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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傳統閩南諺語乃為民間集體創作的大眾文學藝術，並在口頭上廣為流傳的民

間文學之一，為一種簡練通俗卻富有哲理性的定型化語句。其源於古中原文化，充滿

民族文化生活價值觀，句句深含哲理，詞藻淺顯。台灣民間流傳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諺

語，體現了人們的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本文根據《說文》、《禮記‧大學》、《無逸傳》

及俄國作家高爾基與國內研究諺語學者之言，闡揚諺語之定義、特質，如俚諺、俗諺

通俗、俚白的特性，諧趣、淺白又諷諭、具地方性，押韻兼對仗、並且抑揚頓挫的音

韻特色，以及俗諺、哲諺、農諺、歇後語之發展流變…等等。進而以美學觀點探析其

語言學、音韻學、修辭學之美。就台灣閩南諺語中對應古漢語及閩南語之語言、語音

特色，如其保存了七聲調與入聲字、文白易讀、古無輕唇音、具豐富的鼻化音、也無

襊口音、及捲舌音…等等語言、語音特點，以及各種語文修辭技巧，如譬喻、誇張、

諧音雙關、對偶…等，於台灣閩南諺語之應用。希望藉由本文對台灣閩南諺語的分析

探究及例證，認知台灣閩南諺語之審音、正字、意譯、賞析…等等；並能運用台灣閩

南諺語，肯定台灣閩南諺語的價值，進而傳承、保存台灣閩南諺語的民間文學，此乃

為刻不容緩之事。故本文即藉著對台灣閩南諺語的探析，來使台灣閩南諺語有機會得

到大眾的關注、傳承。

關鍵字：諺語、語言、音韻、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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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台灣傳統閩南諺語源於古中原文化，充滿民族文化生活價值觀，句句深含哲理，

詞藻淺顯，任何人一聽即可意會其意義。台灣民間流傳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諺語，體現

了人們的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如莊永明先生在《台灣諺語淺釋集》的獻辭談道，

「一個民族有它的文化特色，許多智慧的結晶，都展現在說話上。從台灣的俚

語、諺語，可發現早期社會的淳樸、率真的特性，在生活中點綴著幽默和自我

嘲解，也隱含著叮嚀和警惕，成為受用不盡的座右銘，但現今中生代及新生代，

似乎都已經不再重視了。」1

雖然，現在老人們有時也會說起，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越來越少的人明白這些台

灣閩南諺語的真正涵義，或者只是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即是研

究、分析以台灣閩南語發音的台灣民間諺語。

對於諺語的定義，俄國著名的作家高爾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曾經說過，「諺

語和俗語典範地表述了勞動人民全部的生活經驗和社會歷史經驗」。「諺語」乃為民間

集體創作，並在口頭上廣為流傳的民間文學之一，為一種簡練通俗卻富有哲理性的定

型化語句；諺語為深受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學藝術之一，諺語本身深富有情

感、韻律的節奏性。讓人讀起來琅琅上口，並具備有易說、易記、易用，且廣為流傳

之特性。諺語乃為人民群眾智慧的結晶、實踐經驗的總結。「詩貴含蓄諺貴真」，人們

以諺語去教育指導後輩子孫，在待人、處世、生產、生活…等等，各方面的道理、智

慧。根據李道勇先生所轉引，我們先就諺語下一個簡單的定義：

《說文》：「諺，傳言也。」《禮記‧大學》釋文：「諺，俗語也。」《無逸傳》：

「俚語曰諺」，研究諺語的老前輩朱介凡：「諺語是風土民情的語言，社會公道

的議論，深具眾人的經驗和智慧。」可說是詮釋得最透澈。2

據《說文》所言，諺語即為流傳的語言；《禮記‧大學》釋文則言歇後語為俗諺；

《無逸傳》則將它定義為俚語。諺語的定義即如許慎《說文解字》一書中所解釋的，

說明了諺語是來自四面八方、在民間各地廣為流傳的常民語言。諺語雖然簡短，但是

寓意深刻，乃為言簡意賅、深明大義的民間語彙。又為古人生活智慧的累積，老祖先

們生活經驗的傳承，因此諺語深深具有勸善、補過、警世、勵俗…等等的啟示作用。

故諺語專家朱介凡對諺語所下的定義為，「一種經驗的、智慧的短語，義理深刻、語

詞簡白，而流傳縱橫，雅俗共賞，即是諺語。」

1 莊永明 著，1991 年，《台灣土話心語》，時報文化出版社初版。
2 李道勇 著，1996 年 4 月 19 日，〈台灣俗諺〉，《 市立師範國小鄉土教育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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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諺語是來自於生活，又經過眾人義理的洗鍊，在語詞上也歷經了時間的自

然創作過程，所以當人們脫口說出時，就很容易被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乃為一種約定

俗成、淺顯易懂的語言。同時又切近大眾日常的生活習俗，本身即具有一種人親土親

的親切感，故能廣大流傳於民間的通俗的生活用語中。至於根據台東師範學院語教系

張學謙先生對台灣語文的說法，「對於台灣閩南諺語的定義，所謂的「台灣諺語」指

的是以台灣福佬語﹝即台灣閩南語﹞發音的諺語。3」。因此，所謂的「台灣諺語」指

的即是以台灣福佬語﹝簡稱台語﹞發音的諺語。台灣諺語的內容相當豐富，生活的各

個層面幾乎都有相關的諺語。又如張學謙引郭明昆之言所述，「大家愛惜福佬話，愛

育福佬話文，台灣話文自然就誕生發展。」4。

以台灣話文創作的台灣閩南諺語深具台灣的古早味，更能代表台灣老祖先的智

慧，所以更具研究的文學價值。台灣諺語本身不但押韻優美，讀來順口，其中更蘊藏

著先民的智慧結晶，無數的人生大道理在淺顯的簡短的詞語中得以彰顯。陳華民先生

在《台灣俗語話講古》一書序言中說道，「俗諺俚語，乃人類智慧，及生活經驗所得

之簡練精闢之短語，它反映了一個時代，及民族之生活觀照、感受、智慧、經驗和特

性。」5。

簡言之，台灣諺語，其為具有垂手可得的通俗性、約定俗成的經驗性、最能代表

現實的時代性，為台語中深具智慧且值得研究珍視的文化寶藏。「諺語」是語言的精

華，一句短短不過七、八個字的諺語，往往隱含著一番大道理，若要詳細解說，可能

就需要長篇大論才說得清楚。又如曹銘宗先生在〈語言的舍利子〉一文中曾言道，

我給諺語下了一個定義：一個族群對生活的經驗、人生的觀察，以該族群的語

言，經過長時間、無數人的沿用、雕琢，成為簡單、押韻、生動有趣的詞句。

所以，諺語表現了一個族群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6

台灣諺語是先民在長時間的生活體驗中，提煉出來的語言結晶，字句簡練、文意

通俗，而深富有哲理性的定型化語句。或許不夠典雅，但卻總能以簡單隻字片語的「一

言以貫之」，譬喻複雜事象，其奇妙之處，往往令人拍案叫絕。至於有關於閩南諺語

目前的發展情形，如阮剛猛在〈親切而質樸的聲音〉一文中所言，

為了尋找民間親切而質樸的聲音。使面臨失傳危機的鄉野文學得以保存，…奉

獻了無數知識、精神與時間。因著時空的差異、語言變異、傳述歧別、使我們

對於祖先的文化，故鄉的風土民情，主客觀的認知所致有所模糊、混淆。藉著

3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4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5 陳華民 著，1998年，《台灣俗語話講古》書序，臺北：常民文化出版。
6 曹銘宗，1996 年 07 月，〈語言的舍利子〉，《什錦台灣話》， 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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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民間文學的普查工作，豐富而寶貴的紀錄，科學而真切的影響，總算在歷

