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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的源流與類別
一、緒論

1.  客家話分布：

中國：廣東東部和北部、廣西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四川和湖南部分地區。

台灣：桃園新竹苗栗大部地區、屏東高雄六堆地區，花蓮台東部分地區，台中東勢、雲林二崙崙背、南投

國姓、宜蘭壯圍冬山三星等地。

世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菲律賓及美洲各地。

 

2.  標準客家話：

梅州客話（又稱四縣話）：四縣包括興寧、五華（長樂）、平遠、蕉嶺（鎮平）。今梅州除前舉四縣外，



還包括大埔、豐順、梅縣、梅州。目前台灣四縣話以蕉嶺話為主。

惠州客話（又稱海陸話）：廣東海豐、陸豐、河源等縣（今有陸河縣）。

潮州客話（又稱饒平話、大埔話）：廣東大埔縣、饒平縣為主。

漳州客話（又稱詔安話）：福建詔安縣（另有南靖、平和來台）。

汀州客話（又稱永定話）：來自閩西武平、上杭、永定等縣。

 

二、客家話的形成：

 

1.從漢語流變看客家話：[以下只有綱要和語料，沒有說明文字，也沒有出處，是你們自己的意見嗎？]

          藏語             粵      客             江淮

漢藏語                             贛                    

             漢語                                            北方

                   

湘

                          吳        閩          西南

 

（A）                             （B）

漢           藏                           吳        湘

    pi  n（分）  dbul（分）           （桃）   d         d
 

bi  n（貧）  'bul（貧）            （奇）   dzi       d j
                                 

（洞）   dong    dung 
 

（C）   粵               壯                   粵         壯

  （三）  sa：m      sa：m        （雞）  kai       kaj                           

      

（心）  sam        sim          （考）  ha：u

      

（街）  ka：j      ---           （口）  hau

 

（D）         秦漢          南北朝          唐宋

 （石）  tsio？（-頭）   sia？（-硯）    sik（工安-）

      

（席）  ts'io？（-子）  sia？（筵-）    sik（主-）



 

（E）

   客     lam（□）       lap（□）        tsiak（跡）

   語     lan（懶）       lat（□）        tsuk（竹）

          lang（冷）      lak（壢）        suk（叔）

 

（F）

               大    膽    龜    毛    梨    簡    教

   閩    文言：大人  膽量  龜山  毛病  梨花  簡單  教育

   語    白話：大人  大膽  大龜  起毛  梨子  被單  教示

 

（G）            客語       國語

   入聲消失： lip（立） --- li

              lit（力） --- li

              lik（歷） --- li

 

（1）聲調變少       （2）捲舌清楚     （3）兒化產生

         

滿語 qer（房子）-格兒 qubar（鼻）-哈巴兒 qar（手）-哈兒

     aqur（氣）-阿兒   quyar（二）-豁牙兒  niqur(面)-你兀兒

詞彙借入：胡同（huto）-井      哈巴（haba）- 狗

           阿瑪（ama）-父親    喳（tsa）-應諾

 

2.從語言層次看客家話：根據目前語音內容大致可以分客家話語音為原始古層、普通古層、特殊外層、新近外

層四部分來看。簡單說明如下：

（1）原始古層：指保有切韻之前（南北朝以前）的語音。

（A）客家話保有極少數舌頭音，如：[中] [埕] [知] [貯] [啄] [琢]

（B）客家話保有部分重唇音，如：[發] [蜂] [分] [馮] [伏] [覆] [斧] [糞]

（C）客家話保有許多古詞古義，如：[走] [書] [炙] [翕] [菅] [必] [箍] [面] [細] [鬥] [涿] [宕] [戾] [合] [闊]

[竇] [捋] [攣] [烏]

（2）普通古層：

（A）    客家話塞音尾保持完整，如：

[涉][輒][貼][塔][洽][眨][攝][挾] -P



  [拙][渴][瞎][襪][席][積][吏][益] -t

                       [黍][熟][霍][索][鑊][錫][束][額] -k

（B）    中古濁聲母客家話都念送氣清音。如：同爬求辦伴達裙罪等字音，客語念p’-t’-k’-ts’-  閩南語念p-t-

k-ts-

   (C)客家話歌麻韻有唸-a，有唸-o，如：[羅][裸][火][我]

（D）止攝字客家話常有[-ii][-e]兩讀，如：

 痴哥    蠶絲    事情    勢力    滯銷    世界

[痴]    [絲]    [事]    [勢]    [滯]    [世]

