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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書局改編臺灣早期閩南語 
歌仔冊之詞彙觀察**

林 香 薇*

摘　要

筆者曾觀察《僥倖錢開食了歌》中的九個版本，並透過幾個層面的分

析，將它分為三個不同的演變時期。第一期是大陸出版的歌仔冊，第二期是

臺灣早期出版的歌仔冊，第三期則是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這三個時期的分

野是否透露出整個歌仔冊詞彙和漢字在歷史發展上的分期，是值得進一步考

察的。

然而要進行歌仔冊的歷時研究，並作為論述語言演變的基幹，筆者認

為，可以先對時代確定的歌仔冊版本，進行短時段的、專地的研究，避免雜

揉異地資料。因此本文嘗試先在語料上縮小時間空間跨度，專就竹林書局與

臺灣早期出版的歌仔冊，在詞彙上作一比較，以找出其演變的規律或類型，

進而有助於界定歌仔冊詞彙的發展史。此外，前後期的竹林本其改編舊有歌

仔冊的情形也不盡相同，本文將一併探討。

 關鍵詞：閩南語、歌仔冊、詞彙演變、版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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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特申謝忱。又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竹林書局改編舊有閩南語歌仔冊之語言學觀察」（NSC 98-2410-H-003-059-MY2）成

果報告之一，由衷感謝該會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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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據王順隆（1993）記載，清道光年間閩南地區就流行著歌仔冊。當時刊

印歌仔冊的地區，除了廈門，還有泉州和上海。清末有商人將它帶進臺灣，

由於價錢便宜，內容通俗，因而引起風潮。在日本大正年間，不僅有臺灣的

出版社（臺北黃塗活版所）自行印刷歌仔冊，且開始出現臺灣人的創作。爾

後嘉義捷發漢書部、嘉義玉珍書局、臺中瑞成書局、臺北周協隆書局等也發

行了大量的歌仔冊。雖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推行皇民化運動，曾下

令禁止所有的書籍、報紙和雜誌以漢文出版，以致昭和十二年（1958）後歌

仔冊的通行受到嚴重的打擊；但不可諱言的，1930 年代仍是歌仔冊的顛峰

時期、黃金時期。戰後，臺灣出版的歌仔冊風行了一陣子，但因社會結構改

變，新的休閒娛樂不斷出現，歌仔冊銷量大減，出版社漸漸停止出版發行，

目前大概僅剩新竹竹林書局還在販售。

觀察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歌仔冊，一類顯然是翻印自其他書局舊版本的

作品，如 1956 年的《百花相褒歌》；一類是改編自其他書局舊版本的作品，

如 1955 年的《桃花女周公鬪法》；
1 一類就目前的文獻來看，尚未找到在它

之前出版發行的版本，應該是竹林書局自行創作的，如 1958 年《鄭國姓開

臺灣歌》。　

就臺灣現今收藏歌仔冊最多的傅斯年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

文庫來看，竹林書局翻印或改編自其他舊版本的歌仔冊數量相當的多，如表

一。

本文主要就是針對這些翻印或改編自其他書局的竹林書局版本，進行詞

彙上的觀察。

2005 年，筆者曾發表過〈論臺灣閩南語歌仔冊的版本和詞彙—以《僥

倖錢開食了歌》為例〉一文，當時整理《僥倖錢開食了歌》中的九個版本，

並透過對題材與版本、故事情節與內容、印版與編排、漢字的選用、詞彙的

 1　 翻印與改編的不同在於前者內容完全相同，情節敘述不變，僅在少數用字上作校訂；後

者則是故事內容或情節或敘述已有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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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傅斯年及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歌仔冊對照

編

號

傅斯年圖書館 楊雲萍文庫

篇　名 出版書局
出版
年代

篇　名 出版書局
出版
年代

1

最新桃花女全歌 廈門會文堂
年代
不詳

最新桃花女全歌 廈門會文堂 192?

桃花女周公鬪法 竹林書局 1955 最新桃花女鬥法歌 上海開文書局 192?

桃花女周公鬪法 竹林書局 1971 桃花女鬪法歌 黃塗活版所 1925
桃花女．周公鬪法
歌

竹林書局 1987 周公桃花女鬪法新
歌

瑞成書局 1933

2

最新三國相褒歌 廈門會文堂
年代
不詳

最新三國歌 上海開文書局
年代
不詳

最新三國相褒楊管
合歌

廈門會文堂 1921 最新三國相褒楊管
合歌

嘉義捷發漢書
部

1936

最新三國相褒歌 黃塗活版所 1925

三國坐馬合歌 黃塗活版所 1926

三國相褒歌 竹林書局 1971

3

新編呂蒙正彩樓配
歌

廈門會文堂
年代
不詳

呂蒙正采樓配 黃塗活版所 1926

新編呂蒙正彩樓配
歌

嘉義捷發漢
書部

年代
不詳

彩樓配歌 竹林書局 1956

呂蒙正彩樓配歌 竹林書局 1971

4
英台出世歌 竹林書局 1956 英臺出世新歌 瑞成書局 1933

英台出世歌 竹林書局 1960 特編英臺出世新歌 周協隆書店 1936

5

改良元河三嬌會歌 廈門文德堂
年代
不詳

最新鄭元和三橋會
全歌

上海開文書局
年代
不詳

最新鄭元和三嬌會
全歌

廈門會文堂
年代
不詳

鄭元和三嬌會新歌 瑞成書局 1933

鄭元和三嬌會歌 竹林書局 1957

6

梁士奇歌
廈門文德堂
榮記

1914 梁士奇歌 書莊 1894

最新梁士奇全歌
廈門會文堂
書莊

1914 梁士奇歌本 上海開文書局 192?

蘇州梁士奇新歌 竹林書局 1990 最新梁士奇歌 黃塗活版所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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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發行人、各本親疏關係等幾個層面的觀察，將這九個版本分為三個不

同的演變時期。每個時期的各個版本，在內容、用詞、用字等各方面都較為

相近，屬於同版的異本；不同時期的各本則差異較大。藉由這樣的分析，可

以看出一些閩南語詞彙及漢字演變的歷程。

不過該文僅以一本歌仔冊為例，如果能進一步擴展材料的範圍，相信有

助於確認整個歌仔冊的詞彙和漢字在歷史發展上的分期。以上述《僥倖錢開

食了歌》的三個演變時期來說，第一期包括廈門會文本及上海開文本；第二

期包括臺北榮文本（1928）、嘉義捷發本（1931）、臺北宏文本（1932）、臺

北周協隆本（1937）及新竹竹林本（1954）；第三期包括 1971 年竹林本及

1986 年竹林本。第一期都是在大陸出版的歌仔冊，第二期是臺灣早期出版的

歌仔冊，第三期則是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這三個時期的分野是否透露出整

個歌仔冊詞彙和漢字在歷史發展上的分期，是值得進一步考察的。
2 

然而要進行歌仔冊的歷時研究，並作為論述語言演變的基幹，筆者認

為，可以先對時代確定的歌仔冊版本，進行短時段的、專地的研究，避免雜

揉異地資料。因此本文嘗試先在語料上縮小時間空間跨度，專就竹林書局與

臺灣早期出版的歌仔冊， 3 在詞彙上作一比較，以找出其演變的規律或類型，

進而有助於界定歌仔冊詞彙的發展史。

本文的語料來源主要是根據目前傅斯年圖書館所公開的 570 種左右的歌

仔冊文獻、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所公開的 460 種左右的歌仔冊文獻及

筆者所收藏的版本，另外再網羅學者已發表在專書或期刊論文中的語料，加

 2　 據陳兆南（1994: 44）的說法，臺灣歌仔發展，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明、清之

