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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 ê目的是 khiā tī讀者 ê立場，再訪歷史已經有 130外冬 ê教羅寫法，向

望會當尋出較合理 ê寫讀法。本文採用舊約羅馬字聖經做材料，用普通讀法來比

較寫法，寫 kap 讀若無仝音 ê 字句（字詞），就檢查有符合教羅的連字變音 ê 原

則無？若無，筆者就用讀音做基礎，將 hiah-ê有變音 ê分寫字，不管 he是啥物詞，

kā加連音符號變做多音節語，互讀者只有靠連字變音 ê原則來讀。 

原文 kap讀文 ê比較結果，參見下面幾項 ê原則。 

(1) 白話字確實有真清楚 ê分寫，連字變音 kap輕聲連字變音 ê寫讀法。 

(2) 連字句（字詞）是多音節(multi-syllable)，是將分寫有標音 ê字，加連字符

號(hyphen)來組成。不管連字句是外長，最後彼字照原音讀不變，彼個頭

前每一字 lóng愛照原則變音來讀 chiah會滑溜順調。 

(3) 分寫是最頭疼。文法 ê 冊講形容詞、副詞、助動詞 kap 以外特殊 ê 字愛

用有標音 ê單音節字（分寫）。雖是按呢，要求讀音愛自動連字變音來讀。

這有夠無親切，對台語初學者造成真大 ê 困擾。In 若˜是一字一字照原

音分開讀，就烏白連字變音來讀。筆者認為不管啥物詞，文章外長，teh

寫 ê時若感覺 kap原音有出入-- ê，著愛掛連字符號，互讀者會當照連字

變音 ê原則來正讀。 

另外一種 ê連字變音是 siōng頭前彼字不變音（照原音讀），彼後面 ê字會 sái

變音，無變音抑是 kap連字符號做伙使用。普通是加雙連字符號(double hyphen)。

這種 ê連字變音叫做輕聲，比較 khah少人會曉用。 

筆者無想 beh改教羅 ê寫法，只有用連字符號來指明教羅一部份 ê分寫字應

該屬隔壁 ê字詞，黏做伙變做多音節語來讀。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精益求精」

ê寫讀法，mā通解決台語初學者無應該有 ê困擾。 

關鍵詞： 教會羅馬字、分寫、連字變音、多音節詞、寫讀法、教羅讀講變音 ê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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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文字 ê記載有民族、時間、地域、社會文化等 ê差異，有 ê言語文字真複雜

無容易學，有 ê有一套合理 ê文法，khah容易學習。Siōng理想 ê言語是寫 kap讀

（講）仝字仝音。這種寫、讀仝款 ê言語，現此時世界上存在無儕。法文寫一大

堆，真儕字根本無需要讀出來，英文也犯仝款 ê毛病，每字母音讀法有三種以上，

隨時通改變，互初學者真困難學習。德語 ê字彙是對幾偌個單獨意思 ê字結合而

成，普通真長，另外有三個性、兩個數、四個格變來變去。蘇聯語、西班牙語也

有寫無讀 ê字。日語 ê敬語，天皇、學者 kap一般老百姓用無仝款 ê言語，隨社

會地位無仝款。Siōng實用寫讀仝音仝字是拉丁語 kap類似拉丁語 ê義大利語，其

它拍算 Hawaii語，可能台語。 

台語白話字（簡稱台語）是單音節多標音語，台語每字 lóng 有七音(accent 

marker)。寫時需要用原音注音，但是用另外一音讀（講）。Kap 英文對比，英文

雖然有單音節語，普通是用多音節(multi-syllable)寫，讀時愛根據子音母音 ê組合，

做多音節加 accent marker來讀。台語寫法雖然是用單音節多標音寫，除了一 kóa

字需要用單音節語寫 kap讀以外，平常是用連字符號(hyphen)將兩個以上 ê單音節

字連起來做多音節字句（字詞）讀（講）。 

本研究 ê目的是 khiā tī讀者 ê立場，再訪檢討歷史已經有 130外冬 ê教羅寫法，

向望會當尋出 khah合理 ê寫讀法。 

2. 材料 kap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白話字舊約聖經做材料，khiā tī讀者 ê 立場，來檢討台語 ê

