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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內部系統語法差異調查研究：從臺灣四縣與海陸方言調查入手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提　要

本計畫為客語內部系統語法的調查與比較研究，以瞭解客語內部系統的語

法差異。初步先從臺灣客語通行腔的四縣與海陸方言調查入手，之後計畫再擴及

其他腔以及與閩南語的語法比較，甚至兩岸地區之間的客語語法差異調查研究，

以釐清客語內部系統的語法差異，進者以作為漢語方言語法類型學研究之基礎。

本文章節架構為：1. 前言；2. 客語語法調查研究回顧，本節就臺灣語言之語法

接觸與臺灣客語語法專書兩部分來回顧；3.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本節先就

共時層面的田野語法調查資料，整理出四縣腔與海陸腔中二十三點的語法差異

點；4. 語法差異分析－－此節以人稱語法點為分析點，由於二十三點的語法差

異若一一分析，實過於龐大，且也無法一一解釋完備語法差異性的原因，因而

就其中有關人稱方面的五個語法點來做一分析；5. 結語。

本計畫希望在前人各類客語語法點的研究成果之下，疏理出客語次方言間

的語法差異點。考量方言點眾多，因而先以四縣與海陸兩腔為基準，日後再擴及

方言點。本計畫預期目標有以下六點，其中前三點為近程目標、第四點為中程目

標、後兩點為遠程目標：(一) 彙整出客語四縣與海陸腔可能具差異性的語法條目

以作為初步的語法調查手冊；(二) 從語法比較觀點比較出客語內部系統 (四縣與

海陸) 的語法差異；(三) 從地域與語法接觸觀點分別分析四縣與海陸客語在人稱

方面可能的語法接觸成分或本源問題分析；(四) 作為客語客語內部系統 (各次方

言) 語法差異後續調查報告的研究基礎；(五) 作為日後語法類型學方面進一步的

研究基礎；(六) 為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有關的語法比較研究鋪路。

本文第二節先從客語語法調查研究做一文獻回顧，主要著重在臺灣語法接

觸與臺灣客語語法專論兩部分來探究，因本文先就臺灣客語四縣與海陸的語法

差異做一調查，但同時也會呈現相關的四海語法接觸情形，又本文先聚焦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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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語語法，因而文獻探討以臺灣客語語法專書為探討對象，最後指出客語語

法調查研究欠缺次方言間差異的比較研究，同時也欠缺客語語法調查手冊。

本文第三節主為呈現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先就共時層面的田野語法調

查資料，整理出四縣腔與海陸腔中二十三點的語法差異點，同時也初步呈現四

海話語法中的可能接觸或變異成分，結果發現四海話語法  (本文採集為四縣聲

調) 接受的語法面向較為包容而多元，可能是因四縣腔處在海陸腔的區域中，吸

收海陸腔的語法，加上四縣在臺灣為最強勢的客家腔，多少也能接受四縣語法，

以及自身原有語法及其變化而產生的新語音或新語法現象都有可能。二十三點的

語法差異點分別為：(一) 方位詞：項、len1、nen1、零形態；(二) 程度副詞等級：

盡、當、恁、蓋、過；(三) 比較句式：過、比、較..過、比...較、過較、較過；(四) 恁；

(五) 更遠指代詞：un；(六) 人稱複指標記；(七) 三身人稱複指形式；(八) 人稱

屬有構式；(九) 人稱領格；(十) 旁稱代詞：人家、人、人儕、別人、別儕；(十一)

小稱詞；(十二) 存在動詞/介詞用句：到、在、坐、著；(十三) 進行貌標記；(十四)

摎/LAU/LO 字句；(十五) 同/摎/將字句；(十六) 雙賓句式＋分字句；(十七) 詢問

地點之疑問語尾助：le、len；(十八) 重疊構式＋V 看(啊了)；(十九) 否定句：吂、

毋曾；(二十) 判斷句：~得事；(二十一) 持續貌標記；(二十二) 形容詞重疊；

(二十三) 象聲重疊。

第四節為語法差異分析，因為無法窮盡本文所列二十三個語法點差異上的

細部分析，因而本節先針對臺灣客語四縣與海陸在人稱方面五個語法點，提出

共時方面的差異性，以及顯現在歷時方面可能的變化關係，人稱方面的五個語

法點分別為：人稱複指標記 (們)、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我們)、人稱領格的聲調走

向 (我的/你的/他的)、人稱屬有構式、旁稱代詞－－人、儕、人儕、人家、別人、別儕

的用法。其中，人稱複指標記 (們)，涉及的問題含 deu與 den是否具共同來源？

其本字為何？又南四縣「等」具變體，若「等」為來自於古漢語本字，則陰平調的

來源不符客語的音變規律。因為若欲解本字或來源問題，需擴大各客語次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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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非漢語方言的調查與比較，因而本文尚無法針對其中變體有較合理的

解釋。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我們)，涉及的問題含「亻恩」的來源與本字未決；「俚」

在四縣、海陸聲調的不一致，及其來源與本字未決；「亻厓俚」與「亻恩俚」在其他次

方言間的分布使用情形如何？「你俚」與「佢俚」在其他次方言間的分布使用情形

如何？第一人稱複指多重形式反映出的多層次問題如何？本文對其中問題有較

多的分析，但有些問題仍需再做進一步的深入分析。人稱領格的聲調走向 (我的/

你的/他的)，涉及的問題含領格的來源為何？是否存在原本的調類問題？韻母

a/ia的來源為何？對於客語人稱領格的來源，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大致

可歸為三類來源的立論：合音說、格變說、小稱音變說。人稱屬有構式，涉及的

問題含臺灣客語三身代詞屬有構式的混用是在臺灣產生？抑或原鄉即有？又其

他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三身代詞屬有構式混用的情形為何？此問題則涉及太

多面向，尚需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分析。旁稱代詞 (人、儕、人儕、人家、別人)，

涉及的問題含從客語角度「人儕」、「人家」於華語的對應情形如何？從華語角度

的「人家」於客語對應時的多重用法如何？華語「人家」的用法在客語中有「人儕」

「人家」與「人」三種傾向於分工的用法，華語「人家」可指向第一人稱自指，而客

語「人儕」是否能具相同指稱功能則存在不同的認知。值得留意的是，客語文本

中較少發現「人儕」的用法，客語「人儕」存在不同的替代詞──含人稱代詞、旁稱

代詞，且是否會受華語「人家」的影響而導致原先分工的語詞逐漸合流或忘失其

一語詞的用法，在目前或未來話語的使用中則值得做後續的觀察。

雖然本文對許多的語法問題仍無法一一解釋其本源或來源問題，但卻點出

了許多有趣的語法問題。在許多語法與本源問題至今未決的情形之下，希驥經由

本文爬疏整理有關人稱語法點及其他語法點問題的呈現，以作為日後在人稱與

其他語法點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關鍵詞 語法差異、語法調查、四縣、海陸、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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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客語內部系統語法差異調查研究：從臺灣四縣與海陸

方言調查入手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摘要

本計畫為客語內部系統語法調查與比較研究，以瞭解客語內部系統的語法

差異。初步先從客語通行腔的臺灣四縣與海陸方言調查入手，之後計畫再擴及其

他腔以及與閩南語的語法比較，甚至兩岸地區之間的客語語法差異調查研究，

以釐清客語內部系統的語法差異，進者以作為漢語方言語法類型學研究之基礎。

本計畫章節架構除前言、結語外，另含三節：第二節為客語語法調查研究回顧；

第三節為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第四節為語法差異分析－－以人稱語法點為

例。

關鍵詞 語法差異、語法調查、四縣、海陸、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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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內部系統語法差異調查研究：從臺灣四縣與海陸

方言調查入手

賴文英

一、 前言

臺灣客語存在著不同的次方言，包括四縣、海陸、大埔 (東勢)、饒平、詔安、

豐順、長樂 (五華)、永定、美濃、武平、河婆客話等等，甚至具有融合四縣與海陸

聲韻、詞彙、語法特色的四海話 (另次分成四縣聲調的四海話與海陸聲調的海四

話)，除四海話外，多數次方言的命名以大陸的來源地為主，例如，四縣腔是興

寧、平遠、蕉嶺、五華等四縣，後又融入梅縣等的合稱，海陸腔是海豐與陸豐的

合稱、大埔腔在臺灣因地處臺中東勢，故又稱東勢腔……等等。臺灣客語較為強

勢的腔調則是四縣與海陸兩種次方言，其中以四縣又較為通行，主要分布在臺

灣中北部的苗栗，及其以北的桃園，南部的高雄、屏東也存在著許多的四縣腔人

口，雖然之間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具些微的差異性，大體上同質性仍高，各

次方言間也不乏有許多語言接觸的現象，但大致也還能保留各地次方言之間的

內部差異，不過有些成分混得厲害些了，隨著時、空的流逝與變動，往往變得難

以區分，如「同」字句與「摎」字句，桃園地區的客語似乎都混淆使用了，且傾向

於使用後者，而苗栗四縣與南四縣「摎」字句的使用似乎也有擴散使用的傾向。

對於臺灣客語次方言間的音韻面貌，從近來可觀的博碩士論文研究中，大

致可一目瞭然，這個階段主要以田野調查法、描寫語言法與歷史比較法、共時比

較法的結合分析為主。大體而言，有關客語語法方面的研究數量不如音韻來得多

且研究面向較為單一的語法點為主，抑或整體性的客語語法研究。語法的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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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要顧及的層面也很多，而語法的研究又往往涉及到音韻、語義、語用、

句法等層面。不管是 Chomsky (1965) 抽象思維形式的生成語法學 (generative
grammar) 以句子為單位而進行研究，著重在語言形式的內部解釋，亦即普遍語

法 (universal grammar) 的概念，亦或是 Greenberg (1966) 具體思維方式的功能語

法學 (functional grammar)，著重從語言的外部來進行對具體語料的解釋，以及

在語言形式之外的功能認知來解釋語言，原則上，兩大學派都是從西方語言理

論為主體來看待語言的共性或類型學問題，漢語方言語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往往也符合語言的共性，但卻也常常跳脫出西方語法的理論模式。隨著漢語方言

