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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蔡培火一生推 sak台語白話字，有改換白話字 ê 形式，
無改換推廣台灣話 ê 決志。雖然無達成羅馬字 ê 普及，伊
用羅馬字所寫 ê 散文集《十項管見》留落台灣文學重要 ê
白話字文學資產。就文學論文學《十項管見》是真成功 ê 散
文，可以比並美國文藝復興時期愛默森 ê 散文。Kap Emerson
仝款，蔡培火採取講演式 ê 議論性散文 (essay) 。蔡培火 tī 
論述中大量運用譬論，成功運用這款寫作策略來達成伊教育

當時智識水平偏低 ê 廣大台灣常民，以提昇台灣 ê 國民水
準。本文詳細舉出每一節內底 ê 譬論來看伊 kap主題 (theme)
如何搭配，以達到拆明（elaborate)論點 ê目的。 

 

關鍵詞：蔡培火、白話字、羅馬字、譬論、散文、台語文學 

 

壹．蔡培火 kap Emerson 

 

Ralph Waldo Emerson (愛默森) tī 美國ê 文藝復興時代1，扮演啟蒙

者、理論家、思想導師ê 角色 。台灣tī 日本時代出現ê 台灣話文運動，

以及當時開始puh 芛ê 台語文學，咱kā 看做是台灣文學史上ê 第一波

文藝復興運動，蔡培火某種角度來看，嘛有扮演著啟蒙者、理論家、

思想導師角色ê 色彩。雖罔台灣ê 這波文藝復興運動終歸尾來失敗， 

蔡培火ê 角色嘛扮演了無成功，特別是伊盡心盡力推sak ê 白話字到路

                                                 
1 美國ê 文藝復興時期，1820~1870，正港ê 美國文學tī 這個時期出現，主要ê 作家有
Washiongton Irving, James Cooper, Ralph Emerson, Nathaniel Hawthorne, Edgar Allan Poe, Henry 
Thoreau, Walt Whitman, Herman Melville, Emily Dic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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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親像伊家己講ê 「前半生為白話字普及所做ê 努力，tī日據時代算是

盡歸烏有ah 」(蔡培火，1965:6)，kap Emerson 講演體ê 散文仝款，伊向

台灣同胞講演ê白話字散文集《十項管見》卻是留h 咱真有價值ê文學

遺產。 

賀安娟 (Ann Heylen) 認為蔡培火 ê 白話字運動雖然因為羅馬字

是外來 ê （foreign origin)，結果失敗，無影響殖民政府 ê 語言政策 kap

語言教育，-koh ，白話字運動 ê 出現，對後來台灣人認同 （Taiwanese 

identity) ê 形構 (framing)卻是真重要 ê。伊甚至認為因為按呢，戰後 ê 台

語文書寫一向被解讀為台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Heylen 

2002: 4） 

    

貳．蔡培火 ê 變 kap 不變 

 
賀安娟 ê講法拍算有真濟人無 saⁿ贊同。論者往往認為日本時代 ê

蔡培火是進步 ê，抗日 ê智識分子，-koh 「國民黨中國」2時代 ê 蔡

培火卻是變真濟，甚至有人煞罵伊「臭培火」。 「後來蔣政權來台，

蔡培火先生擔任行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了後，我與伊 ê 

政治立場，漸漸發生不同的看法。」（高俊明，1998）。不過，咱若詳

細讀伊 ê 日記3抑是 《十項管見》ê 第四項〈論漢人特有 ê 性質〉，

咱 thang 知影伊 ê 中國人立場及國民黨立場是一致 ê 。咱 kan-nā 會

tàng 講是伊無 tòe 台灣人新興 ê 台灣人運動 ê 立場進步。是台灣人運

動「變」 是伊「變」。伊卻是攏無變。伊 e 白話字形式雖然 tī 日本

時代 bat 變做 kana ê 形式，國民黨時代 koh tòe leh 變做注音符號 ê 形

式，不過伊堅持推 sak台灣話白話字 ê 立場一直攏無變。這伊家己解

                                                 
2 引用李敏勇ê 講法，「國民黨中國」指國民黨統治下ê 「中華民國」。 
3 蔡培火ê 日記 1929~1936 （Heyl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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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kah 真清楚。為著 beh 推 sak 台灣話 kap台灣白話字，伊無 beh 堅

持白話字 ê 符號形式。雖然咱現此時去讀伊《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

典》序文內底所寫 ê 「反共八股文」4實在讀 bē 落去，不過，咱 ài

轉去 hit當時 ê 時代背景去讀，去評論按呢 chiah bē 犯著「以今非古」

ê 錯誤。 

 

參．十項管見有何關鍵高見 

 

