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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成章、吳坤明探尋台語正字工程
比較研究
林政華
（國家文學博士暨開南大學教授）

約在民國84年（西元1995年）之後不久，高雄許成章先生（西元1912年－1999
年）發表了他在台語研究上最重要的一篇論文：〈試解「台語有音無字」之結〉（以
下簡稱『許文』。）。其成篇較晚，論述頗為詳細，也列舉不少的實例，是他的其他
二十三篇短篇台語正字研究文章的集成之作。
而無獨有偶的，是台中吳坤明先生（西元1930年－ ）的研究，更有數十年的成果
展現；但他與許氏卻未曾謀面。在2005年4月，吳氏出版的《台語語讀對應關係的探討
與應用（摘要本）》一書（以下簡稱「吳書」），以及在2003至2005年於台灣日報撰
寫「台語本字探源」百篇專欄，與許文有些不謀而合的地方，證明台語研究必須探討
其原本的正確用字。但二人的見解、說法，更有大異其趣之處，值得作一比較研究，
因而有本論文的撰述。

壹、許氏文〈試解「台語有音無字」之結〉簡述
許成章生於澎湖，受日本小學教育，夜讀漢文於私塾；畢業成績優異，因家貧放
棄就學台南師範學校的機會，以後全靠自修苦讀中國古籍、日文、中國近現代文學。
十四歲，渡海高雄，遂為高雄人。他精於漢詩創作、燈謎研究和漢語辭典的編纂；台
語正字的搜尋，正是其「漢語辭典」編纂工作的一部分。
〈試解「台語有音無字」之結〉一文，凡有四萬五千多字，內容分為：一、緒
論、二、詞語、三、漢學、四、夷語、五、古今語、六、天下語、七、字形結、八、
字音結、九、字義結和十、結論；另有附言和註釋。它的重心在第七、八、九等三
節，份量也多，約佔二分之一；而其中第八、字音結又佔最多，達23頁，可見許文重
 見所著《台語研究》（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280〈試解「台語有音無字」之結〉中，
引用 84 年 7 月 4 日自立晚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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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字音來解開所謂「台語有音無字」的死結。這和吳氏以語音、讀音的對應，來找
尋台語正字的路向相近似。但許文多只談現象，吳氏則能建立理論系統，故二人研究
成果之高下，不難分辨。
許氏曾提出找尋台語正字的顛撲不破原則，說：「該字必須形、音、義交叉在一
起時，纔算成立。」
因此，在「字形結」一節中，許氏就舉出19種有問題的字形，它們是：錯字、別
字、奇字、俗字、土字、新字、聲誤字、拆字、臆造字、誤解字、古今字、梵書字、
道書字、當英文字、譯音字、衍生字、毫不相干字、諧語字與形誤字等。
他又在「字義結」中，提出12條干擾字義正確性的情況，分別是：1.一義有不
止十字者，因為時空不同；2.意字有不止十義者，亦因時空不同；3.古今用詞不同；
4.濫用詞混淆視聽；5.本義詞被曲解；6.變調字困擾後人；7.同音同調，然因詞性不
同而義略變；8.倒語常成爭議；9.無視古語之典故，恆以不相干之字加之；10.訛語；
11.隱語；12.原為英、日語。
至於許文主角的「字音結」，也以12小節來呈現。許氏先引用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所謂「漢字無固定讀音」的說法，來證明其下所述「中國語音之複雜的情形」，說：
一、古音最難捉摸：「因漢字並沒有固定的音」，字音會因時、空不同而轉移。
而且「可能都被保留在當地之方言」中。
二、讀書音：讀書音大半與講話音不同，近於漢音（唐代的長安音）。它與當時
的《廣韻》音不全合。
三、急讀縮音：因為急讀而把二音節縮成一個；例如：馬虎：mau；四十：siap。
四、緩讀伸音：mo（饃）：mo hon（祭七月鬼節祭品，頭狀加糖兒上裂發者）。
五、訛讀音：因種種因素而讀錯了音。
六、訓音：是以義為音的假借：如讀黑hiek為烏o；讀鱗lin為lang。
七、破音：屬轉注或假借。如：「解」字有kai、hai等數音。
八、北京音：「北京語…用漢字作標音工具來寫鮮卑語者」；如：溜達、玩耍、
尷尬「其音義均非漢語所能解釋，亦為前之字書及韻書所未收。」
九、日本音：「日本音來自六朝（吳音）與唐音（漢音）；來時路與臺灣（按：
應作（台語音）相同也。」舉「無聊soa睏去」為例，日本訓音為suah，讀音
為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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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字多音：台語中一字常有讀音、語音甚多者，以「事」為例，多達12種，
各有其意，如：工具（稱「家事」）；插入、刺入（借為「事刂」）；…。
十一、倒置迷失：「語言在口耳相傳間的誤差」。
十二、轉變音：古今音之轉與南北音之變。
平心而論，許氏的說法談的是「中國語音之複雜的情形」，嚴格說來並不是指
「台灣語音」的。而且其照顧面雖廣，但顯得枝枝節節，沒有觸及要領，缺乏一套成
系統的論述。
因此，今天追求台語正字的理論系統，仍不得不歸之於體大思精，研探數十年而
後提出的吳氏的十三條「台語語音、讀音對應關係」法則。