語法研究量與質方面均呈現成長的空間，且在西方語法理論為基準之下，逐漸

開展漢語方言語法理論的格局，並呈現百花爭妍的局面。在臺灣，閩、客、原住

民語的研究和華語比，一直處於落後的格局，在西方語言學理論一直求新求進

步、且分析的方式不斷創新之下，漢語方言卻常常局限在西方語言體系的理論架

構之中而少有突破，也少有更進一步的語言分析方式。當然，造成這種差異性，

或許和不同語言之間的語言結構有關，但是，如何在前人理論架構基礎之下開

創客語語法類型學研究的特色，則有待更敏銳的語言調查、語言分析與語言方法

的運用。因此，客語在前人尚未開發的語法差異調查報告之下，本文擬從臺灣客

語內部系統次方言間的語法差異調查著手，擬先釐清客語次方言間的語法差異，

以作為日後語法類型學研究的基礎，包括一些客語語法類型有待解決的本源問

題 (含括從語法類型探究本字的問題)。考量到臺灣客語存在許多的次方言，且次

方言間存在著方言接觸而導致可能的語法趨同現象，因而本計劃擬先從臺灣客

語通行腔：四縣與海陸入手，先調查整理出基本的語法差異性，並盡量排除兩

腔的語法趨同現象抑或另做說明 (在臺灣或稱之為四縣與海陸接觸而形成的四海

話現象)，亦即可能的以「非接觸模式」來進行，之後再擴及其他腔以及與閩南語

的語法比較，甚至兩岸地區之間的語法差異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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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希望在前人各類客語語法點的研究成果之下，疏理出客語次方言間

的語法差異點。考量方言點眾多，因而先以四縣與海陸兩腔為基準，日後再擴及

方言點。本計畫預期目標有以下六點，其中前三點為近程目標、第四點為中程目

標、後兩點為遠程目標。

（一）彙整出客語四縣與海陸腔可能具差異性的語法條目，以作為初步的

語法調查手冊。

（二）從語法比較觀點比較出客語內部系統 (四縣與海陸) 的語法差異。

（三）從地域與語法接觸觀點分別分析四縣與海陸客語在人稱方面可能的

語法接觸成分或本源問題分析。

（四）作為客語客語內部系統 (各次方言) 語法差異調查報告的研究基礎。

（五）作為語法類型學方面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六）為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有關的語法比較研究鋪路。

本文標音系統除引用資料另說明外，採教育部之「客家語拼音方案」(未言明

時為四縣腔)，跨方言時或以調號標示，以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陽

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調類。本文章節架構為：1. 前言；2. 客語

語法調查研究回顧；3.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本節先就共時層面的田野語法

調查資料，整理出四縣腔與海陸腔中二十三點的語法差點；4. 語法差異分析－

－以人稱語法點為例，由於本文所列二十三點的語法差異若一一分析，實過於

龐大，且也無法一一解釋完備語法差異性的原因，因而就其中有關人稱方面的

五個語法點來做一分析；5. 結語。

二、 客語語法調查研究回顧

　　在臺灣，閩、客、華語接觸頻繁，有關語法接觸的研究文獻中，陳麗君

(2012) 指出臺灣閩南語與華語因語言接觸而普遍產生「有」字句；徐復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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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臺灣華語與普通話之間存在著五種語法差異，分別是：一、「介+名+方」

結構中方位詞的缺失；二、「V+來/去+OL」句式；三、「甲+沒有比/沒比+乙+AP」

句式；四、關於「有+AP」句式兼及「有+VP」句式的來源；五、關於某些「程度副

詞+VP」組合，雖作者非全面性的做一語法比較，但我們仍可從其中的第三、四

點看出臺灣華語語法帶有當地母語結構的特色。陳秀琪 (2006) 亦從臺灣詔安話

的「閩南化」現象指出語言接觸是語言變化的重要決定因素；賴文英  (2014,
2015b) 則從比較觀點探討客語特殊的語法結構及其反映出的層次問題，其中，

與通行語華語或閩南語相較，當客語存在所謂的特殊語法結構，但又存在一類

形式與華語結構相似或相同時，此或可能反映一類為客語的底層結構，另一類

則是反映了晚近外來層的結構，而不同層次的結構在方音系統的共時平面之中

則形成了競爭。另外李佳純 (2008) 從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及詞彙語

意 (lexical semantic approach) 的角度來探討與給予動詞相關的「給」字句結構，

認為臺灣閩南語中的結構為「動詞 + 予伊 + 補語」、臺灣華語中的相關結構為「給

他/它 + 形容詞/動詞」以及「動詞 + 給他/它 + 補語」；上述結構都傳達某些意義

臺灣閩南語中的結構「動詞 + 予伊 + 補語」於勸誘、命令，或主語有意願的情況

出現，結構中的「伊」並非真正指第一及第二人稱之外的人事物，而「伊」為果補

語的語意指向，而臺灣華語中「給他/它 + 形容詞/動詞」傳達的是說話者對於所

談論事件的評價及看法，「給他/它」並非必要論元，在結構中可有可無，但是

「給他/它」的使用，傳遞了說話者輕視、不在乎的負面情緒，也隱含了談論的內

容對於話者是不在期望之內、不樂見到的，「給他/它 + 動詞」反應了「給」在臺灣

華語中的新興用法，包括來源標誌，受事標誌，蒙受標誌等，這些功能未見於

華語中。李文同時也探討了臺灣普通話中「給他/它」的語法化歷程，主張其原因

一為語言內部因素，二為接觸引發的因素。

　　陳秀琪、賴文英 (2015) 則從客家地區選取五戶三代同堂的家庭，各戶發音

人皆具老中青三代，依田調所得語料，初步的將客語、華語、客家人所說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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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做一比較，並列出五大語法結構類型上的影響情形：臺灣客語「摎」/「分」

字句與華語介詞系統、給字句的泛化，臺灣客語「有」字句與華語的「有」字句，

臺灣客語結構成分與華語語序的異動，臺灣客語結構成分與華語結構成分的變

異，臺灣客語句型與華語句型的改變等，從中觀察客語對臺灣華語的語法滲透

情形，臺灣華語學習者受第一語言 (客語) 影響之語法表現。

回顧目前客語語法的調查研究，研究面向較以單一的語法點為主，抑或整

體性的客語語法研究，前者如賴惠玲 (1989) 及其之後一系列有關句法、語義、語

用或語法化理論綜合論述的文章為代表，張玲瑛 (1987) 探討客語的構詞與語法，

黎惠文 (2008) 從詞彙、語法和語用特點探討客家話的程度副詞，宋彩仙  (2008)
以完整貌和非完整貌分類的情境，做廣義的體標記討論。當西方學者 Heine 等人

(1991) 、 Hopper  (1991) 、 Hopper  &  Traugott  (1993)  等 人 的 語 法 化 理 論

(grammaticalization) 引進時，劉英享 (2000) 以東勢客家話情態詞「愛」與「會」為

例談語法化，江敏華 (2006) 從構式語法與語法化角度探討東勢客語「同」與「分」

的語法特徵，Lai (2002) 也從語法化角度分析客語的動詞「到」，這些研究則具

有客語語法研究上指標性的意義。2007 年，賴惠玲以語料庫為本試圖開發客語

語法的研究議題，建構客語語法，同時也反思當代語言學理論；賴文英 (2011,
2012a,b,c, 2013) 等一系列與「个」有關的句法結構分析，包含疑問代詞、指示代詞

人稱代詞均分別和「个」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而這種密切互動的關係可能導致成

分之間產生構式化或習語化的現象，同時也包括導致「个」及其相關構式的語義

與語法功能的變化，因而也為客語語法的研究方法開創新的局面。其中在語法系

統性的研究當中，賴文英在 2011 年探討客語的指示代詞，主張客語「恁」相關構

式 (如表「謝謝」的「恁仔細」)、進行體標記「適个」、「當適个」的形成為構式化歷

程，此牽涉到的是習語化，以及語法化、詞彙化互動的情形；2012a 年則從文本

當中的句法結構來探討客語人稱的照應功能，其中也包含「个」的照應功能探究

2012b 年探討的文章當中對「麼个」、「做麼个」、「V 麼个」中「麼」與「个」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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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與演變做一探討，同時探討相關構式因結構成分重新分析、類推、語用功能

強化而形成的語法化與詞彙化歷程；進者，作者也從形式與語義之間初步探討

了「个」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个」在口語性的文本當中具有豐富的功能

角色；2013 年則進一步以「个」為中心點，以探討歷時性「个」的演變以及共時語

料中「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其中發現「个」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屬格

標記、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語尾助詞、疑問代詞、副詞、連詞 (話題性標記)、發

語詞等等多重功能的身份角色，但在歷史文獻中卻難以找到所有相應的語法功

能，且「个」在現代文本中的使用頻率極高，當語詞非單獨使用而使用頻率極高

時，「个」和相鄰成分之間的互動性或共現性關係便容易造成「个」的語義產生變

化，亦或結構成分產生重析分析，進而習語化。

羅肇錦 (1984) 一書是最早以系統性方式分析客語語法的專著，章節架構含

五章，分別是：引論、語音描寫、詞法、句法、客語語法特點。其中詞法一章含八

小節，分別是：概說、字詞與短語、簡單詞與複合詞、構詞類型、詞類問題、體詞、

謂詞、虛詞等；句法一章含四小節，分別是：概說、簡單句與複合句、句子的成分

句子的類型；在客語語法特點一章中，指出構詞特點有：詞序顛倒、前加成分、

後加成分、內部屈折、代詞結構、動詞重疊、形容詞等級、量詞應用；句法特點則

有：雙賓語式、比較句、處置式、被動式、詞序，句法中的詞序指的是客語有部分

語詞在句中的排列前後次序與華語有所差別，亦或客語有某些添加詞是華語沒

有的，例如：動詞重疊、象聲詞重疊、助詞「添」的用法、「去」和「來」動詞補語的

用法、「到」(即上聲之「著」) 和「落」句中補語的用法、「多」和「少」動詞補語的用

法。此外，羅肇錦 1990 年一專著大致承襲 1984 年的語法觀點。

賴文英 (2015b) 一書為以客語構詞與句法為主要的有關臺灣客語語法方面

的著作，包含構詞、句法、語法理論方面均有較多著墨，同時結合當代語法理論

與傳統聲韻觀念介紹客語語法，亦結合語法理論與教學實務的原理，可補目前

臺灣客語領域中構詞、句法與西方語法理論方面之不足。內容架構分成五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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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第一章概述，包括介紹臺灣客語次方言的分布與研究概況，以及相關的

