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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

諺語，是先人智慧的累積。而流傳於今，諺語是可以點綴生活的小點心，老師說諺語，可以製造課程的趣
味；在國會中人民代表說諺語，可以軟化唇槍舌劍的氣氛；在辯論會場上的辯士說諺語，可以化解劍拔弩張的
形勢。(當然諺語中也有罵人的話，有時也適得其反。)而這次要收集的客家諺語，則是我們居住在桃園這個客
家人多的縣市中一項有趣的作業。

由諺語的內容，我們可以去發現一個民族的生活特性，尤其是深入到人民的道德觀、宗教觀及想法。我們
這次的報告主要是參考洪惟仁老師的建議，將有關於鬼神的閩南語諺語和客家語諺語互相做比較，除了能了解
客家諺語外，也能稍把客家人生活及文化的不同更進一步了解。

同時，我們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常常能聽到長輩說諺語教導我們為人處世的道理，這次有機會對客家諺語
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想來也是好事一樁。

2.        研究方式

查閱相關書籍，搜集相關的客家諺語比對之。再請熟諳客語的老師，為我們做正確的發音，並予以錄音。
另外，還有利用到網路。我們比對現有的閩南語諺語，找出相關的客家諺語。而後，我們將搜集到的關於鬼神
的諺語有概念式的條列出來，展現出客家諺語論及鬼神的心態，及其中智慧。

3.        研究過程

我們先從學校的圖書館尋找相關的客家諺語，但有關於鬼神的客家諺語並不多。我們來到平鎮市的義民
廟，此地成為我們研究地點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帶的居民大部份為客家人，而這次諺語主題又與鬼神有關。我們
在義民廟裡外及附近尋找可以為我們發音的人，但都沒有結果。

約將近兩個小時後，我們在義民廟二樓的長壽俱樂部看見有兩位約45歲以上的阿姨，我們說明原意，其中
有一位就是在客家話教學班教客語的傅老師，她表示可以為我們發音。與在廟裡的里長約定了時間(義民廟就
是里長辦公室)，我們把錄音帶交給傅老師，錄成了有關鬼神諺語的發音錄音帶。除了正文中的70個諺語外，
我們在圖書館中查到的相似諺語，老師也有為我們發音。

我們把閩南語與客家諺語中用字的不同挑出來，如果大體字面上的用字及意思沒差別，我們就從網路上查
詢客家諺語的標音，附錄在諺語之後。另外，我們又自行補充了一些有趣的客家諺語。

4.        研究結果分析

01.【閩】有山便有水，有神便有鬼

01.【客】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

02.【閩】舉頭三尺有神明

02.【客】頭上無神自有神，舉頭三尺有神明

03.【閩】光‧儂毋知，暗 =○亦知(人間不知，神明亦知)
03.【客】同上。標音：kong24 ‧nung11 mu11 tsii11，am55 it5 tsii24
04.【閩】神愛扛，儂愛妝(佛要金裝，人要衣裝)
04.【客】人愛衣粧，佛愛金鑲

        人要服裝，神要金裝



05.【閩】有燒香有保庇，有食有行氣(有燒香才有保庇，有吃藥才有行氣)
音：iu24 seu11 hiong11 iu24 po31 pi55 ，iu11 siit5 iu24 hang11 hi55

06.【閩】無想貪、免信神(不貪心，不必信神)
06.【客】同上。標音：mo11 men31 tham24 、mien31 sin55 siin11
07.【閩】亦著愛神，亦著愛人(盡人事，聽天命)
073【客】嘛愛神，嘛愛人(愛：要的意思)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08.【閩】三圓佛仔栽七圓鬚(裝飾品的價格超過原物)
08.【客】同上。標音：sam24 ien11 fut5 e31 tsai24 tshit2 ien11 si24
09.【閩】近廟欺神

09.【客】近廟欺神

        外地和尚會唸經

10.【閩】北港媽(祖)蔭外鄉

10.【客】北港媽祖顯外鄉

         泮坑公王保外鄉(※大意：參拜公王，能庇佑外鄉人平安大賺錢)
11.【閩】白目佛興外境

11.【客】同上。標音：phak5 muk5 fut5 him55 ngoi55 kin55
12.【閩】得失土地公飼無雞

】得罪伯公畜無雞(伯公即土地公。地方管區等於土地公不可得罪他，倘若得罪他對我不利)
13.【閩】土地公、土地婆，祈汝蟶、祈汝蠔

13.【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14.【閩】問神著有毋著，請醫生著食藥(諷刺迷信及醫德敗壞)
14.【客】問神著有毋著，請先生著食藥

