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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時代的日益進步，工商繁榮，台灣不斷的吸收外國文化，進而在言語、流行音樂上都受到外來文化的
影響。漸漸地現在年輕的一輩，只懂追求新知，崇洋媚外，反而忽視屬於我們本土的文化。過去流傳的諺語、
歌謠也漸漸為人所淡忘。但這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文化語言，於是我們蒐集許多台灣歌謠和台灣諺語，介紹它
們的意義，以及分析、探討其中的奧妙之處。因為它是先民昔日生活的縮影，風土民情的流露，村夫野婦的俚
謠。在強調鄉土教育的今日，希望能對這些珍貴的資產有進一步的認識。於是我們將分別探討諺語和民謠的趣
味性，以及所使用的技巧。另外，再針對與我們息息相關，中國人獨有的節氣來闡明這些資產對我們的重要
性。

《壹．歌謠》

    遠從閩南渡海來台的台灣閩南語，源遠流長卻也歷經滄桑。隨著先民開墾的腳步，台灣閩南語融入各族語言
與文化之外，隨著各個外來政權的轉移起起伏伏。臺灣閩南語的社會地位雖然一路走來並不順利，但是它仍是
除現行的北京話國語之外，最風行、最普遍的方言。而台灣閩南語除了保存底層語言，又接受外來語以外，在
音韻上則十分接近古代漢語，故可說是最具古風的語言，倘若再透過詩歌的傳頌，更可讓人體會其中悠揚的美
感。
    台灣傳統歌謠在創作上的導向，莫不是以樂曲來解析其曲式及流變，或是從歌詞中瞭解台灣社會、政治、文
化等背景的變遷；而單就詞來論，不合樂者稱謠，然謠本身即具節奏性，一經旋律化即成了歌謠，故台灣幾乎
歌謠不分。台灣福佬語系的傳統歌謠，根據歌詞型態大概可分為「七字仔」與「雜念仔」兩種，一般稱為七字
仔，乃因歌詞以四句一段，每句用七字而得名，歌詞結構如七言絕句，而用這種形式的歌謠十之八九都是情
歌；像我們今日所啍唱的山歌、採茶歌等，皆屬歌謠性質的一種傳唱，有別於當初的五言絕句。台灣閩系居民
多來自漳、泉二州，故台灣歌謠可分成承襲內地及本地創作兩種。

歌謠可因創作者所要表達之念頭而有不同之功用，有的僅具旋律及琅琅上口的娛樂效果，有的同時兼具教
育及娛樂的功能。

所謂「人親、土親、歌謠更親」，台語歌謠藉著與生活、土地、人民的互相結合，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拉
繫得更緊，如同文字之於歷史，記錄著所有的點點滴滴，歌謠則是代代口語相傳，為時間見證了最真實的影
像。
民謠基本上具有三個特色：
(一)  它是集體創作的。民謠是由一群人在一塊土地上共同孕育出來的旋律，不
知何時、不知何人，當第一聲的音符破口而出且引起共鳴時，一聲接一聲，一句連一句，最後形成了一首歌，
那就是民謠。
(二)  它與族群群落和土地有著不可切割的感情。民謠中的詩中與所傳述的情懷
，一定扣牢族群生命生長的土地，它的一花一草，它的山川河嶽，它的生活點滴，對曾經在那裡生活過的人，
都含有一種無可取代的意義和芳香。
(三)它是一部活的歷史。民謠是人們所最熟悉的事物，當他藉著動態的藝術──音樂來傳承，傳述的故，都是我
們世世代代延續而成的，自然而然成為生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還，也自然成為一部活的歷史，傳述先民走過的
腳步歷過的經驗。

一．童謠

1.＜一的炒米芳＞



一的炒米芳，二的炒韭菜，三的沖沖滾，四的炒米粉，五的五將軍，六的纜子孫，七的七蝦米，八的蛤兜鞬，
九的倒在蠕，十的企起來看。打你千，打你萬，打你一千過五萬，老鼠仔欲啁就緊啁，不啁給你打到啁。
註：1炒米芳：把米浸炮一、二個小時後，加調味料炒熟，吃起來脆脆香香的。

      芳，因phang1。phang1phang1

    2 沖沖滾：音chiang7 chiang7 kun2，滾費激烈狀、氣盛貌。
    3 攬：音lam，擁抱。

    4 蝦米：音he5 bi2，曬乾之小蝦，爆香用。

    5 蛤：音ha5，繫住。

    6 兜鞬：音too2 kuann7，肚兜。
    7 蠕：音nua，在地面上蠕動。
    8 氣：音khia，站。或作倚字。
    9 過：音kue。
   10 啁：音ciuh，老鼠叫聲。
說明：這是一首兒童在玩的遊戲歌。

2.＜新娘＞

新娘婿噹噹，褲底破一孔，頭前開店窗，後壁賣米芳。
註：1 婿：音sui，漂亮。或作美字。
    2 孔：音khang，洞。
    3 米芳：芳，音phang。即一種米製的零食，早期，爆米芳大都為夫妻檔的流動待工業，以三輪車載著器具，

每到一處就大聲吆喝：「爆米芳喔！」。
說明：當兒童看見新娘，或看到人家穿破褲時，戲唱此歌。

3.＜大個呆＞

大個呆，炒韭菜，燒燒一婉來！冷冷我無要。
註：1 個：音khoo，或作塊、箍、魁等。
    2 韭菜：音ku chai，為什麼「燒燒一婉來，冷冷我無要」呢？因為炒韭菜需趁熱吃，才能風味鮮美，冷了就

失去美味。
    3 要：要ai。或作愛字。
說明：這是一首取笑小胖哥的童謠。

4.＜火金蛄＞

火金蛄，來食茶，茶燒燒，配芎蕉，芎蕉冷冷，配龍眼，
龍眼蛀核，來食藍孛仔核，

籃孛仔核無籽，控你的臭頭仔癖。
註：1 蛀核：音ciu hut，果核被蟲蝕害。
    2 藍孛：音na pat，番石榴，俗作芭樂。
    3 籽：音ci，植物之種子。
    4 控：音khang，摳；挖、掀、揭。
    5 臭頭癖：頭上長瘡後結疤。癖，音phi
說明：這首是以螢火蟲起興的童謠。

5.＜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鯽仔魚欲娶某。鮕鮐兄拍鑼鼓，媒人婆仔土虱嫂，日頭暗找無路，
趕緊來火金蛄，做好心來照路，西北路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白鷺鷥來趕路。搬山嶺過溪河，找無岫跋一倒，日頭暗欲怎好，



