在馬來西亞許多千禧年後的新一代孩童，

多已不會講母語，此情形其實對下一代的教育家與家裹所維護的傳統文化產生極大

的影響，且會對文化認同產生干擾，母語和家庭原有的文化傳統也因此難以維繫。 

  而長時間的田野工作，從雙武隆漁村報導人口述中的場景內，實際感受到這個

傳統漁村早期因有潮州童謠的傳唱而充滿愉悅。雖然這些過去的歌聲隨著環境變遷

與各種物件的消逝足跡，在隔了一個世代後才再次被想起，且在記憶的考驗下已難

被完全重現，但對我而言，這一趟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進行的時空探索，最讓人

欣喜的是，資料再現時從中看見大家庭制度未解體前傳統社會「幾近日常」的親子

互動的美好畫面，而潮州童謠此一元素就像民間的網絡一樣連結著大人與小孩，而

論文的完成似乎讓我有機會連結起過去與現在，讓新一代的孩童有可能再看見先輩

的智慧。 

  整體而言，本研究已拼湊出潮州童謠在 1940 至 1970 年代在該漁村的傳承歷程

及面貌，也提出潮州童謠的興起與流逝所反映出來的歷史、社會、與文化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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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在傳統教育中的重要性，但也證成面對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變化及科技進步演

變及主流強勢語言文化的影響，使本來紮根街頭巷尾間的歌謠也難抵文化的壓力迅

速消失。對於人們面對族群文化遺產消逝的無感，甚至視其為理所當然，讓我始終

記掛著那份心中的懷念，相信潮州童謠的記憶如果脫離了原生的社群土地，也將像

無根的碎片，未來勢必有更多人不明這些童謠的由來、歷史及價值。現在村裡的孩

童都上學了，他們無論在家或學校都講華語，只有少部份的家長在和孩子溝通時偶

爾穿插一些潮州方言，由如此的現況我們不難預想原來傳統的潮州漁村，將可能再

也聽不見潮州方言，現在苟言殘喘的潮州童謠文化更會從雙武隆村民的生活中徹底

消失。其實，馬來西亞華人長期生活在一個持續受到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影響的

環境，籍貫文化在這數十年前甚至數百年前仍備受守護，但面對現代化主流價值的

挑戰，村裡的潮州人難免還是會不經意陷入害怕跟別人不一樣的狹隘信念中。在時

間與能力的限制下，本研究最終還是無法在記錄 60 多年前村內潮州童謠之後，做

到強化村民對潮州童謠在傳統價值上的認同。然而，慶幸的是，在田野工作過程中

與報導人的良好互動，為我所揭示的雙武隆漁村早期傳統教育圖像，已讓我重新思

考要在下一個階段回到老家，這個家庭和社群連結關係緊密的村落，讓潮州童謠走

出只陷入傳統教育媒介的困境！ 

第二節 讓「潮州童謠」回家 

 

  曾經朋友在我離開大馬到台北唸研究所之時，給我寫下了「離開，是為了看清

楚」的祝福語。思索良久，這一天總算帶著書寫自己家鄉那片土地的故事之作回應

了「我的看清」。這是在走過「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之後，認真回過頭去

聽聽自己出生長大的那片土地曾經傳唱的潮州童謠的動作。歷時一年多，原以為只

是走在追隨母語童謠的歌聲路上，沒想到最後卻把自己帶到一個過去的時代，一個

祖輩們創村的時空，看他們如何在這片土地搭建生活，修橋補路、蓋房建校，在歷

史中，我看見年輕的我們因應一切的文明進步的理所當然所丟失的及錯過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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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接受體制教育內所給予的安排，不曾思考在「權勢即成知識」 (Power is 

Knowledge)的主流思想如何定奪母語文化傳承的命運。面對科技時代挑戰的當下，

雖然新一代村民與鄉音文化關係漸遠，他們始終無法看見潮州童謠真正價值，幸運

的是我們沒有丟掉關係，仍能坐在一起誠誠懇懇回顧過去祖輩的豐功偉績，在村裡

生活仍能維持良好和諧的互動關係，凡有大事，村民依然沒有忘記老輩的智慧，往

耆老家裡請教以得到經驗的答案，舉凡一方有難仍是全村動起來一起想辦法解決。 

  在村民還保有良好互動的關係中我思及自己還能在村裡做什麽事？是要像陳

氏家庭積極參於潮州人的社團公會如韓江公會活動從中推廣潮州童謠，還是要在村

裡直接辦起「重唱潮州童謠」活動，把吟唱潮州童謠的文化帶回家鄉呢？從自己開

始也許是最好的行動，我想邀請村裡的年輕人一起努力，啟動「錄製屬於我們的潮

州童謠」計劃，請耆老們好好唸唱屬於我們的潮州童謠，出一張有聲專輯，讓這些

曾經教育過村裡的孩子、曾經娛樂過婦女們的潮州童謠繼續往下傳承。這張有聲專

輯，計劃要被分發到村裡的每一戶人家及咖啡店，不定時讓它在咖啡店裡播放，讓

這些曾經在自己生活的土地實踐的歌謠回到家鄉，進而激發更多這些過去，截至田

野工作結束後仍未被想起的潮州童謠出現。我相信一年半的採集仍有滄海遺珠，畢

竟這些口耳相傳的童謠也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被想起，有時還需要仰賴環境情景的激

盪，比方說下雨時聯想雨天的童謠，看到盲人想起瞎子娶妻的童謠等等，而還有那

些未能在研究期間為我提供潮州童謠，外嫁至其他城鎮的女性報導人，應也珍藏著

許多對潮州童謠的回憶與故事。 

  每次在做鄉音採集，總會遇到不認同的聲音，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們總覺得歷

史無需回望，往前才是人生積極的追隨。但在這一趟豐收的歷史文化旅程之後。我

想日後再回到村裡，踩在那片土地上，由於曾經用文字走過這段歷史，聽過那麽多

關於潮州童謠與這片土地的故事，我就能跟下一代分享雙武隆漁村的故事，這一些

先輩留給我們最好的生活寶藏。 

此研究從「馬來西亞華人鄉音採集計劃」開始，最後，也將回到「馬來西亞華

人鄉音採集計劃」的路上。「句點」不會是現在，期許未來還有更多的篇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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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其他籍貫的方言童謠研究，客家的，海南的，福建閩南的，福州的等等。

回到教育的角度思考，幼教之父福祿貝爾其教育主張即把「母親遊戲和兒歌」帶入

幼兒園，作為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的遊戲教材。這些手指謠在現代的德國幼兒園

及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華德福幼兒園（Waldorf kindergarten）內，孩童在遊戲生活

期間，充滿著吟唱童謠的遊戲文化，並在其中得到愉悅。一切似乎再回到原點思考，

那些曾經被丟掉的方言童謠，有一天是可以回到我們的生活世界，只要我們願意回

到「人之初」的教育起點上。 

這本論文的完成，除了為雙武隆漁村留下歷史記錄，我也希望在錄下這些潮州

童謠的當下，再把大光燈點亮，讓孩童拉著老人家唱潮州童謠，再現我們曾經一起

走過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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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問題 

第一組別  研究對象：5 位在平均九十歲從中國潮汕南來的女性 

      主旨：採集自中國南來華僑對潮州童謠在原鄉與番邦的圖像 

      問題設計：1.小時候，你們在村裡聽過哪些童謠？能否為我們唱一 

           唱？ 

           2.是誰教你們唱潮州童謠？ 

           3.能不能你回憶一下潮州童謠在你童年時期在村裡傳 

唱的情形? 

