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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南洋的華人差不多的全部來自封建、廣東。當地人把華人叫做「唐人」（tng5lang5），

但南洋的唐人實際上有兩類，差異在移民的時代不同。南洋華人移民分兩批移民： 

第一批：明初鄭和下西洋至清代。華人的商人在南洋當地經商，娶妻生子，男的叫

baba（寫成「峇峇」，口語叫 bā-bā-á，峇峇仔），女的叫 nyonya（寫成「娘惹」，口

語叫 nio5nia2，大概是「娘囝」的漳州音），通常以 baba 通稱。現代中文合稱為「土

生華人」。 

第二批：清末民初，到中共佔領中國止。當地人自稱「僑生」（kiau5sing1），保

留中國國籍的叫「華僑」，歸化當地國籍的叫「華人」，現代中文所謂的「華人」指的

是第二批。 

本文討論的是第一批移民的語言，即所謂「峇峇語」（Baba-Malay），這是南洋土

生華人所創造的一種creole，這種語言是閩南語和馬來語的混合，語法上主要以閩南語

                                                 
* 本研究可分為兩部份：一部份專注於峇峇語詞彙、發音、構詞和語法的性質，特別是其中來自閩南語

的部份。另一部份我們也擬經由詞彙與語音的比較分析，追尋當初最早到麻六甲的華人是來自哪一個

地區的閩南人。前一部份的研究是以曹逢甫和施孟怡在星馬實地調查的資料為主要依據，後一部份則

是以洪惟仁對南方漢語方言的比較以及在漳州地區的調查為基礎。這兩部份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別撰寫

成文，同時在本次大會發表以就教於各位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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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骨幹，但構詞法則是馬來語，詞彙上則馬來語佔六成半，閩南語詞彙只佔二成半，其

餘來源不明 1。閩南語借詞在語音上做了一些調適，即聲調脫落、韻尾喉塞音-h[/]唸成

-k、保留鼻化元音的鼻音成分。 

峇峇語是早期的華人移民和當地馬來人婦女所創造的馬來語與閩南語的混合語，研

究峇峇語的語言層次將有助於了解華人移民的歷史、移民路線；解明這個 creole 的形成

過程，馬來語和閩南語之間在句法、構詞法、詞彙、語音各層次如果進行取捨、混合的

機制。本文的目的在分析峇峇語中的漢語，鑑定其漢語的方言成分。 

南洋新馬地區的閩南語分佈在新加坡、馬來西亞麻六甲、檳城（檳榔嶼）等濱海地

帶。現在檳城講漳州話，麻六甲講永春話，新加坡的閩南語方言比較複雜，但大部分還

是偏向於泉州話。問題是峇峇語漢語借詞從發音上看並非泉州話，而是漳州話。 

有關峇峇語的語料，魏天福（william Gwee thian Hock）連續出版了兩本收字豐富

的詞典，即 Masniôukiánnba conversational Gems（1993）和 a baba ma;;ay dictionary: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mpendium of Straits Chinese Terms and Expressions（2006），這兩

本詞典內容有不少重疊，但後者收入更豐富而精確，本研究主要根據後者，而以前者為

補充資料。兩本詞典於每一個峇峇語的詞彙都附註馬來語或漢語的對應，馬來語來源的

詞註的是現代馬來語，漢語來源的詞註的是漢字，相當方便於語源研究。但從漢字本身

看不出是漢語那個方言，因此必須經過方言比較才能鑑定來源的方言。 

雲惟利（1996）〈峇峇話〉一文對於峇峇語的歷史與現況有簡要的介紹，關於峇峇

語的語言成分，包括峇峇語和馬來語的關係，峇峇語和漢語的關係都根據 Gwee thian 

Hock（1993）進行簡要的分析，是一份相當有參考價值的文獻。雲惟利看出峇峇語的

漢語詞和閩南語以及粵語都有關係，可惜從本文的立場，其分析卻有一些問題。主要有

以下三點： 

一、語言比較的解釋缺少說服力。如峇峇語沒有喉塞音，所有的喉塞音都唸成塞音

-k，如「著」tioh8 唸成 tiok，「客」kheh 唸成 khek，所有閩南語的喉塞音韻尾（本文寫

成-h）在峇峇語都唸成-k。雲惟利認為「峇峇語保留了初形成時的閩南音，如今，其來

源地的方音已經變了。方言保留較古老的字音，在漢語各方言中，往往如此。」

（pp.209~210）這個解釋非常令人懷疑，因為如果「初形成時的閩南音」喉塞音韻尾都

唸成-k，那麼現代閩南語的-k 韻尾豈不是消失了嗎？如果早期的-k 韻尾一部分保存了塞

音-k，一部分變成喉塞音-h[-/]，那麼其分化的條件是什麼？從歷史音韻學的立場來看，

                                                 
1 根據雲惟利（1996:194）根據魏天福（1993）字典的統計，峇峇語的詞彙馬來語佔 65.4%，閩南語 25.2%，

未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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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把-h 和-k 看成是兩個語言層次的音讀，-h 是白話層，-k 是文讀層，白話層通常

比文讀層早。唐宋時期文讀音進入閩南語以前閩南語的入聲塞音韻尾應該已經喉塞音化

了，峇峇語的形成在明清，當時的閩南語怎麼可能沒有喉塞音韻尾呢？顯然峇峇語喉塞

音塞音化的現象是因為馬來語沒有喉塞音，因此峇峇語借入閩南語時就用-k 塞音來對

譯，因此所有閩南語的喉塞音韻尾-h 在峇峇語都唸成-k，造成-h 和-k 混同的現象，這應

該是最合理的解釋。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解釋，那麼雲惟利顯然倒果為因了。 

二、方言鑑定方法粗疏。許多他認定的方言來源例證，其實是跨方言的同音詞，無

法證明其來源方言。比如他認為峇峇語的 pok ho 來自廣州話的 pok2 ho21，其實閩南語

也唸成 pok8ho5，舊式讀音 poh8ho3，都可以和 pokho 對應，沒有辦法證明峇峇語的 pok ho

來自廣州話；又如他認為峇峇語的 kueh ku 來自潮州話的 ang55 ku33 kue53（紅龜粿），

可是漳州話也說 ang5ku1kue2（紅龜粿），並沒有辦法證明峇峇語的 kueh ku 來自潮州話；

又他說峇峇語的 chong po 來自海南話的 tong21fou11，可是漳州話說 tsong2phoo3，比海南

話更接近峇峇語的 chong po，完全不能證明峇峇語的 chong po 來自海南話。有關福建

的閩南語，他只和廈門話做比較，並沒有和泉州話和漳州話做比較，因此出現了不少差

錯，比如他拿峇峇語的 bong pai 和廈門話的 bo33pue55 做比較，但是沒有任何閩南語唸

成 bo33pue55，根據周長楫（2006），廈門話和泉州話都唸成 boo7pi1，漳州話唸成 bong7pai5，

峇峇語和漳州話最接近。 

三、比較的方言不足。所比較的閩南語有海南話、潮州話、廈門話。但是根據本文

的研究，峇峇語和漳州話最相近，卻沒有和漳州話比較。廈門形成於 1840 年五口通商

以後，是個漳泉混合方言，要比較應該找源頭的漳州話或泉州話才對。 

雲惟利（1996）的結論只認定峇峇話的漢語借詞來自閩南語，並沒有進一步分析、

鑑定閩南語那一個方言。 

本文的目的是採用方言比較的方法，進行方言鑑定，釐清峇峇語閩南語的語言層

次。本研究發現峇峇語的閩南語詞彙只有少數的泉州腔或廣府話，並且都是淺層的文化

語彙，深層的生活語彙或民俗語彙都是漳州腔。 

本研究的音韻比較結果將證明漳州方言是峇峇語漢語詞最主要的借入來源語，我們

並且推論在現代泉州話和廣府話進入新馬地區以前，南洋最優勢的漢語方言是漳州話。 

1. 峇峇語的形成 

峇峇語(Baba Malay)是星馬地區土生華人所使用的語言。土生華人移民南洋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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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大約在十五世紀時(約相當於鄭和下西洋 1408-1436 期間)2，大批華族青年由閩南一