15.【閩】尪公聖、毋值尪媽定(丈夫不及妻子有決定權)
15.【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16.【閩】憨儂拜公媽，那看那無來食

16.【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17.【閩】聖駕會食糕仔(靈到會吃糕餅)
17.【客】聖駕會食粄仔 (錄音帶有唸錯)
18.【閩】尪顯，弟子落臉(失敗、落魄)
18.【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19.【閩】神明專趁歹命儂錢

19.【客】同上。標音：siin11 miang11 tson11 tshiin55 tai31 miang55 nung11 tshien11
20.【閩】羅漢請觀音(主人多客人少)
20.【客】同上。標音：lo11 hon55 tshiang31 kon55 im24
21.【閩】仙儂扑鼓有時錯，跤步踏差啥儂無(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21.【客】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差麼儕無

22.【閩】食無三把蕹菜，著卜上西天(想一步登天)
22.【客】食無三粒黃豆，就會上西天

        食兩粒黃豆，就想愛學人上西天

23.【閩】仙拼仙，害死猴齊天(殃及池魚)
23.【客】同上。標音：sien11 phin11 sien11 ，hoi55 si31 heu11 tshe11 thien24



24.【閩】世間若無憨，路邊哪有應公

：se55 kien11 iok5 vu11 ham11 ，lu55 pien24 na31 iu11 in55 kung24
25.【閩】有應公童乩(意指：鬼話連篇)
25.【客】鬼話碌天

        閻羅王的文章──鬼話連篇

26.【閩】有應公仔神主，落尾來峙頭前

26.【客】有應公仔神主，落尾來站頭前(罵插隊的人)
27.【閩】有應公仔香爐(問者多，銷路少，要注意市場調查)
27.【客】同上。標音：iu11 en55 kung24 e11 hiong24 lu11
28.【閩】青狂鬼撦倒菜羹飯(莽撞)
28.【客】同上。標音：tshiang24 khong11 kui31 tsha31 to31 tshoi55 kang11 fan55
28.【客】鬼搶飯(指人們你爭我奪，毫無秩序的，亂做一團之謂)
29.【閩】做鬼都搶無粿箬 
29.【客】變鬼也搶毋冷齋食

30.【閩】小鬼仔無捌見著大豬頭(少見多怪)
30.【客】細鬼仔無捌見著大豬頭

31.【閩】小鬼袂堪得大百金

31.【客】細鬼袂堪得大百金

32.【閩】水鬼做久升城隍(訓誡人不可自暴自棄，堅守本份，自能成功)
】水鬼陞城隍──神氣祿天(※意思不同：喻指人曾是流氓土匪，一旦成了暴發戶，竟不記自身來歷，居然對人神

氣活現之謂)
33.【閩】水鬼騙城隍(人小鬼大)
33.【客】同上。標音：sui31 kui31 phien55 sang11 fong11
34.【閩】鬼仔摸閻羅王○尻川(太歲頭上動土)
34.【客】鬼仔摸閻羅王地sii55胐

35.【閩】水鬼夯重枷(萬劫不復)
35.【客】同上。標音：sui31 kui31 hong24 tshung11(tshung11,tshung55 ) kha11

】水鬼叫跛睡(惡人引誘人做壞事。※跛睡：又跛腳又打瞌睡之人，喻無主見之人)
36.【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37.【閩】儂牽毋行，鬼牽撞撞走

37.【客】儂牽毋行，鬼牽直直走

38.【閩】掠水鬼塞涵空 (抓替死鬼)
38.【客】捉水鬼塞塘涵

】大普餓死鬼(最景氣時生意清淡的商家。※大普：七月十五日大拜拜)
39.【客】同上。標音：thai55 phu11 ngo55 si31 kui31
40.【閩】引鬼入宅