分寫 kap連字變音。主要是 beh鑑別分寫字（寫 kap讀仝音），分寫字若 tī讀 ê時

若變音--ê，就加連字符號(hyphen)歸化 tī隔壁 ê連字句，再用連字變音 ê原則來讀。 

3. 觀察結果 

3.1. 分寫分讀兩個實例 

孫理蓮(Dr. Lilian Dickson)講： 

Gín á ! Gín á ! Lí kha th¢g pak theh. Tńg khì chhēng ôe, chiah koh lâi. 

滿雄才 ( Rev. W.E. Monotogomery )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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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ōan lín tāi ke tit tiõh Iâ s¬ Ki tok ê un tián, Thiⁿ Pē Siōng tè ê thiàⁿ, tit tiõh Sèng 

sîn ê siong thong tùi chit sî kàu bān sè tāi bô chīn A Men. 

這兩 ê例就是分寫帶來 ê困擾。‹知這兩位宣教師無學著連字變音 ê文法，

iah是 in學無起連字變音 ê原則？聽起來有一屑仔笑詼。 

3.2. 啥物叫做分寫連字寫？ 

筆者採用一段舊約聖經節（創 1:1-4）來說明： 

Gôan-khí-thâu Siōng-tè chhòng-chō thiⁿ kap tē. Tē sī khang-khang hūn-tūn;  

chhiam-ian ê bīn-chiūⁿ ¬-àm; Siōng-tè ê Sîn ūn-tōng tī chúi-bīn. Siōng-tè kóng, 

‘Tiõh ū kng’ , chiū ū kng. Siōng-tè khòaⁿ kng, sī hó ; Siōng-tè chiong kng àm 

pun-khui. Siōng-tè kiò hit ê kng chò J…t. Kiò hit àm chò Mê . Ū ē-hng ū chá-khí, sī 

thâu ch…t-j…t. 

分寫字無用連字符號，是單獨單音節多音標語。連字有掛連字符號。 

3.3. 分寫 

3.3.1. 形容詞 

台語文法 ê冊記明形容詞、副詞、助動詞 kap特殊 ê字，寫文章 ê時愛分寫

（無加連字符號）。但是咱 teh寫文章 ê時，頭腦內 teh讀。若感覺某一字有變音，

就無應該分寫。按呢 h³讀者自動去連字變音讀。無記明 tī文章頂，台語初學者無

法度讀出來。若加連字符號，in就知這是連字句，會通利用連字變音 ê原則去讀。

按呢寫 kap讀無 kāng ê音調就會當用連字變音 ê文法來解決。請看以下 ê例： 

bān sū (錯寫)，bān-sū (正寫)，bàn sū (正讀) 

chèng lâng (錯寫)，chèng-lâng (正寫)，chéng lâng (正讀) 

3.3.2. 副詞 

姚正道記述「˜、mā、bē、bián」等掛 tī形容詞、副詞、助動詞等 ê頭前—ê，

bē-sái 加連字符號，總是要求讀者自動認出這種分寫副詞，連字變音來讀。若加

連字符號代誌解決了了啦！ 

˜ thang (錯寫)，˜-thang (正寫)，– thang (正讀) 

bô chheng-khì (錯寫)，bô-chheng-khì (正寫)，bō chhēng khì (正讀) 

3.3.3. 助動詞 

tiõh lâi (錯寫)，tiõh-lâi (正寫)，tiò lâi (正讀) 

thang kóng (錯寫)，thang-kóng (正寫)，thāng kóng (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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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形容詞、副詞 iah是助動詞，若有一字變音讀，彼個後面著加連字