痴嘛    竹絲    作事    靠勢    滯著    千世

  （E）上聲走向：中古上聲客家話有上聲、陰平、去聲三種唸法。

       陰平：[理][美][忍][養][冷][馬][野][惹][每][某]

 [惱][咬][懶][猛][暖][軟][兩][禮][旅][買][魯]

 上聲        [坐][舅][簿][被][近][動][斷][下][伴][票]

             

上聲：[老][米][酒][柳][眼][遠][果][紙][短][李]

        去聲：[染][壞][朗][覽]

 

（F）特殊語法：客家話有特殊的中加及後加成份。如：

      kong24：吊—上  爬—下  泅—入  走—出

         a55：踢—去  春—出  關—等  拿—到

              vv＋ale：vak vak--（畫一畫）

                  ts’im  ts’im--（找一找）

                       ta  ta--（打一打）

       AA＋e： 老 k’iau  k’iau e    臭 p’ang  p’ang e

               精 kuak  kual e     尖 ne ne e

        AABB：  孔孔竅竅  四四散散   力力極極

                ngia ngia ts’a ts’a   呵呵叱叱

    A＋DD＋e：烏tu tu e     紅tsiu tsiu e

              金na na e     滑t’iu t’iu e

        D＋A：  tsim ts’iang（浸青）   nem vong（□黃）

                tsiu fung （□紅）    p’ung p’ak（□白）

                tu vu （□烏）



3.特殊外層：

（A）外借詞彙：客家詞彙與非漢族同音。

p’i （吐）， k’a（腿）， p’it p’o（蝠婆），肚屎（肚子），嬲（休息），pa2（背）、肚（深）、官箄（臭

蟲）、鰱鯉（穿山甲）、tinl（返轉）、fit5（丟）、a me（母親）等，由畬語借來。

 

（B）外來構詞：客家話指示詞與畬語相似。

 客  語            畬 語

Ia  tap（這裡）    ne  tal

Ke  tap（那裡）    va  tal

Nai tap（哪裡）     a  tal

Ia  teu（這些）    ne  ti

Ke  teu（那些）    va  ti

Nai teu（哪些）     a  ti

（C）    特殊詞序：東南方言部份詞序與僮傣語相同。

     鬧熱   人客   塵灰   棄嫌

     雞公   頭前   紹介   下南

（D）廣東土音：屎窟、飯糝、囥、熝、nat5、爛(破)、縲(舌外伸)

綯（繫綁）、ngan（瘦小）、嬲（粵語生氣、客語休息玩耍）、靚（粵語景色美、客語人物美）、孻（粵語最

小最末、客語男孩）。環闊窟苦（閩西客唸k’-廣東客語唸f-）、去起客糠坑溪口（閩西客唸k’-，廣東客

唸h-）。

 4.新進外層：臺灣客語詞彙有從日語、閩南語、國語借來。

（A）日語：料理  車掌  便當  運轉手  柏青哥  猜拳

（B）閩南語：菜頭  食糜  當  阿衿  排細  肚么  漏氣

（D）國語：囉嗦  捨不得  聰明  自助餐  收音機  火鍋

中午  早餐  電影  行動  寬  物質  職業 羨慕 忌妒

 

三、客家話的類別：依「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的記載，客家方這可分八片。

   （1）粵台片：包括廣東東部二十個縣市、北部三個縣市以及臺灣西北部三個縣、南部兩個縣。

   （2）粵中片：包括廣東中部的和平等五縣。

   （3）惠州片：通行於廣東惠州市。

   （4）粵北片：包括廣東北部的始興、南雄等十縣。

   （5）汀州片：也稱「閩客片」，包括福建西部的長汀（舊汀州府）等八縣。



   （6）寧龍片：包括江西的寧都、龍南等十三縣。

   （7）于桂片：包括江西于都。贛縣、井岡山市等時三個縣市及湖南的桂東等五個縣市。

（8）銅鼓片：包括江西的銅鼓、宜豐等縣及湖南的瀏陽、平江。

此外廣西四川還有零星散布的客家話，至於在臺灣則大致可分成四縣，海陸（海豐和陸豐縣）、饒平（廣

東）、詔安（福建）四種次方言。

 