土地婆做好心來帶路，西北雨直直落。
說明：我們所謂的西北雨，就是只夏天午後雷陣雨。這種驟雨，為時不常，通
常四、五十分鐘後，便雨過天晴，重現陽光。由於西北雨來時，又瘋又
蠻，也如獅似豹的狂暴，叫人閃躲不及，因此，亦有人謔稱其為「三八
雨」或 「獅豹雨」。實際上，「西北雨」乃「夕暴雨」轉音而來，也有老
一輩會說：「西北雨落不過田畔」。這首有趣的童謠共敘述了兩段故事，
一則是在描寫大雨中鯽仔魚的迎親隊伍浩浩蕩蕩的往女方家裡前進，隊
伍裡有媒人婆、提燈者，還有打鼓的鮕鮐和扛新娘轎子的挑夫，他們一
定是由魚類、昆蟲所裝扮而成的，讓我們的想像力都飛舞起來了。後面
一則故事是講那隻時常摔倒的白鷺鷥，在西北豪雨下趕著回家卻又摔倒
的故事。

 二．自然歌謠

1.＜思想起＞(恆春民謠)

思想起 祖先鹹心過台灣 不知台灣生做啥款？思想起 海水絕深反成黑
在海山浮心漂心艱苦 思想起 黑水要過幾層啊 心該定 碰到颱風攪大浪
有的抬頭看天頂 有的啊 心想那神明 思想起 神明保佑祖先來
海底千萬不要作風颱 台灣後來好所在 經過三百年後人人知
思想起 自到台灣來住起 石頭嚇大粒 樹啊嚇大枝 一腳開墾來站起
小粒的 用指頭搬摳 血流復共血滴（僅節錄由陳達所唱的一段歌詞）
說明：思想起是發源自南台灣恆春地區的民謠，這是自兩廣、福建渡海東來的
先民，從西部平原、台北盆地，逐步開拓到蘭陽盆地及恆春地區，這批
由唐山過台灣，又輾轉到達恆春地區的拓荒者，他們在南台灣蠻荒之地
開天闢地，這樣的工作是單調而辛苦的，而背井離鄉的生活是寂寞難耐
的，每當勾起無限的鄉愁，「思想起」的旋律也就隨興的唱了出來。民族
音樂家呂炳川曾在屏東四屏溪、台東山區採集到思想起的音樂，依據當
地節奏、唱法等研判，認為思想起是由平埔族的西拉雅族所演變而來的，
所以是一首漢化民謠。

2.＜丟丟銅仔＞(宜蘭民謠)

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內。
磅空的水伊都，丟丟銅仔伊都，阿末伊都，丟仔伊都滴落來。
說明：「丟丟銅仔」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民謠，其產生源由和起源地，眾說紛紜，光是歌名的意思爭議，就

發生過多次的論戰，但始終仍無肯定的答案，有人說「丟丟銅仔」是昔日丟擲銅錢的遊戲，由於玩這種
「丟銅錢仔」的遊戲，那種把手抽動開來的特殊感覺，及銅錢落地時，鏗然有聲，叮噹作響的音律，產
生了「丟丟銅仔」。也有人認為其記載宜蘭地區人民，在吳沙的帶領下，開發蘭陽地區，發展交通，開
發鐵道，「火車過山洞」山洞滴水的聲音滴滴答答，人們內心的喜悅轉變口中哼出的宜蘭調成演變而
成。

3.＜勸世歌＞（說唱歌謠）

來唸歌囉 乎你聽噫 無欲撿錢啊 免著驚噫
勸你做人著端正 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噫
講到當今囉的世界哩 鳥為食亡人為財啊噫
想真做人擱著海海 死從何去生何來
噫................。
說明：「勸世歌」又名「江湖賣藥調」，浪跡江湖的賣藝人正是這些歌謠的傳唱者。



4.＜一隻鳥仔哮救救＞

嘿嘿嘿嘟 一隻鳥仔哮救救咧嘿呵
哮到三更一半瞑 找無巢 呵嘿呵
嘿嘿嘿嘟 什麼人仔加阮弄破這個巢都呢
乎阮掠著不放伊甘休 呵嘿呵
（抓不死抓不死，擱生擱有）
說明：「一隻鳥仔哮救救」原屬於十分口語的唸謠，經過不斷的演變，在節奏、拍子上給予適當的音樂化後，

成為動人且帶幾分傷感的曲子。
      話說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但臺灣人民抵死不從，抗日大火拼在各地燃

起，死傷不計其數，抗日義軍門節節敗退，其中諸羅山一役是最悲壯的，義軍成仁遍野，最後終至失
守，英勇戰士只好含淚分離，四處離散，每當想起痛失台灣之事，悲從中來，就唱著這首能表達內心感
傷的民謠，如同弄破窩的小鳥一般，常常遍啼至三更半夜仍不止，隨時想找人復仇，而歌詞以「覆巢之
下無完卵」來暗喻日本的野蠻霸道，活生生見證了殖民歲月中，臺灣人的憤怒和無奈，因此這首歌可以
說是臺灣民謠中，最具歷史意義的歌曲。

三．歌仔戲調歌謠

1.＜乞食調＞

有量啊，頭家啊，來疼痛，疼痛著阮啊，歹命的人嘿。
有心啊，阿嬸啊，來助贊，助贊著阮啊，昧討賺的人嘿。
說明：乞食就是乞丐的意思，而乞食調就是乞丐行乞，沿街唸唱向人乞討時所唱的歌，早期的台灣乞丐很多，

每逢廟會時便可見到乞丐雲集，沿街行乞之場面，相傳早期的乞丐也略有分別，有的是因為或傷殘或其
他原因無法謀生，而純以行乞為業者。

2.＜桃花過渡（車鼓調）＞

(男)
正月人啊人迎尪，單身娘仔咿嘟守空房。
嘴食檳榔咿嘟面抹粉，手捧珊瑚咿嘟等待君，
咿嘟咳呀囉的咳，嘿呀囉的嘿，嘿呀囉的嘿呀，咿嘟咳呀囉的咳。 
(女)
二月立啊立春分，無好狗拖咿嘟撐渡船，
船頂食飯咿嘟船底睏，水鬼拖去咿嘟無神魂，
咿嘟咳呀囉的咳，嘿呀囉的嘿，嘿呀囉的嘿呀，咿嘟咳呀囉的咳。
(男)
三月是啊是清明，風流查某咿嘟假正經，
阿伯宛然咿嘟楊宗保，桃花可比咿嘟穆桂英。
咿嘟咳呀囉的咳，嘿呀囉的嘿，嘿呀囉的嘿呀，咿嘟咳呀囉的咳。
(女)
四月是啊是春天，無好狗拖咿嘟守港邊。
一日三頓咿嘟無米煮，也敢對阮咿嘟糕糕纏。
咿嘟咳呀囉的咳，嘿呀囉的嘿，嘿呀囉的嘿呀，咿嘟咳呀囉的咳。
說明：桃花過渡是源自於歌仔戲車鼓調，充滿愉悅逗趣的一首民謠，內容是在講桃花姐渡河時碰上老不修的撐