貳、吳氏之理論架構簡述
年近八十的吳氏，出身漢文書塾，精通日語、日本文化，對台語漢字的研究已近
五十年。他善用音韻、古書典籍、雜著、近現代同語系方音等，作「文獻考證」，終
於找尋出福系台語的語、讀對應關係法則；所尋得的台語本字，令人拍案。他數十年
的研究所得，已覓得八千多字（西元2006年7月止），稱為《台語語音、讀音對應關係
之探討與應用》；先於西元2005年4月，出版「摘要本」（下文事例多引自此書）。
由於「漢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ideogram），特重字義；但，它同時也表
音，是表音文字（phonogram）。因此，它是表義的單音節語。「漢語」系（屬「漢藏
語系」）的各種方言，都可用漢字來表意記音；漢字與漢語原本是二而一的。
不過，漢語發展了數千百年，漢字也一再的遞嬗變化，二者間的關係演化頗為複
雜。吳氏曾歸納出各方言使用漢字為書寫工具時的三大原則，說：
一、同一漢字，各方言可依各自的方言〔音〕去唸讀。
二、同義的語詞，各方言可以自由選用文字。
三、同一漢字在同一用法時，各方言要堅守其字義，絕對不得改易或另賦新義。
尤其是第3點「堅守字義」的原則最為重要。據吳氏的研究，得知台語是語音和讀
冊音二者構成的。語音發生在前，讀音在後，二者間有一套對應關係，形成一大語言
 許氏以臺灣屬中國，故下文述及台語為中國語音之一種；無視臺灣先住民南島語之主體地位，乃其論
說之最大敗筆。
 曾撰《日文妙解》、《臺灣慣習記事（第貳卷）》等書。彼常由日語來比較研究台語漢字。
 參 2002 年 9 月 13 日《民眾日報》載張進金〈台文有音有字〉；吳先生亦因而有《正字千金譜》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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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理論架構。他蒐集了八千多個樣字詞，比對出語音、讀音可對應的型態近2300
種。後人按圖索驥，用「堅持字義，語音為輔」的原則，便不難找尋到台語的正字。
他也因此而建立了五大論點：
一、母音的語、讀對應關係，有：原位轉換、對調、併合、衍生和生化等。
二、聲母的語、讀對應關係，有：子、母音不相對應；子音屬由一定的數個音聲
形成一個對應音圈，在同音圈內可以交互對應外，還與母音有相生、相殺的
關係。
三、韻母（不含韻尾）語、讀對應關係，有：合併、衍化、轉換、對調等方式。
四、尾音，分母音、入聲、鼻音三屬。不同屬不相對應；但可有陰陽對轉、舒促
對轉，以及鼻音化、非鼻音化的關係。
五、語音、讀音無同調之必然性。

參叁、許、吳二氏台語正字研究工程比較
許、吳二氏各以其學說找尋出若干的台語正字，有交集的雖然不太多，但英雄所
見相同的，大抵可以確定它們就是正確的「本字」了。而南轅北轍的，就需加以辨證
何者正確或較為可取？
吾人由研究見解、研究方法和研究實績三方面，來檢視二氏的研究情形，可以扼
要的條列如下：