4.這些你在大馬聽到的潮州童謠，和中國原鄉有什麽不 

           同？ 

           5.你在這些童謠裡學到了什麽？ 

           6.你為何特別記住這些童謠？ 

           7.它對你來說有什麽意義？ 

第二組別  研究對象：漁村裡的村民 

      主旨：採集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對潮州童謠的看法 

            問題設計：1.小時候，你們在村裡聽過哪些童謠？能否為我們唱一 

           唱？ 

           2.是誰教你們唱潮州童謠？ 

           3.能不能你回憶一下潮州童謠在你童年時期在村裡傳 

唱的情形？ 

                      4.你在這些童謠裡學到了什麽？ 

           5.你為何特別記住這些童謠？ 

           6.它對你來說有什麽意義？ 

                      7.上學的時候，老師有教唱潮州童謠嗎？ 

第三組別  研究對象：從中選取一個家庭為研究個案 

      主旨：採集研究個案陳燕婷家與潮州歌謠的童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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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設計：1.能不能請仔細說說媽媽陳林惠嬌生前是如何教你們唱潮 

          州童謠？ 

2.媽媽兒時是如何學習潮州童謠？ 

3.你最記得她教唱的哪一首童謠？ 

           4.你們是怎麽把媽媽教的童謠傳給下一代？ 

           5.這些潮州童謠對你們的家庭來說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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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田野工作口述資料編號表 

文件編號 報導人 訪談日期 重點摘要 

A-20130203 林亞枝（1923 年

出生）/ 93 歲 

 

2013-02-03 17 歲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沒唸過書。在漁村幫忙父親照

料養鴨場，口說普寧腔潮州話常怕

被人笑，學過不少潮州童謠。提供

潮汕地區潮州童謠流傳之狀況，自

身下南洋過番的經驗，在雙武隆漁

村所見的潮州童謠流傳之狀況。提

供《搖籃曲》、《挨呀挨》、《點

燈點某》、《挨蘭伊胡》等 4 潮州

童謠。 

提起謝佛在村內教唱歌謠之狀況、

女人自己生小孩之經驗、提供豆辨

醬制作方法、及村人追聽黃正經潮

語廣播節目之狀況。 

A-20130207 2013-02-07 

A-20130203 李嫦花（1921 年

出生）/ 95 歲 

2013-02-03 17 歲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不識字。以為番邦很好，結果

抵達後悔不已，見證雙武隆漁村的

發展，比較愛唱潮州歌冊，愛聽潮

州童謠但不愛唱，已記不得。提供

潮汕地區早期潮州童謠流傳的狀

況，自身下南洋過番的經驗，在雙

武隆漁村所見的潮州童謠流傳、村

人養豬養鴨之概況   

吟唱潮州歌冊《雙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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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30204 2013-02-04 敘說在潮汕地區編草蓆的經驗，早

期潮汕地區女孩子如何靠吟唱歌謠

識字。 

A-20130216 謝芝蘭 (1933 出

生) / 82 歲  

2013-02-16 18 歲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沒唸過書。因表示對於早期的

事情已記不清楚，故僅提供自身下

南洋過番的經驗，並無吟唱潮州童

謠。目前在漁村幫兒子打理小雜貨

店，聽過潮州歌謠，但不愛唱。為

研究者提供早期雙武隆漁村的樣貌 

A-20130209 王碧娟 (1920 年

出生) / 94 歲 

2013-02-09 19 歲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不識字。兒時因要工作—編草

蓆，說童謠是閒人才學會，自己不

愛唱歌，所以沒學會潮州童謠。抵

達雙武隆漁村時，全村只有不到廿

幾間房子，有不少人養豬。敘說潮

汕地區早期潮州童謠傳唱狀況，但

一再強調自己不會唱童謠， 

提供下南洋過番的經驗，記憶不清

楚，但也能吟唱搖籃曲及半首《天

頂一條雲》。 

A-20130219 華隆嬸( 1929 年

出生 )/ 86 歲 

2013-02-19 17 歲下南洋到馬來西亞雙武隆漁

村，沒唸過書。目前已搬離漁村到

大城市吉隆坡，以前因為要工作，

所以並沒學得太多潮州童謠，但仍

能吟唱半首《百屏花燈歌》，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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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記得幾首潮童謠。提供潮汕地區

潮州童謠流傳的現況，談及自己過

番的經驗，在雙武隆漁村所見的潮

州童謠流傳之狀況，同時提供早期

僑批寄送的狀況。 

B-20130201 孫梅英 (1947 年

出生) /68 歲 

2013-02-01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B-20150313 2015-03-13 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B-20130201 亞旺媽媽 2013-02-01 來自下霹靂四條港潮州人漁村，47

年前下嫁到雙武隆漁村。在她的家

鄉也有不少耆老唱潮州童謠，和雙

武隆漁村差不多，兒時也聽過新加

坡電台的「黃正經」講潮州故事。 

提供早期僑批寄送的狀況，提供他

們後期收到的僑批予研究者參考。 

B-20130201 孫進源 (1957 年

出生) /58 歳 

2013-02-01 1960 年代漁村的生活環境，村裡沒

有自來水，村民喝雨水，顏色紅紅，

家門外都有個大水池。村民多養豬

及鴨，家族龐大，房舍不夠位子，

豬舍洗好或新豬舍，小孩就睡裡頭。 

在村裡沒電沒水，食物一般清蒸或

燙熟，指的是要沾醬可自己做魚露

或豆辨醬 

B-20130203 王秀杏 (1952 年

出生) / 63 歲 

2013-02-03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童年時期習得

多首潮州童謠，常常跟其他女孩跟

到纏足阿嬤的家聽她講故事、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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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該時期入學唸書的狀況、謝佛

阿嬤教唱歌謠。提供潮州童謠《火

金姑》、《天頂一隻鵝》等，訪談

內多次提及陳林惠嬌家人的潮州童

謠。 

B-20130203 孫振豪 (1951 年

出生) / 64 歲 

2013-02-03 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之狀

況，老廣很準時等待。 

B-20130216 2013-02-16 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學校的

招牌由安順某 廣告公司關渡明畫

師之手。 

B-20130205 王文通（1950 年

出生）/65 歲 

王傳為 (1951 年

出生)／64 歲 /團

訪 

2013-02-05 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之經

驗。 

提供 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B-20130205 王 碧 琴 /Kopi 

(1938 年出生) / 

77 歲 

2013-02-05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愛唱潮州歌

冊，愛看潮劇。童年時期聽過許多

潮州童謠，自小愛到處串門子，會

唱 

《百屏花燈歌》。 

提供 194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

的現況。 

看著陳林惠嬌之小冊子，可吟唱多

首潮州童謠，並稱許多皆為童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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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村裡聽到的。 

B-20130206 孫振昌（1959 年

出生）/ 56 歲 

2013-02-06 1960-197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提供唱潮州童謠的阿嬷謝佛的

故事。 

該段訪談在車上錄取，後因雜音太

大，僅能憑記憶以速記方式筆記。 

B-20130206 王木存 (1949 年

出生) / 66 歲 

2013-02-06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經營雜貨店，

是雙武隆漁村第一家雜貨店兼咖啡

店。外公以前從事安排新客南來的

服務。提供外公帶新客下南洋的故

事，其店早期在村內為咖啡店，也

賣些生活雜貨，如今為小型的雜貨

店，和王秀杏是兄妹。 

B-20130206 王松賢 (1939 年

出生) / 76 歲 

2013-02-06 194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談及大光燈。 

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之經

驗。 

B-20130206 孫炎松 (1935 年

出生) / 80 歲 

2013-02-06 曾任雙武隆漁村村長約 40 年，為研

究者提供雙武隆漁村 1996 年人口

統計資料，提供漁村建設的歷史，

如交通狀況。 

B-20130207 孫桂媚 (1972 年

出生) / 43 歲  

2013-02-07 1970-198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提供《新孟光》遊戲童謠。 