際臺島開發初至日據前；第二期為日本據臺至光復的日據時期；第三期為臺灣光復後至

1980 年代。杜建坊（2008: 50-51）則依歌仔冊的語文形式分為四期：第一期是清刊本；

第二期是閩南的廈門、泉州、漳州及上海的印本；第三期是日本時代臺灣出版的歌仔冊；

第四期是戰後臺灣出版的歌仔冊。而據筆者初步觀察結果，歌仔冊的語文發展可修改為

五期：第一期是清朝時期閩南的歌仔冊；第二期是清朝之後閩南的歌仔冊；第三期是西

元 1916 到 1945 年（即大正年間黃塗活版所開始出現至日治結束）臺灣的歌仔冊；第四

期是西元 1945 至 1970 年左右臺灣的歌仔冊；第五期是西元 1970 年之後臺灣的歌仔冊。

其中第二、三期有部分重疊。

 3　 據陳兆南（1994: 44）記載，光復初期歌仔的發展在前十年仍然蓬勃，但最大宗的依然

是新竹竹林書局；甚至到了 1960 年代，曾分享歌仔冊市場的幾家書店，再也沒有出版紀

錄，竹林成為第三期後期的唯一，且是碩果僅存的歌仔冊出版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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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照。

二、臺灣早期歌仔冊與竹林書局本的比較

（一）詞彙內容的比較

1. 相同詞彙的沿用

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歌仔冊和臺灣早期的歌仔冊，在詞彙的運用上有同

有異，例如在《花胎病子歌》裡，玉珍書局（1932）、瑞成書局和竹林書局

（1956）就有一些相同的詞彙：
4 

 玉珍本　　　　　　瑞成本　　　　　　竹林本

 三月病子人嘴凊　　三月病子人嘴戥　　三月病子人嘴秤

「病子 penn7 kiann2
」一詞不見於古漢語， 5 《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668、

771）收有該詞，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33）也收入，記載為害喜

的意思，該詞為閩南語詞。
6

又如在《乞食開藝旦歌》裡，瑞成書局和竹林書局（1954）的詞彙運

用：
7 

瑞成本　　　　　　　　　竹林本　　　

一條ネグタイ帶後平　　　一條ネグタイ帶後平

查某看伊眞送世　　　　　查某看伊眞送世

注文酒菜隨時到　　　　　注文酒菜隨時到

諸娘飼大着嫁尫　　　　　姿娘飼大着嫁尫

「ネグタイ」是指領帶，它直接把日語的片假名套用在歌仔冊裡。「注文 tsu3 
bun5

」據《臺日新辭書》（頁 612）記載是訂購的意思，它是從日語直譯來

的。「送世 sang2 se3
」（摤勢）一詞見於《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447），是神

 4　 同一故事內容的歌仔冊，在不同版本裡書名經常有所不同，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以引

用資料中出版年代最早的竹林本書名來統稱，再於註釋中說明。如此處玉珍書局書名為

《最新病子歌》，瑞成書局為《花胎病子歌》，竹林書局為《花胎病子歌》。

 5　 本文的閩南語標音一律使用臺羅拼音。

 6　 有關閩南語詞彙層次的分類，請參林香薇（2008）。
 7　 瑞成書局書名《最新乞食開藝旦歌》，竹林書局為《乞食開藝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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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臭屁的意思，該詞為閩南語詞。「姿娘 tsu1 niu5
」（諸娘）一詞收於《臺日

大辭典》（下冊，頁 346），指婦女的意思，多見於閩南戲文，少用於口語。

其中「送世」和「姿娘」都是閩南語的特殊詞彙。
8   

從幾個版本的比對來看，竹林本在改編早期歌仔冊時，除非是內容、情

節或語意改變，否則表達同一（或相近）概念的詞彙，有些變動並不大。因

此不論是哪個層次的詞彙，多有原封不動，直接承襲舊版本的情形。但有時

為了反映當時的用詞習慣，或有新興詞彙的產生，或語言風格的改變等，因

而產生詞彙改變的情形。這種詞彙運用的改變，包括了好幾種類型，底下就

逐一說明。

2. 新興詞彙的出現或消亡

觀察竹林書局與早期歌仔冊的版本發現，不同版本在表達相同（或相

近）概念所用的詞彙有時會改變，甚至會出現反映該時代的新興詞彙，例如

在《乞食開藝旦歌》裡，瑞成書局和竹林書局（1954）的詞彙運用：

瑞成本　　　　　　　竹林本

到位自動車禁錠　　　到位計程車禁錠

「自動車 tsu7 tong7 tshia1
」一詞，據《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584）記載，「自

動車」就是汽車，該詞為日語直譯。「計程車 ke3 ting5 tshia1
」是依行程的距離

及時間，計算車費的載客汽車，和「自動車」的意思不同。該詞不見於日治

時期的辭書，是後來才新興的閩華共通詞。

又例如在《鄭元和三嬌會歌》裡：
9

瑞成書局（1933）　　竹林書局（1957）  
隨時就叫民狀來　　   隨時就叫班頭來

「民狀 bin5 tsong3
」（民壯）一詞出現於近現代漢語文獻，《喻世明言》卷 40

記載：「張千、李萬一條鐵鏈鎖著四名『民壯』，輪番監押。  」 10
指的是民間

 8　 姚榮松（2000: 213）曾指出，特殊詞彙是相對於通用語詞而言，凡與共同語（國語）或

鄰近方言（如客語）詞形相同的便不是。

 9　 瑞成書局書名為《鄭元和三嬌會新歌》，竹林書局為《鄭元和三嬌會歌》。

10　 文中引文多檢索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的「漢籍全文資料庫」及「古漢語語

料庫」，少數引文取自原書，僅列於引用書目，不一一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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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召募的壯丁。又《清史稿》卷 140〈志．鄉兵〉記載：「其各直省之鄉

兵，曰屯練，曰『民壯』，曰鄉團，曰獵戶，曰漁團，曰沙民。  」指的是清代

的衛兵。《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655）收錄該詞，照書中的記載，「民壯」 
指的是警戒蕃人的壯丁。

「班頭 pan1 thau5
」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元關漢卿《望江亭中秋切鱠》  

第二折記載：「端的是佳人領袖，美女『班頭』。  」是領袖、首領之意；又元

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記載：「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將定戈矛，您只會文

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  」是指文武百官朝班之

首。「班頭」一詞也見於《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597），是巡捕的意思，即

現今的警察。

「民壯」和「班頭」都是從舊有詞彙引申發展而來，在早期臺灣社會，

因著時代的變化而賦予了新的意義。但「民壯」一詞不只出現於瑞成本，也

出現於廈門的文德堂本、會文堂本，及上海的開文本。從上下文及目前可見

的版本來看，這裡的「民壯」，應該是指臨時召募的壯丁。至於竹林本的「班

頭」，則是取新興的詞意─警察的意思，這個用法不見於華語。

又在《乞食開藝旦歌》裡，瑞成書局和竹林書局（1954）的詞彙：

瑞成本　　　　　　　竹林本

保正聽着煞愛笑　　　里長听着煞愛笑

「保正 po2 tsiann3
」一詞見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 7，書中記載：「昨有

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是鄉役名。《臺日大辭典》 
（下冊，頁 894）也收錄這個詞，「保正」指的就是保長。《臺灣語常用語彙》   
（頁 73）亦收該詞，指保正就是村長的意思。「里長 li2 tiunn2

」一詞見於《舊

唐書》卷 57〈張長遜傳〉，該書記載：「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為『里

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  」指的是古時的鄉里小吏。這個詞不見於

《臺日大辭典》、《臺灣語常用語彙》等。

「保正」和「里長」二詞，皆為古漢語詞，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語意上有

些改變。就古漢語文獻來看，「里長」一詞最早出現的時代與使用的範圍，似

乎都比「保正」要來得早、來得廣。但日治時期的文獻顯示，「保正」一詞是

當時的新興詞彙，日治後該詞彙逐漸消亡，又被「里長」一詞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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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借自官話的詞彙被取代