一、研究見解
(一)對台語的稱呼
許氏：河洛話、台語；但認為是中國的一種方言，依附在中國語言之下，不
是主體語言。
吳氏：福系台語、台語。它的來源，跨過周秦漢，直接古中國商代語言。
(二)對台語性質、書寫用文字的看法
許氏：台語是漢語的一支，記錄台語的是中國的漢字。
 許極燉雖主張通用拼音，但在選用漢字時，也力主「必須音義一致」，曾說：「這才是台語『正字』亦
可能是『本字』」。（〈用漢字寫臺語的理論與實際〉，1997 年 6 月 6 日新竹師院主辦「台灣語言」發展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而他後出的《台灣話通論》也說：「用漢字寫台語，基本原則是音和義都要跟
語詞的一致，…語詞本身有語音和語義，包裝它的漢字也有字音和字義，兩者必須符合。」，（南天書
局公司，2000 年 5 月）。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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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台語固然是漢藏語系的一支，由於歷史的源流，它與漢字有血肉相連
的關係；唯有漢字才能正確、完整而雅致的表達台語的語音和語意，
達到台語真、善、美的文字書寫境地。
(三)資料憑藉
許氏：執著於中國古籍、經典。
吳氏：因絕大部分的台語產生於族群的生活經驗，故除了古籍、經典等資料
之外，更應兼及所有古代雜著、近代旁支語言，如：日語、客語、近
現代華語等。
(四)可否自造新字
許氏：現有漢字六萬多已是過多了，不應造新字來增加困擾。
吳氏：「有音便有字」，除了外來語外，都可以在已有的漢字中找到本字，
因此不該自造新字。
(五)對華語（「北京話」）語彙的看法
許氏：寫台語文不得使用華語語彙。
吳氏：華語是近百年才用漢語和滿州話混合產生的；其中的大部分語彙，台
語早已在使用（只是語音與華語不同，以致不認得）。如果放棄華語
語彙不用，無疑如放棄嫡長的權利一般。

二、研究方法
(一)方法的學理依據
許氏：運用傳統的形（文字學）、音（聲韻學）、義（訓詁學）的研究方法
。
吳氏：除文字、音韻、訓詁學之外，也採用經驗統計學，歸納語音與讀音對
應關係的法則。
(二)對語音、讀音差異的詮釋方式
許氏：語、讀異音的原因是時、空關係造成的；而語、讀異調是由於連音而
造成的。
吳氏：語、讀異音的根本、內在因素，是二者本是不相同的語言，先天上已
不同音。至於語、讀異調，是由於各地人們聲音不同，氣候、物產、
風俗習慣等等，也都可能影響聲調；加上歷史演變、族群遷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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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讀音會不同調了。

三、研究實績
(一)母（元）音母
許氏：未見有系統的論述。
吳氏：發現母（元）音不論是聲母、韻母或韻尾，在語、讀對應之間，均可
轉換、併合和衍生和生化。（已詳前述，下同）
(二)子音屬聲母
許氏：發見零星的s：ch以及ch：t：l的關係；但未全面研究呈現。
吳氏：贊同許氏之發見；更發見所有子音屬聲母的語、讀對應關係，而加以
歸納，使之系統化；且發現有衍生、滅化之現象。
(三)尾音
許氏：發見尾音在語、讀對應之間，有陰、陽對轉的關係。
吳氏：除陰、陽對轉外，尚有舒、促對轉、鼻音生滅的關係。
以上是就許、吳二氏均論及的部分。吳氏更有下列理論上的獨特發現：
1. 元音尾副詞、助詞、語尾詞、連結詞等，在與主詞連音時，會省去其聲
母，並轉音而唸成e、a；例如：我之（e5）衫；衫是紅者（e5）；ㄔ亍地
（a2）行；石頭子（a2）；剪掏（liu2）兒（a2）。
2. 台語有許多倒裝詞（和文言語彙、華語語彙相倒）。
3. 台語有許多假性半鼻音（nn）。
4. 台語中有許多省併詞（反切語）。
至於實例上的眾多發現，則於本論文末幅加以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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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氏所論及之實例
許文中所論及的實例，下文不厭其煩的加以臚列；並以吳氏書、文所述加以對照
比較如後：
語    源
7