語言調查方法，同時從語言與語法入手介紹語法的概念；第二章音韻系統，先

從中西方觀點瞭解音韻的歷時與共時觀點，再來介紹臺灣客語的音韻系統與臺

灣客語的文白異讀；第三章構詞系統，先從詞類入手，再來介紹派生詞、重疊構

詞等較為特殊的客語構詞，文末則整理出十六項較為殊性的客語構詞特色；第

四章句法系統，主要從語言共相的句子成分與句法類型入手，接下來則分別介

紹十三種較為殊性的客語句型結構，以及七種客語常見的時貌標記；第五章語

法的理論與實務，此章從語法理論、詞彙分析與母語教學，以及詞彙分級、客語

認證與語法教學等三節，介紹語法理論及其如何應用於客語的實務分析當中。

臺灣客語的調查研究在語音部分，無論調查的量與質均含括面廣泛，而客

語語法調查研究則較欠缺次方言間差異的比較研究，同時也欠缺一本臺灣客語

語法調查手冊。「語法」含括的面向相當廣泛，廣義來說，語音、音韻、詞彙、語義、

構詞、句法等等均含蓋在語法的範圍之中。狹義來說，語法只含括構詞與句法，

但有時詞法與句法是難以劃分的，或如 Givon (1971) 所言：「今天的詞法曾是昨

天的句法」。本計畫從臺灣客語語法整體面的角度來做一文獻回顧，並以羅肇錦

(1984)、賴文英 (2015b) 兩本較專著性且較為全面探討的著作為代表，以作為初

步整理出欲調查的語法比較點，進而從中整理出細部的語法調查點，之後也會

隨著調查方言點的擴展而隨時增補不同的語法點，期建立客語內部系統語法差

異的研究報告，長遠目標則是未來以作為語法類型研究的基準。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結合了三個方向面，彼此交叉論證，分別為：文獻語料

彙整法、田野調查法、比較分析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語料彙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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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語料的蒐集彙整主要有三大來源：一為臺灣華、閩語語法面貌以作為

臺灣客語語法調查的參考點，如 Chao (1968)、Li & Thompson (1983)、楊

秀芳 (1991)、劉月華等 (1996)、趙元任 (2002)；二為臺灣客語當中語法相

關的研究及其語料，如羅肇錦  (1984, 1990)、何耿鏞  (1993)、項夢冰

(1997)、賴文英 (2015b)；三為語法調查手冊，如黃柏榮等 (2001)、劉丹青

(2008)。另外，文獻資料或文獻語料的參考來源也包括字詞典、研究文獻

與語料、調查報告與語料等，如 Schaank (1897)、MacIver (1992)......等等。

（二） 田野調查法

在文獻語料彙整法中，初步彙整、設計與列出相關的調查語法點，進而田

野調查，田調對象以年長且分別以四縣客語或海陸客語為母語者為主。據

以往田野採集的經驗，發覺一字語音不僅隨母語流利發音人而不同，連

語法也是如此，若以字辭典中的規範為標準或趨勢，本文仍覺有失公準，

但本文非以社會語言學量方面的採集而取趨勢語法，但多位發音人時則

又會顯語法呈現上的複雜性，因而本文暫各取一人為發音人，分別是苗

栗三義四縣腔與桃園新屋海陸腔，但也會適時參照其他或說明其他發音

人的語法現象。同一句型有時不採集一句，或同時問其他可接受的相關句

型等等，以求原生型或接觸型語法的可能。我們實難定位何謂「標準」的

四縣腔，或何謂「標準」的海陸腔，但我們會盡量排除可能接解而來的四

海話，四海話的語法特色或可作為四縣與海陸的語法比較點。因而本文所

指四縣客語實含括：北四縣與南四縣，前者可分為桃園四縣 (或有些稱四

海)、苗栗，後者主要含括六堆地區，但本文採集點暫取苗栗三義；本文

所指海陸客語含括：新竹海陸與桃園海陸 (避免取海四腔)，但本文採集

點暫取桃園新屋下庄子。在採集過程中或有一些語法問題，例如，以往或

認為苗栗四縣為「同」字句的，在海陸為為「摎」字句，但本文採集之四縣

腔則呈現為「ten11」字句，漢字今習用字為「跈」，本文基本上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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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11」字句，但也會先做初步的比較與說明有關的「同」字句。另外海陸

腔雖非取新竹海陸人士為發音人，但採集過程中若認為和新竹海陸腔不

同者，仍也先會列出兩地海陸有關的語法句以參考。各次方言間在同一性

中又均帶有多樣性的異質成分，當語言接觸時間愈長久，空間分布又愈

交錯時，相異的成分往往就逐漸模糊甚而不為人所知。在許多語法與本源

問題至今未決的情形之下，希驥經由本文爬梳整理有關語法點的差異現

象，以為日後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三） 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在於從語言或方言比較中發掘音系、語法、詞彙系統的異同，

含共時比較法與歷時比較法。本文之語法比較分析主要含括兩部分：一為

四縣與海陸方言之間構詞與句法系統的共時比較，以得出之間的語法差

異，其間或涉及語法類型來源的問題，此問題因牽連歷時語法比較、方言

比較、東南漢語方言與南方少數民族的類型關係，本文因人力、時間所限，

以及主題焦點設限，暫無法擴及較大範圍與量方面的語法調查與比較研

究；二為臺灣客語語法差異可能的解釋，含接觸成分或本源成分，以初

步瞭解臺灣客語語法不論在四縣腔或海陸腔可能歷經個別或整體的語法

變化，但此部分實應包括臺灣各客語腔與原鄉客語的語法比較，本文暫

就筆者所知的語法現象部分或暫做一初步各腔概括式比較的語法分析探

究，同時先以人稱有關的五類語法點做一分析，以期日後再擴及其他地

域的深入比較。

　　本計畫之語法調查研究架構，整理後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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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客語語法專書語法點

整合其他語語法專書語法點

客語語法調查－四縣、海陸

語法差異  　　語法分析

四、 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

　　本文從客語的一些語法現象，選取二十三種語法點，作為比較四縣與海陸

上可能的差異點，其中有些語法現象也是藉由田調過程中一一再補上成本計畫

之二十三種語法差異點。由於每位流利於自身母語的發音人，同一客方言中可

能多多少少還是具有不同的差異性，而我們卻很難去解釋所有語法差異性的原

因，同時我們也很難說明何者才是原始或保留古客語的現象、何者才是後來的

變化，抑或何者才是標準或趨勢的語法現象，而若是後來的變化中也很難一一

說明其變化原因。故而我們在一下節中先針對客語人稱當中的五個語法點，試

分析其共時方面的差異性，以及解釋或顯現在歷時方面可能的變化關係或語法

問題。本節則針對二十三種語法點先呈現其差異性，日後有志人士或再針對其

中問題再細部的繼續分析研究。以下四縣語法取苗栗三義徐女 51；海陸語法取

桃園新屋下庄子黃男 60，本文以語法為主，除特殊者餘不標音。必要時我們會

酌以其他發音人，含桃園四縣、新竹海陸或其他地區以為初始差異性的比較，

包括本文也刻意比較了語言接觸成分較多的新屋四海話 (四縣聲調)，發現四海

話接受的語法面向較為包容而多元，可能是因四縣腔處在海陸腔的區域中，吸

收海陸腔的語法，加上四縣在臺灣為最強勢的客家腔，多少也能接受四縣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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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身原有語法及其變化而產生的新語音或新語法現象都有可能，本文因重

點不同，日後擬針對此問題再論。若本文某腔之發音人無有此語法現象，並不

代表某腔其他發音人真的無或不存在同一語法現象。

（一）方位詞：項、len1、nen1、零形態

　　四縣與海陸對「項」的接受程度不同，1且句法分布也不同。大體上，海陸無

「項」之說法，而是具句尾助詞 len1 或 nen1；四縣則無句尾助詞，連「項」的使

用都具局限性；而四海除顯包容性較強外，語音也具變化性。如：

(1) 四縣：到田項。(在田裡。)
(2) 海陸：cud2 田 len53。cud2 田 nen53。(在田裡。)
(3) 四海：di55/do55 田項。di55/do55 田項 len24。(在田裡。)

　　另有四縣無用或少用「項」。如下例中底線者為少用情形；四海除顯包容性

較強外，語音也具變化性，四海「項」的用法或涉及方位詞語法化過程中語詞語

法功能的更加虛化。如：(有關「在」或「到」的語音或用法，參見下文第十二、十

三點的語法點)

(4) 四縣：到裡肚。到  裡背  。到  裡背肚  。(在裡面。)
(5) 海陸：cud2 裡背。cud2 裡背肚。裡背肚 len53。(在裡面。)
(6) 四海：di55/do55 裡肚。di55/do55 裡背。di55/do55 裡背肚。di55/do55 裡

背肚項。di55/do55 裡背 len24。di55/do55 裡背肚 len24。(在裡面。)
（二）程度副詞等級：盡、當、恁、蓋、過

　　以往普遍均認為苗栗四縣「盡」具有最高極之義 (事實上也是有的)，但本文

之發音人則少此語義用法，而是表一般程度副詞之義。相關語料如：

1 本文不特別說明時，四縣指的是本文於苗栗四縣的發音人，海陸指的是本文於桃園新屋下庄

子的發音人，四海指的是本文於新屋四縣的四海發音人。本文希望日後除能擴大調查不同腔調

之語法現象外，也能針對一些奇特或怪異的語法現象再詢問更多的四縣與海陸發音人，含新竹

海陸的語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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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縣：當靚！盡靚！(很漂亮！－－後者少用)
(8) 苗四縣其他發音人：盡靚！(最漂亮！)
(9) 海陸：當靚！盡靚！(很漂亮！)
(10) 四縣、海陸：恁靚！(這麼漂亮！那麼漂亮！)
(11) 四海：當靚！盡靚！(很漂亮！)
(12) 四海：恁靚！(這麼漂亮！那麼漂亮！)
(13) 四海：還靚！(好漂亮！－－四縣無用、海陸少用)