依歷史文化為背景考察

透過長期沈浸於自我族群的體認，培養出同類意識（consciousness），產生相互歸屬與聯繫的模式，形成
了生活、土地與命運的共同認知，這就是所謂「文化傳統」的意義。早期客家歷史文化傳統是建立於多次遷徙
中所得到的經驗教訓，一方面設定自我族群為中原正統的一支，期待能擁護自身漢族血統的合理性，莫忘祖宗
言與莫忘祖公聲成為族群凝聚的法則；另一方面來說，則藉著生
活磨練所衍生的策略，例如勤儉、奮鬥等奉為族群美德，讓兒孫受教與遵行。例如描述台灣二次移民的辛酸：
             當初因為水打田，過日不得過花蓮，
                   過來花蓮無變主，流流浪浪到水里。
                                                    （花蓮 / 水里）
  又如諷詠日本殖民時期苦楚的歌詞：
           人講台灣係寶島，可惜野狗滿山窩，
                 大家煞猛來去捉，捉來食酒傍山歌。
                                              （桃園 / 龍潭）
    其次，我們看到“勸善”性質的作品大量出現，這種人性「良善」對 抗「罪惡」的言行，經常瀰漫在客家民眾
的生活之中，短篇如山歌詞，長篇如勸世文，作品很多，下面我們先看看幾種採集於苗栗地區的山歌詞：
 人生在世孝為先
人生在世孝為先，人生在世學聖賢，善惡分明中有報，好人一家出頭天，有好山歌無好聲， 有好門樓無好廳，
有好禾埕無穀晒，有好圳溝無水行。
牛眼開花千百
牛眼開花千百枝，無當牡丹開一心，世上女子千千萬， 唔當家中好賢妻。
自己做事自己當
 自己做事自己當，無好做事害爹娘， 敢做龍船唔驚水來泡，敢做飯撈唔驚滾飯湯。
菅榛打壁斜了斜
菅榛打壁斜了斜，嫖賭兩字無好惹，賺錢賺銀針挑刺，使錢使銀水推沙。
     一樣是山歌詞，勸世文行數一般來說較長，意義的表達也較富變化，客家勸世文喜歡使用「一來…二來…三
來…」排列式的敘述，讓聆聽者加深印象，同時也再三強調著『惡行』令人厭惡的後果，下面試看一首新竹新
埔地區採集的勸世文：
 忠孝節義
一來奉勸世間人，凡有做事會公平，朋友交接愛有義，舉頭三尺有神明。 二來奉勸後生人，青年介介愛當兵，
軍民合作同協人，反攻大陸復中興。三來奉勸讀書人，去到學堂愛認真，先生言語愛接受，日後必定會高升。
四來奉勸父母人，為人父母愛平心，個個也係身下落，絕對不可沒平心。 五來奉勸子兒人，為人子兒孝雙親，
爹娘面前愛行孝，爹娘不敬敬何人。六來奉勸家官人，媳婦房間莫亂找，臭牛鹿馬會亂做，沒面好見社會人。
七來奉勸家娘人，為人家娘愛想真， 女兒心舅也一樣，莫做心舅外姓人。八來奉勸心舅人，為人心舅愛聽真，
雖然不會他親身，也愛想他生父身。九來奉勸兄弟人，為人兄弟愛同心，切莫聽信婦人言，愛想兄弟骨肉親。
十勸夫妻愛聽真，前世修來共枕眠，夫妻同心共協心，榮華富貴萬年興。

這些源自客家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的詠歎，事實上就是「忠孝節義」的情操，這種勸世文在出身苗栗的蘇
萬松一生的走唱生涯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當然更得到農民、村家的掌聲，下面抄錄其以十二月令為次序的
〈勸孝歌〉為例，探究其深植民心的勸善主題：