凡是題材改編自中國歷史或民間故事或傳統小說、戲劇的歌仔冊，在詞

彙的運用上會保留文言語詞；其中部分語詞少見於閩南語的文獻，應是借自

官話詞彙，透過語音對譯的方式保留下來。這些借用的詞彙，因為日常並不

使用，多數人難以誦讀，到了竹林本往往改為相應的閩南語詞彙。如《僥倖

錢開食了歌》裡臺北榮文本（1928）、嘉義捷發本（1931）和臺北周協隆本

（1937）的「街衢」，在竹林本（1954）改為「街仔」：
11

榮文本　　　　　捷發本　　　　　周協隆本　　　　竹林本

帶著街衢野田庄　帶著街衢野田庄　帶著街衢野田庄　帶治街仔野田庄

「街衢 kue1 ku5
」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後漢書》卷 40 上〈班彪列傳〉中記

載：「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

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指的是四通八達的

街路，現亦稱為「街道」。《廈英大辭典》（頁 241）、《臺日大辭典》（上冊，

頁 408）收錄該詞，但後者標註是文言語詞。「街衢」一詞不是固有詞彙，是

借自官話的官話詞彙，非但不用於閩南口語，現代華語也甚少使用。
12
「街仔

kue1 a2
」則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閩南語詞。

又例如在《蘇州梁士奇新歌》裡，臺北黃塗活版所（1926）和新竹竹林

書局（1990）的詞彙運用： 

黃塗本　　　　　　竹林本

頃刻就到徐婆處　　隨時就到徐婆處

「頃刻 khing2 khik4
」、「隨時 sui5 si5

」皆見於古漢語文獻。「頃刻」一詞見於

《新唐書》卷 56〈志．刑法〉，書中記載：「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

間，何暇思慮？」是用來形容極短的時間；「隨時」一詞見於《五代史平話》 
〈周史〉卷下，記載：「仍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

11　 臺北榮文書局本和嘉義捷發書局本的書名是《僥倖錢開食了》，周協隆本是《最新僥倖錢

開食了》，竹林本是《僥倖錢開食了歌》。

12　 「街衢」一詞，審查人認為見於《廈英大辭典》一書，若又在歌仔冊中常見，應可視為閩

南語固有詞彙。不過就筆者目前的觀察，該詞少見於歌仔冊，且《臺日大辭典》又明確

標註是文言語詞，本文暫時將它列為借自官話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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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有「不論何時」的意思。

《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01）收有「頃刻」一詞，是指暫時、須臾之

意，又註明是文言語詞。表示該詞應借自官話詞彙，用於書面語。《臺日大辭

典》（上冊，頁 755）收有「隨時」一詞，是指馬上、立刻之意。又據《臺灣

話大辭典》（頁 1712），「隨時」除了「立即」，也有「任何時候」之意。「隨

時」在現代華語裡保有「不論何時」之意，「立即」一意應是閩南語特有的，

且該詞多用於口語。

4. 詞彙來源的不同

如上述竹林書局在改編早期歌仔冊時，會選用不同的詞彙來表達，這些

詞彙的不同有時與其詞彙層次的來源不同有關，如在《孟姜女》裡， 13
嘉義捷

發本（1936）的「男人」一詞，到了新竹竹林本（1955）就改用「查埔」： 

捷發本　　　　　　竹林本

恁是男人我女人　　恁是查埔阮女人

「男人 lam5 jin5
」一詞見於《後漢書》卷 73〈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書中記

載：「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

而上之。  」屬於古漢語詞彙，竹林書局則改用閩南語詞「查埔 tsa1  poo1
」。

14

例如在《鄭元和三嬌會新歌》裡，臺北瑞成書局（1933）和新竹竹林書

局（1957）的詞彙運用也有變化：

瑞成本　　　　　　竹林本

鴉母聽見喜紛々　　老葱听着喜紛々

清《閱微草堂筆記》卷 16 記載：「一貴以養鴨為業，閩人皆呼為『鴨母』」，

足見「鴉母 ah4 bo2
」（鴨母）是閩南語詞。該詞亦收於《臺日大辭典》（上

冊，頁 7），除了有母鴨的意思外，還用來指稱品行不良的女子。「老蔥 lau7 

13　 邱壽編著的《孟姜女》有 5 集，第 1 集《孟姜女配夫新歌》，第 2 集《孟姜女思君新歌》，

由捷發漢書部發行，第 3 集《孟姜女送寒衣新歌》，第 4 集《孟姜女過峽新歌》，第 5 集

《孟姜女成天新歌》，由玉珍書局發行，但 5 冊皆於 1936 年出版。為行文方便，底下皆以

捷發本《孟姜女》為書名。竹林書局本也是 5 集，集名各不同，本文也以《孟姜女》為

書名。

14　 有關「查埔」一詞的語源問題，可參吳守禮（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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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ang1
」（老娼）則是近現代漢語詞，收於《醒世姻緣》第 39 回：「沒奈何，

尋那失了時的『老娼』，或是那沒廉恥的媒婆」，是指開設妓院，管理或控制

妓女的女人。該詞亦見於《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365），指的就是老鴇，娼

館的老闆娘。

此外像《乞食開藝旦歌》裡，瑞成書局本「楊然也是富戶家」中的「楊

然 iu5 jian5
」（猶然），就是古漢語詞；

15
到了竹林書局本（1989）， 16

改為閩南

語詞「又原 iu5 guan5
」（猶原），這也是選用的詞彙在來源上不同的表現。

5. 語言風格的轉變　

程祥徽（1991: 23）提及，任何一種發達的語言都有許多同義的系統─

─詞彙中有同義詞，語法和語音也有同義的成分。這些成分在意義上是平行

的，沒有邏輯意義上的差別，只有風格色彩上的不同。

比較歌仔冊不同版本會發現，對於同義或近義的詞彙，有時會因時

代或作者或其他因素，選用不同風格色彩的詞彙。例如在《桃花女周公鬪

法》裡，臺北黃塗活版所（1925）、臺中瑞成書局（1933）和新竹竹林書局

（1955）的詞彙運用：
17 

黃塗本　　　　　　瑞成本　　　　　　竹林本

可憐今旦爾性命　　可憐今旦爾性命　　可憐今日汝無命

「今旦 kim1 tuann3
」一詞見於《史記》卷 75〈孟嘗君列傳〉，該書記載：「蘇

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禺人與土禺人相與語。  」「今日 kim1 jit8
」見

於《北史》卷 5〈魏本紀〉，書中記載：「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 
當甚有急兵。  」兩詞皆為古漢語詞。《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28、330）收

有「今日」、「今旦」兩詞，皆有今日、本日的意思，另「今旦」還有目前、

現在的意思。「今旦」常見於閩南戲文，如《荔鏡記》第 2 出（嘉靖本）記

載：「『今旦』相辭去，值日得相見？三年任滿返鄉里。  」 18
該詞多用於書面

15　 「猶然」見於《漢書》卷 4〈文帝本紀〉，該書記載：「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屬

於古漢語詞彙。

16　 1989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乞食開藝旦歌》。

17　 臺北黃塗活版所的書名為《桃花女鬪法歌》，臺中瑞成書局為《周公桃花女鬪法新歌》，

新竹竹林書局（1955）為《桃花女周公鬪法》。

18　 此處引文檢索自「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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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今日」則用於口語。

又如《彩樓配歌》裡的「盤纏」一詞，到了竹林本就改為「銀錢」：
19

會文本（？） 　　 捷發本（？）  　　黃塗本（1926）　 竹林本（1956）
卜尋朋友借盤纏　卜尋朋友借盤纏　卜尋朋友借盤纏　卜尋朋友借銀錢

「盤纏 puann5 tinn5
」一詞見於近現代漢語文獻，《醒世姻緣》第 7 回記載：

「如今爹娘差了人，拿了銀子做『盤纏』，可推說甚麼不去？」是路費、旅費

的意思。該詞收錄於《廈英大辭典》（頁 380），亦見於閩南語文獻，如《荔

鏡記》第 33 出（嘉靖本）記載：「你共我入繡房內去收拾行李、『盤纏』，因

時起身。  」多用於書面語。「銀錢 gin5 tsinn5
」是古漢語詞彙，《魏書》〈西域

傳〉記載：「稅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  」是錢財的意思。「銀錢」 
見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51），是金錢的意思，相較於「盤纏」，則較