史的長流裡，深思、反省。7

由此可見，台灣諺語的保存、流傳與研究，乃為刻不容緩的工作。因為隨著耆老

一一的凋零，台灣老祖先的智慧也一一隨之流失，故台灣諺語的採集工作與研究分

析，乃成為台灣民間文學中閩南語文的研究重心之一。因此，如何自然而然的使用諺

語，並將諺語融入現代生活中，重新做思考，藉由活用諺語的啟發性。

2.台灣閩南諺語的特質

《論語》曾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用此話來形容台灣

閩南諺語亦是如此。我們的老祖先，平日眼有所見、耳有所聞、腦有所思、心有所感…

等等，將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一一紀錄下來，久而久之便成了一句句發人省

思、感人肺腑、趣味十足的諺語了。語言為其先民溝通的工具，真實紀錄了其日常生

活中的點點滴滴，而諺語更富含哲理，為先民智慧的累積，一句句皆為台語文化的精

髓，為自古流傳至今的文化根源所在。為何會想研究台灣歇後語呢？就如同董峰政先

生所言，

一個族群的語言，最能表現特色的，是它的「俗語」。俗語不但是一個族群生

活經驗的智慧，亦是一個族群的風土民情與思想信仰的縮影，反映一個族群的

特性。所以對這些流傳久遠的「古早話」，有必要進一步了解，讓這些祖先的

智慧繼續傳承下去。台語俗語(俗諺)：指流傳佇社會上，定定予人使用的俗話

(言)。語言發展中自然形成，而且流傳落來固定的「語詞」。通俗而且成做定

論的語詞。包含成語、諺語、俚語、歇後語。8

據此可知，俗諺深具其文學價值，且急待傳承、保留，因其代表了先民的智慧。

而歇後語即為所謂「古早話」的俗諺之一，同樣深具文學價值。其所具有的文學價值，

如管梅芬先生所言：

「諺語」是流傳人們口頭上一種簡練通俗、富含哲理、禮俗規範、句式勻整、

音調和諧、節奏明快的民間語言。它反映了人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往往「已

驚人的準確性表現十分複雜的本質」，它表達了民眾的情感、思想，也傳撥了

民眾的經驗和智慧。因此，一個民族的諺語常常表現出一個民族博大精深的文

化傳統。浩瀚的「台灣諺語」，經過了歷代的傳誦，去蕪存菁，更顯豐富和優

7 阮剛猛 著，1995 年，〈親切而質樸的聲音〉，《謎語‧諺語篇﹝一﹞》，頁 1，胡萬川 編，彰化縣立

文化中心 編印出版。
8 董峰政 著，2004 年，〈祖先的智慧─談福台語的俗諺〉，《台灣華語客語福台語研習營》

www.dang.idv.tw(鯤島台語文化園地)，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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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它短小卻寓意深刻，常有警世勸善的動人之處。諺語可算是一部百科全書。
9

台灣閩南諺語深深蘊含了台灣的人情味、古早味及老祖先們的人生智慧。

至於如果談到台灣閩南諺語的特質，則可整理歸納成下列幾點：

2.1 台灣民間文學的一環

臺灣閩南諺語為民間的集體創作，是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在生活中所累積

產生的哲理與智慧。如何石松所言，「諺語是民間文學，是傳承數千年來民族獨特的

芬芳，先民智慧的結晶，豐富的經驗累積，親密感情的交融，人際關係的提煉。」諺

語不但為重要的民間文學之一，並且為重要的文化史料，如前彰化縣長阮剛猛在〈親

切而質樸的聲音〉一文中所言，

當這些直接反映社會、歷史、宗教、倫理和風俗的口傳母語，一帶帶被錄音下

來，一字字被寫定為書面資料，那帶著鄉土感情及文化特色的故事、歌謠、諺

語、歇後語、謎語，使成為可解讀、可推理、可思考、可存續、可考據、可研

究、可教育的文化史料。10

諺語乃為一種廣為流傳於民間，大眾生活之中的日常生活用語。因其產生於民

間、流傳於民間、靠民間大眾的保存，得以傳承至今。如楊素晴所言，

民間文學是通俗的、大眾化的文學，包括神話、傅說、民間故事、童話、笑話、

寓言、歌謠、諺語、謎語、民間曲藝、民間戲曲等，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千變

萬化，從古代一直流傳到現在，在傳統文化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文學

史上也有崇高的地位。…民間文學有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它有教育和娛

樂的作用，是我們祖先歷史和道德的教科書。11

台灣閩南諺語實乃為老祖先們生活的智慧、生活經驗的傳承，代代相傳、流傳至

今，故為名副其實的台灣「民間文學」之一環，且為十分具有代表性，非常重要的一

環。

2.2 大眾口頭群體創作的大眾文學藝術

臺灣閩南諺語乃為群眾集體創作，非一人一時一地所產生的文學。且在口頭上廣

為流傳的一種日常語言。如楊素晴所言，「以前，迎神賽會上、廟口、瓜棚下、月光

9 管梅芬 著，2000 年，《台灣諺語集成》P.1，文國書局出版。
10 阮剛猛 著，1995 年，〈親切而質樸的聲音〉，《謎語‧諺語篇﹝一﹞》，頁 1，胡萬川 編，彰化縣立
文化中心 編印出版。
11 楊素晴 著，1995 年，〈為民間文學的傳承盡力〉，《謎語‧諺語篇﹝一﹞》，頁 3，胡萬川 編，彰

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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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經常有民間文學的說唱、表演，這些民間文學是一般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12」臺灣閩南諺語是所有臺灣先民智慧與經驗的結晶，靠著世代的口耳相傳，