許訂字、許文出處

lang ：jin（lin、gin）

人     頁212

chit（chiek）：it

一     頁212

lam：nam

南     頁214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糸十8

he （中古音）、chui （近古 角雋   頁214－5
音）

ieng  chhai

荇菜   頁216

chun

撙節   頁216

bo

chat

亡去

頁216

lau  si

潮汐   頁216

pho  tau

破道（指閒談） 頁216

同。9

phang  kin

放其  頁216

放不見10

tam  poh

單薄  頁216

老 lan  si

闌珊（情意懶散）頁216

tang  sai（宜蘭腔）

老朋友  頁217

m chai ian  

不知也  頁222

phong chhia chhia

豐奢奢  頁222

chhiang  chhiang  kum

沖沖滾  頁222

滕滕滾

tng  si  kian  

當時行  頁222

正時行

kan  ta  

簡單  頁223

僅只

an  ni

焉耳  頁223

thau

掏    頁223（搯，頁282）

kha  iu

揩油  頁226

khioh  kian

舉囝（生子）頁226

7
8
9
10
11
12

74

khi

同。11
頁712

剪掏liu2兒

頁28

人，並無 lang 之音；其語音 lin5，讀音為 jin5。
吳氏〈糸十分糸十，一分一，乙厘分蒺藜〉文，《臺灣日報》，2003 年 12 月 17 日。
吳氏〈無藝弄，勉破道〉文《臺灣日報》，2004 年 10 月 13 日。
2005 至 2006 年吳氏在桃園縣社區大學講授「台語之美－－高級班」口義；下文未註者同此。
吳氏〈真平版國小台語課本用字檢討表〉（尚未發表）（2006 年 4 月）頁 6。
吳氏〈「強強」滾不開，「滕滕」滾滕滕〉文，《臺灣日報》，2003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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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訂字、許文出處

khioh錢

醵錢（共同攤款）頁226、272

khioh樣

依樣（學樣、照樣）頁226、272

khioh肖影

掬肖影（畫肖像） 頁226、273

khioh恨

挾恨（懷恨） 頁226、273

khioh稅

課稅（徵稅） 頁226

妾  

庶姬  頁226

i  

伊（吳語）  頁227

chin  kiun

紫薑（嫩薑芽）  頁227

搖擺（得意之狀）  頁227
hiau  pai
min （mng、mia、ma、me、 早起  明也早起 頁227－8
moa）a
me（moa、mi） ni
明年  頁227－8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頁20題捐13

同。醵捐

囂浮
同。mng5兒早 頁36
明 ma5年  頁37、頁44

chhi  mia

清明  頁228

lau  hoe  a

老伙兒  頁228

老歲hoe3兒a  頁37

phan 粟

秕粟（中空之粟） 頁232

禾白phann3粟

au 、 tut

凹、凸  頁232

ho  se

和諧  頁233
摸無寮仔門  頁234

soga

廋語  頁234

ju si

瘐死（病死獄中）頁234

吊tai子

吊獃子  頁234

u  koan

有幾何  頁235

me liah

敏捷  頁235

ma hu → mau

馬虎  頁238

khoa kin→khoain

看見  頁238

chhut laih→chhoaih

出來  頁238

安有一個無→ au

一個che bo  頁238

phang kin良心

放其良心  頁238

baing yong→bong

勿用  頁238

€

視無瞭或眊

吊癡子14

13 吳氏〈慳加嗇，題捐較慘搶劫〉文，《臺灣日報》，2004 年 9 月 29 日。
14 吳氏〈當「書癡」遇上「書呆」〉文，《臺灣日報》，200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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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源
si chap→siap

€

創刊號

許訂字、許文出處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四十  頁238

chi lai→chhiai            起來  頁238
甚人

sia lang→siang

啥人  頁238

lai ki→lau

來去  頁238

真chan

真雋  頁239、258

hoe（賄）選

      頁239

am khok

後擴（後腦殼凸出） 頁239       後顝16

ku sin

果蠅  頁239

雋、俊、湛15

au chan                  後增（壯年才生的臼齒） 頁239
ke（koe）魚             鱖魚  頁243
無聊soa睏去            無聊坐（自然之意）睡去  頁243
ke si                    家事（工具） 頁244
半tung sai               半通事（指半瓶醋） 頁244
tang sai（宜蘭說古語）       同事  頁244
tai chi

大事（問題）  頁244

事tai7志 頁2617事
（2006課堂口義）

tai chi    

它事（事故）  頁244

蛇tai7至  頁26

han ban→ham ban           頇顢  頁245（頁253）
chiong pho→chong pho                 掌庖  頁245

