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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韓國漢字詞與方言比較多數為語音分析，學者們多認為客語與韓國漢字詞的發音相

當接近，然而在少數詞彙比較研究中，卻得出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相似度低的結果，

此音義不同調的現象，引發本文對詞彙研究的興趣，在前人的詞彙研究中，學者們雖肯

定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與古代漢語有著深厚淵源，卻未進一步討論，也許以此切入，

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是以本文從古漢語層面討論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的關係，並從

詞彙比較差異中，分析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在「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客語特有詞彙及

其對應之韓國漢字詞的範圍中，以韓國漢字詞與客語詞彙進行對比後，發現兩者多數承

於古代漢語，由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成時，承自相近時期的古漢語來源，所以兩者有

許多同形同義詞彙，但又因詞彙發展環境不同，而產生同形異義詞。  

 

關鍵字：客語詞彙、韓國漢字詞、古漢語、詞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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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researches of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hanja and Chinese dialect focus on 

pronunci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ose researches, the pronunciation of Korean hanja and Hakka is 

very close. However, in some character compareson , they analyzed that the character between 

Korean hanja and Hakka is not that close. Therefore, for explaining this situation,we take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as a clue to see the homophyly between them. We expect to see the 

connection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in this research. To conclud of this research, Korean 

hanja and Hakka characters are similar because they got the same ancient chinese chacasource. 

 

Key words：Hakka, Sino-Korean, Ancient Chinese, Graphem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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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韓國漢字詞與方言比較研究處於起步階段，學界對韓國漢字詞與哪一漢語方言音系最

相近尚未有定論，部分學者主張漢字音與客語關係密切，如：嚴翼相肯定客語與韓國漢字

詞的語音相似度，另鄺紹賢之論文〈現代客家話와現代韓國漢字音의聲韻比較〉1
指出客

語及漢字音的聲母系統非常相近，嚴翼相主張客語及漢字音相似度最高，2客語——韓語

研究由此闢出一條新路，然此領域研究偏重語音分析， 在近幾年才把注意力轉移到詞彙

比較上。在語音研究的基礎上，嚴翼相進而想從詞彙相似度來印證音韻關係，然而卻得出

客語與韓國漢字詞詞彙相似度很低的結果，嚴翼相對此「音韻、詞彙不同調」現象提出具

參考價值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此類詞彙研究雖肯定方言及韓國漢字詞中同存有大量古

漢語成分，卻未針對古漢語成分進行分析，若由此切入，或許可自不同的角度得出新看法，

加以客語相對地較現代漢語更貼近古漢語，若以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進行對比，可避免

以現代漢語作比較時的盲點，應能更清晰地描繪出兩者的古漢語成分，故本文將對客語、

韓國漢字詞之古漢語成分展開研究。 

二、研究目的 
 客語是個內涵豐富、寓意深厚的漢語方言，客語悠久的歷史再加上客家族群多次遷徙

之故，使得客語兼顧南北、會通古今；而朝鮮半島自古以來與中國關係密切，韓國漢字詞

中亦保存大量的古代漢語，而又兼含自身特色，故可視古漢語要素為兩者對比橋樑。本文

在「客語能力認證特有詞彙」3與相對應韓國漢字詞中，以詞彙的古漢語成分來看詞義演變，

並比較詞彙的型態與意義，主要討探兩詞彙差異，再說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希望能做為

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研究的參考。 

                                                 

1 參鄺紹賢，〈現代客家話와現代韓國漢字音의聲韻比較〉(首爾：漢陽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碩士學位論文，

2000年)，頁 83-92。 

2 嚴翼相，〈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語言暨語言學》第 6卷第 3期(台北，2005)，頁 495。 
3 本研究之「客語特有詞彙」主要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詞彙中與現代漢語用詞意義、構詞相異者，又為研究
需要亦兼收「客語詞彙資料庫系統平台」、《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台灣客語辭典》、《客家話北方話對照

詞典》之客語詞彙，且盡量避免採用同於現代漢語之客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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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重要概念界定 

一、研究架構  

 為求研究的客觀性，本文語料選定力求用字公允、準確，在客語方面，以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主辦之「客家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詞彙為依歸，並參考《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
4
線上「臺灣客語詞彙資料庫」、

5
線上「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6
「台灣客家語

書寫推薦用字」，
7
因本題以「詞彙比較」為重心，故不拘泥於各客語腔調詞彙兼採之，但

為求系統性及效率，將以最多人使用的四縣腔客語詞彙為主，其他腔調詞彙為輔；韓國漢

字詞部分，因本題將從「現代韓國漢字詞」回溯其歷史根源，所以語料來源限定於「現代

詞彙」，又為求韓國漢字詞的公正性，採用《韓漢大字典》、
8
《韓中活用辭典》、

9
線上「國

立國語院標準國語大字典」、
10
線上「never韓國漢字詞字典」

11
之韓國漢字詞釋義。 

本文依「詞彙揀選」、「詞彙語源搜尋與比較」、「詞彙異同探討」三步驟書寫。詞

彙揀選分兩層次，為了與「漢語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研究」做區分，其一袪除客語能力認證

初級、中高級詞彙中形義同於「現代漢語者」，例如：「甜湯」、「專員」、「起轎」等，

因主要以「詞義」做為揀選標準，故漢語及客語形態相同、詞義不同者亦收之，如：客語

詞彙「車牌」指「公車站牌」，現代漢語「車牌」指「掛於汽、機車的長型號碼牌」，兩

者雖同形但詞義不同。由此法得「客語特有詞彙」中高級詞彙 413條、初級詞彙 932條；

其二為「客語特有詞彙」找尋對應的韓國漢字詞，得本研究主要比較語料 198組詞彙，其

中初級詞彙佔多數。 

                                                 

4 何石松、劉醇鑫主編，《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臺北：北市客委會，2007)。 

5 臺灣客語詞彙資料庫 http://wiki.hakka.gov.tw/ 

6 線上「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7 「台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 http://www.edu.tw/download_list.aspx 

8 劉佩霖主編，《韓漢大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9 民眾書林編輯局，《韓中活用辭典》(首爾 ﹕民眾書林出版社，2004)。 

10 線上「國立國語院標準國語大字典」http://124.137.201.223/main.jsp 

11 線上「never韓國漢字詞字典」http://hanja.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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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詞彙揀選後，在第一章緒論後，為聯繫韓國漢字詞與客語詞彙並闡明兩者比較的

可能性，第二章先分述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發展歷史的源流，再說明兩者的詞彙系統，釐清

本研究兩比較對象的背景；第三章重心在語料比較，先說明本研究的和心理論「ENT詞彙

模式」，再以其「廣義轉移」、「擴大」、「縮小」之詞彙演變現象為準，分析古漢語成

分在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中的變化，接著為求詞彙比較的系統性，將語料分為「同形同

義」、「同形異義」詞彙，並依詞類及「客語能力認證中級、中高級基本詞彙」編號表列，

再比較說明其異同及詞義演變；第四章就前章成果，就兩者共源性及異質性，分節探討兩

特性共存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原因；第五章為結論，除本研究結論外，另述及研究限制

及期許。 

二、重要概念界定   

(一)以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為標準的正當性 

  本研究最初嘗試以韓國以「國家公認漢字資格考試」之 1569條核心詞彙為主，並於

「客語能力認證詞彙」搜尋相對應之客語詞彙，希望將兩比較詞彙同置於「檢定考試詞彙」

平臺上，但比對結果發現可對應的詞彙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可能是兩詞彙來源的收錄目

的、使用對象、選字的原則不同，所以兩檢定考試間存有許多差異，若仍執著於「檢定考

試詞彙比較」，則所得語料過少，將降低研究的可信度。是以本題轉而一以「檢定考試詞

彙」為主、一以辭書對應的方式選定語料範圍，經過一番搜尋與比較，最後決定以「客語

能力認證考試」詞彙為主，再於辭書中為之尋找相對應的韓國漢字詞。 

比較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各檢定考試後，考量「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主辦單位為台灣

行政院客委會，詞彙收錄編輯時，藉政府的力量延攬各方客語人才，具一定的公信力與嚴

謹度，故本題以此為標準。反觀韓國的檢定考試，自 2000起出現各式各樣的漢字檢定能力

考試，較通行的有「漢字能力檢定」、「漢字資格檢定」、「韓國漢字檢定」、「國家公

認漢字資格考試」、「漢字檢定能力考試」、「國家公認漢字漢文指導師資格考試」、「漢

字混用國語實力評價」等漢字考試，皆是由民間協會主辦，林立的檢定考試顯得標準較紛

雜，選定任一檢定考試詞彙恐流於偏頗，故轉求在編定上相對嚴謹的辭書。 

客語詞彙本身有許多用字分歧現象，例如：指稱「兒子」的客語詞彙有「倈仔」、「徠

仔」、「賴仔」等寫法，這樣的選字差異導因於早期未有統一書寫系統辦法，在客家話相

關作品中只好各自依作者之見選字表述客語，因此造成客語詞彙用字百家爭鳴情況，幸而

台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客語能力認證」系列書籍定下較公允的詞彙使用規範，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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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訂定詞彙為準展開研究，並斟酌參考《客語詞庫》
12
及線上「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13
用字，文中遇待議詞彙時，則兼採其他工具書及師長建議，試著提出其他可能用字，並概

略說明原因，以供參考。 

坊間的客語詞彙書籍可分兩大類：「學校客語教材」、「辭書」，其用字多取決於編

輯群的認定，例如：表客語「屁股」的用字有「屁股」、「㞓胐」、「屎胐」、「勢窟」、

「㞓胐」等，同一詞彙在各版用書中不盡相同；而客語辭書方面則存在「腔調收字不齊」、

「地域性用詞註記不明」等問題，這樣紛亂現象阻礙著客語書面化及客語教育的推廣。「客

語能力認證考試」是唯一官方考試，配合考試每年修訂出版詞彙彙編，可降低詞彙的錯誤

率，現最新版本各級別詞彙計 6642條，
14
皆為常用、爭議性較低的詞彙，遇待議字詞彙加

註用法，並將四主要腔調詞彙分冊，各書加註地域性用詞。由於此套彙編質量較高、腔調

收錄全面，且官方考試用字為未來趨勢，故本文以「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詞彙為語料來源。 

(二) 古漢語範圍 

本研究之古代漢語時間範圍指「上古漢語」、「中古漢語」。此分法同於一般漢語語

音學所指的「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上古漢語」指先秦到漢朝時

期，「中古漢語」指南北朝、隋唐，「近代漢語」的時間界定較不明確，從語言上來說，

是指與北京官話接近的漢語。由於客語詞義包含古今，而韓國漢字詞從漢字傳入之初一直

到近代仍持續不斷地接觸漢語，所以兩者詞彙中的語義成分來源的時間範圍極廣，中古漢

語應與之有著密切關係，然而上古漢語的淵源亦不容忽視，故本題將上古漢語及中古漢語

同視為古代漢語；又為與前賢之「現代韓語及現代漢語詞彙比較研究」做區別，考量「詞

彙的多元包容性」、「與現代漢語的區隔性」，本研究語料收錄時，去除與現代漢語相同

的客語詞彙，再為之找尋對應的韓國漢字詞，同樣地為詞彙尋找古代漢語根據時，應排除

以現代漢語根據的詞彙，由於現代漢語確立與清代「北京官話」息息相關，所以本研究視

清代以後的資料為近代漢語。 

                                                 

12 何石松、劉醇鑫主編，《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頁 1-1042。 

13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是一部由「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組」建置的線上辭典。參考網址：ht
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14 參考附錄一：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初級、中級、中高級詞彙彙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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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代客語詞彙及客語特有詞彙 

「現代客語詞彙」是一套適用於記錄客語的文字，其書寫系統以漢字表達，為能順利

進行客語教材中的討論，需將「現代客語詞彙」一詞說明清楚，本文所指「現代語詞彙」

為語料來源
15
中的客語詞目，多數字詞形、義與現代漢語相通，如：「甜湯」、「司令」、

「藥行」等，部分詞彙則為客語特殊組詞用字，即「客語特有詞彙」，其定義為：客語能

力認證考試詞彙彙編中，部分意義、構詞不同於慣用的現代漢語詞彙，又分「特殊組合詞

彙」或「為符合客語特性而新造的客語字詞」，前者如：客語詞彙「赴車」指「趕車」，

雖「趕」、「車」皆為現代漢語字詞，但卻未見此組詞形式，又如：「單淨」指「僅僅」，

客語詞彙「分」指動詞「被」等，後者如：「 擔」指「挑擔」，其中「 」為新造字，

詞類詞彙占極少數。 

客語與現代漢語詞彙雖使用相同的書寫系統，但為求貼近各個詞彙之發音及語義，而

選用不同字詞表達，且客家詞彙裡還包含了悠遠的客家族群歷史與文化，一系列關於耕作

的用語透露出客家族群的耕作文化，如：耕山人、耕田人、旱田、田埂、田邊、佃農、打

田、蔭田、河壩田、改田角、良田、落田、麥田、田脣等；諸多米製品詞彙顯示客家族群

的飲食特色，如：粄圓、發粄、紅粄、蘿蔔粄、麥粄、九層粄、菜頭粄、甜粄、艾粄、面

帕粄等，又可從器物用品類詞彙推敲客家族群的生活型態，例如：「笠嫲」指斗笠，此詞

彙不僅透露客家族群大量外出工作的需求，還運用了特殊的客語詞綴「嫲」；另可從親屬

稱謂詞彙看出傳統儒家禮教，婚喪喜慶類詞彙則有助於瞭解客家族群的禮節面貌，所以客

語詞彙裡的文化訊息是解讀客家族群的載體，值得細細分析。 

  

                                                 

15 本研究之「客語語料來源」主要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詞彙」，又為研究需要亦兼收「客語詞彙資料庫系
統平台」、《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台灣客語辭典》之客語詞彙，且盡量避免採用同於現代漢語之客語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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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探討與回顧 

一、漢語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研究資料 
此類資料多為「成為教學參考」而做，或使學習中文者能更清楚韓漢差異，或使教授者

能更瞭解學習難點，這些資料是方言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研究的重要參考，不僅能借鏡其比較

方法，還可做為韓國漢字詞與方言比較的基礎。韓國漢字詞的研究在韓國及中國等地資料豐

富，尤其兼具兩種語言學識者已默默耕耘許久，語音研究方面，例如：李妍林在〈韓‧中漢

字現代讀音比較研究〉
16
中以 1800 個韓國教育用基礎漢字中的破音字為考察語料，說明在這

些破音字中只有 67個是韓國特有的，其它全部保留了中國中古音，以證韓國破音字的讀音保

留許多中國中古音。而後還有徐建宏於1999年之〈韓語詞彙和韓國語漢字的對比研究〉、17
宋

尚美2001年之〈漢韓同義詞對比研究—以名詞為例〉；18
形、音、義比較資料方面，2001年全

香蘭的〈韓中漢字比較研究〉
19
論述全面，分韓國漢字現狀、漢字政策、對外漢語教學三方面

的影響進行論述。以韓國所有漢字為範圍，比較韓國固有漢字之構成和漢字的簡化、探討中

國漢字與韓國「訓民正音」的關係，並分別論述韓國漢字詞同形同義、同形異義、異形同義。

2005年徐新偉的《中韓漢字比較研究》以 2905 個《漢語水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漢

字和 3000 個韓國常用漢字為範圍，採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從中韓常用字中採樣，比較了

字量、字形、字音、字義。樸貞愛的〈韓國教育用基礎漢字和中國現代漢語常用漢字比較研

究〉
20
以韓國教育用基礎漢字和中國現代漢語常用漢字為範圍，除字量的比較外，文中統計韓

中共用漢字，再從字形、字義方面分類，對同形同義、同形多義和同義殊字進行比較。 

                                                 

16 李妍林，〈韓‧中漢字現代讀音比較研究-異音別義字를 中心으로-〉(首爾：淑明女子大學碩士論文，1988 
年)。 

17
 徐建宏，〈韓語詞彙和韓國語漢字的對比研究〉，《遼寧大學學報》，第 158期(瀋陽，1999)，頁 107-110。 

18 宋尚美，〈漢韓同義詞對比研究—以名詞為例〉，《漢語學習》，第 4期(延吉，2001)，頁 55-62。 

19 全香蘭，〈中韓漢字比較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1 )，頁 1-146。 

20 朴貞愛，〈韓國教育用基礎漢字和中國現代漢語常用漢字比較研究〉(首爾：檀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碩士論
文，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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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方言與韓國漢字詞比較資料 

(一)語音比較資料 

這類的研究資料顯示，學界逐漸把注意力從「韓漢比較」轉移到「漢語方言及韓國漢

字比較」研究，且一開始專注於音韻研究上，如：嚴相翼〈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

類似度〉
21
依據鄭錦全的計量方法統計兩者間的溝通度，雖某些學者認為韓語和粵語連結性

最強，但嚴翼相依鄭錦全的語音類似度為比較準則，研究出的結果反而是客家話最接近韓

國漢字音；
222005年的〈韓國漢字音和相近中國方言搜尋〉同樣是以鄭錦全的測定方法，

提出較科學的數據，並指出「粵方言」與韓國漢字詞的溝通度最高，其次是客方言」、「贛

方言」，再次為「閩方言」，而在「語音類似度」方面，仍舊是客方言與漢字音最接近，

而後才是閩方言，粵方言再次之。
23
另外鄺紹賢〈現代客家話와 現代 韓國 漢字音의 聲韻

比較〉
24
指出現代韓國漢字音和客家話語音系统對應度極高，尤其體現在「聲母」方面。由

此可知，在客語與韓國漢字詞詞彙比較前，還有音韻上的關係作為基礎。 

(二)詞彙比較資料 

1. 2005年金元中〈韓國漢字詞與中國方言詞彙比較〉、崔玉和〈韓國漢字詞與中國方言

詞彙比較〉 

這兩篇文章的選詞範圍同為《漢語方言詞彙》
25
中各方言詞彙的代表字，〈韓國漢字詞

與中國方言詞彙比較〉指出與韓國漢字詞相似度最高的是北京占 75%，最低的是建甌占 4
                                                 

21 嚴翼相，〈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頁 483-498。 

22 嚴翼相，〈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頁 495。 

23 엄익상 ， 〈한국 한자음과 가장 가까운 중국 방언 찾기〉，《중국어문학논집》，제 31호( 서울：2005)，
pp. 7-28。 

24 鄺紹賢， 〈現代客家話와現代韓國漢字音의聲韻比較〉(首爾：漢陽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碩士論文， 2000)，

頁 83-92。 

25 《漢語方言詞彙》含 20個方言：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武漢、成都、合肥、揚州，蘇州、溫州，長
沙，雙峰，南昌，梅縣，廣州，陽江，廈門，潮州、福州、建甌，收 1230條基本詞彙，並分 9詞類：名詞、
動詞、形容詞、代名詞、數詞、量詞、副詞、介詞、連詞，其中名詞最多占 52.7%，共 648條詞彙。參考北
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語言學教硏室編，《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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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6
金元中認為相似度最高的是官話方言，占 67.6%，包含北京、濟南、揚州、西安

等地，較低的閩方言，占 38.2%，包含潮州、福州、建甌等地。
27
嚴翼相還指出這兩篇文章

選字條件的設定較偏向北京地區，所以該設定有一定侷限，故嚴翼相於其文〈韓國漢字詞

名詞和相近中國方言搜尋〉
28
重訂新的選字條件進行研究，此文之詳細結果見下面第三點。

大體來說這兩位是最早關注方言詞彙與韓國漢字詞關係的學者，雖其研究具一定的時空限

制，但卻啟發後世對方言詞彙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的關注，不失為拋磚引玉之作。 

2. 2006年金泰京〈韓國詞彙與閩方言詞彙比較〉  

文中
29
指出許多懂中國方言的人表示閩方言與韓國漢字詞非常類似，進而引發作者對閩

方言詞彙起源、特徵的興趣，此文目的除了聚焦在閩方言上，還藉由詞彙比較探討閩方言

與韓國漢字詞的類似度及其原因，主要以閩南方言四區域：閩南-廈門、閩北-建甌、閩東-

福州、廣東-潮州語為比較中心，還加入其他官話、方言一同比較。此文結論指出重點如下：

一、閩南方言中的廈門地區與韓國漢字詞共有的詞彙比例最高。二、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

時間應與古漢語向南傳播的時間相當，所以兩地距離雖遙遠，詞彙一致性卻很高。三、閩

南地區因地形較封閉，所以方言中仍保有豐富古漢語成分，朝鮮半島則是因為傳入的漢字

與原語言體系不同，所以韓國漢字詞變化不大。 

 金泰京〈韓國詞彙與閩方言詞彙比較〉縮小了被比較方言的範圍，並注意到古漢語成

分在韓國漢字詞與閩方言間所扮演的橋梁角色，再以此推測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可能時

間，詞彙比較部分主要以閩南方言與韓國漢字詞為主，為了能凸顯閩方言特點，於詞彙比

較時，仍然加入其他方言與官話。作者還在文中指出南方方言不僅具有「音韻共有」的性

質，連詞彙也具共有的現象，這樣的特點可作為方言分區的參考，
30
此文考慮到閩方言中各

區域的差別，作法全面值得參考。 

 

                                                 

26 최옥화.，〈한국한자어와 중국방언 어휘비교〉( 서울：한양대학교 학사졸업논문，2005)。 

27 김원중，〈한국한자어와 중국방언 어휘비교〉( 서울：한양대학교 대학원 중국방언학 연구보고서，2005)

。 

28 엄익상，〈한국 한자어 명사와 가장 가까운 중국 방언 찾기〉，《중국어문학논집》，제 43호(서울，2007)
。 

29 김태경，〈한 국  어 휘 와  閩방언의  어휘  비교〉，《中國學報》，第 54輯(首爾，2006)，頁 19-35
。 

30 김태경，〈한 국  어 휘 와  閩방언의  어휘  비교〉，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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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7年嚴翼相〈韓國漢字詞名詞和相近中國方言搜尋〉 

〈韓國漢字詞名詞和相近中國方言搜尋〉運用鄭錦全的電腦計量方法找出與漢字最相近

的中國方言，做為推測韓國漢字詞流傳的途徑與分化現象的參考，其語料範圍為《漢語方言

詞彙》
31
中的名詞，再依嚴翼相所定條件

32
篩選出148條詞彙，於表格比較形義異同，統計結

果得出「長沙」地區方言詞彙最接近韓國漢字詞，其次為「北京」，最後為「梅縣」，且「北

部方言」最接近韓國漢字詞，其次為「中部方言」，「南部方言」則最與韓國漢字詞相距最

遠。嚴翼相另篇論文得出客語是與漢字音相似度最高的中國方言，
33
所以對此詞彙研究結果

頗感訝異，並進一步推測客語在音韻最接近韓國漢字詞，卻在詞彙方面與韓國漢字詞距離最

遠的原因，其一、漢字傳入朝鮮半島後，仍與中國北部、中部密切交流，因而湧入大量詞彙，

使得詞彙改變的速率大於音韻變化；其二、中國南部方言定著或分化的時機、發展的速度與

韓國漢字詞相當，故使漢字音與中國南部方言相近；其三、一般而言「音的變化」較「詞彙

的變化」來的保守，此點合於韓國漢字詞的音與詞彙變化現象。 

嚴翼相首先注意到是音韻方面的比較，從中國上古音與百濟音比較開始，轉而注意到「漢

語方言」與「韓國漢字音」的關係，進行中國方言計量分析後，針對漢字音和方言的語音類

似度展開調查，並將對兩者音韻關係的興趣延伸到詞彙比較上。其研究中與本文關係密切的

為〈韓國漢字詞名詞和相近中國方言搜尋〉，此文提供了較為科學計量化的詞彙比較數據，

並注意到北、中、南三地與韓國漢字詞的親疏關係，還考慮到詞彙因距離產生的區域性差別，

因其肯定南方方言與韓國漢字詞相似的定著、分化、發展時機，也就是肯定兩者與古代漢語

的淵源，使本文欲從古代漢語資料著手，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詞義關係找尋線索。 

4. 鄺紹賢〈韓國漢字詞與南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 

鄺紹賢認為「韓國漢字詞」和「客語」、「閩南語」相似度極高，文中藉找出三者異

同，拉近漢語方言與韓國漢字詞的距離。詞彙選定以「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2000字為

                                                 

31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語言學教硏室編，《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32 篩選原則：a保存形義相同的詞。b排除在漢語中可單獨使用，卻不能在韓國漢字詞中單獨使用的單音節

詞，如：「風」在韓國漢字詞中不被單獨使用。c保留同詞綴同義的詞，如：兩者同有「桌子」，韓國漢字詞

中無「金子」，則刪此詞。d排除含不存於韓國漢字詞的詞綴之詞。e排除同形意義詞彙，如：「顏色」在韓

國漢字詞指「臉色」，漢語指「色彩」，形同義異故排除。參考엄익상，〈한국 한자어 명사와 가장 가까운 중
국 방언 찾기〉，頁 152。 

33 見嚴翼相，〈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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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再依工具書
34
篩選出相對應的 366詞彙，並考察三者的形態、意義，其結論重點如下：

一、三者中皆多「單音詞」。二、「韓國漢字詞」和「客語」、「閩南語」之對應詞彙的

基本詞素相同，但閩語、客語多會接具有方言特徵的字，例如：基本詞素「送信」後接「仔」。

三、 語義和形態上綜合對比後，顯示「韓國漢字詞」和「客語」的相似度比「閩南語」更

為接近。四、韓國漢字詞來源除中國外，也有大量日源漢字詞，客家話及閩南語亦同。
35 

此文指明韓國漢字詞和客語在詞彙的相似度較閩語高，但韓國漢字詞和客語在形態、語義

完全相異之詞彙比例卻比閩語來得高。作者認為韓國漢字詞與漢語方言詞彙上有關聯性，

故以量化統計之數字顯示其詞彙相似度，為韓國漢字詞與漢語方言詞彙比較研究提供很好

的參考，唯文章限於篇幅未一一將語料比較列出，所以使讀者無法做全面性的瞭解，實為

可惜。  

大體而言無論是「韓國漢字詞研究」、「客語研究」、「韓漢比較」還是「韓國漢字

與漢語方言研究」，在前人的努力下早已耕耘出一片天地，但「韓國漢字與漢語方言研究」

仍有許多待發展的空間，尤其是韓國漢字詞與客語的比較研究，此領域雖然已從語音對比

研究建構兩者間的相關性，但是詞彙方面則不如語音研究般完善，尤其詞彙裡由古代漢語

所串聯的樣貌尚未被完全揭露，因此本文期待透過有系統的、有根據的比較，以詞彙中的

古漢語成分搭起橋樑，挖掘出更多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中的關連性。 

三、研究貢獻 

在上節所討論的前人研究成果中，可發現客語及漢國漢字詞比較領域尚有許多研究空

間，本文對比較對象、比較方法做出較新穎的做法，並於研究中得出兩詞彙的差異，現將

本研究貢獻列點說明於下： 

(一)以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比較為主軸 

在韓國漢字詞及方言比較領域中，詞彙比較起步晚於音韻比較，音韻比較研究占多數，

雖然在前賢的語音研究中，高度肯定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語音相似度，詞彙比較研究中卻

沒有單純以「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比較者，較相關的研究僅有：〈韓國漢字詞與中國

                                                 

34 詞彙依據資料在韓國漢字詞有『우리말 어원 500가지』(예담)及『國語辭典』. (民眾書林)；漢語方言中
的閩客方言依據資料為『廈門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客家話通用詞典』(中山大學出版社)，另
外也參考了網路線上詞典「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語出鄺紹賢，〈韓國漢字詞與南

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55號(首爾，2009)，頁 35。 

35 鄺紹賢，〈韓國漢字詞與南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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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詞彙比較〉、〈韓國漢字詞與閩方言詞彙比較〉、〈韓國漢字詞名詞和相近中國方言

搜尋〉、〈韓國漢字詞與南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等，其中〈韓

國漢字詞與南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特以「閩客方言」為中心，

與本研究相關性較強，其結論指出相較於閩南語，客語與韓國漢字詞的相似度較高，36本

題以此延伸，將比較範圍做出新穎的設定，單獨抽離漢語方言中的客語，並以之與韓國漢

字詞比較。 

(二)以「古漢語成分」作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比較線索 

 在前賢的詞彙比較研究中，多著重形態、意義的分析比較，且研究中雖認同「漢語方

言」、「韓國漢字詞」與「古代漢語」有極大的淵源，卻未就其中的「古漢語成分」展開

研究，為求較全面地比較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本文除了形態及意義比較外，再以兩者中的

「古漢語成分」切入，觀察其詞義演變的差異，期待得出較全面的詞彙比較結果。 

(三)說明客語及韓國詞彙差異的可能原因 

在比較客語詞彙、韓國漢字詞的詞義演變後，針對第三章所列的「古漢語詞義」差異，

從歷史面向、語言面向展開，或從兩者自身差異面向，推演兩者差異的原因，嘗試說明比

較結果差異。 

 

                                                 

36 鄺紹賢，〈韓國漢字詞與南方漢語方言的詞彙對比分析—以閩客方言為中心〉，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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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客語與韓國漢字詞的源流及關係 

第一節   使客語詞彙內涵豐富的客家族群歷史 
雖本題研究重點在「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彙比較」，但族群的形成、演變與語言的

變化相輔相成，所以將在此節先釐清「客家族群與客語關係」。本文所指「客家族群」包

含早期「客家民系」37概念，又因應現代族群融合現象，故所指範圍更大。客語豐富多元

的特性與客家族群的遷移有關，在客家民族形成的漫長過程中，最初主要是以「血緣關係、

「親屬關係」及「地緣關係」作為聯繫，經過多次遷徙與族群融合，而使客家話承為語貫

古今、義通南北的面貌。 

一、中國的客語 
客家族群的起源可分為兩大派說法，其一為北來說，認為客家人原居中原，而後為避

災禍而南遷，再與移居地各民族融合形成現今的客家族群，使得客語含有北方漢語和南方

語言特色，支持此派說法的學者有羅香林、陳運棟、陳支平等；其二為非北來說，認為客

家先民非從中原地區而來，而是原居於南方的民族與少量北來的漢人融合而成，語言構成

的主體仍是以南方語言為主，再受北方漢語影響，認同此說學者有房學嘉、羅肇錦、王東

等。客家族群的來源關係著客家話的內涵及語言特色，今列舉兩派數位學者說法於下，以

明客家話與北方語言及南方方言的淵源。 

(一)北來說 

 1.羅香林：客家人分五階段由北向南遷徙。 

    羅香林 1933年出版之《客家研究導論》及 1989年之《客家源流考》38
兩本書對客家族

群的源流有詳盡且具系統化的考證，可以說是確立客家源流研究方向之作，《客家研究導

論》提出了客家民族五次大規模遷徙的說法，除論及源流外，對客家文教、客家特性、客

                                                 

37 羅香林於《客家研究導論》中將南方漢人分為「越海系」(又稱江浙系)、「閩海系」(福佬系)、「湘贛系」、
「南漢系」、「客家系」，「民系」指的是同一民族內部的各個支系。參考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
南天書局，1992)，頁 71。首用「族群」取代民系的為 1982年梁肇庭的〈客家歷史新探〉，該文以族群概念
討論 16至 19世紀的客家民運動。參考梁肇庭，〈客家歷史新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1期(廈門，1
982)，頁 101-105。 

38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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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群與近代中國關係亦多著墨。羅香林主要從客家人的「祖譜記錄」、「堂號」重構客

家族群遷徙路線，聲明客家人源自中原地區，此說法多得到後來學者肯定，成為一家之言，

今參考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從客家族群遷徙論述，列表說明書中所述的遷徙時間、遷徙

之因、遷徙起迄點及語言的變異： 

表 1客家族群遷徙表 

序號 遷徙時間 遷徙之因 遷徙起迄點 語言的變異 

一 
東晉至隋唐 

約 317-879A.D. 
五胡亂華 

山西至長江南北岸(尋

穎、淮、汝三水路移動) 

1客家話尚未形成 

2受中原正音影響 

二 
唐末至宋 

約 880-1126A.D. 
黃巢之亂 

1河南到江西再至閩南 

2贛北、中部到贛南、

閩或粵北 

1與北方方言漸有區隔 

三 
宋末至明初 

約 1127-1644 A.D. 

南宋重心轉移 

宋末元兵南下 

贛南、閩南至粵東、粵

北 

1客家民族形成 

四 

明末清初至乾嘉時

期 

約 1645-1867A.D. 

滿人南下 

居地不足 

1粵東、粵北至粵中

部、四川東部中部、廣

西、濱海地區、台灣 

2贛南、閩南至贛西 

 

五 
乾嘉時期後 

約 1867A.D. 