帶出發，隨季風南下到馬來西亞的麻六甲一帶謀生。由於當時朝廷明令婦女不得離開國

境，因此當時多半都是青年男子隻身前往，他們在當地住下來後就和在地的南島語系的

馬來婦女通婚，其後代子孫男的稱作Baba(峇峇)，女的則稱作nyonya(娘惹)3。當大批漢

人移民遷居至麻六甲一帶，最先便要解決謀生、吃住、溝通等問題，而且需要在極短時

間內就得解決。因此，為快速解決語言不通的問題，他們就由本身已是馬來話共通話的

市場馬來語(Bazar Malay)移借了大量詞彙，並且用閩南語語法把它們組織成句。 

2.研究方法 

本文針對峇峇語的漢語成分，主要從漢語方言學，尤其是閩南語方言學的觀點，鑑

定其方言的來源。比較的方言包括泉州話、漳州話、潮州話。我們將峇峇語的漢語借詞

一一和現代泉州話、漳州話、潮州話，發現其相似性與相異性，然後決定其可能的來源

關係。我們先將唯一可能非漳州話的成分析出，比較各方言的特色祠是否遠高於其他的

方言。 

接下來分析部分方言相似而對其他方言具有排斥性的詞彙。我們將這些詞彙分為四

類： 

一、閩南語共同詞 

二、漳潮共同詞 

三、漳泉共同詞 

四、漳州方言特徵詞 

比較並統計分析峇峇語和各個方言的相似度與相異度，以決定峇峇語和那一個閩南

語方言最相似。 

本文使用的閩南語音標採用國際音標的羅馬字化，不是純粹的IPA，此一系統類似

「台灣羅馬字拼音系統」
4，調序採取傳統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

去、陽入的順序，缺調不補。 

                                                 
2 雲惟利（1996:189）認為：「峇峇話之形成於馬六甲是在什麼時候，當然和華人移民直接相關。華人

之移居馬六甲，大約是在明朝（一三六八至一六四四）初年，鄭和（一三七一至一四三五）下南洋前

後。」 
3 所謂 nyonya 漢字俗寫為「娘惹」，其來源推測是漳州話的「娘囝」nio5-kiann2。 
4 「台灣羅馬字拼音系統」為延續教會羅馬字傳統的傳統形式，台灣教育部 2006 公告。欲了解本系統可

進入台灣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網站、台中教育大學網站或洪惟仁個人網站點選洪惟仁製作「台灣閩

南語拼音系統及發音學習網」（網址：http://www.ntcu.edu.tw/ta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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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峇語是馬來語和漢語的混合語，漢語成分來自南方漢語方言。南方漢語方言學家

一眼就可以看出峇峇語的漢語是以漳州話為主，參雜少數的粵語白話（廣府話）和泉州

話、潮州話。但漳州話的成分也不單純，有幾種不同的漳州話次方言成分。 

本文從根據一些具有方言區別特徵的詞彙或發音，先把確定為非漳州話的成分過濾

出來，然後分析其他的詞彙和漳州話泉州話、潮州話的相關性，我們發現這些詞彙每一

個都和漳州話相似，有些詞彙還可以證明是漳州的那個次方言。 

 

3. 閩南語各方言特色詞的分析 

峇峇話的詞彙與發音主要來自漳州話，但也有廣府話和泉州話，甚至潮州話的成

分。這一節先討論峇峇語的非漳州話成分。我們所舉的例子，都是一些具有方言區別性

特徵的字音，這些關鍵詞具有排他性，根據其詞彙或發音就可以鑑定為那個方言而非其

他的方言。 

3.1 粵語廣府話特色詞 

峇峇語主要有幾個可以鑑定為廣府話的詞彙，不過數量很少，只是零星存在。我們

所發現的粵語借詞共有 8 個： 

表 1 峇峇語的廣府話借詞 

 峇峇語 漢字 廣府話 漳州話 

1. char siew 叉燒肉 tshap9-siu1 無 

2. char siew pau 叉燒飽（包） tshap9-siu1-pau1 無 

3. wantan 餛飩 wån7-thån1 扁食 pan2sit8 

4. chi yoke choke 豬肉粥 tsy1-juk8-tsuk4 豬肉糜 ti1bah4mue5 

5. chiong sam 長衫 tshøng5-sam1 長衫 tng5sann1  

6. kan chiong 緊張 kån2-tsøng1 緊張 kin2tiunn1 

7. tong 桶 thung2 桶 thang2 

8. Tong San 唐山 Thong5-san1 唐山 Tng5suann1 

 

由上表的比較可知，這些詞彙及其發音和閩南語相差很遠，卻和廣府話相當接近，

可以判斷借自廣府話。但「桶」又出現在「錫桶」一詞，唸成 siak tang 是閩南語；「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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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 tihi「豬肺」、tee hee char rebong「豬肺炒 rebong（筍絲）」等漳州音 ti7、在 tu kua<

「豬肝」、tu sim「豬心」等詞的「豬」唸成 tu。由此可見這些廣府音是隨著借入的文

化詞彙而來，大部分都另有個漳州音。 

廣府話的「叉燒包」的「叉」已經入聲化，峇峇語音 char，並非來字入聲，大概早

期的廣府話還沒有入聲化。 

廣府話的 tshøng（長）、tsøng（張），峇峇語唸成 chiong，送氣不送氣的混同和

馬來語沒有送氣音有關。-øng 唸成-iong 和「豬」的元音-y 唸成-i 都是因為閩南語沒有

撮口前元音，因此分別用閩南語所有的-i 或-iong 來取代。有趣的是-øng 唸成-iong 和吉

隆坡的廣府話完全相同。新馬地區的廣府話大概也因為閩南語的影響而發生訛變了，峇

峇語的廣府話借詞音讀可以說是開其先鋒。 

3.2 潮州方言特色詞 

峇峇語的詞彙只有一兩個詞的發音疑似潮州話：「癢」唸成 chien，類似潮安話

tsienn7；還有一個字「中」出現在「粿中秋餅」kueh tong chu pia<唸成 tong 是潮州話的

特徵。不過出現在其他的詞，如「人中」jin tiong、「中脊」tiong chit rumah 卻唸成漳

泉音，可見即使 tong 音源自潮州話也只是隨著某些文化詞彙借入的特殊發音。何況峇

峇語的漢語也發現 i 介音脫落的例子，如「餞盒」cha nab（閩南音 tsian2hap8）、「照

顧」chau kor（閩南音 tsiau3koo3），「中」唸成 tong 也可能是訛變，與來源方言無關。 

3.3 泉州方言特色詞 

峇峇語也有一些詞彙可以判斷是泉州話。閩南語漳泉話的詞彙相當接近，主要分別

在發音，峇峇語的漢語詞可以斷定是泉州音的只有 6 例。以下所謂「字類」指漳泉比較

結果可以區別所屬的分類。字類名稱以泉州韻書《彙音妙悟》（黃謙 1800）的字母 5名

稱（左）及《雅俗通十五音》（謝秀嵐 1820）的字母名稱（右），各字類並分別註明

文白。 

2 峇峇語的泉州話借詞 

 峇峇語 漢字 例音 例字 字類 泉州話 漳州話 潮州話 

1.  tauhuey 豆花 huey 花 杯瓜白 hue1 hua1 hue1 
2.  chap puek te 十八地獄 puek 八 杯稽白 pueh4 peh4 poih4 

                                                 
5 閩南語傳統韻書所謂「字母」指一個完整的十五音（15 聲母）配合八音（包涵舒聲和入聲的韻母）的

一個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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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k 

3.  chinchao 青草 chin 青 青更白 tsinn1 tsenn1 tsenn1 
4.  saigu 

terbanggerk 
犀牛望月 gerk 月 

科檜白 gerh8 gueh8 gueh8 

5.  tiok siong 著傷 siong 傷 香姜文 siong1 siang1 siang1 
6.  bo toa bo soey 無大無小 soey 細 雞稽白 sue3 se3 soi3 