為口語。

「盤纏」一詞也出現在《鄭元和三嬌會新歌》裡，但竹林本相應的詞彙則

是「盤錢」：

會文本（？）  　　 文德本（？）  　    開文本（？）  　　竹林本（1957）
通來送子隨盤纏　通來送子做盤纏　通來送子做盤錢　通來乎子做盤錢

據《廈英大辭典》（頁 380）的記載，「盤纏 puann5 tinn5
」、「盤費 puann5 

hui3
」和「盤錢 puann5 tsinn5

」，都是路費、旅費的意思。「盤錢」不見於古漢

語文獻，該詞的產生可能是因為「盤纏」較為古雅，於是將「盤纏」中少見

的舊詞彙換掉，補上通俗易解的詞彙加以組合創造而成，竹林本則是抄襲開

文本的用法。「盤錢」相較於「盤纏」，則較為口語。

另外《彩樓配歌》還有這樣的例子，黃塗本（1926）「一枝杖仔連步

拖」中的「杖仔 thng7 a2
」，就是書面語詞，到了竹林書局本（1956），就

改為口語詞「拐仔 kuai2  a2
」。又《桃花女周公鬪法》裡，瑞成本（1933）  

「周公仔細看一見」中的「仔細 tsu2 se3
」，就是書面語詞，到了竹林書局本

（1955），就改為口語詞「常世 siong5 se3
」（詳細）。

上述的例子都是之前用書面語詞，後改用口語詞，下面的例子則不同。

19　 會文本和捷發本書名為《新編呂蒙正彩樓配歌》，黃塗本書名為《呂蒙正采樓配》，1956
年竹林本書名為《彩樓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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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1959）的詞

彙運用： 

捷發本　　　　　　竹林本

看着水底一个翁　　看着水底一郎君

「郎君 long5 kun1
」一詞見於《二刻拍案驚奇》卷 30：「『郎君』將此兒歸閩

中，又在何處另結良緣？不知且從黃易兩家之言，成了親事。  」是指夫君的

意思。又《三國志．蜀書》卷 43〈張嶷傳〉載：「自非『郎君』進忠言於

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是對男子的尊稱。「翁 ang1
」一詞據《史記》卷

7〈項羽本紀〉記載：「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

羹。  」指的是父親的意思；「翁」也可以作為對男性長者的尊稱，如柳宗元

〈江雪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
「翁」（夫）一詞收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28），是丈夫的意思。

但從歌仔冊的上下文來看，這裡的「翁」是指男子之意，並非一般閩南語常

用的「丈夫」之意。查《廈英大辭典》（頁 5），「翁」除了有「丈夫」，還有

「男性長者」的意思。《臺灣話大辭典》（頁 16）收有「翁生姥旦」一詞，指

的是郎才女貌，「翁」即是男子之意。「郎君」一詞在《臺日大辭典》（下冊，

頁 1036），有富家子弟，或夫君的意思。文本裡的「郎君」是指男子之意。

「翁」和「郎君」兩詞皆為古漢語詞，前者在閩南語裡多用於口語，後者

多用於書面語。

6. 特殊虛詞的流失 

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書局出版的歌仔冊，都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特殊

詞彙。這些詞彙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在語言發展的過程，它們逐漸流失或

在日常中變得較為罕用，導致現代人無法掌握其語義。

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雖保存了許多閩南語特殊詞彙，但同時也流失了

一些詞彙，如在《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 

捷發本　　　　　　竹林本（1951）　 　竹林本（1959）
跪落謝恩力天看　　跪落謝恩掠天看　　跪落謝恩對天看

連金發（2002: 192-193）曾觀察《荔鏡記》裡幾個虛詞的用法，他以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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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h8
」的功能是可當動詞或介詞使用。

20
當動詞時，表示抓、逮捕的意思，

如：「khit4 lang5 liah8 tioh8 乞人力著（被某人抓到）」。當介詞時，後面所接的

是無生命受詞、屬人名詞或代名詞。
21
至於字形，連金發也提到，經常用俗

字「掠」來表示。

《孟姜女》的例子，「力」是當成介詞使用，後面接的受詞是「天」，是無

生命的受詞，它的漢字書寫則是從「力」轉變為「掠」。不過到了 1959 年的

竹林本，閩南特有詞「力」的用法就丟失，而是用「對」來替代，這也應證

了連氏的觀察。
22

「對 tui3
」一詞見於《舊唐書》卷 9〈本紀〉，該書記載：「十二載春正月

壬子，楊國忠於尚書省注官，注訖，於都堂『對』左相與諸司長官唱名。  」 
是「朝著」、「向著」的意思，屬於古漢語詞。這個詞意和用法，在現代閩南

語或華語裡都非常普遍，自然取代了「力」（或掠）作為介詞的地位。

7. 不同詞彙的互競 

比較歌仔冊的版本時發現，某些詞彙所表達的概念相同或相近時，有時

彼此間會產生一些語用上的競爭或分工的情形，比如《僥倖錢開食了歌》裡

的「鮮 sian2
」和「錢 tsinn5

」。
23
「鮮」在會文堂本出現 2 次：

24

那卜呆子提人鮮

汝那卜開我个鮮

「錢」在會文堂本出現了 44 次，例如：

20　 原文是：Unlike chiong1 將 which is a full-fledged preposition liah8 力 still functions both as 
a verb and a preposition and has not completely been grammaticalized as a preposition to mark 
patient.

21　 原文是：When liah8 力 is used as a preposition the element it precedes may denote inanimate 
objects (49 tokens), human nouns (21 tokens) and pronouns (6 tokens).

22　 連氏一文（2002: 205-206）提到，在閩南語中還存在著 liah8 這樣的用法：如「liah8 i1 
kim1-kim1 khoan3 掠伊金金看」，與「liah8 choe3 si7 Lim5 sio2-chia2 掠做是林小姐」。又，從

Li Rulong（1997）和 Shi Qisheng（2000）的研究發現，在泉州、汕頭、潮州方言中仍可

找到「liah8 力」的一些蹤跡，連氏以為這雖常被當地居民所使用，但已有的研究尚不足

以斷言這樣的語法特徵在閩南語方言中是一種強勢的現象。

23　 有關「錢」和「鮮」的分工和互競，請參林香薇（2008）。
24　 會文本的書名是《最新僥倖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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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彩銀錢付汝用　

查某提錢乎汝用　

營汝身軀斷錢山　

從上述例子來看，「鮮」和「錢」的意義並無太大的不同。因為觀察臺北榮文

本（1928）和新竹竹林書局本（1954），文中並無「鮮」的用例，原本在會

文本中使用「鮮」的例句，都已改成「錢」，如下：

會文本　　　　　　榮文本　　　　　　竹林本

那卜呆子提人鮮　　那卜呆子提人錢　　那卜呆子提人錢

會文本　　　　　　榮文本　　　　　　竹林本　

汝那卜開我个鮮　　爾那卜開我个錢　　汝那卜開我兮錢

據巴克禮《廈英大辭典補編》（頁 200）記載：「*sién: a cent. bô poàn sién, 
not a single cent」，又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辭典》（頁 1290）記

載：「仙：（量詞）分，分幣，一元的百分之一，借自英語。  」「鮮」（或仙）  
一詞顯然是外來詞彙。「錢」則常見於古漢語文獻，如《史記》卷 6〈秦始皇

本紀〉記載：「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

等。  」是古漢語詞。

就文獻的記載來看，「鮮」是從英語輾轉借來的，原為一分錢的意思，

但借進閩南語之後，語意上發生了些微的變化。像在會文本的時代，「鮮」和

「錢」兩詞皆存在，但彼此混用，並沒有分工的情形。也就是當時的「錢」和

「鮮」，同時表示「一分錢」及「泛指金錢」兩種意思，這在《臺日大辭典》 
中可以找到佐證。

在榮文本和竹林書局本的時代，「鮮」和「錢」兩詞皆存在，但彼此互

競，結果「鮮」一詞變得較少使用，多被「錢」一詞所取代。到了現代臺

灣閩南語中，「錢」和「鮮」在語用上似乎有了分工的情形，「錢」多泛指金

錢，而「鮮」多指數量較少的金錢。

又比如《哪叱抽龍筋歌》裡：
25

捷發本（1931）　　 竹林本（1971）
仰頭一見卽知影　　舉頭一看即知影

25　 捷發本的書名為《哪叱閙東海歌》，竹林本為《哪叱抽龍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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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頭 giong2 thau5
」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如《北齊書》卷 32〈陸法和傳〉 