才能夠將這些臺灣閩南諺語保留至今。如張學謙先生所言，

台灣民間文學是台語文學的一個重要活水源頭。它在寫作題材、語言風格、文

字選用、文學理念等方面都影響了台語文學的發展，同時也是台語文學寫作的

重要參考，民間文學又稱為「口傳文學」、「口語文學」或「口碑文學」。這些

術語都強調民間文學的口語色彩和文學價值，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其美學價值

可以透過語言學的方法來加以探究。13

台灣閩南諺語乃為重要的民間口傳文學，也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學藝術

之一，為人民群眾慧的結晶、實踐經驗的總結。

2.3「俚諺」、「俗諺」通俗、俚白的特性

臺灣閩南諺語又稱之為「俚諺」、「俗諺」。「俚諺」、「俗諺」是諺語的同名異稱，

因其是以白音構成的，又其形成條件為，大家由約定俗成的經驗，公認其說法不錯、

有意義、且深具啟發性，而且「順口」、「通俗」，且成為普遍性、適當性、且有道理

的說詞。因其通俗、俚白的特點，故又稱之為「俗諺」、「俚諺」﹝俚語﹞。

2.4 諧趣、淺白又諷諭、具地方性

台灣閩南諺語既諧趣又白話，令人淺顯易懂。且具有既明諷又暗諭的特性，隻字

片語即可表露了老祖先人生智慧，以及當時當地的風土、民情和歷史。所以，要了解

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發展，透過對俗諺的解讀與學習，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貼

近血液的方法。不論是在為人處世、經商生意、愛情婚姻、家庭倫理、民間信仰、氣

象地理…等等各方面，信手拈來自字句句皆是貼近生活的例子，深具親切感，故能廣

為大眾日常活用。這些趣味、俏皮、淺白又明嘲暗諷的字句，其中皆深藏著無盡的人

生大道理，故日常運用時有適切的啟發性。

2.5 押韻兼對仗、並且抑揚頓挫的音韻特色

台灣閩南諺語除了念起來有趣、淺白又諷諭、豐富有內涵的特性以外，還因為它

有情感、音樂性、及韻律感。台灣閩南諺語大都押韻兼對仗、並且抑揚頓挫的音韻特

色，令人容易琅琅上口，由於好聽、易說、易記、易用，因此很容易流傳。故此也為

台灣閩南諺語之所以能口耳之間流傳的原因之一。

2.6 俗諺、哲諺、農諺、歇後語之演變

12 楊素晴 著，1995 年，〈為民間文學的傳承盡力〉，《謎語‧諺語篇﹝一﹞》，頁 3，胡萬川 編，彰

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出版。
13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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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閩南諺語的範疇十分廣泛，舉凡俗諺、哲諺、農諺、歇後語…等等，皆可以

此稱之。「俗諺」如果說是常民大眾流傳民間的生活智慧，那麼「哲諺」極為歷經時

間的洗鍊，及文字的焠煉而琢磨出的智慧結晶。所有的台灣閩南諺語皆為老祖先遺留

下來的重要文化資產。又因早期的台灣社會皆以務農維生，故廣大民眾便在生活中歷

練出許多的「農諺」，這些由農業社會所發展、傳承下來的台灣閩南諺語，就慢慢形

成深具禪意的哲學諺語，台灣數千年來的族群美學。至於「歇後語」則大多是來自於

許多生活中妙趣橫生的語言，乃為諺語的另一種隱喻、問答的前後句式。或許帶有些

許輕薄譏諷的味道，但仔細思量之後，即可體會其每一句歇後語許多發人深省之處。

其也為先民智慧的累積，因此孕育出了屬於地方性語言文學特有的文化。

台灣閩南諺語為民間語言的一種，具有簡練通俗、富含哲理、禮俗規範、句式勻

整、音調和諧、節奏明快的特色，以及短小精煉、寓意深遠、豐富優美的本質。而所

有的俗諺中，又以歇後語更特別，它以類似謎語的方式，利用隻字片語、言簡意深的

語言文字，來表達一個令人值得玩味的道理。雖然，只是民間流傳的通俗語，但是其

中卻隱含了很深的學問在裡面，如楊兆禎先生所言：

諺語有時是迷途羔羊的「指南針」、有時是生活寫照的「照妖鏡」、有時是單調

生活的「潤滑劑」、有時是失意人東山再起的「強心劑」、而有時也是自省省人

的「警示燈」…。14

諺語也為民間文學的一部份，是大眾的文學，是民眾情感表達的形式之一，同時

也是民眾表達知識的方法之一，諺語理所當然地會承載了流傳在民間的各種經驗與觀

念，且為最能表現台灣閩南社會中，最精隨、最真實的日常生活用語、及習俗，最能

展現台灣閩南文化、民間文學的特質。莊永明先生在「台灣諺語淺釋集」的獻辭，寫

道：

我虔誠的應望老祖宗遺留下來的這些金言玉語會永遠、永遠地，一起和我們的

血、我們的淚、我們的汗、攪和於這一塊鄉土上；跟隨在我們的生活裡，活在

每一個人的心中。15

總之，台灣閩南諺語是庶民大眾在長時間的生活體驗中所提煉出來的語珠，它是

語言的精句，也是為人處世的參考準則，也最能表達大眾情感的語言。其為一種「口

語文學」，只有以口說的方式，才能充分表現它的語言趣味。而且諺語是人們對人生

生活觀念的濃縮，簡潔而生動，往往要花幾十分鐘解釋說明的觀念，一句諺語就表情

達意了。每一句諺語裡，都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只是它把故事程序用簡短的方式讓人

們從中自己去探討感受，如果未經體驗而寫出來的諺語，是不會真正感動人而令人停

14 楊兆楨 著，1999 年 1 月，《台灣諺語拾穗一閩南語篇》P.2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15 莊永明 著，1991 年，《台灣土話心語》，時報文化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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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深索的。

2.7 台灣閩南諺語的流變及發展現況

研究台灣閩南語，首先必須了解其源流，台灣的傳統諺語，若以漢民族而言，指

的極為台灣閩南諺語、和客家諺語，尤其是人口占大多數的閩南諺語為主。本文即就

台灣閩南諺語整理、研究、討論之。至於談到台灣閩南諺語的流變，可知台灣傳統閩

南諺語源於古中原文化。由於閩南移民「唐山過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所以

閩南移民在台灣除了保存、轉化原鄉的古中原的諺語，也會藉此試作新語，進而再產

生新的閩南諺語。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社會變遷，台灣閩南諺語也會吸收、汲取外來的

諺語做為新的素材，或者是融入其他語言，轉而成為新的外來語，此即一種因應時代

所產生的新辭彙。因此隨著時代的腳步，體會、保存台灣諺語的價值之重要，如林光

華所言，

生於斯長於斯，先輩們累積了多年的生活歷練，在台灣這塊瑰土上奉獻犧牲，

但環視今日本土文化、鄉土文化在國際化潮流的衝擊下，漸漸模糊不清，如不

加以珍視與自我省思，有朝一日台灣惟恐被躑躅於文化沙漠之中。16

如果用另一種角度來思考，台灣閩南諺語其實隨時隨地，都在生活週遭不斷地衍

生、變化。如胡萬川所言，

就台灣民間文學的整體來說，漢人部分不論是客家人或福佬人，經過日本人五

十年的統治、免不了是多多少少留下了日本影響的印記。這種影響在歌謠、諺

語、笑話力面表現得最為明顯，民間故事方面相對的反而少一些。情形之所以

會是如此，主要原因就在於「語言」的問題。17

閩南文化源自中原漢唐文化，又在台灣接觸海洋文化，以此來看，台灣閩南諺語

的研究價值更為可觀。除了日本的影響，還有許多影響諺語發展的因素，如李逢慶所

言，

台灣人講的是台灣話，台灣話就包含閩南話、日本話、外來語(英、法、葡等

語)華語轉音，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一直是受外來國家統治，長久以來是一塊

美麗的沃土 j加上原住民平埔語，再加入台灣人的社會平常生活中而衍生的流

行語，造就了今日台灣話豐富而多元的特色。傳統的生活經驗，加上語言押韻

諧音，成為風趣富意義的古早、現代生活俗語。18

16 林光華 著，1999 年 1 月，〈本土文化展韻味〉，《台灣諺語拾穗一閩南語篇》，頁 3 ，楊兆楨 編 新
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17 胡萬川 編，1995 年，《謎語‧諺語篇﹝一﹞》P.3，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編印出版。
18 李逢慶 著，2003 年 12 月，〈生活諺語之台灣閩南語〉，《生活彰化》卷 8，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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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日據時代，就有收錄台灣閩南諺語（以閩南語發音）的專書。當時台灣