土客械鬥 

太平天國 

1粵中、粵東至粵西 

或海南島 

 

            出處：整理自《客家研究導論》，頁 40-67及《客家源流考》，頁 15-39。 

    本表格可看出羅香林以為客家民族原本是從中原地區而來，且時間可上溯至東晉、隋、

唐、五胡亂華時，但在此時客家話尚未形成，這批南遷的漢族使用的是北方語言，羅香林

又說此次移民依原居地分三大類別，一、「秦雍流人」：部分居於陝西、甘肅、山西的人

沿和水流域而下，度過長江，而達洞庭湖區域，或更遠的溯湘水轉桂林，沿西江移入廣東

中部或西部。二、「司豫流人」：原居今日河南、河北的部分人民沿汝水渡長江，最後停

留於太湖區域，部分的人再順長江到達安徽省中部，或者沿贛江到閩粵贛交界地，羅香林

認為此派可能為客家先民及後來與畬族融合的一支。三、「青徐流人」原居山東、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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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部分人民循淮水而下，越長江至太湖區域或至浙江福建沿海。39後來唐末至宋時因

黃巢之亂造成第二次遷徙，此時有兩不同遷徙路線之移民，其一為未於第一時期離開中原

地區河南的漢族，其遷徙路線是從河南至江西、閩南，其二是在第一期遷徙時已經到江西

的一支，移居到贛南、閩或粵北；在第三次遷徙時，客家民族形成，遷徙路線是從贛南、

閩南至粵東、粵北；至明末乾嘉時為第四次遷徙，客家民族因滿人南下及客家族群內部人

口膨脹的關係，分兩路線一為粵東、粵北至粵中部、四川東部中部、廣西、濱海地區、台

灣，二為從贛南、閩南移至贛西；乾嘉時期後為第五次遷徙，因土客械鬥及太平天國之亂

再度轉移陣地，從粵中、粵東至粵西或海南島。 

2.陳運棟：客語和中原語言關係密切，且客語的形成最晚不遲於宋代。 

     陳運棟認同羅香林遷徙論，指出客家人是中原漢人遷徙至南方而形成的族群，所以客

語與古代漢語的關係很深，陳運棟以客語之音系對比歷代韻書，指出客語與中原語音有密

切關係。首先論證先秦語音為客家音系來源時，舉《詩經》之韻為例，客語發音能克服現

代漢語發音時不協韻的問題，如：《詩經》「蓁、人、身、薪、榛、苓」與「門、雲、存、

零、慍、問」分屬不同韻，陸法言作《切韻》才將之合併，現代漢語中為韻腳「in」，在

客家音系中，前者為「in」韻，後一組字為「un」韻。40接著對比現代客家話與韻書音韻後，

提出客家話形成於宋代的看法，41比對《中原音韻》42與客家話聲母及發音，發現兩者幾乎

完全相同，得出客家話聲母系統最晚已在宋朝末年形成之結論；又以南宋紹興二年(A.D.1

132)年刊行的《斐軒詞林韻釋》之韻部與客家話韻部幾乎相合之因，認定客家話的韻部亦

在宋時形成；在聲調方面，依據清代趙培梓的《剔弊五方母音》一書指出古代北方語言的

聲調可在入聲中分陰入、陽入，成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六聲調，

與客家話相同，其說法認為客家話中有許多部分包含上古至近代的語音，並提出音韻上承

襲古代漢語的證據，藉其研究成果，可推論客語中應保留著大量古代漢語成分。  

                                                 

39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頁 10。 

40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79)，頁 153。 

41 陳運棟，《客家人》，頁 165。 

42 《中原音韻》保存了 13、14世紀的北方音系，一般都稱之為「早期官話」。這部韻書依據當時元曲作家的
用韻歸納而成的……書成於泰定元年(1324年)。全書收錄五千、六千字，分十九韻。參考竺家寧，《聲韻學》
(臺北：五南，1992)，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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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支平：在羅香林所指的較單純的客家人外，另有多數北來客家人融入南方民族。 

    陳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論》主要是對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考》提出不同的意見，作者

以為羅香林僅注意到在遷徙過程中少與其他民系混雜的客家人，其實客家人尚有「同祖後

分為客家人與非客家人」、「非客家人入閩粵贛山區成為客家人」、「客家人遷入非客家

區成為非客家人」、「客家人與非客家人交相混雜」43這四類。 

客家民系與南方各民系的主要源流來自北方，客家血統與閩、粵、贛等省的其他非

客家漢民族的血統並無明顯差別，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客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

們都是中華民族一千多年來大融合的結果。44 

以上引文主要觀點有：一、客家先祖與非客家族群的原居地、血統及遷徙過程大致相同，

二、客家族群及非客家族群同遠祖，因交錯遷徙及社會因素，兩者分支有的成為客家人，

有的成為非客家人，且身分別具變動性。整體而言陳支平仍是認同客家族群與北方的淵源，

僅在細部思考異於其他各家，其第二觀點道出了族群融合的必然發展，顯見客家族群的多

元化與包容力，亦同時肯定南方族群與客家族群的淵源。 

(二)非北來說 

    此派學者著眼於客語及南方方言的密切關係，推出客語源於南方方言的說法。客家族

群的來源傳統說法為北來說，房學嘉則提出客家源流非起於北方漢人的新說法，認為古越

族為客家基礎，古越地區屬中國東南方，約北起江蘇南迄越南，其論據為「田野調查資料」

及「南方出土文物」，也就是說他認為古代文化是多元並存的，而客家族群源起於南方。

羅肇錦與房學嘉的觀點在大方向上是相同的，但羅肇錦在語言學上做論證，提出客語不僅

源於南方，尤其以彝、瑤、畬語為客家語言形成的根本，在演變的過程中加入北方漢語要

素而成為現在的客家話，另外王東則指出客語和江西話非常相似。 

1.房學嘉：古代文化是多元並存的，而客家共同體形成於南方，主體為古越族。 

房學嘉從文化角度聯繫客家族群與南方古越族，顯示兩者應被重視的關係。在古越族地

區的客家共同體形成前，有兩次較重要的文化融合，第一次為秦大舉南攻，古越族雖奮力

抵抗，但終不敵秦國的武力攻擊，秦所帶來的文化融入此地，而六朝時期又是另一次融合，

                                                 

43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頁 30。 

44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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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從中原地區來了許多南渡的漢人，使此區增置郡縣、促進生產、推廣封建意識、增加

道佛觀念。45而客家的發展與形成，今引房學嘉之《客家源流探奧》一段文字，可做為其

說法之概括：  

南朝末期，生活在客地的先民，已具有共同的思想意識、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

俗習慣等，標誌著客家共同體已初步形成。這個客家共同體，是南遷的中原人與

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遺民混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客家共同體有自己

的語言，但沒有文字。自秦漢實行「書同文」以來 400多年漢化教育，奠定了客

家人使用漢字的基礎。46 

上列引文指出客家人是於南朝末年形成的「客家共同體」漢化而成的，此共同體的組

成是以古越族為主，少數中原南遷漢人為輔，此論述建立在古越族自身已有的悠久歷史與

文化上，房學嘉並以現代客家地區大量出土的文物，如：石器、陶器、矛、戈、罐、斧等，

47證明在古代此區域已有高度的文化發展，具有形成客家文化的基礎。由其論述中可知，

客家人使用漢字的歷史已久，此點也顯示客語及古代漢語的深厚淵源，又房學嘉高度肯定

客語的南方淵源，其看法為客語與古越文化關係做了一個註腳，亦提醒後來的研究者須注

意此特殊關係。 

2.羅肇錦：客語主體建立於彝、瑤、畬語基礎上。 

    羅肇錦以為客家話的基礎是南方彝、瑤、畬語，也就是主體是南方漢語，此點可從客

語與畬語、瑤、彝與在語言系統上的連繫看出端倪，而客家話中具有和北方話相合的部分，

是因為後來與從北方來的漢語結合。依據羅肇錦的說法其立論基礎應建立在 ：古代南北方

漢語差別不大、客語與畬語、瑤、彝同源。其兩篇文章 2002年〈客語祖源的另類思考〉、

2006年之〈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對此有詳細論述，大體而言兩文的脈絡一致，唯〈客

語祖源的另類思考〉中提出中原語言源自於西南方： 

客語常用詞彙中許多與現代北方漢語絕然不同，但卻符合上古典籍的語意，這說明

客語祖源語與北方上古語多相同之處，極可能南方祖源語與北方古漢語是同源，北

方古漢語是從南方雲貴一帶遷移過去，剛到中原之初的語言與雲貴一帶相似，在北

方居處久了以後，受阿爾泰語影響，與南方漢語漸行漸遠。相反的南方祖源地，沒

                                                 

45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頁 32-33。 

46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頁 36。 

47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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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大的外族，所以一直保有原來的祖源語，後來遷往東南一帶的人受北方話影響，

也慢慢北方化，形成今天保有不少南方特點又吸入不少北方語詞，這就是今天的閩、

粵、客、贛語。48 

    〈客語祖源的另類思考〉這篇文章先從出土古物、民間信仰、龍的意象、人類基因特

質方面推論中原漢族可能來自雲貴一帶，接著再將客家話聲調、聲符、韻尾、詞彙進行分

析，發現客家話與北方漢語有諸多不同，卻與南方廣東話、景頗話、土家語及許多的緬藏

語系相同，導出客家話以南方系統為主體的結論。後出的〈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則

多著墨在語言論證上，「客語音韻與來自南方」的結論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上，古時中原一

帶的商周文化、西南古彝族即四川一帶的三星堆文化及山東的東彝族古時語言相近，而後

的傳承關係見下圖及說明： 

        圖 1客語語源關係圖 

 

本圖整理繪製自：羅肇錦 〈客語祖源的另類思考〉558-559頁文字說明。 

圖片來源：圖吧地圖網 http://map.mapbar.com/ 

此圖圓圈處為為古時三個文化發展區，由右至左分別為東彝族、商周文化、三星堆文

化。東夷即古彝族的一支，為於現在山東一帶，羅肇錦因兩者全濁平仄一律變送氣，而推

論江浙通泰方言承自古彝族；商周文化處於中原一帶，與蜀文化平行發展、相互影響，語

言是可以互通的，且與東彝族的語言相近；三星堆文化即西夷，地處現在四川一帶，據  

1986年出土的文物可推知商周時期此地已有青銅文明，並以尚青習俗做為早期客、畬的青

                                                 

48 羅肇錦 ，〈客語祖源的另類思考〉，「客家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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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穿著來源，閩、粵、贛、徽一帶全濁平仄一律變送氣特性來自西夷。49羅肇錦以《粵江

流域人民史》50觀點為基礎，認同古代蜀山文化及中原文化同屬漢族之說，僅有南北支之

別，後北支漸興盛而被南支尊為正統，並從語言的相似度推論文化傳遞路徑，解釋客語與

北方話多達百分之八九十雷同，是因為在古時南北語言相近，可視為一體而後各自發展加

入不同要素，所以客語存有與北方漢語相同處，又以為客語中保存最口語、最淺白的詞彙

與南方語彝、瑤、畬相通，認為客語源自南方語言，而客語文讀近北方漢語是因後來學習

北方漢語而致的。羅肇錦的說法從語言角度梳理出客語與南方語言的相關性，指出兩者關

係匪淺。 

3.王東：客家人自江西遷來，故江西話和客家話相近。 

  王東於 2008年接受中央大學電子報專訪，為其對著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說》

的結論做提要，可概觀其說法的面貌： 

首先我認為客家是人口遷移的結果，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個人口遷移事實上是

江西人遷移的結果，而不是中原地區的漢人，也不是江、淮之間的，而是江西人。

這一點可以從客家方言在南方所有的方言裡面，與其最鄰近（相關性最強）的方言

是江西話，江西話與客家話在語音、語法、構詞方面的近似性是非常非常的大，有

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做《客贛方言調查報告》，這個是大陸和香港一個非常有名的

語言學家所寫的。在早期的方言分類裡面，「客」和「贛」是不分的。 51 

    該書集中討論閩、粵、贛地區的開發與族群的互動，將處於該區域的客家族遷徙做了

詳盡的推演，指出「大陸客家的形成就像是一個順時針方向，形成了一個圓形，從江西北

部移到江西南部，再從江西南部到福建西南部，再從福建西南部移到廣東的東北部，形成

了一個順時針的方向，形成了一個同心圓的結果。」52因客家話從語言方面來看和閩、粵、

贛區域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所以導引出王東以為「客家族群是江西人遷徙而來」的

說法，不可否認的客家族群與閩、越、贛地區有著深厚的地緣關係，但將客家族群與北方

的淵源明確的切割後，就需為客家族譜記錄及與北方漢語的關聯性進一步解釋。 

                                                 

49 羅肇錦，〈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語言暨語言學》，第 2期(台北，2006)，頁 559。 

50 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北京：中華書局，1938)，頁 10-26。 

51 網頁資料：中央大學電子報，http://140.115.170.1/hakka/modules/tinycontent/content/paper/paper81/02_01.ht
ml，訪問日期：2011年 8月 10日。 

52網頁資料：中央大學電子報，http://140.115.170.1/hakka/modules/tinycontent/content/paper/paper81/02_01.htm
l，訪問日期：2011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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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北來說學者跳脫中原移民框架，從語族之語言線索裡聯繫客家話與南方語言，以此

回推客家族群的發展，此派學者皆非常重視客家族群與南方各民族的關係，而各家學者對

客家族群從何地遷來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的看法顯示客語與南方語言不可忽視的關聯性。

房學嘉和北來說同樣肯定北方文化的融入，只不過他以為北方文為輔，南方文化為主，然

依語言文化的形成極其複雜，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判定何者為主體，這樣的歧異顯見客語中

的北方及南方語言皆非常豐富；羅肇錦的說法具有開拓性，但其論述的前提似無法完全成

立，其所本的《粵江流語人民史》
53
僅以神話傳說推論中原文化與蜀山文化同源，證據上顯

不足，總之，支持此說者需為客語中的北方漢語要素提出合理解釋。 

北來說三位代表人物則從不同角度切入，首先羅香林以族譜佐證，就客家族群深厚的

家族觀來說，有一定的信度，但必須考慮其考證資料是否足以代表多數客家族群的遷徙，

其所得成果雖極具參考價值，但無法避免時空及課題限制，就本研究來說，較需要客語語

言層面研究的輔助，故僅將此說列為參考；接著陳運棟從語言面推論，客語發音的確比現

代音更貼近古代漢語，顯見客語中的古漢語成分是不容否認的；最後陳之平的說法則點出

族群融合的複雜走向，頗為可取。大體來說，認同客家人來自北方的學者說法大方向基本

相同，皆同意客家族群與北來移民的關係，而於遷徙時間等細節論述上有所不同，在此概

括為幾個簡潔重點：一、客家民族來自北方。二、客家族群聚居於閩、粵、贛交界地帶，

三、客家人是以自身特色為基礎，再融合移居地土著文化而形成的移居民族。 

從現代客語的語言內涵的豐富特性來說，可肯定客家話是客家族群長時間遷徙下的產

物，此背景使「客家」所指的獨特文化內涵富含族群融合的意義，因其寬闊的包容性、強

韌的生命力，使現代客語不僅存有古代北方漢族的文化，更受到了南方荊、楚、吳、越等

地民族的薰陶，雖客語有源於北方及南方的觀點，但是兩派學者皆認同客語保留許多古代

北方漢語及南方語言特性，相較現代漢語，更凸顯出客語的特殊性。客語融合南方各族語

言而自成一格，從客家族群、語言特性來說，應可以認定客家族群與古代中原地區語言及

南方彝、瑤、畬諸語淵源極深，客語實為多元、多層次的語言，而後客語傳入台灣，經歷

時間洗禮、族群融合，又再度變化獨具特色的台灣客語。 

 

 

 

                                                 

53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頁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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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客語   

(一) 台灣客語的發展及社會背景 

台灣客家人的來源主要為廣東、福建兩省，在福建者為汀洲(上杭、永定、武平)、漳

州(南靖、平和、紹安、雲霄、龍岩、漳浦、長泰)；廣東梅州(梅縣、興寧、五華、平遠、

蕉嶺)、惠州(海豐、陸豐、河源、惠東、陸河)、潮州(饒平、大埔、豐順、揭西、揭揚)等

地
54
。這些使用客家語的民族在大陸時即有腔調上的差異，剛開始移居台灣時大多依祖居地

區別，群居於台灣各地，而後隨著人口流動有混居的趨勢，臺灣客家人分佈情況，根據行

政院客委會 97年的調查：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比例為 13.5%。臺灣客家人比例較高

的縣市依序為新竹縣(62.1%)、苗栗縣(55.5%)、桃園縣(30.4%)、花蓮縣(30.4%)及新竹市

(23.3%)，請見下頁客家人口分佈圖。
55
 在各縣中又有特定的客族族群聚集區，見下表： 

表 2台灣客家族群人口分布圖 

縣市 客 家 人 口 集 中 區 縣市 客 家 人 口 集 中 區 

桃園縣 
中壢市、楊梅鎮、龍潭鄉、平鎮市、

新屋鄉、觀音鄉 
南投縣 國姓鄉 

新竹縣 

竹北市、竹東鎮、新埔鎮、湖口鄉、

新豐鄉、芎林鄉、橫山鄉、北埔鄉、

寶山鄉、峨眉鄉 

高雄縣 美濃鎮、杉林鄉 

苗栗縣 

苗栗市、頭份鎮、卓蘭鎮、大湖鄉、

公館鄉、銅鑼鄉、頭屋鄉、三義鄉、

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 

屏東縣 

 

長治鄉、麟洛鄉、高樹鄉、

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

新埤鄉、佳冬鄉 

臺中縣 東勢鎮、新社鄉、石岡鄉   

本表節錄自 97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
56
。 

                                                 
54
 參考古國順主編：《臺灣客語槪論》，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2005.7。 

55
 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97 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頁

79，2008.12。 

56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97 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楊文山(研究主持人) 頁 85-86  2008.12 



 

 

21 

 

圖 2臺灣客家人口分佈圖 

 
圖片來源：97客委會調查

57
  

 

目前客家人在台灣的人口數，據97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推估人口總數有

320.5萬人，在腔調上大致可分為四縣腔、海陸腔、永定腔、饒平腔、韶安腔、大埔腔、永

樂腔等，據陳輝逢先生主持的＜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

調查研究＞指出四縣腔的使用人數最多佔53.59%，其次為海陸腔佔33.33%，其他的腔調使用

人數偏低，依序為大埔(東勢)、詔安、饒平、永定等。若從地域上來看，在北部地區使用「海

陸腔」的客家人比使用「四縣腔」的多，中南部地區則相反，其中中部東勢、石岡等鄉鎮是

                                                 

57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97 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楊文山(研究主持人)  頁73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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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埔腔」客家人的主要集中區，使用「詔安腔」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雲林縣的二崙、

崙背等鄉鎮。由於交通的便捷、工作需求、求學需要，居住在台灣的客家人無論在腔調或居

住地上有逐漸融合的趨勢，甚至有學者預測再過二十年之後，將會有一新興的腔調產生，即

融合四縣腔及海陸腔的「四海腔」，此推論是有可能發生的，總之台灣地區的客家人在各方

面都呈現變動融合的走向。 

圖3使用各種客語腔調人數結構圖 

 
圖片來源：台灣地區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研究

58
。 

 

(二)台灣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詞彙彙編 

客家族群雖歷經多次遷徙，然其語言仍保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在客語的基礎上，吸收

了南方語言特色，成為流傳至今的現代客語，此現象一方面顯現客家話之淵遠流長，一方

面道出客家話之相容並蓄。台灣行政院客委會：「近三百年來，台灣客家話在本地生根、

發芽、茁壯，保存漢字古音(例：醹)、借用畬語的狀聲字及部分用語(例：幹螕)；隨著時代

的演變，亦借用了日本語(例：便當)，今日，再加入現代詞彙、外來語等等；台灣客家話

已於世界上獨樹一格，保存特有豐厚而多元的文化，同時展現強韌的生命力，且逐漸與國

際接軌。」
59
此註腳說明台灣客語實為兼含古今、地域之別的語言大融爐，且語言的化學作

用是在不斷進行的。 

                                                 

58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調查研究＞/陳輝逢(研究主持人) 頁37  2002.12 

59 客語認證詞彙編輯委員會，《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與料選粹》(臺北：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2010)，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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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多元性反映在客語詞彙時，卻增加客語學習及研究難度，如：漢語中的「再

見」一詞，在客語詞意義為「再來玩、休息」之意，同一詞彙具 「正來聊」、「正來嬲」、

「正來樂」、「正來嫪」、「正來遶」等俗用字不用法，為解決歧異的客語用字與音標用

法問題，台灣行政院客委會編輯了一套較為公允客語詞彙彙編，其詞條皆經過客語專家討

論後才收錄，雖部分用字尚有爭議，但整體來說此詞彙彙編是現階段用字較精準、考量較

全面之客語語料庫，尤其此套詞彙彙編針對客語詞彙選字標準定出明確的依據，並兼顧語

用習慣與詞義本源，此做法有助於追溯詞義根源，利於開展本研究。  

客語認證詞彙編輯委員會訂定「用字標準」依序為：找出本字、採堪用字、借音字、

採用俗字、造新字，「找本字」指的是找出形、音、義皆合的漢字，「採堪用字」尋找音、

義關係相近的同源字，「選用借代字」即用借音、借義字，「採用俗字」以民間習用的通

俗字為依歸，「造新字」在前四個選字原則中皆無適當用字的替代辦法，此五種選字原則

裡，「找本字」是最無爭議的，「採用俗字」及「造新字」的字則較少。輯委員會在選字

時是字斟句酌，並多方參考坊間用法。 

編輯委員們常就《說文解字》、《廣韻》、《集韻》、《康熙字典》、《故訓匯纂》

等各式古字書、韻書、辭書、古文詞，以及各類典籍古注中，探索文化密碼，考證

來源及依據，讓每個漢字之運用均有所本；同時，參考現代的語言學研究文獻，比

較五腔調間之差異，或參考閩南語之用字，或查詢畬族用語(如游文良《畬語研究》)，

逐一推敲。60  

正如同「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書序所言，此套書定下較公允的詞彙使用規範，雖

然仍有少部分用字待進一步討論，但相較於坊間其他書籍，此詞彙彙編更具公信力，所以

本研究以此為依歸。 

 

                                                 

60 客語認證詞彙編輯委員會，《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與料選粹》，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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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漢字入韓與韓國語言政策的關係 

一、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醞釀期 
從 1930年代起以首爾話為代表的中部方言成為韓國標準語，韓文為現行文字，但一直

到 19世紀末，官方文書多以漢字為主，且韓文中韓國漢字詞比率極高，是一套與漢字文化

關係密切的書寫系統。在韓文書寫系統創制前，漢字通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初期有吏讀、
61

鄕劄、
62
 口訣

63
等以漢字作為朝鮮語標記的特殊漢文記載 ，在這些紀錄前，漢字入韓的確切

時間難以確定，僅能從從朝鮮半島上的神話、歷史、漢學歷史窺知一二。 

(一) 朝鮮歷史開端中的漢字濫觴——壇君朝鮮 

    朝鮮半島上大約 50萬年前已有人類活動的痕跡，據近代考古資料朝鮮半島上出土的陶

罐與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
64
之陶罐相似度極高，可見在尚未有文字記錄時，兩地已有

交流。史前時期之後為「古朝鮮」時期，此時歷史多見於神話、傳說中，其真實情況僅能

                                                 

61 「吏讀」，廣義定義下指以漢字記錄朝鮮語的方法，包含「口訣」及「鄉札」；狹義定字則主要指「吏讀文」

中的漢字表記法。世傳「吏讀」乃朝鮮新羅神文王(681-692年)時期鴻儒薛聰所創。……但是像「吏讀」這種
假漢字標記朝鮮語的複雜的書形式，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更非一人之功。大體而言「吏讀文」以韓

國漢字詞表示名詞、動詞詞根等具實義部分，吏讀則以表示語法功能為主，「吏讀」最突出的標誌有二，一

是組詞成句時服從朝鮮語的詞序，如：1940年 5月在慶州郡見谷面金文裡出土的《壬申誓記石》中的一段話：
「今自三年以後，忠道執持，過失無誓」，漢字與旭應為：自今三年以後，執持忠道，無過失。另一突出的

標誌是實詞(無論是固有詞還是借詞)進入句子時候附表示語法意義的附加成分，這些語法成分也是借用漢字
來標記。如「亦」表示主格；「肹」、「乙」表示賓格；「良中」表示位格；「遣」表示謂詞的並列接續形等等。

參考宣德五，〈朝鮮文字的變遷〉，收入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4)，頁 408。 

62 鄕札 ：鄕札（향찰）是以漢字音義來完整標記古代朝鮮口語的形態。主要用於標記民間歌謠「鄉歌」，現

存 14首於《三國遺事》及 11首於《均如傳》，其特點為：除各別進入口語的韓國漢字詞外，其他都是口語
中常用的固有詞，詞序按朝鮮語的習慣，實詞之後均附有特定的漢字標示語法成分古代朝鮮語的資料之一，

佔有重要的地位。參考宣德五，〈朝鮮文字的變遷〉，頁 411。 

63 口訣 (구결，又稱입겿)，指表示語法意義的附加成分，多做為語助詞加注於漢文間，通行於八世紀以後，

因為用來標示語法成份的漢字比較少，也比較固定，逐漸簡化為只用這些漢字的偏旁或某些筆畫來表示語法

成分，有點近似日本的假名。參考宣德五，〈朝鮮文字的變遷〉，頁 411。 

64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約存於西元前 6200年-5400年，大約分佈於現內蒙古東部及遼寧西部的西遼
河、大淩河流域一帶。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在內蒙古敖漢旗東南部進行文物考古普查時發現興
隆窪遺址，考古證明，遼河流域興隆窪文化的陶罐與韓國、北韓出土陶罐相似。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

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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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民間野史及中國古代歷史典籍推知其概要，依傳說此時朝鮮半島略分南北，北方先

後或同時經歷「壇君朝鮮」、「箕子朝鮮」及「衛滿朝鮮」，南方為「辰國」，其中「壇

君朝鮮」及「辰國」記錄非來自信史，但部分學者仍認定「壇君朝鮮」為朝鮮半島歷史的

發端。 

   高麗時代僧侶一然所編撰私史《三國遺事》中，首見「壇君」之事，65記述壇君是由神

人桓雄天王與幻化為女子的熊之子，於堯即位的第五十年，檀君建都平壤號朝鮮國，至統

治了 1500年時，中國周武王封商朝遺民箕子66於朝鮮，檀君見其賢退而隱居，享壽 1908

歲。《三國遺事》還記錄了壇君朝鮮「弘益人間」的概念，表致力於奉獻己身的力量於世，

與現今大韓民國的國家格言一致，壇君神話後來有其他版本，故事內容大同小異，僅在小

細節處略有不同，此傳說被部分學者視為朝鮮歷史的濫觴，雖無明確漢字傳入紀錄，但後

世朝鮮時期朝臣之語：「朝鮮檀君，東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興教化之君」67可為檀君

朝鮮及箕子朝鮮定位下一註腳。 

在「壇君朝鮮」開國神話紀錄中，未見與漢字、漢文化有明顯的關聯性，唯論及箕氏

東來一事，也許可做為箕子入朝鮮之時間佐證。在朝鮮半島上最早的漢字記錄出現前，主

要流行「樂舞詩歌」及「口傳神話」，其內容涵蓋古代生活及原始宗教信仰，而真正的漢

字記錄、作品直到三國時代才出現，並進一步發展成璀璨的漢文文學，漢字在此之前應經

過長時間的醞釀發展期，但是並無明確的漢字記錄留下，所以僅能從中國與朝鮮交流的史

書記載窺探漢字傳入的可能時間。三國時代之前，由檀君朝鮮開始，先後或並存歷經箕氏

朝鮮、衛滿朝鮮、漢四郡
68
(前三國時期)，而中國與朝鮮的接觸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

                                                 

65「壇君傳說」首次見於此，成書早之 150年的《三國史記》未有檀君之說。參考黃純艷，《高麗史史籍概
要》(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6-108。 

66 箕子，子姓，名胥餘。商朝宗室，帝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紂王的叔父，官太師，封於箕（今山西太
谷，榆社一帶）。曾勸諫紂王，但紂王不聽，反而把他囚禁了。周武王克殷後，命召公釋放箕子。武王向箕

子詢治國之道，記載於《尚書‧洪範》。姓子，名胥余，為殷商紂王的叔父。可能為箕子朝鮮之創建者，《尚

書》及《史記》皆有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敘述。(清)吳楚材、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箕子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重印)， 頁 709-710。 

67《朝鮮太祖實錄》(首爾：韓國國史编纂委員會，1961) ，太祖元年八月庚申，第 1冊，卷 1，第 26頁。 

68 西元前 109年，中國西漢時期，漢朝與衛滿王朝相戰，衛滿王朝失利後，漢朝分設四郡：樂浪郡（約現平
壤大同江南岸，管轄朝鮮半島西北部）、真番郡(大致是現代朝鮮黃海南道、黃海北道、開城工業地區及韓國
首爾市、京畿道一帶。)、臨屯郡（有兩說：一韓國江原道江陵市，另一說朝鮮江原道原山市）、玄菟郡(大約
是現在北韓咸鏡南道、鹹鏡北道及中國遼寧、吉林省西部，) 其中，玄菟郡設於前 107年，其他三郡設於前
108年。四郡並存的情況直到西元前 82年，約二十七年。楊昭全、何彤梅著，《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上
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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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東來，建立箕氏王朝，二、戰國時代燕進攻箕氏王朝，三、衛滿朝鮮，四、漢四郡建

立，大體而言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漸趨頻繁，而漢字應在三國時代前即以漸進的方式融入朝

鮮半島。 

(二) 傳說歷史的漢字傳入線索——箕子朝鮮 

    據《史記》箕氏朝鮮是商末賢人箕子建立的，周朝武王滅商朝之後，箕子不願另仕周

朝而出走，箕氏王朝約存於西元前 11世紀到西元前 2世紀。建立箕氏王朝者是否為商末遺

臣箕子目前尚有爭議，韓國學界部分學者不承認箕子朝鮮這段歷史，僅將此時期納入古朝

鮮範圍。然這段待議的記載提供漢字文化線索，且學界大致認同鄰近朝鮮半島地區之文化

曾東傳，故本文暫且錄之，並著重論述此時注入朝鮮半島上的文化生命力。據箕子東來說，

商朝的禮教、文化被箕子與商朝遺民帶到朝鮮半島，雖然並無現存史料直接說明漢字已傳

入，但就當時時空背景而論，中國商、周之際文字系統已成熟，具備做為傳遞方的可能性，

且箕子為殷商太師，具高度殷商文化素養，所以漢字在此時期被輸入的可能性很高，此點

可從兩地與箕子相關的記載及考古資料中得到印證。 

    有關箕子的記錄見於中國史籍者為《史紀》，其卷三十八記載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尚書‧洪範》記載了周武王向箕子詢問治國之道，《漢書‧地理志》：「殷道哀，箕子

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
69
此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是當時

定下的成文法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

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70
學者一般認定這套律法存於商、周之際，由來自中國的移民制訂

的，雖據顏師古註此八條律令未完整地流傳下來，但可推測當時的文明、制度已發展到一

定程度。另外箕子在《論語》與微子、比干列為「三仁」，河南淇縣地方誌「淇縣縣志」

記載，該縣縣內曾建有「三仁廟」，主要祭祀微子、箕子及比干，唐朝德宗時於汲郡見箕

子廟，柳宗元曾受命為箕子寫碑文。
71
 

                                                 

69 班固，《漢書‧地理志》卷 28下 (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 1658頁。 

70 班固，《漢書‧地理志》卷 28下，第 1658頁。 

71 箕子碑原文：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食具茲道，
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

死以並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去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求奴，昏而無邪，頹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

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

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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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於韓國史籍者如：《三國史記》
72
紀載：「箕子受封于周室」

73
，《三國遺事》記：「周

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於朝鮮」、
74
《東史綱目》

75
皆存有與箕子相關記載。其中《東史綱

目》詳細記錄箕子至朝鮮後的情況： 

箕子不忍周之釋，走之朝鮮。……都平壤。築城郭。施八條之教。箕子之來，中

國人隨之者五千。詩、書、禮、樂、醫、巫、陰陽、蔔筮之流，百工技藝，皆從

焉。初至，言語不通，譯而知之。設禁八條，其略:相殺償以命;相傷以穀償;相盜

者，男沒爲家奴，女爲婢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

是以其民不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不淫。其民飲食以籩豆。崇信讓，篤儒術，

釀成中國之風教。以勿尚兵鬥，以德服強暴，鄰國皆慕其義歸附。衣冠制度，悉

同乎中國。76 

上段內容除描述箕子一行人帶來之多樣文教、技藝，還描述他們初至新地語言不通的情況，

以及在此地耕耘的措施和成果，該地經建設後富儒家精神，由文中可猜想這段教化過程勢

必需要語言的協助，而政令、制度的公佈也極有可能利用文字記錄，雖現今無直接證據證

實，但可推測在朝鮮半島上尚無自身文字之時，來自殷商的文字應為首選。箕氏王朝之實

際文字使用情況未明，尚需更進一步的出土資料來證實，但這段歷史提供了漢文化傳入朝

鮮半島的線索。 

                                                                                                                                                                

 

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

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

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出自(清)吳
楚材、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箕子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重印)，頁 710-712。 

72 《三國史記》，記載韓國三國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由高麗仁宗命金富軾主持修撰，全書共五十卷，
且對重要史事撰有史論，主要是以中國禮樂制度和儒家觀念論述新羅、高句麗含百濟之事。參考黃純艷，

《高麗史史籍概要》，頁 3-4。 

73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 29〈年表上〉(首爾：保景文化社，1991)，第 281頁。 

74 一然，《三國遺事‧紀異》卷 1(首爾：瑞文文化社)，1996年，第 34頁。 

75 《東史綱目》，韓國古代編年體通史，記載箕子朝先到高麗朝歷史，朝鮮安鼎福撰，全書共十九卷(含附
錄二卷)。該書博採韓中典籍，參考了韓國之《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高麗史》、《東國通鑑》、
《輿地勝覽》等，及中國之《資治通鑑》、《文獻通考》、《通典》等，以檀君、箕子、新羅文武王、高麗

為正統。參考黃純艷，《高麗史史籍概要》，頁 13-14。 

76 安鼎福，《東史綱目》卷 1 (首爾：景仁文化社，198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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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出土文物時間比對，西元前四、三世紀時仍朝鮮半島與中國仍持續交往，半島上曾

出土中國戰國七雄時期 4600多枚明刀錢，此貨幣經專家認定是流通於戰國時期的燕國，當

時兩地可能有貿易往來，燕國的位置在戰國時期與朝鮮最接近，發生文化、貿易交流的可

能性很大，史籍中還記載燕與朝鮮的攻伐記錄，《史記‧朝鮮列傳》：「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朝鮮」，77《鹽鐵論‧伐功》：「度遼東而攻朝鮮」。78此外，平壤出土許多具

戰國風格的青銅兵器、鐵器、禮器及生活器具，其文化傳遞方向應是由東向西的，據《朝

鮮考古學概要》：「在若干文化類型中，農業早就發展的西北朝鮮與遼東地區發展速度比

其他地區快，到了西元前一千世紀前半期，繁榮於該地區的古朝鮮的青銅器文化，對其他

地區的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79楊軍也指出許多學者以為遼寧省出土「青銅器銘文」遺

留箕子一行人暫居的痕跡，80由此也間接地指出文化傳遞路徑，從現存遺址來看，青銅器

出土區主要位於今北韓平安北道及黃海北道，其中平安北道與中國遼寧省丹江市僅隔一條

江，這樣的地緣關係可解釋兩地出土文物相近之因。 

    朝鮮半島漢學應發軔於箕子朝鮮，《漢書‧地理志》記錄了箕子將商朝禮樂、文教帶

入朝鮮半島，劉順利於《朝鮮半島漢學史》專著中歸納「箕子八條之教」所建構出的朝鮮

漢學輪廓：「為後世『崇禮』打下了基礎、為後世的儒家文化在朝鮮半島的長期興盛打下

了伏筆、為後世朝鮮半島的各個王朝與中國不斷進行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礎、建立了以漢字

為唯一載體的書寫規範、確定朝鮮漢學始終是與實踐不可分割的學問。」81劉順利以為當

時朝鮮半島開始有系統地吸收中華文化，高度肯定箕子時期所帶來的漢文化，箕子為殷末

太師，秉著這樣的學識、文化為朝鮮半島帶來衝擊應該不小，然而劉順利認為箕子時代「建

立了以漢字為唯一載體的書寫規範」，可能推論過早，箕子所帶來的文字應是殷商時期的

甲骨文，甲骨文無法順利建立一套「以漢字為唯一載體的書寫規範」之因有三，其一、甲

骨文是刻於甲骨之上，較不利書寫，其二、甲骨文系統與已在朝鮮半島上流行的口傳歌謠

不夠契合，甲骨文原為占卜文字，要以甲骨文記錄民間歌謠可能需要更龐大的字彙系統，

其三、甲骨文在商朝時為少數人運用的文字，如：貞人及少數貴族，傳至朝鮮半島後上位

                                                 

77 出自《史記‧朝鮮列傳》第五十五，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115.ht
m ，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5日。 

78 出自《鹽鐵論‧伐工》第四十五，網頁資料：國學網， http://www.guoxue.com/zibu/zhajia/yantielun/ytl_04
5.htm  ，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5日。 

79 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李雲鐸譯，《朝鮮考古學概要》(黑龍江：黑龍江省

文物出版編輯室，1983)，頁 61。 

80 楊軍，〈箕子與古朝鮮〉，《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3期(吉林，1999)，頁 23。 

81 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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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因循舊習未廣泛流傳，所以漢字成為朝鮮半島主要的書寫系統，應是一連串的累積

與漸變而來的，把箕氏朝鮮及後來的衛滿王朝及漢四郡時期視為一整體的漢字醞釀階段應

較為恰當。 

 

(三)中國燕地移民帶漢文化入朝鮮——衛滿朝鮮 

「衛滿」是衛滿朝鮮的建立者，他原為西漢初年被封於燕地之異性諸侯王盧綰的部下，

當漢高祖劉邦開始大肆剷除異性諸侯，西元前 195年燕王盧綰避走匈奴，使得燕地群龍無

首，其部下衛滿遂率領部將投靠朝鮮半島上的箕氏王朝，《史記‧朝鮮傳》：「燕王盧綰

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塞，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

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82而後聚集流民力量取代箕

氏王朝，在朝鮮半島北方建立新的朝代，但國祚不長僅經歷三代君王，建國時間為西元前

195年到西元前 108年，這段時間漢朝與衛滿王朝交往的記錄多著墨於戰事，但仍可從歷

史記錄中推敲兩者互動的概況及漢字的發展情形。 

    相當於箕子朝鮮、衛滿朝鮮相交時，中國正值秦末大亂，由於政治情勢不穩使人民紛

紛避走他鄉，史籍記載了移民記錄《三國志‧魏書東夷歲條》：「陳勝等起，天下叛秦，

燕、齊、越民避地朝鮮數萬口。」
83
這批移民為朝鮮半島帶來新一波漢文化衝擊，稍後於此，

在燕地移民中出現推翻箕氏王朝的人衛滿，衛滿王朝的形成過程詳細記載於《三國志‧魏

書》： 

二十餘年，而陳、項起，天下亂，燕、齊、越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值之於西

方。及漢以盧綰為燕王，朝鮮與燕借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

胡服，東渡浿水，詣準降，說準求居西界，收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

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里，令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

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不敵也。84 

                                                 

82 出自《史記‧朝鮮列傳》第五十五，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115.ht
m ，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83 《三國志‧魏書》卷三十，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angzz/sgzz_030.htm ，
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84 《三國志‧魏書》卷三十，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angzz/sgzz_030.htm ，
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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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滿之前已有燕、齊、越地的人民西移至朝鮮，受到朝鮮王的安置，而後衛滿初到朝鮮

半島，即被箕氏王朝君王準拜為博士，且命之守西邊，之後衛滿「滿誘亡黨」聚集勢力，

等到時機成熟時即攻下箕氏朝鮮，是為衛滿朝鮮。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漢文化傳入的端倪，

其一、衛滿帶來漢朝燕地的文化，據《魏略》：「(箕)侯準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

攻奪。」
85
所記，由於衛滿為燕地流亡人，當時燕地屬漢朝轄區，所以來自燕地的人勢必帶

來自身的文化；其二、衛滿與箕氏朝鮮關係密切，就其被拜為博士、受封地等事，可推知

兩者受制於漢朝之脣齒相依意味，雙方關係可能為朝鮮地區文化注入新血。衛滿王朝建立

初期羽翼未豐，與漢朝關係相對和平，漢朝藉衛滿朝鮮穩定邊疆情勢，而衛滿朝鮮一方面

藉外臣身分免去漢朝威脅，一方面仍致力於累積自身實力、擴張領土，由於「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未嘗入見」等蓄勢待發的跡象頻傳，再加上阻擋周圍國家朝見漢朝，這樣野