符號。連字符號一直加，加 kàu讀寫仝音為止。字句最後彼字是原音（正音）。 

分寫 ê優點是，已經有一百卅外冬 ê歷史教羅，一般用台語 ê族群積久成習

慣。自動連字變音成習慣，自然而然會曉，功能請看下面。劣點是，台語初學者

需要先學習台灣形容詞、副詞、助動詞及特殊分寫字，chiah 會曉寫文章。自動

連字變音愛讀者本身自修。 

分寫字（講寫仝音字）有三種 ê功能，第一是用 tī文章內必須照寫照讀 ê特

殊字，第二是用 tī連字變音（連字句，請參照 3.4.1）最後彼字，第三是用 tī輕聲

連字句 siōng頭前彼字（請參照 3.4.2）。有真 chē字習慣上分寫 ê特殊字，可比 lí、

góa、tī、ê、sī、beh、koh等，bē-sái用讀音寫，因為若用讀音寫，經過多音節化 ê

連字變音，會變做十三天地外 ê音調，h³人 bē曉讀，koh無人聽有。若˜知原音，

寫 ê時寧可 mài加連字符號 khah好讀。 

3.4. 連字 kap變音 

白話字 ê寫及標音雖然有人反對，需要照台語漢文 ê原音（單音節語）寫。

連字變音 ê原則初學者感覺困難學。會曉講台語 ê人也無共識。台語 ê連字變音

雖然有地方習慣 ê精差，˜-koh有一定無變 ê原則。連字符號 ná音樂樂譜 kā 讀

者指明應該按怎讀。台灣人講台語，不知不覺中間，自然會曉連字變音。但是初

學者需要筆者 kā in指明，就是用連字符號來指明，h³讀者靠一套確定 ê文法去

讀。 

3.4.1. 連字變音分做兩種 

請容允我用姚正道 kap陳明仁 ê例子，重複 tī chia來介紹一般連字變音 ê原

則。 

讀(講)變音  注(寫)原音    
第 1聲 → 第 2聲 hoe chhia (讀) → hóe-chhia (寫) 
第 2聲 → 第 3聲 khéng chiok (讀) → khèng-chiok (寫) 
第 3聲 → 第 7聲 tè kiû (讀) → tē-kiû (寫) 
第 4聲 → 第 8聲 sit giām (讀) → s…t-giām (寫) 
第 7聲 → 第 1聲 siāⁿ chhiûⁿ (讀) → siâⁿ-chhiûⁿ (寫) 
 → 第 5聲 sīn niû (讀) → sin-niû (寫) 
第 8聲 → 第 4聲 chhçk liōng (讀) → chhek-liōng (寫) 
 

注(寫)原音  讀(講)變音    
第 1聲 → 第 7聲 saⁿ-kh± (寫) → sāⁿ kh±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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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聲 → 第 1聲 té-miā (寫) → te miā (讀) 
第 3聲 → 第 2聲 kh±-tòa (寫) → kh¯ tòa (讀) 
第 4聲 → 第 2聲 khoah-khoah (寫) → khóah khoah (讀) 
第 5聲 → 第 7聲 lâng-kheh (寫) → lāng kheh (讀) 
第 7聲 → 第 3聲 phīⁿ-kóng (寫) → phìⁿ kóng (讀) 
第 8聲 → 第 4聲 t…t-t…t (寫) → tit t…t (讀) 
 