（三）比較句式：過、比、較..過、比...較、過較、較過

　　四縣與海陸均無單一「過」字的比較用法，單一「過」的比較句可能是南部客

語用法，但筆者也曾遇見苗栗四縣與桃園四海均有單一「過」比較句的用法。相

關語料如：

(14) 四縣：再加食一點仔。(再多吃一些。)
(15) 四縣：細妹仔比細倈仔 ka55/過 ka55 少。(女孩子比男孩子來得較

少。)
(16) 四海：細妹仔比細倈仔 (ha55 (過) / 過 (ha55) ) 少。(女孩子比男孩子

來得較少。)
(17) 四縣：ngai11 ka55 愛食米粉。(我比較愛吃米粉。)
(18) 海陸：ngai55 ha11 愛食米粉。(我比較愛吃米粉。)
(19) 四海：ngai11 過愛食米粉。(我 很愛/還要 吃米粉。)－－其他比較句

用法同四縣與海陸

(20) 四縣：ia31 條索仔 tiong31 長。(這條繩索 過/太 長了。)
(21) 海陸：lia24 條 sog2-o55 tiong24 長了。(這條繩索 過/太 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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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四縣：這條索仔比該條( ka55) 長。(這條繩索比那條繩索長。)
(23) 海陸：lia24 條 sog2-o55 比該條 (ha11) 長。這條較長，該條較短。(這

條繩索比那條繩索長。)
(24) 四縣：佢比 ngai11 高一點仔。佢高 ngai11 一點仔。(他高我一些。)
(25) 海陸：佢比 ngai55 較高兜。(他高我一些。)
(26) 四海：佢高過 ngai11 一息。(他高我一些。)－－亦接受四縣與海陸說

法

(27) 四縣：再過有錢 ma55 無用。(再怎麼富有也沒用。)
(28) 海陸：較有錢也無用。(再怎麼富有也沒用。)
(29) 四海：過較好額也無麼个用。(再怎麼富有也沒用。)－－亦接受四縣

與海陸說法

(30) 海陸：阿英比阿明還 na33 矮。(阿英比阿明還更矮。)
(31) 四縣：ia31 兩條索仔 平/共樣 長。(這兩條繩索同樣長。)
(32) 海陸：lia24 兩條 sog2-o55 平/共樣 長。(這兩條繩索同樣長。)
(33) 四縣：ia31 兩條索仔 平/共樣 長。(這兩條繩索同樣長。)
(34) 海陸：lia24 兩條 sog2-o55 平/共樣 長。(這兩條繩索同樣長。)
(35) 四縣：ia31 兩條索仔無共樣長。(這兩條繩索不一樣長。)
(36) 海陸：lia24 兩條 sog2-o55 無平長。(這兩條繩索不一樣長。)

（四）恁

　　「恁」於四縣只二聲調、海陸則有更多元性的調值表現，海陸「恁」聲調與語

義的變化涉及情境、語境。如：

(37) 四縣/海陸：恁靚！[恁：均上聲調 (an31/an24) ]。(這麼/那麼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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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四縣：恁大了！[an31 tai55 e11 o11](這麼/那麼 大了！)
(39) 四縣：(正) 恁大 (仔) (定定)！[an55](才 這麼/那麼 大 (而已)！)
(40) 海陸：敢有 an11 靚？！(可有那麼漂亮！＝哪有那麼漂亮！＝沒那

麼漂亮。)
(41) 海陸：細人 an11 大了，你還分佢食乳嘴？。(小孩已經那麼大了，你

怎麼還給他吃奶嘴！指不該給小孩吃奶嘴了。)
(42) 海陸：細人 an55 tai335 會騎車！(小孩才這麼大就會騎車！稱讚誇

獎之義。)
(43) 海陸：an55 tai335 就會爬了！(才這麼大就會爬了！稱讚誇獎之義。)

（五）更遠指代詞：un
　　四縣無 un 的用法，新屋海陸有人有 un53 的說法，有人則無。native speaker
中，新屋大坡、社子、市區均有人說，但同時也有人無說，本文下庄子之發音人

則無此說法。新竹海陸腔有無此說法，及 un 的分布與來源暫存疑。《客語陸豐方

言》(Schaank 1897) 則有此用法。相關語料如：

(44) 四縣：這位；該位；還 ka55 遠該。(這裡；那裡；(更遠的)那裡。)
(45) 海陸：這位；該位；un53 gai55(這裡；那裡；(更遠的)那裡。)
(46) 海陸：un53 該間屋。(更遠的那棟房子。)

（六）人稱複指標記

　　此點到第十點為與人稱有關之語法現象將於下一節做進一步分析。四縣與

海陸三身代詞之後的複指標記共用如下，四海特色主要為兼容四縣與海陸的語

法現象。相關語料如：

(47) 四縣：~ia31 兜。(~們。)

(48) 海陸：~兜。(~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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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身人稱複指形式

　　海陸第一人稱複指形式在包舉式與排他式顯得較多元。四縣無「~俚」[li31]
單獨與人稱結合之用法，較習以「en24 這兜」，但四海、海陸「~俚」[li55/li24] 常
用於第一人稱後，海陸在三身代詞後於其他地域少數海陸人士亦發現。在教育

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有「~等」之用，田調中並無發現。如：

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49) 四縣：en24 ia31 兜。大家。(包舉式：我們。)
(50) 海陸：en53。en53 li24 兜。 en53 li55。en53 ni55。(包舉式：我們。)
(51) 四縣：ngai11 兜 (人)。(排他式：我們。)
(52) 海陸：ngai55 兜。ngai55 li24 兜。ngai55 lia24 兜。ngai24 li55。ngai24 l

i55 兜。(排他式：我們。)－－四縣無 li 有關之用法

(53) 四縣：en24 ia31 兜 ten11 你 ia31 兜無共樣。(排他式：我們和你們不

一樣。)
(54) 海陸：ngai24 兜摎你兜無共樣。(排他式：我們和你們不一樣。)
(55) 四縣：ngai11 ia31 兜 moi24 去。(排他式：我們不要去。)
(56) 海陸：ngai24/55  lia24/li24/li55 兜 (人)。ngai24/55 新屋人。(排他式：

我們這些 (人)。我們新屋人。)
第二人稱複指形式

(57) 四縣：n11 ia31 兜。(你們。你們這些(人)。
(58) 海陸：ngi55 兜(指少數人)。ngi55 lia24 兜(指多數人)。(你們。)
第三人稱複指形式

(59) 四縣：佢 ia31 兜。(他們。你們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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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海陸：佢兜(指少數人)。佢 lia24 兜(指多數人)。(他們。)
（八）人稱屬有構式

　　有些海陸人士不允許「厥个」類似的說法，有些則允許，四海則顯多元兼用

之包容性。如：(相關語料參見北四縣、海陸 (賴文英 2015b:137-140) )
(61) 四縣、海陸：這係厥爸、厥老弟。(這是他爸爸、他弟弟。)
(62) 四縣：這係厥个老弟。(這是他弟弟。)－－少用

(63) 海陸：這係厥 gai11 老弟。(這是他弟弟。)
(64) 四海：這係佢个阿爸、佢个老弟。(這是他爸爸、他弟弟。)－－四縣無

用

(65) 四海：這係佢个阿爸、佢个老弟。(這是他爸爸、他弟弟。)－－海陸少

用

(66) 四縣：這係 ngia24/nga24/gia24 杯仔。(這是 你的/我的/他的 杯子。)－
－聽音具 [nga24-ge55] 快速的連音

(67) 海陸：這係 ngi55/ngai24/gi55  e11 bui535。(這是 你/我/他 的杯子。)
（九）人稱領格

　　人稱領格在四縣、海陸均以一高調音表示，但不同海陸人士第一人稱領格

音或有 24 或 55 者，甚至在同一發音人都有可能產生變體，但基本上均為高調。

如：

(68) 四縣：這係 ngia24/nga24/gia24 老弟。(這是 你的/我的/他的 弟弟。)
(69) 海陸：這係 ngia55/ngai24~55/gia55 老弟。(這是 你的/我的/他的 弟

弟。)
（十）旁稱代詞：人家、人、人儕、別人、別儕

　　四縣無「人儕」用法，四海則兼容，且「人儕」指稱的對象有待細部的調查。

17



如：

(70) 四縣：人家/別人 个屋 ka24 當靚。(別人的家很漂亮。)
(71) 海陸：lia24 人家屋。(這是有人居住的房子(而非畜所居)。)
(72) 四縣：這 別人/人家 个東西，你毋好亂揙。(這別人家裡的東西，你

不要亂翻。)
(73)海陸：lia24 別人 e11，毋好亂拿。  2.lia24 人儕 e11 東西。(這別人的，不

要亂拿。這 別人的/未知人的/不知誰的 東西。)
（十一）小稱詞

　　小稱詞涉及構詞與語音的語法關係。小稱音於四縣主要為 e31，於新竹海陸

主要為 er55，但新屋海陸則傾向為連讀變調型小稱或 VC 疊韻型小稱。四海話則

兼容 e31 或 er31。相關小稱句型設計、語料或分析參見賴文英  (2008, 2010b,
2015b)，以下省略語料。

（十二）存在動詞/介詞用句：到、在、坐、著

　　各地四縣與海陸人士對「在」均有著不同的語音形態。(參見江敏華 2015、賴

文英 2015b、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以下先呈現本文田調語料，四縣

傾向用「到」、海陸則傾向用 cud2 音，此有可能為「在」或「著」之音變。2如：

(74) 四縣：佢到屋 ka24。(他在家裡。)
(75)海陸：佢 cud2/到 屋下(len53)。(他在家裡。)－－「到」主要用在回話時用。

（十三）進行貌標記

　　四海有「di55 ge55」(在)、「當 di55 ge55」(正在)，四縣以「do55 ge55」(在)，do
55-ge55 語流快速，具連音貌，且四縣表「正在」為「這下到該」，也是具連音快