若是以現階段知識已經普及 ê 台灣來讀《十項管見》，確實是「十

項管見」，無甚物高深 ê 見解。不過若是轉去「知識大飢荒」（蔡培火

ê用語） 1920 年代 ê 台灣，咱 thang 講蔡培火是先知先覺，hiah 早 tio̍h 

會曉知影羅馬字 ê 好處，知影台灣人若學羅馬字，「若是按呢，台灣

就會向上，台灣就會換新，台灣就會活起來！！」（蔡培火 1925:20）。

這個見解應該是《十項管見》內底上界關鍵性 ê 高見。可惜這款先知

性 ê 理論 tī 當時無法度得著台灣人 ê 認同，到 chit當今嘛猶是寂寞 ê 

聲音。若是論講伊 ê 內容雖然有 ê 已經過時，-koh tī hit 當時是非常

先知非常進步 ê 觀念，嘛有到當今猶是有合用 ê 。伊對金錢、健康、

清潔、兩性平等 ê 觀念攏猶是真合時 ê ，伊 ê 社會觀、文明觀、性命

觀、仁愛觀等等 ê 哲學攏是普世 ê 價值觀。咱若比較 Emerson ê 散文

集《The Essays of Ralph Waldo Emerson》，就會發現 in 攏有共同討論著

真濟普世永恒 ê 思想，比如講仁愛 (love)、藝術 (art)、知識 (intellect)、

活命 (the Over-Soul)等等。 

 

                                                 
4 如「反攻復國大業未成，吾人應加努力…」、「將來國軍收復大陸，急需萬眾一心建
設生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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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議論性散文中的論述 

 

張愛玲 tī 伊翻譯《愛默森選集》ê 序文內底講起「英國名作家麥

修. 亞諾德曾經說：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森的影響更

大」。Emerson ê 散文就是議論性散文。參 Emerson 見長 ê 文體 (genre)

仝款，蔡培火 ê 《十項管見》嘛攏是議論文 (essay)，而且 koh 嘛攏是

講演式 ê 議論，蔡培火逐篇 ê 行文攏會隨時用「列位」、「列位兄弟姊

妹」、「大家眾位同胞」、「我所敬疼 ê 同族 ê 姊妹」來做起頭，抑是轉

接，隨時 h 讀者感覺是 teh 及伊講話、討論，真有親切感。伊 ê 文筆

算是真好，真通順，好讀好唸，比起同時代用漢字寫 ê 台灣話文 ê 無

通順，實在是天差 leh 地。若是伊論述 ê 推理、說服應該算是相當「雄

辯」(eloquent)。這是 hit當時 ê 台灣話文所看 bē 著 ê 。這本散文集應

該是日本時代唯一 ê 一本議論性散文集 (essays)。 

 
伍．《十項管見》中 ê 譬論 

是甚物寫作策略會 tàng h 蔡培火面對教育程度真低，甚至是多數

無受教育 ê 台灣人寫出《十項管見》這款 chiah-nh 成功 ê 講演式議論

性散文？關鍵就是運用譬論。耶穌是按怎講伊 ê 永生 ê 道理？運用譬

論！這 h 人瞭解 beh kā 道理講 h 常民會曉瞭解，聽有，聽會入耳，

beh 進一步相信你 ê 論點，論述中 ài 參譬論。 

廣義 ê 譬論包括明喻 (simile)、暗喻 (metaphor)、譬喻 (allegory) 以

及寓言 (parable)。若是 tī 詩歌 ê 文體，前二種上普遍，不過若是 tī 議

論性散文內底，後二種比較 khah 受歡迎。不過《十項管見》內面真

少寓言 ê 方式，主要是譬喻 ê 形式 khah 濟，嘛有結合明喻、暗喻 kap

譬喻 ê 。 

詩歌 ê 譬論強調伊 ê 創意 (creativity)，不過若是議論性散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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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講演性 ê 議論散文，可能 bē 使 siuⁿ 過有創意，按呢 khah 歹瞭解，

顛倒是運用通人攏知 ê cliché（陳腔瀾調），抑是刻板印象 (sterotype)，

反轉 khah 有效果。 

下面咱著來看蔡培火 tī 《十項管見》內底按怎運用譬論： 

1.   世間是一條ê大溪流 

世間萬項the變換是親像溪水tī-the流。 你看，溪水汪汪tī-the 

流，暝日to攏無有寸刻ê歇睏。總是 thang講，溪水是一去無

回頭。 Tio̍h，溪水是對山頂流落來，直透流對海nih去。 請

想看，溪水若是一去無回頭，山頂怎樣有hiah濟不時to流bē

了？ 實在溪水 是一去無回頭；溪水流到海裡ê中間，tio̍h

受日頭曝燒，對 án-ni水變做水煙chhèng上天頂去。 水煙tī

天頂見tio̍h冷風，就koh變成水ka-luh5對山頂地面來，這就是

叫做雨。 所以thang知，溪水是對山頂流落海，總是到海會

koh chhèng上山，是án-ni循環teh-tńg。世間萬項teh變換，看真

to照這個款；是有照一定ê路徑teh變遷，的確  是無定tio̍h亂

亂tī-teh ká。 水tio̍h行流，tio̍h變換chiah bē臭，世間萬項也是tio̍h 

ài改舊換新chiah會有進步。 水雖然是真清真好，-kú若是積

tī一所在，無偌久就會變濁發 臭味。(第二項  新台灣kap羅

馬字ê關係) 