可見寫音雖然有七聲，˜-koh實際讀--ê只有五聲（1,2,3,7 kap 8）。有連字符號

ê 字句，最後彼字一定是原音表示連字 ê 字句已經完結。指明讀者˜通 koh 連字

落去讀。優點是，聖經內面有表明連字變音 ê，咱讀起來真順序。多音節 ê台語

讀法完全靠這個方法來造成。單音節台語若改做多音節語變音 chiah 好讀。按呢

講 beh 對 tó 位開始？Tó 位停止？就是對有變音 ê 字開始，一直到回復原音字為

止。這 tú-tú kap台灣糖廠五分仔火車仝款。普通最後彼台 caboose（ ，（車）

無變，he頭前 ê客車廂，會 sái長會 sái短，用各異 ê車廂。優點是，假使˜知某

一字 ê原音，通利用連字變音 ê原理，將彼字˜知原音 ê字，kh¢g tī字句 ê最後，

就會 sái發見原音。可比講，若˜知「學者」ê「學」字原音，就 kā hē tiàm siōng

後壁「上學」(siōng-hãk)，「學」字就是第八聲。分寫是做寫文章 ê 路用，˜-koh

讀者必須自動連字改做多音節語來讀。劣點是，真 chē習慣分寫 ê字，台灣人真

巧，會曉自動連字變音來讀。無容易寫台語文章，因為作者寫物件 ê時，就用讀

音 teh想，真容用錯誤 ê讀音來表示正式 ê原音。 

有 ê地方第八聲 kap第四聲 bē分明，可比 khit-chiãh（正寫）→kh…t chiah（錯

讀）。北部連字變音無仝 tī第五聲，可比 Iâ-s¬（正寫）→Iā s¬（中南部讀）→Ià s¬

（北部讀）。 

3.4.2. 雙連符號 kap變音（輕聲） 

台語 ê 連字變音無限定 siōng 尾字音無變頭前 lóng 著變音來讀，另外一種 ê

連字變音就是 siōng頭前彼字音無變，tòe tī後面 ê字音 chiah變。Tī這種情況作者

需要用雙連符號（--，double hyphen）來表示。這 tú-tú親像台灣 ê七分火車（淡

水線，集集線） 機關車無變，後面 ê車廂會 sái變。輕聲也會通 kap頂面 ê連字

變音做伙使用。台語 ê輕聲也是將單音節字（寫）改做多音節字（讀）ê方法。

請看以下 ê例： 

chhân--nih siōng-hó--ê lâi-pôe--i (正寫)→chhân nì siòng hó è lāi pôe ì (正讀) 
pãt-ê Siōng-tè--ê tiõh biãt--i (正寫)→pàt ê Siòng tè è tiò biãt ì (正讀) 
kî-û--ê (正寫)→kī û ē (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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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âm--ê lú--ê(正寫)→ lâm ē lú è(正讀) 

優點：台語 ê輕聲 kap連字變音仝款會 h³台灣話好聽 ê原因。這種雙連音（輕

聲）《台文罔報》用 siōng chē，其次是《TÂI-ÔAN-JĪ》、《台文通訊》開始 teh用。

舊約聖經有用但是新約聖經連一字 to無用，可能是無仝 ê翻譯者。《台文罔報》

˜限定白話字，連漢羅 ê漢字 mā kā加雙連符號，h³華語讀者莫名其妙。我想寫

台語文按呢寫是著，人 chiah bē用華語來讀漢羅台語文。劣點：真少人會曉用輕

聲，輕聲也有地區性。陳明仁分類輕聲做固定 kap無固定輕聲。固定輕聲讀比第

三聲 khah kē，可比”jõah-- sí“；無固定輕聲，可比「chhiⁿ--ê（寫）→chhiⁿ e（讀）」，

「kū--ê（寫）→ kū ē（讀）」。 

《TÂI-ÔAN-JĪ》編輯分類輕聲做： 

(1) 輕聲發音固定（接近第三聲）就用”--“，例：”Tân--sèⁿ “、” kiâⁿ--chhut-khì “ 

(2) 輕聲發音隨前變調 ê 輕聲，徵求、˜是命令-- ê 就用”‥”，例：”chhiⁿ‥

ê”、 ”h³‥góa” 

3.4.3. á（仔）字 

字尾 tàu “á”字是簡單 ê連字變音。例： 

ke-á (正寫)→kē á (正讀) 
káu-á (正寫)→kau á (正讀) 
niau-á (正寫)→niāu á (正讀) 