心勃勃的氣息最終衝破與漢朝間的和平協定，使漢武帝進攻朝鮮半島，雙方在激烈交鋒後，

最後由漢朝勝出，並於衛滿王朝舊地設置漢四郡。 

    衛滿王朝的漢字概況可由其國勢推論，首先作為箕氏王朝的藩屬，為之駐足區域西方

邊界，待休養生息後取代箕氏王朝，隨著統轄地區的延伸，自漢朝而來的文化漸融合於箕

氏王朝文化中，接著為壯大自身實力，又將勢力擴及朝鮮半島上其他地區，且與此同時衛

滿朝鮮還致力集結出逃漢朝的移民，是故衛滿朝鮮是一個漢文化與朝鮮文化迅速交流的時

期，由於衛滿朝鮮對自身的定位較特殊，所以對漢朝及朝鮮半島上其他城邦移民皆開放的

歡迎態度，如同為兩地搭起一交流平臺，在同一時間為提供漢移民文化及朝鮮半島文化大

量接觸的可能性，對於朝鮮半島來說，不論是經由戰爭或者是貿易交流都加速調和半島上

的文化。 

 (四)漢文化直接輸入期——中國漢朝於朝鮮建立漢四郡   

衛滿王朝被漢武帝滅於西元前 108年，並在衛滿王朝舊地建立漢四郡，這是中國與朝

鮮關係的一個新紀元，在此之前朝鮮半島上的各國多數時間屬中國朝代的「外臣」或「藩

屬國」，對中國行朝貢之禮，中國在這地區並沒有實質的治權，然而漢四郡的建立則正式

宣告另一國家勢力入駐，漢朝的行政官員與移民帶來了漢朝的文化與文字，進一步鞏固漢

字在朝鮮半島的發展基礎。當時漢四郡轄區包含朝鮮半島北部、中部及少部分南部區域，

許多出土文物顯示漢朝文化的滲入，例如在朝鮮北部曾出土建造形式同於中國墓地的漢墓

群，依漢墓群中刻記「元始」年號之漆器推算，該物應為西元 1至 5年西漢平帝時的器物，

                                                 

85 《三國志‧東夷傳》，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angzz/sgzz_030.htm，訪問日
期：2012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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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樂浪區貞柏洞二號墓中有刻著「永始三年」的陽傘桿，為西元前 14年西漢成帝年號，在

墓葬中不僅有漢代的印章、封泥，還有許多具有銘文的銅鐘、錢幣、漆器、文字磚，由各

地出土文物可推知當漢文化盛行情況，今參考《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
86
漢四郡區出土

資料於下： 

 

1.貨幣 

    朝鮮半島上出土許多鑄有漢字的錢幣，如上有「半兩」、「大泉五十」、「貨布」等

字樣的貨幣，另外還有以麻繩串起數十枚五珠錢的五珠緡，此批貨幣大多為通行於西漢初

或王莽時代的錢幣。 

2.碑碣 

    在樂浪郡長岑縣遺址的牆上，刻有長篇銘文，另外，樂浪郡黏蟬縣遺址的黏蟬神祠碑，

刻著縣長祈求百姓安康、富足的文字，其原文為：「元和二年四月戊午秥蟬長浡興 □建丞

屬國會陵為眾修秥 蟬神祠刻石辭曰 惟平山君德配代嵩威如雷電 福佑秥蟬興甘風雨惠閏

土田 百姓壽考五穀豐成盜賊不起 妖邪蟄臧出入吉利鹹受神光」。 

3.銅器 

    大量的銅鐘、銅鏡、銅戈、銅印等，銅鐘上大部份刻有製造時間及重量，銅鏡上則有

多篇幅較長的文字，現存的「居攝元年鏡」出土於朝鮮平壤大同江，鏡上銘文為「居攝元

年自有真，家當大富糴常有陳，□之治吏為貴人，夫妻相喜日益親善」，是年代較早且具

高度學術價值的紀年鏡，「居攝元年」相當於西元六年；「四神境」銘文：「始建國天鳳

二年作好鏡，常樂富貴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為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於無窮」，

所記之年為王莽建國二年相當於西元 15年；在平壤市附近出土的「新尚方作坊格規矩四神

境」上有銘文：「尚方禦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

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以上眾多資料證實了中國與朝鮮半島之密切關係，漢四郡時期時的貿易盛況可由出土

貨幣推知，而多數器物中刻印的文字則代表漢字在朝鮮半島的深化，雖見於漆器、銅鐘、

兵器上者多為簡短紀年文字，僅有助於推斷年的銅鏡，但相對長篇的碑碣文字則提供進一

步的漢字線索，由於被發現之銅鏡銘文多為漢地常見內容，應可認定移居者不僅帶來漢地

器具，更將漢字也一併帶來了。漢四郡時期可說是中國與朝鮮交流的另一波高潮，更多的

漢文化在此時被傳入朝鮮半島，東漢王充：「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

                                                 

86 楊昭全、何彤梅著，《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上冊》，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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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
87
從此評論可看出漢四郡地區文化的轉變，除了髮式、穿戴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

們對文字掌握能力加深了，周時主要以翻譯為主，處於理解、熟悉新書寫系統階段，至漢

朝時，該地區人民已可領略詩、書，這轉變除與新移入的漢人有關外，也與漢文化在此地

長時間的累積有關。 

 

二、漢字在韓國的發展與語言政策的關係 
     中國漢字傳入朝鮮半島後，最初處於借用狀態，而後逐漸成為主流。最初是因為朝鮮

半島雖文明、文化發展至一定程度，但未有自己的文字，而朝鮮半島與中國有著緊密的地

緣、政治、文化關係，再加上中國漢字已是行之已久的系統，使得漢字在此片土地上迅速

地發展，最後融入韓語中成為重要的一部分。依朝鮮半島上現存的漢字資料，最早的漢字

使用記錄及漢文學作品可以從三國時期算起，可想而知漢字在三國之前應已慢慢地被人們

接受，若對照中國、朝鮮之朝代概論漢字歷史發展，漢字可能於秦朝、漢朝，即箕子朝鮮

時期開始傳入，後興盛於南北朝及隋、唐即朝鮮半島上的三國時期，而後通行很長一段時

間，直到 17世紀左右書寫方式轉變成漢字與韓文混用，約至 1945年後則全面使用韓文。 

 

(一) 漢字發展時期——三國時代 

    漢字文化的發展情形可以從三方面來看，其一、記於史籍上的記錄，其二、以漢字記

錄的韓國詩歌、作品如「吏讀文」，可視為介於漢字與韓文的書寫形式，其三、韓國的漢文

學，其行文、架構與中國的漢文學作品幾乎無異。在韓國《三國史記》88中留有漢字記錄，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國初始用文字，時有人記事一百卷，名為《留記》」，89《三

國史記‧百濟本紀》：「《古紀》雲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

有書紀」，90《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伊湌異斯夫奏曰：『國史者，記君臣之善惡，示褒

貶於萬代，不有修撰，後代何觀？』王深然之，命大阿湌居柒夫等廣集文士，俾之修撰。」

                                                 

87 參考《論衡》卷十九恢國篇，網頁資料：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zibu/lunheng/lh019.htm，訪問日
期：2012年 5月 16日。 

88 黃純艷，《高麗史史籍概要》，頁 106-108。 

89 參《三國史記》卷第二十《高句麗本紀》第八，網頁資料：古代史獺祭，http://www001.upp.so-net.ne.jp/d
assai/sangokushiki/nf_koukuri_menu.htm，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90 參《三國史記》卷第二十四《百濟本紀》第二，網頁資料：古代史獺祭，http://www001.upp.so-net.ne.jp/d
assai/sangokushiki/nf_koukuri_menu.htm，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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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在高句麗、百濟與新羅本紀記錄著文字與史籍的關係，三國時代開始嘗試以文字記錄歷

史，是故漢字傳入的記載出現於史料者可自此算起。 

    三國時期第二類文字記錄因傳世較少，且其原型多化用於現代韓語中，與本題相關性

較低，故略。今從古代記錄概述三國之漢文學情形，高句麗最早出現純漢文的創作，見定

法師的〈孤石〉、乙支文德的五言詩〈遺隨將宇仲文〉，
92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錄琉

璃王做於西元前 17年 10月之〈黃鳥歌〉：「翩翩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
93
顯示三國時期至少上位者對漢字的掌握度極高，且由此詩末句的倒裝句法可以看出其與中

國古代漢語句法的相承性；新羅也出現了許多有名的漢文學作家，例如：散文方面有金仁

問、金大問、良圖、薛聰、慧超、強首，著名的詩人則有崔致遠、巨仁、朴仁範等；百濟

王朝在阿莘王時有與日本交流的記錄：「六年，夏五月，王與倭國結好，以太子腆支爲質」、

「十一年，夏，大旱，禾苗焦枯，王親祭橫嶽，乃雨，五月，遣使倭國求大珠」「十二年，

春二月，倭國使者至，王迎勞之特厚」，94而日本之《日本書記》也有與百濟交流的相關

記錄，95據傳百濟賢人將《論語》、《千字文》傳入日本，這樣的交流記錄須建立在一方

文化程度較高的基礎上，據傳說當時正值日本傳說中的「應神天皇時代」 (西元 270-310

年)，而同時的百濟文化正是漢字發展時期屬於較占優勢的一方，已具備傳遞的可能性，藉

文化傳遞方向應可以推知百濟的語言、文化達一定純熟程度。 

(二)科舉及佛教催化漢字學習——高麗王朝 

     後於三國時代的高麗更是提升了漢字的影響力，高麗王朝存於西元 918年至 1392年，

約為中國五代至明代初期，是朝鮮半島上的統一國家，漢字在此時被大量使用之主要原因

有二：科舉制度的施行、佛教的盛行。高麗光宗九年（西元 958年）時，參考中國唐朝的

                                                 

91 參《三國史記》卷第四《新羅本紀》第四，網頁資料：古代史獺祭，http://www001.upp.so-net.ne.jp/dassai/
sangokushiki/nf_koukuri_menu.htm，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92 參考楊昭全，《韓國文化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頁 71。 

93 參《三國史記》卷第十三《高句麗本紀》第一，網頁資料：古代史獺祭，http://www001.upp.so-net.ne.jp/d
assai/sangokushiki/nf_koukuri_menu.htm，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94 參《三國史記》卷二十五《百濟本紀》第三，網頁資料：古代史獺祭，http://www001.upp.so-net.ne.jp/dass
ai/sangokushiki/nf_koukuri_menu.htm，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95《日本書記》卷十紀記載日本應神二年(百濟古爾王三十八年)及西元 271年時「命荒田別使於百濟，搜求有
識者。百濟國王則宗族，遺其孫辰孫王隨使入朝。應神喜焉，特加寵，以為皇太子之師。」是為日本首次接

觸漢文之端。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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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以拔擢人才、建立公平開放的官僚體制為目的，創建高麗科舉制度，「高麗朝 42

5年間，共開科 251次，制述科及第 6167人，明經科及第 415人，二科及第合計 6582人。

若加上雜科 81人，總共拔出 6663人。科舉及第者平均每年 15.5人，說明科舉對平衡官僚

供需作用顯著。高麗朝 425年中舉行 251次考試，幾乎是每兩年一次。……成宗時，通過

科舉進行人才選拔成為不可動搖的國家體制，《高麗史‧選舉志》稱：『名臣碩輔，清明

政治，唯有選舉可即』」，96如同中國的科舉制度一般，平民百姓晉官升爵的管道就是科

舉制度，因此百姓有了學習漢字的充分動機，從應舉人數及舉行次數來看，此制度對漢字

普及有推波助瀾之效。此外佛教的風行致使漢語化的佛教用語被大量的傳抄，加深人們對

漢字的熟悉度，高麗文宗時，大覺國師97曾於 1084年至中國宋朝取經；高宗甚至命人以 1

5年的時間雕刻《高麗大藏經》，98可見佛教在當時的地位非常高，佛經中的漢字帶來的影

響應不可小覷。 

(三)韓文的制定和影響——朝鮮 

    接續高麗的朝鮮起於西元 1392至 1897年，在長時間的國祚中，整體而言漢字仍處於

主導地位，由於漢字已更加成熟，所以韓文雖被制定出來，卻未對漢字的地位造成巨大的

沖擊，而漢字是以緩慢地方式漸漸、過渡到韓文。朝鮮第一任君王李成桂
99
因外交上的政策，

                                                 

96 陳興德，〈科舉制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湖北招生考試》，第 8期(湖北，2005)，頁 27。 

97 大覺國師(1055,朝鮮～1101,朝鮮) 亦作 Taegak Kuksa。俗名義天(Uich'on)。高麗佛教僧人，原為高麗王文
宗之子，出家後研習《大方廣佛華嚴經》。1084年到中國宋朝居留一年半，研究並收集佛經。大覺將天臺宗
教義帶回高麗，天臺宗企圖調和「教」和禪宗。天臺宗開闢了朝鮮佛教史的新階段，尤其是促進了禪宗轉化

為曹溪宗；其後，曹溪宗、「教」和天臺宗即成為朝鮮佛教三大宗。大覺還在國內搜集、編輯和出版經籍，

出版經籍約 4,750種，包括《高麗大藏經》的第二版以及頗具權威性的部派佛教經籍總目。網頁資料，大英
百科全書網站，http://0-daying.wordpedia.com.opac.lib.ntnu.edu.tw/content.aspx?id=032201，訪問日期：2011年
8月 24日。 

98《高麗大藏經》一共有 3個版本：1011年的《初雕大藏經》，1094年的《高麗小藏經》，這兩個版本的大
藏經在蒙古入侵時都失傳了。1236年又製作了《再雕大藏經》，也就是流傳至今的《高麗大藏經》……《高
麗大藏經》，又稱《八萬大藏經》，是 13世紀高麗王朝高宗用 16年時間雕刻成的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全面的
大藏經之一，為韓國第 32號國寶，其保存地韓國 慶尚南道海印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高麗大藏經》共有 1496章、6568卷、5238萬個漢字，雕刻在 8.13萬塊木板上，對瞭解古 代中國和契丹
的大藏經具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參考《高麗大藏經》研究者韓籍吳允熙之說法：〈韓學者：韓國國寶《高

麗大藏經》系抄襲中國宋朝本〉，環球時報 2011年 02月 14日報導，網頁資料，環球時報網，http://world.
huanqiu.com/roll/2011-02/1493991.html，訪問日期：2011年 8月 24日。 

99 朝鮮國首任君主，廟號太祖，（1335年－1408年），一名李旦，字君晉、仲潔，號松軒，諡「康獻至仁
啟運應天肇統廣勛永命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網頁資料：大河の釣り人 kaiken歷史資料室，http://www.

geocities.jp/nkks437758/crking.html，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35 

間接推廣了漢字，當時臨近朝鮮的族群有漢族(明朝)、滿人(女真)、倭(日本) 、蒙古族，因

朝鮮本著「事大之禮」
100
柔性的外交策略，所以設立了教育中心推廣「四學」，即漢語、

滿文、八思巴文 (蒙古文字)、日文之翻譯教育，方便解讀政治上往來的文書，據「太祖實

錄」太祖三年時記載： 

司譯院提調偰長壽上書言：「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不可不習。是以殿下肇

國之初，特設本院，置祿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體式，上

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欺易俗之效。臣等今將擬議到習業考試等項合行事物，開寫於

後：『一、額設教授三員，內漢文二員，蒙古一員，優給俸祿。……一、每三年一

次考試，習漢語者，以四書、小學、吏文、漢語皆通者為第一科，輿正七品出身。

通四書之半及小學、漢語者為第二科，輿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學、漢語者為第三科，

輿正九品出身。』年月上行，使本院印信，提調以下具銜署名。」下都評議院使司

擬議施行。101
 

依司譯院官員之語，點出朝鮮與中國有著密不可分的機緣，所以強調不得不學習中國的語

言文字，接著再詳細地說明司譯院設立之因及機構組織、漢語學習詞彙彙編與獎勵制度，

此套細緻的修業考試辦法，可見政府極重視漢語學習，而正式的漢文學習機構有助於漢字

的發展，此時還出現成熟的漢文小說集《金鱉神話》。 

     朝鮮國至第四任君王世宗大王時，漢字的政策有了重大的轉變，由於韓語語法習慣及

發音系統與漢語不同，再加上中國文字有一定難度，一般人民對漢字的掌握度仍不高，僅

王公貴族與少數讀書人能掌握，為解決「言文不一」問題並以易於書寫的文字提高人民識

字率，如同《訓民正音》序雲：「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

言而終不伸其情者多矣。」及「朝鮮本無文字，遂假漢字紀事。然其國之音，異乎中國；

漢文之法，去其言遠，文盲遂多。世宗不忍，乃命諸臣制朝鮮文字。正統八年，書成，曰

《訓民正音》。」世宗大王於 1444年 1月(1443年農曆 12月)在集賢殿學者幫助下創製韓

國文字「訓民正音」，即現代韓文字母，「其字仿古篆，分為初中終聲，合之然後乃成字。

                                                 

100 西元 1232年高麗國王答古沙打官人書雲：「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歷世以來，必行事大之禮，然後能
保有其國家。」，語出《高麗史》卷二十三世家卷第二十之高宗二。「事大之禮」是指面對大國時採較低姿

態，以保全自己國家安全的手段，以名義上的稱臣納貢換取獨立的自治權，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在中國元代時

為元之藩國即為一例。參考邵毅平，《韓國的智慧：地緣文化的命運與挑戰》(臺北市：新潮社，2004)，頁 3
2-37。 

101 《李朝實錄‧太祖實錄》第一冊第五卷，網頁資料：超星讀書，http://read.chaoxing.com/ebook/read_103485

22.html，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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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於文字及本國俚語，皆可得而書。字屬簡要，轉換無窮。」102這套系統在筆畫上學習古

篆，其子音字母仿發聲器官和形狀，母音字母象徵天、地、人三才，103音節上分首音(輔音)、

中音(母音)、尾音(收尾輔音)，子音、母音合字後成為以音節為單位的方塊字，共計 17子

音、11個母音，時稱「諺文」，104董向榮以為「訓民正音的創制在學術上受益於中國的性

理學和音韻學」。105此套文字在推行之初並不順利，因朝鮮國在訓民正音頒布後仍未停止

漢語教育，再加上當時的漢字系統、理論研究已愈發成熟，甚至出現《東國正韻》106這本

記錄漢字發音的字典。在世宗大王之後，漢字在朝鮮時代幾經浮沉，當「壬辰倭亂」107爆

發時，朝鮮為了抵禦外患與明朝合作，間接使漢字發展起來，但因戰後民生凋敝，使漢學

近乎停滯，是故這套書寫系統是經長時間地演變才成為現代韓語。 

(四)日本漢字的輸入與韓文、漢字的消長——日治時期至近代 

    朝鮮時代之後，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大日本帝國於

1910年至 1945年將朝鮮半島納入日本領土中，在這段期間日本成為最主要的漢字輸入來

源，大體而言日治時期的朝鮮半島是處於被動接收日本漢字、無語言文字自主的狀態，而

                                                 

102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一百二第四十二頁 a，網頁資料：超星讀書，http://book.chaoxing.com/eboo
k/detail_10348538.html，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16日。 

103 參考邵毅平，《韓國的智慧：地緣文化的命運與挑戰》，頁 168-169。 

104 「諺文」意思為非正式的的文字，欲正式的文字「漢字」相對。朝鮮文字剛被制定後未立即普及，一般
貴族及讀書人仍使用漢文作為書寫文字，故時人稱朝鮮文字為諺文。參考邵毅平，《韓國的智慧：地緣文化

的命運與挑戰，頁 159。 

105 董向榮，《韓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9。 

106 《東國正韻》是世宗 29年（1447）由申叔舟等 9人奉王命編撰、於次年世宗 30年（1448）10月刊行的
書籍，是以糾正我國漢字音、規定統一的標準音爲目的製作的 6卷 6冊韻書，現為韓國國寶第 142號。參考
東國正韻。 參考網頁：首爾文化遺產，http://sca.seoul.go.kr/tchinese/index.jsp，訪問日期：2011年 8月 5日。 

107 「壬辰倭亂」是發生於 1592至 1598年（時處朝鮮宣祖 25至 31年、明神宗萬曆 20至 26年、日本文祿
元年至慶長 3年）戰爭的第一場主要衝突之名稱，起因於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朝鮮，明朝援軍藩屬國朝鮮
覬覦而引起的東亞國際戰爭。在歷時六年的戰爭中，兩方皆有勝負，但整體而言明朝與朝鮮聯軍佔上風，

最後以日軍撤退告終。此戰役未有通用之名稱，三國分以異名稱之：「壬辰倭亂」為朝鮮當時對第一次衝突

的稱呼，第二次則為「丁酉再亂」，今合稱「壬辰祖國戰爭」或「壬辰衛國戰爭」；明朝時稱「朝鮮之役」，

又因此役投入大量軍力，稱得上是當時的重大戰役，故與寧夏、播州二役合稱「萬曆三大征」；日本方面則

有許多名稱：時稱「唐入り」（即「入唐／進出中國」之意）、「唐御陣」、「高麗陣」或「朝鮮陣」；德

川幕府末期及明治時期稱「朝鮮征伐」、「征韓」，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之後改以「文祿之役」稱第一次衝突，

第二次為「慶長之役」，合稱「文祿・慶長之役」，當代也有些歷史研究者命之「朝鮮侵略」。參考朴真奭，

《朝鮮簡史》(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頁 26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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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到了韓戰結束，南、北韓分立時才改善。韓國取回政、經、文化自治權後，對於漢字的

廢立經歷一番爭執，最後是以韓文居上風，唯近年又再度掀起學習漢字的熱潮，今從朝鮮

國起至現代，依時序列表說明其政策的變化： 

表 3韓國漢字政策變化表 

時代 韓國語言政策 註 

朝鮮時期 1.世宗大王於 1443年 1月(1443年農曆

12月)頒布「訓民正音」。 

2.朝鮮末期為喚起民族意識，出現「訓

民正音」的振興運動，此活動直至日韓

併合後才結束。 

1. 「訓民正音」之前漢字約

被使用了 1500年。 

2.早期「熟悉漢字」被視為

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的界線。 

大韓帝國 1.高宗皇帝於 1894 年 11 月 21 日頒

布乙未勅令，第 1 號第 14 條敕令：「法

律命令皆以國文爲本，附以漢譯，或混

用國漢文。」 

1. 1894訓民正音(韓文)正式

成爲公用文字。 

 

日本統治時代 1.1938總督改正「朝鮮教育令」中禁止

初中之朝鮮語教育。 

2.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後禁止使用韓

文。 

3.1941年改正國民學校規定，廢止朝鮮

語科目。 

1.朝鮮語文此時不被承認為

官方語文或文字。 

大韓民國建國(始於 1948) 

總統姓名/任期 語言政策 註 

李承晚 

(第 1-3任) 

1948年 7月 20日 

       ︱ 

1. 1948年施行的「諺文專屬用途法」 

(諺文專用法)，被視為廢除漢字的法律

依據。全文如下：「大韓民國的公文必

需使用諺文書寫。然而，在過渡期間，

可以在諺文後方以括號形式插入漢

1.由於民族主義和排斥漢族

的意識而有「傾韓文派」；

又因漢字蘊含深厚、施行已

久而有「傾漢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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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5月 3 日 字」。 

2. 1955年教育部公佈命令所有日常報

紙、雜誌、書籍等均和政府公文一樣，

須採用韓文書寫，但源自漢字的專有名

詞得以在韓文後面增列漢字原文。 

樸正熙 

(第 5-9任) 

1963年12月17日  

︱ 

1979年 10月 26日 

1. 1968年總統公佈廢漢字的五年計

畫，隨後又改為二年計畫。 

2.1970年發表「漢字廢止宣言」，廢除

了普通教育的漢字教育。 

3. 1972年因輿論壓力撤回「漢字廢止

宣言」，中等學校以及高等學校回復漢

文教育。 

1.1980中期，因沒接受過漢

字教育者居多，韓國報章雜

誌始逐漸不使用漢字。 

2. 1998年，陸軍總參謀長李

在田成立「全國漢字教育推

進總聯合會」。 

金大中 

(第 15任) 

1998年 2月 25日 

 ︱ 

2003年 2月 25日 

1. 1998年發表「漢字復活宣言」。 

2. 1999年之總統令中批准道路標示牌

和政府公文中使用漢字。  

1.1990年代後期剛形成完全

不識漢字的世代。 

2.因韓國的遊客多使用漢

字，韓國文化與旅遊部向政

府建議解禁漢字，而後韓國

道路標誌和火車站、公車站

等出現漢字名稱。 

盧武鉉 

(第 16任) 

2003年 2月 25日  

 ︱ 

 2008年 2月 25日 

1.「國語基本法」規定公文中之漢字應

以括弧附註。 

2.漢字混用的法律改為韓文意譯，有些

道路標識漢字被改成為中國人而設的

簡體字。 

1. 因主導者之一的李在田

去世，漢字復活運動的勢力

削弱。 

表格整理自: 1.趙傑，〈韓國漢字的三起落及其文化功能〉，收入趙麗明等編，《漢字的應用與傳播》(北京：

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頁 99-108。 

2.鄭錫元，〈韓國語文政策與漢字〉，收入玄奘大學中語系、應外系、海華基金會聯合主辦，「2009華語文

與華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新竹，2009)，線上論文資料。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系網站，http://cll.hcu.edu.tw/f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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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n/ptdetail.phtml?Part=al363，訪問日期：2010年 11月 1日。 

3. 蔣為文，〈訓民正音與韓國文字之崛起〉，收入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學術

研討會(臺北，2010)，線上論文資料。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http://www.tisanet.org/act.htm，訪問日期：2011年 10月 5日。 

 

「訓民正音」頒布前，漢字在朝鮮半島上被使用約 1500年，訓民正音頒布後至 1990

年代經歷了漢字與韓文混用時期，1990年代後韓國「韓漢混用文字」被邊緣化，不論書面

或口語文字全面以韓文表達，政府的語言政策尤其能夠反映出漢字與韓文的勢力消長。上

表中「訓民正音」創制與頒布是現行韓文的開端，故表格中將之列於第一位，順序羅列有

關漢字及韓文的語言政策。「訓民正音」剛頒佈時，由於當時仍為普遍使用漢字的時代，

所以並未獲得立即性成效，社會上使用漢字的風氣仍興盛，但韓文書寫系統由此展開，並

經歷長時間的醖釀後，漸漸取代漢字的書寫地位。 

第二個轉變發生於日治時期，在 35年的異族統治中，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經營時而積極

時而消極，反映在語言政策上即為對「韓文教育」的廢立，對於朝鮮半島上的書寫系統來

說，最重要的改變是漢字傳入的來源從「中國」變為「日本」，且受西方文化影響產生新

的詞彙，如：「權力」、「獨裁」、「民主」、「說明」等，另外在書寫方式上，受日語

日文、漢字混用影響，此習慣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朝鮮半島的報章雜誌，寫作方式多兼採韓

文及漢字混和書寫體。日本殖民朝鮮半島後期，從政策上可看出朝鮮語文在此時是處於弱

勢的，相對強勢的語言是日語，例如 1938前的「朝鮮教育令」是禁止朝鮮語教育、第二次

世界大戰開戰後禁止使用韓文、1941廢止朝鮮語科目等。 

第三個轉變是大韓民國建國之後，因為韓國重獲國家自主權，所以分外重視自身的語

言文字，極力去日本化、廢除漢字，然而韓國漢字詞在韓語中比例極重，有許多表達方式

已離不開韓國漢字詞，純韓文的使用雖書寫便捷，然韓文中含許多同音字詞，有時單用韓

文易產生混淆，若不對照上下文，則容易誤解韓文含義，例如：「수금」一詞所代表的韓

國漢字詞有水金、水禽、囚禁、囚禽、收金、豎琴、燧金；對應「대수」之韓國漢字詞有

大壽、大綬、大數、代囚、代數、對手、對酬、對數、臺數、大事、大水，同一韓語詞彙

可依不同的情境分別以不同的韓國漢字詞表示之，若以韓國漢字詞書寫則可以克服同音字

造成的辨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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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政府對於漢字政策幾經更迭，甚至於同一位總統任內多有相反的政策，李承

晚108時代，在高漲的民族情緒下「諺文專屬用途法」被施行，而後卻又在小學施行漢字教

育，顯示社會上存在著兩股不同漢字看法；樸正熙109於 1970年發表「漢字廢止宣言」，廢

除普通教育中的漢字教育，但因輿論壓力，不得不於兩年後撤回漢字廢止宣言；金大中110時

期，完全不懂漢字的世代逐漸形成，在文化傳承考量下，總統於 1998年發表「漢字復活宣

言」；盧武鉉111時期由於主導漢字復興的李在田去世，使得使得復興漢字的勢力一度降低，

經歷這一連串的改變，漢字最終還是融於韓語中，韓文為韓國現行的書寫系統。 

    近年來有感於韓國國民語言能力及漢字使用能力下降，許多民間及政府團體逐漸重視

漢字教育，並以加強人們對漢字識字能力與理解為目的，2000年左右開始出現大量各式各

樣的漢字檢定能力考試，目前韓國有「漢字能力檢定」、「漢字資格檢定」、「韓國漢字

檢定」、「國家公認漢字資格考試」、「漢字檢定能力考試」、「國家公認漢字漢文指導

師資格考試」、「漢字混用國語實力評價」等漢字考試，每年參加考試的人數平均達到百

萬名，可視為漢字被壓抑下的反動。韓國目前仍是以韓文為官方文字，但因其多數古籍都

是以漢字書寫，所以學習漢字有助瞭解自身歷史，另受觀光事業發展影響，大量的中國、

日本和東南亞諸國的遊客至韓國旅遊，間接使得漢字受到重視。 

                                                 

108 李承晚(이승만)，字承龍(승룡)，號雩南(우남)，大韓民國第一至三任總統(生卒 1948年－1960年)。參

考網頁：청와대，http://www.president.go.kr/kr/index.php，訪問日期：2012年 51月 5日。 
109 朴正熙(박정희)，號中樹(중수)，大韓民國第五至第九任總統(生卒 1917年－1979年)。參考網頁：청와대，
http://www.president.go.kr/kr/index.php，訪問日期：2012年 51月 5日。 

110金大中김대중，號後廣（후광）、別名忍冬草（인동초)，大韓民國第十五任總統（生卒 1924年－2009）
。參考網頁：청와대，http://www.president.go.kr/kr/index.php，訪問日期：2012年 51月 5日。 

111 盧武鉉(노무현) ，大韓民國第十六任總統，(生卒 1946年－2009年)。參考網頁：청와대，
http://www.president.go.kr/kr/index.php，訪問日期：2012年 5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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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關係 
客語與韓國漢字詞因同承於古代漢語而產生連結，但存於兩者中的古漢語詞彙受各自

語境而變化，如前兩節所述，客語的變化與其族群的歷史相關，客家族群大範圍的遷移，

使客語兼收了南北特色；漢字入韓後，其發展與執政者的語言政策相關，因此在說明「客

語與族群關係」及「韓國漢字詞與語言政策變化」後，本節將進入詞彙層面，先分述客語

詞彙系統及韓國漢字詞彙系統，在韓國漢字詞部分，著重漢字受韓文影響下的改變，接著

再綜述兩者詞彙的異同。 

一、客語詞彙系統 

(一)客語詞彙來源 

    如本章第一節所論述，現在的客家族群是鎔鑄許多族群、文化的共同體，此點也清楚

地反映在客語詞彙裡，客語詞彙來源主要可分為「漢語來源」及「他族群語言來源」其及

「外來語」三大類，前者或取自古代通語，或取自近代漢語，例如：李惠昌考「钁鋤」吸

收單音詞「钁」及「鋤」指鋤草的農具；
112
客語詞彙中來自其他族群語言來源又可再細分，

有的取自古代方言，有的取於現代方言，例如：來源於古百越語的「墟」表集市，莊初升：

「《太平寰宇記》：『容州(在今廣西)夷多民少，不習文字，呼市為墟。』古百越族的後

裔——操壯侗語的諸民族，今天有的還稱集市為『墟』」。
113
「擺」指次、回，同樣也是

來自古越語；
114
客語詞彙中豐富的外來語顯示客家話的包容力，外來語的多樣來源體現客

家族群僑居地特色，許多詞彙中包含強烈的地方性，援引黃雪貞〈客家方言的詞彙和語法

特點〉所舉印尼僑居地客語之例於後，先引客語詞彙再以括弧附註現代漢語詞義，並說明

出處：食羅帝(吃麵包，語源為印尼語，印尼語的麵包、餅乾為「roti」)、倒隆人(幫助人，

語源為印尼語，印尼語的幫助為「tolong」)。
115
袁家驊以為客家話因近粵、閩地區而受其影

響，如「 」(能幹，借自粵語方言)、「糜」(粥，發音可能受閩南方言影響)。
116
這些具地

                                                 

112 李惠昌，〈客方言口語中的古詞語考辨—為客家研究學術交流會而作〉，《汕頭大學學報》，第 8卷第 1期(廣
東，1991)，頁 39。 

113 莊初升，〈從方言詞彙看客家民系的歷史形成〉，《韶關大學學報》，第 19卷第 2期(廣東，1998)，頁 5。 

114 莊初升，〈從方言詞彙看客家民系的歷史形成〉，頁 5。 

115 黃雪貞，〈客家方言的詞彙和語法特點〉，《方言》，第 4期(北京，1994)，頁 274。 

116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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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的詞彙與地緣關係極深，主要受另一語言滲入影響，屬區域性的語言變化，有些並

不通行於所有的客語區，值得注意的是客語還受到漢語方言以外的語言影響，「英文」及

「日文」為其常見來源，如：〈梅縣客家方言詞彙散論〉中有「恤衫」之「恤」借自英語

「Shirt」、「夾克」借自英語「Jacket」之例；
117
日本漢字中以「番號」表示「號碼」，客

語詞彙裡亦有「番號」一詞。 

 

(二)客語詞彙的特色 

1.單音節詞豐富 

    客語詞彙中豐富的單音節詞彙可能承自古代漢語，王力指出漢語複音化前經歷一段混

亂的組字時期，「險、阻、隘」為同義詞，可互相組合也可單獨使用，又「饑饉」一詞在

朱熹為《論語》做注文中是分開解釋的，
118
可見有些詞彙在古代為單音節詞，而後的發展

趨勢是從單音節走向多音節，這樣的漢語構詞特性被保留在客語詞彙。袁家驊書中指出「就

i、iu、im、in、ip、it、e、eu八韻，以韻母為經、聲母為緯來看，在 343個詞中，複音詞

不到 70個」，119
今列舉客語能力考試詞彙之單音節詞並附註其意義、例句於下，以明其特

性： 

客語詞彙： 投(告狀) 

例    句：  

中文解釋： 你如果再罵，我就要向爸爸告狀喔！ 

   

客語詞彙： 砸(強壯) 

例    句： 佢身體當（蓋）砸，恁寒個天還著短袖衫。 

中文解釋： 他身體很強，這麼冷的天氣還穿短袖衣。 

                                                 

117 陳亦良，〈梅縣客家方言散論〉，《暨南學報》第 15卷第 1期(廣東，1993)，頁 142。 

118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89。 

119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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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兩例中，前一例所列客語詞彙當動詞使用，後一例則為形容詞，是故單音節詞不

僅限於一類詞性，又對應客語詞彙與其中文解釋，客語詞彙中皆為單音節詞，但運用在現

代漢語時，卻需以相對應的多音節詞表示之，再次顯露了古代漢語由單音節詞轉變為現代

漢語的雙音節詞的痕跡。 

2.詞綴特殊 

(1)前綴：阿、老 

「阿」在客家話中可視為含有尊敬意味的詞頭，多用與長輩的稱呼結合。例如：阿公(祖

父)、阿婆(祖母)、阿爸(父親)、阿伯(伯父)、阿叔(叔叔)，另外還可與名字相結合，例如：

「阿英」、「阿豐」、「阿雄」，這樣的稱呼方式容易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亦可用於