B-20130210 林炳賢 (1941 年

出生) / 74 歲 

2013-02-10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漁夫，聽過潮

州童謠，提供中秋節之《關阿姑》

歌謠遊戲及《賭博歌》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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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謝佛阿嬷在村裡傳唱童謠的概

況。 

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之經

驗。 

B-20130211 王玉琴 (1978 年

出生) /37 歲 

2013-02-11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婚後已搬離漁

村。童年時期，常聽鄰居一個南來

的阿嬤唱歌謠，提供一首《瞎子求

妻》潮州童謠。 

提供 1980-1990 年代聽村內耆老吟

唱童謠之經驗。 

B-20130215 王盛丹（不願意

提供年齡） 

2013-02-15 潮州童謠無用論。 

B-20130215 高啟葵 (1952 年

出生) /53 歲 

2013-02-15 童年時期隨家人從小鎮移居到雙武

隆漁村，漁夫。童年時期聽過不少

童謠，但自己不愛唱。談及少時村

裡沒有對外的路，家中養的豬送去

賣，還要雇船，為研究者提供村裡

的童玩。 

提供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B-20130216 王木強（1944 年

出生）/71 歲、高

啟祥 (1948 年出

生) /67 歲 

2013-02-16 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提及中

秋節《關阿姑》遊戲,但不記得該童

謠如何唱。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村內

養豬及鴨之現況。 

B-20130216 王和聚 (1942 年

出生)/ 73 歲 

2013-02-16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提供八月中秋《關阿姑》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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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點燈點某》、《弟丁丁》

等童謠 

早期對外交通不通，村人如何劃船

去娶老婆的，生小孩也要劃船去女

方家報喜。 

B-20150315 2015-03-15 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B-20130216 王和城 (1943 年

出生) /72 歲 

2013-02-16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提供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

之經驗。 

談及謝佛阿嬤教唱的《賭博歌》。 

B-20130216 王鎮賢（桔仔）

（1944 年出生）

/71 歲、 

王和聚  /高啟葵 

/錢茂成/團訪 

2013-02-16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村人追聽黃正經潮語廣播節目之經

驗。 

1950 年至 1970 年代村內建設、養

豬、捕漁、養鴨、用船娶妻之生活

現況。 

提及謝佛阿嬤教唱的《賭博歌》。 

B-20130217 王鎮賢/高啟葵團

訪 

2013-02-17 1950 年至 1970 年代村內教育現

況，孩童的學習狀況。 

 

B-20140131 王和聚、孫炎軒 /

團訪 

2014-01-31 提供《算命歌》、《騎白騎母》等

童謠。 

B-20140131 孫炎軒 (1956 年

出生) /59 歳 

2014-01-31 廿幾年前，已搬離雙武隆漁村，在

農曆新年期間回到該村落，訪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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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店趁他和其他村民聊天時完

成，提供 1960-1970 年代潮州童謠

流傳的現況，期間也談及童年時期

玩的遊戲。 

喜歡潮州弦絲樂，懂得多種樂器，

常在回到漁村時和哥哥孫耀松等人

一起彈奏潮樂。 

B-20140201 楊木興(未能聯繫

上，無法取得) 

2014-02-01 十幾年前，已搬離雙武隆漁村，在

農曆新年期間回到該村落，訪談在

吃火鍋圍爐時完成，主要談及村人

孫石卵家族在村裡自力發電憑租給

村民、提供早期村內私塾、中山小

學孩童的學習狀況等。 

喜歡潮州弦絲樂，懂得多種樂器，

常在回到漁村時和孫耀松等人一起

彈奏潮樂。 

B-20140401 

 

王永福 (1958 年

出生)/ 57 歲 

王岱雄（1954）、 

王岱滿  /(1958) 

團訪 

2014-04-01 提供 6 首童年時期跟媽媽學習的潮

州童謠、戲曲，後期媽媽中風，潮

州童謠成了他們之間的聯結。 

王盛岱提供媒人婆、村人娶妻、結

婚等生活描述。 

王岱滿提供 1960-1970 年代童年時

期村內的生活環境及狀況。1969 年

排華時期村內生活及應對狀況。 

B-20140402 陳秀葉 (1936 年

出生)/ 79 歲 

2014-04-02 講述源成咖啡店的故事、賣包子、

賣炸油條的故事。 B-201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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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40402 學校草地婦女聚

談／團訪 

2014-04-02 講述自己與潮州童謠互動的經驗，

多數無，但仍能提供 1980-2000 年

村內潮州童謠流傳的狀況，此團體

訪談中的多位婦女有些是嫁到村裡

約 10 年的年輕媳婦。 

B-20140402 王和城 (1943 年

出生) / 72 歲 

2014-04-02 提供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

的現況。 

B-20150315 2015-03-15 解說村內洋灰水糟的制作、捕漁技

法、幼稚園籌備歷程。 

B-20150402 李祥玉（1961 年

出生）/ 54 歲 

2014-04-02 在清明掃墓時之際取得孫家傳唱的

搖籃曲。 

B-20140424 中國潮汕金砂鎮

壩頭鄉探親 

2014-04-24 從和潮汕地區數位親戚閒聊探問潮

汕地區的搖籃曲之狀況。 

得：他們在哄嬰幼睡覺時不用搖籃。 

B-20140425 孫月英 2014-04-25 趁著潮汕探親期間在車上進行訪

談，提供自己兒時聽到的搖籃曲。 

談及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在漁

村裡流傳之狀況。 

B-20150304 王介英 (1948 年

出生)/ /67 歲 

2015-03-04 談漁村孩童往外深造、求學之心路

歷程。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提供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B-20150312 王盛丹 2015-03-12 謝佛的曾孫，遊說多次才肯透露自

己潮州童謠之學習經驗，一再強調

潮州童謠無用，不願繼續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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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50312 王介平 (1957 年

出生)/ 58 歲 

2015-03-12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15 歲時工作意

外年去右臂。喜歡古龍、梁羽生、

金庸小說，愛聽電台裡的潮州講古

節目。 

講述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村

內籌辦千人宴之狀態。 

B-20150313 陳蘭香 (1951 年

出生)/ 64 歲 

2015-03-13 原為安順人，結婚嫁到雙武隆漁村

已超過 41 年，講述 1974 年後至今

村內教育及各建設發展的現況、女

人自己生小孩經驗，提供《搖籃

曲》。 

B-20150313 王永惜 (1947 年

出生)/ 68 歲 

2015-03-13 爺爺王開炮是村內較為早期抵達雙

武隆漁村的人，出生於該漁村，早

期以捕漁維生，30 多年前轉當出租

車司機，載送村內人出入安順、怡

保等地，看醫生、探親等等。 

曾擔任雙溪武隆幼稚園第一屆董

事，訪談方向主要為該幼稚園草創

時期的籌備歷程。  

1950-196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的現

況。 

B-20150313 歐海、四方頭 2015-03-13 提供自己的求學歷程，1960 年末期

至 1970 年代中期村內教育的現況。 

為了捉螃蟹來賺錢，一直騙老師自

己要去上廁所。 

B-20150314 陳秀葉、王恩傳 2015-03-14 雙溪武隆幼稚園籌備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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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生)/ 52