這就有明喻（世間 萬項 teh 變換 是 親像 溪水 tī-teh 流），有

暗喻（世間是一條 ê 大溪流），整個譬論是譬喻 ê 方式。新台灣 kap

羅馬字 ê 關係為何用溪水 teh 流來譬喻？台灣 beh 新， 是舊， 是

無變換， 是「積 tī 一所在」，煞來清水「變濁發臭味」，就 ài 變換

來使用白話字，ài改舊換新 chiah會 有 進步；若是一直使用漢字無變

換，台灣就是舊台灣，就會到路尾「變濁發臭味」。 

                                                 
5 ka-luh：落下；to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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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家已經bat羅馬字ê列位，我信列位也是時時teh掛心台灣ê進

步，所以深深祈願kap大家合氣力，暝日認真普及羅馬字。 咱

大家若是緊緊先來bat這 二十四字ê羅馬字，台灣是的確真

正oh得救。 台灣現今是在知識大飢荒ê時代，大家ê頭殼碗已

經空空，gō6 到beh 倒落去，咱taⁿ tio̍h緊緊 tāi-seng來開這個

羅馬字ê倉庫門，這間khah好開。 咱iau-gō了無力，別間倉庫

門是開bē 來，tio̍h對這間先開，咱ê頭腦chiah會得tio̍h淡薄飽

tīⁿ7。 對án-ni，咱就會thang積蓄些少8 ê氣力，thang koh來開

國語ê倉庫，漢文ê倉庫，á是英語，以及其他種種外國話 ê

倉庫門。 列位同胞！咱tio̍h緊緊來學羅馬字，ih咱濟濟人tio̍h

用羅馬字來寫濟濟ê好冊，h咱濟濟ê兄弟姐妹讀；h in thang

醫好in ê精神ê iau-gō。

                                                

 若是án-ni，台灣就會向上，台灣就會

換新，台灣就會活--起來！！(第二項  新台灣kap羅馬字ê關

係) 

Kā 羅馬字比喻做「倉庫門」，拍開這個倉庫門就會有知識

ê 米糧 thang 食，就 bē koh 再 iau-gō，精神就會飽足。到時，才

koh 去開別 ê 倉庫門。  

3.   個人kap社會 

比並9社會親像厝，個人就是楹á，角á，磚，柱，hit一類。厝

ài勇；免講磚，石，杉柱ài攏勇，總是kan-ta àn-ni bē用得；起

hit間厝ê目的ài明白要緊。 厝ê目的，-nā是beh chh風雨，防

水火；koh再tio̍h ài有通風，有衛生，會堪得地動，chiah-ê目的 

 
6 gō：餓；hungry。 
7 飽tīⁿ[pá-tīⁿ]：飽滿；full。 
8 些少[sia-siáu]：些許；a little。 
9 比並[pí-phēng]：比較；to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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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想有夠額，koh有明朗，自然hiah ê材料tàu10穿就會好勢，會

tàu-tah；起了厝就的確真勇，真sù-sī。

                                                

 社會kap個人ê關係，

實在是kap這siāng-khóan，ài社會文明就tio̍h個人攏有教育，各

人 各成一種 ê人才； ih個個攏有明白in ê社會共通ê目的，這

款ê社會起頭chiah有堅固。(第三 項 社會 生活ê意義) 

人既然是社會ê動物，beh按怎來譬喻人kap社會ê關係？蔡培火講咱

人就親像楹á，角á，磚á，柱á chia ê 起厝ê 物件，所以社會就是一

間厝。每個人若勇，厝自然就勇，咱人若bái 才  ，社會就敗害。

按呢敢 是加真容易瞭解，加真有具體感、實在感？按呢，譬喻

ê 功能就有達成。  

4.   社會組織ê本相 

織線成布，合人就成社會。 布ê花字11有百百款，總是社會ê

形象敢那千千萬萬樣。 社會組織ê款式實在是複雜至極。 

因為社會ê形象複雜到án-ni，有一輩軟chiáⁿ12ê人生出一款厭世

ê感念講：「世態 無常」就是看社會親像水波非常動搖無定

tio̍h。 總是這款是看皮無看骨所致--ê；若進khah深檢點來 

看，就的確會thang看tio̍h社會ê本相。請認真看，布 ê花字雖

然有濟濟款，總是只有兩種ê線織成--ê；一種是直線，一種

是橫線。 社會也是án-ni。(第三項  社會生活ê意義) 

Koh譬論社會是一塊布，布花濟濟款，那像社會真濟花樣，咱人

就那像直線抑是橫線，無管是甚物花布，攏嘛是橫線 kap直線織起來

ê 。一般 ê婦女同胞聽了敢 是就會清清楚楚？社會是甚物碗糕伊

-bat 看過，總是不時 teh 剪布料，做衫仔褲，這 tio̍h 真親切，sa有

cháng lah。 
 

10 tàu：組合；constitute。 
11 花字[hoe-jī]：花樣；pattern。 
12 軟chiáⁿ[nńg-chiáⁿ]：軟弱；fee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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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這霎teh寫這篇文，有tú-tio̍h一chân趣味ê tāi-chì。 我ê老母