 

由上表可以看得出來，峇峇語這些詞的發音最接近泉音。不過大部分的字也出現在

其他的詞彙，唸成漳州音，如「花」出現在「菊花」bunga kek wa、「花矸」oa kan 唸

-ua，「八」出現在「八字」pek ji 等唸 peh，都是漳州音。可見泉州音是隨著少數文化

詞彙借入的特殊發音。 

峇峇語的詞彙中有一些字音和泉州話和潮州話音讀相同，卻和漳州話顯然不同。如： 

表 3 峇峇語的泉潮同音詞 
 峇峇語 漢字 例音 例字 字類 泉州話 漳州話 潮州話 

1. sng boey 酸梅 sng 酸 毛褌白 sng suinn sng 

2. sng pua< 算盤 sng 算 毛褌白 sng suinn sng 

以上兩個詞雖然泉州與潮州同音，與漳州不同，不過因為峇峇語的詞彙中潮州話的

成分很少，並且都很可疑，因此我們寧可把這兩個詞認定為泉州話借詞。 

峇峇語有一個成語「大好大歹」toa ho toa pai，「壞空頭」pai kang thau、「否囝」

pai kia<、「壞命」pai mia、「壞癖」pai piak/ pai puk、「壞生棄（氣）」pai seng ki.等

詞的 pai 不管漢字怎麼寫，都相當於俗寫的「歹」，即壞的意思。根據周長楫（2006:556）：

「否」（「歹」）只有泉音唸 phai2，廈門唸 phainn2、漳州唸 bai2；另外根據蔡俊明（1991:417）

潮州話「歹」唸成 phai2，因此泉潮同音。峇峇語雖然不分送氣不送氣，但是漢語鼻化

音仍然保存，還原其漢語方音應該是 phai2，也就是泉州音或潮州音，不是漳州音或廈

門音。不過從詞彙來看，查上舉二典，潮州和泉州都沒有「歹生棄（氣）」一詞（相當

於「歹勢」，不好意思之義），所以 pai 不可能源自泉州或潮州。我們大膽推測，廈音

phainn2 的韻母鼻化音成分以及漳音 bai2 的聲母濁音成分都是後來衍生的，早期的閩南

語不論泉、廈、漳、潮都唸成 phai2，所以「歹」（phai2）這個詞只能說是閩南語，卻

沒有方言區別性。峇峇語所借的 pai 音就是由早期的閩南語共同的 phai2 音借去的。 

3.4 漳州方言特色詞 

符合漳州方言詞彙與音讀的特徵，而不同於泉、潮音的例子有 75 個詞。列舉如下： 

表 6 峇峇語的漳州腔特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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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音 漢字 例音 例字 音類 方言 

1. ang ku bak 紅龜肉 bak 肉 詞差 漳 

2. ang su 紅事 su 事 居艍文 漳 

3. ang su pek su 紅事白事 su 事 居艍文 漳 

4. beng pek 明白 beng  明 卿經文 漳 

5. bo thau bo boey 無頭無尾 boey 尾 科檜白 漳 

6. boek 襪 boek 襪 科檜白 漳 

7. bok ji 木耳 ji 耳 青居白 漳 

8. bong pai 墓牌 bong 墓 高公文

白 
漳 

9. bunga kek wa 菊花 wa 花 杯瓜白 漳 

10. cham siang 參詳 siang 詳 香姜文 漳 

11. char kway teow 炒粿條 kway 粿 科檜白 漳 

12. che it 初一 che 初 雞稽白 漳 

13. cheng 筅 cheng 筅 熊經白 漳 

14. cheng beng 清明 beng 明 京經白

文 
漳 

15. cheo< thau 上頭 cheo<  上 箱薑白 漳 

16. chiak pa sio eng 食飽相閑 sio 傷 箱薑白 漳 

17. chien keng 厝間 keng 間 熊經白 漳 

18. chim che< 天井 che< 井 青更白 漳 

19. chio< 搶 chio< 搶 箱薑白 漳 

20. chio< som 洋參 som 蔘 箴箴文 漳 

21. cho pe< 做病 pe< 病 青更白 漳 

22. cho pe< 做病 cho 做 雞高白 漳 

23. cho poey 粗皮 poey 皮 科檜白 漳 

24. cho thau 做頭 cho 做 雞高白 漳 

25. choey 蒸 choey 炊 科檜白 漳 

26. choey su 找事 choey 揣 科檜白 漳 

27. chokek 唱曲 cho 唱 箱薑白 漳 

28. hee pio 魚鳔 hee 魚 居居 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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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au lam hau li 孝男孝女 li 女 居居 漳 

30. hau li 孝女 li 女 居居 漳 

31. huat kueh 發粿 kueh 粿 科檜白 漳 

32. Hud Cho Se< 佛祖生 Se< 生 青更白 漳 

33. i su 意思 su 思 居艍文 漳 

34. iau siu te mia 夭壽短命 te 短 科伽白 漳 

35. io< 香 io< 香 箱薑白 漳 

36. ji kau mei 二九暝 mei 暝 青更白 漳 

37. jik iu 如意油 jik 如 居居 漳 

38. jiu hi 魷魚 hi 魚 居居 漳 

39. kai/kay mo cheng 雞毛筅 cheng 筅 熊經白 漳 

40. kai/kay mo cheng 雞毛筅 kai/kay 雞 雞稽白 漳 

41. kaypoh 家婆 kay 家 西嘉白 漳 

42. ko le som 高麗參 som 參 箴箴文 漳 

43. kua chi 瓜籽 kua 瓜 杯瓜白 漳 

44. bak kueh 肉粿 bak 肉  漳 

45. lai 荔枝 lai 荔枝 熊皆白 漳 

46. mek 脈 mek 脈 文文 漳 

47. minyak jik iu 如意油 jik 如 居居 漳 

48. mui li 門帘 mui 門 毛褌白 漳 

49. oa kan 花矸 oa 花 杯瓜白 漳 

50. ong ke sua< kha 皇家山腳 ke 家 嘉嘉文 漳 

51. pak sui< 拍算 sui< 算 毛褌白 漳 

52. pang be suak 放未煞 be 袂 杯稽白 漳 

53. pang be tit 放不直 be 袂 杯稽白 漳 

54. pek 八字 pek ji 八 杯稽白 漳 

55. pegang hoon choey 烟吹 choey 吹 科檜白 漳 

56. poi/ poey si 壞死（坏死） poi/ poey 坏死 科檜白 漳 

57. ko 流寇 sambair liu ko 寇 鉤沽文 漳 

58. si put siang 四不像 siang 像 香姜文 漳 

59. sinseh 先生 sin 先生 軒巾白 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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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ang chek 冬至 chek 節 雞稽白 漳 

61. te mia 短命 te 短 科伽白 漳 

62. te sin 替身 te 替 雞稽白 漳 

63. tee hee char rebong 豬肺 tee  豬 居居 漳 

64. tek sek 褪色 tek sek 褪色 科伽白 漳 

65. tek yan 題緣 tek 題 雞稽白 漳 

66. thian teng 天燈 teng 燈 卿經文 漳 

67. tihi 豬肺 ti 豬 居居 漳 

68. Ting Kong se< 天公生  se< 生 青更白 漳 

69. to kong 道公 to 道 高高文 漳 

70. to li 道理 to 道 高高文 漳 

71. to tau peng 倒頭反 peng 反 熊經白 漳 

72. to tio< 倒台 tio< 場 箱薑白 漳 

73. toa se bak 大細目 se 細 雞稽白 漳 

74. wantan/ pansit 餛飩, 萹食 pansit 扁食 軒干文 漳 

75. yo< ko 香菰 yo<  香 箱薑白 漳 

3.5 漳州次方言特色詞 

由上可知，峇峇語的漢語最重要的來源是漳州話。但是漳州內部也有方言差，有些

音讀表面上看來好像不似我們熟知的漳州話，其實是漳州話的次方言、其中有角美話和

漳浦話的成分。 

2.3.1 角美話成分 

峇峇語裡有幾個詞很像老廈門、集美到海滄、角美一帶的口音，共 6 個詞。如： 

 