歲團訪 

王恩傳小學的求學生涯。 

陳秀葉提供 50 年前婦女在村裡養

鴨、養豬的生活環境。 

B-20150314 孫振成、高啟祥

(1948 年出生) / 

67 歲/團訪 

2015-03-14 敘說自己在村內的求學經歷，孫振

成提供英文童謠 coconut、初期村內

教育狀況。 

B-20150316 

 

陳麗珠老師 2015-03-16 (1982-2011) SPM 畢業後由葉菊花

老師介紹到雙溪武隆幼稚園任教。 

敘說自己在雙溪武隆幼稚園任教的

經歷，其中談及剛加入時與草創期

園長連佩芬的合作經驗、不同時期

課程安排、畢業典禮等活動籌備、

老師與家長的互動狀態。 

B-20150317 王鎮華 (1949 年

出生) / 66 歲 

2015-03-17 童年時期學習潮州童謠之學習經

驗。 

B-20150317 王集利 2015-03-17 曾是雙溪武隆幼稚園董事，為我提

共籌備歷程，但資料很薄弱。 

B-20150317 王美鳯 (1975 年

出生) /40 歲 

2015-03-17 第一屆幼兒園學生,談幼稚園時間

之學習經驗。 

C-20130126 陳燕婷家人團訪 2013-01-26 母親陳林惠嬌喜歡唱潮州童謠，生

前常哼唱，孩子們聽著她的歌聲長

大，大姐陳瑞玉習得最多媽媽的歌

謠。在她往生喪禮上，孩子們將媽

媽生前愛哼唱的潮州童謠結集成

冊，並分給雙武隆漁村的人共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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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母親陳林惠嬌教唱潮州童謠的

經驗。 

C-20130131 陳瑞玉 (1956 年

出生)/ 59 歲 

2013-01-31 陳林惠嬌的大女兒，自小愛唱潮州

童謠與看潮劇，多年來默默把母親

的歌謠手抄記錄。 

提供 1960-1970 年代潮州童謠流傳

的現況，母親陳林惠嬌教唱潮州童

謠狀況、跟阿公阿嬷去看潮劇之經

驗。 

多年來，自己用隨意拼字的方式記

錄母親教唱的潮州童謠，約 29 首。 

C-20130211 陳燕婷家人/團訪 2013-02-11 母親陳林惠嬌教唱潮州童謠的經

驗。 

C-20130205 陳燕鳳（1966 年

出生）/ 49 歲 

2013-02-05 在雙武隆漁村出生，陳林惠嬌的四

女兒，從小聽著媽媽的潮州童謠長

大，但自己只會唱幾首，喜歡流行

樂，與朋友跳竹竿舞。 

提共母親陳林惠嬌教唱潮州童謠的

經驗、吟唱母親教唱的搖籃曲。 

C-20130210 陳永德 (1965 年

出生) / 50 歲 

2013-02-10 陳林惠嬌的二兒子，在雙武隆漁村

出生，從小到大聽著母親陳林惠嬌

的潮州歌謠長大，但因為是男生，

所以沒有把它學起來的興趣。母親

陳林惠嬌教唱潮州童謠的經驗。 

C-20140404 陳 昭 宜 、 陳 昭

涵、陳翠嫣/團訪 

2014-04-04 陳林惠嬌的孫子，分別為陳亞歷及

陳永德的女兒，陳昭宜和婆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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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最好，從小和二妹昭冰在雙武隆

漁村隨著婆婆，由她照顧，稍大時

隨父母搬到吉隆坡居住，婆婆陳林

惠嬌晚年時期與他們一家同住，昭

宜常負責照顧生病的婆婆和父親陳

亞歷；陳翠嫣是陳永德的大女兒，

雖只有短暫時間和婆婆一起住的經

驗，但家庭聚會幾乎皆會出席。 

談婆婆陳林惠嬌晚年吟唱潮州童謠

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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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陳氏家庭之潮州童謠(29 首) 

 

1.《顛倒歌》 

好久無唱顛倒歌，頭灱 1 嘴眩 2 無咑哇 3； 

一隻老鼠三尺尾，一隻蟑螂三斤肝； 

一尾銀魚三两瓢，一隻目蝨拔三盤； 

一個賤囝在搽壁，搽到日好暗； 

個坑無須仔，胡蠅 4 蠓蚊飛未過； 

水牛一坑五六隻，青盲 5 個看見，啞個就叱掠 6； 

拐腳 7 走去趭 8，瘸手走去掠； 

走到田中央，找無個腳跡； 

追到下厝埕９，看人請宮入老爺 10； 

吹青打號哈，吹鼓打的禾； 

你者仔絕真之而，两句呾 11 唔對句三； 

待我食浴洗飯飽，打你雙天翹上腳。195
 

 

2.《指紋歌》 

 一螺坐科科 1，二螺走腳皮 2，三螺無米煮，四螺無米炊， 

五螺五田庄，六螺操心腸，七螺七役役，八螺做乞食 3， 

九螺九安安 4，十螺會做官。196
 

 

3. 《天頂一條雲》（1） 

                                                      
195

 註釋：1 干。2. 暈。3.無咑哇(da
1 
ua

5
)：無奈何。4. 胡蠅：蒼蠅。5.青盲：瞎子。6.叱：喊；掠：

捉。7.拐腳：跛腳。8.趭：追趕。9.厝埕：房屋旁。10.老爺：潮州人泛指神明為老爺 11.呾：說。 

196
 註釋：1.螺：手指頭上作「螺」旋狀的指紋。科（kuê

1）：端坐不動的樣子；《廣韵》平聲灰韵：

「科，坐貌」，都回切。2.走腳皮：指忙於奔走。3.乞（keg
4）食：指乞丐。4.安安（uan

1）：指生

活比較安定。5.會：白讀為（oi
6），指，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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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頂一條雲，底下兩隻船，一隻載鸚哥，一只載葡萄， 

葡萄骹落水，鸚哥走去拉，拉不起，投亞姐，亞姐氣到面黑黑， 

投仙姑，仙姑無在厝，投富富，富富耳，亞弟買個豬頭獨隻耳。 

 

4. 《天頂一條雲》（2） 

天頂一條雲，底下兩隻船，一隻載鸚哥，一只載葡萄， 

葡萄骹落水，鸚哥走去拉，拉不起，投亞姐，亞姐氣到面黑黑，投仙姑，仙姑無在

厝，投富富，富富耳，投亞弟，亞弟去耕田，耕到橄欖雙頭紅，紅的摘去吃，青的

分媒人，媒人呵羅好，三哥娶三嫂，娶入房，房內吊燈籠，燈籠撞倒，壓死一隻老

雞母。 

 

5.《天頂一隻鵝》 

天頂一隻鵝，阿弟有某阿兄無， 

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笑里無奈何， 

拿隻扇仔把面加，一來怨娘一怨爹， 

怨我爹娘無主意，阿弟做呢好先娶過阿兄， 

拜別爹娘往暹羅，來去暹羅賣雪糕， 

賺有錢銀加減寄，才好返去娶個雅老婆。197
 

 

6.《落雨落大大》 

落雨落大大，澆田外，田外生柳枝，柳枝生批房； 

批房生橄欖，橄欖雙頭紅，紅的摘去吃，青的分媒人； 

媒人呵囉 1 好，山哥娶山嫂，山嫂娶入房，房內吊燈籠； 

燈籠著火燒，娘仔跌落橋,橋下沒人知,橋頂無人來； 

一大群老鼠扛去埋，埋在底塊 2，埋在花巷邊； 

                                                      
197

 註釋：1.笑里：害羞。2.把面加：把臉遮住。3.做呢：為什麽？4.雅：美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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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花白天天 3，人人行過唔敢摘，秀材行過摘一枝； 