渡伯，兩人約定要唱歌互褒，若桃花姐贏了就可以免費渡河，而如果撐渡伯贏了，就可以娶桃花姐為
妻，聰明的桃花姐與撐渡伯約定以月份為開頭，並且由撐渡伯先唱，我們都知道，月份有十二個月，自
然是誰先唱先輸，笨撐渡伯偷雞不著蝕把米，最後落得免費送桃花姐渡河。此外，桃花過渡除了是閩南
語填詞的歌仔戲調，也是客家山歌採茶戲之一，其中還包含了括撐船頭，尋夫歌，撐船歌三種曲調，我



們在逢年過節或熱鬧的表演活動上，甚至電視新聞或是廣播中，都常聽到「桃花過渡」熟悉的旋律，充
滿著幽默和詼諧的感覺，如果再配上舞蹈表演，那更能讓我們體會歡樂的氣氛。

3.＜卜卦調＞

手搖籤桶有三支喔 要卜新娘啊入門喜咿
現在有身三月日喔 唉喲喂 包領會生莫嫌遲咿
頭支五娘陳三兄喔 甘願為奴來掃廳咿
婚姻雖然能成事喔 唉喲喂 一新歡喜一心驚咿
二支關公扶劉備喔 要問先祖啊做生意咿
你若添油二百四喔 唉喲喂 明年一定大賺錢伊
三支蜻蜓飛落網喔 這運財利啊有較空咿
先祖壇前來解厄喔 議員當選有希望伊

說明：「卜卦調」是源自於歌仔戲調，由台灣民謠的薪傳人，台南市的文人許丙丁重新填詞，內容是人們
在求神問運時所唱的歌曲，從其中歌曲就可以窺探出台灣人對神明之尊敬，雖帶點迷信也是為求心安，希望媳
婦生個健康的寶寶，希望婚姻能夠幸福美滿，希望能夠賺大錢，又可以當上議員，似乎有點得寸進尺了，但人
們相信神明在天，只要多添點香油錢，恭敬的祭拜，一定可以實現這些願望，但是成事還是在於我們自己，求
神問卜可以求得一個方向，但還是要努力成會成功，有空到廟中走走，順便偷聽一下善男信女們在求些什麼，
說不定會再一次聽到有人唱「卜卦調」喔！

《貳．諺語》

諺語是依母於而依存的一種民間文化，探討諺語，可以了解我們的祖先如何從困苦的環境中，去體認、發現、
領悟出這麼多的哲理。例如研究社會科學的陳紹馨教授曾說過，諺語是從優久民族生活經驗中，產生出來的萬
人共通的智慧；又是社會的公道評斷，以諺語說明一種理論，就是把新理論溶化在人民之生活世俗的道理，自
然能親切體會真意。換言之，諺語把新知識，完全消化，使它成為我們知識的血肉。他又說，人類生活的各部
門，都有諺語，如果我們把在一個社會裡蒐集的諺語，從它之社會生活上的意義來分類，再把它組成一個體
系，就好像是畫得一幅農業的復原圖了。另外作家廖漢臣先生也有一段精闢的解釋，諺語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
積，凡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人類社會，在其日常生活中，均有使用著特殊的語言 這種特殊語言，充分反映
著人類的觀點、感受、智識、經驗、特性。所以，近代學者在研究歷史、哲學、科學或社會學、民俗學等學問
上，都把它看做一種珍貴的資料。
諺語是我們民族偉大文化遺產之一，它用很通俗簡潔的幾個字，告訴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常常含有很深的哲
理，給我們很明快的解釋。它被文字紀錄起來的雖然不太多，只要是口傳的，它的傳播很廣泛普遍，影響力也
是很大的。我們日常碰到它，甚至常常利用它來表現我們的思想語情感，卻很少注意到它的真面目。好像是一
個很要好的朋友，經常碰頭聊天，卻並不深切探討它的的真面目。前輩這樣諄諄告訴我們的諺語的重要性，大
家竟然漠視它的存在，而且任其失傳，實在太不應該了！大人物的名言哲語，青年學子莫不奉為圭臬，這種見
賢思齊的心理，無可厚非。但他們卻疏忽了，小人物的諺語，也都含著妙諦，何況其中不乏有深刻的義理在，
那是與我們血脈、感情、言語互相牽連的真心話，怎麼可輕易忽視呢？
所以我們就來認識屬於我們的語言藝術吧：

一．台灣諺語例舉

1. ＜龜笑鱉無尾。＞

龜和鱉之尾巴均極為短小，短得不像尾巴，有同樣的缺陷，本屬同病相憐，但龜竟然取笑鱉沒有尾巴。嘲諷不
知自己的缺點，反而要批評有同樣缺點的人，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類似諺語：
(1) 三腳貓，笑一目狗。



  缺一腳的貓，譏笑少一隻眼的狗。兩者均有殘缺，可說是半斤八兩，本
應同病相憐，互相扶持，為何要彼此輕視、恥笑呢？引喻為不知自慚形穢
，仍要吹毛求疵，恥笑對方的缺點。

(2) 羊仔，笑牛無鬚。
  山羊嘴上有幾根疏鬆的鬍鬚，卻藉此取笑牛沒有鬚，其實山羊鬚並不濃
密，不過只是象徵性而已，竟執此以譏笑水牛。意謂喜歡挑剔譏諷別人，
而自己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3) 烏鴉笑豬黑。
烏鴉一身是黑色，卻取笑豬的外表黝黑。其實半斤八兩，相差無幾。