總督府的《台灣俚諺集覽》總共收錄約四千五百條的台灣閩南諺語。戰後，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教授徐福全的《福全台諺語典》（民國八十七年）總共收錄高達一萬餘條的

台灣閩南諺語。徐福全稱諺語為「語言的舍利子」，因其從小看到不識字的母親，講

話時擅常運用台灣閩南諺語，使用之廣、運用之巧妙，往往令人驚嘆。因此，在母親

的耳濡目染之下，他立志為台灣三百多年來的諺語做一次總整理，他花了二十三年的

時間台灣全省走透透，《福全台諺語典》終告完成。

其他還有分門別類介紹台灣諺語的叢書，例如莊永明的《台灣諺語淺釋》、洪惟

仁的《台灣禮俗語典》和《台灣哲諺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陳主顯博士的《台灣俗

諺語典》…等等，不記其數。至於商學教授鄧東濱的《台灣諺語的管理智慧》一書，

選錄一百多條與管理有關的台灣諺語，對比於現代管理學的價值取向、經驗法則、操

作技巧，說明台灣諺語在商場也有實用性。有此可見台灣閩南諺語所蘊含的大道理，

在各個領域中階深具有其參考性、及實用性。19

3.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詞、音韻、修辭之美

3.1 語言學的角度分析

若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臺灣閩南諺語的語言藝術，乃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觀

點。如林光華先生所言，

語言是先民生活溝通的媒介，真實紀錄生活點滴，尤其諺語的涵義多深刻的哲

理，累積了前人的生活智慧，其中亦有故事、亦含韻味、亦多典故，句句揭示

閩南語文化精髓，是台灣自古流傳於今的文化根源。20

藉此可察覺臺灣閩南諺語，在語詞上，具有自然、俚白的樸實之美；在語音上，

則有聲韻和諧、韻律之美；而在其修辭上，則具有形象生動之美感。如張學謙先生所

言，

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台灣諺語的語言藝術，指出台灣諺語的語詞上具有自然的

樸實美、在語音上則有聲韻和諧之美，而其修辭具有形象生動的美感。台灣諺

語以大眾的日常口語，透過語言藝術的轉化，觀照台灣本上灶會的生活百態。

這些特點和台語文學所追求的本上化、大眾化、口語化和文學化頗為一致。21

據胡萬川先生所言，台灣閩南諺語還受到日本之影響，

19 曹銘宗，1996 年 07 月，〈語言的舍利子〉，《什錦台灣話》， 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20 林光華 著，1999 年 1 月，〈本土文化展韻味〉，《台灣諺語拾穗一閩南語篇》，頁三 ，楊兆楨 編 新
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21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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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五十年統治，對於台灣人的語言特別是語彙方面留下了很多有別於大

陸漢語用法的字詞。而這些詞彙已成為台灣人的日常用語。這種現象在歌謠、

笑話、諺語、歇後語方面表現得當然更為明顯，因為這些東西的表現重點有時

就只在於「遣辭造句」或「語音效果」，不像民間故事一類的重點在於故事情

節。會講民間文學的，不論講的是故事、歌謠或諺語，大部分是上了年紀，多

半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他們講的東西有些呈現了日本人的影響是正常的。諺

語、歇後語、謎語部分，正是如此。22

由此可知，可以就台灣閩南諺語的美感而言，為它下一個的定義。台灣閩南諺語

即為使用民間大眾的日常生活語言，描繪本土農村社會的人生百態；刻畫出社會大眾

的生活情境後，透過想像力的編織。再結合口語敘述和文學潤飾後的語言藝術，藉此

創造出能感動社會大眾的民間文學。

我們就用黃石輝先生一九三O 年八月在伍人報發表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

一文中的話言，

你是臺灣人，你頭戴臺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臺灣的狀況，耳孔所

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歷亦的是臺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語

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寫出臺灣的文學了。用臺

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詩，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謠，描寫臺灣的事

物。應該是一起來提倡鄉土文學，應該一起來建設鄉土文學。23

由此可見，以閩南語發音的台灣閩南諺語，其實即以台灣話文所創作的民間文

學；也因其產生於鄉土，所以也為鄉土文學的一環。

3.2 音韻學的角度分析

以閩南語發音的台灣閩南諺語，又與古漢語同樣，深具其優美的音韻，文雅的語

辭。且深具有研究及分析的價值，因其十分有特色，如蔡榮光所言，

閩南語諺語精華去蕪存菁，字字珠璣，短短數字卻足以發人省思良久，為事物

詮釋下了最佳的註解，這就是閩南語的特色，而且閩南語有八音發音之美亦為

其他語言所不及。24

可稱之為台灣閩南語中的成語─台灣諺語，其更是閩南語音韻美妙之處所在。故

在研究台灣諺語之時，必須與古漢語的音韻知識相輔相成，研究諺語的審音、正字、

22 胡萬川 編，1995 年，《謎語‧諺語篇﹝一﹞》P.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編印出版。
23 黃石輝 著，1930 年 8 月，〈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
24 蔡榮光 著，1999 年 1 月，〈諺語風采‧拾穂之美〉《台灣諺語拾穗一閩南語篇》， 頁 4，楊兆楨 編 ，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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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譯、賞析…等等重點，因為閩南語的音韻，有許多地方是跟古漢語相通的。如李逢