膳夫師  頁13、頁46

sampat雨

撒潑雨  頁248

西北雨

ok→au sai

惡色  頁248

koan mau→mang

菅茅  頁248

pok→pauh khui

暴開  頁248

sau→sang soan

鬆散  頁248

bi  im→am

米飲  頁249

am  sim→sam

陰森  頁249  

ang→ong po

翁婆  頁249

15
16
17
18

76

am3  頁19、頁46
翁ang2姥boo 頁1518、翁
婦

吳氏〈「讚」麼？雋、俊、湛！〉文，《臺灣日報》，2005 年 1 月 25 日。
吳氏〈「擴頭」！「擴」誰的頭〉文，《臺灣日報》，2004 年 6 月 16 日。
吳氏〈無「事至」搜「代志」〉文，《臺灣日報》，2004 年 6 月 30 日。
吳氏〈真假夫妻－翁姥與尪某〉文，《臺灣日報》，200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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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源

許訂字、許文出處

€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同。晚ban2囝kiann2 頁
8、45

boan→bng  kian

晚囝  頁249

bo→biu  chu

眸子  頁249

hieng→ain  siau

還賬  頁249

sio lun→loan

燒暖  頁249

au→hau sin（sen）

後生  頁250

bo hong→po

無方  頁250

phok→bok tan

撲打  頁250

同。撲bok落去  頁36

hun→png  ke  hoe

分家貨  頁250

分pun家賄  頁35

siau 3數（目）  頁22

khieng→kieng  san        窮散  頁250
chia  png

吃飯  頁251

lo  nng

滷蛋  頁251

食chiah8飯png7 ，頁8、
25、40
同。19

si  chun→sun            時辰  頁253
sin→sim  hu→pu         新婦  頁253
sat→sap  bak  hu                     虱目魚  頁253

同。虱sap目魚 頁39

ho tieng                 戶庭  頁253
chhun                   存錢（積財） 頁254
tham人錢               貪人錢  頁254
hiong死                 兇死  頁254
ni  lau                  零落（老人死） 頁254
kia kha                  寄家  頁255
khang khe

工課  頁255

ain

扌俟  頁255

hian後

小hiun

軒後（向後傾） 頁255
艹高欠（物體之皮脫落）殼  
頁255
小ㄠ（瘦小之意） 頁255

芋hoain

芋艹耿（芋莖）  頁256

hiauhn 殼

ainn2→iang7扌央  
頁20、4620

同。芋 hoann2艹耿 頁22

19 吳氏〈跤胯變腳庫 滷肉變魯肉〉文，《臺灣日報》、〈濩肉飯 vs﹒ 火 ? 窯蕃薯〉文，《臺灣日報》，
2005 年 3 月 2 日。
20 吳氏〈幼兒打人－抰矣〉文，《臺灣日報》，2005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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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刊號

hoehn

許訂字、許文出處
軋hoaihn（竹木器舊而動搖）
頁256
或目（眼合而未開）  頁256

紛紜huin hin

紛紜huin hin（雜亂不整） 頁256

厚臉皮

厚臉皮（不要臉）  頁261

mian chhiang

跛（骨交）（不良於行）  頁261
（酉甫）度（農曆七月大祭餓鬼）
頁261－2
搶辜（酉甫度後乞丐爭取祭品)
頁262
甘棠（棠梨；多誤為茄苳、佳冬）
頁263
甘楟（紅樹，一般音誤為茄萣）
頁263
勉強（盡力而為）  頁263

koai

佳（善良溫馴） 頁263

ho然而癒

霍然而癒  頁264

ho gia

豪家（富家） 頁264

ho tang

豐登（收成多） 頁264

ho  e

幸會（良機） 頁264

ho  應

和（答應聲）應  頁264

熱ho  ho

熱火高火高   頁264

乞chiah

乞者  頁264

油chiah檜

油炙檜  頁264

分chiah

分家（兄弟分爨） 頁264

chiahn色

著色  頁265

chiah驚

灼驚  頁265

chia價

加價  頁265

chian  gau

真高（豪。豪傑）  頁265

chiah柺也力

藉（借，chia）柺也力  頁265

chiah 來 chiah 去

酢來酢去  頁265

toah chioh

劈石  頁265

軋hoaihn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富業、浩業

同。分食

真豪gau5  頁3121

21 吳氏〈「人敖力」同「人豪」、「好早」非「敖力早」〉文，《臺灣日報》，2004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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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源