晚輩及同輩，除了含尊敬意味外，還有親暱的意思。 

「老」字有不涉及實質意義者，如「老鼠」、「老虎」，若用於人物類詞彙則表示與

被稱呼對象的親切關係，可用於平輩及晚輩的稱呼或後接人的姓。「老」字可能包含文化

層面意義，用來表示「長久的關係」，因可以偕老，所以「老」字做為詞綴更能拉近人與

人間的關係。 

    老公(丈夫)、老姐(妻子)、老弟(弟弟)、老妹(妹妹)、老侄(姪子)、老李 

(2)中綴：其構詞形式為「A打 A」，表示數量大。120 

千打千、萬打萬、斤打斤、丈打丈、廟打廟、缸打缸、陣打陣 

(3)後綴：仔、公、牯、嫲、頭 

a.仔 

此詞綴運用範圍極廣，有時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兒」、「子」，當作為動物、稱呼

的詞尾，有時被大量地運用在形容詞上。列舉「客語能力認證詞彙」詞例，並於括弧中附

註現代漢語語意於下： 

動物： 

雞仔(雞)、鴨仔(鴨)、牛仔(牛)、豬仔(豬)、羊仔(羊)、狗仔(狗)、馬仔(馬)、鳥仔(鳥)、

蠶仔(蠶)、魚仔(魚)、蟲仔(蟲)、獅仔(獅子)、猴仔(猴子)、蚊仔(蚊子)、月鴿仔(鴿子)、

白鶴仔(白鶴)、 (青蛙)  

                                                 

120 謝永昌，《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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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用品： 

杯仔(杯子)、罐仔(罐子)、紐仔(扣子)、鑽仔(鑽子)、鉗仔(老虎鉗)、刀仔(刀子)、盤仔(盤

子)、筷仔(筷子)、鑊仔(鍋子)、蓋仔(蓋子)、索仔(繩子)、遮仔(傘) 

對人的稱呼 

嬰兒仔(嬰兒)、細孲仔(小孩)、細妹仔(女孩/女性)、細徠仔(男孩/男性)、細妹條仔(少女

/年輕女孩)、細徠條仔(少男/年輕男孩)、侄仔(侄子)、阿姨仔(小姨子)、妻舅仔(小舅子)、

息仔(曾孫)、 

對人的蔑稱 

鱸鰻仔(流氓)、賊仔(小偷)、落仔(騙子)、小使仔(工友)、苦力仔(苦力)、掌牛哥仔(牧童)、

承勞仔(僱工) 

形容詞詞尾： 

緊拚拚仔(形容急迫的樣子)、面皮皮仔(厚著臉皮)、勉勉仔(尚可)、煞煞仔(儘速地、賣

力的、積極的)、定定仔(沉著穩定的)、暢蹀蹀仔(形容高興的樣子) 

b.公 

「公」加於動物名詞之後多數指涉性別，例如：「鳥公」、「雞公」、「鴨公」，分

別表雄性的鳥、雞、鴨，但部分詞彙中的「公」則沒有強烈的性別區分概念，如碗公(大碗)、

蝦公(蝦子)、蟻公(螞蟻)、大樹公(大樹)、石頭公(石頭)等，其中「大樹公」、「石頭公」

兩詞為敬稱，專指具有靈性的樹及石頭。 

c.牯 

    用於人身上時多指男性，例如：大賊牯(強行掠奪別人財物的人)、大箍牯(身材肥胖的

男子)、大戇牯(愚笨的人)、「細憨牯」 (天真、癡傻的小男孩)，「牯」多做為表雄性的附

加詞尾；用於動物時，則表公的動物，例如：狗牯(公狗)、牛牯(公牛)、豬牯(公豬)、貓牯(公

貓)、馬牯(公馬)、羊牯(公羊)、水牛牯(小公牛)。 

d.嫲 

指雌性的「嫲」有時略帶貶意，例如：顛嫲(瘋癲或不講理的女人)、痴嫲(笨女人)；用

於無生物時，多數不涉及性別，例如：火車嫲(火車頭)、笠嫲(斗笠)、刀嫲(刀)、鑊嫲(鍋子)；

用於動物時，多具性別標記，例如：鳥嫲(雌鳥)、雞嫲(母雞)、鴨嫲(母鴨)、豬嫲(母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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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嫲(母貓)。帶有性別區別的用法可能與百越民語言有關，羅肇錦以為由於客語與畬、瑤、

彝語同源，所以客語中部分詞彙採「名詞+性別標記」詞序，121客語詞彙中是沿襲彝、瑤、

畬的慣用法，例如：現代漢語「公雞」是以「公」為形容詞表「雄性」形容名詞「雞」；

在客語詞彙中則以「雞公」表示，一樣是「雄性的雞」之義，但是詞序顛倒。客家話與畬、

瑤、彝語是否同源尚待進一步的論證，羅肇錦所舉的詞例指出客語詞彙與南方民族語言的

同質性，我們可以說客語與百越民族語言曾相互影響，故可在現行語言中彼此呼應。 

3.多疊字 
客語疊字詞彙為特色之一，除名詞、時間詞、量詞、動詞外，形容詞類亦多疊字形式，

且動詞疊字詞含「快速」完成該動作的意思，形容詞疊字詞則多與「仔」結合，使形容詞

更加生動。 
 
(1) 名詞、時間詞、量詞 
人人、隻隻、碗碗、杯杯、盞盞、年年、月月、日日、時時等。 
(2) 動詞 

拭拭、寫寫、洗洗、炒炒、看看。 

(3) 形容詞 

性暴暴仔(個性暴躁的樣子)、頸橫橫仔(桀驁不服的樣子)、氣凹凹仔(受氣的樣子)

仔(生氣的樣子) (極為疲憊的樣子)、面北北仔(不高興不理人的樣子)、面臭臭仔(臉

臭臭的)、目勾勾仔(望眼欲穿的樣子)。 

 

 

 

 

 

 

                                                 

121 羅肇錦，〈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頁 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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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漢字詞的詞彙系統 

(一) 韓國漢字詞的詞彙來源 

韓國漢字詞指「以漢字做為基礎存在於韓語中的詞彙」，其最早的來源為「中國古代

漢語」，而後隨時間的推移增加許多來源。從韓國漢字詞來源來看，有漢源韓國漢字詞、

韓源韓國漢字詞及間接的漢字來源，如：日本漢字、漢字佛經，可見韓國漢字詞的豐富多

元性，且為因應語言使用需求，韓國漢字詞或成為字根，與漢字、韓字前後綴結合，或成

為前、後綴與其他字根結合，又因漢字的表意特性，韓國漢字詞多用以表示抽象的邏輯概

念，此點將於「韓國漢字詞的特點」討論。在此先從歷史角度看韓國漢字詞來源，最早漢

字多由中國傳入，而後有不同來源，下表以時序為軸，傳入語源為分界，概略分為五期整

理於下： 

表 4漢字來源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時

間 

箕子朝鮮 -三國

82B.C.-918A.D. 

高麗王朝 

918A.D.-1392 

朝鮮國       

1392 A.D.-1897 

日權時期 

1895 A.D.-1945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迄今 

1919 A.D.-迄今 

傳

入

語

源 

漢語 

(隋唐文學) 

漢語 

漢化佛教用語 

漢語 
日本語 

(日本漢字) 

現代漢語 

日本漢字 

註 

＊漢字來源多

為書面資料。 

＊高麗光宗時

科舉帶動漢文

學習。 

＊佛教興盛。 

＊蒙古詞彙傳

入。 

＊朝鮮國第四代

君世宗大王於   

1443 創製「訓民

正音」。 

＊1910 到 1945

年韓半島成為

日本轄區。 

 

 

＊西方語言傳入，韓

語吸收許多英語詞

彙作為外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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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資料來源整理自： 

1. 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 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 蔣為文，〈訓民正音與韓國文字之崛起〉，收入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學術

研討會(臺北，2010)，線上論文資料。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http://www.tisanet.org/act.htm，訪問日期：2011年

10月 5日。 

    上表中的第一期箕子朝鮮到三國時代，主要的輸入來源是中國， 現代韓國漢字詞中可

能有許多字是承自於中國古代經典《論語》、《孝經》、《禮記》、《左傳》、《尚書》、

《周易》等的漢字，列舉《新編韓國詞彙學》之例於下：《孝經》：「和睦、身體、父母、

富貴、君子、災害、天地、中心、長幼、慈愛」；《文選》：「娛樂、學校、植物、動物、

豐年、指南、生命、貧窮」；《左傳》：「即位、黃泉、首領、同盟、世子、負擔」。122新

羅時期朝鮮半島國家與中國唐朝往來頻繁，除了語言文字的傳播外，中國朝廷制度、文化

也被輸入，而後高麗王朝的科舉制度近於唐之科舉制度即為例證，《選舉志序》：「三國

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

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123科舉制度的施行可能讓大量中國經典裡

的漢字傳入朝鮮半島。 

      第二期高麗王朝時，漢字傳入的來源主要是佛教用語，同時還有蒙古詞彙傳入。高

麗王朝第四代君王光宗(西元 949年至 975年在位)時，因科舉制度的實行，促使人們學習

漢文，且此時佛教興盛亦有推波助瀾之效，其影響深遠，使現代韓語中含大量佛教用語，

例如：「涅槃」、「佛陀」、「佛頂」、「佛號」、「佛會」、「佛典」、「佛剎」、「彌

勒佛」、「彌勒座主」、「菩薩」、「菩薩僧」、「菩薩戒」、「袈裟」、「羅漢」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入的佛教詞彙並非以梵文的形式出現，因為是透過中國傳入，所以這

些佛教用語應已先被「漢語化」，也就是說這些最初源自梵文詞彙先傳入中國，再輾轉以

漢字形式進入朝鮮半島。與高麗王朝對應的中國朝代約為五代、宋、元、明時代，其中西

元 1271到 1368年的元朝因國勢強盛、疆域廣大，與高麗王朝交流頻繁，《高麗史》記元

壬宗曾賜書高麗：「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共計一萬七千卷，皆宋秘閣所藏」，
124
可見

高麗王朝初期時與元朝接觸頻繁，且高度重視唐宋典籍，隨著蒙古族的發展高麗王朝也受

到蒙古文化的影響，高麗王朝第二十五代君忠烈王(西元 1274-1308年在位)於西元 1272年
                                                 

122 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04。 

123 《高麗史》卷七四，參考由首爾大學中文系教授허성도主持的「木版本《高麗史》數位化專案」資料。 

124 鄭麟趾，《高麗史》(東京：武穆出版社，1908)，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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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一年受質於元的生活時，據文獻記載已「編髮胡服」，
125
忠烈王除與蒙古公主聯姻外，

及位後還命臣民「服上國衣冠」，
126
宴饗時還有「元人呈百戲」

127
的紀錄，存於現代韓語的

蒙語借用詞多與馬、鷹、軍事用語、官職等相關詞彙。 

     第三階段時漢字在朝鮮半島遇到了危機，從大方向來看漢字書寫系統，其走向是逐漸

由漢字過渡到韓文書寫系統。朝鮮王朝時期，朝鮮半島上的漢字受到一連串的衝擊，除了

世宗大王頒布的「訓民正音」外，十七世紀末在通俗文學發展下，出現以韓文寫作的作品，

例如：許筠的《洪吉童傳》、金萬重的《九雲夢》及《謝氏南征紀》等小說，時調集《青

丘永言》、《海東歌謠》、《歌曲源流》亦以韓文創作，俗文學的興盛間接地抑制漢文學

的發展，再加上朝鮮與日本、清朝的貿易頻繁，除了漢語外，日語及滿文也間接或直接地

影響著韓語，此時期漢字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相對較弱。 

  第四階段的韓國漢字詞與日本息息相關，表 4中所指「日權時代」不僅包含自 1910

到 1945的日本統治時代，並加上 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前後，因在 1895年前後日

本勢力已進駐朝鮮半島，是故將之劃為同一階段。自 17世紀後半段算起，日本勢力以漸進

的方式進入朝鮮半島，首先 1876年的日本與李氏朝鮮簽訂了「江華島條約」，條約中明文

條列出友好的外交關係，1894年甲午戰爭後，中國勢力退出朝鮮半島，俄國的影響力也在

1904到 1905的「日俄戰爭」後退去，此時大量的日本漢字輸入朝鮮半島，日本漢字詞彙

受現代化的影響， 所以傳入者多與政治、經濟、科技、科學相關，例如：「自由」、「哲

學」、「民主」等詞，雖然在日本結束統治後，韓國政府致力去除語言中的日語成分，但

部分現代化用語無法在韓語中找到替代詞或受限於語用習慣，使現代韓國漢字詞中仍存有

許多與日本韓國漢字詞相同的詞彙，如：昨年(작년)、將棋(장기)、會社(회사)等，這樣特

殊的語言羈絆聯繫著韓國漢字與日本漢字關係。 

    第五期指韓戰結束後迄今，因政治情勢的改變，美國等西方文化成為韓國主要輸入來

源，1953年 7月 27日南北韓停戰協議簽訂，戰後百廢待興，幸而在美國的支持下，韓國

逐漸重建家園，如同日本學者下的註腳：「這種美國化形成了今日韓國社會的底流，及其

基本的方向。的確，獨立以後韓國的努力，首先注重於『日本色的消抹』。做為其所實際

使用的方法，一是韓國文化的強調，二是西歐化…… 」，128這樣的政治情勢使得朝鮮半島

                                                 

125 鄭麟趾，《高麗史》，頁 417。 

126 鄭麟趾，《高麗史》，頁 436。 

127 鄭麟趾，《高麗史》，頁 436。 

128 原出處：鳥羽欽一郎，《另一個韓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9)，頁 131。轉引自邵毅平，《韓國
的智慧：地緣文化的命運與挑戰》，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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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南、北語言走向差異變大，韓國與美國的接觸增加，並藉資訊傳播的開展，英語語彙大

量傳入韓國，多數以音譯方式表達外語詞彙，如：電梯 elevator「엘리베이터」、公車 bus

「버스」、計程車 taxi「택시」、ski滑雪「스키」等，但與此同時在地球村概念的運作下，

現代漢語與日本漢字仍持續不斷地與之接觸。 

    整體而言，韓語中的漢字詞來源隨大環境起伏，朝鮮半島先後分別與中國、日本、過

從甚密，而後韓國與美國關係密切，使得漢語的影響力相對薄弱。最初韓國漢字詞來源是

古代漢語，且漢字從中國傳入持續了近 2000年的時間，這現象除了兩地者地緣相近因素

外，在輸出方中國的立場來說，長久以來中國以正統文化自居的心態、高度發展的漢字文

化、強盛的國勢等，成為文化、語言輸出的助力；在朝鮮半島方面，雖已有自身語言、文

化，但缺少書寫文字，再加上中國是亞洲文化古國，國勢相對強盛，形成漢字借入朝鮮半

島的有利基礎，所以大量的古代漢語被保存在韓國漢字詞中，部分詞彙甚至比現代漢語更

加貼近古代漢語。漢字來源輸出地繼中國之後是日本，隨著中國與日本勢力消長，以及日

本對朝鮮半島 36年的殖民統治，使得日本漢字成為輸入朝鮮半島的大宗。至日治時期結

束、南北韓分立，以 1992年 8月 24為界，韓國先後與台灣及中國建交，隨著資訊傳播技

術的發達，現代漢語亦成為韓國漢字詞來源，從韓國的外交政策，可推知現代漢語與韓國

亦有長時間的互動。另外因美國協助韓國進行戰後重建，間接促使英語進入韓語中，韓語

中出現大量英語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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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韓國漢字詞的特點 

1.詞綴化      

因漢字的「表意」特性強，所以韓國漢字詞的組詞能力亦強，然而漢字融入韓語後，

受到「韓語詞彙構詞」影響，使許多漢字逐漸詞綴化，也就是為了配合構詞方法而淡化作

為詞綴
129
的漢字獨立性，使之成為具有限制作用的附加成分，部分詞綴還可以改變詞根的

詞類，但一般來說做為「接頭詞」
130
及「接尾詞」

131
的韓國漢字詞多數不改變原詞根詞類，

此特性與固有詞的「外部派生法」
132
有關。據韓國學者研究結果顯示「漢字前綴約有 100

個，且各含有不同程度的詞綴化痕跡」，
133
雖目前尚有爭議，但在尚無定說的情況下，本

文暫且以「詞綴」代稱韓國漢字詞構詞的附加成分， 今參考李紅梅〈從造詞法看韓國語漢

字新詞的語言經濟性〉、
134
林從綱之《新編韓國語詞彙學》

135
例子列舉作為附加成附的韓國

漢字詞綴於下： 

 

 

                                                 

129 「附著詞位」又稱為「詞綴」，與詞根結合時出現在詞根前的稱為「詞頭」又稱前綴，出現在詞根後面的
稱為「詞尾」又稱後綴。參考謝國平，《語言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 161。 

130 「詞頭」附加於詞根前，構成新詞的語素。前綴在韓語中稱為接頭詞「접두사」，接頭詞的特點是只起限
制詞根的作用，不能改變詞性。參考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98-99。 

131 「詞尾」附加於詞根之後，構成新詞的語素。後綴在韓語中稱為接尾頭詞「접미사」，接尾詞的特點是不
僅起限制詞根的作用，而且有時可以改變詞性。參考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98-99。 

132 「外部派生法」指單詞內部不發生變化，由詞根加上沒有獨立意義的接頭詞、接尾詞而構成新詞的方法，
例如：「개」為含「野生」意思的接頭詞，與詞幹結合後成「개살구」表「野杏」、「개머루」表「野葡萄」

、「개꽃」表「野花」；接頭詞「헛」有「空」、「無用」的意思，與詞幹結合後成「헛걸음」表「白走」

、「헛고생」表「白費工夫」、「헛말」表「空話」、「헛생각」表「妄想」、「헛일」表「白費勁做的事」，
132
另有部分接尾詞彙會改變整個詞的詞性，如動詞「덮다」具蓋上、掩蓋的意思，加上接尾詞轉變為名詞「덮

개」指蓋子、被子；動詞笑「웃다」加上接尾詞成為名詞「웃음」；形容詞高「높다」加上接尾詞變成名詞

「높이」指高度。參考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101-111。 

133 김창섭，〈국어 어휘 자료 처리를 위한 한자어의 형태‧통사론적 연구〉，서울：국립국어연구원，1999。 

134 李紅梅，〈從造詞法看韓國語漢字新詞的語言經濟性〉，《延邊大學學報》第 37卷第 1期，(吉林，2004)，
頁 75-78。 

135 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1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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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綴/接頭詞 

最：最優秀、最尖端、最高位 

濃：濃黃酸、濃褐色、濃赤色 

老：老紳士、老處女、老夫婦 

無：無動機、無店舖、無停車 

 

(2)後綴/接尾詞 

客：顧客、乘客、觀光客、預約客、參觀客 

陣：醫療陣、幹部陣、任員陣 

士：看護士、辯護士、寶石鑑定士、手藝士、造酒士 

料：入場料、調味料、觀覽料 

 

2.韓國漢字詞易概括多項意義成為複合詞及縮略語 
固有詞相對於韓國漢字詞來說，在組成複合詞時有較多的限制，因為韓語中黏著語特

性，所以在組詞時有時需要變換型態，尤其牽涉到詞性轉換時更是如此，如動詞餓「곯다」

轉換為形容詞「고프다」，原動詞的收音脫落，在加上「프」轉換詞性，而後再與他詞組

成新複合詞，相較於韓國漢字詞顯得更加冗長；漢字主要是以次序來表示語法功能，不涉

及詞彙內部變化，所以組詞成複合詞時較便捷，例如：以韓國漢字詞構成的「開發途上國/

開途國」指「開發中國家」， 以固有詞表達為「산업의 근대화와 경제 개발이 선진국에 

비하여 뒤떨어진 나라」，故欲概括多項意思組合成詞時，韓國漢字詞較為簡便。 

韓國「縮略語」
136
的使用可溯及三國時代，新羅王朝稱外七等的官階為「幹支」，「幹

支」可被縮略為「幹」，古時軍事協定「新羅百濟同盟」可被縮略為「羅濟同盟」，李氏

朝鮮時中國杜甫詩的譯作《分類杜工部詩諺解》可被縮略為《杜詩諺解》。
137
此形式的詞

                                                 

136 富天飛參考各家定義後指明「縮略語」為「在原詞語形式基礎上，直接的省略掉原詞語的音素或音節一

部分，而形成簡短的詞語」富天飛，〈韓漢縮略詞與對比研究〉(吉林：延邊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
2005)，頁 9。 

137 張光軍，〈韓國語中的韓國漢字詞縮略語〉，《漢語學習》，第 2期(吉林，2006)，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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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是韓國漢字詞組字能力高的表現，因保留了漢字單字表意的特性，所以在構詞上有其便

利性，可以較自由地與其他的字組成詞組。「縮略語」是為方便交際、語用的表達，縮略

語較原詞簡短且和原詞的意義相通，但是縮略語在不同的語用環境下會產生歧異，例如：

「建交」在現代漢語為「建立外交關係」的縮略語，在韓國漢字詞對應的則是「建設交通」，

縮略語意義的理解主要取決於所依據的原詞，故有時空背境的限制，在不同的語用環境裡

會產生同形異義的現象。 

 

3.韓國漢字詞辨義度較高 

    韓國漢字詞辨義度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韓語中多同音詞，若以韓文書寫，則須

對照上下文才能推敲該詞所指為何，若以韓國漢字詞表示則較為清晰，可以降低韓語中同

音異義詞造成的混淆；其二、韓國漢字詞較韓國固有詞意義單純、明確，所以固有詞常與

多個韓國漢字詞對應。今參考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之例於下：
138

 

(1)韓語多同音詞 
「고면」對應的韓國漢字詞為「故面」、「高免」、「高眠」、「顧眄」、「古名」

、「顧命」、「高明」。 

「자인」對應的韓國漢字詞為「自刃」、「自認」、「自引」、「自因」、「瓷印」

、「慈仁」。 

「노장」對應的韓國漢字詞為「老壯」、「老長」、「老莊」、「老將」、「路葬」

、「蘆場」、「露場」。 

 

(2)韓國漢字詞意義界定較細緻@林從綱，P41 

固有詞「앞」所含概念豐富，可對應的韓國漢字詞有「前面」、「前方」、「先鋒」

、「先發」、「前」、「以前」、「過去」、「前日」、「後」、「以後」、「未來」、

「後日」等。 

固有詞「말」所含概念豐富，可對應的韓國漢字詞有「言語」、「陳述」、「語辭」

、「說明」、「口述」、「對話」、「言事」、「言說」、「語彙」、「吐露」等。 

                                                 

138 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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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詞「생각」所含概念豐富，可對應的韓國漢字詞有「思考」、「思索」、「思辯」

、「構想」、「理念」、「想像」、「聯想」、「想定」、「想念」、「推測」、「思量」

、「回想」、「所感」等。 

 

4.低詞類限制、組詞性高 

由於漢字本身詞類不固定，會依據其在詞中所擔任的語法功能而改變詞性，韓國漢字

詞亦承襲了此特點，例如「宿」，可擔任名詞功能，「留宿」、「投宿」、「食宿」，亦

可擔任動詞功能，組成「宿泊」、「合宿」、「寄宿」，還可擔任形容詞功能，組成「宿

館」、「宿習」、「宿願」、「宿命」，及擔任副詞功能的「宿直」、「宿構」，所以組

詞較為自由，還可與固有詞結合。以下分三類詞彙組合類型，並於第一類型詞彙後括弧附

註韓文，餘兩類詞彙後括弧附註韓文及翻譯： 

(1)韓國漢字詞+韓國漢字詞(韓語) 

校服(교복)、學校(학교)、禮遇(예우)、酒肉(주육)、暴君(포군)、旱災(한재) 

 

(2)韓國漢字詞+固有詞(韓語/語譯) 

收養+딸(수양딸/養女)  沙+대접(사대접/瓷湯碗)、洋+머리(양머리/西式髮型) 

 

(3)固有詞+韓國漢字詞(韓語/語譯) 

서울-驛(서울역/首爾站)、알+錢(알전/小錢)、미끄럼+臺(미끄럼대/滑梯)、된+醬(된장/

大醬) 

 

5.韓國漢字詞音節多樣 

由於韓國漢字詞的高組詞能力，所以可構成多音節的詞或詞組，又漢字為表意文字，

故在韓國漢字詞中有許多單字成詞的詞：「山(산)」、「冊(책)」、「百(백)」等，山、冊

、百為韓國漢字詞，括弧內附註韓文以做為對應，基本上韓國漢字詞多與原漢字有聲音上

的關係，而其單音節的意義也多承自古漢語，唯有些詞義範圍改變，本文將在下章進行詞

彙比較。雙音節韓國漢字詞的結構與漢語類似，可分主謂式，
139
如：人造(인조)、國立(국

                                                 

139 前後詞根是陳述和被陳述的關係。邵敬敏主編，《現代漢語通論(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
7(2009重印))，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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립)、夜深(야심)；修飾結構：國會(국회)、人品(인품)、漢字(한자)；並列式：上下(상하)

、左右(좌우)、父母(부모)；限定結構：密接(밀접)、脫出(탈출)、使用(사용)、必然(필연)；

補充結構：社會(사회)、買入(매입)、賣出(매출)；動賓式：防火(방화)、避難(피난)、訪韓

(방한)。四音節的韓國漢字詞有：高等學校(고등학교)、非合理的(비합리적)、東西南北(동

서남북)、家家戶戶(가가호호)、言飛千里(언비천리) ；五音節詞：自動販賣機(자동판매기

표시)、光合成裝置(광합성장치)；六音節詞：駐車禁止表示(주차금지)；七音節詞；梨花

女子大學(이화여자대학교)；八音節詞：出入國管理事務所(출입국관리사무소)。以上例子

擇錄自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
140 

 

6.韓國漢字詞具同素逆序詞  

〈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指出韓國漢字詞中的同素逆序詞
141
大部分源自中國

漢字，僅少部分來源為日本漢字，如「鐵綱」、「配分」、「敗戰」、「年賀」，或者是

韓國自創的韓國漢字詞，如「運搬」、「段階」、「證憑」、「關聯」，且多數保留傳入

漢字的意義、用法，
142
韓國漢字詞中的同素逆序詞據張巍歸納大致可為兩類：一、AB及 B

A式意義相同。二、AB與 BA意義不同。前一類如「聲名—名聲」、「和平—平和」，後

者如：「救急—急救」，
143
「救急」指緊急救治，「急救」則為招聘用語。第一類者占多

數，而第二類「AB」、「BA」兩序各自發展成不同的意思者，其間多有關連性。韓國漢

字詞以漢字為基礎，除音、義與傳入漢字有一定的關聯外，在構詞順序上雖有與韓國漢字

詞序相同的，如：漢字「鑑賞」對應的韓國漢字詞為「鑑賞」、漢字「眼鏡」對應「眼鏡」

詞序皆相同，但韓國漢字構詞詞序卻有異於漢字者，如：「紹介」、「遲延」、「抱擁」、

「菜蔬」、「輕減」、「買收」、「素樸」、「老衰」、「苦痛」、「慰安」等，此現象

與漢字傳入時的情形有關，正如張巍所提「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大背景——複音化，這是

同素逆序詞產生的前提條件，也是動因。」
144
點出複音化與同素逆序詞的關係，並指出這

                                                 

140 林從綱，《新編韓國語詞彙學》，頁 167-170。 

141 同素逆序詞歷來較法不一，有人稱「雙音詞的交替形式」、「字序對換的雙音詞」、「序位顛倒的同素詞」、
「顛倒詞」、「倒序詞」、「同義逆序詞」、「同素反序詞」、「同素異序詞」等，本題採張巍所用名稱。參考張巍，

〈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 1。 

142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頁 128。 

143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頁 124。 

144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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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變動的時間在中古時期，中國的漢字在從單音節過度到多音節的時候，雙音節詞較單音

節詞來說，結構相對地不穩定，逆序的韓國漢字詞可能保留了中國中古時期大量產生的雙

音節詞之變異性，有部分與古代漢語相同的同素逆序詞被保留在韓國漢字詞中，而在現代

漢語裡消失，例如：「紛糾」，或僅取漢字多義詞中的其中一義傳入韓國，如：「點檢」、

「短縮」，
145
或漢字傳入韓國後，僅被保留一種詞序，例如：韓國漢字詞中保留「氣力」，

漢語中僅保留「力氣」；韓國漢字詞「講演」，漢語「演講」，此點亦可印證韓國漢字與

古代漢語的關係密切。若能考查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的逆序詞，輔以古漢語文獻資料，應

能佐證客語、韓國漢字詞詞彙的同源性，亦可加強韓國漢字詞、客語與古漢語的關係，並

以「同素逆序詞」做為聯繫倆者關係的線索。 

 

 

                                                 

145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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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彙比較 
本章先以形義為界，將語料分為「同形同義詞彙」、「同形異義詞彙」，首先說明詞

彙的詞義演變理論，接著再以此理論歸類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因考量漢字詞與客語詞

彙特性，視部分相近詞彙為同形詞錄之，全章皆以表格比較方式呈現，並於資料庫146中為

各詞彙尋找漢語古代典籍出處，本研究考量到「詞彙的多元包容性」、「與現代漢語的區

隔性」，又基於學者們推論早期傳入韓國之漢字多來自為中古時期，故特重南北朝、隋、

唐時期書籍，用以會通兩者。 

 

第一節   詞義演變理論—ENT詞彙模式 
詞彙學研究的核心單位之一為「義位」，運用概念可對詞義演變及詞彙比較做出客觀

的判定，自 1908年瑞典語言學家諾倫(A‧Noreen,1854-1925)提出「義位」(sememe)後，其

定義在後來引起廣泛的討論，有宏觀地指「詞的所有義項」，有微觀地指「義項的語義成

份」，亦有介於兩者「等同於義項」的說法。一般通說為「義位等同於義項」，且此說較

為客觀，因本研究在分類、比較上涉及「義位」等概念，現參考邵敬敏之書，147界定相關

術語：「義項」為「詞目中按意義分類的項目」；「義位」為「義項的意義」，是由一組

義素組成且能獨立運用的意義；「義素」為「最小的不能獨立使用的語義單位」，不同的

義素能合成可獨立運用的「義位」；「語義場」指「具相關語義的詞所形成的場域」，如：

「家畜語義場」下含牛、羊、馬、豬等詞，同語義場的詞含有共同的語義要素，而同一詞

可能含多個語義要素，所以可被歸入不同的語義場。 

19世紀後期德國語言學家保羅(H. Paul ,1846-1921)提出詞義演變分類法後，此邏輯學

模式影響遠大，成為應用最為廣泛久遠的分析理論，大體上而言，可簡化為擴大(Expansio

n)、縮小(Narrowing)、轉移(Transfer)，王力以為這三者囊括全部詞義演變的現象；148李家

樹以為「詞義的擴大和縮小，屬於詞義範圍上的變化，而詞義的轉移，就屬於詞義性質上

                                                 

146 參考「中央研究院瀚典全文檢索系統」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及「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
索資料庫」http://1062895.kmg.idv.tw/及「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及「漢典」http:
//www.zdic.net/sousuo/之釋義資料。 

147 邵敬敏，《現代漢語通論》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重印)，頁 153。 

148 王力，《漢語史稿》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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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了。」149但同時指出「轉移」較「擴大」、「縮小」為複雜；張志毅等《詞彙語義

學》150列出的狹義分類法，即「擴大」及「縮小」外可分為「狹義轉移」、「轉類」、「虛

化」、「深化」、「貶降」、「揚升」、「弱化」、「強化」。張志毅的說法綜合外延及

義位概念，這樣的分類法有助於瞭解「轉移」的豐富性，但為避免在分類時流於主觀判斷，

本題判定客語詞彙、韓國漢字詞與古漢語的演變關係時，仍以「擴大」、「縮小」、「轉

移」分界，今參考《詞彙語義學》151、《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152分述各詞義演變現象，

除「擴大」、「縮小」外皆屬「廣義轉移」範疇，舉例說明如下： 

 擴大：詞的外延擴大，也就是指稱的範圍變大了，或指義位的變化，也可以說是限制

的條件減少了。 

1.由「部份」擴大為「整體」 

「市」原指城市的一部份「市場」，後擴大為「城市」。 

「臉」原指全臉的一部份「目下頰上」，後擴大為「整個面部」。 

2.由「小類別」擴大為「大類別」 

「布」原指小類別的「麻料的編織製品」，後擴大為大類別的「不限於麻料的編

織製品」。 

「藥」原指「具醫療功能的植物性藥材」，後來則擴大為「不限於植物的藥材」。 

3.由「個體」擴大為「一類」 

「江」原指個體的「長江」後擴大為「較大的河流」。 

「阿斗」原指個體的「劉備之子」後擴大為「缺乏能力、才華者」。 

4.由「義位」擴大、「義素」減少 

「好」原指「美好的容貌」後擴大為「所有與美好的人事物」，減少了「容貌」

的限制。 

「洗」原指「洗去腳上的污垢」後擴大為「洗去汙垢」，減少了「腳上的」之限

制。 

                                                 

149李家樹《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頁 51。 

150 張志毅、張慶雲，《詞彙語義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227-229。 

151張志毅、張慶雲，《詞彙語義學》修訂本，頁 236-254。 

152李家樹《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頁 45-71。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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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詞的外延縮小，也就是指稱的範圍變小了，或指義位的變化，也可以說是限制

的條件增加了。 

1.由「整體」縮小為「部份」 

「趾」原指整體的「腳」，後縮小為「腳趾」。 

「太陽」原指整體的「日」，後縮小為「太陽光」。 

2.由「大類別」縮小為「小類別」 

「球」原指大類別的「圓形的東西」，後縮小為小類別的「運動用品」。 

「瓦」原指「土器已燒之總名」，後來則縮小為「屋瓦」。 

3.由「一類」縮小為「個體」 

「詩」原指整體的「詩的總稱」後縮小為「《詩經》」。 

「書」原指整體的「書籍」後縮小為「《書經》」。 

4.由「義位」縮小、「義素」增加 

「亡」原指「逃」後縮小為「逃到別國」，增加了「到別國」的限制。 

「幹」原指「求」後縮小為「求祿位」，增加了「祿位」的限制。 

5.偏義化 

並列的兩詞素形式未變，但後來僅有其中一詞素表義。 

「國家」後偏義化指「政權獨立的領域」，採「國」之義。 

「動靜」後偏義化指「不一樣的情況或消息」，採「動」之義。 

 狹義轉移：因相似的聯想，使義位的語義場變化，或是同語義場內義位的改變。 

「錢」本義為「鐵鏟狀的金屬農具」，後轉移為「鐵鏟狀的金屬貨幣」，因形狀與

性質相似而產生轉移。 

 轉類：即詞類轉移，此指詞目的形態不變，但所扮演的語法角色改變。 

「書」，原為動詞指「寫」，後有名詞用法表「字、書籍」。 

 虛化：指詞義虛詞化，有從實詞變為虛詞者，也有指從具體義轉為抽象義者，前者如：

「將」詞義由「拿、持」變為虛詞義「把」，後者如：「權」由具體義「秤錘」轉

為抽象義「權力」。 

 深化：義位質量的深化，多是由非科學意義加深為科學意義。 

「月」《說文》：「缺也，太陰之精。」描寫月的形狀，今指「不發光但能反射太

陽光的地球衛星」，從科學角度說明月的特徵和科學分類。 

「石」《說文》：「山石也。」「由礦物集結而成的堅硬塊狀物，是構成地殼的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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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貶降：義位由「中性意義」或「褒義」貶降為「貶義」。 

「爪牙」原為褒義「喻勇士」，如：《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

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後貶降為「仗勢欺人的走狗。」如：《史記‧

酷吏傳‧張湯傳》：「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

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揚升：指義位由「中性意義」或「貶義」揚升為「褒義」。 

「乖」從貶義詞「乖戾、不合諧」揚升為「伶俐、聽話」的褒義。 

「加」從貶義詞「虛誇」揚升為「增加」。 

 弱化：意義由強烈變為微弱。 

「購」由「重金懸賞」弱化為「購買」。 

「賞」由「以物賞賜」弱化為「以言讚賞」。 

 強化：意義從微弱變強烈。 

「誅」由「責備」強化為「殺」。 

「恨」由「遺憾」強化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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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同形同義詞彙—古漢語的保存 

一、同形同義詞彙比較 
本節「同形同義」詞彙指形義皆同的韓國漢字詞及客語詞彙，今表列序號、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詞彙、漢語意義、客語詞彙彙編編號，依客語能力認證詞彙彙編分類依序表列，

並於表後羅列相應的古漢語資料，若未見於資料庫中或資料為近代用法則略。 

(一)名詞類詞彙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詞彙 共同意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彙

彙編編號 

1 河漢 河漢하한 銀河 銀河 01-002 

2 肩頭 肩頭견두 肩膀 肩膀 1-24 

3 龍骨 龍骨용골 船脊、化石 古動物化石，中藥名。 1-25 

4 月頭 月頭월두 月初 月初 02-020 

5 另日 另日영일 改天 改天 02-047 

6 靑天白日 靑天白日청천백일 
晴朗的白天、萬里無

雲時的太陽 

1.天氣晴朗 

2.政治清明 

3.大白天 

02-056 

7 今時 今時금시 現在 現在 02-103 

8 間日 間日간일 隔一天 隔一天 02-133 

9 四向 四向사향 四邊 四邊 02-183 

10 山背 山背산배 山的那一邊 山的那一邊 02-200 

11 自家 自家자가 自己 自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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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家 外家외가 娘家 娘家 3-18 