記載：「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擒之。  」是擡頭向

天的意思。「舉頭 gia5 thau5
」見於《後漢書》卷 70〈孔融傳〉：「帝令『舉

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  」也是擡起頭的意思。兩詞皆為古漢語詞彙，語

意也相同，但現代華語裡不論是口語或書面語，「舉頭」使用的頻率都較「仰

頭」來得高，且「仰頭」多用於書面語。

「舉頭」收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241）寫為「攑頭」，讀為 gia5 

thau5
。「仰頭」不見於閩南語辭典，《國臺對照活用辭典》（下冊，頁 2512） 

收有「仰首」一詞，但標注是文言語詞，它應是借自官話的詞彙。從閩南語

文獻的記載來看，兩詞互競的結果，「舉頭」的使用也較「仰頭」一詞頻繁，

所以竹林本放棄了「仰頭」而選用了較普及的詞彙。

（二）詞彙形式的比較

如從形式上來看，上述這些詞彙的不同，包括詞素和構詞形式的改變：

1. 詞素的改變

竹林書局對早期歌仔冊裡那些概念相近的詞彙所做的修改或變化，不

外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詞素不變，但順序顛倒，形成所謂的同素反序詞。

例如在《桃花女周公鬪法》裡，臺北黃塗活版所（1925）、臺中瑞成書局

（1933）的「恐驚 khiong2 kiann1
」一詞，到了新竹竹林書局（1955）則改為

「驚恐 kiann1 khiong2
」： 

黃塗本　　　　　　瑞成本　　　　　　竹林本

恐驚再卜不准是　　恐驚再卜不准是　　驚恐再卜不准起

閩南語裡常出現與華語詞彙的詞素顛倒的詞，如「人客」、「利便」、「運搬」、

「鬧熱」等，像上述的「驚恐」一詞，出現於華語，但少見於閩南語；「恐

驚」則常見於閩南語。

《史記》卷 49〈衛皇后世家〉記載：「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

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  」「驚恐」是驚懼害怕的意思，

為古漢語詞，多用於現今華語。「恐驚」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是閩南語詞彙。

《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196）收入該詞，是恐怕的意思。此處竹林本不用閩

南語詞彙，反而借用官話詞彙，可能是受華語用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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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蘇州梁士奇新歌》裡，臺北黃塗活版所（1926）和新竹竹林書

局（1990）的詞彙運用： 

黃塗本　　　　　　竹林本

知府貪贓不論理　　知府貪贜不理論

在古漢語文獻中，「論理 lun7 li2
」一詞有論說道理的意思，如《史記》卷 87

〈李斯列傳〉記載：「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  」指依合

理的法則來辯證事情的方法。到近現代漢語，「論理」一詞有照道理說的意

思，如《鏡花緣》第 40 回記載：「林之洋道：『論理』自應把他送去，倘他

口角不穩，露出話來，那便怎好？」「論理」一詞見於《臺日大辭典》（下

冊，頁 1010），有兩個含意，一是議論；一是照理來講。黃塗本的例句應是

取「照理來講」之意。

在古漢語文獻中，「理論 li2 lun7
」一詞有論事物之理的意思，如《魏書》 

卷 66〈崔亮列傳〉記載：「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

失之間，搉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到近現代漢語，「理論」一詞有據理爭

論、講理的意思，如《三遂平妖傳》第 26 回記載：「我若掙扎得性命回來，

卻將你隱匿寶物事情，敲皇城，打怨鼓，須要和你『理論』！」「理論」一詞

見於《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973），是議論、辯論之意。竹林本例句應是

「照理來講」之意，與「議論」不同。所以「理論」一詞在這裡的用法不甚貼

切。

例如在《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1955） 
的詞彙運用： 

捷發本　　　　　　竹林本

衫褲欵好有備齊　　衫褲款好有齊備

双手再閣捧香爐　　 双手閣再捧香爐

「備齊 pi7 tse5
」一詞見於《史記》卷 98〈陽陵侯傅寬列傳〉，書中記載：「為

齊右丞相，『備齊』。  」屬於古漢語詞彙。「齊備 tse5 pi7
」一詞見於《三國演

義》第 46 回：「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

『齊備』。  」是俱備齊全的意思，該詞多見於近現代漢語，是閩華共通詞。「齊

備」一詞見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800），是齊全、完備的意思。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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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閩南語裡，多用「齊備」一詞，「備齊」較為罕用。

「再閣 tsai3 koh4
」、「閣再 koh4 tsai3

」不見於古漢語或近現代漢語，與之相

應的詞彙是「再又」、「又再」。
26
《續資治通鑑》卷 49 記載：「仁宗慶曆八年：

景宗等既外遷，郯等『又再』具奏，乞黜懷敏。  」「又再」是古漢語詞；「再

又」則出現於近現代漢語，如《醒世姻緣》第 2 回：「你又自家處的正大，

恩威並濟，他高大爺『再又』正經，怎麼不好？」在漢語文獻中，「又再」比

「再又」一詞使用的頻率高。

《臺日大辭典》收有「再閣」、「閣再」二詞， 27
這兩個詞彙應是閩南語

詞，不過現代閩南語裡「再閣」一詞也較少使用。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這種顛倒詞素的詞彙，有的彼此在語意上相同，也

符合文意，如「備齊」和「齊備」、「再閣」和「閣再」。其中前例又剛好在句

末，詞素顛倒之後反而符合押韻。且竹林本所選用的，都是較常用的詞彙。

但另一種情形是，顛倒詞素的詞彙，彼此在語意上不甚相同，亦不合文意，

如「論理」和「理論」、「恐驚」和「驚恐」。其中前例又剛好放在句末，詞

素顛倒之後反而導致不押韻。然而這種顛倒詞素的例子又經常出現在歌仔冊

裡，或許可能的解釋是，一是為求變化；二是歌仔冊作者在選用詞彙或漢字

時，有時是很隨興的。

第二種是更改部分詞素，例如在《三國相褒歌》裡，臺北黃塗活版所

（1925）、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1971）的詞彙運用：
28

黃塗本　　　　　　捷發本　　　　　　竹林本

未出茅如知三分　　未出茅茹知三分　　未出茅屋知三分

「茅如 mau5 ju5
」（茅廬）、 29

「茅屋 mau5 ok4
」都是草屋的意思，「茅如」見

於近現代漢語，《三國演義》第 38 回記載：「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

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人不及也！」該詞少用於閩南語，應是借自官

26　 閩南語中表示「仍然」、「再次」的 koh4，楊秀芳（2004）認為是古漢語「故」字。

27　 《臺日大辭典》寫為「再更」（上冊，頁 583）、「更再」（上冊，頁 486）。
28　 臺北黃塗活版所的書名為《最新三國相褒歌》，嘉義捷發書局為《最新三國相褒楊管合

歌》，新竹竹林書局為《三國相褒歌》。

29　 「茅廬」的音為「mau5 loo5」或「mau5 lu5」（見吳守禮，2000: 757），其中「廬」與「如」 
音相近，因為聲母 [j] 在閩南語裡常有人會唸為 [l]，「茅如」的「如」應是借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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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詞彙。「茅屋」則是古漢語詞，《後漢書》卷 44〈張禹傳〉記載：「後年，

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巿。  」該詞亦見於《臺日大辭

典》（下冊，頁 910）。兩詞意思相同，詞彙來源不同，詞素也略作更改。

又如《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本（1936）的「占卦 tsiam1 kua3
」，到了新