Siōng尾 ê連字無變音，所以是正常 ê連字變音，˜通用雙連音符號。 

4. 討論 

人類 ê語言是對母音 kap子音組合而成。母音是單獨會 sái存在，子音必須

倚靠母音 chiah有法度發音。台語有五字普通母音，a、e、i、o、u以外有¬ kap

鼻母音 m、n、ng。Chiah-ê字 lóng會當做母音來發音。 

4.1. 台語 ê單音節寫，多音節讀 

單音節分寫標音 ê 台語，beh 讀 ê時 kap 英語仝款，著連字做多音節語讀。

英語 khah簡單用 multi-syllable寫，beh讀 ê時，照每一個 syllable呼音 koh加 accent 

marker 來讀。台語因為是單音節有標音字，beh 做 multi-syllable 講 ê 時，著愛將

單音節語連字（用 hyphen）變音（kap原來 ê注音無仝款）chiah有法度讀。因此

本來寫 ê標音一款，讀音另外一款。但是台語有一套健全 ê連字變音 ê原則。 

分寫單音節字 ê台語是用連字符號(hyphen)來指明。讀者愛連字變音來讀 ch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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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順耳滑溜。英語雖然是多音節字，也 tiāⁿ-tiāⁿ用連字符號指明讀者 khah 容易瞭

解真長 ê形容詞。例：a net speak-as-a-second-language teacher。多音節語 ê英語 to

採用連字符號 h³讀者方便，何況台語？ 

台語 ê 羅馬字拼音相當倚近英語。阮 bat 請一位烏人女傳道師，頭一 pái 讀

台語聖詩，確實會當證明伊會曉讀 85%正確 ê台語，另外 15%是鼻音、¬、多子音

字、七聲 kap連字變音。所以若教伊 chiah-ê文法，伊真緊就會曉讀台語。 

4.2. 為啥物台語著分寫 kap連字變音？ 

台語分寫單音節標音字通讀˜-koh 無容易聽知。若 kā 連做多音節語來讀

（講），人 chiah聽有。台語多音節語 bē當照原音讀，著變音來讀，若無讀 bē順

嘴，聽 bē順耳。連字符號將七個音調（寫），簡化做五聲（khah少音調）來減輕

多音調 ê台語。例 “ng”字，按照廈門音新字典，第一聲有 5字，第二聲有 7字，

第三聲 1字，第五聲 6字，第七聲 1字，總共 20字。正寫做第五聲雖然有 6字，

但是連字變音做第七聲只有 1字。”chin”字，第一聲有 26字，第二聲有 22字，第

三聲 15字，第五聲 45字，第七聲 9字，總共 76字。正寫第一聲有 26字，若連字

變音做第七聲只有 9字。”sin”字，第一聲有 24字，第二聲有 5字，第三聲 8字，

第五聲 13字，第七聲 9字，總共 64字。正寫第一聲 29字，若連字變音做第七聲

只有 chhun 9字。可見加連字符號（連字變音）會通減少足 chē ê單音節標音字。

連字變音是台語單音節化做多音節讀 ê文法。讀者 bē-sái用分寫來讀，著化做多

音節語來讀。hiah-ê beh化做多音節 ê字句，只有靠加連字符號 chiah會當採用連

字變音 ê文法來讀。這就是將寫一音讀一音 ê精差，完全靠連字變音 ê文法來解

決寫讀無仝音 ê困擾。 

4.3. 台語羅馬字拼音 

雖然有真 chē 國家 teh 採用羅馬字拼音，如越南、韓國、日本、中國、台灣

等。羅馬字拼音各有無仝 ê標準。日語 ê五十音 siōng適合日語用，中國 êㄅㄆㄇ

siōng適合華語用，˜是北京 ê b, d, g, q, v, w, x, zh等會 sái取代，台灣羅馬字 siōng

適合拼音台語。客語也有一套適合 ê羅馬字拼音。所以若 beh用台語全羅拼音華

語、日語、韓國語、越南語，未免有」出入無符合 ê音調。雖然經過教育部國語

推行委員會多次 ê修改，beh有一套會通拼音台灣四族群 ê語言，時間 iáu-koh siuⁿ

早。日本 bat用過連字符號拼音日式羅馬字，例，ko-re-wa nan-desu-ka ?（這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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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現此時 in改用 Korewa nandesuka? 這種單音節語除掉連字符號做多音節語