速成 [iag2-ha55 do55-ge55]，四縣少用「當」表進行貌標記。雖然海陸結構助詞基

底音應為 gai11，但此字詞頻高，且因語法化程度高而容易於語流中音變，又通

常是往簡化方向來變，如 gai11-->ge11-->e11，本文主張海陸 ge11 音不見得受四

2 由於客語「在」涉及多種音變，在多種語音變體中是否具有不同的字源如「著」，因關連問題多，

適合另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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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直接影響而來。

(76) 四縣：細人仔到該寫字。(小孩子在寫字。)
(77) 四縣：細人仔 這下到該 寫字。(小孩子 正在 寫字。)
(78) 四縣：A：細人仔 到該 做 ma3155？(A：小孩子　在　做什麼？)

　B：細人仔 到該 寫字。(B：小孩子　在　寫字。) 
(79) 海陸：A：細人 cud2 ge55 做麼个？(A：小孩子　在　做什麼？)

  B：細人 cud2 ge55 寫字。(B：小孩子　在　寫字。)
(80) 四縣：ngai11 到該 寫字，毋好吵 ngai11 。(我 在 寫字，不要吵我。)
(81) 海陸：ngai24(當)cud2 ge55 寫字，毋好吵 ngai55。(我 在 寫字，不要

吵我。)
(82) 海陸：ngai24 當 du33 ge55 讀書，毋好吵 ngai55。(我 正在 讀書，不

要吵我。)
(83) 四縣：細人仔還會 大，毋好枵着。(小孩子 在 長大，不要餓著。)
(84) 海陸：細人當 會/愛 大 ge11 時節，毋好餓着。(小孩子 在 長大，不

要餓著。)
（十四）摎/LAU/LO 字句

　　本文疑惑表動詞「混合」義，可能在「摎」、「LAU」、「LO」之間具共同來源關

係，因而在此先歸同一語法點比較，以可與下一個語法點做一比較。3原則上四

縣音 LO1、海陸音 LAU1，四海則兼容之。如：

(85) 四縣：佢同大家都 lo24 毋得。(他和大家無法合群相處。)
(86) 海陸：佢摎大家摎毋 gab5。(回答他人問時)。佢摎大家無法度好共下

佢摎大家 gab5>2 毋來。(他和大家無法合群相處。)

3 擬針對此一問題另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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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四海：lau24/lo24  lau24/lo24  gab2 gab2。(混淆在一起。)－－四縣無用

(88)四縣：lo24 共下。(混淆在一起。)
(89)海陸：摎到 gab5 gab5。摎 gab5 gab5。(已經混在一起了)；cam53 共下。

摎共下。(混得很亂了)。(混淆在一起。)
(90) 四縣：這 ten11/lo24  毋得 。(這不可以混加在一起。)
(91)海陸：lia24 兜毋好 cam53 共下。lia24 兜毋好摎共下。lia24 摎毋得 。(這

不可以混加在一起。)
（十五）同/摎/將字句

　　原則上苗栗四縣常見為「同」字句、海陸為「摎」字句，四縣與海陸都無「將」

字句用法，四海人士則有。但此處四縣發音人則習慣用「ten11」字句。

(92) 四縣：阿明 ten11 阿華共下去學校。(阿明和阿華一起去學校。)
(93) 海陸：阿明摎阿華共下去學校。(阿明和阿華一起去學校。)
(94) 四縣：阿明 ten11 阿華買田。(阿明向阿華買田。)
(95) 海陸：阿明摎阿華買田。(阿明向阿華買田。)
(96) 四縣：ngai11 ten11 佢講話。(我和他說話。)
(97) 海陸：ngai24 摎佢講話。(我和他說話。)
(98) 四縣：佢 ten11 人做媒人。(他替人做媒人。)
(99) 海陸：佢摎人做媒人。(他替人做媒人。)
(100) 四縣：ten11 ngai11 買一罐豆油轉來。(幫我買一瓶醬油回來。)
(101) 海陸：摎 ngai24 買一罐豆油轉來。(幫我買一瓶醬油回來。)
(102) 四縣：佢 ten11 錢花淨淨。(他把錢花光光。)
(103) 海陸：佢摎錢花淨淨。(他把錢花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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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四海：佢將錢用淨淨。(他把錢花光光。)－－四縣與海陸均無用

(105) 四海：佢 同/摎 錢 用/花 淨淨。(他把錢花光光。)
(106) 四縣：ten11 碗洗淨來。(把碗洗乾淨。)
(107) 海陸：摎碗洗淨來。(把碗洗乾淨。)
(108) 四海：將碗洗淨來。(把碗洗乾淨。)－－四縣與海陸均無用

(109) 四海：同/摎 碗洗淨來。(把碗洗乾淨。)
(110) 四縣：你 ten11 ngai11 過來坐好！(你給我過來坐好！)
(111) 海陸：你摎 ngai55 過來坐好！(你給我過來坐好！)

（十六）雙賓句式＋分字句

　　四縣與海陸均具有「分......分」雙賓句式，只是四縣無法省略第二個「分」，

海陸則可。海陸在間接賓語非代詞時，第二個「分」則無法省略。四海話則與海陸

話用法同。推測四縣與海陸的差異可能為變化中的關係，即海陸為變化中的語

法現象。如：

(112) 四縣：阿明分一支筆 分 佢。 阿明分佢一支筆。阿明分一支筆分大頭。

(阿明給 他/大頭 一支筆。)
(113) 海陸：阿明分一支筆 (分) 佢。阿明分一支筆分大頭 。(阿明給 他/大

頭 一支筆。。)
(114) 海陸：ngai24 愛分佢一支筆。ngai24 愛分一支筆佢。(我要給他一支

筆。)
(115) 四縣、海陸：阿明送分阿英一支筆。(阿明送給阿英一支筆。)
(116) 四縣、海陸：阿明借分佢一支筆。(阿明借給他一支筆。)
(117) 四縣：佢 ten11 人分錢。(他跟人要錢/他幫人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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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四縣：乞食仔 ten11 人分錢。(乞丐跟人討錢。)
(119) 海陸：佢摎人 討/愛 錢。(要回錢) 
(120) 佢摎人分錢。(乞丐跟人討錢。他向人討錢。)
(121) 四縣：阿明 ten11 佢分一支筆。(阿明向他討/要一支筆。)
(122) 海陸：阿明摎佢分一支筆。(阿明向他討/要一支筆。)
(123) 四縣：佢 ten11 東西分做兩析。(他把東西分開成兩半。)
(124) 海陸：佢摎東西分做兩析。(他把東西分開成兩半。)
(125) 四縣：佢送一支筆分 ngai11。(他送一支筆給我。)
(126) 海陸：佢送一隻禁指分 ngai55。(他送一枚戒指給我。)
(127) 四縣、海陸：佢帶東西分狗仔食。(他帶東西給狗吃。)
(128) 四縣：佢會分 ngai11 去臺北。(他會讓我去臺北。)
(129) 海陸：佢會分 ngai24 去臺北。(他會讓我去臺北。)
(130) 四縣：佢分 ngai11 打。(他被我打。)
(131) 海陸：佢分 ngai24 打。(他被我打。)
(132) 四縣：碗 bi53 打爛忒 (了)。(碗被他打破了。)
(133) 海陸：碗分佢打爛忒了 (詢問碗在哪時回答)。碗分佢打爛。(碗被他

打破了。)
（十七）詢問地點之疑問語尾助：le、len
　　四縣無此類疑問語尾助詞，四海則兼容。如：

(134) 四縣：弓蕉到哪？阿爸到哪？ (香蕉(在哪兒)呢？爸爸  (在哪兒)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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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海陸：弓蕉 le55？阿爸 le55？(香蕉(在哪兒)呢？爸爸 (在哪兒) 呢？)
(136) 四縣：到哪？(在哪裡？)
(137) 海陸：cud2 哪 (len53)？(在哪裡？)
(138) 四縣： 到麼个地方？(在什麼地方？)
(139) 海陸： cud2 nai24 len53？cud2 麼个所在？(後句為詢問地名時問。)

(在什麼地方？)
（十八）重疊構式＋V 看(啊了)
　　四縣與海陸在語流中反而較少出現「～a le」。四縣不是出現 a 就是只出現

e；而海陸不是出現 a 就是只出現 le。四海則兼容。如：(以下標音含連音變化)
(140) 四縣：水果切切 a55。水果切切 a55 le11。(水果切一切。)
(141) 海陸：水果洗洗 le11。水果切切 a11 。(水果切一切。)
(142) 四縣：尋看 ne31。試尋看 ne31。(找找看。試找找看)
(143) 海陸：尋看 na11。(試)食看 na11。(找找看。試吃吃看。)

（十九）否定句：吂、毋曾

　　四縣與海陸對「吂」與「有」結合使用的情形，因未刻意詢問，故而尚不知其

接受度，以下先呈現其自然產生的句型。如：

(144) 四縣：佢 (有) 食飯吂？(他吃飯了沒？)
(145) 海陸：佢 (有) 食飯吂？(從外回來的詢問)。(他吃飯了沒？)
(146) 四縣：佢吂食。(他還沒(有)吃(飯)。)
(147) 海陸：佢 (有) 食飯吂？(從外回來的詢問。) (他還沒 (有) 吃 (飯)。)
(148) 四縣：佢食了。(他吃了。)
(149) 海陸：佢 (有) 食飯吂？(從外回來的詢問)。(他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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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判斷句：~得事

　　本文之四縣與海陸均無「～得事！」的用法，但其他北四縣與北海陸人士有

些則有「～得事！」的用法。如：

(150) 四海：(原來係)桃仔得事！(原來係桃子！)