人問伊摘去做呢 4，摘去娘子插鬢邊 5，鬢邊無毛一大撇； 

後倒 6 沒膏撂，水雞沒毛好曬豆 7，水雞罵水好 8； 

水好水低游，木仔罵石榴 9，石榴咀窄窄； 

遮雨傘披夾落，夾落好遮雨，猪腸罵猪肚； 

猪肚反玲返，鐡枝罵火捲，火捲好吹火； 

豆籤好烙粿，烙一大筐，酒房罵酒鐘； 

酒鐘好曬酒，蛤波 10 罵蛤九，蛤九蛤蛤九聲； 

亞婆罵老爹，老爹走去死，亞婆偷拿米； 

米貴，亞婆給人剁到碎碎；米批 11，亞婆給人剁去相天。198
 

 

7.《腳痹痹》 

腳痹痹 1，挽草來搭鼻 2；鼻安安，牽牛來上山； 

山危下 3，鱉母罵鱉父；鱉父熬山楂，鱉母磨豆干； 

一碗分阿三４，一碗分阿四，食了腳未痹。199
 

 

8.《白鷺絲》 

白鷺絲，搭畚箕１，擔來海排其 2，撿著五占錢 3， 

買糖圓，伊唔好粒給我 4，投亞姨 5，亞姨囉洗衫 6， 

投亞爸，亞爸在樹頂囉搖腳。200
 

                                                      

198
 註釋：1.呵囉：讚賞。2.底塊：哪裡。3.天天：黏黏。4.做呢：幹什么。5.鬢邊:耳際。6.後倒：

後腦勺。7.水雞：田雞。8.水孝：一種水產。9.木仔：山番石榴。10.蛤波：蟾蜍。11.批：便宜。 

199
 註釋：1.腳痺痺：腳麻痺。 2.海排其：海灘外。3.山危下：山高高低低。4.分：分配。 

200
 註釋：1.抬畚箕：抬（da

4）指提著裝物品的畚箕。2. 海排其：（hai
8
 pia

4
 gi

1）海灘外 3.撿：唸卓

（Tok
8）;五占錢：五分錢。4.伊唔好：意指他不肯。5.亞姨：古時候的人相信不要把爹娘叫太親，

這樣子關係才會好，這裡的阿姨指的是母親。6.囉：唸（Lo
6），意旨在的意思；洗衫：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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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鷺絲》 

白鷺絲，搭畚箕，擔來海排其，某搓圓１， 

搓來老伯吃，老伯吃了笑嘻嘻。201
 

 

10.《雨落落》 

雨落落，阿公去柵箔 1，柵著鯉魚共苦初２， 

阿公哩愛烙 3，阿媽哩愛炣 4，兩人相拍相挽毛 5。 

挽去見老爹 6，老爹笑呵呵，恁二人好笑絕。202 

 

11.《小鳥仔》 

一隻鳥仔飛來飛去無各停， 

停在厝角頭，幫人湊仔無功勞， 

快快擔車來去轉（音：翻），翻勞囉明年買花頭， 

一隻鳥仔停在敦，地甜（誰）公嬤無鍚孫？ 

公嬤鍚孫孫也知，獨獨大妗罵我惦惦來， 

么是公婆在，公嬤過後我唔來， 

唔來呔你唔來，阮個門腳又未生草災， 

阮個鹹魚不生蟲，阮個飯叭不生蚊蚊， 

阮個米甕不生糠呔。 

 

12. 《落雨仔》 

雨仔綿綿沃樹枝 1，無某阿兄樹下啼；衣衫破裂無人補，猛猛娶某來整治 2。 

                                                      

201
 註釋：1.某：老婆；搓圓：唸（so

5
 i

2），意旨搓湯圓的意思。 

202
 黃春梅，2011：25。註釋：1.柵箔：一種捕魚的方式。2.苦初：一種小河中的魚。3.4.烙、炣：

是兩種不同的烹調方法。5.挽毛：拔毛 6.老爹：官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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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知娶某來破家，一日吃我五斤大沙蝦，專工唔做家唔理，無夜無日去過家， 

輕輕打某一下槯 5
 ，騎龍戴鹿就來回 6；手捧香爐咒重誓，下日打某手要瘸 7。 

打某唔著起猴遭，投毒伊個外家頭，去到岳家個客廳，厝內狗仔吠三聲。 

丈人伸頭出來睒 9，仔婿開口叫阿爹，阿爹涼涼叫阿郎，吩咐走鬼奉茶湯 10。 

哦，囉是昨日打某舍，後頭種樹正冬當。 

刁刁姨仔出來叫阿郎 12，我姐在家白如雪；去到你家做香黃，13 

您姐真破家，破阮桃李又不生，破阮猫兒唔帶厝， 

破阮鴨母唔惦家，唔是阮姐破您家，是您桃李老了就不生，是您猫兒無搓唔惦厝，

是您鴨母無谷唔惦家。203
 

 

13. 《菜籃仙》（華） 

菜籃姐，菜籃姑，今夜請你來玩一下， 

竹葉做船你也要來，燈蕾做橋你也要過。 

 

14.《搖籃歌》(1) 

唪呀唪，唪金公，阿文阿武來咑哇， 

担唔浮，飼猪大過牛，牛生馬仔，馬仔生珍珠， 

珍珠拿去當，當件二百九，一百分阿兄，一百分阿嫂，存的給我自己。 

 

15.《搖籃歌》(2)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金，阿奴有錫神， 

鍚神大，合內合田外，合富富，錢銀起大厝， 

大厝大江江，厝仔拉涼風。 

                                                      
203

 王永福，20140401B1：29:24。註釋： 1. 沃：淋、澆 2. 整治：彌縫整理。3. 配：佐飯菜色。 4.

過家：到處閒逛。5.槯：槯指的是細木片。（若用竹片或小竹枝，則稱為「拜」（上有個竹部））

6. 騎龍戴鹿－形容男孩子的橫暴。7.瘸：手當拘攣。8. 投毒：投訴 9. 睒：窺看。10.走鬼：婢女

之司灶下的粗工者。11.密：什麽。12. 阿郎：女婿。13.香黃：為何那麽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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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洩山洪》 

亞公咕咕同，山下落山洪，山洪救救嚎，狐狸變山狗， 

山狗鉆入圭，壓死老先生，先生唔識字，殺雞殺鴫來做字， 

雞腸好纏腰，雞骨好做橋，二堆雞屎丟您娘。 

 

17. 《潮州勸世歌－鴉片害》 

我個名叫做蚵仔煎，娶到一個雅某叫小鳯仙， 

愛論我知識不淺，轉到社會地名響，國會議員正副部長， 

歌星舞女我有牽連，想起後生是真不祥， 

遇到一個陰陽仙，叫我蚵仔煎呀蚵仔煎， 

此在看你是人閑閑，提你一個地方去逍遣， 

我上車，油一下添，就去到加東的游泳池， 

歌星唱那個 Do Re Mi，英文我聽無半個字， 

整筒紙字一張一張飛出去，陰陽到三更夜半才回去， 

舞女一下哎，又去遇著破家舍，叫伊蚵仔煎呀蚵仔煎， 

日時愛有精神呵，愛來去吸鴉片， 

我甘於給伊纏，唔甘於給伊騙就騙去吸鴉片， 

伊旦清朝黑煙是大並，分半排呀學就會。 

 

18. 《韭菜十二棵》 

兵乓拜，拜韭菜，韭菜十二棵，紅花又，又花紅，紅大姐，嫁地塊， 

嫁街中，無米煮，煮米糠，無物配，配干冬，干冬溜溜滑，配西佛，西佛個個香， 

偷買蛤，蛤末拔，偷買冊，冊末讀，偷買墨，墨勿磨，偷咑哇，哇末擔， 

偷收衫，衫勿穿，您父您母生你唔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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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火金姑》 