13 行香 行香행향 燒香拜拜 禮佛的儀式 04-032 

14 雞卵 雞卵계란 雞蛋 雞蛋 4-122 

15 痰火 痰火담화 有痰的肺病 肺病 07-047 

16 斷案 斷案단안 判決案件 判決案件 08-089 

17 應聲 應聲응성 反應 反應 08-094 

18 結親 結親결친 締結姻親關係 締結姻親關係 08-208 

19 舊年 舊年구년 去年 去年 11-29 

20 逐日 逐日축일 每天 每天 11-68 

21 通書 通書통서 
周敦頤的作品名

稱，指黃曆 
黃曆 14-060 

22 運命 運命운명 命運 命運 16-176 

23 運數 運數운수 運氣 運氣 16-177 

24 積惡 積惡적악 累積很多罪惡 累積很多罪惡 16-181 

25 登仙 登仙등선 死亡的委婉詞、成仙 死亡的委婉詞、成仙 18-092 

26 先生 先生선생 老師、師傅 老師、師傅 19-030 

27 蜂王 蜂王봉왕 女王蜂 女王蜂 22-087 

28 月光 月光월광 月亮、月光 月亮 23-24 

29 天弓/虹 天弓천궁 彩虹 彩虹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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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頂 天頂천정 天上 天上 23-25 

31 地動 地動지동 地震 地震 23-37 

32 石炭 石炭석탄 煤炭 煤炭 24-015 

33 磨石 磨石마석 石磨 石磨 25-104 

34 月給 月給월급 月薪  薪水 26-31 

35 新婦/舅/臼 新婦신부 新嫁娘 新嫁娘 客語典 

36 虛火 虛火허화 身體發熱或焦躁 身體發熱或焦躁 客典 

37 行路 行路행로 走路 道路、走路 15-034 

38 一等 一等일등 第一名、一個等級 「等」指「級別」 29-031 

39 膝頭 膝頭슬두 膝蓋 無，有近代用法 1-31 

40 洋服 洋服양복 西服 無，有近代用法 11-032 

41 舊曆 舊曆구력 農曆 無，有近代用法 11-77 

42 長毛 長毛장모 長髮 無，有近代用法 11-199 

43 講演 講演강연 演講 無，有近代用法 14-087 

44 沙魚 沙魚사어 鯊魚 無，有近代用法 22-146 

45 利子 利子이자 利息 無，有近代用法 26-14 

46 目汁 目汁목즙 淚水 無 1-6 

47 妹家 妹家매가 娘家 無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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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婦人科 婦人科부인과 婦科 無 07-007 

49 漢醫 漢醫한의 中醫 無 07-019 

50 水藥 水藥수약 液體狀的藥 無 07-135 

51 日誌 日誌일지 日曆 無 11-75 

52 後背 後背후배 後面 無 11-80 

53 短毛 短毛단모 短髮 無 11-200 

54 染毛 染毛염모 染髮 無 11-204 

55 水秤 水秤수칭 水準儀 無 25-008 

56 手銃 手銃수총 手槍 日源詞彙 01-141 

57 別莊 別莊별장 別墅 日源詞彙 6-3 

58 便所 便所변소 廁所 日源詞彙 6-18 

59 飛行機 飛行機비행기 飛機 日源詞彙 7-2 

60 鐵路 鐵路철로 鐵軌 日源詞彙 7-17 

61 萬年筆 萬年筆만년필 鋼筆 日源詞彙 8-46 

62 野球 野球야구 棒球 日源詞彙 9-9 

63 百貨店 百貨店백화점 百貨店 日源詞彙 19-040 

64 機關銃 機關銃기관총 機關槍 日源詞彙 2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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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古漢語「河漢」指「銀河」，見〈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河漢清且

淺，相去復幾許。」南朝‧梁‧沉約《夜夜曲》之一：「河漢縱且橫，北斗橫復直。」《秦

併六國平話》卷上：「只見星沉河漢，日出扶桑。」清‧陳夢雷〈明月何皎皎詩〉：「河

漢已西逝，北斗忽低昂」。 

序號 2：古漢語「肩頭」指「肩膀」，見唐‧薛逢〈鄰相反行〉：「面上笑添今日喜，

肩頭薪續廚中煙」。 

序號 3：「龍骨」在客語中指「船脊」、「化石」或「脊椎」，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船

脊」、「化石」，除「船脊」之義相同外，另一意義有相通處。近代漢語之「龍骨」指能

像脊椎和肋骨般支撐船隻、飛機、建築物等物的結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

十回：「他説這樣子不對，照他的龍骨，恐怕走不動；照他的舵，怕轉不過頭來。」客語

及韓國漢字詞中同有「船脊」的意思，應為後起之義；韓國漢字詞及客語另一義，與古漢

語淵源較深，古漢語中的「龍骨」意義之一為「中藥」，名為「龍的骨骼」實際上是「古

代動物的化石」，見《史記‧河渠書》：「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 。」南朝‧梁‧任

昉 《述異記》卷下：「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燋黃，

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第二義合於此，另外客語「龍骨」

還指人的「脊椎」，此義應與「船脊」相關。 

序號 4：古漢語「月頭」指「月初」，見前蜀‧花蕊夫人〈宮詞〉：「月頭支給買花

錢，滿殿宮人近數千。」元‧郭翼 〈春日有懷詩〉之二：「客裡青春愁不禁，月頭月尾雨

陰陰。」 明‧姚士粦 《見只編》卷上：「為軍丁月糧，先年月頭給放，不過初五，近年

多在月盡或次月初方給」。 

序號 5：「另日」用法見於明‧楊慎 《丹鉛續錄‧另日》：「俗謂異日曰另日。」清‧

翟灝《通俗編‧時序》：「《列子‧周穆王》篇有『別日升崐崙邱』語。另或為別字之省。」 

序號 6：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相同的義項為第一個，韓國漢字詞又比客語多兩個義項，

前兩項與天氣相關，第三個一項則屬引申用法。古漢語「青天白日」相關的意思有三，其

一指「天氣晴朗」，如：唐‧韓愈〈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詩：「漠漠

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宋‧楊萬裡〈明發房溪詩〉：「青天白日十分晴，轎上

蕭蕭忽雨聲。」還有引申用法，喻「政治清明」，如：唐‧王建 〈寄分司張郎中詩〉：「青

天白日當頭上，會有求閒不得時。」宋‧陳亮 《謝羅尚書啟》：「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

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灑落。」稍後與此有指「大白天」者，如：

元‧王曄《桃花女》第一折：「如今這青天白日，關著鋪門，像什麼模樣？」清‧蔣士銓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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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夢‧想夢》：「青天白日做甚麼夢，敢看見杜麗娘和柳夢梅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

與天氣相關的義項應承於近代漢語，而韓國漢字詞之第三個用法可能與古漢語「政治清明」

相關。 

序號 7：古漢語「今時」指「現在」，見《孟子‧公孫醜上》：「今時則易然也。」

《史記‧魏世家》：「今時 韓 、 魏 ，與始孰彊？」 唐‧萬楚 〈五日觀妓詩〉：「西

施 漫道浣春紗， 碧玉 今時鬭麗華。」宋‧曾鞏 《上歐陽舍人書》：「今時謂之恥且格

焉」。 

序號 8：古漢語「間日」指「隔一日」，與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相承，見「間日」

用法見於《晉書》：「自是，間日與輔臣公裳繫鞋相見……」，《新唐書》：「時年老蹇

甚，乞間日入政事堂……」。 

序號 9：古漢語「四向」指「四邊」，見《南齊書‧孔稚珪傳》：「吉日於靜屋，四

向朝拜，涕泗滂沱。」《新唐書‧韓愈傳》：「執兵之卒，四向侵掠。」《北史‧牛弘傳》：

「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唐‧孟郊 〈北郭貧居詩〉：「三年失意

歸，四向相識疏。」宋‧范仲淹 《知郡職方》：「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 

序號 10：古漢語「山背」指「山的那一邊」，見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志岩洞》：

「疊綵巖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大半有洞，曲轉穿出山背」。 

序號 11：古漢語「自家」指「自己」，見《北史‧魏紀一‧太宗明元帝》：「冬十一

月壬年，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閲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唐‧施肩吾《望夫

詞》：「自家夫婿無消息，卻恨橋頭賣蔔人」，元‧關漢卿 竇娥冤》第二折：「自家張驢

兒 ，可奈那 竇娥 百般不肯隨順我」，《紅樓夢》第四回：「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

再移居過去。」 魯迅《彷徨‧祝福》：「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屋是自家的」。 

序號 12：古漢語「外家」指「娘家」，見《東觀漢記‧吳漢傳》：「﹝ 吳漢 ﹞嘗出

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

與昆弟外家」，《晉書‧魏舒傳》：「﹝ 魏舒 ﹞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資治通鑒‧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犯者刑及外族」 元‧胡三省注：「男子謂舅家為外家，婦人謂父

母之家為外家」，清‧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四》：「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

媼能視鬼」。 

序號 13：「行香」古指「禮佛的儀式」，始於南北朝，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唐

以後則為持香爐繞行道場或街市。唐‧張籍〈送令狐尚書赴東都留守詩〉：「行香暫出天

橋上，巡禮常過禁殿中。」《舊唐書‧職官志二》：「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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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文武五品已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至明清時則指官吏上任或遇朔望

時，入廟焚香叩拜的儀式。《初刻拍案驚奇》卷十：「行香講書已過，便張告示，先考府

學及 天臺、臨海兩縣」。韓國漢字詞義項皆與焚香的儀式有關，且「燒香拜拜」的義項與

客語義項相同。 

序號 14：古漢語「雞卵」指「雞蛋」，見《呂氏春秋‧明理》：「雞卵多毈。」 唐‧

馮贄《雲仙雜記》卷一：「﹝ 郭元振 ﹞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襭裙衫。一曲終，

則賞以糖雞卵。」明‧徐渭 《徐相公碑》：「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鬭，莫有

敵者」。 

序號 15：「痰火」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皆指「肺病」，通於古代漢語，見《醫宗金

鑒‧雜病心法‧中風》：「痰火內發病心官。」注：「心病痰火，輕則舌強難語，重則痰

壅神昏。」《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荊公 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

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

「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這一推裡，一交跌去，悶倒在地」。 

序號 16：古漢語「斷案」有指「審判訴訟案件」者，如：《宋史‧選舉志一》：「又

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同於客語籍和

字詞第一個義項；亦有指「論斷」者，如：明‧李贄《複鄧石陽書》：「或憑冊籍以為斷

案，或依 孔 、佛以為 泰山歟！」，韓國漢字詞第二個義項應承於此。 

序號 17：古漢語「應聲」指「隨著聲音反應」，形容快速。 漢‧司馬相如 《上林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 宋‧沉作喆《寓簡》卷十：「 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 有心終是惡。』 

亞應聲雲：『蔡襄無口便成衰。』」，《扶風傳信錄》附錄載 清‧無名氏《後會仙記》：

「青青柳 ﹞至榻前呼曰：『兄知妹來乎？』仇起應聲。」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共同義項應承

於此。 

序號 18：古漢語「結親」指「兩家因婚姻的聯繫而結成親戚」，如：晉‧袁宏《後漢

紀‧獻帝紀三》：「且陶謙雖死， 徐州未易亡，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裡。」 

元‧關漢卿 《單刀會》第一折：「第一計趁今日孫劉結親，以為唇齒，就於江下排宴設樂。」

此義項同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第一個義項，詞義涵蓋的是「家族」概念，符合傳統的大家

庭觀念；單指個體的「結婚」義應較晚起，見《醒世恒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高家

只怕挫過好日，定要結親。 錢大官人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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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9：古漢語「舊年」指「去年」，見南朝宋‧鮑照‧淩煙樓銘‧序：「悲積陳古，

賞絕舊年。」《金史》：「舊年從遊，依俙如昨，歡誠契闊……」，《初刻拍案驚奇‧卷

十》：「只為舊年點繡女，心裡慌張，草草許了一個韓秀才」。 

序號 20：古漢語「逐日」指「每日」，見隋‧江總‧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昂昂逸

驥，逐日千里。」及唐‧白居易 〈首夏詩〉：「料錢隨月用，生計逐日營。」《北史》：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西遊記》第二六回：「我聞大聖 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 唐

僧 往西天取經，逐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閒，卻來耍子？」《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

五回：「我本要存逐日往來的，誰知他拿去給我存了六個月期，真是誤事！」。 

序號 21：古漢語「通書」指「黃曆」，見《通書》為北宋‧周敦頤作品的名稱，「通

書」在客語、韓國漢字詞中指「黃曆」，「通書」在古漢語原本稱為「曆書」，至清朝時，

為避清皇帝乾隆「弘曆」之諱而改稱「通書」，韓國漢字詞中存「通書」，顯見「宋明理

學」曾與朝鮮有著密切的關係。 

序號 22：古漢語「運命」指「命運」，見南朝‧宋‧鮑照〈擬行路難詩〉之十八：「對

酒敍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唐‧張鷟〈遊仙窟〉：「嗟運命之迍邅，歎鄉關之眇邈」。 

序號 23：古漢語「運數」指「運氣」，見漢‧荀悅《申鑒‧俗嫌》：「終始，運也；

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唐‧白居易〈薛中丞詩〉：「況聞善人命，長短繫

運數。」 

序號 24：古漢語「積惡」有指「累積很多罪惡」者，《漢書‧董仲舒傳》：「積惡在

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唐‧韓愈〈與孟尚書書〉：「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

類至。」明‧劉基《春秋明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

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古漢語與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詞彙意義相合。 

序號 25：「登仙」在客語中指「過世」，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成仙或稱顯貴之人的死

亡」。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皆含「稱人死亡」的委婉詞義，卻又略有不同，韓國漢字詞中特

指「顯貴之人的死亡」，客語則運用得較普遍，因死者為大的觀念「登仙」及另一同義詞

「上神桌」皆顯出往生者的敬意，「登仙」此義的古漢語用法見唐‧劉知幾 《史通‧雜說

下》：「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

一：「不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焉。」古漢語「登仙」另含「成仙」之義，同於韓國漢

字詞用法，如《楚辭‧遠遊》：「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宋‧蘇軾〈前赤壁

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八回：「 可文 

一見了信，直把他喜得賽如登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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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6：古漢語用法有稱「老師」者，如：《禮記‧玉藻》：「﹝童子﹞無事，則立

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穎達疏：「先生，師也。」宋‧曾鞏《太原王氏

墓誌銘》：「夫人姓王氏……為人明識強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為先生。」明‧

陶宗儀《輟耕錄‧端本堂》：「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

前，汝輩安敢褻狎如

此。」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第一個義項應承於此，而韓國漢字詞「敎員교원」通於此義項；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第二個義項亦相同，具專業技能的師傅也以「先生」稱之，如：客語及

韓國漢字詞中皆有「算命先生」的用法，客語還「風水先生」、「百曉先生」等指通達許

多事情的博學者，韓語還有有「閉戶先生」、「道學先生」的用法，古漢語中亦有例證，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以相人説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 

韓信曰：『先生相人如何？』」《南史‧起士瞻傳》：「﹝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

，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客語裡「先生」另含「醫生」的意思，如：去醫院、診

所看病則稱「看先生」，「先生娘」一詞可指老師或醫生的妻子。 

序號 27：古漢語「蜂王」指「女王蜂」宋‧楊萬裡 〈蜂兒詩〉：「蜜成萬蜂不敢嘗，

要輸蜜國供蜂王。」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蜂蜜》：「凡蜂不論於家於野，皆有蜂王。」

清‧張潮 《花鳥春秋》卷一：「二月，菊遷其苗於畦，桃李棠杏楊柳會於囿，蜂王使眾蜂

來侵入其郛」。 

序號 28：客語「月光」有與現代漢語詞義相異之義，不僅包含「月亮」之義，還有「月

光」之義，故錄之。古漢語「月光」指「月亮的光線」，如：唐‧韓愈‧孟郊 〈遣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唐‧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唐‧趙嘏〈江樓有感〉：「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宋史‧陸佃傳》：「﹝ 陸

佃 ﹞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同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第二個義項。 

序號 29：古漢語「天弓」指「彩虹」，見漢‧班固《白虎通》雲：「天弓，虹也，又

謂之弓。明者為虹，暗者為霓。」及慧琳 《—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又雲：「天弓亦帝弓，

即天虹，俗名絳」，宋‧趙令畤之《侯鯖錄》卷四：「天弓，即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

為虹，暗者為蜺」。 

序號 30：古漢語「天頂」指「天上」，見唐‧張說〈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詩〉：「北闕連天頂， 南山對掌中」。 

序號 31：古漢語「地動」指「地震」，見《屍子》卷下：「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

故地動。」《呂氏春秋‧音初》：「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北魏‧酈道元 《水經注‧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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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昔邑人班丘仲 居水側，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裡中數十

家皆死。」《儒林外史》第四三回：「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 

序號 32：古漢語「石炭」指「煤炭」，見《說文解字》（大徐本）中稱：「炭，燒木

餘也。」「石炭」見於《隋書‧王劭傳》：「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

麻荄火，氣味各不同。」 宋‧歐陽修 《歸田錄》卷二：「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

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清‧徐以升 《炙硯》詩：「炙餘資石炭，化處受玄霜」。 

序號 33：古漢語「磨石」指「石磨」，如：《莊子‧天下》：「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隧。」《晉書‧天文志上》：「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

得隨磨以左迴焉」。 

序號 34：古漢語「月給」指「薪水」，見《宋史‧畢士安傳》：「士安以目疾求解，

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特加月給之數。」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考順馬》：「一日，

中貴人勞軍淮 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 ，

為增卒月給。」《金史‧兵志》：「復取河朔 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

送密院，增月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 

序號 35：古漢語「新婦」稱「新娘子」，見《戰國策‧衛策》：「衛人迎新婦。」漢‧

焦贛《易林‧同人之渙》：「娶於薑呂 ，駕迎新婦。」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獄

委談上》：「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清‧黃鈞宰 《金壺浪墨‧白首完婚》：

「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另外需注意的是客語詞彙的

用字還有其他可能，如：「新臼」、「心舅」、「辛舅」等，因其用字須審慎推演，故本

文將可能用字羅列于表格中，其中「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用字「新婦」，其「新」含

「初始」、「新穎」之義，「婦」指稱「婦人」，似較合於詞彙形義。 

序號 36：「虛火」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共同意義中指「身體發熱或焦躁」，通於古漢

語詞義，如：明‧張居正 《雜著》十：「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冒，不能寢。」《紅樓

夢》第七七回：「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

昏暈過去。」《官場現形記》第三一回：「此時制臺同他駁了半天，虛火上來，也有了精

神了」。 

序號 37：古漢語「行路」的相關詞義指「道路」，見南朝‧宋‧顏延之〈秋胡詩〉：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宋‧謝翱〈效孟郊體詩〉：「閒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 

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我回顧我所走過了的半生行路，都是

一任我自己的衝動在那裡賓士。」韓國漢字詞第二個義項承之，屬於名詞類，而客語及韓

國漢字詞共同義項與古漢語「行」指「走」義相合，如：「行百里者半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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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8：古代漢語「等」相關意思指「級別」，如：《禮記‧檀弓上》：「孟獻子禫，

縣而不樂，比禦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唐‧白居易《新樂府‧立部伎》：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 唐‧杜甫《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凡塗車

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義項含與等級相關之義，而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共同的義項為「第一名」，「等」字在客語中有「等級」的意思，「一等」

可以指最好的等級，或者是第一名，第二名稱為「二等」，又以「等數」表示等級、名次

的概念。 

序號 39-44：無，有近代用法。 

序號 45-55：無古漢語及近代漢語根據。 

序號 56-64：日源詞彙 

(二)動詞類詞彙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詞彙 共同意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

彙彙編

編號 

1 生養 生養생양 生育、養育 生育、養育 客語典 

2 曉得 曉得효득 會、瞭解 會、瞭解 13-73 

3 開田 開田개전 墾殖田畝 墾殖田畝 08-238 

4 知得 知得지득 知道 知道 24-1 

5 結局 結局결국 最後、結果、到頭來 最後、收場、結果 28-012 

6 紹介 紹介소개 介紹 介紹 客典 

7 起屋 起屋기옥 蓋房子 蓋房子 19-016 

8 斷水 斷水단수 堵水、阻擋水 無，有近代用法 08-088 

9 貯金 貯金저금 儲蓄、存款 無，有近代用法 08-262 

10 做事 做事주사 工作 無，有近代用法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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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發癌 發癌발암 得癌症 無 12-31 

12 落胎 落胎낙태 流產 無 07-042 

13 打合 打合타합 討論、洽商 無 08-045 

14 浸水 浸水침수 淹水，泡水 無 08-223 

15 孵卵 孵卵부란 孵蛋 無 08-252 

16 斬頭 斬頭참두 砍頭 無 21-181 

17 敬神 敬神경신 拜神 無 16-107 

18 起工 起工기공 開工 無 18-004 

19 掩土 掩土엄토 下葬 無 18-056 

20 注文 注文주문 訂購 無 25-41 

21 競賣 競賣경매 拍賣 無 20-043 

22 落價 落價낙가 降價 無 20-137 

 

序號 1：古漢語有指「養育」者，見《荀子‧君道》：「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

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 唐‧韓愈 《原道》：「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清‧唐甄 《潛書‧太子》：「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清‧

鄭珍 《＜郘亭詩鈔＞序》：「子偲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率諸弟讀僦宅中，歲藉塾脩以相

生養」；亦有指「繁衍」者，見宋‧葉適《潼川府修城記》：「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

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宋‧葉適《林德秀墓誌銘》：「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

待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此兩義皆合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共同詞義。 

序號 2：古漢語「曉得」指「會、瞭解」，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舊説

浙東 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弘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朱

子語類》卷六八：「前輩之説，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清‧李漁《奈何天‧軟

誆》：「細問丫鬟，纔曉得娶過一房，是鄒家小姐」。 

序號 3：古漢語「開田」指「墾殖田畝」，見《管子‧問》：「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

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漢書‧食貨志下》：「初置張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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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顏師古注：「開

田，始開屯田也。」唐‧韓愈 《送水陸運使韓侍禦歸所治序》：「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

可以給塞下五城矣」。 

序號 4：古漢語「知得」指「知道」，見宋‧張元幹〈柳梢青詞〉：「入戶飛花，隔

簾雙燕，有誰知得。」《醒世恒言‧赫大卿遺恨鴛鴦絛》：「﹝ 蒯三 ﹞卻又知得恁般詳

細。必定是我菴中有人走漏消息，這奴狗方纔去報新聞。」清‧董均〈鵲踏枝詞〉：「客

裡亦家家亦客，近來心緒誰知得」。 

序號 5：古漢語「結局」指「最後、收場、結果」，宋‧葉適〈送程傳叟詩〉：「去

年無禾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懽，少待上司催結局。」元‧趙善慶 〈朝

天子‧送春曲〉：「藥欄春事已結局，無計留春住。」《老殘遊記》第十四回：「如懷疑

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 

序號 6：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紹介」合於古漢語義，古漢語「紹介」來由與古代賓主

之間傳話的人「介」有關，古禮，賓至，須介傳話，介不止一人，相繼傳辭，故稱「紹介」，

引申為引進、介紹，見《戰國策‧趙策三》：「東國有 魯連先生 ，其人在此， 勝 （ 

趙勝 ）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宋‧蘇軾《物不可以苟合論》：「足非不能行也，而待

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魯迅《書信集‧致李霽野》：「這幾天 

上海 有一種小報，說鄭振鐸 將開什麼社，紹介俄國文學」。 

序號 7：古漢語「起屋」指「蓋房子」，見《漢書‧郊祀志下》：「粵俗，有火災，

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晉書‧虞溥傳》：「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

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

乎！』」，明‧朱國楨《湧幢小品‧番族》：「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酗淫賭博，

靡所不至」。 

序號 8-10：無，有近代用法。 

序號 11-22：無古漢語及近代漢語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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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容詞類詞彙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詞彙 共同意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彙

彙編編號 

1 篤實 篤實독실 忠厚老實 忠厚老實 19-19 

2 孱孱 孱孱잔잔 生理上的孱弱 孱弱 05-114 

3 躁躁 躁躁조조 煩躁不安 煩躁不安 09-062 

4 雄猛 雄猛웅맹 勇猛 勇猛 09-128 

5 康健 康健강건 健康 健康 12-1 

6 正正 正正정정 正直的樣子 無 26-212 

序號 1：古漢語「篤實」指「忠厚老實」，見《易‧大畜》：「大畜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後漢書‧郎顗傳》：「豈不可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南史‧韋放傳》：「放性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 

序號 2：古漢語「孱孱」指「孱弱」，見《舊唐杜讓能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

觀淩弱」，《新五代李茂貞傳》：「吾不能孱孱坐受淩弱」。 

序號 3：「躁」字指「性急、不冷靜」，見《說文》：「躁，疾也。」《管子‧心術》：

「躁者不靜。」《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在古漢語中多以非疊字形式出現，

如：《禮記‧月令》：「處必掩身毋躁。」《禮記‧內則》：「狗赤股而躁」，《論語》：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而「躁躁」連用亦見於古代文獻，如：《周禮‧冬官考工記》

註述：「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疊字構詞法為古代漢語雙音化

過程的產物，「躁」可能由當時的組詞習慣成為「躁躁」，或者「躁躁」是口語的用法，

藉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的疊字線索，或可用來推敲古代漢語詞彙面貌。 

序號 4：古漢語「雄猛」指「勇猛」，見《周書‧王勇傳》：「勇性雄猛，為當時驍
將」，五代‧齊己《短歌寄鼓山長老》：「於中一子最雄猛，稱尊獨踞鼓山頂」，郭沫若

《李白與杜甫‧杜甫嗜酒終身》：「馬跑得來渾身是汗，雄猛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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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5：古漢語「康健」指「健康」，見宋‧沉括《夢溪筆談‧雜誌一》：「然自此

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儒林外史》第九回：「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

越發康健了。」 

序號 6：無古漢語根據，略。  

(四)含「仔」之客語詞彙 

此類詞彙為不完全同形的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詞彙，然因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構詞特點不

同，所以應視部分非完全同形詞彙為同形詞彙，如：含詞綴「仔」之客語詞彙，因韓國漢

字詞中「仔」不做詞綴用，而客語詞彙「仔」多不含表義功能，故視為同形。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詞彙 共同意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

彙彙編

編號 

1 合藥仔 合藥합약 配藥 配藥 07-105 

2 發病仔 發病발병 生病 生病 12-6 

3 刻印仔 刻印각인 刻印章 刻印章 19-109 

4 伯勞仔 伯勞백로 伯勞鳥 伯勞鳥 22-038 

5 雙生仔 雙生쌍생 雙胞胎 雙胞胎、同時生 29-056 

6 細人仔 細人세인 小孩子 無，但有近代用法 3-6 

7 皮帶仔 皮帶피대  腰帶 無，但有近代用法 5-7 

8 魚脯仔 魚脯어포 小魚乾 無，但有近代用法 10-140 

9 粗布仔 粗布조포 粗布 無，但有近代用法 11-162 

10 鐵釘仔 鐵釘철정 鐵釘 無，但有近代用法 12-078 

11 乞食仔 乞食걸식 乞丐 無，但有近代用法 19-10 

12 探偵仔 探偵탐정 偵探 無，但有近代用法 19-136 

13 開店仔 開店개점 經營店鋪 無，但有近代用法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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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略略仔 略略약략 稍微 無，但有近代用法 26-111 

15 電球仔 電球전구 電燈泡 無 6-61 

16 雄雞仔 雄鷄웅계 公雞、雄雞 無 22-001 

17 粉盒仔 粉盒분합 粉盒 無 25-44 

18 近近仔 近近근근 很近 無 26-95 

19 兩日仔 兩日양일 約兩天 無 29-62 

序號 1：古漢語「合藥」指「配藥」，見唐‧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合

藥還慵服，為文亦懶抄。」宋‧孔平仲《續世說‧雅量》：「有醫人合藥，失犀麝而逃」。 

序號 2：古漢語「發病」指「生病」，見《史記‧五宗世家》：「寄於上最親，意傷

之，發病而死。」《北史‧于仲文傳》：「帝大怒，釋諸將，獨繫 仲文 。 仲文 憂恚發

病，困篤，方出之」。 

序號 3：古漢語「刻印」指「刻印章」，見《史記‧留侯世家》：「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晉書‧職官志》：「二曰印曹，掌刻印」。 

序號 4：古漢語「伯勞」指「伯勞鳥」，見《詩‧豳風‧七月》：「七月鳴鵙」毛傳：

「鵙，伯勞也。」《玉台新詠‧古詞〈東飛伯勞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

相見。」後借指離別的親人或朋友， 唐‧賈島〈送路詩〉：「別我就蓬嵩，日斜飛伯勞。」

 明‧張鳳翼《灌園記‧法章聞變》：「東去伯勞西去燕，斷腸回首各風煙」。 

序號 5：古漢語「雙生」指「同時生」，見《公羊傳‧隱西元年》：「立子以貴不以

長」漢‧何休注：「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南齊書‧

五行志》：「永明五年，吳興 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胷以下齊以上合。」《兒女

英雄傳》第十三回：「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 

序號 6-14：無，但有近代用法。 

序號 15-19：無古漢語及近代漢語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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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形同義詞的共源性 
本研究「同形同義類詞彙」計有 111條詞目，由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義相同，故以

共同詞目為準，在古漢語資料庫中進行比對，得「無古漢語根據」者 24條、「承古漢語語

義」者 48條、「承近代漢語根據」者 11條、「日源詞」9條、含「仔」詞彙 19條，此類

詞彙詞義演變統計請見下表： 

本文雖盡力為詞彙找尋古代漢語根據，但無法面面俱到地參考所有資料庫，所以搜尋

詞彙根源時仍受限於本題漢語資料庫內容，而使得此類詞彙之「無古漢語根據」者偏高。

在此類詞彙中，未能於資料庫搜尋到「形態完全相同」者不錄，如：「水秤」、「水藥」、

「漢醫」等；另外，在此類詞彙不討論個別單字的來歷，以免模糊「同形」焦點，此法可

能使「無古漢語根據辭彙」增加，例如：「染毛」一詞，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指「染頭

髮」，但「染毛」未現於古漢語資料庫，僅有「毛」指「髮」，故歸入「無古漢語根據」 。 

從比例上來看，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的「古漢語成分」高於「近代漢語成分」，可能

在漢字的輸入過程裡，來源自古代漢語者較多，或可說兩者詞彙裡保留較多的古漢語痕跡；

另一方面，「有近代漢語根據」者顯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是持續不斷地接觸漢語，也就是

說現代客語、韓國漢字詞與漢語的關係非停滯狀態，不僅承於古代漢語，與近代漢語亦關

係匪淺；值得注意的是，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彙具共同的日源詞彙，這些詞彙顯示兩者與日

本的關係曾經一度很緊密，正如同本研究第二章所示，台灣及韓國曾為日本殖民地，這些

日源詞彙是此歷史痕跡的證據。 

「同形同義」詞彙顯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同質性，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有著共同規

律、特色，在此歸納為五點，其一「共有逆序詞」：運命、康健、講演、磨石、紹介，此

類型的詞彙之「逆序」是相對於現代漢語而言的，舉例說明：「運命」在現代漢語中為「命

運」、「康健」在現代漢語中為「健康」，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共同詞彙雖與現代漢語詞序

 無古漢語根據 承古漢語語義 承近代漢語 日源詞 

名詞類 64條 11 36 8 9 

動詞類 22條 12 7 3  

形容詞類 6條 1 5   

含「仔」詞彙 5 5 9  

總計 29 53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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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卻存於古代漢語中，也就是說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保留了古代漢語語序，而與現代漢

語的詞序相異，此點指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語出同源的可能性。 

 其二「含共同詞綴」，「頭」在漢語中常用於名詞或謂語之後做為詞綴，如：派頭、

風頭、甜頭，古代亦存此用法，見唐‧杜甫《秋雨歎》：「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

消息。」宋‧李清照《一 剪梅》：「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等，但部

分含「頭」的詞綴卻在現代漢語中消失，而被保存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如：唐‧薛逢

《鄰相反行》：「面上笑添今日喜，肩頭薪續廚中煙。」唐代「肩」與「頭」結合的用法

不存於現代漢語；另有「月頭」指「每月初期」，現代漢語中多以「月初」代替「月頭」

說法。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詞例舉例如下： 

(一)客語詞彙中與「頭」結合的詞 

「時間詞彙」+「頭」：「暗晡頭」、「日時頭」、「當晝頭」，分指晚上、白天、中

午。 

「與身體部位」+「頭」：「肩頭」表肩膀、「腳膝頭」表膝蓋。 

「無生物類詞彙」+「頭」：「車頭」表「車子的前端」或「車站」、「凳頭」指「凳

子」、「褲頭」指「褲腰」。 

「概念詞」+「頭」：「齊頭」指「一端整齊」或特指「人的年紀滿十歲之倍數」、「襯

頭」指「使兩邊相等」或「形容雙方相等」、「神頭」指「煞」。 

「方位詞」+「頭」：「頂頭」、「上頭」，分別表上面及下面，「頂頭」指上面，「上

頭」表上面或指「上級長官」 、「下頭」指下面。 

(二) 韓國漢字詞中與「頭」結合的詞 

 「時間詞彙」+「頭」：「年頭」，與現代漢語用法相近，指「一年的開頭」。 

 「與身體部位」+「頭」：「喉頭」表「咽喉」、「旗頭」表「旗子的頂端」。 

 「無生物類詞彙」+「頭」：「店頭」表「店前」、「寡頭」指「壽衣」。 

 「概念詞」+「頭」：「念頭」，指「想法」、「劈頭」及「冒頭」，指「話或事情

的開頭」、「話頭」，指「話題的開端」。 

其三「具疊字用法」：躁躁」、「孱孱」，漢語演變趨勢大致由單音詞轉為雙音詞，

出現大量疊字用法，如：「關關」、「蕭蕭」、「夭夭」、「萋萋」、「灼灼」，客語及

韓國漢字詞中將此形式傳承下來，使詞彙更加生動，如：客語詞彙「甜甜」、「鹹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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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空空」、「烈烈」等，韓國漢字詞彙「三三五五」、「朝朝」、「各各」、

「間間」等，有些未見於現代漢語中；其四「具共同慣用字」：毛、卵、起，援引「中央

研究院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53
及「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154
之文獻，用以舉證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共源性，分述於下： 

(一)「毛」：長毛、短毛、染毛。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皆以「毛」特指「人的鬚髮」，共通詞彙有「長毛」、「短毛」、

「染毛」，然古漢語中未有完全相同的詞彙，故於上述詞義演變中未歸入「承古漢語」類，

然其慣用字「毛」卻與古代漢語用法相承，「髮」與「毛」在古漢語中是意義相通的。《說

文‧髟部》：「髮，根也。」《玉篇》：「首上毛也」，「毛」在古代漢語中含「人的鬚

髮」之義，見《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此用法存於古代文獻中，如：《禮

記‧檀弓下》：「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鄭玄注：「二毛，鬢髮斑

白。」唐‧賀知章《回鄉偶書》：「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經詞義演變，

現代漢語中「毛」的詞義縮小了，於指人體毛髮意義中，僅存「眉毛」、「睫毛」等，專

指「頭上鬚髮」的義項則被「髮」取代，雖然古義不存於現代漢語，但客語及韓國漢字詞

中仍保留「毛」指人鬚髮的用法。 

(二)「卵」：雞卵、孵卵。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皆有以「卵」指現代漢語的「蛋」的用法，「蛋」古做「蜑」，

《字彙補‧蟲部》：「蛋，古作蜑。」「卵」及「蛋」兩用法雖相通，但現代漢語稱「蛋」

的詞彙則較普遍。《說文‧卵部》：「卵，凡物無乳者卵生。」見《國語‧魯語上》：「獸

長麑鹿鈥夭，鳥翼鷇卵。」韋昭注：「未孚曰卵。」東漢‧王充《論衡‧初鯧鄄示》：「卵

殼孕而雌雄生。」北周宗懍《荊楚歲時記》：「此節，城市尤多鬥雞卵之戲。」清‧周士

彬《營巢燕》：「巢成抱卵意苦辛，忍飢終日伏巢裏。」可見「卵」的用法例史悠久，直

至現代才降低其使用頻率；「蛋」指「禽類或療、蛇等所產的卵」，見《字彙補‧蟲部》：

「蛋，俗呼鳥卵為蛋。」此用法是現代漢語的主要用法，如：「雞蛋」、「鴨蛋」、「皮

蛋」、「鳥蛋」等，然而「蛋」不存在於現代客家詞彙裡，客語中以「鴨卵」指「鴨蛋」、

「卵黃」指「蛋黃」、「卵白」指「蛋白」，而在韓國漢字詞中，僅較據科學性的詞彙含

「蛋」這個字，如：「蛋白質」、「蛋黃卵」、「核蛋白質」，這些詞彙應該是近代研究

下產生的詞彙，是以「卵」的古代用法被保留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裡。 

                                                 