今年69歲，這霎伊tī窗á外the ak菊花。  我放落筆óa去看，菊

花已經拍真濟13tī-teh。 我chhun手將hiah ê 成物ê花 beh kā

伊捻tàn-sk，thang h 花開了好勢面，ih會khah大蕊。 老大

人將我ê手kā 我掠teh講，「哎喲！無采人ê物，-thang lah。」

列位，伊是我ê序大人，總是我信伊這個心事敢會用得代表

咱ê兄弟姐妹--ê。 咱tī種花ê中間iáu-kú到tī 這個款，kan-ta看

見花 濟蕊就歡喜，kā伊捻起來 就-kam，án-ni結局是無好

花thang看lah! (第四項  論漢人特有ê性質)  

Beh 論漢人 ê khioh-sp，-koh 無智慧 kap 知識，目睭前 in

老母就是一個具有漢人特質 ê 台灣人。花  若是 siuⁿ 過濟，營

養份無夠栽培，逐蕊攏會細細蕊，黃酸黃酸；若是 kā 部份 ê  

剪 thó-kak,顛倒會有 súi 花 thang 看。果 chh 嘛是按呢。這個譬

論算是寓言式 ê 。  
6.   文明人比並親像大人，野蠻人就若親像囡仔。 大人濟閱歷

濟研究，有受khah濟ê教育；囡仔幼細，khah無經驗無閱歷iā

無讀冊。 總講，大人khah有親近真理，囡仔就khah無。 所

以囡仔teh做事 是想情理chiah做，koh再伊iā是be曉得；囡仔

攏是照伊ê感觸，照伊ê所愛ài teh行。 所以囡仔所做ê tāi-chì

是無頭無尾，一霎仔久做一項，liâm-piⁿ就做hit hāng。 因為

伊是照伊ê感情ka-tī主意做事，伊無管別人ê拍算。 所以你若

認真看就知，見若有幾ê囡仔作伙thit-thô，的確就真亂雜無聯

絡，無有 甚麼秩序，ih無lōa久的確就冤家14；因為in攏khah ài

趁ka-tī，自然就生出衝突。(第五項  文明kap野蠻ê分別) 

                                                 
13 ：花蕾；bud。 
14 冤家[oan-ke]：吵架；qu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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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人kap野蠻人oh比論，勉強比並做大人kap囡仔，因為逐個人

厝裡攏有大人有囡仔，對囡仔ê吵鬧真有體驗，可能嘛真想beh kā 拍 （抑

是本底tio̍h 逐工拍ah)，按呢一定一下就會tàng瞭解。台灣人敢 是真濟

人沿ná拍囡仔沿ná嘛伊生番。不過，tī 現此時咱會感覺這個譬喻， 是

真妥當。 

7.   所以我講會生kiáⁿ會教kiáⁿ，是無各樣會曉栽花曉沃水；會曉

播稻曉挽草。Chit種婦人人堪得做gín-ná ê老母，只好做雞á-kiáⁿ 

ê雞母。.生kiáⁿ是真oh，養kiáⁿ koh-khah oh，總是教kiáⁿ是iáu久

koh-khah oh! (第六項  論女子ê代誌)  

    Beh教育咱 ê婦女同胞會曉生就 ài會曉教，講「生 kiáⁿ會教 kiáⁿ」

親像「會曉栽花曉沃水」，抑是「會曉播稻曉挽草」。生 kiáⁿ就是栽花，

無教就是無沃水，he花當然 lian，囡仔當然黃酸；播稻仔無 khau草，

稻仔穩當死酸死酸 bē大欉，囡仔 bē大漢，當然 ài教 loh。台灣 ê婦人

一方面顧家庭嘛 ài作穡，若免作穡 ê，上無嘛 ài栽花種草，這個譬喻

tio̍h真合 su。 

8   總是 tio̍h想真。生 kiáⁿ kap lip土尪 á是無 siāng。土尪 á lip 

koh-khah chē sian，kā伊排規列，伊就恬恬 tiàm hia chhāi， 免

食也破-pēⁿ，koh再冤家做 pháiⁿ事。Gín-ná kú 是 án-ni leh;

無有 hiah隨便。(第六項  論女子 ê代誌) 

9.   眾姐妹兄弟，西洋人看伊ê家庭親像天堂，親像西天極樂ê所

在。亦現時咱ê家庭khah-chē是親像甚麼款？Kiám 是親像監

獄á是地獄--ê是khah大部分？Tùi目睭所看見ê講，在咱ê家庭

ta-po͘人khah-chē是親像王爺公，婦人人是親像查某。 Thang

講咱ê家庭是男子專制ê國度。(第六項  論女子ê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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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ang講從來ê結婚，ná親像青瞑15 teh liam-khau-á16，全然是t字