火金姑，火夜夜，請阿姐來吃茶，茶燒燒，還來買金蕉，金蕉未剝， 

還來買冊，冊未讀，還來買墨，墨未磨，還來買蛇，蛇未捉，還來買腳屐，腳屐未

穿， 

還來買良令，加良隻，加良坡，加了良隻號號房，號房號九九，放魚放沙忙， 

放尾鯪魚來吊張，張吉羅，羅吉張，四百魚，百魚刺，塞呀塞，又呀又，請恁大家

來吃酒。 

 

20.《做人媳婦的煩惱》 

正月欲去日頭長，二月欲去人下秧，三月欲去人布早，四月欲去早又長， 

五月欲去五節時，六月欲去又半年，七月欲去人施孤，八月欲去人食芋， 

九月欲去已重陽，十月欲去又收冬，十一月欲去逢冬節，十二月欲去年到邊， 

做人婦婦無時歇，一夜煩惱到天光。 

 

21.《漁歌對唱》 

你知乜個直溜溜？你知乜個海底泅１？你知乜個隨風走？你知乜個獨條須？ 

我知支桅直溜溜，我知支舵海底泅，我知大帆隨風走，我知錨索獨條須。 

你知乜魚著火燒？你知乜魚上戰場？你知乜魚好打索 2？你知乜魚好圍腰？ 

我知莫魚著火燒，我知槍魚上戰場，我知鰻魚好打索，我知帶魚好圍腰。204
 

 

22.《門腳一棵梨》 

門腳一棵梨，數來數去三百個， 

阮厝阿兄娶個某，娶著個某無下頦， 

門腳一棵柑，數來數去三百三， 

阮厝阿兄娶個某，娶著個某長短腳， 

                                                      
204

 陳瑞玉，C-20130131A1。註釋：1.泅「siu
5」:遊泳; 2.打索:打成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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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下頦來又長短腳，怨來怨去怨媒人婆， 

害阮阿兄伊田甭做，日日夜夜捶心肝， 

阿兄你旦勿傷心，米已成飯，木已成舟， 

只愛阿嫂伊勤甲儉，贏過阿姐嫁著個尫，淡眉散白仁。 

 

23.《挨呀挨》 

挨呀挨，挨米來飼雞，飼雞叫谷家，飼狗來吠夜 

飼猪還人債，伺牛拖犁粑，伺阿弟來落書斋，飼阿妹來雇人罵。 

 

24.《未命名》 

紅毛人吃肉，我吃骨，紅毛人放屎，我青噗。 

 

25.《月令歌》 

正月正，新仔婿，上客廳。二月二，老媽仔，入庵寺。 

三月三，桃仔李仔夠你擔。四月四，桃仔李仔耐你背。 

五月五，龍船仔，滿溪櫓。六月六，新米飯，脹到目。 

七月七，多捻摀，1 龍眼襞。八月八，書冊糕，青哩載。2 

九月九，風琴仔，3 滿天走。十月十，尖擔仔，四處插。 

十一月十一，家家戶戶買紙筆。十二月十二，收番批，預過年。205
 

 

25.《點燈點某》 

點燈點某，胡須吊狗，沙蝦放屁，第沉隆冬喳！ 

 

26.《弟丁丁》 

弟丁丁，吃白飯，配菜心。 

                                                      
205

  註釋：1.多棯：意旨棯子。2.青哩（Ceh
1
 Li

2）：不停地。3.風琴（huang
1
kin

2）：意旨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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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a li la tam pong》  

La li la tam pong，阿伯吃飽丟您公。 

 

28. 《鬥邪歌》 

邪歌邪兮兮，要鬥邪歌坐磨邊，一千八百里來鬥，一百幾十勿磨邊， 

邪歌邪唉唉，要鬥邪歌坐磨來，一千八百里來鬥，一百幾十勿磨來。 

東畔一點紅，姑仔割草喂牛童，牛童餵大好教使，姑仔餵大嫁別人。 

東畔一點青，姑仔割草餵牛 A，牛 A 餵大好教使，姑仔餵大嫁別家。 

拿個籃仔來摘茄，聽見街中鑼鼓重重潮，放掉籃仔走去看，看見蒙正囉鉆窯。 

拿個籃仔來摘瓜，聽見街中鑼鼓重重飛，放掉籃仔走去看，看見蒙正煮沙鍋。 

一把咕菜一把蔥，戲仔生好別塊鄉，腳踏平板來做戲，咱煲假做資娘人。 

一把咕菜一把薑，戲仔生好別塊鄉，腳踏平板來做戲，咱煲假做資樣。 

井底飼河魚亡，如飼久，如更紅，老人要娶后生某，找吃補藥拼打針。 

井底飼河溜，如飼久，如更縮，老人要娶後生某，拔掉白毛卓掉須。 

踢桃歌羅絲，拿起金釵敲坟邊，有靈有感山伯某，無靈無感馬俊妻。 

踢桃歌羅絲，拿起金釵敲坟眉，有靈有感山伯某，無靈無感馬俊個。 

阿公想吃 bu，給 bu 打著腳頭烏，三年四年醫勿好，行孝媳婦去畫符。 

阿公想吃瓜，給瓜打著腳頭鍋，三年四年醫勿好，行孝媳婦去博杯。 

指甲長長來捻蔥，捻來捻去三百六十棵，無好園地種唔起，無好郎君擔錯人。 

指甲長長來捻薑，捻來捻去三百六十箱，無好園地種唔起，無好郎君擔錯娘。 

葫蘆葫蘆翹，葫蘆翹翹好搭寮，后生搽粉是本頂，吃老搽粉是破家。 

葫蘆葫蘆青，葫蘆青青好搭棚，后生搽粉是本頂，吃老搽粉是破家。 

踢桃歌羅絲，一路都是腊蔗枝，君旦阿娘吃腊蔗，無知阿娘伸手折池枝。 

踢桃歌羅西，一路都是腊蔗知，君旦阿娘吃腊蔗，無知阿娘伸手折池個。 

踢桃歌羅絲，一只狗仔掛金錢，明起隆隆搖出去，夜暗隆隆搖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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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桃歌羅西，一只狗仔掛金牌，明起隆隆搖出去，夜暗隆隆搖返來。 