153中央研究院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 

154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http://1062895.kmg.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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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起」：起屋、起工。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皆含以「起」組字的詞彙，共通詞彙有「起屋」、「起工」，然

「起工」古漢語中未有完全相同的詞彙，故於上述詞義演變中未歸入「承古漢語」類。古

代漢語「起」含「引動、興起、開始」之義，見《玉篇‧走部》：「起，興也。」《廣韻‧

止韻》：「起，興也，作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

杜預注：「起，發也。」《史記‧ 項羽本紀》：「陳涉等起大澤中。」清‧段玉裁《說文

解字注‧走部》：「起，引伸之為凡始事、凡興作之偁。」因此義才有客語及韓國漢字詞

的「起 +名詞」用法，「起屋」、「起工」今雖不用，但仍見於古代典籍，如：《史紀‧

孝武本紀》：「勇之乃曰：『越俗有火 ，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

《南齊書‧列傳第三十九》：「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閤，以木柵為城。」《舊唐書》：「乃

起工徒，挽令摧覆。」《明史》：「命工部即飭郡縣秋收起工。」「起屋」、「起工」應

承於此，在本語料庫外，客語詞彙另有「起價」指「漲價」、「起風」指「颳風」、「起

火」指「點火」等。 

(四)「日」：「逐日」、「間日」、「另日」 

「逐日」在現代漢語中已被「每日」取代，而「逐日」、「間日」、「另日」存於古

漢語、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中，這三個與「日」組詞的詞彙存於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

中，這不僅顯現兩者含高度的古漢語要素，還指出兩者多以「日」組詞的特性，此點不同

於現代漢語常用的「天」的構詞特性，客語詞彙有「頭日」、「該日」、「共日」等與時

間相關的用法，韓國漢字詞則有「常日」、「初日」、「先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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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同形異義詞比較—歷史地緣的分化 
此節的詞彙分類與上節不同，由於部分詞彙在客語、韓國漢字詞及古漢語意義不同，

又因比較主體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無法以何者為主，故難以界定詞類，若以古漢語意義

做為分類的標準，則又會遇到無對應古漢語詞彙的困境，所以本節僅將詞目依客語詞彙彙

編編號排序。 

一、同形異義類詞彙比較 

(一)同形異義類詞彙 

序號 詞目 客語詞義 韓國漢字詞詞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教

材編號 

1 
冷天냉천 氣溫較低的日子，泛

指「冬天」。 

氣溫較低的日子 無相應 01-052 

2 

寒天한천 1.寒冷的天氣，泛指

「冬天」 

(承古漢語) 

1.氣溫較低的日子 

(承古漢語) 

2.冬天時的天空 

(承古漢語) 

3.石花涼粉 

1.氣溫較低的日子 

2.冬天時的天空 

01-052 

3 
熱天열천 夏天(同近代用法) 氣溫較高的日子 

(同近代用法) 

無相應 01-053 

4 
細月세월 小月，指生意清淡的

月份(轉移) 

小小的月亮 

(「細」字承古漢語) 

無，但古漢語「細」指

「微小」 

02-116 

5 

四角사각 1.四周 

(「角」字承古漢語)

 2.四個角 

(承古漢語) 

 

1.四個角 

(承古漢語) 

2.有四個角度的 

1. 方形物的四個角 

2. 屋頂四方的四個飛

簷 

3.古漢語「角」指「角

落」 

0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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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生후생 

1.年輕(承古漢語) 

2.年輕人(承古漢語) 

1後輩、年輕的一輩 

(承古漢語) 

2來生 (承古漢語) 

1.後代子孫、晚輩 
2.來生(佛家語) 
3.年輕人 
4.年輕 

3-9 

19-11 

7 上屋상옥 

上頭那一家 

(「屋」承古漢語) 

港口附近存貨的臨時

倉庫 

(「屋」義縮小) 

無，但「屋」指「房舍」 3-33 

8 
拈香염향 弔唁(弔喪) 

(詞義縮小) 

1燒香(詞義縮小) 

2拈香文(詞義縮小) 

祭拜鬼神 中高級

04-018 

9 黃梨황리 鳳梨(同近代用法) 梨子(同古漢語義) 梨 初 4-18 

10 

肉氣육기 肉類 

(「氣」承古漢語 1) 

肉的色澤、肉的味道 

(「氣」承古漢語 2) 

1.「氣」指「人或物的

某種特質或屬性」 

2.「氣」指「氣味、色

澤」 

4-98 

11 豆油두유 醬油 豆類的油 無 4-129 

12 

番番번번 1.不講理 

(「番」之轉移) 

2.每次(承古漢語) 

每次(承古漢語) 1.每次 
2.「番」為「含貶義的
舊稱」 

05-16 

13 
水衣수의 雨衣 

(承近代漢語) 
水面 青苔 

5-18 

14 

廳下청하 正廳 

(「廳」承古漢語義) 

韓屋木地板的下面

(「廳」承古漢語義) 

「廳」指「會客、宴會、

或從事其他工作的房

間」 

6-12、

12-041 

15 電火전화 
電燈 

(同近代用法) 

閃電 

(承古漢語義) 

閃電 6-62 

16 

中人중인 仲介 

(「中」承古義) 

兩班與平民間的階級 「中」有一義指「媒介」 06-143

、

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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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使소사 工友(縮小) 衙役(縮小) 宮中侍役 06-146 

18 
火船화선 汽輪 

(同近代用法) 

火攻船 

(承古漢語義) 

設有火攻裝備的戰船 7-3、13

-041 

19 粉牌분패 黑板(同近代用法) 類朝笏之物  無 8-51 

20 

打租타조 1收租(同近代用法)

2訂定租約 

1打租法 

(承近代用法且縮小) 

2按打租法收的物品 

(承近代用法且縮小) 

無，但近代漢語指「收

租」 

08-071 

21 
服人복인 使人服氣 

(承「服」古義) 

穿喪服的人 

(「服」字縮小) 

1.「服」指「使人服氣」 

2.「服」指「喪服」 

08-120 

22 
承受승수 接受(承古漢語)、收

留、管教、奉祀 

接受命令 

(縮小) 

接受 08-134 

23 熟水숙수 完全成熟(轉移) 和酒一起喝的鍋巴水 開水 08-137 

24 
加等가등 披著、以手搭人肩上

(「加」字承古義) 

刑罰提高、等級升級 

(「等」字承古義) 

1.「等」指「等級」 

2.「加」指「加上」 

08-194 

25 

生活생활 1.靈活 

(「活」字承古義) 

2.為生存發展而進

行各種活動(承古漢

語) 

為生存發展而進行各

種活動(承古漢語) 

1.為生存發展而進行各

種活動 

2.「活」指「靈活」 

08-201 

26 

入水입수 1水滲入 

(「入」承古義) 

2淹水 

1 進入水裡 

(「入」承古義) 

2 跳水自殺 

「入」指「進，由外到

內」 

08-224 

27 
擎手경수 舉手(「擎」承古義) 很尊敬地呈上東西

(「擎」承古義) 

「擎」指「舉、上托」 08-327 

28 
煩勞번로 掛心 

(承古漢語義 1) 

麻煩 

(承古漢語義 2) 

1.煩惱傷神 

2. 打擾、麻煩 

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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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苦毒고독 虐待 

(「毒」承古義) 

自己痛苦 

(「苦」承古義) 

1.痛苦、苦難 

2.「苦」指「受某事困

擾」 

3. 「毒」指「傷害」 

09-023 

30 
毒心독심 狠心 

(「毒」承古義) 

惡毒的念頭 

 (「毒」承古義) 

「毒」指「狠毒」 09-051 

31 

華麗화려 1華麗 

(承古漢語義) 

2喻神采奕奕 

(轉移) 

形容風景、穿著、行為

等的美好 

(縮小) 

「華麗」指「美麗而有

光彩」 

 

09-113 

32 

樂樂낙락 優游自在的樣子

(「樂」承古義 3) 

舒服快樂的樣子(「樂」

承古義 1) 

1.「樂」指「喜悅」 

2.「樂」指「安於」 

3.「樂」指「安樂」 

09-136 

33 
欽羨흠선 羨慕 

(擴大) 

敬慕 

(同古漢語義) 

敬慕 09-221 

34 

豆粥두죽 菜豆粥 

(「粥」字承古義) 

豆類的粥 

(同於古漢語義) 

1.「豆粥」指「用豆煮

成的粥」 

2.「粥」指「以米、麵

等食物煮成的半流質

食品」 

10-020 

35 

生生생생 不熟的 

(「生」承古義 1) 

栩栩如生，非常生動

(「生」承古義 2，轉移) 

1.「生」指「不熟的」 

2.「生」指「有生命之

物」 

10-275 

36 
前日전일 前天 

(承古漢語) 

昨天 

(詞義縮小) 

1.以前 

2.前天 

11-50 

37 
後日후일 後天 

(承古漢語) 

以後 

(承古漢語) 

1.以後 

2.後天 

11-54 

38 隨時수시 立刻 偶爾、時時、當時(承 1.不論何時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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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字承古漢語) 古漢語) 2.古漢語「隨」指「隨

即」 

39 

對中대중 1.向著中間 (「對」

字承古漢語) 

2.在中間 

對待中國(「對」字承

古漢語) 

無，但古漢語「對」指

「朝著、向著」及「對

待」 

11-101 

40 

公廳공청 1.供奉祖先牌位的

正廳(「廳」承古漢

語義 1) 

2. 官府辦公的地方 

(「廳」承古義 2) 

官府辦公的地方 

(「廳」承古義 2) 

1. 「廳」同上「廳」義 

2. 「廳」指「官府辦公

的地方」 

12-042 

41 

屋角옥각 房屋四周 

(「角」承古漢語義

1) 

屋頂的角 

(「角」承古義 2) 

1.「角」指「角落」 

2.形狀像角的東西 

12-117 

42 
重屋중옥 第二層以上屋頂 

(同古漢語義 2) 

兩層的房子 

(同古漢語義 1)  

1.「屋頂分兩層的房屋 

2. 重簷之屋 

12-142 

43 
冬節동절 

冬至(承古漢語義 2) 冬天(承古漢語義 1) 
1.冬季 

2.冬至 

14-13 

44 

出世출세 

出生 

(承古義 1) 

1.佛教語出家(承古漢

語義 2) 

2.得到名譽、名氣(承古

義 3) 

1.出生 

2.出家 

3.名聲顯著 

15-12 

45 

出山출산 1.出殯 

(「出」承古義 2) 

2. 下山 (承古義 1) 

走出山、寺(承古義 1) 

1. 深山修行後重返人

世 

2.「出」指「離開」 

15-14 

46 
涉水섭수 水地行走嬉戲 

(縮小) 

渡江(承古漢語義) 渡江 15-046 

47 
點穴점혈 1.勘輿家確定墓穴

所在(承古漢語義 2) 

點穴道 

(承古漢語義 1) 

1. 點穴道 

2.擇墓地 

1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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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穴道 

(承古漢語義 1) 

48 

放人방인 1.以符咒蠱害他人 

(「放」承古義 2) 

2.釋放 

自放山野的人(「放」

承古義 1) 

1.「放」指「驅逐、流

放」 

2.置 

16-120 

49 

三朝삼조 1.新嫁娘出嫁後第

三天(承古漢語義 1) 

2.嬰兒出生後三日

(承古漢語義 2) 

3.三個早上 

1.第三天(擴大) 

2.正月的第一天早上 

3.三代王之王朝 

1.新嫁娘出嫁後的第三

天 

2.嬰兒出生後三日 

17-046 

50 
一身일신 1.一套(縮小) 

2.全身(承古漢語義) 

自己的身體、全身 

(承古漢語義) 
整個身軀 

18-68 

51 
兩隻양척 兩隻、兩個 

(承古漢語義) 

原告與被告 

(「隻」承古漢語義) 

1. 兩隻、兩個 

2.「隻」指「雙」 

18-70 

52 陣頭진두 儀仗陣式(擴大) 戰時先鋒部隊(承古義) 戰時先鋒部隊 18-080 

53 自然자연 

1.輕鬆、自在 

(古義 1縮小) 

2.當然(承古義 2) 

3.天然(承古義 3) 

自然的 

(承古義 3) 

1.不拘束 

2.當然 

3.天然 

19-135 

54 
交關교관 交易(承古義 1) 相互往來(承古義 2) 1. 交易 

2. 往来、交通 

20-021 

55 
當店당점 當舖 

(同近代用法) 

這個店 無 20-152 

56 
算數산수 1.算帳(縮小) 

2.確定有效 

初級計算方法(承古義) 計數 20-175 

57 
法度법도 辦法 

(承古義 3) 

1.法律制度(承古漢語

1) 

2.生活上的禮法(承古

1. 法令制度 

2. 規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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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2) 3.辦法 

58 鷄子계자 小鷄(承古義 1) 鷄蛋(承古義 2) 1.小鷄 2.鷄蛋 22-018 

59 
水紅色수

홍색 

粉紅色(同近代用

法) 

灰灰的紅色 

(承近代漢語，縮小) 
無 

22-24 

60 
佛果불과 釋迦(水果名) 

(同近代用法) 

得道的地位 

(承古漢語)  

修行的成果 23-081 

61 
敗勢패세 

不好意思 
快輸的情勢 

(「敗」承古義) 
1.「敗」指「事情失敗」 

24-009 

62 燈盞등잔 煤油燈(縮小) 燈(承古漢語) 燈 25-103 

63 發狂발광 
1.說夢話(縮小) 

2.發狂 

發狂(承古漢語) 瘋癲 26-033 

64 比比비비 

並排 

(「比」承古漢語 3) 

1.往往(承古漢語1)2.到

處(承古漢語 2) 

1.頻頻、屢屢 

2.到處 

3.「比」指「並排」 

26-144 

65 便便편편 
現成的、準備完善 

(承古漢語 2) 

舒服貌、無不便的(承

古漢語 1) 

1.「便」指「安適」 

2. 「便」指「方便」 

26-179 

66 綿綿면면 
綿密、軟爛 

(承古漢語 2) 

繼續的 

(承古漢語 1) 

1.連續不斷的樣子 

2.柔軟、薄弱 

26-226 

67 聽講청강 

1.聽說(擴大) 

2.聽話(承古漢語) 

3. 聽演講 

聽演講 聽人講授 27-83 

68 

背書배서 1.背誦書(承古漢語

義)  

2.支票背面具法律

效力的文字(同近代

用法) 

1. .支票背面具法律效

力的文字(同近代用

法) 

背誦書 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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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加勢가세 更加 強化勢力 無 28-018 

70 

顚倒전도 1.反而(承古義 1) 

2.上下錯置 

(承古義 2) 

1.上下錯置(承古義 2) 

2. 跌倒(承古義 3) 

1.反而 

2.上下錯置 

3.「顛」指「倒下」 

28-023 

71 
一旦일단 原來 有朝一日、先(承古義

1) 

1. 有朝一日 28-031 

72 半額반액 半數(承古漢語義) 半價(縮小) 數額的一半 29-020 

73 萬戶만호 形容很富有(轉移) 很多家(承古漢語義) 一萬戶、多 29-141 

序號 1：「冷天」一詞並存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雖兩者皆含「寒冷」的語義特徵，

但所指不一，在客語中指的是「冬天」，冷的意象已經成為冬天的代表，另有同義詞「寒

天」、「冬下頭」，「寒天」為四縣腔客語用法；韓國漢字詞「冷天」指的是「較冷的日

子」， 詞義語客語詞彙相通，然在本研究資料庫中未能找到「冷天」的古漢語相關用法，

但「寒天」一詞卻可聯繫兩者關聯。 

序號 2：韓國漢字詞「寒天한천」則有「冬天」與「冬天時的天空」之義，而客語詞

彙中「寒天」意指「冬天」，同於唐代詩歌用法，如：唐‧白居易之〈華城西北歲暮獨游

悵然成詠〉：「況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其「寒天」即取「冬天」之義；在此基本

意義之外，韓國漢字詞意義另稱「冬天時的天空」之義亦見於唐‧沉佺期〈隴頭水〉詩：

「隴山飛落葉， 隴雁度寒天。」 及唐‧賈島之〈哭孟郊〉詩：「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

天。」，在此詞彙中客語及漢字詞承古漢語義。 

序號 3：「熱天」在客語中表「夏天」，在韓國漢字詞中表「氣溫較高的日子」，這

兩義皆存於近代，如：《紅樓夢》第三十回：「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

使得呢！」中的「熱天」指炎熱的天氣；民初‧馮雪峰 〈魯迅先生的逝世〉：「在我認識

他的這近十年間，我知道他穿的是橡皮膠的黑帆布鞋，不管熱天寒天。」中的「熱天」指

「夏天」。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之「冷天」及「熱天」的詞彙含意表達規則相同，客語中以

溫度表述做為季節稱呼，韓國漢字詞則僅著眼於溫度，不指稱季節。 

序號 4：「細月」在客語中指「小月，生意清淡的月份」，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小小

的月亮」。在《說文》中：「細，微也。」，意義與微小相關，如：唐‧杜甫〈水檻遣心

詩〉二首之一：「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唐‧杜甫〈旅夜書懷詩〉：「細草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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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危檣獨夜舟。」，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細月」之細皆存「小」義，但客語詞義已再做

延伸，借指生意較差的月份，韓國漢字詞義顯得較單純。 

序號 5：「四角」在客語中指「四周」，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四個角、有四個角度的」。

「四角」在古漢語中為「方形物的四個角」，如：《禮記‧檀弓上》：「蟻結於四隅」漢‧

鄭玄 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四角垂

香囊」；另指「屋頂四方的四個飛簷」，如：唐‧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詩〉：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韓國漢字詞合於古漢語第

一詞義，而客語詞義可能成自「角」古義，古漢語「角」指「角落」，見《易‧晉》：「晉

其角，維用伐邑。」孔穎達疏：「晉其角者，西南隅也。」，唐‧杜甫〈雨過蘇端〉：「紅

稠屋角花，碧秀牆隅草。」，另韓國漢字詞有「四角八方사각팔방」指「各個方面、到處」

之義，與客語詞彙以「四角」借指「四周」應同為延伸用法。 

序號 6：「後生」在客語中指「年輕」，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後輩、年輕的一輩」、

「下一代」、「來生」。古漢語中包含「後代子孫、晚輩」、「來生」、「年輕人」、「年

輕」之意，如：《詩經‧商頌‧殷武》：「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指「後代子孫」；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指「來生」；

《五代史平話‧漢史卷上》：「只聽得骰盆內擲骰子響聲，仔細去橋亭上覷時，有五個後

生在橋上賭錢。」指「年輕人、晚輩」；客語詞彙的用法限於形容詞表述，同於明‧凌濛

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二：「望見了個花朵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另有「後生人」、

「後生仔」指「年輕人」。 

序號 7：「上屋」在客語中指「上頭那一家」，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港口附近存貨的

臨時倉庫」。 「屋」於古漢語指「房舍」，如：《說文‧尸部》：「屋，尸象屋形。从至。

至，所至止。室、屋皆从至。」，《廣雅‧釋宮》：「屋，舍也。」，《易‧豐》：「上

六，豐其屋。」，宋‧梅堯臣之《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客語詞彙另

有「下屋」指「下頭那一家」與「上屋」相應，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之義與房舍有關，唯韓

國漢字詞的用法應是近代興起，以「屋」表能存放物品的簡便空間，詞義縮小。 

序號 8：「拈香」在客語中指「弔唁(弔喪)」，在韓國漢字詞中指「1燒香 2拈香文」。

「拈」字在古漢語指「用手指夾取、捏取」，如：唐‧杜甫〈漫興詩〉九首之七：「舍西

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而「拈香」泛指「祭拜鬼神」，見宋 吳曾 《能改齋

漫錄‧事始二》：「然行香事……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為別矣。」，

明‧陳汝元《金蓮記‧逅奸》：「今日丞相拈香，敢煩師兄陪款。」，在客語詞彙中則以

「拈香」的動作表達為往生者的追憶，所以特指對喪家的弔唁，詞亦較為縮小，韓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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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中除保留「燒香」之意，另指「拈香文」亦與喪家相關，指僧侶對喪家表達哀悼之意的

文章，可視為詞義縮小之例。 

序號 9：「黃梨」在客語中指「鳳梨」，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梨子」。古漢語「黃梨」

中同韓國漢字詞義指「梨」或指「梨的品種之一」，如：《北堂書鈔》卷一四二引三國‧

魏‧傅巽之《七誨》：「桓陽黃梨， 巠山朱橘。」指「鳳梨」亦名「波羅」為後起用法，

如：清‧褚華 《閩雜記‧黃梨》：「黃梨出泉 、 漳 、 臺灣等處，……《臺彎志》又云：

『波羅蜜，天波羅也；黃梨，地波羅也。波羅蜜大於黃梨，形色相似，惟皮光無鱗耳。』」。

 「黃梨」指稱「梨子」的用法應較古，因鳳梨原產於巴西、玻利維亞和巴拉圭，至航海興

盛時期才傳播開來，故指稱「鳳梨」的用法應較晚起。 

序號 10：「肉氣」在客語中指「肉類」，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肉的色澤、肉的味道」。

古漢語中「氣」指「人或物的某種特質或屬性」，如《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從其類也。」，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

雜志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鍼，磁石引鍼不拾芥，

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相屬耳。」，客語之「肉氣」泛指所有肉類，

因所有的肉類有著同樣的屬性，「氣」字可能承此義，但有另說「氣」表義，僅為助詞；

古漢語「氣」還指「氣味、色澤」，見《書‧洪範》：「炎工作苦」孔傳：「焦氣之味。」

孔穎達疏：「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

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北周庾信《慨然成詠》：「值

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聊齋志異‧葛巾》：「生覺 藥氣香冷，似非毒者。」，韓

國漢字詞義與此相呼應，用來指稱肉的狀態。 

序號 11：「豆油」在客語中指「醬油」，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豆類的油」。「『醬油』

主要是由大豆發酵製成的，其普及的時期約在元末明初，『醬油』一詞最早見於南宋文獻：

《山家清供》、《吳氏中饋錄》，用於做菜的食譜中」，155然「醬油」在文字記錄外的明

確出現時間尚無定論，又俗稱「豆油」、「豉油」、「豆豉油」，現今料理用「醬油」可

能隨佛教傳至朝鮮半島，故現代韓國漢字詞中存「醬油장유」一詞。指豆類的油之韓國漢

字詞「豆油」可能傳入的時期不同，所以非指「醬油」。 

序號 12：「番番」在客語中指「不講理」、「每次」，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每次」。

古漢語中「番」為「次」，如：《廣韻‧元韻》：「番，數也。」《字彙‧田部》：「番，

次也。」「番番」則為「每次」，如：宋‧蘇軾〈新灘詩〉：「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

                                                 

155李約瑟等，黃興宗譯，《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五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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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亦應承與此；另「番」又為舊時對西方邊

境各少數民族和外國的稱呼，含貶義，如：「番邦」、「西番」等，見宋‧陸遊〈軍中雜

歌八首〉之七：「如今便死知無恨，不屬番家屬漢家。」《天工開物‧乃服‧褐毛鈥亶》：

「蘭絨，番語謂之孤古絨。」此義可能與表「不講理」之客語詞彙「番番」有關。 

序號 13： 「水衣」在客語中指「雨衣」，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水面」。古漢語「水

衣」指「青苔」，如：《文選‧張協＜雜詩＞之十》：「階下伏泉湧，堂上水衣生。」 

唐‧杜甫 〈重題鄭氏東亭〉詩：「崩石攲山樹，清漣曳水衣。」 宋‧楊萬裡〈初夏玉井

亭晚立〉詩：「看盡水衣投北岸，方知今夕是南風。」客語「水衣」是近代才出現的雨具，

其前身為「蓑衣」，所以無古漢語資料，古漢語語義無與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相關者，故「水

衣」應是在各自語境中形成的。 

序號 14： 「廳下」在客語中指「客廳」，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韓屋木地板的下麵」。

古漢語「廳」指「會客、宴會、或從事其他工作的房間」。如：「客廳」、「餐廳」、「理

髮廳」，見於古代文獻者有《廣韻‧青韻》：「廳，廳屋。」《齊民要術‧種梧桐》：「明

年三月中，移植於廳齋之前，華淨妍雅，極為可愛。」唐‧薛能《楊柳枝》：「陶家舊日

應如此，一院春條綠透廳。」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廳下」皆與古漢語「廳」相關，客語

的「下」字不指實質意思，表達的是空間概念，如：客語「灶下」指「廚房」、「棚下」

指「棚子下方」、「屋下」指「家裡」。 

序號 15：「電火」在客語中指「電燈」，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閃電」。古漢語「電火」

有指稱「閃電」者，如：北周‧庾信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商飈獵草，電火驅霜。」

元‧許衡《和吳行甫雨雹韻》：「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雷轟車。」有指稱「電燈光」

者，如：《廿載繁華夢》第三二回：「但見自大廳及後堂，直至花園的洋樓，都是燃著電

火，如同白晝。」 沉昌直 《丙辰立夏前五日赴錫》詩：「笑指舊居處，電火明樹間。」

因電燈是近代才發明的產物，故此詞應較晚出，客語中無特指「燈光」之詞，「電」在客

語中多數指「與電器相關」，如：「電線」、「電視」、「電球(燈泡)」等，「火」則是

未發明電燈前的照明工具，兩者結合成「需要電力的燈」。 

序號 16：「中人」在客語中指「仲介」，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兩班與平民間的階級」。

古漢語「中」有一義指「媒介」，如：《穀梁傳‧桓公九年》：「為之中者，歸之也。」

《儒林外史》第五回：「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客語「中人」意即居中協調者，

合於古漢語「中」義；韓國漢字詞「中人」用法與其社會之舊身分制度相關，指介於支配

階級兩班及平民的身分，屬於地方色彩濃厚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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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7：「小使」在客語中指「工友」，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衙役」。古漢語「小使」

之相關詞義指「宮中侍役」，如：《呂氏春秋‧行論》：「齊王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

復舍。」高誘注：「小使，微者也。」漢‧劉向《續列女傳‧班婕妤》：「始選入後宮為

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新唐書‧宦者傳‧霍仙鳴》：「已而暴卒，帝疑左右進毒，

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韓國漢字詞義及客語詞彙之「小使」應是延續「小廝」概念，

韓國漢字詞專指「官府侍役」，客語中為適應現代社會而專指「工友」，屬詞義變化「縮

小」類。 

序號 18：「火船」在客語中指「汽輪」，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火攻船」。古漢用法同

於韓國漢字詞用法指「設有火攻裝備的戰船」，如：《魏書‧敬宗紀》：「都督李苗以火

船焚河橋 。」《北史‧藝術傳上·陸法和》：「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三國演義》

第四九回：「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佈大釘。」客語「火船」為輪船的舊稱，

如：太平天國洪仁玕《資政新篇》：「茲有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餘裡者。」因指

輪船為近代產物，故在古漢語中無此義用法。 

序號 19：「粉牌」在客語中指「黑板」，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類朝笏之物」。現代教

室中使用的墨綠色黑板屬於近代產物，故無相應古漢與資料，客語「粉牌」之「牌」指板

子，「粉」字可能與黑板的傳統書寫工具「粉筆」有關；韓國漢字詞的用法可能為朝鮮半

島特殊用法，搜尋中研院歷史語言所之「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之「粉牌」皆指「招牌」，

無相應於韓國漢字詞的詞義。 

序號 20：「打租」在客語中指「收租」、「訂定租約」，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打租法」、

「按打租法收的物品」，客語義與「租賃」相關，韓國漢字詞自則與「稅法」相關。古漢

語中未有「打租」一詞，但在近代漢語中有同於客語「收租」義者，見《紅樓夢》第五六

回：「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 

序號 21：「服人」在客語中指「使人服氣」，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穿喪服的人」。古

漢語「服」具「信服、佩服」之義，如：《呂氏春秋‧順說》：「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

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安石〈上蔣侍郎書〉：「天下之人，孰

不憚執事之威名，服執事之德望。」《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伊）籍服其高見，自

此常與玄德往來。」另「服」又特指「喪禮規定穿的喪服」。《正字通‧月部》：「服，

喪服。三年其鄄月，杖其鄄月，大功，小功緦，以尊 卑親疏為等差。」《禮記‧檀弓下》：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客語與

韓國漢字詞應與「服」之古義相關，而分屬不同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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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2：「承受」在客語中指「接受、收留、管教、奉祀」，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接

受命令」。古漢語「承受」則指「接受」之義，見《左傳‧隱公八年》：「寡君聞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書‧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唐‧孔穎達疏：「天下之人有能至

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西遊記》第十二回：「玄奘法師大有緣，現前此物堪承

受。」客語詞義中的「接受」承於古漢語，韓國漢字詞增加接受「命令」的限制，故屬詞

義演變的「縮小」類。 

序號 23：「熟水」在客語中指「完全成熟」，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鍋巴水」。古漢語

「熟水」相關詞義指「開水」，見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法酒》：「作桑落酒法：麴

米一斗，熟米二斗，其米令精細淨淘，水清為度，用熟水一斗，限三酘便止。」宋‧蘇軾

《與人書》：「但與牛膝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客

語用法應從古漢語延伸而來，屬「轉化」類，韓國漢字詞用法則與古漢語沒有太大關聯。 

序號 24：「加等」在客語中指「披著、以手搭人肩上」，因客語「加等」含「披著」
之義，與衣物有關，故有「加」未如「袈」字合於客語詞義的說法，而「等」字可能單純

為記音之用，然此詞條用字尚待進一步探究，本文於此暫不討論，古漢語「加」指「加上」，

見《史記‧項羽本紀》：「加彘肩上。」宋‧司馬光〈訓儉示康〉：「加以金銀。」清‧

方苞《獄中雜記》：「三縊加別械。」「加」義合於客語用法；「加等」在韓國漢字詞中

指「刑罰提高、等級升級」，「等」在古漢語有「級別」之義，如：《左傳‧昭公七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唐‧白居易《新樂府‧立部伎》：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明史‧戚繼光傳》：「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

又區別等次。《國語‧魯語上》：「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

韓國漢字詞之義應承於此。客語中的「等」近似於現代漢語中常與動詞連用的「著」，如：

客語「背等」指「背著」、「放等」指「放著」、「扳等」指「扶著」，故「加等」在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的詞彙結構不相同。   

序號 25：「生活」在客語中指「靈活」，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為生存發展而進行各種
活動」。古漢語中「生活」與韓國漢字詞同，如：《文子‧道德》：「老子曰，自天子以

下，至於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宋書‧索虜傳》：「彼年已五十，未嘗出

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此義亦同於現代漢語；

客語「生活」與古漢語似無相承關係，但古漢語「活」有「靈活」義，宋蘇軾〈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水烹，自臨釣石取深清。」近代魯迅《准風月談‧智識過剩》：「智識太多

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客語詞義應承於此。 

序號 26：「入水」在客語中指「水滲入」、「淹水」、「灌水」，在韓國漢字詞中指

「進入水裡」、「跳水自殺」。「入水」一詞未見於本研究漢語資料庫，兩者皆是水相關

的動作，但意義不同，查古漢語「入」，義指「由外到內」。如《玉篇‧入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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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也。」《春秋‧隱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三國志‧口鄄天志‧口鄄天主

傳》：「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合於客語及

韓國漢字詞詞義。 

序號 27：「擎手」在客語中指「舉手」，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很尊敬地呈上東西」。

古漢語「擎」指「舉、上托」，如：《廣雅‧釋詁一》：「擎，舉也。」《莊子‧人間世》：

「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世說新語‧紕漏》：「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

合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上舉」之義。韓國漢字詞中特別強調「恭敬」的態度，可能與

「擎」字上半部「敬」字之恭敬、端肅本義相關。 

序號 28：「煩勞」在客語中指「掛心」，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麻煩」。古漢語「煩勞」

指「煩惱傷神」，如：漢‧張衡〈四愁詩〉之一：「路遠莫致倚逍遙，為何懷憂心煩勞。」

唐‧李白〈鳴皋歌送岑徵君〉：「若有人兮思鳴皋 ，阻積雪兮心煩勞」。」此義與客語「煩

勞」相合；在古漢語中另有「打擾、麻煩」之義，如：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六：「既

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則通於於韓國漢字詞。 

序號 29：「苦毒」在客語中指「虐待」，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自己痛苦」。古漢語中

「苦毒」指「痛苦、苦難」，如：《三國志‧魏志‧涼茂傳》：「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湣

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唐‧玄奘 《大唐西域記‧毘盧擇迦王傳說》：「時

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又「苦」字含「受某種事

情困擾」之義，韓國漢字詞用法與此相合；古漢語「苦毒」除指「痛苦、苦難」外，另指

「痛恨」，似與客語用法皆無關聯，但「毒」的基本意義之一為「傷害」，可能與之相關。 

序號 30：「毒心」在客語中指「狠心」，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惡毒的念頭」。「毒」

字在古漢語中具「狠毒」之義，如：《國語‧吳語》：「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

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水經注‧河水》：「有九折阪，夏則凝冰，

冬則毒寒。」「心」指「思維」，如：《詩‧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唐‧白居易〈賣炭翁〉：「心憂炭賤。」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皆合於古漢語義，相同的是兩

者皆視「心」具有主動感受能力，所以能與「惡毒」概念結合，兩者不同處在「毒心」之

詞類。 

序號 31：「華麗」在客語中指「華麗」、「喻神采奕奕」，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形容

風景、穿著、行為等的美好」。古漢語中「華麗」指「美麗而有光彩」，如：漢‧荀悅 

《申鑒‧時事》：「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

《資治通鑒‧隋煬帝大業元年》：「堂殿樓觀，窮極華麗。」通於客語第一個義項及韓國

漢字詞意義，韓國漢字詞用法從大範圍縮小至風景、穿著、行為，客語第二個義項專用於

人之狀態應屬「轉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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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2： 「樂樂」在客語中指「優游自在的樣子」，在韓國漢字詞為「舒服快樂的

樣子」。「樂」字在古漢語第一個主要意思為「喜悅」，如：《廣韻‧鐸韻》：「樂，喜

樂。」《集韻‧鐸韻》：「樂，娛也。」《詩‧小雅‧常棣》：「宜爾家室，樂爾妻帑。」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宋‧范仲淹《嶽陽樓記》：「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其二指「安於」，如：《戰國策‧楚策一》：「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史記‧大宛列傳》：「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唐‧韓愈

《合江亭》：「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其三指「安樂」《詩‧魏風‧碩鼠》：「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史記‧樂書》：「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張守

節正義：「樂，安也。」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皆合於古義。 

序號 33： 「欽羨」在客語中指「羨慕」，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敬慕」。古漢語「欽

羨」指「敬慕」，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張天錫世雄涼州 ，以力弱

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材，欽羨彌至。」唐‧任華〈雜言寄杜拾

遺詩〉：「英材特達承天睠，公卿誰不相欽羨。」《魏書‧卷五十八‧楊播傳》：「自昱

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古義與韓國漢字詞相通，而與客語詞義略為不同，

不含有「尊敬」意味，屬詞義演變中的「擴大」類。 

序號 34：「豆粥」在客語中指「菜豆稀飯」，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豆類的粥」。古漢

語「粥」指「以米、麵等食物煮成的半流質食品」，見《廣雅》：「粥，驙也。」《禮記‧

檀弓》：「驙粥之食。」疏：「厚曰驙，稀曰粥。」「豆粥」在古漢語中指「用豆煮成的

粥」，如：《後漢書‧馮異傳》：「時天寒烈，眾皆飢疲， 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

曰：『昨得公孫粥，飢寒俱解。』」宋‧蘇軾〈豆粥〉詩：「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

孫倉皇奉豆粥。」通於韓國漢字詞「以豆煮成的粥」義；而客語中的「豆」指的是「菜豆」，

這樣的差異可能與農產及飲食習慣不同有關。另外，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豆粥」的構詞不

同，客語詞彙的構詞法是「豆」+「米粥」，指在米粥中加入豆類，相同的用法還有「番

薯粥」。 

序號 35：「生生」在客語中指「不熟的」、「活的」、「栩栩如生」，在韓國漢字詞

中指「栩栩如生、非常生動貌」。古漢語「生」指「未經燒煮、燒煮未熟的」，如：《荀

子‧禮論》：「飯以生稻，唅以槁骨。」《雲笈七籤》卷二：「燧人鑽木出火，續日之光，

變生為熟，以除腥臊。」《本草綱目‧菜部‧南瓜》：「其肉厚色黃，不可生食。」此義

通於客語用法；另又指「有生命的東西」，如：《列子‧說符》：「邯鄲之民，以正月之

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 『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宋史‧食貨志上一》：「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遼史‧