慶先生所言，

細看亞洲地區閩南語、廣東語、客家語、日本語、韓國語、越南語都是和漢字

有牽連。在台灣所連通的閩南語、客家話、廣東話詳細聽清楚後，就可以發現

尚保留古音(漢音)，至於華語(即國民黨執政時所謂國語)則難覓，以閩南語、

客家話、廣東話和華語比較，最大差別就在上述前三項語言還保留入聲調，華

語則無。閩南語源出古漢語，它經過幾個時代變化發展而成的。閩南語作為語

言學的名詞來說，不僅指福建南部方言，而且是一個超地區、超省界，甚至超

國界的漢語之一，大約有六千萬人使用這種語言。25

3.2.1 閩南語與古漢語的語音特色比較

由台灣閩南諺語源於古漢語的根據，首先我們可以藉此探討閩南語本身的聲韻語

音的特色，在進而與古漢語的語音特色加以比較。閩南語本身的聲韻語音的特色例如，

1.台灣閩南語語音保存了七聲調、與古漢語才有的入聲字。

2.台灣閩南語讀音中即具備顯著的文白易讀，即所謂的文音及白音。

3.台灣閩南語中的輕唇音多念為重脣音。

4.台灣閩南語中的匣母字也多唸成ㄍ聲母。

5.台灣閩南語中的云母字則多唸成匣母。

6.台灣閩南語本身又具備了豐富的鼻化音。

7.台灣閩南語中的沒有襊口音ㄩ。

8.台灣閩南語中的也沒有捲舌音…等等，各方面的語音特色。

由台灣閩南諺語中，又可藉此探討台灣閩南語本身、與古漢語的語音對應關係。

大致上可以分為下列各個特點，例如，

1.古漢語中的唇音ㄈ，對應台灣閩南語中的ㄅ、ㄆ﹝即 f－＞p﹞。

2.還有舌音的對應：古漢語中的ㄓ、ㄔ、ㄕ，在台灣閩南語中念為ㄉ、ㄊ的聲母。

3.古漢語中的部分捲舌音，台灣閩南語唸為ㄗ、ㄘ、ㄙ的聲母。

4.古漢語中的撮口音ㄩ對應台灣閩南語即為ㄨ。

5.古漢語中娘日音與台灣閩南宇中尼音的對應。

6.古漢語與台灣閩南語顎化音的對應：

﹝1﹞ㄐ與ㄍ的對應，

﹝2﹞ㄑ與ㄎ的對應，

﹝3﹞ㄒ與ㄏ的對應…等等的語音對應。

古漢語與台灣閩南語的語音對應，整理成表格如下：

古漢語與台灣閩南語 古漢語 台灣閩南語 備註

25 李逢慶 著，2003 年 12 月，〈生活諺語之台灣閩南語〉，《生活彰化》卷 8，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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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音對應

1.唇音 ㄈ ㄅ、ㄆ 即 f－＞p

2.舌音 ㄓ、ㄔ、ㄕ ㄉ、ㄊ

3.捲舌音 部分捲舌音 ㄗ、ㄘ、ㄙ

4.撮口音 ㄩ ㄨ

5.聲母 娘日音 尼音

ㄐ ㄍ

ㄑ ㄎ6.顎化音

ㄒ ㄏ

3.2.2 閩南語聲調的七個聲調與變調規則

一般人學習台語或已會講台語者，最感困惑之事，莫不在於諸多有意，有音無字

之難，言者表達其意，聽者亦知其意，都無法寫出字來，既使寫出，卻又因個人鑽研

範疇之異，而出現「同義不同字」的現象，若以「羅馬拼音」標音再加以探討之優點，

在於既可說，則可寫，「無往不利」「攻無不克」這應是言語實用化，普及化之首則。

若分析台語發音語法的聲調部分，一般而言，如魏益民的《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

一書中，將閩南語共有七個聲調；及其聲調的變調規則之一般發音規則、及其變調細

則，分別敘述於後，

3.2.2.1.七個聲調：
閩南語之七個聲調表，整理成表格如下，

音調別 調別 例 符號

第一聲 輕調 蘇、施、雞、豬

第二聲 重調 李、許、虎、狗 ′

第三聲 沈調 傅、顧、兔、豹 ‵

第四聲 入調

尾字：hkpt
郭、葛、鰲

第五聲 折調 洪、林、蛇、猴 ︿

第六聲與第一聲同，從略。

第七聲 平調 呂、魏、象 —

第八聲 昇調

尾字：hkpt
陸、石、鹿 1

26

（1）第一聲：輕調

I. 單母音：啊、哈、家…，

II. 雙母音：它、花、沙…，

26 魏益民 著，1998 年，《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P.2，南天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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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多母音：嬌、乖、勻…。

（2）第二聲：重調

I. 單母音：仔、某、母…，

II. 雙母音：改、火、喜…，

III. 多母音：夭、爪、了…。

變調：第一聲 → 第二聲；第二聲 → 第一聲

（3）第三聲：沉調

I. 單母音：孝、貨、嫁…，

II. 雙母音：愛、輩、過…，

III. 多母音：要、怪、少…。

變調：第二聲 → 第三聲；第三聲 → 第二聲

（4）第四聲：入調﹝尾字：h、k、p、t﹞
I. h ─ 單母音：甲、百、答…，

雙母音：嚇、借、割…。

II. k ─ 單母音：叔、益、德…，

雙母音：約、菊、宿…。

III. p ─ 單母音：壓、和、級…，

雙母音：夾、峽、輒…。

IV. t ─ 單母音：識、骨、不…，

雙母音：發、決、說…。

（5）第五聲：折調

I. 單母音：迷、河、茶…，

II. 雙母音：眉、油、名…，

III. 多母音：懷、僑、姚…。

（6）第七聲：平調

I. 單母音：賣、下、雨…，

II. 雙母音：瓦、厚、妹…，

III. 多母音：壞、繞、叫…。

變調：第五聲 → 第七聲；第五聲 → 第七聲

（7）第八聲：昇調﹝尾字：h、k、p、t﹞
I. h ─ 單母音：月、學、白…，

雙母音：貿、越、拔…。

II. k ─ 單母音：目、玉、六…，

雙母音：育、弱、局…。

III. p ─ 單母音：入、及、立…，

雙母音：業、粒、涉…。

IV. t ─ 單母音：密、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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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母音：穴、傑、別…。27

3.2.2.2.變調規則：
閩南語之一般變調規則表，整理成表格如下，

一 般 性 變 調 規 則

原調

↓

變調

第一聲

↓

第七聲

第二聲

↓

第一聲

第三聲

↓

第二聲

第四聲

↓

第二聲

第五聲

↓

第七聲

第七聲

↓

第三聲

第八聲

↓

第三聲
28

（1） 一般規則：按台語聲調，除非單獨一字出現暨尾字保持原調，及特殊句法或習

慣用法以外，出口成句時，聲調皆會變化亦有規則可循，只因日常生活、會話、言談

中，習慣成自然，而無所覺罷了。

I. 第一聲 → 第七聲：正月、車拼、牽成…，

II. 第二聲 → 第一聲：手指、挽面、苦毒…，

III. 第三聲 → 第二聲：臭酸、次序、肖想…，

IV. 第五聲 → 第七聲：眠夢、無影、寒著…，

V. 第七聲 → 第三聲：廟公、厚話、步數…，

VI. 第四聲 → 第二聲： ﹝h 尾﹞：吸汗、打摔、說明…，

﹝p 尾﹞：吸收、攝影、級數…，

﹝k 尾﹞：菊花、爆空、拓展…，

﹝t 尾﹞：哲學、食頭、鬱卒…。

VII. 第八聲 → 第三聲： ﹝h 尾﹞：石頭、斜面、落雪…，

﹝p 尾﹞：雜念、業命、十全…，

﹝k 尾﹞：莫非、莫怪、落魄…，

﹝t 尾﹞：日頭、月娘、佛陀…。29

（2） 變調細則：閩南語的變調規則，除了上述一般規則之外，仍有幾點變調細則如

下，

I. 單字：單字保持原調，

II. 尾音節：尾音節保持原調，

III. 動詞：「動詞」單字，保持原調，

IV. 動詞加受詞：「動詞」後附受詞，「動詞」變調，

V. 三連字：可分為形容詞、動詞，

VI. 數字變調：閩南語為多音節語言，依數字多寡，分節變調，

A. 單數字：單數字不變調，

B. 雙位數：雙位數尾字不變調，

27 魏益民 著，1998 年，《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P.2，南天書局出版。
28 魏益民 著，1998 年，《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P.2，南天書局出版。
29 魏益民 著，1998 年，《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P.2－13，南天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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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位數：三位數變調規則和二位數同，