表 7 峇峇語的角美腔特徵詞 
 峇峇語 漢字 例音 例字 音類 方言 

1.  hu ee</oo ee< 魚圓 hu/oo 魚 居居 角美 

2.  hu sit 魚翅 hu 魚 居居 角美 

3.  lu 汝 lu 汝 居居 角美 

4.  tu 豬 tu 豬 居居 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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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u kua< 豬肝 tu 豬 居居 角美 

6.  tu sim 豬心 tu 豬 居居 角美 

〈居居〉字類文白同音，泉州音-ir，潮州音-er，但漳州音-i，-u 變體既不是泉音，

也不是漳音。其實這是流行在廈門灣兩岸，包括老廈門及對岸今廈門市的集美、杏林、

海滄的區域性特徵，分佈區的最西到達漳州龍海縣的角美鎮。集美則屬於新同安腔，廈

門是漳泉混合方言，接近同安腔可以歸類到泉系方言；舊龍溪東部的杏林、海滄、角美

則屬於漳州腔。峇峇語絕大多數是漳州腔，漳州腔而〈居居〉字類唸-u 的，那應該是舊

龍溪東部的口音，我們暫時把這個方言成分叫做「角美腔」。不過既然峇峇語不是純粹

的漳州話，我們也不能排除以上這些變體來自廈門或集美的可能性。 

上表「魚」、「汝」、「豬」3 個字除了「汝」獨立出現一個詞，其餘二字在峇峇

語出現在很多詞。比如上表中雖然有兩個詞「魚」接近新同安腔的 hu5 音，但在「魚鳔」

hee pio、「魷魚」jiu hi 等詞的音讀接近漳音 hi5；上表中有三個詞「豬」接近新同安腔

-u，但是如上所述 chi yoke choke「豬肉粥」的 chi 是廣府話， tihi「豬肺」； tee hee char 

rebong「豬肺炒筍絲」中的「豬」音 tee/ti 顯然源自漳音 ti1。也就是說峇峇語仍然是以

漳州話為基礎，-u 變體是隨著詞彙借入的特殊變體。 

2.3.2 漳浦話成分 

峇峇語有一個詞 ma cho kiong「媽祖宮」，屬於〈卿經白〉字類，這個字類相當於

中古通攝三等字的白話層，泉腔唸成 ing；潮腔唸成 eeng；漳腔的變體比較複雜，根據

周長楫（1986）舉的例子「松」字音，北部漳州的漳州、長泰、龍海、華安、南靖等縣

唸成 tshing5，和泉州類似，南部漳州的漳浦、平和、雲宵、東山等縣唸成 siong5，峇峇

語「馬祖宮」的「宮」字唸成 kiong 應該是南部漳州的口音。 

除了這個字例，出現在 bio keng「廟宮」一詞「宮」字唸成 keng，接近漳州音。由

此可見峇峇語仍然是以漳州話為基礎，kiong 音是隨著「媽祖宮」一詞由漳浦方言借入

的特殊音讀。 

 

4. 閩南語方言共同特色詞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峇峇語的成分可以斷定來自非漳州話的廣府話、潮州話、泉州

話來源的詞彙只有上節所舉的少數例子，這些都是文化詞彙，大部分的字音都另有漳音

的讀法。顯然這些是非漳州話成分是後來隨著借入的詞彙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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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以上具有「方言區別性特徵」的特殊字音可以證明為非漳州音以外，其他的字

都和漳州音相似。但是這些詞彙及發音可以分為四類： 

一、閩南語共同詞 

二、漳潮共同詞 

三、漳泉共同詞 

四、漳州方言特徵詞 

光是前三者，個別來看，都有無法證明這些詞是來自漳州話，只有第四類詞彙可以

確實證明來自漳州話。第四類詞的方言特徵因為具有排他性，當然是來自漳州話，但其

他三類詞也不能否認是漳州話。因為漳州話和泉州話、潮州話都是閩南語，閩南語各方

言之間當然有一些共同特徵的詞，這些詞在詞彙上或發音上雖然方言之間具有相同特

徵，仍然是漳州話。不但漳州話和泉州話、潮州話有共同特徵，就是和雷州話、瓊州話

乃至其他的閩語或漢語都有許多詞彙上、音讀上類似的詞，這是共同特徵詞雖然不能絕

對證明來自漳州話，卻無法否定其為漳州話的屬性。 

以下所舉的例詞限於泉州話、潮州話和漳州話具有共同屬性特徵的詞彙，至於和其

他閩南語共同屬性 6或和閩南語之外的漢語方言類似而不能證明其方言屬性的詞不在舉

例的範圍。雖然不在舉例的範圍，但是因為和漳州話具有共同特徵，因此也不能排除是

漳州話。 

2.2.1 漳潮共同特徵的詞 

峇峇語的詞彙音讀有一類符合漳、潮共同特徵，而有異於泉音的詞有 61 個。潮州

話和漳州話在音韻上非常相近，但潮州話的有個音韻上的特色，即所有的舌冠音

（coronal）韻尾都變成舌背音（dorsal）韻尾，陽聲韻的-n 讀成-ng，入聲韻的-t 讀成-k，

因此所有峇峇語漢語詞彙有-n 或-t 韻尾的借詞都可以斷定為非潮州話詞，又〈高沽文〉

漳州和泉州都唸成-oo，潮州話唸成-ou；〈雞稽白〉字類泉州唸成-ere 或-ue，漳州話唸

成 ei 或 e，潮州唸成-oi；潮州話合口音節有唇音韻尾，如「犯法」唸成 huam7huap4，

因此也很好判斷方言屬性。又潮州話的詞彙和漳泉話有很大的差異性，凡是潮州話不用

的詞彙都排除在下表中。 

表 4 峇峇語的漳潮同音詞 

 峇峇語 漢字 例音 例字 音類 方言 

                                                 
6 峇峇語詞彙中屬於閩南語共同特徵的詞彙而不能分辨方言的共有 574 詞，因為數量極多，無法一一列

舉分析，詳參【附錄】「峇峇語詞彙中的閩南語共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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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ak suak boey 績[紲]尾 boey 尾 科檜白 漳潮 

2. baju Shanghai 上海 shang 上 香姜文 漳潮 

3. ban poey 蠻皮 poey 皮 科檜白 漳潮 

4. chai thau kueh 菜頭粿 kueh 粿 科檜白 漳潮 

5. chak mek 查（節）脈 mek 脈 b~m 漳潮 

6. che um 親姆 che 親 青更白 漳潮 

7. guek 月 guek 月 科檜白 漳潮 

8. guek neo 月娘 neo 娘 箱薑白 漳潮 

9. hio</io< sua< 香枝[線] io<  香 箱薑白 漳潮 

10. ho kia< 好仔 kia< 囝 弎驚白 漳潮 

11. hoe sio< 和尚 hoe 和 科檜白 漳潮 

12. hong hoey 風火 hoey 火 科檜白 漳潮 

13. huan kia< 番子 kia< 仔 弎驚白 漳潮 

14. hue 會，銀會 hue 會 科檜白 漳潮 

15. hue thau 會頭 hue 會 科檜白 漳潮 

16. ichak/yuchak kway 油炸粿 kway 粿 科檜白 漳潮 

17. ke hue 家賄[伙] hue 伙 科檜白 漳潮 

18. koe 過 koe 過 科檜白 漳潮 

19. koe pang 過房 koe 過 科檜白 漳潮 

20. kueh 餜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1. kueh chang 餜粽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2. kueh ee< 餜圓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3. kueh ku 餜龜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4. kueh tong chu pia< 中秋餅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5. chai thau kueh 菜頭餜 kueh 餜 科檜白 漳潮 