    正月桃李來問春，因為孝道世上尊，孝義還係正來孝自己，點點傳來分子孫，詳細來想起，簷水點點滴舊



墎，相勸世間愛孝心，上天無虧孝心 人，簷水點點滴舊地，你看真孝道，原來正步步昇。二月桃李結成果，為
人最先愛孝道，十月懷胎娘辛苦，三年奶哺娘渡 大，大家思想起，不孝雙親絕對做不好，相勸世間愛孝道，孝
道雙親總有好，人生在世沒幾久，雙親歸仙的確沒。三月成果好梅酸，相勸行孝心愛專，在生雙親大家都不
愛，才過死後香煙斷，大家從頭來想起，爺娘愛子心肝，相勸世間男女郎，人生有孝水道長，在生雙親都不
愛，死後沒用拜豬羊。四月桃李成果滿樹下，相勸大家愛來孝爺娘，食娘心血結成胎，苦心經過愛來仰般講，
相勸大家少年郎，青春少年的確愛來孝爺娘，爺娘再生奉四兩當過死後拜豬羊，爺娘面前言語來孝順，當過雙
親歸仙後靈桌上奉肉來奉湯，雙親面前大聲講好話，當過死後請和尚，和尚請來壇前康康扣扣來拜一爐香。五
月正來香瓜香，勸人行孝係你本心，雙親在生都不愛，莫痛歸仙尋 沒人，奉勸世上青年人，青春年少的確愛孝
心，食娘身上三擔六斗血，千辛萬苦養成人，畜恩七、八歲驚恩毋識字，繳恩落學堂千辛萬苦正係來養成，讀
到高中畢業，驚怕沒娘正來打單身，上求媒下拜戚，求到人做媒人，討轉家庭分恩來雙對，分恩來傳身，這
點雙親介恩情都不報，上天的確不容情。六月正來石榴紅，相勸行孝傳子孫，大家不行孝在世為人有何用，相
勸大家青年郎，青春年少的確愛來孝爺娘，爺娘想子可比長江水，子想爺實在沒支擔竿長，長江水只有流下沒
流上，世間只有爺娘想子女，少有子女想爺娘，雙親在生毋行孝，死了你就難尋生爺娘。七月成果正係牛眼
烏，上天昭昭實在有眼珠，行孝之人上天有看見，萬世榮華會苦，相勸青年你愛聽，雙親面前孝愛行，今生
恩不孝，養大子女有何名，相勸大家愛記得，雙親面前低言細語愛細聲。  八月成果秋來就芎蕉黃，相勸你就
行孝名聲長，積穀防飢，養兒就望代老世上各各有短長。相勸你大家青年郎青春年少，的確愛來孝爺娘，爺哀
渡子平安還卡得，爺哀渡子來有病實在還冤枉，一夜行天光，等下求神 又問佛，等下熬藥湯，看了子病有卡好
雙親笑，看了子傷當，一夜就淚茫茫。九月成果柿柚黃，世間有孝祖宗長，祖德流芳千載傳，恩愛爺哀透天
堂，仔細大家思想起，爺哀言語的確不可忘，相勸你大家愛聽起來，的確人生第一孝爺哀，雙親有錢沒奈買，
死後歸亡的確不轉來。十月成果又來見面，有孝雙親感動天，有孝爺哀必出有係孝子，相傳萬萬年，大家就詳
細看清楚有孝人來，光陰在於天，相勸你大家愛孝雙親雙親不孝恩愛孝誰人，在生世間幾十年，死了難尋侍大
人。十一月成果見了柑，人生不孝誰也不堪，道義就人生正來，係根本，爺娘面前，不可來濫摻，青年儕講你
聽，行孝雙親有卡贏，人生在世幾十年，千辛萬苦雙親養恩成，今日恩哩成人知人哦，吾知不孝雙親來壞名，
雙親恩情如不愛，情願三朝七日末來不佢生啊！十二月成果種果飛來又一介年，有孝雙親恩大天，千辛萬苦爺
哀蓄恩大，不孝兩字上天毋肯，奉勸青春各少年雙親面前的確愛行孝，行孝雙親專係果在天，雙親在生大家不
恩愛，歸仙來去了的確難尋雙親在身邊，大家來聽唱行孝歌為人成果大家好，誰人聽轉就來行孝，男女記得大
功勞，大家就詳細來聽轉，句句言語都係正相勸歌呢！
以族群語言為特色的探討

作為一個有自我獨特語言，又有特殊民風民情的族群，客家民間文學的存在是跟隨生活起伏的，在農業社
會的年代，人們「口語」廣泛流通，以歌以言自娛娛人，逗趣又耍弄，留下許多寶貴的文化資產，其中「老古
人言」的智慧，民謠的轉接變幻等最具特色。首先先看「老古人言」的諺語展現，自有其美妙的聲息：
 
              青菜煮豆腐----一清二白。
              閻老王嫁妹仔----鬼才愛。
              樹老根多，人老話多----世故。
              鹹魚配酒，甲子以丑----特別有味道。
              燈芯開花，好事來家----好預兆。
              口唸阿彌陀，心肚囥隻刀----心口不一。
              駝背人睡目，兩頭不貼席----兩頭空。
              一餐省一口，一年省一斗----節儉持家。
              三個婦人家，當得一台車----人多嘴雜。
              窮人唔使多，三斗米會唱山歌----知足常樂。
              揀揀挑挑，挑到一只爛瓢勺----東挑西選，所得有限。
              錢也有，銀也有，無人認恩做阿舅----金錢難買人心。
              屋家有個噥弄公，油鹽柴米唔會空----有人指點。
    古人言是用說而不用唱的，唸起來皆很「搭句」 ，有尾部押韻的痕跡，在日常生活中適切地表達出來，很能
印證出客家語言的趣味，其取材都是來自所觀所感，所以頗能凸顯由長而幼代代相傳的經驗，是別種語言無法
表達出來的東西。