竹竹林本（1951）則改為「拔卦 puah8  kua3
」：

捷發本　　　　　　竹林本

占卦汝道能曉占　　拔卦汝道兮曉占

「占卦」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南史》卷 36〈孫謐傳〉記載：「未發，憂

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  」是指以卦象推斷吉凶禍

福。《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101）和《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138）都收有

該詞，也是占卜的意思。

「拔卦」則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應是閩南語詞。《臺日大辭典》（下冊，

頁 871）記載，「跋卦」是卜卦之意。《臺灣話大辭典》（頁 1394）記載：「博

卦，問卦，亦曰卜卦。  」足見「占卦」和「拔卦」意思相同，只是詞素略為

更改。

第三種是詞素完全改變，如《僥倖錢開食了歌》裡廈門會文本的「弓

釵」，在榮文本（1928）改為「輕恥」，竹林本（1954）改為「議論」：

會文堂本　　　　　榮文本　　　　　　竹林本（1954）
那皇弓釵就僥倖　　那放輕恥就僥倖　　那逢議論就僥倖

《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04）收有「供體」（king1 thue2
）一詞，指人以舉

例或譬喻的方式罵人，有指桑罵槐之意。《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630）也

收有該詞，意指冷嘲熱諷。從發音來看，和「弓釵」（king1 thue1
）一詞相 

近， 30
只是後一個詞彙的聲調有別，應該是指同一個詞。且歌仔冊的用字向來

就重視語音，使用音相近或相關的假借字來替代是很常有的事。「供體」（或

弓釵）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個閩南語詞。

「輕恥」（kin1 thi2
）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也罕見於閩南語文獻。

「輕」在漢語或閩南語中可以當動詞，有鄙夷、不在乎的意思；「恥」在漢語

30　 據《臺日大辭典》、《臺灣閩南語辭典》、《臺灣話大辭典》的記載，「釵」有 the1、thue1 兩

種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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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閩南語裡也可以當動詞，有羞辱的意思。從詞素意和上下文的內容來看，

「輕恥」一詞的語意應與「供體」（或弓釵）相近。

「議論 gi7 lun7
」見於古漢語文獻，《史記》卷 53〈蕭相國世家〉記載：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是批評討論之意。該詞也見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44），是指

協議、商量之意。《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331）也收有該詞，是批評之意。

竹林本的意思應近於後者。

2. 構詞形式的改變

上述這些改變詞素的詞彙，有的甚至在構詞形式上也發生了變化，例

如在《蘇州梁士奇新歌》裡，臺北黃塗活版所（1926）和新竹竹林書局

（1990）的詞彙運用： 

黃塗本　　　　　　竹林本

徐婆聽見微微笑　　徐婆听見笑微々

「微微笑 bi5 bi5 tshio3
」一詞見於羅貫中《三遂平妖傳》第 5 回，書中記載：

「看他不言不語『微微笑』，貌兒恁姣。  」是近現代漢語詞彙。該詞也見於

《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646），是指莞爾一笑。現代閩南語較少使用「微

微笑」，而是用「微微仔笑」，像《臺灣話大辭典》（頁 66）、《臺灣閩南語辭

典》（頁 58）都是。可能是歌仔冊受限於字數，因而選用省略詞綴「仔」的

「微微笑」一詞。

「笑微 tshio3 bi5 bi5
」一詞見於《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 1 折，書中記

載：「你原來為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間扇子搧著你

睡。  」是近現代漢語詞彙，通用於閩南語、華語，華語通常寫「笑咪咪」。

《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200）、《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276）都收入該詞。

黃塗本的「微微笑」，到了竹林本改用「笑微」，語意不變，構詞形式則從

AAB 的重疊式改為 ABB 重疊式。

又例如在《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

（1955）的詞彙運用： 

捷發本　　　　　　竹林本

看真全然是骨頭　　看真專々是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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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 tsuan5 jian5
」一詞是近現代漢語，《三國演義》第 49 回記載：「瑜曰：

已服涼藥，『全然』無效。  」有完全、全部的意思。而「專 tsuan5 tsuan5
」

（專專為假借字，應寫為全全）也是近現代漢語，《醒世姻緣傳》第 20 回載：

「夫人道：如今一夥人『全全』的都在裏面。  」和「全然」語意同，但出現頻

率較低。

閩南語辭書中，也多收入「全然」一詞，如《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840、下冊，頁 367）、《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342）等，是全部的意思；「全

全」則較少見，《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213）有收。捷發本的「全然」，到了

竹林本改用「專」（全全），語意不變，構詞形式則從附加式改為重疊式。

整體來看，早期的歌仔冊和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有底下幾點差異：

第一、早期的歌仔冊會保存一些文言語詞或書面語，除了來自古漢語

詞，也有借自官話的詞彙；竹林的歌仔冊則使用較多的閩華共通詞及閩南語

詞。尤其是借自官話的詞彙，在口語裡極少使用，但早期臺灣的歌仔冊仍保

存著。相對之下，竹林本往往改用常見的閩南口語詞，顯見它較能反映或重

視真實的語言現象。

第二、歌仔冊發展的每個階段多少會保留該時期的新興詞彙，這些詞彙

的運用，表示歌仔冊能快速反映時代的變化，因而能呈現當時的社會、文化

現象。竹林歌仔冊的新興詞彙，不僅呈現臺灣人日常的生活用語，也常有賦

予舊詞彙新意義的情形。

第三、借詞的使用，明顯受到時代的影響，像是清朝時期大陸的歌仔冊

就會出現英語借詞，臺灣早期的歌仔冊則有日語借詞，而這些詞彙到了竹林

書局常被相應的閩南詞彙所取代。

第四、臺灣早期歌仔冊沿襲大陸閩南歌仔冊的情形還很嚴重，詞彙上求

新、求變的改革要到竹林本才逐漸開始。換言之，竹林本的本土化或臺灣化

比早期歌仔冊要更明顯。但這樣的改革不是大規模或一次就完成的，而是逐

步進行的，如「盤纏」一詞，到了竹林本就改為「銀錢」，前者是書面語詞，

後者雖是古漢語詞，但在閩南語中以「銀～」形式組合成的複合詞很多，像

「銀器」、「銀樓」、「銀婚」等皆是，相對來說較為口語。

第五、對於一般日常的詞彙，竹林本有時會參酌當時的習慣，選擇較常

使用的詞。如現代閩南語裡，多用「齊備」一詞，「備齊」較罕用，竹林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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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前者；又如「再閣」、「閣再」二詞，現代閩南語裡「再閣」一詞較少使

用，竹林本就不用。相較之下，竹林本比臺灣早期的歌仔冊更能反映實際的

語言情形。

第六、也因為竹林本經常反映實際的語言使用狀況，所以現代人較罕用

的生難詞彙，往往被常用的一般詞彙所取代，導致閩南語特殊詞彙的流失。

三、竹林書局前後期的比較

上面主要是針對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和臺灣早期的歌仔冊做比較，但

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約從民國 40 年到民國 80 年，橫跨了四十年左右；這