2. ＜蚊仔叮牛角－無採工。＞

    無採工：白費力氣、心血。枉費功夫、徒勞無功。與台語「了憨工」意義相同。牛角堅硬無比，蚊子叮牛角
毫無益處，白費功夫而已，喻不自量力，做能力所不及之事，必無效果，枉費功夫。
類似諺語：
(1) 青暝仔看告示－無採工。
     青暝仔；瞎子。亦指不識字之人。無論有視障之盲人或有文字障不識字之
   人士，到公告欄看告示，實為毫無意義之舉動，徒勞無功。
(2) 功德做在草仔埔。
      功德：超渡亡魂的法事。做功德之場所應是在喪家宅院，慎重其事，務
   求莊嚴，卻將功德做於孤魂野鬼出沒之草仔埔，並無益處或效果，比喻枉費
   心血做無意義之事。
(3) 青暝仔點燈－白費。
     青暝仔：盲人。眼盲之人，完全不見光線，生活在黑暗之中，縱使點燈，
   亦無濟於事，也是白費心血。比喻做無意義無效果之事，白費功夫徒勞無益。
(4) 雞啄蚶，打損嘴。
     蚶：文蛤。打損；無意義的耗損。可惜。雞啄食厚實堅硬的蚶殼，不但食
   不到蚶肉，並且損傷其嘴，譬喻枉費心血、徒勞無功。
(5) 雞母啄鈕仔－無彩嘴。
     無彩嘴：白費嘴力。鈕仔：鈕扣。母雞啄不能吃的鈕扣，浪費嘴力。
   引申為勸人不用說了，再說無益，白費嘴力而已。

3. ＜膨風水雞殺無肉。＞

   膨風：輸入空氣，使其膨脹。亦可作「虛胖」解。隱喻說大話，吹牛。
水雞：青蛙。殺：宰殺。謂滿肚子空氣虛胖的青蛙，外觀雖大宰殺時肉卻很少。譏諷喜歡說大話愛吹牛的人，
本身卻無能耐，就像膨風水雞沒有多少肉一樣。
類似諺語：
(1) 膨風無底蕃薯隨斤買。
     嘲諷好吹牛，不務實沒根底的人，日常生活只能吃蕃薯，吃米飯的本事都
   沒有，連買蕃薯皆一斤一斤零買，沒錢一次多買。
(2) 膨風龜無底置。
     無底置：沒有根底。喻沒有本事。膨風龜：喜好吹牛的人。亦叫「膨風仙」。
   譬喻浮華無實的人，喜歡說大話、空話、假話，北京語是「吹牛」，台語是
  「噴雞歸」，此種人是沒有什麼能耐，也就是沒有根基，禁不起考驗。
(3) 膨大海。
      是中藥之一種，沖泡或浸在水中，體積膨脹非常大，引申為喜愛吹牛或
   誇張不實的人。

4. ＜歹鑼累鼓，歹尪累某。＞



   歹鑼：指打鑼打不好。累鼓：連累打鼓的人。歹尪：不好的丈夫。累某：拖累妻子。謂打鑼的人不照拍板或
速度打，會連累打鼓的不知所措，不好的丈夫，如不務正業，遊手好閒，花天酒地，甚或作奸犯科，就會拖累
妻子。
類似諺語：
(1) 打鼓的累死噴吹的。
     噴吹：吹嗩吶、吹喇叭。謂打鼓的如不照節拍速度，打得太快，將使吹嗩
   吶（喇叭）的跟得很辛苦，喻連累別人。
(2)火燒山連累猴。
    山區失火，猴群須遷徙逃離，否則葬身火窟，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同。
(3) 火燒厝，燒過間。
     房屋失火，延燒到鄰房，喻池魚之殃，遭他人連累，受無妄之災。

5. ＜土地公樹－無錯（剉）＞

   台語砍樹或砍柴稱為剉樹或剉柴，台灣民間所祀之土地公（福德正神）大都選樹前建廟，廟後樹木即俗稱之
土地公樹，有些樹齡已數十年，甚至逾百年。依台灣習俗，土地公樹不得砍伐，也就是無剉，剉與錯同音，無
剉即無錯，為一點也沒有錯，亦即正確無誤之意。
類似諺語：
(1)歸欉好好－無錯（剉）
    整棵樹台語叫做歸欉，整棵樹好好，表示沒有被用刀、斧之類砍伐，就是無剉，並與無錯諧音，形容沒有
錯。
(2)會社故障－無錯（剉）
    現在的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據時代為製糖株式會社，簡稱為會社，
  會社（糖廠）故障，就沒有採收甘蔗製糖，而採甘蔗稱為剉甘蔗，沒有採收
  即無剉，無剉與無錯，台語音同，即正確無誤之謂。
(3)含頭挖－無錯（剉）

含頭挖是說整棵樹連根挖起來，沒有用刀斧砍（剉），就是無剉，無剉與無
  錯同音，喻為沒錯。
(4)葫蘆墩白米－無錯（糙）

葫蘆墩為現在豐原市之舊稱，以前該地所產稻米，碾後純白，從未夾雜糙
  米，口碑甚佳，無糙與無錯諧音，意即正確沒錯。

二．諺語的表現技巧

1.象徵
ex.面而青青，敢允人三擔血。

面兒bin7 a2

面青青，貧血之象也，貧血可比貧人，敢答應人三擔的鮮血，其慷慨之舉，
當在大血牛之上，又等於答應開一千萬支票給他人也，是輕諾寡言之斷語。
2.暗示

ex.無日不知晝，無鬚不知老。

晝tau3 ；鬚chiu１

台語以吃中範圍吃中晝飯，古代以太陽的位置定時間的早晚，若沒有太陽
則不知何時為中午。同理，男人如果沒有鬍子，那就很難辨別他的年齡了。
3.形容

ex.鐵樹開花等底時

等tan２；底ti７
鐵樹，古人云，不開花，表示其事難成，不易等待也。現在有一種樹叫做

鐵樹，也不常開花，開花的時候就被視為奇蹟。
4.雙關



ex.以鵝傳鴨母。
鵝與訛同音，因鵝的狀似鴨，只是體積比較小，所以引申以訛傳訛的意思。

5.俳諧
ex.用麵線吊頭，用豆腐磕頭。

麵線mi7sona3；磕khap8

用麵線來當作繩索上吊，一定會斷；用豆腐來碰腦袋，一定是豆腐破而頭
毫髮無傷。這就像現代情侶，夫妻吵架時，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把戲一樣。
6.駢偶
ex.烏龜宰相量，賊子狀元才。

量liong7；子cu2；狀ciong7

烏龜俗稱放任妻子去偷漢子的男人；宰相量，說他肚量大，不計較；賊子，
即小偷；狀元才，說其偷竊技巧極大。所謂行行出狀元，整句是比喻職業與工作皆無貴賤之分，成功各有一
手。