食貨志上》：「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韓國漢字詞用法與此義相

關，但將「生生」視為形容詞，形容「栩栩如生的樣貌」，屬詞義演變的「轉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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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6：「前日」在客語中指「前天」，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昨天」。「前日」在古

漢語中有兩主要意思，其一為「以前」，見《孟子‧公孫醜下》：「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

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及漢‧趙曄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吳不信前日之盟。」其二指「前天」，如：唐‧白居易〈贈夢得〉詩：「前

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及民初教育家陶行知之〈勸慈母讀

《千字課》〉也有「前日」用法：「前日十時許雋人、柏烈武 二先生約集旅居上海 、 

安徽 各界領袖……。」「以前」的意思沒有被保存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前日」中，但「前

天」之義存於客語詞彙，而韓國漢字詞意指「昨天」屬詞義變化中的「縮小」類。 

序號 37：「後日」，在客語中指「後天」在韓國漢字詞中指「以後」。指稱「以後」

的用法應較古，《尚書‧盤庚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及唐‧韓愈〈李花贈

張十一署〉：「祇今四十已如此，後日更老誰論哉。」指「後天」的用法應較晚起，見《水

滸傳》第二四回：「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清‧顧炎武《與王弘撰六

劄》之五：「弟明日擬于午後出門，如天晚，則俟後日。」故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義皆

承於古漢語。另外韓國漢字詞「明後日명후일」才是對應客語「後日」的詞，且兩者多以

「日」而非以「天」為時間單位，可能源自古代漢語用法。 

序號 38：「隨時」在客語中指「立刻」，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偶爾」、「時時」、「當
時」。古漢語「隨時」主要要相關意思指「不論何時」，見唐‧駱賓王〈與程將軍書〉：

「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宋‧張道洽 〈嶺梅〉詩：「到處皆詩境，隨時有

物華。」韓國漢字詞「時時」應承與此，且「時時」今常與「때때로」合用；「隨」具「隨

即」的意思，如：《史記‧留侯世家》：「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漢書‧佞幸傳‧鄧通》：「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

不得著身。」明‧佚名《祝髮記》第八折：「既克郢州，隨破湓城。」客語「隨時」用法

承於此。 

序號 39：「對中」在客語中指「正對著中間」，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對中國」。在古
漢語語料庫中未有「對中」，然「對」在古漢語有「朝著、向著」的意思，如曹操《文選‧

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樂府詩集‧木蘭詩》：「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

黃。」宋‧ 柳永〈雨霖鈴〉：「對長亭晚，驟雨初歇。」詞義與於客語詞彙「對」義相合。
另外客語詞彙「對中」尚有「居中」之義，指的是兩旁有人或物，例句：「你坐對中，兩

片有人保蔽」指「你坐中間，旁邊有人保護」；韓國漢字詞之「對」義則以「對待」解較

恰當，如：《韓非子‧初見秦》：「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世說新語‧賞譽》：「（王

懷祖）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且韓國漢字詞「對中」透露出韓國與中國有著

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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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0：「公廳」在客語中指「供奉祖先牌位的正廳」、「官廳」，在韓國漢字詞中

指「官廳」。古漢語「廳」另指「官府辦公的地方」，如：《集韻‧青韻》：「廳，古者

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故加鎳。」南朝‧梁任昉《到大司馬記 室牋》：「謹詣

廳奉白簡謝聞。」唐‧劉肅《大唐新語‧聰敏》：「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

倚柱而斷之。」此義通於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客語「公廳」則延續上例「廳」之義，

指要指「從事活動的空間」，又客家族群極重慎終追遠，傳統建築多半設有「祠堂」，「公」

字古含「親屬中的尊長」及「公家」之義，與「廳」合稱指「祠堂」。 

序號 41：「屋角」在客語中指「房屋四周」，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屋頂的角」。客語
用法合於「角」之古漢語義，見本類詞彙第二類時間空間類之第六詞例，客語「屋角」同

客語「四角」借指「四周」，屬延伸用法，「屋角」則指「房屋四周」；韓國漢字詞「四

角」指「四個角、有四個角度的」之用法，「角」在古漢語含「形狀像角的東西」之意，

如：《廣雅‧釋草》：「豆角謂之莢。」王念孫疏證：「豆莢長而耑銳如角然，故又名豆

角。豆角，今通語耳。」唐‧杜甫〈奉陪鄭駙馬韋曲〉之一：「石角鉤衣破，藤梢刺眼新。」

韓國漢字詞與之相通。 

序號 42：「重屋」在客語中指「第二層以上的屋頂」，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兩層的房

子」。古漢語「重屋」指「屋頂分兩層的房屋」，或指樓閣或指高樓，如：宋‧蘇軾〈教

戰守策〉：「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韓國漢字詞解釋皆與此相關；古漢語「重屋」

另指「重簷之屋」，多指建築較講究的大廳堂，如：《周禮‧考工記‧匠人》：「殷人重

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玄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戴

震 《＜考工記圖＞補注》：「世室、重屋，制皆如明堂……」姚姬傳曰：「重屋，複屋也。

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棼，椽棟既重，軒版垂簷皆重矣。」張衡＜東京賦＞：「複廟重

屋，八達九房。」薛綜注：「重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唐‧李白〈明堂

賦〉：「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宋史‧禮志四》：

「三代之制不相襲， 夏曰世室， 商曰重屋， 周曰明堂，則知皆室也。」客語詞義應承於

此，但在此客語中詞義範圍較小，指「屋頂」，韓國漢字詞的「屋」則指「房子」。 

序號 43：「冬節」在客語中指「冬至」，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冬天」。客語詞義及韓

國漢字詞義皆見於古漢語中「冬節」，指「冬季」者有《後漢書‧馬融傳》：「方涉冬節，

農事閒隙。」 三國‧曹操《卻東西門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同客語用法指

「冬至」的古漢語語義為《南齊書‧武陵昭王曄傳》：「冬節問訊，諸王皆出， 曅獨後來，

上已還便殿，聞曅至，引見問之。」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

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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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4：「出世」在客語中指「出生」、「下山」，在韓國漢字詞中指「佛教語出家、

得到名譽名氣」。古漢語中皆含「出生」、「出家」、「名聲顯著」之義，指「出生」者

見晉‧王嘉《拾遺記‧蓬萊山》：「有大螺，名躶步……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宋‧

陳師道《謝寇十一惠端硯》詩：「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此義同於客語用

法；指「出家」者如：唐‧皇甫曾〈秋夕寄懷契上人〉詩：「真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

手自焚。」明‧陳汝元 《金蓮記‧詬奸》：「丞相是當朝黃閣，小尼是出世緇衣，實是未

同，難以相見。」謂「立身成名」者如：唐‧李白〈竄夜郎于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浪

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崔秀才》：「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

至戚，每當晤時，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後兩義同於韓國漢字詞

詞義。 

序號 45：「出山」在客語中指「出殯」，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走出山、寺」。據「台

灣大百科全書」：「出山」為「出殯」的俗名，正式的說法為「發引」，即為哭送往生者

上山頭安葬，156此義同於客語用法，客語「還山」為近義詞；韓國漢字詞「走出山、寺」

之說則見於古漢語「深山修行後重返人世」義，如：唐‧崔峒 《送真上人還蘭若》詩：「出

山逢亂世，乞食覺人稀。」其中「出」採「離開」之義，如：《玉篇‧出部》：「出，去

也；遠也。」《新唐書‧竇建德傳》：「夏王奄定河朔，號為威彊，今一出不復，非天命

有歸哉﹖」，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皆與之相關。 

序號 46：「涉水」在客語中指「水地行走嬉戲」，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渡江」。「涉

水」在古漢語中指「渡江」與韓國漢字詞用法同，如：《五代史平話‧唐史平話》卷上：

「梁軍初無戰鬥之意……當涉水攻之。」《魏書‧李苗列傳》卷七十一：「既而官軍不至，

賊乃涉水，與苗死鬬。」客語用法亦與水相關，詞義較為縮小，可能為引申用法。 

序號 47：「點穴」在客語中指「勘輿家確定墓穴所在」，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點穴道」。

「點穴」相傳是將運功於手指再接觸人的穴道，可使人動彈不得、麻木暈厥或受傷，此用

法與韓國漢字詞相同；「點穴」另為風水用語，堪輿家稱地脈停落之處「龍穴」，擇龍穴

結聚之處為墓地，稱為「點穴」，見《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蔔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

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紅樓夢》第七十回：「賈璉無法，只得又

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客語詞彙用法同此風水勘輿學術

                                                 

156 網頁資料：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1572，
訪問日期：2012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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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此學源於上古擇地定居，形成於漢朝之際，成熟於唐宋，到了明清時期達到最高頂

點」，157由此可知風水勘輿學由來已久。 

序號 48：「放人」在客語中指「以符咒蠱害他人」、「釋放人」、「流放」，在韓國

漢字詞中指「自放山野的人」。古漢語中「放」指「驅逐、流放」，如：《說文‧放部》：

「放，逐也。」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唐‧

李白〈擬恨賦〉：「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此義與客語、韓國漢字詞義相通；古漢

語「放」另指「置」，見《廣雅‧釋詁四》：「放，置也。」《三國志‧魏志‧鍾會傳》：

「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此解通於客語詞義。此詞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詞彙

結構不同，客語中「放」為動詞與「放置」相關，此指「下蠱」，韓國漢字詞「放」則為

擔任定語角色，表描述對象為「自放山野的」。 

序號 49：客家諺語「早起三朝當一工」詞義即為客語語義的三個義項，客語及韓國漢

字詞共有的義項是第一項「第三天」，但又有些微的不同，客語中「三朝」在地方習俗中，

有專指「新嫁娘出嫁後的第三天」，同於古漢語用法，見宋‧吳自牧《夢粱錄‧嫁娶》：

「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鵝蛋……並以茶餅鵝羊果物等合送去壻家，謂之『送三朝禮』

也。」清‧孫枝蔚〈新嫁娘詩〉：「從今愁婦職，人莫羨三朝。」又有指「嬰兒出生後三

日」，如《四遊記‧玉帝起賽寶通明會》：「卻説那小公子靈光 ，纔三朝便能言語」。 

序號 50：「一身」在客語中指「一套」、「全身」，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自己的身體」、

「全身」。「一身」在古漢語中指「整個身軀」，如：《南齊書裴昭明傳》：「人生何事

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宋‧張載 《西銘》：「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此義與韓國漢字詞相應，而與客語詞義相關。 

序號 51：「兩隻」在客語中指「兩隻、兩個」，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原告與被告」。

客語將「隻」做為量詞使用來歷已久，如：用於動物者有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

德行》引謝承《後漢書》：「常豫炙雞一隻，……」，用於某些器物者有《後漢書‧方術

傳‧王喬》：「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唐‧李白〈奔亡道中五首〉之三：

「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客語用法承於此；韓國漢字詞用法可能與古漢語「隻」之

「雙」義有關，如《穆天子傳》卷二：「於是載玉萬隻。」陳逢衡補注：「萬隻之隻即古

省雙字。玉必以雙獻。」顧實講疏：「隻借為雙，猶鼇借為艸，古文通也。」《史記‧龜

                                                 

157 參考資料：福山堂，http://www.fushantang.com/1012/1012a/j0145.html，訪問日期：2012年 5月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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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列傳》：「玉櫝隻雞，出於昆山。」另有可能與「척」對應的「訴」字相關，此推測還

待進一步釐清。 

序號 52：「陣頭」在客語中指「儀仗陣式」，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戰時先鋒部隊」。

客語用法所指範圍較古漢語義大，故可視為「詞義擴大」；韓國漢字詞用法承於古漢語，

如：南朝‧梁‧吳均 〈從軍行〉：「陣頭橫卻月，馬腹帶連錢。」唐‧王建〈送魏州李相

公詩〉：「旗下可聞誅敗將，陣頭多是用降兵」。 

序號 53：「自然」在客語中指「不拘束」、「當然」、「身體狀況良好」、「天然」，

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自然的」。做為形容詞的「自然」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之意義不盡相

同，客語用法合於古漢語「不拘束」義，見《後漢書‧郎顗傳》：「臣伏見光祿大夫 江夏

 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宋‧秦觀《次韻何子溫》：「談笑

自然群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客語詞義「輕鬆、自在」應屬詞義縮小，限定為「人體」

上輕鬆舒適的自然狀態，有另有「毋自然」指「生病」即人體不自然的狀態，此例可相佐

證；古漢語「自然」另解為「當然」，見《北史‧裴叔業傳》：「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

自然無患。」唐‧韓愈〈黃家賊事宜狀〉：「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合於客語

詞義另一義。古漢語另義「天然」合於韓國漢字詞義，見《老子》：「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後漢書‧李固傳》：「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

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北魏‧酈道元 《水經注‧河水三》：「山石之上，自然

有文，盡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宋‧歐陽修 《明用》：「物無不變，變無

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 

序號 54：「交關」在客語中指「交易」，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相互往來」。古漢語中

皆有相承詞義，含「交易」之義者如：唐‧薛用弱《集異記汪鳳》：「請以百緡而交關焉。」

宋‧葉適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與客

語詞義相通；含「往來」、「交通」之義者如：《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初

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 ，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南史‧張敬兒傳》：「敬

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此義則通於韓國漢字詞義。 

序號 55：「當店」在客語中指「當舖」，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這個店」。漢語中亦有

以「當店」指稱「當舖」者，如：清‧成瓘 《篛園日劄》卷六：「《五代史‧雜臣傳》：

『慕容彥超 立庫質錢。』餘按，此即今所雲當店、押貨店也。」韓國漢字詞的用法為韓語

的特殊用法，「當」為接頭詞即前綴，詞彙結構與客語用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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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56：「算數」在客語中指「算帳」、「認定有效」，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初級計

算方法」。古漢語「算數」指「計數」，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用法皆與「計數」相關，如：

《漢書‧律曆志上》：「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清‧唐甄《潛書‧遠諫》：「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唯客語中將之與帳務聯結，

而有客語「記數」指「記帳」、「欠數」指「欠錢」、「拆數」指「還債」、「堵數」指

「抵債」、「結數」指「結帳」、「數簿」指「帳本」，故客語詞義較古漢語小。 

序號 57：「法度」在客語中指「辦法」，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生活上的禮法、法律制

度」。古漢語「法度」有指「法令制度」者，如：《書‧大禹謨》：「儆戒無虞，罔失法

度。」漢‧賈誼〈過秦論〉：「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宋‧吳曾《能改齋漫

錄‧記事一》：「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醒世恒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 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處斬。」茅盾《宿莽‧大澤鄉》：「始皇

帝賓天后，法度就亂了。」也有指「規範」者，如：《管子‧中匡》：「今言仁義，則必

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何故也？」唐‧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其經承 子厚 口講指畫

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宋‧陸遊 《老學庵筆記》卷四：「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

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韓國漢字詞義承於以上兩義；客語指「辦法」

為後起的用法，如：《水滸傳》第二八回：「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水

滸傳》第七六回：「下官到彼，見機而作，自有法度」。 

序號 58：「鷄子」在客語中指「小鷄」，在韓國漢字詞中指「鷄蛋」。客語方面參考

《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客家話『鷄』、『鴨』、『鵝』都要『子化』。……北方

話「鷄子兒」是指鷄蛋。」158客語用法中的「子」已成為小稱詞，相同的用法另有：客語

「鴨子」指小鴨、「羊子」指小羔羊、「鵝子」指小鵝、「鳥子」指小鳥，屬客語特殊用

法，且古漢語中亦有根據，見《說文‧隹部》：「雛，雞子也。」段玉裁注：「雞子，雞

之小者也。」《儒林外史》第十六回：「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

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裡煮著。」而韓國漢字詞用法承於古代漢語「雞蛋」義，見《漢書‧

五行志中之下》：「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宋‧梅堯臣〈觀楊之美

畫詩〉：「設色鮮潤筆法奇，絹理膩滑雞子皮」。 

序號 59：「水紅色」在客語中指「粉紅色」，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灰灰的紅色」。在

古漢語典籍中並無「水紅色」一詞，但近代有以「水紅」指「粉紅色」，見《紅樓夢》第

四九回：「一件水紅妝緞狐膁褶子。」韓國漢字詞「水紅色」亦與顏色相關，與客語詞彙

所指的顏色略有不同。 
                                                 

158 謝棟元，《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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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0：「佛果」在客語中指水果名「釋迦」，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得道的地位」。

古漢語用法同於韓國漢字詞詞義，即持久修行所得之果「成佛」，如隋煬帝〈設齋願疏〉：

「下度眾生，上求佛果。」明‧李贄〈為黃安二上人〉之三：「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

是持戒……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真乘，成佛果。」因釋迦自美洲引進的時間不長，客語的

用法應屬近代用法，指稱水果釋迦的另有「釋迦」、「沙梨」、「牛心梨」。 

序號 61：「敗勢」在客語中指「不好意思」，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快輸的情勢」，與

韓國漢字詞「勝勢승세」相對。古漢語中「敗」指「事情失敗」，如：《老子‧第六十四

章》：「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韓非子‧說難》：「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三國蜀諸葛亮《後出師表》：「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廣韻‧夬韻》：

「敗，自破曰敗。」《孫子‧形》：「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史記‧匈奴列傳》：

「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隋書‧王辯傳》：「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

能復上馬，竟溺死焉。」，韓國漢字詞之「敗」應與古漢語義相關，然客語詞義似無相承

者，可能與用字有關，「敗勢」應為尚無合適用字時暫用的借音字，也許可考慮「壞勢」

一詞，即對於自己造成的損害感到抱歉，以此做解釋可能較為妥貼。 

序號 62：「燈盞」在客語中指「煤油燈」，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燈」，近代漢語以「燈

盞」指「油燈」亦泛指「燈」，如：元‧無名氏《鎖魔鏡》第二折：「我做妖魔一百箇眼，

箇箇眼似亮燈盞。」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接與燈相關，為客語詞義較漢語所指範圍小。 

序號 63：「發狂」在客語中指「瘋癲」、「說夢話」，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瘋癲」。

古漢語中指「瘋癲」，與韓國漢字詞同指受到某種刺激而精神失常，例如：晉‧葛洪《抱

樸子‧黃白》：「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宋‧黃庭堅 《謝答聞善

二兄》詩：「柳家兄弟大迫窄，狂藥不容人發狂。」客語「發狂」與失常的狀態相關，而

特指睡夢狀態下的失常行為，此詞例中韓國漢字詞同於古漢語，客語用法則與古漢語相關，

但詞義屬「縮小」類。 

序號 64：「比比」在客語中指「並排」，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所有、全部」。客語「比

比」另有「排排」寫法，兩者因不同的考源而有不同用字；古漢語「比比」指「頻頻、屢

屢」者，如：《詩‧大雅‧桑柔》：「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漢‧鄭玄箋：「頻，猶比

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漢書‧哀帝紀》：「郡國比比地動。」顏師

古注：「比比，猶言頻頻也。」唐‧高彥休《唐闕史‧裴晉公大度》：「正郎感激之外，

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古漢語另指「到處」者，如唐‧元稹《元藇杭州刺

史等制》：「盤牙不解，稂莠不除，比比有之，患由此起。」 清‧薛福成《上曾侯相書》：

「皓首不遇者，比比是也。」同韓國漢字詞第二義；「比」自本義「並列、並排」，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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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人為從，反從為比。」又如：《詩‧小雅‧六月》：「比物四驪。」《爾雅‧

釋鳥》：「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此義合於客語用法。 

序號 65：「便便」在客語中指「現成的，準備完善」，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舒服貌、

無不便的」。「便便」在古漢語中有「言語明白流暢貌」、「腹部肥滿」、「治理有序貌」

等義，無與客語、韓國漢字詞用法相承者，但古漢語「便」指「安適」，如：《說文‧人

部》：「便，安也。」《墨子‧天志》：「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戰國策‧

秦策三》：「食不甘味，臥不便席。」宋‧蘇軾《和子由寒食》：「遶城駿馬誰能借，到

處名園盡意便。」古漢語「便」另指「方便」，如：《說文》：「便，安也。人有不便更

之。從人，從更，會意。」《楚辭‧大招》「恣所便只。」注：「猶安也」，此解通於客

語詞義。 

序號 66：「綿綿」在客語中指「密、軟爛」，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繼續的」。「綿」

本義指「絲綿」引申做「像絲綿一樣連續不斷的樣子」，如：《詩‧王風‧葛藟》：「緜

緜葛藟，在河之滸。」唐‧白居易 〈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緜緜無絶期。」

此引申義與韓國漢字詞義相通；客語用法「綿綿」多用以指食物軟爛或指細雨綿密，應承

古漢語「柔軟、薄弱」義，如：《梁書‧殷鈞傳》：「頃者綿微，守盡晷漏，自亂玄黃，

心迷哀樂。」《南史‧虞寄傳》：「寄氣力緜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

之誅，甘之如薺」。  

序號 67：「聽講」在客語中指「聽說」、「聽話」，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聽演講」。

古漢語「聽講」指「聽人講授」，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尹與

桓宣武共聽講《禮記》。」通於韓國漢字詞用法。客語詞「聽講」與古漢語意義相關，屬

詞義演變上的「擴大」類，由「聽人講授」除去「講授」限制，擴大為「聽說」；韓國漢

字詞「講」則指「演講」，結構上是動詞「聽」加上名詞「講」，含「聽講」的韓國漢字

詞另有「聽講料청강료」、「聽講者청강자」，分指「演講費」與「聽講者」。 

序號 68：「背書」在客語中指「背誦書」，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書背面的文字」。古

代漢語「背書」指「背誦書」，同於客語詞義，如：明‧呂維祺 《四譯館增定館則》卷十

五：「每日辰初，譯字監生子弟赴各館受業，提督官掣籤看課背書。」《二十年目睹之怪

現狀》第七三回：「到了背書時，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邊偷著提他。」而「背

書」還有另一近代漢語用法通於韓國漢字詞詞義，在金融界中，「背書」指票據持有人在

票據背面簽字蓋章，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動作，但此亦有可能是自日本傳入，日本統治朝

鮮時期傳入大量的現代化用語，所以確切的推論還需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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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9：「加勢」在客語中指「更加」，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強化勢力」。在本題與

料庫中未有與客語詞義相應的古漢語詞例，客語詞彙若以「慎」或「甚」或「勝」代替「勢」

字，會更符合詞義傳承，但用字問題須更深入的分析，在此暫不討論；韓國漢字詞方面，

則是「增加」義之「加」與表「勢力」義之「勢」之結合。 

序號 70：「顚倒」在客語中指「反而」、「上下」、「前後」、「左右」、「錯誤」，
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跌倒、顛倒」。古漢語「顚倒」含「反而」義，見唐‧皎然〈酬秦系

山人戲贈詩〉：「正論禪寂忽狂歌，莫是塵心顛倒多？」 元‧無名氏《千里獨行》第三折：

「三條妙計都不濟，好也，顛倒丟了一領錦征袍。」《兒女英雄傳》第十六回：「此時我

只有催促他的，怎的老弟你顛倒嗔我不阻止他起來？」客語詞義承於此；韓國漢字詞義同

古漢語「上下錯置」義，見北魏‧酈道元 《水經注‧河水五》：「夫《琴操》以為孔子臨

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南朝‧梁‧劉勰《文心雕

龍‧定勢》：「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句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另一義

「跌倒」應承自古漢語「顛」之「倒下」義，見《詩‧大雅‧蕩》：「人亦有言，顛沛之

揭。」《書‧盤庚中》：「顛越不恭。」《論語‧里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於是。」

《左傳‧宣公十五年》：「杜回躓而顛。」古漢語中未見客語用法，而有韓國漢字詞用法。 

序號 71：「一旦」在客語中指「原來」，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有朝一日、先」。客語

「一旦」為虛詞指「原來」、「一直」；古漢語與韓國漢字詞同指「有朝一日」者，如：

《戰國策‧趙策四》：「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漢‧王充《論衡‧程材》：「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

並兼。」《朱子語類》卷二七：「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著，遂至

驚駭。」而古漢語詞義中未見合於客語詞彙義者，有可能客語詞彙「一旦」為權宜的借音

詞，故無法從古漢語中找到根據。 

序號 72：「半額」在客語中指「半數」，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半價」。古漢語「半額」

指「數額的一半」，如：《宋史‧選舉志一》：「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

依科目次序。」客語詞義承於古漢語，韓國漢字詞用法則增加「價錢」限制，屬詞義變化

的「縮小」類。 

序號 73：「萬戶」在客語中形容「很富有」，在韓國漢字詞中指「很多家」。「萬戶」

古漢語或指「一萬戶」，或以指「極多」，如：《史記‧高祖本紀》：「諸將以萬人若一

郡降者，封萬戶。」漢‧班固 〈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唐‧李

白〈子夜吳歌〉之三：「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此用法同於韓國漢字詞詞義；客語

用法可能與代表富有的「萬戶侯」相關，多連用詞彙，如：「萬戶人家」、「萬戶家庭」

用法，客語詞彙「萬戶」之「戶」字也許可考慮以「富」，因「富」本義指「富裕」，而

其構形從「宀」表示與屋宇有關，「富」亦合於客語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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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語中含「仔」字詞彙 

序

號 
客語詞目 詞義 韓國漢字詞詞目 韓國漢字詞詞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

彙彙編

編號 

1 背寒寒仔 背微駝的樣子 背寒배한 背脊寒冷 無 05-124 

2 膏藥仔 敷藥 膏藥고약 膏狀的藥品 膏狀的藥品 07-110 

3 過日仔 生活 過日과일 過去的日子 生活 08-202 

4 
草笠仔 草帽 草笠초립 

男性通過成年儀式

後戴的帽子 
無 

11-137 

5 
金仔店 銀樓 金店금점 礦區 

「金」指「金

屬總名」 

19-048 

6 
三三仔 

馬馬虎虎；不

要太計較 
三三삼삼 棋盤上的點 無 

26-196 

7 一滴仔 一丁點 一滴일적 一滴 一滴 29-037 

序號 1：客語中與「背寒寒仔」同義的還有「痀背」、「蹺痀」、「背鑊」、「背痀

痀仔」、「背拱拱仔」，「背寒寒仔」是典型的含「仔」詞綴的疊字形容詞，然此詞未見

於古漢語典籍中，客語詞彙可能另有其他用字；韓國漢字詞「背寒」則指「背脊寒冷」，

在古漢語資料中未見這兩條詞目。 

  序號 2：客語詞彙「膏藥仔」的「仔」在此擔負轉變詞類的角色，客語另一詞「膏

藥」同於韓國漢字詞及現代漢語，客語詞彙「膏藥」+「仔」使詞類從名詞類轉為動詞類，

多數使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產生歧異現象。客語用法似無相應的古漢語根據，可能與其

用字有關，若改「膏」為「糊」也許更妥貼；韓國漢字詞用法同於古漢語，見《後漢書‧

方術傳上‧段翳》：「翳為合膏藥，並以簡書封於筒中。」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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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水滸傳》第一○二回：「王慶勉強擺到

府衙前，與慣醫跌打損傷，朝北開鋪子賣膏藥的 錢老兒，買了兩個膏藥，貼在肋上」。 

序號 3：客語詞彙「過日仔」為動詞，同於古漢語用法，見唐‧杜甫 〈贈別鄭煉赴襄

陽詩〉：「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宋‧陳造《田家謠》：「小婦初嫁當少寬，令伴

阿姑頑過日。」韓國漢字詞「過日」則指「過去的日子」為名詞類，同上「膏藥仔」之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比較現象，「仔」在客語詞彙中若具改變詞類的功能，則客語詞彙多與韓

國漢字詞彙不同義。 

序號 4：「草笠」在韓國漢字詞中特指成年典禮的帽子，相關詞彙還有「草笠童초립

동」指「20冠禮後帶著帽子的男人」， 由此詞彙可知韓國文化中濃厚的儒家觀念；「草

笠仔」客語又稱「笠仔」、「草帽」，「草笠仔」是女子上街所戴的遮陽工具。 

序號 5：「金店」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雖不同義，但皆與礦產相關，「金」在古漢

語中為「金屬總名」，如：《說文‧金部》：「金，五色金也。」《正字通‧金部》：「金，

五色金也。白金銀，青金鉛錫，赤金銅，黑金鐵，黃金為之長」。 

序號 6：客語詞彙「三三仔」是形容詞，韓國漢字詞「三三」則指「棋盤上的點」，

如前所推論，當「仔」字詞綴在客語詞彙中擔負改變詞類功能，則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

義多不相同。 

 序號 7：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皆含「少量」之義，「一滴」在客語中指「一丁點」，

同於近代漢語用法，如：一點一滴；在韓國漢字詞中指「一滴」，多用以指顆粒狀液體，

同於古漢語用法，見唐‧韋應物〈詠露珠〉：「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 

(三)疊字詞 

序號 客語詞目 詞義 韓國漢字詞詞目 韓國漢字詞詞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彙彙

編編號 

1 家家屋屋 家家戶戶 家屋가옥 房子 「家屋」為近

代漢語用法 

26-161 

2 熟面(熟面) 很面善 熟面숙면 熟悉的臉 無 26-130 

3 烏金(烏金) 黑得發亮 烏金오금 銅 無 2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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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1：古漢語資料中未見客語「家家屋屋」，而韓國漢字詞「家屋」同於近代漢語

用法，見蕭紅《夜風》三：「洗衣服的婆子有個破落而無光的家屋，穿的是張老太穿剩的

破氈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篇第一章第五節：「原始家屋的進化一般是

由平穴而豎阬而構巢而石累」。 

序號 2、序號 3：古漢語及近代漢語資料中未有與兩者相關者。 

 

(四)逆序詞 

 詞目 詞義 古漢語詞義 客語詞彙彙編編號 

客語詞彙 下頷 下巴 「頷」指「下巴」 1-20 

韓國漢字詞詞彙 頷下함하  吃剩的食物 無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逆序詞「頷下」，見《後漢書‧班超傳》卷四十七：「生燕頷虎頸，

飛而食肉，此萬裡侯相也。」唐‧韓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詩〉：「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

髭。」客語「下頷」用法應與之相通，且同於近代漢語用法；韓國漢字詞「頷下」指「吃

剩的食物」，與古漢語義的相關性較弱，但「吃剩的食物」為嘴下之物，故可說仍是與下

巴有些微關係。 

二、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異質性 
 此類詞彙中可看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詞義演變差異，由於同一詞分別在不同的語境

變化，所以雖是相同的詞目，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卻意義不同，且部分詞彙的詞義演變途

徑相異，現整理同形異義類詞彙與古漢與關係之數據於下： 

 無古漢語根據 擴大 縮小 轉移 承古漢語 有近代漢語根據 

客語詞彙 13 3 7 4 47 10 

韓國漢字詞 13 1 10 1 56 3 

大體而言，「同形異義」類詞彙多數承古漢語義，而客語詞彙的詞義變化顯得較豐富，

詞彙多有擴大、縮小、轉移變化，韓國漢字詞之詞義變化多為縮小，且客語詞彙較韓國漢

字詞有更多承近代漢語者，依此可推想客語與現代漢字的連結度更高，另外兩者「無古漢

語根據詞彙」雖數量相同，但其中僅有七條共同詞彙，即無古漢根據的其中六條客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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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五條「承古漢語義」、一條「承近代漢語」的韓國漢字詞；無古漢根據的其中六條韓

國漢字詞對應四條「承古漢語義」、一條「詞義轉移」、一條「承近代漢語」的客語詞彙。 

此類詞彙共計 84條，其中 11條因考量客語的詞彙特性，而視之與韓國漢字詞同形，

又可分為含「仔」之客語詞彙、疊字詞、逆序詞，此類詞彙於下表套灰色標示，客語含「仔」

的「形近異義詞」計有 7條，「疊字詞」在此類詞彙中共計有 3條詞目，多數無古漢語根

據，僅韓國漢字詞有 1條有近代漢語來源：「家屋」；「逆序詞」僅一條：客語「下頷」

及韓國漢字詞「頷下」，詞彙逆序現象可能與古代漢語雙音化相關。因「仔」為客語特殊

詞綴，故在為其尋找相承的古漢語來源時，即除去客語詞綴做搜尋，在古漢語資料庫中進

行比對。現以「客語詞彙與古漢語義的關係」排序，分「承古漢語義表格」及「承近代法

表格」於下：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 詞例 
1 承古漢語 一滴仔/一滴일적、 

2 承古漢語義項 1 承古漢語義項 2 

寒天한천、後日후일、後生후생、煩勞번로、

樂樂낙락、點穴점혈、冬節동절、出世출세、

交關교관、鷄子계자、綿綿면면、法度법도、

顚倒전도、重屋중옥、自然자연 

3 承古漢語 詞義擴大 三朝삼조 

4 承古漢語 詞義縮小 前日전일、承受승수、半額반액 
5 承古漢語 單字承古漢語 兩隻양척 
6 承古漢語 單字承古漢語義且縮小 服人복인 
7 承古漢語 承近代用法 背書배서 

8 承古漢語 無 過日仔/過日과일 

9 
一 義 項 承 古 漢

語、一義項轉移 
縮小 華麗화려 

10 單字承古漢語 

單字承古漢語 
入水입수、擎手경수、廳下청하、毒心독심、

金店仔/金店금점 

11 單字承古漢語 單字承古漢語義且縮小 上屋상옥 
12 單字承古漢語 單字承古漢語義且轉移 生生생생 

13 單字承古漢語 
承古漢語 隨時수시、四角사각、生活생활、出山출산、

豆粥두죽 

14 
同單字承古漢義項

1 
同單字承古漢語義項 2 對中대중、肉氣육기、公廳공청、屋角옥각、

放人방인、比比비비、便便편편 
 單字 1承古漢語 單字 2承古漢語 加等가등、苦毒고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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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單字承古漢語 無 中人중인 

16 縮小 縮小 拈香염향、小使소사 

17 縮小 
承古漢語 涉水섭수、算數산수、燈盞등잔、發狂발광、

一身일신 

18 擴大 承古漢語 欽羨흠선、聽講청강、陣頭진두 

19 轉移 承古漢語 萬戶만호 

20 轉移 單字承古漢語 細月세월、番番번번 

21 轉移 無 熟水숙수 

22 無 單字承古漢語 敗勢패세、加勢가세 

23 無 承古漢語 一旦일단、下頷/頷下함하、膏藥仔/膏藥고약 

24 無 承近代用法 家家屋屋/家屋가옥 

25 無相應 
冷天냉천、豆油두유、熟面熟面/熟面숙면、烏
金烏金/烏金오금、三三仔/三三삼삼、草笠仔/

草笠초립、背寒寒仔/背寒배한 

由上表格可知，相較於韓國漢字詞，客語詞彙的「縮小、擴大、轉移」情形較多，而

其所對應的韓國漢字詞多數承古漢語義，也就是說古漢語義在韓國漢字詞中變化較小，在

客語詞彙中則多豐富的詞義演變現象；反過來看，「具詞義變化的韓國漢字詞彙」所對應

的客語詞彙顯得較不統一，含「轉移」、「承古漢語義」、「無古漢語根據」、「承近代

漢語義」四可能性，此現象亦是客語詞彙多樣詞義變化的展現。從本題語料中，可以說客

語詞彙的詞義演變較為靈活，韓國漢字詞則相對完整地重現古漢語義，另外客語詞彙裡，

有承近代漢語者，如下： 

序號 客語詞彙 韓國漢字詞 詞例 
1 承近代漢語用法 無 當店당점、粉牌분패 
2 承近代漢語用法 縮小 

打租타조、水紅色수홍색 

3 承近代漢語用法 承古漢語 
黃梨황리、電火전화、火船화선、佛果불과 

4 承近代漢語用法 無 水衣수의 
5 承近代漢語用法 1 承近代漢語用法 2 熱天열천 

 「同形異義類詞彙」中共計有 84條詞目，兩者除了詞義演變上的差異外，另有「詞

彙結構」、「詞類」、「區域性詞彙」、「詞彙主語」的差異，而客語還有「特殊量詞」

詞彙，今引「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及線上「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之例說明於下： 

(一)「結構不同」，例如：「有無」、「當店」、「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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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漢字詞「有無」承古漢語義，意指「有、沒有的」，在詞彙結構上非隸屬、補充、

支配、陳述等關係，屬於「並列結構」，而客語詞彙「有無」「無」為疑問詞「嗎」，兩

者詞彙結構不同；客語「當店」承古漢語義，意指「當鋪」，詞彙結構上「當」修飾「店」，

屬於「偏正結構」，而韓國漢字詞的「當」指「這個」為接頭詞，具有限制作用，但不改

變詞根詞性，以「當」為接頭詞的韓國漢字詞還有：「當家」、「當期」、「當山」、「當

所」、「當寺」，分指「此家」、「此期間」、「此山」、「此地」、「此寺」。「肉氣」

在客語中指「肉類」，其「氣」不表義，為助詞，而「肉氣」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肉的色