踢桃歌羅絲，金花漿羊哭啼啼，人人做官會回返，劉永做官未返圓。 

踢桃歌羅西，金花漿羊哭哎哎，人人做官會回返，劉永做官未返來。 

踢桃歌羅絲，白白腳褲抗腳池，搖搖擺擺給君看，君羅阿娘你有錢。 

踢桃歌羅西，白白腳褲抗腳眉，搖搖擺擺給君看，君羅阿娘你有財。 

一隻雞仔枰下枰，枰來籠腳卓米仁，阿兄三十未有某，阿妹細細做夫人。 

一隻雞仔呱下呱，呱來籠腳卓米磨，阿兄三十未有某，阿妹細細做太婆。 

一隻雞仔出世就有歸，桃葉李葉來相隨，一桌都是咱姐妹，一個無來心無開。 

一隻雞仔出世就有肝，桃葉李葉來相歡，一桌都是咱姐妹，一個無來心唔安。 

一粒橄欖去結雞，娘仔共君繡雙鞋，父母嚴條唔敢出，假意開門來构雞。 

一粒橄欖去結猪，娘仔共君繡雙魚，父母嚴條唔敢出，假意開門來構猪。 

阿公想吃咕菜湯，後頭咕菜還來長，保號阿公吃百歲，佻仔佻孫進壽堂。 

阿公想吃咕菜更，後頭咕菜還未青，保號阿公吃百歲，佻仔佻孫進書斋。 

月娘光光好挑艙，溪水青青好捉毛，茶葉可吃茶心苦，也未老娘克擔官（家翁）。 

月娘光光好轉些，溪水清清好捉蝦，茶葉可吃茶心苦，也未老娘克擔家（家婆）。 

刺仔花開一枝，小妹提飯來田邊，保號阿兄田冬好，金釵重重打一枝。 

刺仔花開一雙，小妹提飯來田中，保號阿兄田冬好，金釵重重打一雙。 

一煲芝蘭在廳中，日日澆水日日香，阿文聽知要來娶，外公外嬤旦唔甘。 

一煲芝蘭在廳邊，日日澆水日日鮮，阿文聽知要來娶，外公外嬤旦明年。 

門腳一棵柑，數來數去三百三，我厝阿兄娶個某，娶著個某長短腳。 

門腳一棵梨，數來數去三百個，我厝阿兄娶個某，娶著個某無下頦。 

長板接短板，借來後頭看花叢，夜暗看花花紅蕊，明起看花花蕊香。 

長梯接短梯，接來後頭看花圍，夜暗看花花紅蕊，明起看花花蕊開。 

拔叢紅，腳紅紅，湘林讀書到書房，看見雪梅秦小姐，載得伊人到我房。 

拔叢青，腳青青，湘林讀書到書斋，看見雪梅秦小姐，載得伊人到我家。 

門腳人鎦溝，鎦著一對銀鎖頭，一個分娘關箱筐，一個分君關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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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腳人鎦池，鎦著一對銀鎖匙，一枝分娘開箱筐，一枝分君開門籬。 

老鼠拖猫上竹竿，和尚相打相挽毛，擔梯上樹撈蝦仔，點火燒山掠田螺。 

老鼠拖猫上竹杆，和尚相打相挽毛，擔梯上樹沽蝦仔，點火燒山掠蟛蜞。 

旗杆杆杆紅，旗杆杆頂吊燈籠，新郎新娘來拜祖，二人雙雙拜先人。 

旗杆杆杆長，旗杆腳下鋪紅磚，新郎新娘來拜祖，二人雙雙拜高堂。 

一把紅筷廿四支，怨父怨母怨媒姨，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細細嫁了愛做呢？ 

一把紅筷廿四雙，怨父怨母怨媒人，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細細就嫁人。 

開開後門是後塘，擺出刀砧斫魚腸，誰人像我姑嫂好？姑食肉，嫂食腸。 

開開後門是後溝，擺出刀砧斫魚頭，誰人像我姑嫂好，姑食肉，嫂食頭。 

竹笋仔，腳短短，做人媳婦嘴學好，夜軒暗睡早走起，頭毛梳光人呵囉。 

長莢豆，腳尖尖，做人媳婦嘴學甜，夜軒暗睡早走起，頭毛梳光無人嫌。 

父母無志氣，送奴去學戲，鼓槌一提起，目汁嗒嗒滴。 

父母無挨倚，送奴刷銀紙，嘴皮吹到裂，尻川（屁股）坐到刺。 

老爺一出游，心肝結一球，門前留人客，後門當破裘。 

老爺到門腳，心肝結一ㄚ，前門留人客，後門當破衫。 

綠竹綠竹枝，綠竹所種在河土乾，五娘所坐綠竹頂，吊渴陳三在路邊。 

綠竹綠竹枝，綠竹所種在河溪東，五娘所坐綠竹頂，吊渴陳三在路中。 

奇山奇，奇山發草鬧萋萋，君今十八娘十七，有如好米打糖枝。 

東山東，東山發草鬧嗆嗆，君今十八娘十七，有如好米打糖方。 

 

29. 《百屏燈歌》 

活燈看完看紗燈，頭屏董卓鳳儀亭。貂蟬共伊囉戲耍，呂布氣到手捶胸。 

二屏秦瓊倒銅旗，三屏李素射金錢。四屏梨花囉吮毒，五屏郭華賣胭脂。 

六屏點將楊延昭，七屏張飛戰馬超。八屏孔明空城計，九屏李旦探鳳嬌。 

十屏關爺過五關，十一昭君去和番。十二趙雲救阿斗，十三劉備取西川。 

十四大戰魏文通，十五凍雪韓文公。張千李萬遇著虎，十六鄭恩下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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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時遷囉偷雞，十八良玉囉思釵。十九桂枝囉寫狀，二十碧英遇張千。 

廿一鶯鶯囉聽琴，廿二秦瓊戰楊林。廿三李密雙帶箭，二四勸君朱買臣。 

廿五三休樊梨花，廿六秦瓊去奪魁。廿七雪梅教商輅，廿八元貴打秦梅。 

廿九金真掃紗窗，三十說古一韓朋。卅一宛城遇張鏽，卅二秦檜風波亭。 

卅三金花囉掌羊，卅四大戰太平橋。卅五李逵打老虎，卅六陳三共五娘。 

卅七唐王遊月官，卅八周氏清風亭。卅九蘇秦假不第，四十八寶遇狄青。 

四一霸王困烏江，四二走賊遇瑞蘭。四三龐統連環計，四四太公遇文王。 

 四五蒙正赴彩樓，四六關公去辭曹。四七大破萬仙陣，四八五虎戰牛皋。 

 四九三娘囉奪錘，五十燕清去拍擂。五一武松收方臘，五二楊任收張奎。 

 五三大戰野龍仙，五四孫臏遇龐涓。五五三鞭換二鐧，五六秦瓊救李淵。 

五七三打祝家莊，五八削髮楊五郎。五九李淵帶家眷，六十潘葛跳油湯。 

 六一薛蛟遇狐狸，六二射兔劉咬臍。六三王莽篡帝位，六四上表蔡伯喈。 

 六五狄青解征衣，六六吳主納西施。六七轅門欲斬子，六八董永遇仙姬。 

 六九王英欲落山，七十掛帥楊令婆。七一周倉擒龐德，七二劉邦斬白蛇。 

 七三乃是女搜宮，七四魏征去斬龍。七五火燒葫蘆穀，七六劉備去招親。 

 七七國公拍李良，七八黃忠戰潘璋。七九子龍遇張郃，八十張公困睢陽。 

 八一大戰夏侯淵，八二投江錢玉蓮。八三包公欲鍘侄，八四篡位武則天。 

 八五仁貴返回窯，八六楊袞囉教槍。八七轅門囉射戟，八八烈女苦孟姜。 

 八九專諸刺王僚，九十文廣去收妖。九一武松囉歇店，九二仁貴平西遼。 

 九三海瑞拍嚴嵩，九四妲己迷紂王。九五羅通去掃北，九六寡婦征西番。 

 九七萬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夀郭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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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雙武漁村蒐集之潮州童謠(13 首) 

 

1.《唪呀唪》（版本一） 

唪呀唪，唪金公；金公仔，炒算仔，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淡淡，一人分一鼎。206
 

 

《唪呀唪》（版本二） 

唪呀唪 ，金公哩，娶新婦，新婦食不飽，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鹹鹹，一人分一鼎。207
 

 

2.《挨蘭伊胡》 

挨蘭伊胡，清粿娶新婦，新婦食不飽，灶前走後絞， 

炒酥酥，一人分一塊，炒淡淡，個人分一滴仔。208
 

 

3.《賭博歌》版本一 

三日贏來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工夫；田園抛荒無心做，但說博錢是何如。209
 

 