40.【客】牽鬼入屋

        引鬼入屋

41.【閩】無事請王爺(自找麻煩)
41.【客】同上。標音：mo11 se55 tshiang31 vong11 ia11
42.【閩】請鬼醫病

42.【客】同上。標音：tshiang31 kui31 i11 phiang55



43.【閩】習行暗路免驚袂拄著鬼

43.【客】夜路行多常遇鬼

44.【閩】無行暗路袂拄著鬼

44.【客】同上。標音：mo11 hong11 am55 lu55 mi55 tsu31 to31 kui31
45.【閩】心無邪不怕鬼

45.【客】同上。標音：sim24 vu11 sia11 put2 pha55 kui31
46.【閩】卜死牽拖鬼掠(有災禍推給鬼神不反省)
46.【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找不到。

47.【閩】敢死驚做鬼，敢做匏○驚滾泔燙‧著(敢做不敢當)
47.【客】敢死驚做鬼

48.【閩】敢死驚無鬼通做(不擇手段)
48.【客】敢死驚沒鬼好做

49.【閩】鬼恰馬哮無共聲(牛頭不對馬嘴)
49.【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50.【閩】內神通外神

50.【客】家神召外鬼–食裡扒外

         家神通外鬼、家神透外鬼

51.【閩】官籃仔假燒金(偷偷摸摸，紅杏出牆)
51.【客】同上。標音：kon11 lam24 e11 ka31 seu11 kim24
52.【閩】未曾燒香先扑折佛手

52.【客】未曾燒香先扑拗佛手

53.【閩】無禁無忌食百二

53.【客】同上。標音：mo11 kim55 mo11 khi55 siit5 pak2 ngi55
        〈對比〉：食到老就好，不管幾多歲

54.【閩】司功仔神杯(道士與神杯，形影不離)
54.【客】同上。標音：sii11 kung24 e11 siin11 pi24
55.【閩】一○做童乩，一○做桌頭(狼狽為奸)
55.【客】一個做童乩，一個做桌頭那

56.【閩】喙唸阿彌陀，手舉刺血刀(口蜜腹劍)
56.【客】嘴念阿彌陀，手夯殺人刀

57.【閩】食菜食駕肚臍為界(只重形式)
57.【客】同上。標音：siit5 tshoi55 siit5 ka55 tu31 tshi11 vi11 kie55
58.【閩】舉香綴拜(看人拜，自己也拜)
58.【客】同上。標音：ki31 hiong11 tsui55 pai55
59.【閩】尪姨徇話尾(隨聲附和。※尪姨：靈媒)
59.【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找不到。

60.【閩】尼姑和尚某，和尚尼姑奴(譏其相通姦。)
60.【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找不到

〈類似〉：尼姑合和尚(※意：犯戒，引申為同音的「犯界」，指侵犯他人土地。)
61.【閩】九葬九遷，十葬萬年(風水師自我嘲解的話)
61.【客】同上。標音：kiu31 tsong55 kiu31 tshien11 ，siip5 tsong55 van55 ngien11
62.【閩】穿山龍，萬世窮(風水師遺禍子孫)



62.【客】同上。標音：tshon11 san24 liung11 ，van55 sii55 khiung11
63.【閩】蔭地不知心地

63.【客】同上。標音：im55 thi55 put2 ti11 sim11 thi55
     〈類似〉口齋不如心齋

64.【閩】九代黃金九代窮，葛藤負囝出聖人

64.【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65.【閩】食神食佛，食了會孤崛(神棍會遺惑子孫)
65.【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66.【閩】傳道傳肚(傳道糊口)
66.【客】同上。標音：tshon11 tho55 tshon55 tu31
67.【閩】道理精‧道理經，聖經揹帶○脊○
67.【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68.【閩】同工同工，後壁摀一空

同上。標音：thung11 kung24 thung11 kung11 ，heu24 piak2 vu31 it2 khung24
69.【閩】三疼、相拼

69.【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70.【閩】地獄黑溜溜，串關長老恰牧師

70.【客】此閩南話諺語客家話中找不到。

5.        其他有關鬼神的有趣客語補充

⊙請神容易送神難

⊙保自家都毋得，還保阿彌陀

⊙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善者成佛，得道為神

⊙天公惜戇人

⊙天公生，戶外莫拎衫(禁忌)
⊙神前社後，勿作墓堂(禁忌)
⊙天頂個雷公，地下個舅公

⊙蟠桃會 八仙獻壽

⊙各地神明 上天朝賀

⊙敬神求誠心，供品不在乎

⊙老爺廟求子─「找錯門路」(指求人或求事弄錯對象)
⊙城隍廟個蚊仔─齧鬼(喻非常吝嗇之意)
⊙城隍廟個老鼠－「會誦經」(喻指經驗豐富，閱歷深厚的意思)
⊙關老爺面前使大刀─「不自量力」