其實，在客家民謠中更多展現語言的特質，譬如【雙關】語的靈活運用，將客家話表現得很風趣：

         



（1）    錫打金指外包金，戴在吾妹手中心
人人都講金戒指，戴久正知錫在心

（客語「錫」「惜」同音，藉此雙關而能意味深長）
 

（2）新作茶壺錫和鉛，哥說錫來妹說鉛
     哥說鉛來妹說錫，總愛有錫正有鉛

 （客語「鉛」「緣」同音，藉此訴說對情緣的疼惜）
 （3） 八月十五係中秋，交到新情老情丟

九月重陽放紙鷂，紙鷂斷線乘風留
（客語「風留」「風流」）同音，一語雙關）

又如語言「排比」的運用，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客語吟唱的效果，下面這 首以1 2 3 4 5 6 7 8 9 10為趣味的
歌唱，將男女交情的狀況鮮明的呈現出來，實在是入木三分：
            一姊不比二姊嬌，三寸金蓮四吋腰，

買轉五六七錢粉，打扮八九十分嬌。
            十九夜月八分光，七姊下凡連六郎，
                 五更四處打三點，兩人共睡一張床。
     語言運用的美感，客家歌謠「賦」「比」「興」的充分展現，可以一氣呵成表現豐沛的意象而令人咀嚼不
已。
以民俗文化為對象的比較
    台灣是多族群的生活場域，客家人與福佬人、原住民共同生活在周邊，民俗文化相互激盪，難免互相影響，
產生共鳴。以客家民間文學中的民謠歌曲來看，下列三種狀況在高雄美濃地區顯 而易見：
（1）福佬系歌舞小調：
            由於閩客長期的交往，在客家民謠中，有一部份是借用福佬系歌舞小調的曲調，而將歌詞改為客家話來
唱的歌謠，例如「五更鼓」、「桃花開」等；此類歌曲原先是台灣光復前後頗受喜愛的車鼓小調，傳入客家庄
後，透過改編的歌詞而成為客家民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甚至發揚光大超原本的格調，請看「桃花開」一
曲：            
            （男） 桃花開來菊花黃，想愛老妹兩三項
                       一想愛妹鴛鴦枕，二想愛妹象牙床
                       妹正妹，三想愛妹救命（那裡）方
          （女） 桃花開來菊花黃，老妹奈有兩三項
                       裁縫正有鴛鴦枕，木匠正有象牙床
                       哥正哥，藥店正有救命（那裡）方
          （男） 桃花開來菊花黃，明明老妹兩三項
                       一雙玉手鴛鴦枕，身上就係象牙床
                       妹正妹，明明勝過救命（那裡）方
          （女） 桃花開來菊花黃，仰知妹有兩三項
                       吾姆生介三件寶，阿哥想愛借分汝
                       哥正哥，用啊了不可啊亂宣傳啊呀
 （2）歌仔戲調：
            在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的都馬鄉，興起以演唱地方民謠為主的「都馬戲」，戲中常用的歌調稱之為「都馬
調」。流傳入台灣後，「都馬調」為歌仔戲所引用，而成為繼「歌仔」和「七字調」後的重要唱腔之一。客家
人亦採用「歌仔調」、「七字調」、「都馬調」的曲調，以客家話填詞來唱，此類由北向南傳來的曲調統稱之
為「下南調」：
    正月裡來梅花開，舊年過了新年來，風吹峨眉霜雪大，綾羅帳內望哥來。

二月裡來榴花開，榴樹抽心葉下來，榴樹抽心葉下來，爬床抓蓆望哥來。
      三月裡來桃花開，手搬花枝望哥來，手攀花枝花還嫩，踏出踏入望哥來。
      四月裡來柿花開，天上蝴蝶飛下來，天上蝴蝶無下進，葉下生卵望哥來。
      五月裡來蓮花開，蓮花頂上觀音來，阿妹燒香念佛經，心心念念望哥來。
      六月裡來禾花開，六月伏天望哥來，禾葉尖尖食露水，口含八角望哥來。
      七月裡來菱花開，牛郎織女來做堆，七月七日來相會，隔河過海望哥來。