(151) 四縣、海陸：原來係桃仔。(原來係桃子。)

（二十一）持續貌標記

　　四縣與海陸之持續貌標記大致為「一直 V」、「緊 V」、「V 等」，只是語音具些

微差異。如：

(152) 四縣：佢 一直/緊 坐等無停動。(他一直坐著不動。)
(153) 海陸：佢坐 len24 無停動。(他一直坐著不動。)
(154) 四縣：阿明 緊 [gin31/n31] 看該人食東西。(阿明一直看著 那人/他 吃

東西。)
(155) 海陸：阿明緊看佢食東西。(阿明一直看著 那人/他 吃東西。)
(156) 海陸：書一直放 gai55。書 co11 gai55 放當久。書一旦就放 gai55。(書

一直放在那裡。)
(157) 佢睡等目。(四縣、海陸無單獨短句使用)。(他一直睡著。)
(158) 海陸：阿明緊看佢食東西。(阿明一直看著 那人/他 吃東西。)
(159) 四縣：佢睡等目，莫去吵佢。(佢睡等目，莫去吵佢。)
(160) 海陸：佢 cud2 gai55 睡目，毋好去吵佢。(佢睡等目，莫去吵佢。)
(161) 海陸：佢緊坐等 (cud2 gai55)。(他一直坐著。)

（二十二）形容詞重疊

　　四縣與海陸對形容詞二疊詞或三疊詞的使用認可不一，情境時或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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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對「AA」、「AA 仔」或「稍可仔 AA」程度認可不一。如：

(162) 四縣：有一點紅紅=有一點仔紅紅仔＜紅＜當紅。(有一點紅＜紅＜

很紅。)
(163) 海陸：有一點紅＜無 an11 紅＜紅＜紅霞；(較)淺紅＜烏 du11 紅。(有

一點紅＜沒這麼紅＜紅＜很紅；較淺紅＜暗紅)
(164) 海陸：白 dan53＜白＜稍可仔白白＜白[pa24]白白。(淺白＜白＜有點

白＜非常白)
（二十三）象聲重疊

　　筆者於 2015 年專著中先從辭典蒐集四縣的四字象聲重疊詞計二十八條之音，

今與海陸對應，發覺海陸大部分與四縣調值呈相反的對應關係，少數則不循對

應規律而行。除開幾條說詞不同外 (但語法格式同)，不同對應者列出如下。雖此

語法點屬音之差異而非語法差異，但音與語法現象常有關連，故本文亦在此列

出語料或為後續之觀察與探討。如下：

(165) 四縣、海陸：吱吱嘎嘎 [gi 55 gi55  ga55  ga55] (形容吵雜細碎的說話

聲)
(166)  四縣、海陸：唧唧唧唧 [jid5  jid5  jid2  jid2] (形容蟲鳴或鳥鳴的聲

音) 
(167) 四縣、海陸：嘀嘀咄咄 [did2  did2  dud2  dud2] (自顧自的不停低聲

說話)
(168) 四縣、海陸：悉悉疏疏 [xi55 xi55 so11 so11] (指人或動物在暗處進

行動作而製造的聲音) 。－－四縣另有音：[xi55 xi55 so55 so55] 
(169) 四縣：齬齬齖齖 [ngi55  ngi55  ngia55  ngia55] (原指猫或狗彼此相

爭時呲牙裂嘴的樣子，後比喻為吵架的意思)；海陸音為：ngi55 ngi55 ng
ia11 ngi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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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四縣：㝗㝗㝩㝩 [long 55 long55  kong55  kong55] (空洞、過於寬鬆)
海陸音為：long55 long55 kong11 kong11

(171) 四縣：喇喇撥撥 [lad5  lad5  bad5  bad5] (衣服寬大，不合身，動作

不便的意思)；海陸音為：lad5 lad5 bad2 bad2
(172) 四縣：朗朗肨肨 [long55 long55 pong55 pong55](形體很大但卻鬆散

而不夠紮實的樣子)；海陸音為：long53 long53 pong53 pong53
(173) 四縣：叮叮咚咚 [din55  din55  dung55  dung55] (鈴聲響貌) ；海陸

音為：din55 din55 dung55 dung55(鈴聲響貌)；或海陸音為：din53 din53
dung53 dung53(老人家囉嗦)

(174) 四縣：乒乒乓乓 [pin55  pin55  piang55  piang 55(形容物體碰撞聲)]；
海陸音為：pin53 pin53 piang53 piang53

五、 語法差異分析－－以人稱語法點為例

　　因為無法窮盡本文所列二十三個語法點差異上的細部分析，因而本節先針

對臺灣客語四縣與海陸在人稱方面五個語法點，提出共時方面的差異性，以及

顯現在歷時方面可能的變化關係，包括人稱複指標記  (們)、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我們)、人稱領格的聲調走向 (我的/你的/他的)、人稱屬有構式、旁稱代詞－－人、

儕、人儕、人家、別人的用法。其中或點出有關問題點，並嘗試對其中問題做一初

步的推測與詮釋。希驥經由本文整理有關人稱語法點問題的呈現，以作為日後在

人稱或其他語法點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一）人稱複指標記 (們)
　　以下先以表格呈現客語次方言間人稱複指標記的情形，繼而點出相關問題

點，以及建議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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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人稱複指標記 (們)
人稱複指標記

北四縣、海陸 deu1 [兜] (們)
南四縣-萬巒、佳冬

(鍾榮富 2004；賴淑芬 2004)
den1/nen1/len1 [等] (們)

南四縣-美濃(楊時逢 1971) nen0 (們)
南四縣-美濃(鍾榮富 2004:187) ngan1, nen1, gen1(我們, 你們, 他們)
上表呈現的問題可從四點來談：

1) deu 與 den 是否具共同來源？其本字為何？

2) 南四縣「等」具變體，若「等」為來自於古漢語本字，則陰平調的來源不符客

語的音變規律。

3) 鍾榮富 (1995) 指出以下規律為必用律，但在 2004 年的文章中 (2004:187) 卻
似乎不是必用律，且以下規律與更早期楊時逢 (1971) 調查的語料不同，似

乎說明著語言歷經的變化或變化中的情形。

ngai11＋den33→ngan33
　　　　ng11＋den33→nen33

gi11＋den33→gen33
4) 若欲解本字或來源問題，需擴大各客語次方言、漢語方言、非漢語方言的調

查與比較。

　　林立芳 (1999) 指出梅縣客語人稱代詞的三點特色：一、複數詞綴有「等」、

「兜」兩種形式，並認為前者為古漢語沿用下來的，而後者是由量詞意義虛化而

來的，且不能像前者一樣，加在指人名詞之後；二、對於人稱代詞格的看法，指

出漢語基本上沒有像西方語言的格變形式，梅縣客話的名詞及大多數代詞也都

沒有格的變化，只單數三身代詞具有格的語法變化形式；三、除了三身代詞外，

另有其他人稱代詞：自家 (自己)、盡兜 (大家)、齊家 (咱們)、別人、別人家、人家。

在林立芳的文章當中，對「等」、「兜」的來源、兩者是否為本字、是否為同源或異

源關係，以及對領屬格變的說法，均無太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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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我們)
　　以下先以表格呈現客語次方言間人稱複指標記的情形，繼而點出相關問題

點，而後嘗試對相關問題做一初步的推測與詮釋。

［表二］第一人稱複指形式(我們)
第一人稱複指形式(我們)

北四縣、海陸

(賴文英 2015b:136-137)
包舉式：en1, en1 deu1 (ngin2), en1 li3/2 [亻恩,, 
亻恩兜(人), 亻恩,俚]
排他式：ngai2(lia3/lia3, li2/3) deu1 (ngin2)[𠊎
(這/俚)兜(人)]; ngai2/3 XX 人[ex.𠊎新屋人-海

陸]

南四縣-萬巒、佳冬

(鍾榮富 2004)、(賴淑芬 2004)
ngai2 den1/nen1/len1 [𠊎等] (我們)

南四縣-美濃(楊時逢 1971) ngai2 nen0 (我們)
南四縣-美濃(鍾榮富 2004:187) ngan1/nen1/gen1(我們/你們/他們)
上表呈現的問題可從五點來談：(上表粗體為海陸腔的說法)
1) 「亻恩」的來源與本字未決。

2) 「俚」在四縣、海陸聲調的不一致，及其來源與本字未決。

3) 𠊎「 俚」與「亻恩俚」在其他次方言間的情形如何？

4) 「你俚」與「佢俚」在其他次方言間的情形如何？

5) 第一人稱複指多重形式反映的多層次問題？

　　桃園海陸腔文本中：「三身單指+俚兜人」(我們/你們/他們)，「俚」常理之下

應記錄成「這」字=>「俚」或從「這」音變而來，從以下四點做初步的推測：

=>海陸腔 𠊎「 俚」與「亻恩俚」，「俚」均為高平，其來源可能為「這」，後音變為高

平。

=>四縣後期受海陸影響而產生「亻恩俚」，其中「俚」的聲調可以與內部系統中的

「這」音相合。

=>但我們卻又無法說明三身當中為什麼不會產生「你俚」與「佢俚」的說法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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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幾位海陸腔母語人士，有的或認可這類說法)。
=>也許這和語言的認知有關，畢竟，第一人稱較第二、三人稱來說，距離或認