《賭博歌》版本二 

三日贏四日輸，共湊七日無功夫，田園新無包做，我問你賭錢是何如； 

賭錢人人都是想要贏，誰知良寶唔相聽，出入龍虎三次跳，我的銅錢就跟伊

行；賭輸無路就想過番，心慌慌，意茫茫，走到汕頭客投行；行主邀我入巷

坐，厝邊聽我說一言，莫非厝邊要順風，暫歇我行免驚煩；每日來領錢五十，

後面火船可晾帆，火船到港就昇旗，客頭買物來到邊；客頭押我落船去，火

                                                      
206

 李祥玉 B-20140402；陳蘭香 B-20150313。潮語鐵鍋作鼎。  

207
 林亞枝，A-20130203：28:23。 

208
 林亞枝，A-20130203：29:16。 

209
 王和聚，B-20140131、王和城，B-20130216、林炳賢，B-201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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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車錠就奇里，火船本定紅煙坦，那裡落客千多人；三日來到七州洋，回頭

不見我家鄉，望著六親暗淚滴，昨日免賭輸，我今日就免過洋。210
 

 

4.《洗浴歌》 

一二三，洗浴免穿衫 1；三四五，洗浴冇過大石部 2， 

拍胸肝飼大大 3
,拍胸後食到老 4。211

 

 

5.《嘿囉嘿》 

嘿囉嘿，眼針掉下水。212
 

 

6.《關阿姑》 

普呀普魯蘇，人誑冇 1，咱誑有； 

請大姑，大姑無在厝 2； 

請二姑，二姑在守厝； 

請三姑，三姑就伊抹粉跟恁去 3。213
 

 

7.《新孟光》 

新孟光，波蘿菜，採邊籬，強達落，達落一支柱。214
 

 

8.《好戲梅來興》 

好戲梅來興１，戲爹金升 2，戲館開在金石宮，銅鑼打雕窗 3，頭無靈，深波打

                                                      
210

 王永福，B-20140401：45:20。 

211
 註釋：1.洗浴：洗澡。免：不用。穿衫：穿衣服。穿：訓讀為（cêng

7）。冇（doin
7）：堅實，本

字「橂」3.拍胸肝：拍胸前。飼：育養。4.拍胸後：拍後背。食到老：衣食無憂到終老。 

212
 孫桂媚，B-20130207。 

213
 林炳賢，B-20130210：04:45-09:50、王和聚，B-20130216：15:13。註釋：1.誑（guan

1）：騙，

冇：沒有。2.厝（cu
3）：房子。3.恁（nih

4）：你們。 

214
 柱：潮州話發 ti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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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鑼刁釘 4，大钹打存二個蛊 5，無戲囊疊落筐 6，的咊哩無盤 7，呋嘟嘟搭

草紙 8，小生七十七，花旦八十三，紅面曲手 9，烏臉拐腳 10，老生踢地，黑

衫缺嘴，教伊先生小相氣 11。215
 

 

9.《奇伯奇母》 

奇伯奇母一卓 1 就好。216
  

 

10.《天頂一隻鵝》 

天頂一隻鵝 1
, 阿弟有某阿兄無 2； 

阿弟生囝叫大伯 3，大伯聽著無奈何； 

背起包袱過暹羅 4，走去暹羅牽豬哥豭 5； 

賺有錢銀加減寄，寄來唐山娶老婆。217
 

 

11.《瞎子娶妻》 

青盲 1 敲錓 2，無某 3 淒涼，要某么事，要某參詳 4。218
 

 

12.《黑雲介白雲》 

黑雲介白雲，昨夜阿兄去行船，也無銅手請兄路，唔敢找兄討紅裙； 

鑼裙圍起十八腰，留等明年嫁尾娘，娘呾嫁地個，嫁到冷頭西，三年四年不曾來； 

                                                      
215

 王永福，20140401：32:43。註釋：1.梅來興：戲班的名字。2.戲爹：也叫教戲的，即導演。3.

打(pah
4
)雕窗：敲一個洞，像窗。4.鑼刁釘：鑼被釘子卡住。5.鈸：（cê

6）潮樂會用到一種銅質圓形

的樂器，中心鼓起，兩片相擊做聲。存：剩下。6.囊：指戲囊，通常是木質的箱子。7.的咊：嗩吶。

8.呋嘟嘟：大嗩吶，狀如長喇的金屬吹奏樂器。搭（dah
4），貼。草紙：一種粗糙的紙。9.面：臉。

曲手：手彎而伸不直。10.烏面：花臉。拐腳：瘸腿。11.小相氣：鬥氣。 

216
 註釋：卓：「Tok

3」，意指砍下去。 

217
 孫振豪，B-20130203。註釋：1.天頂：天上。2.某：（bhou2）：妻子。3.囝：（gi-an

2）古閩語，

孩子。4.過暹羅：到泰國去。5.牽豬猳（go
2）：專門飼養配種公豬，為其他人的母豬配種。 

218
 王玉琴，B-201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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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兄坐船來呔免，二兄騎馬刣麽來，大嫂出來嘴翹天，二嫂奉茶唱拉嘻； 

你別氣，我食是阿兄飯，駛是阿兄錢，風吹竹葉大麥災； 

七電大大我父個，鹹酸菜甕我母抵，唔系你大嫂隨嫁來。219
 

 

13.《雨仔微微澆樹枝》 

雨仔綿綿沃樹枝 1，無某阿兄樹下啼；衫破褲裂無人補，趕緊娶某來整治 2。 

怎知娶某來破家，一日配阮五斤大沙蝦 
3；專工唔做家唔理，無眠無日去過家 4。 

輕輕打某一下槯 5
 ，騎龍戴鹿就來回 6；手捧香爐咒重誓，下日打某手要瘸 7。 

打某唔落聽嘮騷，去投毒伊個外家頭 8；去到岳家個客廳，厝內狗仔吠三聲； 

丈人伸頭出來睒 9，仔婿開口叫阿爹；阿爹涼叫叫阿郎，吩咐走鬼奉茶湯 10。 

竹竿蠟蠟好曬線，界杯清清好沖茶；借問客廳密人客 11，都是昨日那冤家。 

哦，囉是昨日打某舍，後頭種樹正冬當。 

刁刁姨仔出來叫阿郎 12，我姐在家白如雪；去到你家做香黃 13； 

你姐真會破我家 14，破阮桃李也不生，破我猫兒無惦厝 15，破我鴨母無惦家； 

不是我姐破你家，桃李老了就不生，猫兒無鯹不惦厝 16，鴨母無赤不惦家 17； 

我想呾娶妻來持家，怎知娶某來擔某架 18，前生前世無修領，去勒著個么欵著生

19。220
 

                                                      
219

 王永福，Ｂ-20140401：36:00。註釋：1.青盲(cên
1
 men

5
)：瞎子盲人。2.錓(kiang

1
)：瞎子外出為

人推算命卦時使用的手罄。3.某：太太或妻子。4.參詳：商量。 

220 王永福，20140401：29:24。註釋：1. 沃：淋、澆 2. 整治：彌縫整理。3. 配：佐飯菜色。 4.

過家：到處閒逛。5.槯：槯指的是細木片。（若用竹片或小竹枝，則稱為「拜」）6. 騎龍戴鹿－形容

男孩子的橫暴。7.瘸：手當拘攣。8. 投毒：投訴 9. 睒：窺看。10.走鬼：婢女之司灶下的粗工者。

11.密：什麽。12.香黃：為何那麽黃？13.阿郎：女婿。14.破：敗家。15.惦厝：不在家。16.無鯹：

沒有魚。17.赤：谷 18.擔某架：寓意欠老婆債。19.勒到：找到；欵著生：會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