八月裡來棠花開，八仙過海下凡來，八仙下凡來遊料，口含八味望哥來。



      
      九月裡來菊花開，菊花做酒酒娘來，冷酒冷肉哥食得，冷床冷蓆望哥來。
      十月裡來麻花開，剪刀剪出錢花來，老妹擔去街上賣，賣花娘子望哥來。
      十一月裡來雪花開，手拿掃把掃唔開，手拿掃把來掃雪，掃開大路望哥來。

十二月裡來枕花開，鴛鴦枕上無人來，鴛鴦枕上無人料，時時刻刻望哥來。
 

〈3〉原住民的民歌曲調：
       美濃客家山歌中，有一些曲調常與原住民曲調產生許多互動關係，例 如「半山謠」等就有明顯的痕跡。
 自從唔識來起呀北風啊，北風吹來鑼鼓動 哪哎喲啊哩得老妹呀來，老啊妹呀來哎喲哎喲騰吾來，恁多介聽眾
啊來 ------
萬能歌舞來風啊吹啊起，客家民謠世界通 哪哎喲啊哩得老妹呀來，老啊妹呀來哎喲哎喲騰吾來，恁多介朋友啊
來 ------
 本班出身來啊美濃庄呀，山明水秀好地方 哪哎喲啊哩得老妹呀來，老啊妹呀來哎喲哎喲騰吾來，恩裡介美濃
啊來 ------

自古以來，山歌均是客家子弟自由填詞的詠唱方式，但因即興歌唱欠缺準確記音、表記手法，「 九腔十八
調」的山歌風情卻也獲得因人因地而異的豐盈情趣，成為客家聚落重要的發聲媒介，更是專家學者探求、紀錄
以及反覆解析的對象，成為客家民間文學演繹的一大寶藏。
客家民謠的形成產生、沒落、復興
    愛好民謠的客家民族，在遷入台灣三百餘年的歷史中，客家山歌成為客族的重要精神食糧。客家人常喜歡在
荒山野原、田園茶山，於工作之際，就眼所見、耳所聞、心所感，自然即興作詞隨口哼唱山歌，這是客家人寓
娛樂於工作，我樂故我歌，愛好音樂的表現。客家族群本來就是愛國意識，民族精神十分強烈的民族，在日據
時代，一方面不服氣被異族欺壓，二來又看不慣東洋鬼子的趾高氣昂，所以常利用演唱的機會，透過客家民謠
原有的雙關語的特色，暗暗諷刺，所以客家調一度因過分興盛而被嚴禁演唱。然而，客家調並不因「禁唱」而
成為絕響，台灣光復之後反而大為風行。「唱山歌」就是客家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調劑品。
    客家民謠是一種口述文學，其詞意內涵深遽感人，其音韻雖無多采多姿的變化，卻也婉轉嫵媚古拙動人。而
且舉凡一切人情、事物，均可經由「七律」形式直接唱出，完全符合詩序所謂「歌以詠言」的定義。所以自從
客家先民避五胡之亂客遷他鄉之後，客家民謠也隨之擴散分佈全國。近世更遍佈全球。
 
客家民謠的定義
    民謠是包括三種大調和三種小調，所以被稱為九腔十八調。大調是曲不變，歌詞是隨人、隨地、隨心情、境
遇、喜怒哀樂而變化多，基本上必須用客家語言來唱或唸，也可以用朗誦的，它具有民俗性，鄉土的淳樸，原
始的真實感，而且在民間流傳久遠，是自然產生的歌謠。小調是從創作年代開始到如今詞還是不變，曲不變，
也不能把這首曲目拿來唱另一首曲牌，如：打海棠，就只能用打海棠的曲，不能用送金釵或問卜等其他曲來
唱，它是有定詞定曲的，雖然沒有變化，但它可是一般民眾的精神食糧與精神寄託。借歌聲來發洩內心的喜怒
哀樂，它具有傳統的精神，鄉土氣味，最重要的是，它還代表著客家種族代代口授相傳的一種文化。
 
客家民謠之分類

一、老山歌：又稱大山歌，為客家古調，原始而樸拙，有「真」實感。
二、山歌仔：又稱山歌指。係由老山歌演化而來，悅耳動人，淳樸誠「善」。
三、平板調：由老山歌及山歌仔改良而來，又稱改良調，是由山歌之荒腔野調經「美」化後，走進茶園、