讀，寫 khah 容易，讀無一定容易。日本採用多音節語˜是無犧牲正確度。例 

Ononoimoko（小野乃妹子）就無法度分明。若有加連音符號就真緊瞭解，例 O-no-no 

i-mo-ko。華語也採取無標音 ê多音節語，但是 beijing是指北京、被井 iah是背景？

無容易分別。雖然電腦輸入 khah容易，台語也有人主張用無標音 ê多音節分寫，

ná準是新世紀新發展 ê書寫法。但是 kokhong是指 ko-không iah是 kok-hông ？ 

4.4. 加添連字符號 ê分寫 kap連字變音 ê文章 

下面是黃武東牧師 ê祝禱： 

Gōan-lín-tāi-ke tit-tiõh-Iâ-s¬ Ki-tok ê-in-tián, Thiⁿ-pe Siōng-tè ê-thiàⁿ, 

tit-tiõh-Sèng-sîn ê-siiong-thong tùi-chit-sî kàu-bān-sè-tāi bô-chīn, A-Men. 

音韻聽起來真順耳好聽，會感動人。連字符號既然 chiah好用，為啥物無 beh

採用？ 

請 koh看下面 ê實例。例，Thài-pêng-iûⁿ，iûⁿ是寫 kap讀仝款音，表示˜是單

獨 ê分寫字，就是字句 siōng尾字。請看 thài，pêng兩字寫 kap讀完全無仝音，寫

thài（讀 thái），寫 pêng（讀 pēng），所以這是三字連 ê台語字句，寫做 thài-pêng-iûⁿ

（讀做 thái-pēng-iûⁿ）。請 koh看，Thài-pêng-iûⁿ-chiàn-cheng，cheng字寫讀仝音，這

是彼個字句 sōing尾字（是五字連字句）。因為按呢 cheng ê頭前彼四字讀 ê時 lóng

著變音，變音 ê方式也 kap頂面仝款，讀做 Thái pēng iūⁿ chián cheng。你若愛讀者

讀做兩個分開字句，就 kā寫做 Thài-pêng-iûⁿ chiàn-cheng，將 iûⁿ kap cheng分做兩個

字句寫。讀者自然照你 ê意思分開來讀，文法上 tó 一個寫法 lóng會 sái。Koh再

看，Thài-pêng-iûⁿ-chiàn-cheng-chiàn-hōan。這是七字連 ê 字句，hōan 寫讀仝音所以

是 sōing尾字，彼頭前 ê連字每一字 lóng著變音，beh按怎 kā讀者指明，這是七

字連 ê字句，著連做伙讀？著愛 tī寫文章 ê時加 hyphen。可見不管字句外長，啥

物詞，有連字變音 ê部份 lóng有仝款 ê變音法。 

Khiā tī讀者 ê立場，創世紀 1:1-4經文應該改寫做：A是聖經原文；B是平常

聖經 ê讀法，單音節語愛掛連字符號 ê已經變音，C建議改寫 ê經節。 

A. Gôan-khí-thâu Siōng-tè chhòng-chō thiⁿ kap tē. Tē sī khang-khang hūn-tūn; 
B. Gōan khi thâu Siòng tè chhóng chō thiⁿ kãp tē. Tē sì khāng khang hùn tūn; 
C. Gôan-khí-thâu Siōng-tè chhòng-chō thiⁿ kap-tē. Tē sī-khang-khang hūn-tūn; 

A. Chhim-ian ê bīn-chiūⁿ ¬-àm; Siōng-tè ê Sîn ūn-tōng tī chúi-bīn, 
B. Chhīm ian ē bìn chiūⁿ ³ àm; Siòng tè ē Sîn ùn tōng tì chui b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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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hhim-ian ê-bīn-chiūⁿ ¬-àm; Siōng-tè ê-Sîn ūn-tōng tī-chúi-bīn, 

A. Siōng-tè kóng, ‘Tiõh ū kng’, chiū ū kng. Siōng-tè khòaⁿ kng, sī hó. 
B. Siòng tè kóng, ‘Tiòh ù kng’, chiù ù kng. Siòng tè khóaⁿ kng, sì hó. 
C. Siōng-tè kóng, ‘Tiõh-ū-kng’, chiū-ū-kng. Siōng-tè khòaⁿ-kng, sī-hó. 