D. 四位數：四位數以上則分二節發音，節尾字保持原調，

E. 五位數：五位數以上則分二節發音，節尾字保持原調。又分為前三節與

後二節；或前二節與後三節。

F. 五位數以上：五位數以上，則依個人習慣用法，分節發音。

VII. 輕聲變調：此乃為閩南語變調規則的例外，即「輕聲變調規則」；輕聲前置

字皆保持原調，

A. 虛字，

B. 問句之語尾助詞，

C. 過去完成：「a」，
D. 人稱代名詞，當「受詞」，

E. 習慣用法，

F. 動詞加﹝一下﹞，

G. 名詞加﹝中﹞。30

3.3 修辭學的角度分析

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詞使用上的修辭，運用最普遍的修辭方式即為「譬喻」。台灣

閩南諺語通常會使用譬喻法，即透過具體的事物，來表達抽象的意念。譬喻乃為一種

「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口語或作文使用時，

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喻說明「這」件事物的，即稱之為「譬喻」。至於譬

喻這項修辭法又稱之為「比喻」，其中在運用的方式上，其語詞的組成句式，包括四

種組成成份，譬喻可分為四個部分，本體、喻體、諭依、喻詞，

3.3.1 譬喻：

（1）本體─被比喻的事物，即為本體。

（2）喻體─用作比喻的事物，即為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

（3）喻依─顧名思義即為譬喻的依據，通常為本體和喻體相同點，即為用來比

方說明此一主體的事物。

（4）喻詞─和聯繫本體及喻體的輔助詞，即為聯接喻體與喻依的語詞，如、似、

猶、彷彿等。

由於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詞的組成成份不同，又可分為明喻、隱喻、略喻和借喻四

大類，

（1）明喻─同時具有本體、喻體、喻依、和喻詞三者具備的譬喻。明白指出兩

物之間的相似性或比喻關係的修辭法。相對隱喻而言，明喻常用的喻詞有「親像」、「好

像」、「若」、「如」、「似」、「像」、「猶」、「彷彿」「可比」…等等。

（2）隱喻﹝又可稱為暗喻﹞─隱喻同樣具有本體、諭體、喻依、和喻詞三者具

30 魏益民 著，1998 年，《台灣俗語集與發音語法》P.40－45，南天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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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譬喻。其諭辭與明喻十分相似，最主要不同在於喻詞的差異而已，隱喻最常用

「是」、「為」、「成為」、「等於」…等等來作為喻詞。

（3）略喻─即為省略喻詞，只有喻體、喻依，以此句式表達的譬喻。

（4）借喻─指將喻體、喻詞省略，只剩下喻依，以其他事物為譬以曉喻他人的

譬喻。31

譬喻修辭法的四種組成形式，分析、整理成表格如下，

（1） 明喻 明喻＝喻體（○）＋喻詞（○）＋喻依（○）

（2） 隱喻 隱喻＝喻體（○）＋喻詞（改由繫語如「是」「為」代替）＋喻依（○）

（3） 略喻 略喻＝喻體（○）＋喻詞（X）＋喻依（○）

（4） 借喻 借喻＝喻體（X）＋喻詞（X）＋喻依（○）

除了譬喻之外，台灣閩南修辭技巧還有，誇張、對比、對偶、排比、借代、回環、

雙關、對偶…等等修辭，但是最常見、也最主要的還是譬喻修辭格，故本單元即就譬

喻修辭格討論之，但還是略述其他台灣閩南諺語的修辭格如下。

3.3.2.誇張：誇張修辭法是故意誇大其詞甚至到荒謬的程度，以突出所要表達的意義，

使人印象深刻。

3.3.3.對比：對比則是將互相對立的事物擺在一起加以比較，透過對立項的並列增加

說服力。

3.3.4.諧音雙關：諧音雙關是利用同音或近音條件構成的雙關語，

3.3.5.對偶：對偶是將字數相同語法結構相似的語句成對排列的修辭方式，

3.3.6.排比：排比是以三句以上結構相似的語句，表達相關語義的修辭手法。

由此可見，台灣閩南語諺語若深究其修辭文法，其實還是有許多可以探討的文學

價值。

3.4 美學的角度分析

台灣閩南諺語，若就美學的角度而言，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言，即為一種藝術的語

言。臺灣閩南諺語之美，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探討之，即語詞、聲韻和修辭…等三方

面如下，

3.4.1.語詞之美：

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詞，主要是取材於群眾日常生活用語中，所普遍使用的口語

詞。這些口語有許多源自於台灣閩南語本身特有的本土詞，因此可讓人倍感親切，且

能更貼切的傳達語意。台灣閩南諺語即是透過本土語詞給人親切的感受，同時又能適

切的表現出本土的真實性，更藉此呈現出口語文學的特徵─貼近現實、日常生活世

31 參見 《教育部國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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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從語言學的觀點分析台灣諺語的語言藝術，同時也藉此可以討論台語文學的美學。

3.4.2.聲韻之美：

台灣閩南諺語除了上述的台灣閩南語本身的語音特色、即與古漢語中相對應的語

音特色之外。台灣閩南諺語主要還透過押韻的手法，來達成聲韻和諧、韻律節奏來製

造美感的效果，就類似詩的功能。其中又主要以押頭韻、與尾韻的方式達成語音的和

諧、音韻的節奏，故能因此好念、好記又順口，使大眾皆能琅琅上口、在民間廣為流

傳。

3.4.3.修辭之美：

台灣閩南諺語在修辭運用上，避免直接說出、直言不諱。而是強調透過具體人、

是、物，或情境、行動來展現意念。台灣閩南諺語在修辭運上，透過具體且熟悉的事

物，來形容抽象陌生的事物的，此種方式再修辭學中即為比喻。此種譬喻修辭法的運

用，使得台灣閩南諺語經修辭的修飾後，更增添其在與辭上的美感。32

總之，台灣閩南諺語，無論是在語言學、音韻學、修辭學、美學…等等，各個角

度加以整理、分析，皆可肯定其在台灣文學、民間文學、及鄉土文學…等等，各方面

的文學價值、及研究價值了。

4.台灣閩南諺語的類型

台灣閩南諺語，乃為流傳於各地的俗語，也為前人生活累積的經驗智慧之談，極

深深富有警世勵俗的啟示意義，可以讓人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示。它呈現的方式，乃為