運17ê做法。 Kiám-chhái會thang講是親像po̍ah tâu-káu18 ê款；六面

chiah有一面thang ǹg望，五面是輸，kan-ta一面有thang贏，實在

是真正無妥當。因為chit款ê翁某是tùi父母ê命令，是tùi兩人ê

愛情來結成--ê，所以性情 bē合是khah-chē。

                                                

(第六項 論女子 ê 

代誌) 

11.  死kap活chit兩項，是全然倒péng19 ê代誌。死若譬論做暗，活就

是光。亦死若譬論做無，活就是有；koh再死若是落kē，活就

是上 kôan lah。 對án-ni thang知死kap活是對比，兩項相對照。

所以若會thang明白一pêng20， koh一pêng就自然ka-tī會thang

知。譬論講，若知影東pêng，自然西pêng就會曉得。死kap活

兩項果然是無siāng；總是因為是相倒péng，所以若知活，就會 

thang知死；亦若知死，也會 thang知活。所以孔子ê學生子路

問死ê 代誌 ê時陣，孔子kan-ta ìn21 伊講：『未知生，焉知死？』

是講，你to猶明白怎樣叫做活，beh thài會曉sáⁿ-hòe號做死？在

孔子ê意思就是講：你若會明白活ê代誌，自然死ê代誌ka-tī後

來就會得thang明白。(第七項   論活命) 

12.  所以做人斷然是親像teh搬戲，chit時裝做生，khah停裝做

tòaⁿ22；tī棚頂大家做了不共戴天ê仇敵，落棚下隨時變成你兄

我弟ê好朋友。做人定tio̍h 死án-ni lah!嘴鬚發出來，beh叫伊 

 
15 青瞑[chheⁿ-mê]：眼盲：blind。 
16 liam-khau-á [拈鬮仔]：抽籤；to cast lots; to draw lots。 
17 字運[jī-ūn]：運氣、運命；a fortune。 
18 tâu-káu [骰九]：骰子；a dice。 
19 tò-péng [倒péng]：相反；opposite; contrary。 
20 pêng [旁]：邊、方、側；a side。 
21 ìn [應]：回答；to answer; to reply to。 
22 tòaⁿ：妲或旦，女演員；an ac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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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 kiu入去，是的確用得；頭毛白，怎樣會thang叫伊koh烏，

neh? (第七項  論活命) 

13.  Thang知有變換，有發達，是活命頭一條ê要件。親像椅，桌，

磚á，石頭，chit類設使有變換，伊ê變換是進步發達ê變換，

是漸漸消無退步，是ná變ná pháiⁿ；chit類是無活命，是叫做無

命ê物。(第七項  論活命) 

14.  樹木kap禽獸pêⁿ-pêⁿ to是不時有變換有發達，所以to lóng是活

物。久樹木ê活kap禽獸蟲豸ê活大大有無siāng ê所在。飛禽走

獸蟲豸ê活，比樹木花草ê活有khah-kôan一坎23。樹木花草雖然

時時有變換發達，總是伊若是人kā伊掘，kā伊扛，伊的確是

thang徙過位，蟲豸鳥隻就是án-ni; ka-tī會thang徙位去chia去

hia。 Thang知khah-kôan ê活命iáu有一條ê 要件，就是tio̍h愛會

thang用 ka-tī ê心思自由行走振動。(第七項  論活命) 

 

15.  你看，火車真gâu走，gâu振動；án-ni火車kiám是有活命？斷斷

無。火車雖然是有teh走，teh振動，he 是出自伊ka-tī，是駛

火車ê人叫伊tī-teh走；駛火車ê人若是，

                                                

一寸遠伊to thang徙進

前。有活命ê 是án-ni;有活命ê振動的確是出自ka-tī ê意思。飼

牛gín-ná牽牛去水邊beh h牛水。牛嘴乾就；總是若已經夠

額，雖然是gín-ná大聲hoah 伊 tio̍h koh ，牛亦是做伊在我在

我；beh   是出在牛ka-tī主意，別人thang kā伊干涉。牛ê振

動是出在伊ka-tī，所以牛是有活命。 Koh再這款ê活命是比樹

木ê khah-kôan一坎。牛chit類是叫做動物，樹木是叫做植物。(第

七項  論活命) 

 

 
23 坎[khám]：級；a level or grade or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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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譬論講，pháiⁿ年冬，五穀lóng無收，無tàng thang買食物ê時陣，

好額人ê厝有珍珠，有米糧，伊講beh表明伊ê好德行，將伊所

有ê珍珠量幾升幾斗，分h厝邊無thang食ê人。chit款怎樣，neh?