三．諺語的修辭法

1.稽古格
ex.諸夫莫學百里奚，諸婦莫學買臣妻。

諸夫ca１poo１；諸婦ca１boo２

諸夫，男人也，俗做：查埔。百里奚是戰國人，投奔秦穆公，傳說是拋棄妻子去的；諸婦，女人也，俗做：
查某；買臣妻，漢朱買臣貧，因求離婚而去，這兩個人的行為皆不足為法。

ex.竹篙鬥菜刀
仿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之法，在竹竿綁菜刀以殺敵起義。草澤英雄之成功嘗試。《漢書》＜陳勝、項羽列傳贊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2.明喻格
ex.看有食無僅得願，真像贛佛聞香煙。

僅得kan１ta１；願gian３；真像chin１chiunn７；贛佛gong７put８；聞phinn８

看得到，吃不到，像害了單相思，真的有如痴呆的木佛，只能聞到香煙而已。比喻害單相思的病狀。
3.隱喻格
ex.老鼠孔變成圓拱門

老鼠孔niau２chu２khang１；圓拱oan５kong１

  小事變大的意思，就是俗稱的「小孔不補，大孔叫苦。」
4.委婉格
ex.一戲棚看屆煞，不知皮偶一目。

屆煞ka３soah４；偶kau５；目bak８

看完一齣皮影戲，不知皮偶只有一個眼睛，因為是以羊皮做側面雕刻的，
所以不可能有兩眼。比喻主觀的可怕，不懂以實際狀況觀察。
5.誇飾格
ex.愛食饅頭，卻驚死爸。

饅頭bin５thau５；卻koh４；爸pe３

饅頭為喪家用以祭亡魂，祭祀後，必須其家人自食，不得分贈親友。今有一孝男，愛吃饅頭，又悲其父之死，
心理上應有矛盾，因為兩者不可兼得。
6.摹狀格
ex.水流破布，行屆許卡屆許。
行屆許kiann kau hia 卡kha
流在水中的破布，流到哪裡就會卡在哪裡。比喻沒工作的人整日無所事事。
7.押韻格
ex.家內若無貓，老鼠就會翹腳。

翹腳khiau５kha１



家中果沒有一隻貓 那老鼠便可為所欲為 翹起二郎腿 比喻治安鬆弛則
黑道橫行，且穩坐高高在人民之上。
8.排比格
ex.憶到草埔，誤了熟園。

憶到it４tio３；草埔chau４poo１；熟園siek８hng５

草埔，長滿了草的荒地；熟園，肥沃之田。意思是思開墾荒地，竟然忘記耕種肥沃之田。比喻不務正業，徒具
理想。

《參．歲時篇》

歲時是指一個年週期自正月至十二月間，民間各種節令與習俗；與居民之宗教信仰、社會生活息息相聯。
台灣地區歲時俗尚形成之主要內容，為全國性傳統信仰與農事活動結合所成的祭曆行動。一年四季，多彩多姿
之歲時活動亦因此與大陸各地，尤與閩粵一帶之習俗，大同小異。

一．過年前後氣候俚語（陽曆一。二月）

1. ＜湛冬節礁（乾）年兜＞

      tan5 tang1 cueli4 ta1 ni5 tau1

 “湛冬節”是說冬至那天下雨地面潮濕；“年兜”是指新年。換句話說，如果冬至是雨天，過年便會放晴；相反
地，乾冬至就會有濕春節的可能。

2. ＜頂看初三，下看十八＞

   tieng2kuam3cheu1sann1  e7kuann3cap8pueh4

想預測當月的天氣如何，就要看上半月初三的天氣。如果是晴，則上半月是晴天，否則是雨；而下半月的
天氣是看十八日的天氣而定。

3.(1) ＜落雨二六七，後月雨消息＞

      loh8hoo7      au7geh8hoo7siau1sit4

  (2) ＜落雨二八九，後月夯戽斗＞

  loh8hoo7      au7geh8gia5hoo7tau2

過年時人們的心理總喜歡乾爽的晴天，因此對除夕及元旦的天氣特別關心。臘月二十六﹑七日下雨的話，
正月就有下雨的可能；如果在二十八﹑九日下雨，歲末的雲層難以快速消散，那麼正月的雨水就免不了，甚至
要準備戽斗把淹入家裡的水排除屋外，過過做大水的新年。

2.      ＜烏龜濫，濫到二九暗＞

    oo1ku1lam3  lam3kau3li7kau2am3

農曆十二月三日是民間烏龜神的生日，鄉人對烏龜很少殺害，捉了也大多放生。烏龜生長在泥沼的環境，
所以那一天下雨致成陰濕天氣，就稱它“烏龜濫”這時的節氣是“小寒”，冷氣團緩緩南下，假使這一天下雨會有
可能下到除夕，所謂“濫到二九暗”就是陰雨路滑泥濘行路維艱，直到除夕過後才會放晴。

5.(1) ＜冬節佇（在）月頭，寒流年欲（卜）兜＞



     tang1cueh4ti7    geh8thau5     ni5beh4          tau1

  (2) ＜冬節月中央，無雪閣無霜＞

            tong1ng1  bo5seh4kohobo5sng1

  (3) ＜冬節佇月尾，寒流正二月＞

      tang1cheu4ti7    han5liu5ciann1li7
農曆十一月的節氣是“大雪”和“冬至”。就是說：冬至出現在上旬，則除夕前後寒流會來；如果冬至是月

中，過年時天氣晴朗無雪也無霜；如果冬至在月末出現，則寒流也推遲至正月或二月才會來襲。

二．春季的氣候俚語（陽曆二三四月）

1. ＜初一落，初二息（煞），初三落雨到月半＞

  cheu1it4loh4 cheu4li7sauh4   cheu1sann1loh8hoo7kau3geh8puann3

欲知過年是否下雨要看初一到初三。初一下雨，初二便停，算是小雨不會繼續下雨，如果到了初三還再下
雨，那就會一直下到十五日左右。

2. ＜春南夏北，無水磨墨＞

 chau1lam5he7pak4  bo5cui2bua5bak8

春天吹南風，夏天吹北風時，帶來的風濕度不大。風向與季風相反，沒有下雨的機會，因此沒有可磨墨的
無根水（雨水）

3. ＜正月雷，二月雪，三月無水過田隙＞

  ciann1geh8lui5  li7geh8seh8  sann1geh8bo5cui2ke3chan5kheh4

正月就打春雷，二月就下雪，是天候不正常的現象。近年來由於森林的砍伐，空氣污染等等環境的破壞，
引起整個地球的溫暖化，如此現象更加不正常，會提早把雨水降到夏地面，真正需要水的三月卻無水可下，田
間的水圳缺水可灌溉。