A. Siōng-tè chiong kng àm pun-khui. Siōng-tè kiò hit ê kng chò J…t, 
B. Siòng tè chiōng kng àm pūn khui, Siòng tè kió h…t ē kng chó J…t, 
C. Siōng-tè chiong-kng àm pun-khui. Siōng-tè kiò-hit-ê-kng chò-J…t, 

A. kiò àm chò Mê. Ū ê-hng ū chá-khí, sī thâu ch…t-j…t. 
B. kió àm chó Št. Ù ē hng ù cha khí, sì thāu chìt j…t. 
C. kiò-àm chò-Mê. Ū-ê-hng ū-chá-khí, sī-thâu-ch…t-j…t. 

4.5. 輕聲 bē-sái看輕 

正如上述，輕聲是另外一種 ê 連字變音語詞。Siōng 頭前彼字音無變，彼後

面會 sái變 iah是無變。所以無必要分做各種各樣 ê輕聲，koh-khah無需要用”‥”

來分別輕聲。筆者認為”--“雙連音符號就有夠用。第一頭前彼字，讀起來照原音

無變，koh ˜是特殊 ê分寫字，就會 sái開始加”--“。看 tòe後 ê字，若 iáu-koh讀做

原音，就 koh加”--“。sòa落去 ê字若有變音就改用”-“，一直 sòa落去 kàu tú著讀

原音無變 ê字為止。 

4.6. 學正港 ê台語 

Beh寫正確 ê全羅 iah是漢羅台語，我想需要對「人之初，性本善」iah是「人

有二手，一手五指，指有節，能屈伸」讀起，chiah會曉寫正確 ê台語原音。對這

點咱會當學習英文 ê “Basic English”。學會 800字英語單字就會當寫、讀、講英文。

當然 beh讀小說 iah是原書，800字是無夠。台語漢字若有一千 iah是五千字，我

想有夠。這項真重要，因為咱寫台語文章不管是全羅、漢羅，lóng著愛用原音做

基礎。 

4.7. 跳出單音節語 kap accent marker（標音） 

真正 beh解決分寫單音節字，標音 kap連字變音 ê困難，b7當採用現此時 ê

台語，如 Tân Bêng-jîn，寫做 TânBêngjîn iah是 Tanbengjin lóng ˜是好 ê解決法，siōng

好 ê方法就是採用 Babuja Sidaia，發展半祖先 ê平埔族語 iah是原住民語。In無單

音節標音字親像台語、華語、廣東話、上海話等，chiah 有可能跳出這種困難。

平埔族語 kap原住民語大部分 koh無標音，容易電腦化、多音節化，˜免連字變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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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台語白話字 ê分寫連字變音有啥好處？筆者˜敢講是一種 ê改進，只有

「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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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eeeekkkk----iàuiàuiàuiàu    
Pún gián-kiù ê bõk-tçk sī khiā tī thõk-chiá ê l…p-tiûⁿ, chài-hóng lçk-sú í-keng ū 130 gōa 

tang ê Kàu-lô siá-hoat, ¢g-bāng ē-tàng chhōe-chhut khah hãp-lí ê siá-thõk-hoat. Pún-bûn 

chhái-iōng Kū-iok Lô-má-jī Sèng-keng chò châi-liāu, iōng ph¯-thong ê thãk-hoat lâi pí-kàu 

siá-hoat. Siá kap thãk nā bô kāng-im ê jī-kù (jī-sû), chiū kiám-cha khòaⁿ ū hû-hãp Kàu-lô ê 

liân-jī piàn-im ê gôan-chek bô ? Nā bô, pit-chiá chiū iōng thõk-im chò ki-chh¯, chiong hiah-ê 

ū piàn-im ê hun-siá-jī, put-kóan he sī siáⁿ-m…h sû, kā ka liân-im hû-hō piàn-chò 

to-im-chat-gú, h³ thõk-chiá chí-ū khò liân-jī piàn-im ê gôan-chek lâi thãk. 