是好á是pháiⁿ？若是好年冬ê時的確是真好，koh再若是交通利

便，將hiah-ê珍珠有tàng thang去賣，去完24米糧，雖然是比糧

米h伊khah費氣，也iáu久會thang講是行好事。久年冬是pháiⁿ 

lah, tk-tah to lóng pháiⁿ，

                                                

tk人to lám腹肚teh看錢生sian；在chit

號ê時陣，一斗珍珠kiám 是比一粒米粟khah 值，khah無路

用mah?(第七項  論活命) 

17.  永遠ê活命就是神。講beh希望得tio̍h永遠ê活命，是講ǹg望beh 做 

神á 是？若是chit-ê意思，是的確免望，是斷斷會ê代誌。試

想看，一滴水怎樣會thang成做大海neh?一滴水所做會到ê，不

過是參tī大海ê水內，thang關係tī飼大魚，浮大船ê代誌若tiāⁿ。

一滴水實在是thang成做一大海ê水；總是一滴水雖然是小小，

也是會thang流入tī大海ê內底，tàu做大海所會thang做ê事。 

頂面hit-ê譬論是kan-ta借來teh說明一點ê意思若tiā，n是講一滴

水kap一大海ê關係，是全然chham人kap神ê關係sio-siāng lah。一

滴水雖是少，一滴十滴 百滴萬滴，漸積漸chē，到尾就會變

成海。一滴水果然是是海，久海是真正chē ê水滴所積成

--ê，這是h人強諍25 --得。Chit點是事實。 

神kap人ê關係就是chit款。水滴積chē會成海，總是將thong天

腳下ê人，lóng kā伊聚óa來，結局也是人若定， 斷然thang成做

神。神是神ka-tī，斷然是對人來做成ê 物。 人已經知人ê活

命是有限量。神是無限量。有限量 --ê聚khah-chē，也是有限

 
24 完[ôan]：納稅；to pay taxes。 
25 強諍[kiông-chèⁿ]：強辯；.to defend oneself by soph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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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khah怎樣to thang變成無限量。Tùi án-ni，若深深想khah 

kàu，就會thang明白人thang成做神ê理氣。(第七項  論活命) 

18.  Tī-chia，我愛koh譬喻一項講。Tùi chit個譬喻神kap人ê關係，

kiám-chhái會khah明。神譬喻做人，亦人譬喻做話。人有無限

量ê心思。(Chit句小khóa tio̍h斟酌，不過是準做 án-ni講)。koh

再人ê心思是無形狀，人beh表現伊ê心思就是用話講。心思既

然表現tī話--nih, hit-ê心思就變成有定tio̍h，有一定，有形狀，

有指一項ê代誌，會成一項ê事業。咱知話是tùi人出，總是話

的確是人，就是拾千千萬萬句ê話óa--來，也是的確thang成做

人。  Án-ni;話kap人是絕對無關連mah?一句話若講了，亦就

飛無--去，á 是？斷斷是lah.有一句話，的確有一個ê使命，

tio̍h成一項ê代誌。Hit句話ê 使命雖然tio̍h成一項ê代誌，總是會

成也是有，成--ê mā 昰無。成，成功ê話，tùi hit句話論，hit

句sòa變成無意思ê冇話26；tùi講hit句話ê人來論，hit-ê人ê心思無

成就，所以第一定tio̍h，伊是憂悶無平安；第二，伊的確會koh

換伊ê所想，重頭koh計畫。Án-ni起頭hit句話算是離開hit-ê人，

thang koh做甚麼。Hit句話 ê使命若是有成功，有照講hit句話 ê

人ê心志實現，án-ni hit句話kap hit-ê人ê心有合，hit-ê人ê心免

koh chhiau-chhk27。 Hit句話合tī hit-ê人ê心，亦hit-ê人ê心是永

遠kap hit-ê人作伙，所以thang講hit句話是永遠kap hit-ê人pêⁿ-pêⁿ 

tī-teh。 

我免koh拆28，phah算大家已經明白了。大家，頂面ê譬喻若

是無-tio̍h，咱會記得hit-ê人就是譬喻做神，hit句話譬喻做人

lah。話會 thang kap人tī-the，就是意味人會thang kap神作伙ê

                                                 
26 冇話[phàⁿ-ōe]：虛言；a lie; a falsehood。 
27 chhiau-chhk：由於搬動很不安定； 
28 拆[thiah]：闡明；to clarify; to explain; to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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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Án-ni hit-ê人就是得tio̍h永遠ê活命。Tio̍h chit款永遠ê活命

chiah是真ê活命lah。(第七項  論活命) 

19.  我講，今á日ê台灣是親像一片ê塚埔29。塚埔！塚埔是啥所在？

塚埔就是死窟 lah，就是無活命ê所在。列位ê中間kiám-chhái

有人beh罵我講siáu話！我是講siáu話，是講實在。請聽我分

拆30。 

列位，  塚埔所有ê是甚麼？墓！骨頭！teh爛ê身屍！！！

Chiah-ê以外iáu有甚麼無？有，也有青草tī-teh搖風，蟲tī-teh 

chhia,蛇tī-teh sô，狗tī-teh鼻，lāi-hio̍h tī-teh kho͘，teh sh。以外若

是iáu有就是幾個á引魂探墓悽慘ê人若tiāⁿ。在

                                                

塚埔是無有活命

lah,無有活動快樂雅致純潔ê活命，kan-ta是白骨死屍 廢墓遍遍

滿滿是。總講，塚埔是有形無命ê所在。 

我講現時咱台灣可比親像一片ê塚埔。就是愛講在咱台灣現時

kan-ta有形式無精神 ê意思。(第七項  論活命) 