4. ＜春矇暴死鬼，夏矇做大水＞

   chun1bong5phak8si2kui2  he7bong5cue3tua7cui2
春天常有霧，則雨水少，容易艷陽高照，曝曬難熬，夏天罩霧，則一下雨，造成大水。

5. ＜春天後母面＞

   chun1thinn2au7bu2bin7

春天的氣候時晴時雨，好像後母對待前妻子女的面容喜怒不定，難以捉摸。

6. ＜春寒雨若濺，冬寒雨四散＞

  chun1kuann5hoo7nah4cuann7  tan1kuann5hoo7si3suann3

春天的雨下得愈久愈冷，雨水下得好像在澆花，灑成滿地，冬天下雨，雨勢不大，在空中飄下，恰似散



沙。

7. ＜春鮸，冬加蚋，趁鮮〔口母〕〔口通〕煠＞

   chun1bien2  tan1ka1lah8  than3chinn1m7than1sah8

春天的鮸魚和冬天的加蚋，在這季節是盛產期，既肥美又新鮮，正適合於趁鮮品嚐，但不要加熱太過火，
將牠煮糊。

8. ＜正蔥二韭，較好食鴨母＞

  chiamm1chang1li7ku2  kah4ho2ciah8ah4bu2

正月蔥二月的韭菜，正是此時最好吃的蔬菜，比吃鴨肉還好吃。

9. ＜雷〔手貢〕蟄，落州九日＞

lui5kong3it8  loh8siap4kua2lit8

驚蟄是二月的節氣，在地裡冬眠的昆蟲鑽出地面，開始活動的季節，這時春雷一響，雨水可能連綿下很長
的日子。

10. ＜清明穀雨，寒死虎母＞

chinn1mia5kok4u2  kuann5si2hoo2bu2

二十四節氣，第五六節氣是清明穀雨。此時陰雨天和晴天的氣溫相差很大，所以這一段時日，常因氣溫突
然下降，而凍壞素不畏寒的母老虎。“寒死”是台語非常冷的意思，不一定凍死。

三．夏季的氣候俚語（陽曆五。六。七月）

1. ＜四月四日晴，稻稿較大楹＞

  si3geh8si3lit8cinn5   tiu7ko2kha0tua7inn5

四月初的節氣是立夏，正是春夏交會，氣候漸熱的時候。這時播種的稻子也行將散播花粉。稻的花是風媒
花，須靠和風吹拂稻芒搖曳，散播花粉，稻穎受粉交配，這時候的天氣最怕下雨或刮大風，偏偏這一段時日正
是立夏小滿，雨水相趕的時候，如果能連續幾天放晴，則稻子受粉順利，結穗也能豐滿。它形容成長得像屋裡
的梁柱那麼粗大，楹是屋子堂前的大柱至於。

2. ＜四月六，海湧咧開目＞

   si3geh8lak8  hai2ing2lw0khui1bak8

四月六日這一段時日，天氣開始穩定，海上較有風平浪境的日子，最適合出海捕魚，好像海浪睡醒睜開眼
一樣。

3. ＜四月芒種雨，五月無乾（凋）塗，六月火燒埔＞

  si3geh8bong5cing2hoo7  goo7geh8bo5ta1 too5  lak8geh8he2sio1poo1

芒種雨是陽曆的六月五或六日（陰曆五月上旬），夏季第三節氣芒種時分，才下的雨，如果陰曆的四月就
下芒種雨，那就表示提早，如此一來五月就連綿不斷下雨，形成無乾土的現象。農諺說“芒種逢壬便入梅”，台
灣在地理上約在國曆五月中旬入梅，至六月上旬或中旬出梅，如果提早下雨，六月夏天雨水變小，整個大地曬
得像著火一般，原來提前或遲延下雨都不是農民所喜愛。



4. ＜未食五月節粽，破裘不甘放＞

  be7ciah8goo7geh8cu4cang3  phau3hiu5m7kam1pang3

芒種一過，氣溫慢慢上升，進入仲夏時候，須再穿破裘禦寒，鄉人累積經驗算出，吃端午節的粽子後，盛
夏方使來臨；第二句是說捨不得放下寒衣的意思，因為提前收拾寒衣，可能會因突變的氣候而著涼。

5. ＜四﹑九﹑五月，枵（餓）人滿街踅（旋）＞

si3 aku2 goo7 geh8  iau1 lang5mua2kue1seh8

農曆的四﹑九﹑五月因勞動者和農人正值空閒時期，整天無所事事又沒有農忙時的食五頓（一天五餐），
備感飢腸轆轆，只好勒緊褲帶在街上徘徊，如今工商繁榮的社會，高科技人才缺乏，勞動人口又外勞充斥於工
廠，致使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形成失業人口。

6. ＜五月颱，無人知＞

  goo7geh8thai1  bo5lang5cai1
農曆五月（陽曆六月）太平洋上的高氣壓未成，颱風的力道還未形成氣候，這時候如果有颱風過境，也是

微不足道，幾乎沒有感覺的風勢。

7. ＜只驚五月節水，不驚七月半鬼＞

  ci2kiann1goo7geh8cueh4cui2  m7kiann1chit4geh8puann3kui2
五月正是下雨的節氣，雨水一多連綿的梅雨，就成霉雨，雨多成災，瘟疫便隨之而來，災害就更大，鄉人

最擔心的是連綿的雨，久久不放晴比怕七月半的鬼還害怕。

8. ＜六月棉被，撿人蓋＞

  lak8geh8mi5phe7  king2lang5kah4

因為夏天炎熱六月的棉被，除非生病或是嬰兒需要保溫，是很少人用的。

9. ＜細漢囝仔，無六月天＞

  sue3han3gin2a0  bo5lak4geh8kah4

嬰兒剛出生不久，血脈不旺，很難適應氣候的冷熱變化，六月暑天，氣候炎熱，照理無須蓋棉被保持體
溫，但是嬰兒對氣溫的巨變非常敏感，稍一疏忽就有著涼的機會，尤其體弱多病的孩子。