智慧的短語，語詞簡白通俗，義理深邃精要，引人深思其義，而且雅俗共賞。雖然，

還是有些諺語（俚語居多數）粗俗土氣，而其質樸親切、平易近人，令人有古早味的

感受。這些「俗話」，有些是會發人深省，有些則令人會心一笑。

台灣閩南語諺語的取材廣泛，舉凡關於天文地理、家庭生活、人常倫理、社會鄉

土、神仙人鬼、季節氣象及職業…等等各方面，如張學謙所言，

台灣諺語的內容相當豐富，生活的各個層面幾乎都有租關的諺語可資運用。陳

主顯所著的《台灣俗諺語典》就蒐集了五千多旬諺語，內容涵蓋人生、心性、

言行、生活、家庭、社會、鄉上、見識和智慧等九大範疇，這些諺語又可細分

成二百一十一個「基本類型」。台灣諺語可以說是觀看台灣社會文化的最佳視

窗。33

32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33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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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閩南諺語大都饒富哲理、且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例如下列舉例說明之閩南

語諺語，往往只有短短的一、二句話，然而其義理之深邃，往往可以令人回味無窮；

其文詞內容切近生活，又常常讓人有如親身感受的親切感，字字句句皆可作為我們處

世上的生活導師。如陳宗顯所言，

諺語是智慧的寶庫、經驗的精華。任何一句，都有驚人的道理在其中。34

此外閩南諺語還深具其教育的重要價值、與意義，如〈閩南諺語之美〉一文中所

言，

閩南語諺語乃為祖先的經驗傳承、風土民情與思想信仰之結晶，而且不論是勸

誡性或誡諧性的諺語，都表達了當時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與生活智慧。它是一

種以最簡潔文字來闡述人生道埋的生活哲學，不僅是語言的精句，更是為人處

世不可或缺的參考準則：尤其在台灣早期受統治、文教政策分歧之際，台灣閩

南人靠的就是這些口耳相傳的諺語來教育下一代。35

但是，若將台灣閩南語的語詞加以分類，就其基本體例而言，如張學謙先生所言，

諺語可以從形式、功能、風格和語義內容等層面來下定義，形式上:諺語是簡

短的固定語句，具有完整的概念。就功能而言，諺語表達廣為流傳的民間傳統

智慧，有勸戒、啟發和教育功能。風格上，諺語以通俗的口語，運用多種修辭

方式，形象生動的表達人生哲理。諺語的語義內容常是一般認定的真理、道德

訓令或處世之道。36

（1）台灣閩南諺語，就其形式而言，往往為一句句簡短的固定語句，且本身即具有

完整的概念。

（2）台灣閩南諺語，就其功能而言，通常為了表達廣為流傳的民間傳統智慧，為長

輩們教育後輩的金玉良言，有勸戒、啟發和教育…等等功能。

（3） 台灣閩南諺語，就其風格而言，為深具通俗性的口語化用語，還運用了多種的

修辭方式，形象生動的表達深奧的人生哲理。

（4）台灣閩南諺語，就其內容而言，教化味濃厚，通常為一般認定的真理、道德訓

令或處世之道…等等。

以下台灣閩南諺語舉例，乃就修辭音韻、食衣住行、及生活諺語…等等，先標明

其類別，再舉其例、後闡釋其義，分類討論之。

34 陳宗顯 著，2000 年，《台灣勵志諺語》 P.3，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35 〈閩南諺語之美〉，「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編輯小組 著 ，《張老師月刊》 ，頁 111。
36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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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修辭音韻，舉例說明如下，

4.1.1.押韻：押頭韻地方以底線表示之；押尾韻地方以斜體表示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好天著存雨來糧。 比喻未雨綢繆之意。

2. 心肝結規丸。 心情鬱悶的意思。

3. 三年一閏，好歹照輪。 風水輪流轉之意。

4. 船過水無痕。 比喻事過境遷或忘恩背義之意。

4.1.2.同字重複及形聲詞：亦有諺語運用同字重複及形聲詞加底線表示之，以此來達

成生動化和聲音和諧，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買厝買厝邊。 擇鄰而居，比喻鄰居的重要。

2. 賣香講香芳，賣花講花紅。 即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之意。

3.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早期台灣社會的狀況，男祖先是大陸

移民的漢人，女祖先是台灣的原居民

為多。

4.1.3.譬喻修辭：依其組成成份的不同，又可分成明喻、隱喻、藉喻、略喻…等等四

大類，喻詞以斜體表示之，舉例說明如下，

4.1.3.1 明喻：同時具有本體、喻體、喻依、和喻詞三者具備的譬喻。明白指出兩物之

間的相似性或比喻關係的修辭法。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人生親像大舞台，苦齣笑詼攏公

開。

比喻人生如戲，有苦有樂。

2. 心肝親像算盤，十個起，八個落。 形容心裡七上八下之意。

3. 口是風，筆是蹤。 形容口說無憑，需要證據之意。

4.1.3.2 略喻：借喻和略喻是最普遍使用的比喻類型。略喻是省略喻詞的比喻。舉例說

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人的心肝，牛的腹肚。 比喻貪心不足之意。

2. 水﹝美﹞人快死，好針快折。 比喻紅顏薄命之意。

3. 做人著磨，做牛著拖。 比喻接受磨練是做人的本份之意。

4.1.3.3 借喻：借喻是不用喻詞，也省略了本體，而只有喻體的比喻，直接把喻體當本

體說出。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龜笑鱉無尾。 即五十步笑百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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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齒，銅牙槽。 比喻好爭辯、不認輸之意。

3. 樹尾無風不會搖。 形容事出必有因之意。

除了譬喻之外，台灣閩南諺語的修辭技巧還有其他，像誇張、對比、對偶、排比、

借代、回環、雙關、對偶…等等修辭法，所以下列舉例說明之，

4.1.4.誇張：誇張修辭法是故意誇大其詞甚至到荒謬的程度，以突出所要表達的意義，

使人印象深刻。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趁﹝賺﹞錢龜爬壁，用錢水崩

山。

比喻賺錢難，花錢易之意。

2. 一隻虱母膨到水牛大。 比喻將小事渲染成大事之意。

4.1.5.對比：對比則是將互相對立的事物擺在一起加以比較，透過對立項的並列增加

說服力。以下例子呈現對立項舉例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驚某大丈夫，怕某（老婆）豬狗

牛。

懼內不失為大丈夫，打老婆則如同畜

牲。

2. 食若牛，做若龜。 批評他人食量如牛，作事慢如龜之意。

4.1.6.諧音雙關：諧音雙關是利用同音或近音條件構成的雙關語，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這旁全（諧音：泉）豬，彼旁全

羊﹔將（諧音：漳）豬排過來，

將羊排過去。

反映臺灣早期漳州和泉州移民族群不

和的情形。

4.1.7.對偶：對偶是將字數相同語法結構相似的語句成對排列的修辭方式，例如：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天頂無好叫，地下無好應。 諷刺上位者言詞傲慢之意。