26. kway teow 粿條 kway 粿 科檜白 漳潮 

27. kway teow am 粿條飲 kway 粿 科檜白 漳潮 

28. kway teow char 粿條炒 kway 粿 科檜白 漳潮 

29. kway teow kuah 粿條湯 kway 粿 科檜白 漳潮 

30. liam keng 唸經 keng 經 卿經文 漳潮 

31. mue lang/ mui lang 媒人 mue 媒 梅糜白 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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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g tio< 丈 ng tio< 丈 箱薑白 漳潮 

33. ngeh-ngeh  硬硬 ngeh  硬 青更白 漳潮 

34. nio 娘 nio 娘 箱薑白 漳潮 

35. nio cheng 讓情 nio 讓 箱薑白 漳潮 

36. pak chio< 拍搶 pak chio< 搶 箱薑白 漳潮 

37. pak chio< 拍搶 pak chio< 搶 箱薑白 漳潮 

38. pang bo siang kan 放無相干 siang 相 香姜文 漳潮 

39. se mia 生命 Se 性 青更白 漳潮 

40. sek 熟 sek 熟 卿經文 漳潮 

41. sek sai 熟似 sek 熟 卿經文 漳潮 

42. sek sek 熟熟 sek 熟 卿經文 漳潮 

43. sek chui 色水 sek 色 卿經文 漳潮 

44. se< 姓 se< 姓 青更白 漳潮 

45. se< 省 se< 省 青更白 漳潮 

46. se< seng 生性 se< 生 青更白 漳潮 

47. seng 寵 seng 寵 卿經白 漳潮 

48. sinseh pok koa 卜卦先生 seh 生 青更白 漳潮 

49. sio hio< / io< 燒香 hio< / io< 香 箱薑白 漳潮 

50. sio< 箱 sio< 箱 箱薑白 漳潮 

51. sio< kuak 賞給 sio<  賞 箱薑白 漳潮 

52. sio< poe 上[片不] sio<  上 箱薑白 漳潮 

53. tauchio< 豆醬 chio< 醬 箱薑白 漳潮 

54. teng 燈 teng 燈 卿經文 漳潮 

55. teng ji seh< 字姓燈 teng 燈 卿經文 漳潮 

56. teng ji seh< 字姓燈 seh< 姓 青更白 漳潮 

57. kiong teng 宮燈 teng 燈 卿經文 漳潮 

58. thian teng 天燈 teng 燈 卿經文 漳潮 

59. tio< 丈 tio< 丈 箱薑白 漳潮 

60. tio< kong 丈公 tio< 丈 箱薑白 漳潮 

61. towkay nio 頭家娘 nio 娘 箱薑白 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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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漳泉共同特徵的詞 

泉州話和漳州話的詞彙比較接近，但是音韻相差頗大，符合漳、泉共同特徵，而有

異於潮音的詞約有 95 個。但峇峇語不分 o 和 oo，都用 o 來對應，下表不計較這些細微

的差別，都看成是一樣的特徵。茲列舉如下： 

表 5 峇峇語的漳泉同音詞 
 峇峇語 漢字 例音 例字 音類 方言 

1. oan pok oan 冤報冤 pok 報 刀高文 漳泉 

2. hoan lo 煩惱 lo 惱 刀高白 漳泉 

3. Hailam 海南 lam 南 三甘文 漳泉 

4. wan ong 冤枉 wan 冤 川干文 漳泉 

5. chau kuan 臭款 kuan 款 川觀文 漳泉 

6. chuan 喘 chuan 喘 川觀文 漳泉 

7. he< he< chan 噓噓喘 chan 喘 川觀文 漳泉 

8. hoan tiok 犯著 hoan 犯 川觀文 漳泉 

9. hoan tiok kwi 犯著鬼 hoan 犯 川觀文 漳泉 

10. hoat sut 法術 hoat 法 川觀文 漳泉 

11. hu huat 符法 hoat 法 川觀文 漳泉 

12. huat 發 huat 發 川觀文 漳泉 

13. huat chai 發財 huat 發 川觀文 漳泉 

14. kuan 款 kuan 款 川觀文 漳泉 

15. kuan si 慣習（慣勢） kuan 慣 川觀文 漳泉 

16. kuan ta 棺罩 kuan 棺 川觀文 漳泉 

17. Bo huat 無法 huat 法 川觀文 漳泉 

18. botan 牡丹 tan 丹 丹干文 漳泉 

19. chu pek san 珠碧散 san 散 丹干文 漳泉 

20. chut lat 出力 lat 力 丹干文 漳泉 

21. pak kua 八卦 pak 八 丹干文 漳泉 

22. pak sian 八仙 pak 八 丹干文 漳泉 

23. an 按(金) an 按(金) 丹干文 漳泉 

24. bat sat 木虱 bat sat 木虱 丹干文 漳泉 

25. cha bo kan 查某[女間] kan [女間] 丹干文 漳泉 

26. that na 地毯 that 毯 丹干白 漳泉 

27. chu lang 主人 lang 人 江江白 漳泉 

28. toa se bak 大細目 bak 目 江江白 漳泉 

29. chak te ki 插地基；打地基 te 地 西稽文 漳泉 

30. kong kam 狂簡 kong 狂 東公文 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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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ong kui 當歸 tong 當 東公文 漳泉 

32. wan ong 冤枉 ong 枉 東公文 漳泉 

33. kua< 掛 kua< 掛 花瓜文 漳泉 

34. gua 我 gua 我 花瓜白 漳泉 

35. juak 熱 juak 熱 花瓜白 漳泉 

36. bak kut 肉骨 kut 骨 春君文 漳泉 

37. bukak kun 裙 kun 裙 春君文 漳泉 

38. chakap ong kut 枉曲 kut 屈 春君文 漳泉 

39. gua sun 外孫 sun 孫 春君文 漳泉 

40. hud kut 佛骨 hud 佛 春君文 漳泉 

41. iok hun 藥粉 hun 粉 春君文 漳泉 

42. kun 滾 kun 滾 春君文 漳泉 

43. kun-o 裙襖 kun 裙 春君文 漳泉 

44. un 運 un 運 春君文 漳泉 

45. ut 燙 ut 燙 春君文 漳泉 

46. ut thau 燙斗 ut 燙 春君文 漳泉 

47. Bukak-kun 裙 kun 裙 春君文 漳泉 

48. kun thau 拳頭 kun 拳 春君白 漳泉 

49. thiong 痛快 thiong 暢 香恭文 漳泉 

50. aphien 鴉片 phien 片 軒堅文 漳泉 

51. aphien sai 鴉片屎 phien 片 軒堅文 漳泉 

52. bo pian 無變 pian 變 軒堅文 漳泉 

53. chak yen 菜燕 yen 燕 軒堅文 漳泉 

54. Hokkien 福建 kien 建 軒堅文 漳泉 

55. Bo pian 無變 pian 變 軒堅文 漳泉 

56. Bo poa　 piat 無半撇 piat 撇 軒堅文 漳泉 

57. ang lo 烘爐 lo 爐 高沽文 漳泉 

58. ati it go it chap 一五一十 go 五 高沽文 漳泉 

59. botan 牡丹 bo 牡 高沽文 漳泉 

60. chap go 十五 go 五 高沽文 漳泉 

61. chau kor 照顧 kor 顧 高沽文 漳泉 

62. che po che po 一步一步 po 步 高沽文 漳泉 

63. che to sai 一肚屎 to 肚 高沽文 漳泉 

64. cho lo 粗魯 cho 粗 高沽文 漳泉 

65. cho lo 粗魯 lo 魯 高沽文 漳泉 

66. chong po 總舖 po 舖 高沽文 漳泉 

67. hio< lo 香爐 lo 爐 高沽文 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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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ho ko 何苦 ko 苦 高沽文 漳泉 