10. ＜六月芥菜，假有心＞

   lak8geh8kua3cia3  ke2u7sim1

種芥菜必須在十一﹑二月的盛產期才有肥碩翠嫩的菜心可吃，那時菜葉也可醃成鹹菜，六月時不是種芥菜
的時期，縱使成長也長不出菜心，以此事實形容一個偽善者假慈悲心或假裝有情，猶如六月未成熟的芥菜無心
裝有心，虛情假意一番。

11. ＜六月一雷矺（壓）九颱＞

   lak8geh8it4lui5teh4  kiu2thai1
農曆六月到八月是颱風季節，常有颱風警報出現，這時平地一聲響雷，轟隆響起打散了颱風的氣流，壓住

颱風的行徑，無形中將小型颱風消弭，在鄉人心中，風雨雷電是神聖不可侵犯。



12. ＜六月十二彭祖忌，無風也有雨意＞

   lak8geh8cap8li2phinn5coo2ki7  bo5hong1ia7u7hoo7i3   

彭祖是晉朝葛洪神仙傳出現的傳奇人物，據說活到八百二十歲，他是商州時代的官，堯帝封他彭城之地，
所以稱之為彭祖。六月十二日是彭祖忌辰，傳說那天必有暴風雨，猶如“媽祖暴” ﹑“白鬚暴”。依統計學的眼光
分析六月中旬是颱風旺季，被傳說猜中的機會很大。

13. ＜六月六落雨，百日見霜＞

lak8geh8lak8loh8hoo7  pah4lit8kinn3sng1

六月六是稻子收割的月份，農家割稻曬穀或正在收割時，如果下雨那麼可能那一年會提早下霜，提前進入
寒冷的冬季，依氣象的統計六月六日已是陽曆的七月上旬或中旬，梅雨早已過去，正是暑天。

四．秋季的氣候俚語（陽曆八。九。十月）

1. ＜六月立秋緊溜溜，七月立秋秋後油＞

  lak8geh8lip8chiu1kin2liu1liu1  chit4geh8lip8chiu1au7iu5

立秋是陽曆八月七或八日，換算農曆是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間，這時太陽過黃經１３５度直射赤道，表示
秋季開始。如果農曆六月間立秋就到，那麼秋高氣爽的氣候很快就會出現，那一年提早霜降涼飆；如果立秋出
現在七月中旬那麼就會有秋老虎的天氣。

2. ＜無雨立秋最堪憂＞

   bo5hoo7lip8chiu1cue3kham1iu1

立秋時節如果沒有下雨，那年的雨水一定稀少，晚冬的收成受苦和的影響是值得憂慮的。

3. ＜七月初一，一雷九颱來＞

   chit4geh8chue1it4  cit8lui5kau2thi1lau5

七月初一是最有機會引起颱風的時期，這時是陽曆八月上旬，一打雷象徵雷催雨，也可能引起大風。

4. ＜七月無閒和尚司公＞

  chit4geh8bo5ing5he5siunn7sai1kong1

七月有超渡法會，到處普渡誦經讓和尚道士忙得團團轉。

5. ＜七月半鴨仔不知死活＞

  chit4geh8puann3ah4a0m7cai1si2uah8

七月俗稱鬼月是孤魂野鬼到處遊蕩的月份，從初一開鬼門經七夕﹑中元到二九拜門口為止，祭祀普渡此起
彼落，殺雞宰鴨不計其數，而這些拜拜配合佛教徒的盂蘭盆會，以七月半最為高潮，因此七月半的鴨子有隨時
被宰的可能，形容人置身險地，隨時又殺身之禍而不自知。

6. ＜七月曝，西瓜﹑仙草﹑米篩目＞

  chit4geh8pak8  si1kue1  sien1chau2  bi2tai1bai8
六月七月炎炎夏日最好得消暑食品是西瓜﹑仙草和既可涼又飽的米篩目最受歡，直接了當的描述，與古人



﹑浮瓜﹑沉李﹑公子調冰﹑袁扇納涼的描述相比，較具鄉土味。

7. ＜長工望落雨，乞食望普渡＞

  tng5kan1bang7loh8hoo7  khit4ciah8bang7phoo2too7

長工沒有假日，整天勞累，只有祈望下雨，免得又要下田耕作；乞食（乞丐）希望七月普渡快來，以便乞
討更多的食物，兩者都是苦命人各有祈求。

8. ＜七月頓頓飽，八月攏無巧＞

  chit4geh8tng3tng3pah8  pueh4geh8long5bo5kha2

七月的祭事特別多，尤其是各地把普渡日期拆開，做區域性普渡祭典，於是天天都有人請吃拜拜，到了八
月除了中秋節，再也沒有拜拜可以吃，腥臊（盛饌）當然沒有珍饈巧味可言。

9. ＜中秋食飽厝內縮＞

  tiong1chiu1ciah8pa2chu3lai7kiu1

時到中秋金風瑟瑟﹑井梧凋殘﹑蟾鏡高輝﹑征雁排空。對著此晴此景，把酒問天的賞月活動，是繼春宵夜
遊﹑夏夜納涼之後，鄉人屋外遊賞的盛事，不過中秋過後，秋風肅殺，落葉紛紛，逐漸形成寂靜氣氛，再也提
不起夜遊的興致而躲在家裡。

10. ＜雷拍秋，冬半收＞

   lui5phah4chiu1  tang1puann3siu1

秋天還有打雷的天氣，收穫可能會減半。

11. ＜九月颱無人知＞

   aku2geh8thai1bo5lang5cai1
九月深秋過了颱風季，因此風勢並不強，只是強弩之末。

12. ＜頭陽聖，不及二陽定＞

   thau5iong5siann3  put4kip4li7iong5tiann7

九月九日是重陽，有登高避禍﹑插茱萸之俗，鄉人認為若下雨，便成爛冬，若要進一步確認，得看九月十
九日（二陽）是否也下雨。

五．冬季的氣候俚語（陽曆十一。十二。一月）

1. ＜十月算來是收冬，年冬好收，查某發嘴鬚＞

  cap8geh8sng3lai5si7siu1tang1  ni5tang1ho2siu1  ca1boo2huat4chiu3chiu1

農忙時期台灣農婦，除了家事，還要到田裡幫忙，十月立冬是收割期，忙得汗流浹背，頭臉都沾滿灰塵，
像長了鬍鬚。

2. ＜霜降無齊，牽牛犁＞

  sng1kang3bo5cue5  khan1gu5lue5



稻穗如果到霜降（陽曆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前不長齊結穗，穀粒的飽滿就無法期待，因為要入冬了，
還無法收割，乾脆牽牛把它犁翻土。