20.  愛ê第二要素是tio̍h有敬重ê心肝。 Nā無敬重ê心肝，雖然是thh

甚物khah好ê物h人，to用得講是愛。你看，人常常有飼鳥á tī

厝內。 有chhòng真ê lam-á h伊tiàm。有常常舀水h伊洗。 亦

有定定thh物h伊食。 Thang講hit隻鳥á tùi人所得--ê是真濟；

kiám-chhái phēng伊tī曠野所會thang得tio̍h--ê是ke khah好無thang

算。 久請想看，hit款是愛á 是？斷斷是lah。chit款是愛；

愛tio̍h有敬重ê心肝。人tùi伊所飼ê鳥á，thài有甚麼敬重，neh?

鳥á本來是鳥á，伊ê兩pêng有發st31，伊ê天性生成是愛飛 tī天

懸地闊ê所在。總是人為tio̍h ka-tī ê心適，有st  h伊飛，有所

在允准伊去，日日kā伊關tī lam-á內。人若換做鳥á， 知beh

 
29 塚埔[thióng-po͘]：墓地；a graveyard; a cemetery。 
30 分拆[hun-thiah]：剖析；to analyse; to dissect。 
31 s…t[翼]：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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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叫艱苦；的確會講：『你真無尊重我，你是beh收拾我ê性

命lah!』親像chit款人thh物h伊所飼 ê鳥á，用得講是愛。(第

八項  論仁愛) 

21.  譬論有乞食去兩個人ê厝分32錢。事先hit個khah好額--ê，看見

乞食來，一身全全粒á33，真lâ-sâm34，就不止無歡喜，驚了污

穢tio̍h伊ê門kha口。乞食iáu未到門ê以前，就叫sin-lô35 趕緊tàn

一角銀h伊叫伊tio̍h緊緊離開--去，-thang tiàm hiah phah污

穢。Chit ê乞食就緊緊離開hia, koh再去一人ê厝門口分。hit間厝

ê主人，身軀tú好無lân-san錢，kīn-kīn chiah有一chiam，心肝想

了不止過心36，tùi hit ê乞食講：『朋友ah!我chit-chūn tú無便；

一chiam錢是真小khóa；你請收--去，後日請koh來，我chiah ke

送你淡薄，h你thang 醫病；亦khah去有一隻狗會咬人，你請

khah小心。』(第八項  論仁愛) 

22.  請想看，chia有一支刀。刀，是beh排看仿。刀，是beh切物。

刀，若會thang切愈濟款，koh愈濟ê物，是愈好。刀，kan-ta鎖

tī刀鞘，雖然是khǹg有幾若千年ê久，結局有甚麼意義？刀，tio̍h

切物，切愈濟愈好。所以刀，第一要緊tio̍h有鋼；第二，tio̍h

愛利37。刀，beh愛有鋼 tio̍h愛用火pû38，用錘煉，用水gàn39，

亦beh h伊利就tio̍h削，tio̍h磨。若是án-ni, hit支刀定tio̍h會khah

快了；亦kiaⁿ快了，將刀無削無磨，kan-ta收去khǹg，究竟是成

                                                 
32 分[pun]：乞討。 
33 粒á[lip-á]：膿包。 
34 lâ-sâm：骯髒。 
35 sin-lô [辛勞]：雇員。 
36 過心[kòe-sim]：放心，安心。 
37 利[lāi]：鋒利；sharp。 
38 pû：燒；to burn。 
39 gàn：冷凍；free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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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chit ê意義若有明，beh h身軀ē勇壯ê法度就khah快清

楚。(第九項  論健康) 

23.  我若入去庄社ê時，定定to是想講，庄外ê田洋40若譬論做極樂ê

天國，庄內就是艱苦ê地獄。因為田洋kui片lóng是青leng-leng,

田頭田尾有活跳跳ê水the流；對tī田面吹來ê風又涼，又芳，稻

á尾h風吹tàm--leh,gih--leh;一狀親像綠ê水tek溢41。  

無張持，tùi面前ê草á內，有咱所曉得ê蟲豸吹唱迎接咱；停靜，

一下聽看，知tī tó一角，tùi高高ê所在有半天á ê聲細細tī-teh 

響。停腳kih頭一下看，遠遠ê山直直到beh抵天；在在kah-ná

親像tī-teh睏。Ah! ah! 自在ah! 快樂ah! 咱ê田洋ê好景緻！ 

久若入到咱ê庄社來，頭就愛眩，目就愛花。所有看見ê，就

是竹刺ê破籬笆，茹42kàⁿ-kàⁿ ê草堆，ti teh翱浴ê臭水窟，土畚堆，

醬lo̍k-lo̍k ê猪椆。雞，狗ê聲亂chhau-chhau，婦人人哮hoah ê聲

h人chhàng毛管。目睭所有看見lóng是荒廢，耳孔所有聽見，

to是濁嘈；大人青gīn-gīn，kan-ta為tio̍h三頓食，拖磨敢小khóa

停，gín-ná無人thang管顧，kap雞，狗siāng tī土腳teh爬teh哮。

Ah! chit款ê景況，beh kā譬喻做甚麼？雖是地獄，也敢mā是chit ê

樣！(第九項  論健康) 