69. hor leong par piu 虎龍豹彪 hor 虎 高沽文 漳泉 

70. Hud Cho 佛祖 cho 祖 高沽文 漳泉 

71. ko po 姑婆 ko 姑 高沽文 漳泉 

72. ko se mia 顧生命 ko 顧 高沽文 漳泉 

73. ko sin 菇菌 ko 菇 高沽文 漳泉 

74. ko tak 孤獨 ko 孤 高沽文 漳泉 

75. kong cho 公祖 cho 祖 高沽文 漳泉 

76. kotor bo lo 無路 lo 路 高沽文 漳泉 

77. kretair chor chua 粗紙 chor 粗 高沽文 漳泉 

78. li ko mia 尼姑命 ko 姑 高沽文 漳泉 

79. mim po/ bim po/ 
bin po 

面布 po 布 
高沽文 漳泉 

80. sia to 謝土 to 土 高沽文 漳泉 

81. toa ko 大股 ko 股 高沽文 漳泉 

82. toa ko 大姑 ko 姑 高沽文 漳泉 

83. toa lo ko 大鑼鼓 ko 鼓 高沽文 漳泉 

84. u lo bo chu 有路無家 lo 路 高沽文 漳泉 

85. it go it chap 一五一十 go 五 高沽白 漳泉  

86. kong lo 功勞 lo 勞 高高文 漳泉 

87. huan na 番仔 a 仔 嘉膠白 漳泉 

88. che toa tin 一大陣 tin 陣 賓巾文 漳泉 

89. iau kin 要緊 kin 緊 賓巾文 漳泉 

90. jin cheng 親情(人情) jin 人 賓巾文 漳泉 

91. jin tiong 人中 jin 人 賓巾文 漳泉 

92. kong chin 公親 chin 親 賓巾文 漳泉 

93. kui jin 貴人 jin 人 賓巾文 漳泉 

94. lau sit 老實 sit 實 賓巾文 漳泉 

95. cho kong teck 做公德 cho 做 雞高白 漳泉 

5. 結論 

峇峇語是馬來語和漢語混合的 creloe，本文探討其漢語借詞的語言層次，根據的語

料是魏天福（1993, 2006）的兩本詞典。本研究分析語言層次的方法是比較南方漢語方

言的差異性與一致性。差異性與一致性的層次性，就是一個語言特徵的地理分佈範圍。

有些分佈範圍到方言的層次（譬如廣府話、潮州話、漳州話或泉州話），對於其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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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排斥性，這樣的語言特徵可以判斷峇峇語漢語借詞的來源。 

一、閩南語各方言特色詞分析的結果 

先看各方言的特色詞，也就是可以判斷為個別方言獨特的、而非其他方言的詞彙，

列表如下： 

(1) 廣府話特色詞：6 個 

(2) 泉州話特色詞：6 個 

(3) 疑似潮州話特色詞：2 個 

共 16 個非漳州方言詞。 

(4) 漳州方言（包括角美方言、漳浦方言等次方言）相關特色詞：82 個 

漳州方言特色詞是非漳州方言來源詞的 4.68 倍。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峇峇語的漢語

借詞最主要的來源是漳州話。 

魏天福（2006）的詞典共收 834 個漢語借詞。那麼漳州話特色詞佔所有漢語借詞的

9.8%；廣府話和泉州話各有 6 個，佔 0.7%；潮州話 2 個，佔 0.2%。可見峇峇語詞彙中

的漳州話特色詞所佔比例遠比其他方言高。漳州話特色詞是廣府話或泉州話的 13.67

倍，潮州話的 41 倍。 

二、閩南語方言共同特色詞分析的結果 

現在再加上閩南語共同詞來做個統計。峇峇語詞彙中除了 6 個詞可以肯定源自廣府

話之外，其餘所有的詞都可以判斷來自閩南話。扣除可以判斷源自泉州話而非漳州話的

有 6 個，疑似源自潮州話的 2 個。剩下的跨方言共同詞可以分為四類： 

(1) 閩南語共同詞：574 個 

(2) 漳泉共同詞：95 個 

(3) 漳潮共同詞：61 個 

(4) 潮泉共同詞：2 個 

現在我們把峇峇語詞彙中所有具個別方言可能來源詞，也就是不能排除來自個別方言的

詞彙相加。結果如下表： 

(1) 漳州話可能詞：812 個，佔所有漢語借詞的 97.36% 

(2) 泉州話可能詞：675 個，佔所有漢語借詞的 89.9%。 

(3) 潮州話可能詞：637 詞，佔所有漢語借詞的 76%。 

由此這個看來，峇峇語漢語借詞可能來自漳州話佔最高的比例。 

我們最後的判斷是，既然峇峇語漢語借詞中漳州方言特色詞所佔比率遠比其他方言

高，我們很有理由判斷這些跨方言的閩南語借詞其實就是漳州話借詞，只不過因為同為

閩南語，具有和漳州話相同的特色，因而疑似是泉州話或潮州話借詞，因此我們應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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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漳州方言特色詞的比例，而認定峇峇語漢語借詞絕大多數都借自漳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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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峇峇語詞彙中的閩南語共同詞 
 

 拼音 漢字 

1.  ah ee 阿姨 

2.  ah kong 阿公 

3.  ah< 餡 

4.  ah teng 阿廚 

5.  am 飲 

6.  amah 阿媽 

7.  an 按 

8.  an chng 安床 

9.  ang kak 紅麴 

10.  ang ki 紅柿 

11.  ang kong sai 紅公獅 

12.  pek bak bai 白目眉 

13.  ka ki lai 自己來 

14.  ang ku/hang ku 紅龜 

15.  ang lang 呆人  蒙人 

16.  ang pau 紅包 

17.  atap chi 籽 

18.  baju siu i 壽衣 

19.  bak 豬肉 

20.  bak hu 肉脯 

21.  bak kueh 肉粿 

22.  bak pau 肉包 

23.  bak wan 肉員 

24.  ban 跋（挽） 

25.  babsu be gi 萬事無好 

26.  bat bat 密密 

27.  batu bo 磨 

28.  batsat/bagsat 木虱 

29.  bechia 馬車 

30.  beng ki 冥忌 

31.  bio 廟 

32.  bio keng 廟宮 

33.  bo 磨 

34.  bo ta hu 磨豆腐 

35.  bo 無 

36.  bo chai 無采 

37.  bo chai kang 無采工 

38.  bo cheng 無情 

39.  bo cheng bo gi 無情無義 

40.  bo geh 無牙 

41.  bo gi go 無疑誤 

42.  bo huat 無法 

43.  bo ia< bo chiak 無影無蹤 

44.  bo jin cheng 無親情 

45.  bo ka si 無教示 

46.  bo nai ho 無奈何 

47.  bo peng ki chiak 
iok 

無病去吃藥 

48.  bo pua< piat 無半撇 

49.  bo pun su 無本事 

50.  bo ta< 無膽 

51.  bo tia< bo tiok 無定無著 

52.  boey ta 沫帯 

53.  boto pau 袍 

54.  bu 武 

55.  bu ge 武藝 

56.  buah ang ki 紅柿 

57.  buah lai 梨 

58.  buah laichi 荔枝 

59.  buah thor 桃 

60.  burong hong 鳳 

61.  cha 吵 

62.  cha bo 查某 

63.  cha bo kan 查某[女間] 

64.  cha kiak 柴屐；木屐 

65.  cha kong 柴槓 

66.  cha nab 餞盒 

67.  chai ki 彩旗 

68.  chai si 知死 

69.  chai sim 菜心 

70.  chai tng 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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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hak 插[扌穿] 