3. ＜十二月﹑卯不見草＞

  cap8li7geh8bau2  put4khan3gu5lue5

十二月卯為臘月的卯時天（上午五點到七點），冬天晝短夜長，天未亮陰暗得看不清。

4. ＜春山頭，冬海口＞

  chun1suann1thau5  tang1hai2khau2

鄉人要看這一兩天天氣變化，春季要看山頭雲氣，冬天要看海面雲層風向。

5. ＜春報頭，冬報尾＞

    chun1po5thau5  tang1po3be2

春天的風在春雨將降前，強烈的吹起，似預告雨將來；冬天的風在下雨，將放晴之際才吹起，似說雨將
盡。

六．過年謠

初一早＜早起、拜神明、祭祖先、拜年＞
初二早＜早起、回娘家＞

kung
3

ka
0

pa
2

初三睏甲飽＜赤狗日、不利外出、老鼠娶親早些睡＞

ciap
4

sin
5

初四接神＜上天述職的神明重返人間＞

keh
4

khui
1

初五隔開＜開張大吉、開工大吉、大發利市，把初一起封刀封井的禁令解除＞

io
2

pai
5

初六挹肥＜清除穢物、水肥，因為古代沒有抽水馬桶＞

    chit
4

guan
5

初七七元＜古稱此日為人誕生之日，叫人日＞

    guan
5

cuan
5

初八原全＜過年貯存的食物全吃完＞

    thinn
1

kong
1

初九天公生＜玉皇大帝壽誕，以燒天香、尺金、壽金三種金帛酬謝天恩＞

    u7
ciah

8
sit

8

初十有食食＜拜天公的牲禮，有得吃＞

    khai
3

十一概概＜春節大概如此＞

    lau
3

sai
2

十二漏屎＜吃壞肚子＞

    ciah
8

am
2

be
5

phe
3

kua
3

chai
3

十三食安糜配芥菜＜吃稀飯配芥菜＞

       kat
4

tieng
1

pinn
5



十四結燈棚＜結紮懸掛燈籠的棚子＞

    siong
7

guan
5

minn
5

十五上元暝＜元宵鬧花燈＞

    thiah
4

十六拆燈棚＜拆下燈棚＞

七．十二月謠

正月正儂鬧廳＜元旦那天會有歕春和舞獅等到家家戶戶熱鬧討賞＞
二月二菜包時＜做菜包祭祖和拜土地公的時候＞
三月三桃仔李仔沿路擔＜桃李盛產沿路有人挑著上市＞
四月四桃仔來李仔去＜李子產期末了＞
五月五西瓜排到滿街路＜西瓜上市排滿路邊＞
六月六荔枝仙草米篩目＜荔枝和清涼食品仙草米篩目上市＞
七月七龍眼烏菝仔〔比支〕＜龍眼芭樂成熟期＞
八月八牽豆藤挽豆莢＜菜豆採收期＞
九月九風吹滿天哮＜風箏滿天呼嘯＞
十月半戲棚〔骨交〕，〔ㄔ奇〕咧看＜秋收已了看野台戲＞
十一月冬節儂搜圓＜冬至搓湯圓＞
十二月炊粿〔口通〕過年＜蒸年糕好過年＞

《肆．總論》

根據我們搜羅採集後發現台灣歌謠其實是很美的，它融合長輩的情感、韻味，並展現出時代風格。這麼豐
富的財產，應該讓更多人珍惜，並發揚光大，更應該讓老一輩的人去回想、品味，也讓年輕一代聽到、追溯屬
於「台灣歌」的美。
回顧台灣歌謠的演變，約略可分為四個時期：

在早期開拓之初，先民努力打拚和大自然奮鬥，開墾荒地，建設家園，那時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精神上
卻是自由消遙，因此早期歌謠,，基本上是比較樂觀，大部份以生活的點滴做素材；像是 「天黑黑」、「飲酒
歌」…等民謠。

到了日據時期，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嚴重傷害台灣同胞的民族自尊與信心，更摧殘台灣人的樂觀天性，
反映到文化、音樂藝術上，自然就產生被統治的台灣人，那種無奈、哀怨的心聲；像「補破網」、「雨夜
花」、「望春風」……等，藉著愛情花蕊受人蹂躪，來怨嘆對台灣前途的悲哀。

直至台灣光復初期，戰後民生困苦，百業蕭條，為了三餐，很多反映各行各業的歌謠，就有如雨後春筍般
大量出爐；例如「燒肉粽」、「收酒矸」、「三輪車夫」……等等。另外也有一群年輕人為了前途，離開故
鄉、離開了愛人，兩地相思，所以漸漸也出現描寫這方面的歌謠，諸如「思念故鄉」、「望你早歸」、「秋
怨」、「孤戀花」……等等皆是。後來民風漸開，自由戀愛觀念與風氣愈來愈開放，對愛情直接表白的歌謠，
也紛紛出籠，於是「台灣小調」、「我有一句話」等歌曲的推出，都造成轟動，歷久不衰。

然而好景不常，隨著228事件的發生，加上後來國語流行歌曲漸漸大行其道，以及西洋歌曲入侵，台灣歌
謠進入了沉寂時期。那個時期的歌曲包括「秋風夜雨」、「安平追想曲」……等等。於是，從台灣開拓之初到
到光復，從民謠到流行歌謠，台灣歌謠可以說是陪伴著台灣子民一起成長，一起歷經歲月、戰火洗禮的共同記
憶，細數著台灣歌謠演進史，如同是一部台灣的演變史。
俚諺乃是鄉土民性、風俗的表徵，具有土風情調的特色；在世界上，凡有文化的地方，都有其很多諺語在流傳
著，自然，所謂俚諺的形成，是由時代背景與人生體驗，藉物喻人，或稱事、識理、評斷，揉合融合隨景應運
而生；亦是人性心智表達的文化藝術，碎語連珠，包含著粗獷、譏誚、戲謔、幽默和諧趣，在日常生活中，若
能適時引用，不僅可以啟發情趣，同時令人咀嚼回味無窮。

二十四節氣的命名，反應了氣候、萬物生長的變化及民俗；一些流傳的農諺，更是先民給予後代子孫的適
切指示。自古以來，中國人以農立國的生活始終不脫節氣影響，然而節氣本義和生活民俗的臍帶關係，卻在講



究科技、效率年代中，被排除在正規的教育體系外，因此，認識節氣和生活彼此間的意涵，就有了解民俗藝術
根源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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