許訂字、許文出處

紹介

紹介（介紹）  頁267

利便

利便（便利）  頁267

證kin

證見（見證） 頁267

chiu choa

咒詛（詛咒） 頁267

sia  si

捨施（施捨） 頁267

kian  siau

見笑（害羞） 頁268

an  ni

云爾（這樣） 頁268

bo  tai

無它（不恙、無恙） 頁268

siaule

khioh腳就行

羞赧  頁268
大科年（閏月之年，有考進士之年）
頁268
舉腳就行  頁272

khioh話來講

舉話來講（舊事重提） 頁272

khioh 笑

供笑（給人作校柄）  頁273

khioh鋸

刻鋸（磨鋸齒）   頁273

khioh水溝    
khioh貨   

刻水溝（開水溝） 頁273
擷貨（採辦貨色，頁273）
鳩貨（車船集貨而運，頁274）

khioh除

扣除  頁273

khioh幾個人？

舉幾個人？ 頁273

khioh集

鳩集（收有用之物以備用） 頁273

khioh水溝    

刻水溝（開水溝） 頁273

大kho年

€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同。咒詛choa7 頁48

許爾ni7  頁43

擷貨（採辦貨色。頁273）
鳩貨（車船集貨而運。頁274）
khioh除                扣除  頁273

khioh貨   

khioh幾個人？          舉幾個人？ 頁273
khioh集              

鳩集（收有用之物以備用） 頁273

khioh風  

遣風（調布帆受風）  頁273

khioh  kieng            掬襉（為衣裙幅摺襞） 頁273
khioh對

仇對（捉對廝殺） 頁273

khioh面

矯面（選佳者置於上面） 頁273

khioh  iun

鞠養（收養棄兒）  頁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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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源

€

創刊號

khioh做夥

許訂字、許文出處
擊困末？（因纏鬥之疲而攻之）
頁273
糾做夥（合而為一）  頁273

sai khia

私家（貯私房錢） 頁273

khia （私）欺 頁2122

khioh骨頭

撿骨頭（為二重葬而拾骨）頁274

同。撿 khioh著錢 頁42

khioh字

撿字（為印版社排字） 頁274

khioh客

鳩客（為旅社拉客）  頁274

sia  mih

啥物（甚麼東西）  頁274

甚麼  頁623

囝仔豬槌亂亂but

囝仔豬槌亂亂勿 頁276

倪兒（兒童）頁8、4124

khioh困be

吳訂漢字、吳書文出處

豬箠亂亂勿25
phang tiam

帆點（蛛絲馬跡）  頁276

作sit

作穡（做事務）  頁276

一kang

一工（一個工作天） 頁276

枝葉代代thoan

枝葉代代傳  頁278－279

肆、吳氏台語正字研究發現示例
一、一字多音
(一)在（讀音chai7）：語音多達9種，即：chi7，例如：在此（chia。南靖一
帶）；le2，如：在睏；li2，如：在流汗；lo2如：含在嘴內；si7，如：每
落角（moa2 lak8 kak）在（指到處有。台南地區）；te2，如：在看電視；
ti7，如：在底位；tai7，如：在先來；toa3；如：在茲（chia）宣佈。
按：聲母分佈在ch、l、s、t四母。
(二)甚（讀音sim7）：語音多達6種，即：chin、chiann，如：甚多、甚好；
cham2、chiam2，如：甚然；sann2、senn2、siann2，如：甚麼、甚何、甚
22 吳氏〈女人的私欺錢〉文，《臺灣日報》，2003 年 10 月 22 日。
23 吳氏〈「傷」是「甚」，「麼」非「物」〉文，《臺灣日報》，2004 年 7 月 22 日。〈真平版國小台語課本
用字檢討表〉，頁 6：「台語係帶半鼻音發音，故宜採用屬鼻音的『甚麼』」，2006 年 4 月。
24 吳氏〈真平版國小台語課本用字檢討表〉頁 2：「通稱時應作『兒童』」，2006 年 4 月。
25 吳氏〈正字千金譜〉，頁 30，註 14 說：「世俗有：『古人殺豬用豬槌打殺』之說，果是，則它是殺豬
之中要工具且有危險性，怎可能任由孩童拿去『亂亂勿』？此處應是指『豬箠』。」2005 年 4 月吳氏
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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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sionn1、siunn1，如：甚過分；tang1、tiang1，如：在（ti7）甚時；
thiam2，如：輸人甚甚。
按：聲母分佈在ch、s、t、th四母。
(三)明（讀音beng5）：語音有3種，即：ban5、bin5、hann5、han5、mng5，如：
明兒晬（chai3）；ma1、me1、mi1、moa1，如：明年；mia1，如：清明。
按：聲母分佈在b、h、m三母。
(四)伸（讀音sin1）：語音有4種，即：chhun1、chhng1、chhuinn，如：伸手；
nng1，如：手伸無路；sian1、soan1，如：伸藤；tin1，如：盪盪伸。
按：聲母分佈在chh、n、s、t四母。
(五)脫（讀音thoat）：語音有4種，即：liuh，如：脫帽子；lut，如脫蒂；
thoah，如：脫過一關；thut8，如：脫臼。
按：聲母分佈在l、th二母。
(六)周（讀音chiu1）：語音有3種，即：chiau1，如：眾人周知；tau1，如：年
周；tui1，如：做周年（周年忌）。
按：聲母分佈在ch、t二母。