⊙張飛拜觀音菩薩─「面惡心善」

⊙祈求伯公伯婆庇佑各鄉民

⊙三月媽祖生，祈求平安好春耕

⊙○係神仙你毋識，過後難逢呂洞賓

⊙觀音娘跌落井肚(：罅佛(罅拂) )
⊙伯公跌落崩崗下(：蹍神(贊成) )
⊙拗上伯公，兩頭食(原指拗上的土地公，兩邊來往的人送來的供品祂都照吃不誤。也喻指有權勢的神

祗，不論他人的是非善惡，都要插上一手從中取利之謂)



⊙貼差門神家不和

⊙在生食得四兩肉，擋過死裡祭豬羊(父母有生之年要孝敬)
⊙死時一條豬，毋當生時四兩肉(同上)
⊙還生毋孝順，死○騙鬼神

⊙面前有佛不拜卻到西天求佛(面前的佛即是自己的父母要孝敬，毋須跑到西天去求)
⊙餓死毋食貓公飯，冷死毋著菩薩衣(寧可餓死也不吃不義的食物，寧冷死也不穿不該穿的衣服)
⊙錢銀是傳手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生無愛屋，死無愛棺材(喻做流氓者是社會上的敗類，不怕生死危害安寧，為人要行正途才好)
⊙毋見棺材毋落淚，毋到黃河毋死心

⊙棺材店老闆咒死鬼─「無人死」(指居心不良，不懷好意，損人利己的自私之謂)
⊙棺材扛上山，毋埋也著燒(事情既已發生，總要設法處理解決)
⊙看著棺材睡落去(不知厲害不辨好歹，明明有害身心的環境，竟也混跡其間，毫無顧忌的意思)
⊙水打棺材─「溜死人」(喻甜言蜜語誘騙他人)
⊙飫鬼假細義(細義：客氣)
⊙無鬼怨灶君(自己不長進，到處不受人歡迎，不檢討反而怨天尤人)
⊙伯公生鬚─「老神」(喻指某人少年老成，勝過一般少年人之謂)
⊙鬼生鬚人鬥個(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是人做出來的)
⊙講人人就到，講鬼鬼就到

⊙敢死閻羅王都驚(不怕死的話，人人都怕你)
⊙閻羅王個妹仔─「鬼愛」(指沒有人要)
⊙閻王殿前無擂台─鬼打鬼

⊙鬼打鬼(指某一種組織或派系內部發生爭吵，「窩裡反」的意思)
⊙鬼畫葫蘆(責人做事不用心，馬馬虎虎，敷衍塞責，不像樣)
⊙鬼催命(急於催促)
⊙鬼打癲(責人做事不加考慮，糊裡糊塗，做錯了事的意思。其昏懵錯誤，就像被鬼打昏了頭，以致不自

覺)
⊙窮鬼打衰家(以此句話勸「家和萬事興」)
⊙變鬼變怪不像人(花樣多不學好，是長輩罵人的話)
⊙鬼頭鬼腦(行為詭秘，居心叵測，令人難於捉摸，必須嚴加防患，以免被困擾)
⊙鬼打覡公無法(不講理亂亂來)(鬼是不能打覡公的，說成鬼打覡公是假的，而要去處理不真之事，實在有

困難的)
⊙無鬼請覡公(故意引起注意)
⊙騙鬼著簑衣(騙人之意)
⊙瞞官騙鬼(騙官又騙鬼，指騙術高明)
⊙有錢能使鬼推磨

⊙人衰無路，鬼衰上樹(喻人倒楣時，做什麼都不順)
⊙仙人屎無食著，叫化屎緊食等(尚未得到好處，壞事已纏身)
⊙好人無遇著，鬼緊遇等咧(不遇好人，專遇壞人，指運氣不好)
⊙食茶食著水，交人交著鬼(運氣不好)(事與願違)
⊙交官窮，交鬼死，交著苦力食了米

⊙人同人好，鬼同鬼好

⊙閒神野鬼(閒得無聊的人)