家庭，步上舞臺，背廣大群眾所喜愛的曲調。
四、其它歌曲：上面三類以外的很多客家民謠，大多有歌名，即是一種唱腔就是一首歌，歌詞差不多是固

定的，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十八調的後十三調皆屬此類。
    老山歌、山歌仔、平板調均是一種曲牌名稱，並非指特定的某一首歌詞，而是一個曲調可以即興地填上因心
情、環境、變化多端的歌詞。
 
客家民謠之九腔十八調
    客家調基本上是山歌的性質，有所謂的九腔十八調之說，這是因為受到廣東省有九種不同的口音，也就是因
鄉音的不同而導致唱腔的不同。
    所謂的九腔包括有：海陸腔、四縣腔、饒平腔、陸豐腔、梅縣腔、松口腔、廣東腔、廣南腔、廣西腔等。
    所謂的十八調有：平板調、山歌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亦稱南風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



掉(亦稱十二月古人調)、初一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掉、打海棠調、苦
裡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度調(亦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十八種調子。
    嚴格說來，客家民謠不只九種腔、十八種調，但由於其他腔調較無特色，以致湮沒失傳無法考據罷了。而且
一般認為，現在因受到福佬系曲調唱腔的影響，已非全屬客家調的土產腔調了。
    台灣的客家人分成「南部」與「北部」兩大系統，。台灣南部的客家人所唱的民謠只有山歌和童謠，山歌因
各地語言發音不同，而產生出旋律差異，因此有美濃山歌或下南調之區別。童謠也有搖籃歌及半山搖的區分。
旋律單純節奏自由，非常有山歌的特色。而台灣北部客家人所唱的民謠，除了老山歌保有山歌的風貌以外，其
餘均為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曲中的精華。
 
客家民謠曲調特質

與其他中國民謠一樣，客家民謠亦大多採用適合我民族性的五聲音階，其調性柔和、含蓄、中庸。而音的
使用以 La、Do、Mi 為最多。旋律進行，活潑中兼具幽靜之美。客家人經多次遷徙卻仍保留著其原有方言，客
家語接近北京語，也有台語古音的韻味，屬北語南腔，客家民謠正好反映出其具有北調豪邁的特質及南腔婉轉
的柔性。

客家民謠的節奏、拍子生動且活潑，別具風格。且為了配合即興歌詞的意境，隨性把速度、拍子、音韻產
生不規則而自由的應用，更是饒富情趣。

客家調的曲式結構，以兩段粵劇的重複為多，就是一個曲調唱兩回(第二回有時作稍微的變化)，也就是說
轉合為起承的重複運用，以強調曲子的個性，同時也配上四句七言的歌詞。

客家調的說詞體裁，部分都是用七言四句的詩體，也講究平仄韻味，通常是第一、二、四句的末字用平
聲，第三句的末自用仄聲，其他的字只要唱的順口即可。有時在七言詩之外加上虛字、疊句，偶爾也加上長短
句、感嘆詞等之類的。歌詞內容大多涉及男女情愛，歌詞中雙關隱語、比喻語甚多。而以雙關影射特殊事物的
表達方式極為客家山歌的特色之一。

 
客家小調
     一般客家小調的特色是，音調與詞句都是有心普出來而永久不改變的，所以有一定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
現代的五線譜來記載，才能被一般人，甚至非客家人學會唱。<家小調見客家民謠之分類四>

 
例：

急急忙忙離了家，離了家中去採茶

阿哥摘多妹摘少，無論多少摘回家

(上山採茶)

客家山歌
    目前台灣流傳的客家山歌則有三種形式<見客家民謠之分類一、二、三>。山歌因為客家人的口音不同，多種
不同的唱腔，再加上歌詞大多即興而編，隨口而出。另外，客家山歌發生於山領田野，常是站在兩個山頭對
唱，因此為了使對方聽來清晰，唱者必須大展嗓門，提高聲調，而這種富有野趣味道的高吭性唱腔，也是客家
調另一個動人的特性。客家山歌的形式大多是七言絕句，講求平仄、押韻。通常第一句、第二句和第四句的末
字用平聲，第三句的末字用仄聲。至於其他字的平仄則沒有近體詩那樣嚴格。
  客家民謠最大的特點之一便是即興創作。無論是觸景生情，或是與他人對唱。那些隨口而出的歌，不但有極
妙的比喻，深奧哲理，而且還能合乎平仄的韻味！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以前有一善於唱山歌的女子名叫劉
三妹，住在廣東梅縣，遠近慕名求見領教者不計其數。有一天，有位秀才坐著船，且滿載山歌書，準備和三妹
一較長短。船到松口，剛好三妹在河岸洗衣服，這位來挑戰的秀才不知她就是劉三妹，於是開口問：「請問三
妹住那裡？」三妹問他什麼事，秀才就說：「聽說三妹很會唱歌，想和她較量一下。」三妹問：「你有多少山
歌？」秀才答道：「我載了滿滿一船來哩！」三妹聽了心裡暗笑，於是停下洗衣服的手，引吭高歌：