72.  cgakplintao 翻筋斗；插筋斗

73.  cham 參 

74.  chang chang kun 蹌蹌滾 

75.  chang 粽 

76.  chap 印信 

77.  chap 參與 

78.  chap siow 幹與 

79.  chap su orang 參事 

80.  chap 拾；十 

81.  chap chai 雜菜 

82.  chap chai lok 雜菜 

83.  chap-ji-ki 十二支 

84.  chap ji pang thiap 十二板帖 

85.  chap kha bo che 
kha tiok 

十腳沒一腳對 

86.  char 炒 

87.  chat 漆 

88.  chau 姐夫 

89.  chau kong kong 灶君公 

90.  chau tu kam 湊巧；湊正巧 

91.  che ke kau 一家口 

92.  che sua< 座山 

93.  che hun 驚魂 

94.  che um 親姆 

95.  cheena bangliow 亡嘍 

96.  cheena be chia 馬車 

97.  cheena chia 車 

98.  cheena gerk 客 

99.  cheena pok kua 卜卦 

100.  chek 貴（積） 

101.  chek ak 積惡 

102.  chek kong 叔公 

103.  cheng 清心 

104.  cheng piang 槍幫 

105.  chi ko pek 痴哥伯 

106.  chia 車 

107.  chiak 食 

108.  chiak lat 食不消 

109.  chiak lat 食力 

110.  chiak pi< 食便 

111.  chiak kha 赤腳 

112.  chiam 佔 

113.  chiam si 簽詩 

114.  chia< 正 

115.  chia< 請 

116.  chia< sia 請謝 

117.  chia< guek che it 正月初一 

118.  chiang 跨 

119.  chia< lang khek 請人客 

120.  chichi 姐姐 

121.  chien si 煎匙 

122.  chim chim 嬸嬸 

123.  chim chiok 斟酌 

124.  chim pang 進房 

125.  chim po 嬸婆 

126.  chin 親 

127.  chin chai 清采 

128.  chin chai bo chai 清采無采 

129.  chin ke 親家 

130.  chinchang 薺蔥 

131.  chinchu 船主 

132.  chingay 粧藝 

133.  chio bin 笑面 

134.  chio poe 笑杯 

135.  chiok ko 石膏 

136.  chiong 衝 

137.  chiong tiok 衝著 

138.  chiow 抄 

139.  chiow ge 鳥牙 

140.  chit 七 

141.  chiu chiu 須須 

142.  chiu pit 酒廦 

143.  penchiwan 浴室；冲涼房 

144.  chng 妝 

145.  cho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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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cho-cho 祖祖 

147.  cho kong 祖公 

148.  cho kong sam tai 祖公三代 

149.  chong ti 創治 

150.  chu chai mia 注在命 

151.  chu pi ke piak 厝邊隔壁 

152.  chu te kia< 士弟子（子弟囝）

153.  chuak 差 

154.  chun tok 春桌 

155.  chut 齣 

156.  chut mia 出名 

157.  chut si 出世 

158.  chut sua< 出山；出殯 

159.  chut thau 出頭 

160.  cookie keng 苦力間 

161.  dulang tek pai 壓盤 

162.  ee 姨 

163.  ee po 姨婆 

164.  ah ee 阿姨 

165.  toa ee 大姨 

166.  ji ee 二姨 

167.  sa< ee 三姨 

168.  ee piau 姨表 

169.  gai 礙 

170.  giak 額：份 

171.  gian 癮 

172.  giap 劣 

173.  giap mia 劣命 

174.  go 五 

175.  go ki chiu 五支須：好色之

徒 

176.  gong 憨 

177.  gong-gong 憨憨 

178.  gong kia< sai 憨仔婿 

179.  gua 外 

180.  gua ma 外媽 

181.  gua kong 外公 

182.  guek lai 月裏 

183.  hai 害 

184.  hai si lang 害死人 

185.  ha< 嚇 

186.  han cheng 行情 

187.  hap 合 

188.  hau ko 孝孤 

189.  hau lam 孝男 

190.  he ko 蝦膏 

191.  hiam 嫌 

192.  hia< 兄 

193.  hiong 橫行 

194.  hip 窒（翕） 

195.  ho kang 好空 

196.  ho koa< bo ho 
chiak 

好看不好吃 

197.  ho mia 好命 

198.  hoa< hi 歡喜 

199.  hok sai 服侍 

200.  Hok chia< 福清 

201.  Hok chiu 福州 

202.  hong hiam 風險 

203.  heng sui 風水 

204.  hoon bay 魂馬 

205.  hor 偏 

206.  hor leong par piu 虎龍豹彪 

207.  hu 符 

208.  hu kong 符貢 

209.  huak 喊 

210.  huan na oe 番仔語 

211.  iau kwi 枵鬼 

212.  iau siu 夭壽 

213.  ikan toa pek kong 大伯公 

214.  imm 蔭 

215.  imm poe 陰杯 

216.  iok tua< 藥單 

217.  itek tim 燖 

218.  jao she 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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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ji ee 二姨 

220.  ji ho 字號 

221.  ji kim 二妗 

222.  ji ku 二舅 

223.  ji un 字運 

224.  jin 認 

225.  jiok 褥 

226.  jiu 抹 

227.  kahwen kek beng 革命 

228.  kai chai 佳哉 

229.  kai siau 介紹 

230.  kak na chai 芥藍菜 

231.  kak thau 叩頭 

232.  kak thau 叩頭 

233.  kaki pak kha 縛腳 

234.  kam chek 疳積 

235.  kam cheng 坩鐘 

236.  kam guan 甘願 

237.  kam po 蓋布 

238.  kam siah 感謝 

239.  kam suk ia< 甘輸贏 

240.  kam tioke 感著 

241.  ka< si 敢死 

242.  kan chia 拉車 

243.  kan sin 奸臣 

244.  kana 橄欖 

245.  kang 工 

246.  kang thau 空頭 

247.  kap tioke 合著 

248.  kat kor 刻苦 

249.  kat mau 坩歐 

250.  kau 九 

251.  kau che 計較 

252.  kau kuan 交關 

253.  kau pun 夠本 

254.  kau sua 搞耍 

255.  kau tai 交代 

256.  kau tik 鋁 

257.  ke 加 

258.  ke 假 

259.  ke kiam 加減 

260.  keday Ah Chek 阿叔 

261.  kek khi 激氣 

262.  kek sim 激心 

263.  kek sim su 激心事 

264.  kek ya 架仔 

265.  khai 開 

266.  khau-khau 刨(摳) 

267.  khek 客 

268.  khi be 騎馬 

269.  khi chiak 乞吃：乞丐 

270.  khi chiak 乞吃：乞丐 

271.  khi chiak ke lo 
tia, hangku ke tai 
poey 

乞吃假老爹，海

龜假玳瑁 

272.  khi kha kun 起腳拳 

273.  khuak 闊 

274.  kia ke chu 居家室 

275.  kiak teng 侍童 

276.  kiam 儉 

277.  kiam siap 咸澀 

278.  kiam chai 咸菜 

279.  kia< le 行禮 

280.  kia< sai 囝婿 

281.  kia< tak 行止 

282.  kiat/kiak pai 結拜 

283.  kim po 妗婆 

284.  kim 金 

285.  kim chiam 金針 

286.  kin si 近視 

287.  kio 轎 

288.  kiok kia< sai 招囝婿 

289.  kiong hi 恭喜 

290.  kiong teng 宮燈 

291.  kit siow 焗燒 

292.  kiu mia 救命 

293.  ko kut 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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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ko lau 高樓 