四十年來出版的歌仔冊似乎並不能單純的化歸為一個時期來看。事實上，在

這期間出版的歌仔冊無論是用字、用詞或故事內容，多少都有一些變化。大

體來看，分歧點約在 1970 年左右，亦即 1970 年左右的本子部分承襲了在這

之前出版的竹林本，而 1970 年之後的本子部分沿用了 1970 年出版的竹林

本；因而 1970 的本子時而同於前期，時而同於後期，但前後兩期的本子則

差異較大，一致性相對較低。

首先是故事情節的發展，像是《僥倖錢開食了歌》裡，竹林本 1954 年

和 1986 年就有差異， 31
比如在故事的一開始，1986 年本每隔一葩就多加入敘

述者的想法。而故事結尾處也不同，1954 年本在敘述到「天光起來面無洗，

趕緊着寫一張批，金山頭路無顧做，店着旅館故採花」後，就草草做結。

1986 年竹林本則敘述到「廣卜共阮成双對，不通時到煞退開，心肝愛着有趁

嘴，驚了講話無定歸」後，接續「不信咒咀天証見，僥汝着乎水流屍，赶緊

卜來做生理，一別無閣三相離」，以下 27 葩的內容與 1954 年本完全不同，

主要敘述男主角的老友將男主角另結新歡的事告知女主角。
32

另外，在內容的敘述上也多所出入，像是《桃花女周公鬪法》裡，1955
年和 1987 年的竹林本就有差異， 33

如第 33 葩 1955 年本為「汝子破 安身

31　 1986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僥倖錢開食了》。

32　 有關《僥倖錢開食了歌》版本內容的比較，參林香薇（2005）。
33　 1987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桃花女．周公鬪法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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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靜坐袂困到三更，听見聲音在外邊，親像我母叫子兒」，1987 年本則改

為「走入破 安身己，靜坐袂困三更時，外面叫我親听見，親像我母叫子

兒」。又如第 37 葩 1955 年本為「周公起卦共子論，每回卦資一元銀，若是

卦法斷無準，乎人愿罰十元銀」，1987 年本則改為「伊廣卦法斷無準，乎人

愿罰十兩銀，周公起卦共子論，說子一定命無存」。

其他像漢字的選用，也有很多的改變，例如《乞食開藝旦歌》裡，竹林

1954 年本和 1989 年本就有差異，如「有鬚汝也管人『狐』」改為「有鬚汝

也管人『鬍』」、「律無省貨通『好姑』」改為「律無省貨通『孝孤』」、「好得主

人『加鬪』穿」改為「好得主人『皆罩』穿」、「乞食『能』曉格身份」改為

「乞食『兮』曉格身份」、「『廣』話『廣』甲朗無停」改為「『講』話『講』甲

朗無停」。

同樣的，在詞彙上的運用也如此，前期的竹林本沿襲了臺灣早期歌仔冊

的用詞，但後期做了一些修改，顯見竹林書局改編舊有歌仔冊的情形，會因

著版本年代的先後而有不同的做法。如《桃花女周公鬪法》：
34

瑞成本（1933）　  竹林本（1955）　 竹林本（1971）　 竹林本（1987）
面容慘淡淚哀々　面容慘淡淚哀々　面容不典淚哀々　面容不典淚哀々

又《彩樓配歌》裡：
35

黃塗本（1926）　　 竹林本（1956）　　  竹林本（1971）
冥日地下坐共倒　　冥日地下坐共倒　　冥日土脚坐共倒

綜觀來看，這種詞彙上的差異，包括了以下幾種情形：

（一）詞彙內容的比較

1. 華語詞彙的運用

例如在《乞食開藝旦歌》裡，後期版本出現了反映該時代的華語詞彙：

瑞成本（？）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車掌知影不敢笑　　車掌知影不敢笑　　司機知影不敢笑

「車掌 tshia1 tsiang2
」和「司機 su1 ki1

」都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近現代新

34　 1971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桃花女周公鬪法》。

35　 1971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呂蒙正彩樓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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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詞彙。《廈英大辭典補編》（頁 35）收有車掌一詞，該書記載：「chhia-
chiáng，train conductor」。《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79）記載：「車掌，（國

語）車掌。  」《臺灣話大辭典》（頁 385）記載：「車掌，日語，意則掌車

的。  」從這些資料來看，「車掌」一詞應是日語詞，至遲在 1923 年就借進閩

南語詞彙系統，並滲入華語。不過該詞在閩南語或華語詞彙系統中，是指車

上負責剪票或收票的服務員，與「司機」一詞意思不同。「司機」不見於上述

的閩南語辭書，也不是日語借詞，應是後來才新興的華語詞彙。

又如《僥倖錢開食了歌》，1954 年竹林本裡的「裁縫 tshai5 hong5
」，到

1971 年本改為「服裝司阜 hok8 tsong1 sai1 hu7
」，也為 1986 年本所沿用。

36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71）　　 竹林本（1986）
裁縫叫來量身軀　　服裝司阜量身軀　　服裝司阜量身軀

「裁縫」、「服裝」和「司阜」（師傅）三詞皆出現於古漢語文獻，為古漢語

詞。《舊唐書》卷 44〈職官三．宮官〉記載：「司製掌衣服『裁縫』。司珍掌

寶貨。司綵掌繒錦、絲枲之事。  」「裁縫」是指裁剪縫製衣服。《漢書》  卷 35
〈吳王濞傳〉記載：「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  」「師傅」  是
指教授和輔導太子的太師、太傅等官員。《醒世姻緣》第 8 回載：「劉夫人

道：……你教他看往咱家走動這些『師傅』們，那一個是要和尚要道士的？

你叫他指出來！」「師傅」是指對僧尼、道士的敬稱。《穀梁傳》「昭公十九

年」載：「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師傅」是指老師的通稱。

《舊五代史》卷 100〈高祖紀〉載：「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

裝』。  」「服裝」指的是衣服鞋帽配飾的總稱。

「裁縫」收於《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88）、《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589），「服裝」見於《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830），皆常用於華語、閩南

語。「司阜」（師傅）收於《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551），也常用於華語、

閩南語，但意義上與古文獻不同，多引申來指稱有專門技藝的人。「服裝司

阜」應是利用偏正式構詞法組合而成的華語詞，後成為閩華共通詞。

2. 詞彙來源的不同

例如在《乞食開藝旦歌》裡，1954 年竹林本和瑞成本的「樓仔 lau5 a2
」 

36　 1971 年竹林書局本書名為《僥倖寃枉錢失得了》，1986 年本書名為《僥倖錢開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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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到了 1989 年竹林本就改為「洋樓 iunn5 lau5
」。

瑞成本　　　　　　竹林本　　　　　　竹林本

為汝樓仔我者賣　　為汝樓仔我者賣　　為汝洋樓我即賣

「洋樓」一詞見於《清史稿》卷 154〈志．英吉利〉：「二十四年，英人築福

州烏石山……欲於會城內外自南臺至烏石山造『洋樓』，阻之。  」指的是西洋

式建築的樓房，是近現代漢語詞彙。《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68），收有該

詞，指的是西洋樓、洋館。「樓仔」則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閩南語詞彙。

像這樣的例子還出現在《僥倖錢開食了歌》，1954 年竹林本「開口就共

伊借問」中的「開口 khai1 khau2
」，就是古漢語詞，到了 1971、1986 年竹林

本，就改為閩南語詞「開嘴 khui1 tshui3
」。

3. 語言風格的轉變

例如《彩樓配歌》裡，1956 年竹林本用的「銀 gin5
」，到 1971 年就改為

「錢 tsinn5
」：

黃塗本（1926）　　 竹林本（1956）　　 竹林本（1971）
一手提物一手銀　　一手提物一手銀　　一手提物一手錢

「銀」是指金錢、貨幣。《宋史》〈包恢傳〉記載：「恢歷仕所至，……課盆

鹽，理『銀』欠，政聲赫然。  」「銀」是古漢語詞。《史記》卷 6〈秦始皇本

紀〉收有「錢」一詞，該書載：「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

之，五十萬。  」「錢」也是古漢語詞。在閩南語口語中「銀」多與他詞組合，

以雙音節或三音節詞的形式出現；「銀」以單詞的形式出現時，多用在書面語

而非口語。至於「錢」，以單詞的形式出現在閩南語書面語或口語裡，則很常

見；而相較於「銀」，更為淺白、口語。

例如在《乞食開藝旦歌》裡，1954 年和 1989 年竹林本的詞彙運用：

瑞成本　　　　　　竹林本　　　　　　竹林本

菜瓜貢犬去一瓜　　菜瓜貢犬去一瓜　　菜瓜摃狗去一哇

「犬 khian2
」見於《漢書》卷 25〈郊祀志第五下〉，書中記載：「至其末年，自

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

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狗 kau2
」見於《史記》卷 25〈律書〉，該書

記載：「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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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兩詞皆為古漢語詞。但據閩南語文獻的