澤、肉的味道」，且「肉氣」為偏正結構，其「氣」指「狀態」，可印證的詞有：「病氣」

指疾病的情況、「厄氣」不好的狀態、「嶽氣」山勢陡峭的狀態。 

 

(二)「詞類不同」，如：「毒心」、「生活」、「番番」、「服人」、「放人」。 

「毒心」在客語中指「狠心」屬形容詞類，如：這兜鱸鰻仔恁毒心，仰會同你講情面？

（語譯：這些流氓這麼狠毒，怎麼會跟你講情面？）在韓國漢字詞中指「惡毒的念頭」屬

於名詞類。「生活」在客語中指「靈活」屬形容詞類，如：該細阿哥仔兩隻手異生活，學

手藝盡遽。(語譯：那小男生兩隻手很靈活，學手藝很快。)在韓國漢字詞中指「生活」同

於現代漢語。「番番」在客語中指「不講理」屬形容詞類，如：佢做麼個都無照例規來，

大家講佢番番。(語譯：他做任何事都不循前例，大家說他不講理。)在韓國漢字詞中則指

「每次」屬量詞類。「服人」在客語中指「使人服氣」屬動詞類，如：你一張嘴恁會講，

有本等去拿全國演講比賽個頭名轉來，正會服人。(語譯：你嘴巴這麼會說，有本事去拿全

國演講比賽冠軍回來，人才會服氣。)在韓國漢字詞中則指「穿喪服的人」屬名詞類。「放

人」在客語中指「以符咒蠱害他人」屬動詞類，如：頭擺有兜覡公仔會放人。（語譯：從

前有些道士法師會以符咒害人。）在韓國漢字詞中指「自放山野的人」屬名詞類。 

 

(三)「具民俗特性」，例如：「陣頭」、「出山」、「佛果」、「鹹淡」、「廳

下」、「中人」、「熟水」。 

此類詞彙多牽涉到地區文化特性，屬該地特有風俗下的產物，屬於客語者有：「陣頭」、

「出山」、「佛果」、「鹹淡」，前兩者與喪葬儀式相關，後兩詞彙與飲食習慣相關，「佛

果」指水果「釋迦」，釋迦多分佈於熱帶地區，台灣東南部為產區，故「佛果」在客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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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用法；「鹹淡」指「醃製或曬乾的食物」，此詞即表現出客家人喜醃漬物品的特點，

由於客家人經常因各種因素遷徙居住地，所以發展出多樣儲存食物的方法。屬於韓國漢字

詞的地方性詞彙有：「廳下」、「中人」、「熟水」，第一個詞彙與傳統建築相關，韓國

漢字詞的「廳下」指活動空間下的地板，為應對天氣，傳統韓屋地板多不接觸地面，方便

設置「炕」以度過寒冬，所以產生「廳下」這特殊詞彙；「中人」是古代分級名稱之一，

指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階級，此用法限於朝鮮半島；「熟水」是朝鮮族喜歡喝飲品之一，或

稱鍋巴茶，近代有現代化的包裝，如：茶包、罐裝等，據說鍋巴水能解渴、健胃。 

 

 (四)特殊客語量詞：「一身」、「隻」 

「一身」為特殊客語量詞，意思為「一套」，如同邱湘雲研究：量詞如「一身」汗等，

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數詞都只能有「一+量詞」而沒「二、三…＋量詞」的結構，這種

數量結構中的「一」不是數詞而是代表「整體、全部」的範疇意味。159而韓國漢字詞「一

身」則與古漢語相承，指整個身軀。另據邱湘雲研究：客語以「隻」為語義泛化而幾乎可

以替代任其他量詞的「萬能量詞」，如客家話可用 「隻」作有生名詞……，也可做如「水

果、椅子、手錶、船、錢、字」等無生名詞的量詞。160故客語之「隻」的使用範疇大於現

代漢語，韓國漢字詞中作為量詞的「隻」則較小，多做為船的量詞。 

(五)詞彙主與不同：「入水」 

入水 「入」在客語、韓國漢字詞裡表「進入，但執行動作的主語不同，客語中的主語

是「水」，由水主動進入，韓國漢字詞中的主語非水，而是說話者進入水中的意思，「入

水」在客語中也屬於特殊的例子，其他含「入」之詞，如：客語「入莊」、「入屋」、「入

山」等之「入」皆含「進入」之義，但皆非如「入水」般採「入」+「主語」的形式。韓

國漢字詞則多屬一般用法，如：「入品입품」指或「購入貨品」，合於一般構詞形式。 

                                                 

159 邱湘雲，〈閩南語和客家話的「量詞」－與國語比較〉，《玄奘人文學報》，第 6期(新竹：玄奘文理學院，
2007)，頁 179。書目 175-206 

160邱湘雲，〈閩南語和客家話的「量詞」－與國語比較〉，頁 196。書目 17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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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差異說明 

第一節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產生共源性的原因 
此部分的分析與「同形同義」詞比較相關，而此類詞彙的比較如第三章第二節所示，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義相同，主因為兩者與古漢語相承性高，另外兩者形成的時間、環境、

歷史因素，使得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具有大量的共同詞彙，使得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詞彙

相同的原因將在此分析： 

一、同承自古代漢語、具相同的文化詞彙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因與古代漢語相承，所以使得本研究詞彙形義重合高度高，客語為

漢語方言之一，所以客語中自然保留許多的古代漢語，而韓國漢字詞是由中國傳入的漢字

變化而成，故字、詞中亦多留有古代漢語的痕跡。古漢語詞義有些僅被保留在客語詞彙裡，

而在現代漢語中亡佚，有些則被現代漢語用詞替代，例如：「炙」古有燒烤的意思，《說

文‧炙部》：「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凡炙之屬皆从炙。」《釋名‧釋飲食》：「炙，炙

也。炙於火上也。」《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燔之炙也。」毛傳：「炕火曰炙。」

客語詞彙中有許多保留此義的詞彙，指煮、煎、燒烤的動作，有「炙茶」煮茶、「炙滾水」

煮開水、「炙酒」溫酒、「炙肉」烤肉等例子，現代漢語中則少用此字，多以煮、烤、燙

等字替之。「炙」還是是中藥製法的一種。把藥材與液汁輔料同炒，使輔料滲入藥材之內，

《本草綱目‧序例上》：「其制藥炮、熬、煮、炙。」《紅樓夢》第十回也說：「炙甘草

八分。」客家話存「炙藥仔」煎藥用法，如：我發病仔該下，姐婆炙藥仔分我食。（我生

病時，外婆煎藥給我吃）。 

客語「河脣」指「河邊」，古漢語中亦見此用法，如：《詩‧王風‧葛藟》：「緜緜

葛藟，在河之漘。」《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漘兮。」唐‧元稹《代

曲江老人百韻》：「琳琅銷柱礎，葛藟茂 河漘。」直至清代尚存「河脣」，見清‧劉大櫆

《松江府通判許君傳》：「民咸呼舞，以為數十年來所未有，因即河漘立石以紀其事。」

《清史稿‧河渠志一》：「河脣淤高，墊外地如釜底，各村斷不能久安室家。」此用法與

「脣」之解釋相關，「脣」《釋名‧釋形體》：「緣也，口之緣也。」古「脣」字表「邊

緣」，雖現代漢語已無此用法，但保留客語「河脣」一詞，客語中「脣」可與表地點的名

詞結合，如：客語「門脣」指「門邊」、「河壩脣」指「河邊」、「井唇」指「井邊」、

「路脣」指「路邊」、「屋脣」指「房子的旁邊」、「田脣」指「田埂」，由此可知客語

詞彙與古代漢語連結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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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鑊」在古漢語中指「大鍋」、「烹人的刑具」，見《周禮‧天官‧亨人》：「亨人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淮南子‧說林》：「嚐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史記‧

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傳》：「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漢書‧刑法志》：

「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等，可見「鑊」字用法已久，現代漢語則不見此用法，多以「鍋」

字表示，然而客語卻保留「鑊」字用法，如：客語「鑊蓋」指「鍋蓋」、「油鑊」指「油

鍋」、「大鑊」指「大型鍋子」、「細鑊」指「小的鍋子」、「飯鑊」指「裝飯或煮米的

鍋子」，另客語中還有「鑊」加上詞綴「頭」構成「鑊頭」用法，「頭」在此不表義，客

語「鑊頭」同指「鍋子」，其詞義承於古代漢語。 

 

 同樣的韓國漢字詞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古詞和古義，韓國漢字詞最初由中國傳入的漢

字演變而來，所以發音、語義與漢字有一定的關聯性，現今看來漢字書寫系統已不存於現

代韓語中，實際上漢字早已被韓語化用，並且保留古漢語的用法，此點可於古代漢語典籍

為韓國漢字詞找到例證，列如：韓國漢字詞「嚆矢」(효시) 比喻事物的開始。古漢語中亦

有此用法，《莊子‧在宥》：「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蹠嚆矢也！」亦稱為「 箭」、「鳴鏑」、「響箭」。韓國漢字詞「永

訣」(영결)同古漢語「永訣」，指生死離別或今生無法再見面，此用法多不見於口語的現

代漢語，卻存於古代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見唐‧許堯佐之《柳氏傳》：「及期往，以輕

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韓國漢字詞「耆宿」(기

숙)是另一例，古漢語「耆宿」指「年高而素有德望的人」，見《後漢書‧鄧禹傳》卷十六：

「其中耆宿，皆稱中大夫。」《三國志‧蜀書‧來敏傳》卷四十二：「時孟光亦以樞機不

慎，議論幹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  

古漢語「蹴球」指唐代以來的一種類似足球的運動，為戰國時「蹴鞠」的演變，見《史

記‧扁鵲倉公列傳》：「處 （ 項處 ）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漢書‧枚乘

傳》：「遊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顏

師古 注：「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蹋為戲樂也。」唐‧白居易《洛橋

寒食日作十韻》：「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晴。」《文獻通考‧樂二十》：「蹵毬蓋始於

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否。豈非蹵鞠

之變歟？」明‧湯顯祖《送臧晉叔謫歸湖上》詩：「深燈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毬。」

此詞已不見於現代漢語，卻存於韓國漢字詞中。韓國漢字詞「親舊」指「朋友」，此義同

於古代漢語用法，見《三國志‧魏志‧王朗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

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新唐書‧崔祐甫傳》：「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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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在此「親舊」猶如「親故」指親近的朋友，現代漢語以「朋友」稱之，已無「親舊」

用法。 

 從以上各例子可以發現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彙中保存了古漢語用法，本研究的同形同

義詞即是三者相通的例子，除此之外，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皆具有豐富的古漢語文化詞彙，

此點顯示兩者與古代漢語有著深厚淵源。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有中同樣概念的文化詞彙，常

敬宇指出「能直接反應或間接反映民族文化的詞彙」161即為文化詞彙，由於客語及韓國漢

字詞與漢語有著深厚淵源，故在此借用其「文化詞彙」概念，列舉兩者中能反映民族心態

特徵的詞彙，已表明詞彙的豐富性，今分述有關「天」、「氣」、「心」三意象文化詞彙

於下： 

(一) 天 

「天」自本義是指人的頭頂，見《說文解字注》：「天，顛也。…顛者，人之頂也，

以為凡高之稱。」「天」以象人正面站立的「大」上加「一」表「最上面」，又泛指「高」，

是故在古代典籍中有《說文》：「天，至高無上。」《論衡‧談天》：「天，氣也。」《神

話四則‧形天》：「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樂府詩集‧雜歌謠辭‧敕勒歌》：

「天似穹廬。」等，由人體最高處進而指天地間最高處，「天」有指「自然天」者，也有

進一步含「神聖的、崇高的天」意象，主要是因為漢文化中「崇天尊神」的觀念，視「天」

為主宰萬物的力量所致，同樣地，這樣的想法也被反映在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裡，今列舉數

詞於下： 

1.含「天」意象之客語文化詞彙 

天光、天公、天下、天下(陰平+陰平)、天河、天旱、天意、天然、天井、天橋、天理、天

良 天倫、天平、天篷、天晴、天色、天生、天時、天地、 天天 天庭、天堂、天文、天災、

天子、天背人、天晡晡、 天穿日、天光日、天吂光、天曚光、天曚曚、天大光、天大旱、

天註定、天背來個、天闊地闊、一朝天子一朝臣、怨天怨地、陰天、有理行天下、拳花摝

天、冷天、臨天光、落水天、毋知頭天、滿天下、天頂、好天、烏陰天。 

 

                                                 

161 文化詞彙本身載有明確的民族文化信息，並且隱含著深層的民族文化意義，有的與物質文化、制度文
化、心理文化有關，有的語文話有典籍或宗教淵源……文化詞彙不僅對研究詞彙與民族文化的各種關係，
研究民族文化對詞彙的各種影響，包括詞彙的生成、詞彙的結構組合關係，詞彙的文化分類及構詞特點，

同時還要研究文化詞彙的語義內涵，或詞語的文化含義，包括文化詞語的象徵義、感情義、地域義、諧

音、比喻義等。參考常敬宇，《漢語辭彙與文化》(臺北市：文僑出版社，200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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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天」意象之韓國漢字詞文化詞彙 

 高天고천、九天구천、舞天무천、順天순천、炎天염천、天公천공、天空천공、天球천

구、天國천국、天氣천기、天堂천당、天幕천막、天命천명、天步천보、天賦천부、天上

천상、天象천상、天性천성、天壽천수、天壽國천수국、天涯천애、天然천연、天運천운

、天爲천위、天意천의、天子천자、天中節천중절、天地천지、天河천하、晴天청천、靑

天청천、皇天황천、荒天황천 。 

 

 

 

(二) 氣 

「氣」在漢文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氣」中含有豐富的文化概念，「氣」

除了一般的「氣體」概念，如：「雲氣」，見《集韻‧未韻》：「氣，《說文》：『雲氣

也。』或作氣。」《鶡冠子‧度萬》：「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也。」《漢書‧天

文志》：「迅雷風襖，怪雲變氣。」「氣」還代表著「哲學的概念」，見《易‧繫辭上》：

「精氣為物。」孔穎達疏：「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論衡‧自然》：

「天地合氣，萬 物自生。」宋‧朱熹《答黃道夫》：「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

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也就是說「氣」不單單

只是氣體總稱，還包含天地人間無形運轉的物質，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將此概念傳承下來，

列舉數詞於下： 

1.含「氣」意象之客語文化詞彙 

博氣、博氣博激、博氣博命、才氣、財氣、鬥氣、恬風息氣、福氣、費氣、和和氣氣、和

氣生財、火氣、風氣、腳氣、客氣、氣節、氣概、氣力、氣脈、氣命、氣色、氣湧湧、氣

凹凹、血氣 香氣、怨氣、運氣、勇氣、口氣、漏氣、力氣、無福氣、無氣無脈、無聲無氣、

鬧脾氣、義氣、熱氣、元氣、秋高氣爽、斯文秀氣、受氣、敨氣、敨大氣、地氣、奪地氣、

邪氣、秀氣、志氣、陰氣、溫氣、潤氣、陽氣。 

2.含「氣」意象之韓國漢字詞文化詞彙 

嘉氣가기、脚氣衝心각기충심、剛氣강기、卦氣괘기、氣根기근、氣不足、氣分기분 、

氣習기습、氣運기운、氣意기의 、氣志기지、氣體기체 、氣品기품、大氣대기、補氣보

기、憤氣분기、上氣상기、生氣論생기론、水氣수기、逆氣역기、熱氣期열기기、慾氣욕

기、欲氣욕기 、勇氣용기、雨氣우기、潤氣윤기、陰氣음기、理氣이기、自由大氣자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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대기、才氣재기、志氣지기、聰氣총、醉氣취기、快氣쾌기、脫氣탈기、通氣통기、覇氣

패기、好氣性호기성、豪氣호기、火氣화기。 

(三) 心 

「心」又是另一含豐富文化意象的詞彙，「心」本指「心臟」，而後又當作能掌思維

的主體，見《孟子》：「心之官則思」，能指「思想」、「精神」、「情緒」等概念，這

是因為思維活動常伴隨著情感的變化，這樣一來「心」的意象又更加多元了，客語及韓國

漢字詞彙中也同樣保存了這個特性，列舉數例於下： 

1.含「心」意象之客語文化詞彙 

本心、操心、粗心大意、存心、打屁安狗心、擔心、膽大心細、多心、 花螺心、回心轉意、

費心、灰心、放心、分心、甘心、感心、決心、緊入心、掛心、恆心、雄心、好心、好心

著雷打、野心、 一心、有心、有嘴無心、橋心、寬心、虧心事、空心、空心肚、力不從心、

良心、滿心歡喜、漫不經心、  愐心事、無心肝、 信心、修心、修心積德、 忠心、衷心、

驚心。 

2.含「心」意象之韓國漢字詞文化詞彙 

奸心간심、決心결심、警戒心경계심、恐怖心공포심、關心관심、掛心괘심、求心구심 

、機心기심、欺心기심、內心내심、惱心뇌심、盜心도심 、慢心만심、銘心명심、民

心민심 、叛心반심、腹心복심、本心본심、副都心부도심、私心사심、辭讓之心禮之

端也사양지심예지단야 、心坎심감、心靈심령、心理심리、心象심상、心身심신、心

臟심장、心的심적、安心안심、熱心열심 、惡心오심、慾心욕심、唯心유심 、疑懼心

의구심 、疑心의심、利己心이기심、人心인심、忍耐心인내심、慈悲之心자비지심、

慈心자심 、自慢心자만심 、自尊心자존심、赤心적심 、操心조심、中心중심、重心

중심 、憎惡心증오심、此心차심、着心착심、鐵心철심、忠誠心충성심、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측은지심인지단야、馳心치심、吐心토심 、痛心통심 、寒心한심、好奇心호기

심、歡心환심 、悔心회심、孝心효심 。 

 

二、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成時間相當 
對於客語的形成的討論，學者們以歷史、文化、或者是語言等面向切入，吳炳奎、劉

綸鑫認為客語在唐代以前就形成，羅香林則認為客語形成於五代宋初，王東、劉佐泉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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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較為恰當，這些時間點差距近千年，本文以為參考語言比較資料能得到較為客觀

的推論，李如龍〈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指出客語中保留許多兩漢時期漢語的

特點。在韓國漢字詞方面，由本章第二章第二節資料可知韓國漢字詞的形成在三國前，與

客語形成的時代相當，嚴翼相也指出由於中國南部方言定著或分化的時機、發展的速度與

韓國漢字詞相當，故使漢字音與中國南部方言相近。也許詞彙部分的變化也與此相關，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形成時間點相近，越有可能是源自相同的詞彙，由此相承的古漢語詞彙

重複的可能性亦較高。 

 形成 註 
客語 大約在晚唐五代  

韓國漢字詞 三國時代前 三國時代及朝鮮時期為興盛期 

三、相對封閉的環境 
台灣與朝鮮半島皆屬於多面環海的環境，在交通不便利的時代，詞彙發展面臨的環境變

因較小。客語的環境影響可以分兩階段來說，第一階段是客語形成後，到傳入台灣前，此時

期影響客語的環境變因較大，由於中國的方言眾多，在長時間的接觸下，客語或多或少受到

臨近語言影響，客語不論是語音或詞彙除了北方漢語特色外，亦受到南方各族語言滲入，也

因此產生客語北來與南來說的歧異，這可能是客語詞彙的詞義演變顯得較多的原因。傳入台

灣後為第二階段，雖然客語與閩南語、原住民語並存於台灣，但環境影響的變因相對小，而

後由於西方文化傳入，使客語中出現部份外來借詞，讓客語呈現更多元的風貌。韓國漢字詞

方面，由於長期處於漢字文化圈影響，讓漢字詞被使用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韓語內部

的變化外，主要都是受到漢語的牽引，直到近代中國的勢力漸退，這時的環境變因顯得較多

元，日語及西方語言的影響漸大。 

四、相似的被殖民經歷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具有相同的日源詞彙，例如：手銃、便所、百貨店、別莊等，在 1910

年至 1945年將朝鮮半島被日本殖民，因而日語的勢力取代中國漢字漢字，韓國漢字詞不僅

受到日語的影響，還與日本漢字接觸，這樣的情形與客語相同，可能因為漢字輸入來源變

化相同，所以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保留許多日本漢字的痕跡，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在

語言上帶來影響並不單純，除了歷史較久遠的日本漢字外，由於當時的日本已早一步受到

西化的滲入，所以許多詞彙為了指稱新的概念或現代化器具而生，這樣的詞彙經日語吸收

後，再間接傳入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故這樣的日本漢字詞的內涵相對複雜。台灣與朝鮮半

島是在相近的時間點，一同與日本接觸，這樣的經歷使得詞彙表現出相似的面貌，也因此

讓兩者同質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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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產生異質性的原因 
 此部分的分析與「同形異義」詞比較相關，而此類詞彙的比較如第三章第三節所示，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雖意義不同，但是多數分別承同一古漢語的不同義項，整體而言兩者與

古漢語相承性高，韓國漢字詞略微偏高，在詞義演變方面，客語詞彙相對而言具較多的詞

義變化，韓國漢字詞則多為詞義縮小，另外客語承近代漢語意義的詞彙則明顯多於韓國漢

字詞，以上造成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詞彙差異的原因將在此分析： 

一、韓國漢字詞與古漢語相承性略高於客語詞彙 

                                                                    —古漢語被保存的形式不同 
本研究之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彙多數承接古漢語義，但韓國漢字詞的比例略高，此點應

與古漢語被保存的形式相關，古漢語在客語詞彙中多為口語，在韓國漢字詞中多為書面語，

當語言在經歷時空變化時，書面語穩定性大於口語，由於韓國漢字詞以書面形式保存古漢

語，使得韓國漢字中的古漢語比例較高。本研究之語料選擇中，客語來源為「客語能力認

證」詞彙彙編，屬目前常用的口語生活詞彙，然而與客語詞彙相對應的韓國漢字詞卻多為

書面用語，這樣的現象顯示兩者不同的特性，客語方面，因方言的形成最初多是口語為主，

詞彙是後來形成的，但是這並不表示客語中不存在書面語，現今客語中仍存有許多文讀詞

彙，只不過在新式教育實施後，客語式微，考量到教學與傳承需求，「客語能力認證」詞

彙收錄以常用詞彙為原則，所以含大量的口語詞彙；韓國漢字詞方面，由於韓國漢字詞來

源為漢韓字典、線上字典，未限定於日常口語生活詞彙，且韓國漢字詞最早被應用於文字

紀錄上，屬於書面用語，對應含豐富古漢語口語成分的客語詞彙時，韓國漢字詞也相對的

多含古漢語書面語成分，簡而言之，「口語的客語詞彙形態」及「書面的韓國漢字詞形態」

通於「古代漢語形態」，此結果不僅顯示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特殊聯繫，還可以看出兩者

對同一詞彙使用的需求不同。 

二、客語詞義變化較多—詞彙中的古漢語活性不同 
「詞彙中的古漢語活性高低」使客語詞意變化較多、韓國漢字詞變化較少，就本題語

料而言，客語中的古漢語現今仍被使用著，也可以說客語中的古漢語是與時俱進的，所以

部分詞義在演變中起了變化，也就是其詞彙活性較高，詞義多與古代漢語相關，而含豐富

詞義變化；反觀韓國漢字詞中的古漢語活性卻漸漸下降，雖然漢字曾是朝鮮半島上的唯一

書寫字體，但口語仍是以韓文發音詞彙交談，等到書面文字全面韓文化，韓國漢字詞的變

化及受到韓文的牽制，再加上後來新造詞語的出現與大量的借詞傳入，使得許多保留古代

漢語成分的韓國漢字被取代，使得部分韓國漢字減少了被使用的頻率，詞彙逐漸趨於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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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韓國漢字詞彙中的古漢語活性較低，然而這些詞的存在證實韓國漢字詞與古漢語有著

深厚淵源 。  

三、韓國漢字詞詞義變化多為詞義縮小—語法規律不同 
韓國漢字詞相較於現代漢語，詞彙指稱範圍較不明確，由於漢語是表意文字，有助於

加強韓語中的表意性，所以漢字傳入後，為了善用漢字的表意特點，進而將漢字的意義更

加具體特殊化，即使詞義縮小，讓所指的意義更加清晰。另外韓國漢字詞畢竟與漢語不同，

所以漢字傳入後，為了適應新的語環境而有變化，其中詞彙的雙音化及語序的轉移即是很

好的例子。韓國漢字詞雙音化現象和古代漢語的雙音化現象不盡相同，其中與古漢語相同

的是單音節詞雙音化，另一種則為多音節詞的雙音化，此縮減音節的方法與漢字的表意特

性相關，也就是所謂的「縮略語」，由於韓語多字的表音習慣，使得詞彙顯得冗長，而表

義性強的漢字詞正好可以補足這點，這樣的做法是結合韓語及漢語的特性，所以使漢字詞

與原來的漢字產生區隔。再加上韓語的基本語序為ＳＯＶ，即主語後接受詞，動詞置於句

子的最後方，此詞序與漢語的ＳＶＯ不同，所以在語序上漢字詞必須要作出調適，使得漢

字在韓語中更加具有韓國特色。 

四、客語詞彙近代漢語來源較高、韓國漢字詞較低—語言政策不同 
台灣客語發展是趨向漢語，而韓國漢字詞發展是偏離漢語，也因此客語及韓國漢字詞

中的近代漢語來比例不同，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之一是語言政策。客語及韓國漢字詞與漢

字的關係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客語為漢語的方言之一，且與漢語的接觸較為直接、密切，

所以客語整體的詞彙發展是趨向漢語的；韓國漢字詞則是存在另一語系中的，韓國漢字詞

與漢字的關係相較於客語顯得較為間接，另外由於近代化關係，韓語亦受到西方語言影響，

詞彙中多了許多外來語，且韓國的語言政策時而主張去除漢字影響，時而主張保留漢字文

化，所以整體而言韓國漢字詞的走向是偏離漢字的。又兩者對漢語存廢的心態不同，台灣

客語詞彙推廣有成，經有心人士大力提倡，且由政府主導制訂具有公信力的客能力認證考

試詞彙彙編，期待能將客語推廣給更多人，利於保存客家語言文化；韓國在擁有自主的國

家主權後，不僅想在政治上追求國家主權的主體性，在文化、歷史上也是同樣想擺脫漢文

化的枷鎖，語言、詞彙上的現象可以說是其政治、文化、歷史去漢化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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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語詞彙近代漢語來源較高、韓國漢字詞較低—借詞來源不同 
造成「近代漢語」來源比例不同另一原因的是借詞來源，客語借詞來源為「現代漢語」、

「閩南語」、「日語」，韓國漢字詞的借詞來源為「西方語言 」、「現代漢語」、「日語」，

其中影響客語最深的是「現代漢語」，影響韓國漢字詞最深的是「西方語言」，故在本研

究中客語詞彙的近代漢語來源比例較高，韓國漢字詞較低。客語詞彙承近代漢語者高，顯

示客語與現代漢語的接觸較頻繁，在台灣現代漢語是官方語言，所以許多新生代客家族群

的客語受到現代漢語的影響較大，這樣的現象在音韻方面尤其明顯，呂指出「老一輩客家

族群的客語保留較多的存古音韻，年輕一輩的客語異質成分較多，且創新詞彙較多，中生

代客家族群的客語則存古、創新兼備。整體台灣客語音韻演變走向白讀到文讀，即存古的

白讀成分緩慢消失，文讀的國語、閩南音韻逐漸增加，客語、國語、閩南語音韻混合情形

逐漸成型。」162由於年輕一輩的客家族群，主要交談語言為現代漢語，所以其客語多被現

代漢語同化，例如：與現代漢語「太空」老一輩客語詞彙為「天外天」，年輕一輩則多同

於現代漢語說法「太空」; 韓國漢字詞方面，英語借詞取則為大宗，例如：本題指「雨衣」

的客語詞彙「水衣」無對應的韓國漢字詞，卻有同義的英語借詞「레인코트」，取自英語「rain 

coat」音譯。又如：本題 「黃梨」，客語詞彙指「鳳梨」， 韓國漢字詞指「梨子」，指

「鳳梨」意義的韓國漢字詞另有同義的英語借詞「파인애플」，取自英語「pineapple」音

譯。是以由於韓國近代新詞多取自西方語言，所以顯得韓國漢字詞的近代漢語比率低，而

使得本研究的詞彙統計產生客語高近代漢語來源、韓國漢字詞低近代漢語來源的現象。 

 

 

 

                                                 

162 呂嵩雁，《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委會，2009），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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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研究雖以客語能力認證詞彙為依歸，但此套詞彙彙編中許多用字仍待議，所以本文

針對部分語料用字採保留態度，並為求全面、客觀，亦增錄一些自古皆存的基本詞彙，作

為對照、補充的材料。語料中的詞彙經過比較分析後，可發現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同源性

非常的高，詞彙意義大部分與古漢語有相承關係，且兩者在形式上亦有諸多相同特點，現

將比較成果分點羅列於下： 

(一) 「同形同義」之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除未能於古漢語資料庫中找到根據者，由本研

究第三章第一節可知，兩者詞義具深厚的共源性，且「古代漢語」來源多於「近代漢語」，

兩者詞彙有古漢語根據者 34條，僅有近代漢語根據者 16條，也就是說兩者與古漢語淵

源深於近代漢語，從另一方面來說，兩者是與時俱進地吸收漢語裡的養分，所以兼含古

漢語與近代漢語詞彙。 

(二) 客語詞彙、韓國漢字詞與古漢語的「詞義演變」表現在「同形異義類詞彙」，多數情

況是兩者皆承古漢語義，而相較於韓國漢字詞，客語詞彙詞義演變情形較多，也就是詞

彙擴大、縮小、轉移情形較多，韓國漢字詞計有 12條、客語詞彙計有 14條，值得注意

的是兩者含詞義演變的詞彙並不相應，即「含詞義演變的韓國漢字詞」多對應「承古漢

語義的客語詞彙」，反之亦同。另外客語及韓國漢字詞中亦有承近代用法者，此顯示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一直以來仍與漢語接觸，也就是說兩者是持續不斷地變化的，且與漢語

息息相關。 

(三) 同形同義類詞彙具有許共同的特點：一、具相同逆序詞：運命、康健、講演、磨石。

二、含共同詞綴「頭」。三、具共同疊字用法：「躁躁」、「孱孱」。四、共同特定用

字：「毛」、「卵」、「起」。五、詞彙中同存古漢語成分：「石炭」、「篤實」、「注

文」、「天弓」等。 

(四) 同形異義之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彙具以下差異：一、結構不同，如：「有無」、「當店」、

「肉氣」。二、詞類不同，如：「毒心」、「生活」、「番番」、「服人」、「放人」。

三、詞彙具地方性用法，如：「陣頭」、「出山」、「佛果」、「鹹淡」、「廳下」、

「中人」、「熟水」。四、特殊客語量詞，如：「一身」、「隻」。五、詞彙主語不同，

如：「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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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意義方面，韓國漢字詞多可望文見義，例如：「百年」韓國漢字詞直指一百年、客語

詞彙卻為過世之含委婉語。又如：韓國漢字詞「熱天」、「寒天」指熱的天與冷的天，客

語詞義則指「夏天」與「冬天」，為熱與冷的延伸義。 

(六) 形態方面，客語詞彙及韓國漢字詞各有獨特的型態，如：客語詞彙「疊字多」、詞彙

多「仔」等，韓國漢字詞則有「接頭詞」及「接尾詞」等受韓語詞彙影響的特色。 

(七) 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同存有一樣的「同素逆序詞」，例如：康健、運命、講演、磨石、

塵灰、紹介，此現象可視為兩者同有古代漢語成分的證據。 

以上客語及韓國漢字詞有著不同詞彙規律、特色，其詞彙相似的主要原因為相同的漢

語來源，然詞彙的差異為一連串複雜的變化，是以就這些詞彙的異同，本文進一步歸納客

語及韓國漢字詞同質性高的原因，得四可能原因：一、同承自古代漢語，且具相同的文化

詞彙。二、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成的時間相當。三、相對封閉的環境。四、相似的被殖民

經歷。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異質性高的原因歸納為四點：一、古漢語被保存的形式不同，使

韓國漢字詞與古漢語相承性略高於客語詞彙。二、詞彙中的古漢語活性不同，使客語詞義

變化較多。三、語法規律不同，使韓國漢字詞詞意變化多為詞義縮小。四、語言政策相異，

使客語詞彙近代漢語來源較高、韓國漢字詞較低。五、借詞來源不同，使客語詞彙近代漢

語來源較高、韓國漢字詞較低。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在詞彙方面，由於同承自古代漢語，所

以相似度極高，但又受限於自身語用規律與歷史環境影響而產生歧義，整體而言，古代漢

語仍是串起客語及韓國漢字詞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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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期許 
(一) 語料庫範圍不夠全面，本題以「中研院歷史語言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研院

語言所蒐詞尋字字典」為古漢語語料庫，而使本研究之詞彙分類、詞義演變分析受到

侷限，因各語料庫、辭書編輯群的主觀認定，往往對同一詞目定義有別，故容易產生

義項認定與詞義認定差異。 

(二) 詞彙演變分類定義的歧異，現階段因各家對擴大、縮小、轉移的定義不一，故會出現

同一詞目被歸類於不同類別的現象，又對詞彙演變的判斷恐流於主觀，而影響詞彙統

計結果的可信度，為將誤差降到最低，本文對詞彙演變分類採廣義定義。 

(三) 客語詞彙未刪去同於其他漢語方言詞彙，如：「有身」即見於閩南語中，恐有不夠全

面之嫌。由於受限於漢語方言的掌握能力，僅排除與現代漢語相同之客語詞彙，無法

完整過濾出客語特徵詞，雖部分詞彙亦見於其他漢語方言，但仍為客語詞彙範疇，屬

於客語及其他方言的共同文化遺產，故收錄之。 

(四)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詞彙因內容豐富，用字審核不易，雖然此套詞彙彙編已為較為

公允的參考，但仍有少部分用字上的爭議，例如：指塗藥的客語詞彙「膏藥」，「膏」

字可能不如「糊」字恰當；表「抱」的「揇」也許亦可考量「攬」字，這些用字的細

緻討論尚待學者專家們努力，而本文詞目仍以「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收字為主，所以

待議字詞難以找到古漢語根源，可能造成研究誤差，遇此情況時，本文將提出可能用

字供參。 

(五) 本研究雖以共時角度分析詞彙，但未能將詞彙的附屬意義納入討論範疇，即未比較詞

彙的聯想義、情感義、社會義、風格義，由於這些內容需投入更多的時間、心力，故

本題僅專注於詞彙形義部分。 

本文限於能力及時間，未能克服上列限制，希望在未來，能有機會在此領域繼續研究，

朝著詞彙文化意義比較面發展，得出較為全面、客觀的詞彙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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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初級、中級、中高級詞彙彙編比較表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能

力

指

標 

具客語溝通能力 1.通識客家語言、

文化及音標。 

2.能運用客家諺語

與詞彙。 

1.通識客家語言、文化及音標。 

2.能運用客家諺語與詞彙 

3.熟悉客家諺語、文學及傳統客

家山歌。 

內

容 

1.詞條 1680條。 

2.每詞條皆附例句及華語詞義。 

3.內容分類：人體、稱謂、人際、飲

食、服飾美容、居處、交通、器物用

品、休閒娛樂、代詞、時間空間、疾

病醫療、動作、歲時節慶、婚喪喜慶、

植物、動物、數詞量詞、品貌、宗教

信仰、虛詞、形容性狀、天文地理、

思維心態、行業生產、財政金融、教

育文化、法政軍事，共計二十八類。 

1.詞條 4962條。 

2.語料選粹：客家山歌詞 20首、童謠 10首、唐詩 1

0首、諺語 25則、昔時賢文 30句。 

3.內容分類：天文地理、時間空間、人體、人際、

品貌、稱謂、疾病醫療、動作、思維心態、飲食、

服飾美容、居處、交通、教育文化、休閒娛樂、宗

教信仰、歲時節慶、婚喪喜慶、行業生產、財政金

融、法政軍事、動物、植物、礦物、器物用品、形

容性狀、代詞、虛詞、數詞量詞、新聞用語，共分

三十類。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編

排

方

式 

先分類編排，每類的詞條意思相近者

相連，各詞條依序為：編號、客語詞

條、客語標音、華語語義、英語語義、

客語例句、例句翻譯。 

先分類編排，每類的詞條意思相近者相連，各詞條

依序為：編號、客語詞條、客語標音、華語語義、

英語語義、客語例句、例句翻譯。 

選

字

原

則 

 
1.找本字 2.採堪用字 3.選用借代字 4.採用俗字 5.造

新字 

表格整理自： 

1.客語認證詞彙編輯委員會，《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初級》四縣腔(臺北市：客委會，2011)，I-XI頁。 
2.客語認證詞彙編輯委員會，《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四縣腔上冊(臺北市：
行政院客委會，2010)，I-XX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