二、一音多字
(一)siau5：多達16字，即：眦：睚眦（ge5。指恨視）；恣：睢恣（ge1。怒
視）；勢：衰勢（soe。運勢不振）；性：頑（giat1）性（頑劣好動。頑，
陰陽對轉；性，鼻化音）；事：無濟（chhai2）事（白費心力、金錢、時
間等而於事無補）；死：恨（gin7）死；視：目失（chhuh1）視（視力散
失）；辭：虛（hau）辭（指胡說八道）；須：無些（sann1）須路用（沒有
一點用處）；斜：斜紋布；相：不識（mh suh）相（相，鼻音化，如：相
同sio kang5）；識：無膽識（識，舒促轉）；數：不成（chiann2）數；
事：作甚（chhong3 sann2）事（作，陰陽轉）；髄：滿頭殼全髄；遲：舒
（so5）遲（動作緩慢）。
按：聲母多數來自讀音之s母，部分來自讀音之ch、t母。
(二)liah8：多達21字，即：責：責汝抵數（chhut chhui2。抵，舒促轉）；跡：
腳跡；捷：敏（mr2）捷；截：截長補短；緝：緝捕；葺：葺漏；捉：捉魚
鰌；挐：挐人；納：有食復有納；勒：心勒橫；扐：扐蓍草；搦：搦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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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刊號

掠：掠過去；獵：獵山豬；列：徛列排；捏：捏龍（按摩手法）；裂：裂
開；立：立公證；落：俐（liu2）落；擇：擇媒人；著：著慌（kong5）。
按：聲母分別來自讀音之ch、chh、l、t等母。
(三)chhoe7：有6字，即：搜：搜物件；就：就醫生；造：造朋友（造訪）；挫：
挫價；謝：謝不對（tioh8）；受：船破海受底。
按：聲母分別來自讀音之ch、s母。
(四)chiau1或5：有5字，即：齊：齊勻；周：眾人周知；足：足小、足多；些：
些少；挑：挑剔（that）。
按：聲母分別來自讀音之ch、s、t等母。

三、嬰兒用語
口兒gu7（咲）一下：笑一下
仡正（在上）立（在下）it chhiang3（站）：站起來
打掌tinn3 chhann7：拍拍手
哆哆ta2 ta2：口張開
抰矣 ainn2 a3：打人
糞糞ngh ngh：痾大便
嗺嗺si si：催小便
愔愔inn inn（或onn onn）：安靜睡覺
食山（在上）口（在下）食山（在上）口（在下）bam7 bam7：哺兒
尿布子phe3 a2
尿藉子chu7 a2
玩偶ang a2
兒戲gin2 a2物
污o1（或o２）、穢e1（或e２）：髒
洴pong7、泙pong5：洗澡