知上來得更親密，因而較容易形成 𠊎「 俚」與「亻恩俚」的說法，四縣腔卻不會形

𠊎成「 俚」的說法。4

　　因而本文初步假設是：第一人稱多樣性的複指形態，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時

空層次。從前述分析，複指的「兜」應較「俚」較早產生，而「亻恩」又較「亻恩俚」早，

從海陸「𠊎 𠊎 𠊎這兜人」到「 俚」的語音變化來說，「 俚」或又較「亻恩 俚」更早，

「亻恩 𠊎」相對來說，似乎比系統音變而產生的「 俚」早，至於「亻恩」的來源，因牽

連到更多漢語與非漢語方言的語料比較，在此先不下定論。

𠊎三身代詞複指形式較為統一，分別為三身之後加上複指標記「兜」，如：

(這) 兜 (人)、你 (這) 兜 (人)、佢 (這)5 兜 (人)。第一人稱複指有不同的形式，較特

別的為一字形式的「亻恩」表複指，6亦或受到前述構式的類推而後產生的「亻恩

(這) 兜 (人)」的說法。另外，只海陸腔較可以用第一人稱後加上「俚」表複數，為

第一人稱的複指標記，少用在其他單指人稱、有生或非有生的事物之後，其功能

較作用於人與事物複指標記的「兜」而言，更像華語的複指標記「們」，但「們」可

用於三身，「俚」卻較 𠊎不行，且「 俚」或較普遍用在海陸腔。若「亻恩」已為複指，

那麼廣為四縣與海陸接受的「亻恩俚」，應為後起的變化，若是受海陸「𠊎俚」類

推影響所致，則就較無法解釋四縣腔「亻恩俚」產生的合理性，畢竟四縣腔普遍無

𠊎「 俚」的說法。「俚」在四縣與海陸的聲調無法對應，前者為降調，後者為高平

此外，我們懷疑文本中人稱複指形式：單指+(這) 兜 (人)，海陸腔「這」做為指示

4後來還是遇到有四縣人士具 𠊎「 俚」的說法。
5 此處較常用近指的「這」，尤其是第一人稱時，第三人稱則或常用遠指的「該」，不過，口語上

均可以接受。

6 以一字表人稱複指的形態也出現在一些東南方言，甚至和非漢語方言類同。如，臺灣閩南語三

身複指均各自以一音表示，且其音似乎為三身單指語音的屈折變化，客語複指「 亻恩」與單指

𠊎「 」音差別大，但前者為鼻音韻尾的徵性卻類同於閩南語。因牽涉的語料層面相當廣，相關問

題適合另文探討。

29



代詞時，其語音常為 [liˊ]或 [liaˊ] (比較四縣為降調的 [liaˋ] 或 [iaˋ])，在複指人稱

時，升調「這」常變音為高平的 [li]，並省略之後的「兜人」，同時我們在海陸腔

文本中也發現了「三身單指+俚兜人」的記法，而這裡的「俚」常理之下應記錄成

「這」字，若「俚」是從「這」音變而來，那麼就可以說明海陸 𠊎腔「 俚」與「亻恩 俚」

的來源可能為「這」，「俚」均為高平，又，四縣後期受海陸影響而產生的「亻恩

俚」，其中「俚」的聲調可以與內部系統中的「這」音相合，但我們卻又無法說明

三身當中為什麼不會產生「你俚」與「佢俚」的說法 (後來詢問幾位母語人士，有

的或認可這類說法)，也許這和語言的認知有關，畢竟，第一人稱較第二、三人

𠊎稱來說，距離或認知上來得更親密，因而較容易形成「 俚」與「亻恩俚」的說法，

7但四縣腔卻普遍較不會形成 𠊎「 俚」的說法。

比較另一篇文章 (賴文英 2010a)，其中探討了四縣與海陸客語人稱領格高調

的徵性具有小稱變調的行為；另外，四縣與海陸腔副詞「恁」的高平調也具有小

稱變調的行為，其中，四縣「恁」的高平聲調變化不同於自身系統小稱詞上聲調

(降調) 的後綴模式，說明這是一種屈折調，且為小稱變調的一種類型，海陸

「恁」的聲調變化則碰巧與自身方言系統中小稱詞小稱變調的聲調模式相同。雖

然，人稱領格的聲調變化總也與親屬稱謂詞或身體部位語詞的「親密性」有關，

而副詞「恁」的聲調屈折變化總是也具有小稱語義上的指小弱化，以及海陸腔

𠊎「 俚」高調的說法則和第一人稱認知上的親密性有關，這些看似為音變的特例

但其共同特徵為同具 [高調] 徵性，且和小稱詞語法化其中的一個歷程有關，這

也說明語言中的小稱變調行為可以循多種途徑來進行。因而，我們認為第一人稱

多樣性的複指形態，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時空層次，從前述分析，複指的「兜」應

較「俚」較早產生，而「亻恩」又較「亻恩 俚」早，從海陸「𠊎 𠊎這兜人」到「 俚」的語

𠊎音變化來說，「 俚」或又較「亻恩 俚」更早，「亻恩」相對來說，似乎比系統音變

7 客語第一人稱複指常見的用法中有「亻恩 俚」、「亻恩」、「亻恩 兜」以及「𠊎兜」等用法，前三者較常

𠊎用於對聽話者的包舉式，後者較常用於對聽話者的排除式，至於海陸「 俚」的用法則與後者較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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𠊎而產生的「 俚」早，至於「亻恩」的來源，因牽連到更多漢語與非漢語方言的語

料比較，在此只先做初步假設，待日後擴大調查語料與進一步的分析。

（三）人稱領格的聲調走向 (我的/你的/他的)
　　以下先以表格呈現客語次方言間人稱複指標記的情形，繼而點出相關問題

點，以及相關的研究主張。

［表三］人稱複指標記 (們)
人稱領格的聲調走向－－吾/𠊎、若、厥(「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我的、你的、他的)
北四縣 nga24, ngia24, gia24 (陰平)
海陸 ngai55, ngia55, gia55 (陽平)
四海 nga55/ngai55/24, ngia55, gia55 (陽平/上聲-海陸)
大埔 nga33, ngia33, gia33 (陰平)
饒平 nga55, ngia55, gia55 (陽平)
詔安 ?, ?, ?
南四縣 nga24, ngia24, gia24 (陰平)
　　上表呈現的問題可從三點來談：(上表粗體為海陸腔的用字)
1) 領格的來源？

對於客語人稱領格的來源，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歸為三類來

源的立論，即便雖屬同一合音說的不同學者即有不同的看法，同樣格變說

也是如此。三類來源為：(詳細分析參見賴文英 2010a)
a) 合音說

b) 格變說

c) 小稱音變說

2) 是否存在原本的調類？

依據賴文英 (2010a) 小稱音變說的看法，應不存在原本的調類，領格高調的

普遍徵性是一種跨方言、跨語言的普遍語法現象。

3) 韻母 a/ia 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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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或不能只論韻母 a/ia 的來源，必須有一套理論可同時解釋各次方言、

跨方言之間韻變的情形，或許才更為合理。

（四）人稱屬有構式

　　以下先以表格呈現客語次方言間人稱複指標記的情形，繼而點出相關問題

點，而後嘗試對相關問題做一初步的推測與詮釋。

［表四］人稱屬有構式

人稱屬有構式 I
北四縣、海陸

(賴文英 2015b:137-140)
(一) 人稱領格+NP，用在親屬稱謂詞或親密詞

之前，也有用在動物詞或事物詞之前；

(二) 人稱領格+屬有標記+NP；

(三) 人稱主語+屬有標記+NP。

人稱屬有構式 II
苗栗四縣 (非本文四縣發音人) 厥爸、厥老弟(他爸爸、他弟弟)

厥个老弟(他的弟弟)
佢个阿爸、佢个老弟(他的爸爸、他的弟弟)
若/你个 杯仔(你的杯子)
厥/佢个 桌仔(他的桌子)

新竹海陸 (非本文海陸發音人) 厥爸、厥老弟(他爸爸、他弟弟)
厥个老弟(他的弟弟)
佢个阿爸、佢个老弟(他的爸爸、他的弟弟)
若/你 个杯仔(你的杯子)
厥/佢 个桌(他的桌子)

理論上以為原生型：厥老弟 / 你个杯仔

理論上以為語言接觸型：厥个老弟 / 若个杯仔

《陸豐方言》(Schaank 1897) (一) 人稱領格 (吾、若、厥)+NP；

(二) 人稱領格 (吾、若、厥)+个+NP；

(三) 人稱主語 (𠊎、你、佢)+个+NP。

吾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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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1 gai3 vug4
𠊎个錢 
ngai5 gai3 cian5
佢个；厥个；厥

gi5 gai3, gia1 gai3, gia1
佢个目

gi5 gai3 mug4
若/你 个書

ngia1/ngi5 gai3 shu1
　　上表呈現的問題可從兩點來談：(上表粗體為特殊之情形)
1) 臺灣客語三身代詞屬有構式的混用是在臺灣產生？亦或原鄉即有？

2) 其他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三身代詞屬有構式混用的情形？

客語三身代詞的類型之中，其領屬構式共有三式：(一) 人稱領格+NP，用

在親屬稱謂詞或親密詞之前，也有用在動物詞或事物詞之前；(二) 人稱領格+屬

有標記+NP；(三) 人稱主語+屬有標記+NP。例子如下所示： 
　　「人稱領格+NP」的形式在苗栗四縣使用頻繁，如「若杯仔」(你的杯子)、「厥

桌仔」(他的桌子)……等，此似乎和系統中的連讀變調有關，因為「人稱代詞+屬

有標記」的聲調表現為：LL+HHLH (領格聲調)，又四縣的陰平變調為：

LH LL/__+任何聲調。故而苗栗四縣領格後接名詞普遍泛化使用的形式，可從

連讀變調獲得解釋，應為後期的用法。

（五）旁稱代詞 (人、儕、人儕、人家、別人)
　　以下先以表格呈現客語次方言間人稱複指標記的情形，繼而點出相關問題

點，而後嘗試對相關問題做一初步的推測與詮釋。

［表五］代詞－人/儕/人儕/人家 的用法

代詞－人/儕/人儕/人家 的用法

北四縣、海陸 人儕/人家(??), 這兜儕(這些人) 
　　上表呈現的問題可從兩點來談：

(一) 從客語角度「人儕」、「人家」於華語的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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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華語角度的「人家」於客語對應時的多重用法。