庄腳 ê景緻是真 súi，-koh庄腳人無衛生觀念，致使 lah-sap，koh

吵 koh 亂，用真 chē文字來描寫，猶是無把握伊 ê 聽眾聽有，比諭天

國 kap地獄一定真明白 lah。Ùi天堂一般 ê田園景觀，入到亂 chhau-chhau 

ê 地獄，án-ne才算到厝，tòa tī地獄 ê厝，甚至 知 he是地獄，án-ne ê

無知，正是蔡培火 ê白話字運動所致意 beh ē-tàng救台灣人脫離 ê另外

                                                 
40 田洋[chhân-iûⁿ]：一望無盡的田野；open country。 
41 溢[ek]：滿出來；to spill or overflow 
42 茹[jû]：混亂，迷惑；con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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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獄。 

24.  無德行無修養ê人來好額，是無kò樣病人teh giâ枷； cheng-chha

普通ê枷是柴做ê，好額ê枷是金ê。總是既然kah是枷，柴ê kiám 

是顛倒khah恭喜，因為金ê khah重，是越愈khah可憐？ (第

十項  論錢銀ê tāi-chì) 

Giâ-kê是台語口語上 teh罵人自 chhōe麻煩 ê俗語, 逐人真捷講, 用

che 來譬論，逐人攏明白。病人 to teh艱苦 ah，koh h 伊 giâ-kê，這是

chhun-pān beh kā害 h 死。Koh h 伊 giâ重 hoaiⁿh-hoaiⁿh ê 金 á做 ê枷，

不但愈淒慘，嘛非常諷刺 ê畫面。無德行無修養 ê好額人 tio̍h親像 án-ne 

lah。 

25.  譬喻一個人beh收冬43，叫伊ê囝兒lóng總出來tàu割粟。 割了，

序大人看lóng kut力，不止大歡喜，允准兄弟各人盡所有ê氣力

擔粟去做私奇。大漢ê，擔一百斤；第二ê，擔百十斤；lóng tú-á

好，會thang擔到厝。第三ê，細漢認份伊想一時á久ê艱苦若

tiāⁿ，khah濟會thang開使khah快活，所以伊就強強tèⁿ kap大哥擔

sio-siāng，擔一步，顛兩步，擔到大氣喘離。無tâ-ôa tio̍h愛piàⁿ

一大半tī路邊h cheng-seⁿ食，亦伊ka-tī到厝sòa發熱頭疼，連倒

幾若日。伊ê老父笑笑，kā伊講：『戇gín-ná，你-tio̍h撙節ka-tī 

ê氣力。Nā beh親像你án-ni,我hit陣tio̍h -thang h你，chiah害

你ah。』咱講，『貪字貧字殼。』西洋iâ是án-ni講：『人是因

為伊所有ê物khah少，所以chiah散鄉；獨獨是因為伊ê心知足

chiah是。』 (第十項  論錢銀 ê tāi-chì) 

這個嘛是寓言式 ê 譬論，koh 參耶穌用 ê 譬論真相像，嘛攏用三

個人來表現程度 ê 差別，嘛是因為一般台灣人的家庭有三個兄弟 á真

普遍，用三個人 khah親切，若無，頭二個 lóng tú-á好，kan-nā hit個小

                                                 
43 收冬[siu-tang]：收割；to reap; to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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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khah貪心，擔了 siuⁿ過重，-nā無得 khah濟，顛倒致到破病。擔

粟 á擔了過頭動， 感覺真艱苦 ê經驗是農業社會 ê台灣常民 ê普遍經

驗，用三個兄弟 á擔粟 á ê寓言來譬論人 -thang看錢過重，致使害了

身體 ê健康。 

 

伍．結論  

 

蔡培火 ê 台語白話字運動，無管是 tī日本時代，無管是 tī國民黨

中國時代，無管改換做日本殖民者 ê kan-na抑是中國殖民者 ê注音符

號，攏是註定 ài失敗 ê。原因 是在 tī羅馬字是外來 ê，嘛 是因為蔡

培火本人個性 siuⁿ 過歹做夥、無領袖性格。基本上兩個殖民政權 ê 語

言政策就是 beh消滅台灣人 ê母語，哪有可能同意蔡培火去推 sak白話

字，推廣台灣話？無計較白話字 ê 形式，妥協 tī當權者 ê音標方案，

敢著會 tàng h 台灣話推行順利？ 

蔡培火 《十項管見》運用譬論來拆明 (elaborate) 、強化 (strengthen) 

伊 ê 論述，tī文學上是成功 ê寫作策略，按呢做 h 這本冊成做真有文

學價值 ê 散文；可惜，tī語言運動上伊 ê 羅馬字運動卻是失敗 ê。有好

ê母語文學作品敢真正著會 tàng確保母語運動 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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