四、古典、文言語詞
虛辭hau siau5：《楚辭．九章．惜往日》：「聽讒人之虛辭。」
庶羞（饈）chhe chhau：《儀禮．公食士大夫禮》：「士羞（進獻）庶羞
（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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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鱗ｋkeh8 lan7（相反詞：撫鱗phoo5 lan7）：《韓非子．說難》：「人主亦有逆
鱗，說者能無嬰（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視無瞭或眊sa1 bo5niau5 a2 mng5（意為分不清楚狀況）：《孟子．離婁》：「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角頭khok thau5：《後漢書．光武蒂紀》：「隆準日角。」註：「日角，謂中庭骨
起狀如日。」緯書《論語撰考讖》：「顏回有角額似月。」
拂曉phah phu2：徐夤〈初夏戲題詩〉：「長養薰風拂曉吹。」
雜廁chap8 chhap1（tap tih）（意指紛亂、雜碎）：許慎《說文解字》序：「分別部
居，不相雜廁也。」
後齒真au7 chan（大臼齒、智齒、真牙）：《儀禮．既夕禮》：「卒洗具反於笄，
實具柱，左齒真右齒真。」
施泥sai1 nai1（撒嬌、軟纏）：唐．元稹〈遣悲懷詩〉：「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
沽酒拔金釵。」
壽百歲chia7 pah hoe3（相反詞：復持無久koh chia7 bo5 ku）：《呂氏春秋．至
忠》：「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
菸邑oo auh8（枯萎、敗壞）：宋玉〈九辯〉：「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
橫。」
逞施chhang3 chhiu1（顯現、施展）：《福惠全書．莅任部．忍性氣》：「使咆哮
跳梁之氣，無所逞施。」
拘文ku mo（器量褊狹，拘泥於繁文節）：《史記．司馬相如傳》：「豈特委瑣握
足齒（指器量褊狹），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落托（拓）lauh chheh（散漫無檢制）：晉樂府詩〈懊儂歌〉：「攬衣未結帶，落
托行人斷。」
僶勉mi5 noa7（認真努力）：賈誼《新書．勸學》：「然則舜僶勉而加志，我儃慢
而弗省耳。」
嘁咨chak cho7（慚愧；常用在拜訪時表打擾之意）：楊雄《方言》十：「忸怩，
慚澀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嘁咨。」
雁齒gan7 chi2（磚塊）：庾信〈溫湯碑〉：「秦皇餘石，仍為雁齒之階。」白居易
〈新春江次詩〉：「鴨頭新綠水，雁齒小紅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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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乎哉oann2 ko1 la3（總結上文的語氣詞，有反問、反駁和鄙夷之意）：《公羊
傳》莊公24年：「然則曷用棗要云乎，月叚脩云乎？」

五、倒裝詞（與華語等相對而言）
婁邾lu tu5（基隆等地用指小孩不明事理）：邾婁。《蘇氏演義》：「時人以無分
別者為邾婁不辨。邾婁（鄒）小國；微小之人不能分辨也。」
籠蒸lang sng5
頇顢ham ban7
胝胼（辛勤工作）chhia piann3
臨瀕liam 1 mi1（或liam 1 pinn1）
擾煩chhia poann5
蕪荒pha1 hng1
蘚苔chinn１thi5
紛糾oan1  ke
蚪蝌too7 koai
惡兇面oo hng bin7
媚諂phoo5 thann2
家自、己自kat ti7
落角lak kak
管吹koo2 chhoe   
烏面鷺琵oo bin7 la7 phe
細仔Se3 Ji7（小心）
雞嫩ke1 noa2
廢殘 phoa3 Siunn3
忙繁bo5  eng5
照紀綱chiau3 khi2 kang
摘指 thuh chhau3
囂浮hiau pai

六、併合語（反切語）
Ghiong：彼種hi（h）Ghi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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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ong2：此種chi（u）chiong      
Khai2：起來  khi lail   
管koan2 thai3：他意thai i3  
（餘18例已見吳氏書第9頁）

七、特殊語詞
匿逃lok to5L
唯諾漠置 oo lok8 bok chr3
紛糾鬧事 oan kelo7 che3
粗婆chhａpe5
賢妻 khan1 chhiu2
諜報子jiauh pe1 a2  
義兄khe3 kiann1
人攘攘紛lang5 chhiang5 chhiang5 kun2
水滕滕滾chui2 chhiang5 chhiang5 kun2

結語
本論文旨在比較研究許、吳二氏對台語正字探尋的成就如何。在扼要敘述許文及
吳書文的說法內容之後，即加以比較其優劣，計分：研究見解、研究方法和研究實績
等三個面向。再論列二氏所討論到的實例。經此細較，見知吳氏之說後來居上，多所
創發。在論文末幅，則具偌多之實例，以證吳氏之研究確有許多創穫；即分：一字多
音、嬰兒用用語等七項，加以臚列。
由本論文之論述，可知許氏對台語正字的探討，具有開山、啟蒙之功。而吳氏
五十年的扎實研究，有理論系統，有實務方法可資覆驗，其體大而思精，可為確論；
惜因篇幅所限，無法容納其《台語語讀對應關係的探討與應用（摘要本）》一書的摘
要內容，只得請讀者自行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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