Gôan-bûn kap thõk-bûn ê pí-kàu kiat-kó, chham-kiàn ē-bīn kúi-hāng ê gôan-chek. 

(1) Pçh-ōe-jī khak-s…t ū chin chheng-chhó ê hun-siá, liân-jī piàn-im ê siá-thõk-hoat. 

(2) Liân-jī-kù(jī-sû) sī to-im-chat (multi-syllable), sī chiong hun-siá ū phiau-im ê jī, ka 

liân-jī-hû-hō (hyphen) lâi ch¬-sêng. Put-kóan liân-jī-kù sī gōa t£g, chòe-āu hit jī 

chiàu gôan-im thãk bô piàn. Hit-ê thâu-chêng múi ch…t-jī lóng ài chiàu gôan-chek 

piàn-im lâi thãk chiah ē kýt-liu sūn-tiāu. 

(3) Hun-siá sī chòe thâu-thiàⁿ. Bûn-hoat ê chheh kóng hêng-iông-sû, hù-sû, 

ch³-tōng-sû kap í-gōa tçk-sû ê jī ài iōng ū piau-im ê tan-im-chiat-jī (hun-siá). 

Sui-jiân sī án-ni, iau-kiû thõk-im ài chū-tōng liân-jī piàn-im lâi thãk. Che ū-kàu bô 

chhin –chhiat, tùi Tâi-gú chh¬-hãk-chiá chō-sêng chin tōa ê khùn-jiáu. In nā ˜-sī 

ch…t-jī ch…t-jī chiàu gôan-im hun-khui thãk, chiū ¬-pçh liân-jī piàn-im lâi thãk. 

Pit-chiá jīm-ûi put-kóan siá-m…h sû, bûn-chiuⁿ gōa t£g, teh siá ê sî nā kám-kak kap 

gôan-im ū chhut-j…p--ê, tiõh ài kòa liân-jī-hû-hō, h³ thõk-chiá ē-tàng chiàu liân-jī 

piàn-im ê gôan-chek lâi thãk. 

Lēng-gōa ch…t-chióng ê liân-jī piàn-im sī siōng thâu-chêng hit-jī bô piàn-im (chiàu 

gôan-im thãk), hit āu-bīn ê jī ē-sái piàn-im, bô piàn-im iah-sī kap liân-jī-hû-hō chò-hóe 

sú-iōng. Ph¯-thong sī ka siang-liân hû-hō (double hyphen). Chit-chióng ê liân-jī piàn-im 

kiò-chò khin-siaⁿ, pí-kàu khah chió lâng ē-hiáu iōng. 

Pit-chiá bô siūⁿ-beh kái Kàu-lô ê siá-hoat, chí-ū iōng liân-jī-hû-hō lâi chí-bêng Kàu-lô 

ch…t-p³-hūn ê hun-siá-jī èng-kai siõk tī keh-piah ê jī-sû, liâm chò-hóe piàn-chò to-im-chiat-gú 

lâi thãk. Che sī ch…t-chióng “S…t-sū kiû sī, cheng jú kiû cheng” ê siá-thõk-hoat, mā thang 

kái-koat Tâi-gú chh¬-hãk-chiá bô èng-kai ū ê khùn-jiáu. 

Koan-kiàn-sû : Kàu-hōe Lô-má-jī, Hun-siá, Liân-jī piàn-im, To-im-chiat-gú, 
Siá-thõk-hoat, Kàu-lô thãk kóng piàn-im ê gôan-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