295.  ko piau 姑表 

296.  kok tok 苦毒 

297.  kok yok 膏藥 

298.  kong 公 

299.  kong-kong 公公 

300.  kong si 公司 

301.  kong tau 貢頭 

302.  kong teck 功德 

303.  koo ya 舅囝 

304.  ku 舅 

305.  ku kong 舅公 

306.  kuai 乖 

307.  kuak chai 芥菜 

308.  kuan 欵 

309.  Kuan Imm Hud 
Cho 

觀音佛祖 

310.  ku chai 韮菜 

311.  kui 跪 

312.  kun 滾邊 

313.  kun thau sai hu 拳頭師父 

314.  la thau 套頭 

315.  lai 裏 

316.  lai kong 裏公 

317.  lai ma 裏媽 

318.  lai sun 裏孫 

319.  lai kui 裏鬼 

320.  lak 六 

321.  lak jit 日曆 

322.  lan san 零星 

323.  lang kan 廊間 

324.  lang khek 人客 

325.  lang-ting-tang 郎叮噹 

326.  lap 抹 

327.  lap chai 納彩 

328.  lau jiat 鬧熱 

329.  lau kau 老狗 

330.  lau khek 老客 

331.  lau kui 落氣 

332.  lau sai 流屎 

333.  lelong kuan 館 

334.  lemo kek ya 桔子 

335.  leng cheng 靈旌 

336.  leng gua 另外 

337.  leng tok 靈桌 

338.  li hai 利害 

339.  li kiat 小丑樣 

340.  li ko 尼姑 

341.  liam 唸 

342.  liam siap 黏接 

343.  liu 蹓 

344.  lo 囉 

345.  lo kio 蕗蕎 

346.  lo pin 髮夾 

347.  lok lan 落難 

348.  lok po lok sunk 落魄 

349.  lok tang. 癆損 

350.  lok tang 落乩 

351.  lok tong kia<  樂洞囝 

352.  long poey 狼狽 

353.  loteng 樓頂 

354.  lok tong 樂洞 

355.  luak 捋 

356.  luar 賴 

357.  luan 亂 

358.  luak chai 辣菜 

359.  luak ya 梳子 

360.  lun guek 閏月 

361.  m @ chai si 伓知死 

362.  m @tat 伓值 

363.  ma/mama 媽 

364.  ma cho 媽祖 

365.  machiok 麻雀 

366.  mak ko 媽姑 

367.  mee 麵 

368.  mee char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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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mee hun 米粉 

370.  mee sua< 麵線 

371.  mee suan thau 麵線頭 

372.  meja Sam Kai 三界 

373.  mia 命 

374.  minyak leng tok 靈桌 

375.  minyak pok ho 薄荷 

376.  mo tan 毛丹 

377.  ng chek 叔 

378.  hg chim 嬸 

379.  ng kim 妗 

380.  ng ko 哥 

381.  ng ku 舅 

382.  ng kua< 官 

383.  ng pek 伯 

384.  ng so 嫂 

385.  ngo heng 五官 

386.  noa lok lok 爛漉漉 

387.  nya 娘 

388.  ng kong 公 

389.  noa 爛 

390.  o kui 烏龜 

391.  o kui po 烏龜婆 

392.  o kui thau 烏龜頭 

393.  o kui thau 烏龜豆 

394.  o pan 烏斑 

395.  o pau 荷包 

396.  o to 襖兜 

397.  oa< bo 碗帽 

398.  obat thiap 帖 

399.  ohng 旺 

400.  ongkut 枉屈 

401.  ong ia< ti 好兄弟 

402.  ong ka ang ke 大二爺伯 

403.  pai 擺 

404.  pai chia< 拜正 

405.  pai to kia< 擺攤子 

406.  pai tui 排隊 

407.  pak kia< 芭仔(茇仔) 

408.  pak kim 拍鑱 

409.  pak kun thau 翻筋斗 

410.  pak poe 跋[片不] 

411.  pau 包 

412.  pau hok 包袱 

413.  pau si 飽死 

414.  pek chai 白菜 

415.  pek chia< 白淡 

416.  pek ji hap kau ji 八字合九字 

417.  pek kim 白金 

418.  pek-pek 伯伯 

419.  pek-pek 白白 

420.  pek su 白事 

421.  pi< bin 變面 

422.  piak 癖 

423.  piak tu 壁櫥 

424.  pian 變 

425.  pia< 餅 

426.  pia< 拼 

427.  pia< iok 拼藥 

428.  piau 表 

429.  po cha 婆姐 

430.  po pi 保庇 

431.  po pi peng an 保庇平安 

432.  po poey 寶貝 

433.  po thia< 打鐵（補鼎） 

434.  po un 補運 

435.  pok 博 

436.  pok ho 薄荷 

437.  pok kua 卜卦 

438.  pok o peng 薄荷冰 

439.  pon hun 胖粉 

440.  pong pah 胖泡 

441.  pong pong tiau 蹦蹦跳 

442.  popiah< 薄餅 

443.  puak 般 

444.  chepuak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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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puak 撥工 

446.  pua< kia< 伴仔 

447.  pua< sio< 半死 

448.  pun 潘 

449.  pun ki 畚箕 

450.  pun su 本事 

451.  pun tau 畚斗 

452.  pun tha< 扁擔 

453.  put hau 不孝 

454.  sai kong 師公 

455.  sak dam bu 耍功夫 

456.  sam kai 三界 

457.  Sam Kok 三國 

458.  sam chien 三層肉 

459.  samseng 三牲 

460.  sam-seng 三牲 

461.  sa< ee 三姨 

462.  sa< khar 三腳 

463.  sangkek um 送嫁姆 

464.  sar liauk 掃了 

465.  sar-sar 傻傻 

466.  sau pi 相罵 

467.  seng leh 喪禮（牲禮？）

468.  si 時 

469.  si ki 死忌 

470.  si-kia< 死撐 

471.  siak tang 錫桶 

472.  sia< 濕 

473.  sian 仙 

474.  sian iok 仙藥 

475.  siap 澀 

476.  siau 消 

477.  siau kin 踃筋 

478.  sim pu 媳婦 

479.  sinkek/ singkek 新客 

480.  sio chia 小姐 

481.  sio kim 燒金 

482.  sio sia ?衰 

483.  siok 惜 

484.  so un 索粉 

485.  sok 一束 

486.  song tiong 耗費（嵩重） 

487.  suak 煞 

488.  sua< 散 

489.  suay 衰 

490.  sun 順 

491.  susek 四色 

492.  tachi 大姐 

493.  taiko 癩哥 

494.  tak yat 大爺 

495.  tam tia< 探聽 

496.  tang chai 冬菜 

497.  tang hun 冬粉 

498.  tat 值 

499.  tang ki 童乩 

500.  tang kua 冬乾 

501.  tauge 豆芽 

502.  tauhu 豆腐 

503.  tau kua< 豆乾 

504.  tau suan 豆爽 

505.  tauyu/ tauk-yu 豆油,醬油 

506.  te bian 體面 

507.  teh liao 茶料 

508.  the ko 茶壺 

509.  the kuan 茶罐 

510.  tek chua 壓紙 

511.  tek chuey 得罪 

512.  tek khak 的確 

513.  tek kok seng 
hong 

德國神農 

514.  tek pai 壓盤 

515.  tek-way 德化 

516.  telor chiong 冲 

517.  tengok ngo heng 五官 

518.  Teochew/Techew 潮州 

519.  thak 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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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tham sim 貪心 

521.  thau chai 頭才 

522.  thau tak 兜搭 

523.  thau tok 頭釵 

524.  thiak 拆 

525.  thia< 廳 

526.  thiap 貼 

527.  thiap 帖 

528.  thor 桃 

529.  thua 拖 

530.  thuk 推 

531.  tiam 點 

532.  tiam sim 點心 

533.  tian tok 頑固 

534.  tiau tit 條直 

535.  tikam pi 幣 

536.  Ting Kong 天公 

537.  tiok 著 

538.  tiok kam 著感 

539.  tiong chit rumah 中樑 

540.  tiow 召 

541.  tit 直 

542.  tng 盯 

543.  tng sa< be koa 長衫馬褂 

544.  to chang 頭鬃 

545.  toa ha 帯孝 

546.  toa ee 大姨 

547.  toa kang 大空 

548.  toa pan 大扮 

549.  toa pan toa bin 大扮大面 

550.  to pia< 大拼 

551.  Toa Pek Kong 大伯公 

552.  toa te 自負 

553.  toa un 大運 

554.  toak / tuak 抽屜 

555.  tok 桌 

556.  tok po 桌布 

557.  tok po bo lo 桌布無路 

558.  tok sam kai 三界桌 

559.  tok wi 桌幃 

560.  tong guan [方童]旛 

561.  tork 毒 

562.  towkay 頭家 

563.  tu 櫥 

564.  tu tu ho 拄拄好 

565.  tua lau kau 大老猴 

566.  tui hoan 對反 

567.  u gong jip bo 
gong chut 

有憨入無憨出 

568.  ut hau 有孝 

569.  wangkang 艎舡 

570.  wi lo 圍爐 

571.  yen chi 胭脂 

572.  yoke chi 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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