⊙無主家神屋外住(無業遊民且無一定的住處者)
⊙無頭神(記憶不好的人，或沒有頭腦的人)
⊙○著覡公學打醮，○著和尚學唸經(跟什麼人在一起就學什麼樣的事)
⊙鬆鬆和尚，修毋著好齋(才能庸拙的人，不能擔當重要職務)
⊙臭頭和尚，做無好功德

⊙齋公買茄「貪大」(齋公即和尚，他買菜茄只選大而不考慮品質，比喻不明理的人)
⊙和尚賣架裟－「沒人愛」

⊙和尚無妻把當寶，覡公有妻莫來好(物以罕為貴)
⊙尼姑無老公，和尚無老婆，你無○也無(勸人不必爭執計較的意思)
⊙人害人，肉積積，天害人，一把骨(存心想陷害別人，而害不了他，使得他更發福；但天若是要捉弄

他，可使他瘦成一把骨)
⊙教會徒弟打師傅(忘恩負義)
⊙老地變后土(「地」指墳墓，此句說喧賓奪主)
⊙窮沒路，挖爺墓(指不肖子孫平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在窮極無賴中，居然挖掘祖先的墳墓，賣給他人

來過活)
⊙風水蔭茅頭(嘆息門祚衰薄，人丁稀少，雖有若干出類拔萃的青年，卻不幸早夭逝。這種情形便有人嘆

息為風水蔭茅頭了，而不庇蔭子孫)

6.        結論

基本上，閩南語和客語的諺語是相通的。當時為我們發音的老師也有說道只要閩南語能說的諺語，客家話
也能發音，只是有些不常見不通用的就不知道要怎麼念了。不過有些客家話的諺語閩南話也沒有，要把客家話
的諺語翻成閩南語就不容易了。

但無論是閩、客語，要從書面上看其語言而懂其意，都有些困難了，這是發音上的問頭。文化、想法的不
同背景，也是個原因。而歸結這些諺語，我們可從中得知諺語的兩個精神：一為勸世，一為諷諭。搜集客家諺
語時，我們亦能從其中得知客家人的一些信仰習俗，而「善者成佛，得道為神」是其勸世人為善。從客家諺語
中我們也可見客家人，重視孝道的精神，例如「在生食得四兩肉，擋過死裡祭豬羊」「還生毋孝順，死○騙鬼
神」「面前有佛不拜卻到西天求佛」，都是勸人行孝之語。

大柢而言，人們的思想裡，對神明存有敬仰之心，而我們可從諺語中看見另種心態。比方說神也具有人的
性格，如「得罪伯公畜無雞」、「拗上伯公，兩頭食」，即使是神也依附有與人的利害關係。而鬼物，除了真
指鬼外，通常習慣用來罵人，象徵不好的一面，像鬼計多端、不正經之人、或是壞人等等。對鬼神雖有敬畏之
心，不過在諺語中也多見借以諷諭之處。

諺語的流傳隨時代的變遷，語言的相通，觀念的相似而有所交融，所以，有時我們已經無法以語言作為諺
語的區隔，去界定該為台語還是客語諺語。這是我們的不足之處。但這次我們搜集客家諺語的工作，還是從中
得到不少收穫，也對其文化有深一層的瞭解。

7.        感想

這次的報告讓我們研究了平日不常接觸的客家話諺語，上了年紀的人對諺語並不陌生，從小就在父母親左
一句右一句諺語中學習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年輕一代的人已經不知道諺語了。過去常聽到長輩於言談中，說著
很流利的諺語，但往往一知半解。

那時候年紀尚輕，還不太能吸收、記住那些諺語，只心裡暗暗敬佩長者。這一次的諺語收集，不但讓我們
有機會去瞭解客家諺語的發音及意義，還能讓我們去學習與長輩交談，去體會客語之美。客家人是很熱心的，
尤其是與他們講到有關母語的部分，他們都會很樂意的傾囊相授。

義民廟是當地客家族群的活動中心，因此我們可以從附近看到有貼有：「請同小孩講客家話」的標言，宣
揚母語的使用。畢竟保存母語是每個族群的使命。見到這些文字，讓我們內心感動外，也有了危機意識，語言
的保存是需要代代相傳，才能承繼下去，永垂不朽。而從研究諺語，也算是一種好的起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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