河唇洗衣劉三妹 借問阿哥那裡來
自古山歌從口出 那有山歌船載來

那位秀才這才知道她就是劉三妹，且口才如此地好，嚇得趕緊掉頭而去。這種隨興出哼唱的特性，正是山歌趣
味所在。在採茶、在割稻插秧、在山野、在渡河如此地對唱，甚是奇妙！
 

例：



             
愛唱哪山哪歌哇莫驚溜羞哪

唱條溜山哪歌哇結朋溜友喔

結成溜朋哪友啊要來溜料哪

粗茶溜淡哪飯啊老臺溜有喔

(愛唱山歌莫怕羞)

 

上崎（啊）不得（就）半崎坐（哪）

阿哥（ㄝ）邀妹（就）唱山歌（哪）

阿哥（ㄜ）唱來（就）奔妹對（哪）

阿妹（ㄝ）唱來（就）奔哥合（哪）

(上崎不得半崎坐)

 

[以下所附的歌曲只有一半有聲音]



http://www.south.nsysu.edu.tw/group/NTUHakka/haksong/sanko/m4/song31.wav


客家諺語

客家諺語多半是一些逗趣的話，含有雙關的意味，每一句都有它獨特的解釋。現在的年輕一
輩，對客語大多不熟悉，更別說是平常少見的「客家諺語」了！老一輩的客家人對於這些諺語較
為熟悉，也懂得意思以及如何使用。現在我們將這些諺語歸為八類，再舉例加以解釋，以便了解
客家諺語的涵義。

一、時政類：      

 曾子戀娘，遊子戀鄉

曾子孝心深，不捨娘親，出外遊子，久必懷念鄉里，此乃人之常情。

二、事理類：       

 甘蔗一目食哩正一目

凡事順理成章的去做，物操之過急。

 

三、修養類：

                      裝鳥屎也愛趕早

此語是老年人用來勉勵年輕人，要黎明即起，切勿貪懶賴床的意思。

四、社交類：

                   人上一百，樣樣一隻

人若活到了一百歲，一切都不靈光了。

五、生活類：

                  兩公婆吊頸─死對頭

諭旨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意思。

六、自然類：

                  雨水作好水，驚蟄牛藤直

正月雨水是好水，故牛又忙起來了。

七、生產類：

鑊頭底下出黃金

此語是指田地出產的農作物，才是值錢的。也在勸人勤勞耕作，才能豐收之意。

八、指評類：(歇後語)

                 大目新娘看灶頭毋著



罵人動作呆版，反應遲鈍。

結論  

由以上例子可知，客家諺語，俚語、山歌、小調、民謠等是如此的豐富。傳統的客家文化不
該被漠視，它有其存在的價值，是直得我們去珍惜與研究的。近年政府威大力推行鄉土教育，但
成效不明顯，我想，無論是哪一種本土語言，都應受到尊敬，我們應身體力行的去實踐本土語言
之教育，將本土語發揚光大。

這次客語的研究，收穫非常豐富，對客家文化又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這些諺語和民謠，平常
較少接觸，若能對其加以研究，會了解到它的趣味性，尤其是諺語，更能夠發現先人的智慧及幽
默，這是一次非常好的經驗，讓我們知道了客家語的豐富性以及教育性，直得我們探討及深思。

 

參考書目：《台灣民謠》  簡上仁 著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客家民謠》  楊兆貞 著  育英出版社

    《台灣客家民謠薪傳》 賴碧霞 編著  樂韻出版社

    《客家諺語》 中原周刊社編印

    《台灣語言源流》 丁邦新 著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成績：B+
評語：

你們這篇文章做得很認真，只可惜不是親身的調查。
 
找資料、抄書、整理也沒有關係，你們抄得還不錯，但是抄那本書，

都沒有交待，這樣就變成抄襲了。

有些錯字，如：
 
楊兆貞→楊兆禎
 
所以我只能給你們：B+。

但是你們很有可為。你們將來是可造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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