2. 查甫也著疼，查某也著晟。 呼籲父母要平等對待男孩和女孩之

意。

3. 一枝草，一點露。 指每個人都有生存的空間

4.1.8.排比：排比是以三句以上結構相似的語句，表達相關語義的修辭手法。舉例說

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一更窮、二更富、三更起大厝、

四更拆赴。

比喻興盛衰敗都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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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七坐、八爬、九發牙。 形容嬰兒身體發育的順序之意。
37

4.2 其生活上的食、衣、住、行…等等方面來分類的話，舉例說明如下，

4.2.1.「衣」方面的諺語，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菩薩靠扛，人靠妝。 類似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之意。

2. 三分人才七分妝。 比喻打扮的重要之意。

3. 一針不補，千針難縫。 用補衣來比喻修補錯誤要要及時之

意。

4.2.2.「食」方面的諺語，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透早（清早）一杯茶，贏過百醫

家。

教人養生的技巧。

2. 早吃飽，午吃巧，暗頓（晚餐）

半餓飽。

教人飲食的正確觀念。

3. 生食都沒有，哪有再曝干。 比喻早期社會貧窮之意。

4.2.3.「住」方面的諺語，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一瞑無眠，三瞑補勿會過。 比喻熬夜的壞處。

2. 洗面著洗耳后，掃地著掃壁邊。 比喻注意小細節之意。

3. 千富萬富，比勿會過家治（自己）

起厝。

比喻擁有自己房子的重要、類似金

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之意。

4.2.4.「行」方面的諺語，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比喻朋友的重要之意。

2. 逢橋要下馬，過渡莫爭船。 行路的安全之意。

3. 出門一趁早，二趁飽，三趁秋清

（涼快），四趁有陣（同伴）。

出門的注意事項。

4.3 生活諺語：指在民間流傳已久、約定俗成的台灣閩南諺語。家鄉父老琅琅上口的

諺語，常常使用這些諺語去教育指導自己的親屬待人的道哩。這些諺語不但累積了先

人的生活經驗和智慧，也包含了許多人生道理。故下列即就人生、處世、家教、家庭、

37 張學謙 著，2000 年 5 月〈由台灣諺語談台語文學之美學〉，《文化視窗》，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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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等等各方面，茲選錄一些比較深刻寓意的生活與處世的台灣閩南諺語，舉例說

明如下，

4.3.1.「人生」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有囝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父母的喜悅、當官的辛苦之意。

2. 眾人一樣心，黃土變成金，三人

四樣心，賺錢不夠買燈心。

比喻團結的重要。

3. 心和萬事興，家和萬事成。 教人修身齊家的道裡。

4.2.2.「處世」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一枝草，一點露。 指每個人都有生存的空間。

2. 一樣米，飼百樣人。 吃同樣的米，卻養出各式各樣不同的

人。

3. 貪酒不顧病，貪色不顧身，貪財

不顧親。

諷刺人貪酒、色、財氣之壞處。

4.2.3.「家教」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教子有方囝成材，教子無方囝浪

蕩

比喻教養孩子的重要。

2. 沒當家毋知柴米貴。 類似養兒方知父母恩之意。

3. 會曉（有能力）持家件件有，勿

會曉持家項項無。

比喻持家的重要。

4.2.4.「家庭」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沒好序大（長輩），就沒有好序細

（晚輩）。

類似上樑不正下樑歪之意。

2. 父母疼囝長流水，囝疼父母象樹

尾搖風。

形容父母疼惜子女之深。

3. 兄弟同心金不換，同□（妯娌）

齊心家不敗。

比喻同心齊家的重要。

4.2.5.「婚姻」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有情毋驚千里遠，無情哪怕門對 形容姻緣天注定，有緣千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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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2. 好某（妻）娶會著，恰好吃補藥。 形容娶良妻的重要。

3. 媒人包入房，沒包你一世人。 結婚還是夫妻二人相處重要。

4.2.6.「勤儉」美德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台灣閩南諺語 釋義

1. 毋驚山高，只驚腳軟，毋驚事難，

只驚人懶。

類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之意。

2. 暗暗困（睡覺），早早起，米缸常

常有剩米。

晚睡早起，努力打拼，生活才好過之

意。

3. 要吃毋討趁（不謀生），吃久山也

崩。

類似坐吃山空、再多的財物花久也會

空之意。

5.結語

小時候常聽長輩口中，三不五時在日常口語中，無意間就說了很多台灣鄉土的閩

南諺語，常令人感覺當中的涵意十分深遠，其啟示性更是廣大而貼切。台灣閩南諺語，

字字句句都充分展現了老祖先的智慧，如蔡榮光先生所言，

台灣諺語是先民智慧的積累，在過去摹路鐵荒拓土建立家園的當下，前人的耕

耘猶如播種者，一鋤一褥正植下文化的種子，一步一腳印的走來，在今天的生

活習俗當中，亦深藏著前人辛勤耕耘的成果，尤其諺語反映生活的一部份，可

以窺知過去生活面貌，在老人家的口中道來更帶一份睿智與韻味，口耳相傳至

今讀來，方知話中涵義深遠。38

台灣閩南諺語乃為民間文學，在民間大眾之間常常會隨著口耳相傳，並藉此傳承

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昔時這些閩南諺語既通俗簡單又押韻順口，所以，好記好說又

好聽，有些詞中還寓有告誡、勸善、嬉戲、諷刺或節俗…等等意義。使人聽了不時引

起對童年情景的懷思，不過迄今大多已失傳。因此，要如何保存這些古老的閩南諺語，

進而推廣台灣古有的閩南諺語文化，即成為重要的文學使命，因此首先就必須先了解

其流便與發展現況。如楊素晴所言，

現在，我們社會正在轉型，由農業社會變成工商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外來

文化透過電視、廣播、書報雜誌不斷的衝擊，我們原有的民間文化急速的消失。

很多民間文學隨著老一輩的去世而漸漸失傳，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39

38 蔡榮光 著，1999 年 1 月，〈諺語風采‧拾穂之美〉《台灣諺語拾穗一閩南語篇》， 頁 4，楊兆楨 編 ，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39 楊素晴 〈為民間文學的傳承盡力〉《謎語‧諺語篇﹝一﹞》 頁三 胡萬川 編 彰化縣立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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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語長年的推廣之下，所謂母語的閩南語漸漸式微，凡事物皆有其根源，「水

有源樹有根」，而閩南諺語的根源更有待後人的傳承、關注。藉由本文對台灣閩南諺

語的各方面的分析、及探究，希望能認知台灣閩南諺語，了解其諺語的審音、正字、

意譯、賞析…等等；及能運用台灣閩南諺語，與日常生活經驗做結合，並且能有所感

發。更希望能為閩南諺語再開一扇窗，讓更多人體會台灣閩南諺語的價值，進而傳承、

保存台灣閩南諺語的民間文學，此乃為刻不容緩之事。故本文即藉著對台灣閩南諺語

的探析，來使台灣閩南諺語有機會得到大眾的關注、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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