　　客語「人儕」對譯成華語為「人家」，但用法上仍有差異；客語「人家」可單指

或複指到「戶」的單位。

　　華語「人家」的用法在客語中有「人儕」、「人家」、「人」三種傾向於分工的用

法，且華語的「人家」對應到客語不盡然是「人家」或「人儕」兩種而已。　

華語「人家」對應到客語有三種譯法：一為「人家」，二為「人儕」，三為

「人」，華語「人家」一詞依語境判斷可為反身代詞，也可為旁稱代詞，可為單指

或複指，客語「人家」單指時，可指向無定住家中的人，但以「戶」為單位，如下

所示：(以下為北部客語文本中的語料，參見賴文英 2015a, b)
(175) 話講有一戶人家，畜一群雞仔。

　　fa gongˋ iuˊ idˋ fu nginˇ gaˊ, hiugˋ idˊ kiunˇ gieˊ eˋ
 (話說有一戶人家，養了一群的雞。)

(176) 結果有人家个細阿姐分阿兵哥勾走。

giedˋ goˋ iuˊ nginˇ gaˊ ge se aˊ jiˋ bunˊ aˊ binˊ goˊ gieuˊ zeuˋ
 (結果有人家家裡的小姐被阿兵哥拐走了。)

上二例中，因「有」構式而為無定指，前者因數量詞為單數，後者由語境得

知「人家」均為單指，但為單指住家戶，而非單指人。不過有一例為「人家女」，

則是一詞彙，表示閨女，如：

(177) 頭擺上早啊，有一个人家女，……。

　　teuˇ baiˋ song zoˋ aˇ, iuˊ idˋ ge nginˇ gaˊ ngˋ
 (很久以前啊，有一戶人家家裡的閨  女，……。)

上例中的「人家女」指的是有一戶人家之中的「閏女」。再如複指例：

(178) 脫體有錢人家關、吳、鄭三家人聯手摎井圍起來。

todˋ tiˋ iuˊ qienˇ nginˇ gaˊ guanˊ, ngˇ, cang samˊ gaˊ nginˇ lienˇ suˋ lau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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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ˋ viˇ hiˋ loiˇ
 (特別富有的門戶關、吳、鄭三家人聯手把井圍繞起來。)

(179) 歸隻庄頭个人家全部就在門前插艾仔。

guiˊ zagˋ zongˊ teuˇ ge nginˇ gaˊ qionˇ pu qiu cai mun qienˇ cabˋ ngie eˋ
 (整個村莊的門戶全部就在門前插艾草。)

上二例中，前例「人家」因前文語境中存在定語「有錢」，而後文又指出有錢

人的三戶姓氏；後例因「人家」指向前文群體「歸隻庄頭」，後文又有全稱量詞

「全部」來加強複指的泛稱性，因而上述二例的「人家」均為複指。華語雖也有「人

家」的用法，但華、客語的對譯情形並不全相同，如前例中，華語無「人家女」的

說法，又客語「結果有人家个細阿姐分阿兵哥勾走」華語較適合對譯成「結果有

人家家裡的小姐被阿兵哥拐走」，且華語的「人家」，客語有些則無法對譯成「人

家」，只能對譯成「人」。例：

(180)a. 頭擺做人个長年，……。

teuˇ baiˋ zo nginˇ ge congˇ ngienˇ
 (以前做人家的長工，……。)
b. 心肝想總做毋得跈毋著人。

ximˊ gon xiongˋ zungˋ zo mˇ dedˋ tenˇ mˇ doˋ nginˇ
 (心想總不能什麼都跟不上人家。)

此外，客語當中還有「人儕」的用法，雖然我們在有限的文本中沒有發現相

關用句，但此詞用法並不生份，例如，表示有定單指的「他人」：

(181) 人儕無愛插你，你就莫再過麻煩佢了。

nginˇ saˇ moˇ oi cabˋ ngiˇ, ngiˇ qiu mog zai go maˇ fanˇ giˇ leˊ
 (人家  /  別人不要理你，你就不要再麻煩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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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這人儕个東西，你毋好亂亂揙。

liaˋ nginˇ saˇ ge dungˊ xiˊ, ngiˇ mˇ hoˋ lon lon bienˋ
 (這我  /  人家  /  別人的東西，你不要亂翻。)

前一例可透過語境出現的照應詞「佢」來鏈接，可知此處的「人儕」只能為旁

稱代詞，而後一例依語境，「人儕」可以表有定複指的旁稱代詞「他人」，亦或表

第一人稱的反身代詞，尤其在句中加上了第一人稱照應詞的鏈接成分時則更明

顯。如下所示：

(183) 這人儕个東西，你毋好摎  𠊎亂亂揙。

liaˋ nginˇ saˇ ge dungˊ xiˊ, ngiˇ mˇ hoˋ lauˊ ngaiˇ lon lon bienˋ
 (這我  /  人  家的東西，你不要亂翻(我的東西)。)

「人儕」對譯成華語為「人家」，但用法上仍有差異，華語「人家」可為自稱，

但客語的「人家」通常不能自稱，反而是「人儕」較能自稱；客語文本中的「人家」

不管單指或複指，似乎均可指向「戶」的單位，且無法替換成「人儕」，因此，例

(8) 若轉換成「人家」時，語義上的「他人」較可以解讀成「他戶人家」，而不管實

際上是否為我們一般「戶」單位上的認知。如：

(184) 這人家个東西，你毋好亂亂揙。

　　liaˋ nginˇ gaˊ ge dungˊ xiˊ, ngiˇ mˇ hoˋ lon lon bienˋ
 (這別  人  家裡的東西，你不要亂翻。)

　　故而華語「人家」的用法在客語中有「人儕」、「人家」與「人」三種傾向於分工

的用法。華語「人家」可指向第一人稱自指，而客語「人儕」是否能具相同指稱功

能則存在不同的認知。值得留意的是，客語文本中較少發現「人儕」的用法，客

語「人儕」存在不同的替代詞──含人稱代詞、旁稱代詞，且是否會受華語「人家」

的影響而導致原先分工的語詞逐漸合流或忘失其一語詞的用法，在目前或未來

話語的使用中則值得做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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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本文第二節先從客語語法調查研究做一文獻回顧，主要是臺灣語法接觸與

臺灣客語語法專論探究兩部分，因本文先就臺灣客語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做

一調查，但同時也會呈現相關的四海語法接觸情形，又本文先聚焦在臺灣客語

語法，因而文獻探討以臺灣客語語法專書為探討對象，最後指出客語語法調查

研究欠缺次方言間差異的比較研究，同時也欠缺客語語法調查手冊。本文第三節

主為呈現四縣與海陸的語法差異，先就共時層面的田野語法調查資料，整理出

四縣腔與海陸腔中二十三點的語法差異點，同時也初步呈現四海話語法中的可

能接觸或變異的成分，發現四海話語法  (本文採集為四縣聲調) 接受的語法面向

較為包容而多元，可能是因四縣腔處在海陸腔的區域中，吸收海陸腔的語法，

加上四縣在臺灣為最強勢的客家腔，多少也能接受四縣語法，以及自身原有語

法及其變化而產生的新語音或語法現象都有可能。第四節為語法差異分析，並就

人稱方面的五個語法點來做一分析，包括人稱複指標記 (們)、第一人稱複指形式

(我們)、人稱領格的聲調走向 (我的/你的/他的)、人稱屬有構式、旁稱代詞－－人、

儕、人儕、人家、別人、別儕的用法。雖然本文對許多的語法問題仍無法一一解釋

語法上的本源或來源問題，但卻點出了許多有趣的語法問題。在許多語法與本源

問題至今未決的情形之下，希驥經由本文爬疏整理有關人稱語法點及其他語法

點問題的呈現，以作為日後在人稱與其他語法點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語料可能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即便在同一個方言點的研究，不同的學者

在不同時間點上所做的調查記錄，語音也可能產生些微的不同。例如，鍾榮富

(2004:186) 指出在某些客家方言裡 (南部四縣客家話中的高樹、佳冬、新埤)
Nan33 (我們)、nen33 (你們)、gen33 (他們) 成為唯一的複數代名詞；而在鄧明珠

(2003) 與賴淑芬 (2004) 的調查中，卻只列出加後綴的方式。類似的情形也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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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野調查中發現，本文在同一區域中詢問三位發音人同一語法現象，發音人

對語法形式的認同也多所不同，也有可能會得出三種次類型，除開四海話較有

可能是來自於接觸，本文在呈現四縣與海陸語法時則盡可能不以四海話為本。我

們猜測：這應該是語言田野調查方法上，無法窮盡發音人，只能紀錄當下發音

人的語音或語法現象，因此呈現出同質性當中的多樣性面貌。而以往研究者對各

次方言的紀錄與觀察，更具研究參考的價值。因而面對本文提及語法或人稱方面

的問題，不見於文獻語料中者不代表不存在，存在於文獻語料中者不代表只有

一形式，因而後續擬再針對本文提及的各語法差異點再設計一語法調查手冊，

進行多樣化的語料蒐集，最終以尋求次方言變異中的同一性，抑或同質當中的

多樣性。

本計畫希望在前人各類客語語法點的研究成果之下，疏理出客語次方言間

的語法差異。考量方言點眾多，因而先以四縣與海陸兩腔為基準，彙整出客語四

縣與海陸腔具差異性的二十三條語法條目，並從語法比較觀點比較出客語內部

系統在四縣與海陸有關人稱的語法差異，以作為後續客語客語內部系統 (四縣、

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六堆......各次方言) 語法差異調查報告的研究基礎。本文

因人力、時間所限，暫無法擴及較大範圍與量方面的語法調查研究，又考量到臺

灣客語眾多次方言間存在著不同的接觸程度，因此，在前人尚未開發的客語內

部系統語法差異調查報告之下，本文擬先從四縣與海陸客語入手，釐清之間的

語法差異，在調查過程當中盡量排除可能因次方言間接觸而形成的語法趨同現

象，抑或將此語法趨同現象的語法點另立一條語料，以為語法接觸的參考。希驥

未來可將此計畫的研究報告作為日後再擴及其他腔以及與臺灣閩南語的語法比

較，甚至兩岸地區之間的客語語法差異調查研究，以作為日後語法類型學研究

的基礎，包括一些客語語法類型有待解決的本源問題，以及從語法類型探究本

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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