記載，「犬」多與他詞結合為複合詞，如「小犬」、「犬子」、「犬馬」；若以單

詞的形式出現，則多用於書面語。而「狗」以單詞的形式出現在閩南語書面

語或口語裡，則很普遍，相對也較淺白。

4. 特殊實詞的流失

例如在《僥倖錢開食了歌》裡，1954 年竹林本保留了早期的特殊詞彙

「搭粒」，到 1971、1986 年竹林本，就換成其他詞彙。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71）　　 竹林本（1986）
甲我交倍上搭粒　　甲我交倍真親切　　甲我交倍真親切

在《僥倖錢開食了歌》裡，「搭粒 tah4 liap8
」一詞最早出現於 1928 年以前

的會文本和開文本，該詞收錄於《臺日新辭書》（頁 444）、《臺灣話大辭典》 
（頁 1728），是「親密」的意思，為閩南語詞。這個詞彙在現代閩南語裡已較

罕用，多為「親切 tshin1 tshiat4
」、「親密 tshin1 bit8

」等臺華共通詞所取代。上

面三個竹林本的詞彙運用，正好反映了特殊實詞逐漸流失的現象。

5. 反映錢幣價值的改變

有時詞彙的更改，還能幫助我們看出在不同時期裡錢幣價值的改變，如

《乞食開藝旦歌》裡：

瑞成本（？）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一人五圓回失禮　　一人十元回失禮　　一人百元會失禮

又《花胎病子歌》裡：
37

竹林本（1956）　　 文林本（1971）　　  竹林本（1989）
紅包我包八元銀　　紅包我包壹佰銀　　紅包我包六百銀

從上面的比對來看，竹林前後期的錢幣價值有了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反映錢

幣價值的情形，正有助於判定版本出現年代的先後，如上述《乞食開藝旦

歌》裡的瑞文本，顯然就比 1954 年竹林本的出版年代要來得早。

6. 新興詞彙的出現

在竹林書局的前後期，對於當時的新興詞彙都能有所反映，例如在《乞

37　 文林書局和竹林書局 1956、1989 年本書名皆為《花胎病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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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開藝旦歌》中的詞彙運用：

瑞成本（？）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敷島恰多阮無愛　　樂園恰多阮無愛　　長壽恰多阮無愛

據陳修編《臺灣話大辭典》（頁 694）記載，「敷島 hu2 to2
」是 Sikisima，指

的是日本的古名。這裡的「敷島」，應該是指日治時期流行的敷島牌香煙。據

臺灣菸酒公賣局記載的香煙發展史來看，「樂園 lok8 hng5
」牌香煙於 1947 年

由松山菸廠出產，後銷量增加，1958 年改由臺北菸廠出產，1964 年停止生

產。「長壽 tng5 siu7
」牌香煙則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於 1958 年出品之具濾嘴

的中低焦油紙菸，在「樂園」牌香煙停產後銷量大增。
38
所以在這裡竹林書

局前後期所選用的詞彙，正好反映了不同時代所流行的香煙品牌。

（二）詞彙形式的比較

從形式上來看，上述這些詞彙的不同亦可分為詞素和構詞形式的改變：

1. 詞素的改變

(1) 詞素不變，但順序顛倒，形成所謂的同素反序詞。例如在《乞食開

藝旦歌》裡，1954 年竹林本的「倒炳 to3 ping2
」，到了 1989 年竹林本就改為

「炳倒 ping2 to3
」： 

瑞成本（？）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三領献个穿倒炳　　三領献个穿倒炳　　三領献下穿炳倒

又如《花胎病子歌》裡，1956 年竹林本的「銀錢 gin5 tsinn5
」，到了 1971 年

文林本和 1989 年竹林本則改為「錢銀 tsinn5 gin5
」：

竹林本（1956）　　 文林本（1971）　　  竹林本（1989）
小可銀錢永無論　　小可錢銀永無論　　小可錢銀永無論

(2) 更改部分詞素，例如《桃花女周公鬪法》裡，1955 年的「無份 bo5 

hun7
」一詞，1971 和 1987 年都改為「免份 bian2 hun7

」：

竹林本（1955） 　　竹林本（1971）　　 竹林本（1987）
望妹解救死無份　　望妹改救死免份　　望妹改救死免份

38　 有關香煙發展史的資料取自「臺灣菸酒公賣局網站」及《廣州日報》網路版，〈煙標收藏：

濃縮我國香煙的發展歷史〉，2006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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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娘嫺守節歌》裡：
39

竹林本（1951）　　  竹林本（1971）　　 竹林本（1987）
受封受蔭真好款　　受封致蔭真好款　　受封致蔭真好欵

1951 年的「受蔭 siu7 im3
」一詞，1971 和 1987 年都改為「致蔭 ti3 im3

」。

(3) 詞素完全改變，例如《乞食開藝旦歌》裡，1954 年竹林本的「水水

sui2 sui2
」一詞，到 1989 年本改為「美麗 bi2 le7

」：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粧甲水水蛤伊行　　粧甲美麗恰伊行

2. 構詞形式的改變

上述改變的詞彙，有的甚至在構詞形式上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在《乞食

開藝旦歌》裡： 

竹林本（1954） 　　竹林本（1989）
楊然也是富戶家　　又原亦是富戶家

1954 年的「楊然 iu5 jian5
」（猶然）一詞，1989 年改為「又原 iu5 guan5

」（猶

原），構詞形式從附加式改為複合式。

又《安童買菜什念歌》裡：
40

竹林本（1958）　　 竹林本（1987）
目周金薛々　　　　目啁金々薛

1958 年的「金薛 kim1 sih4 sih4
」（「薛 sih4

」與「爍」同音，假借字）一

詞，1987 年改為「金薛」，構詞形式從 ABB 附加式改為 AAB 附加式。

綜上來看，臺灣早期的歌仔冊和日治以後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在語

文發展上各自形成一個階段。但若仔細比對，不論是故事情節、內容發展、

漢字和詞彙的選用等，1970 年以後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歌仔冊應該可以再劃

歸為一個時期，以別於 1970 年之前的竹林歌仔冊。而竹林書局前後期出版

的歌仔冊在語文方面的特點是：

第一、和臺灣早期歌仔冊相比，竹林本本土化或臺灣化的現象要更明

39　 竹林本書名皆為《娘嫺守節歌》。

40　 1987 年竹林本書名為《安童買菜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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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而進一步比對竹林本前後的差異，會發現後期的詞彙受到了華語的滲

透和影響，不全是朝著本土化進行，而是部分朝著華語化的走向。這從竹林

前期的日語借詞或古漢語詞，被後期的華語詞或閩華共通詞所取代，可以得

到證實。

第二、不管是竹林前期或後期的歌仔冊，在詞彙的運用上多能反映當時

實際的語言情形。因此，透過版本的比對，能幫助我們看到臺灣社會、文化

現象的轉變與發展。

第三、特殊詞彙的流失是閩南語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現象，這在臺灣早期

出版的歌仔冊裡就逐漸反映出來。隨著歷史的發展，特殊詞彙流失的情形愈

顯著。前面提過，在竹林前期，已有特殊虛詞流失的例子。虛詞是一個語言

裡的文法重點，它的意義本來就比實詞還難掌握，所以歌仔冊裡虛詞的音字

關係向來比實詞來得混亂。也因此，特殊虛詞的流失是必然的結果。但到了

竹林後期，即便是較虛詞易理解的實詞，也在流失中。這也正反映實際生活

裡，閩南語的特殊詞彙漸丟失，慢慢被閩華共通詞、華語詞或較口語的閩南

語詞所取代。

四、結　語

（一）歷史傳承與局部創新

從歌仔冊的流傳來看，竹林書局出版發行的版本多是屬於後期的，因而

在詞彙和漢字書寫部分所呈現出來的，有很多傳承臺灣早期版本的地方。但

因竹林書局的版本多為民國 40 年之後的作品，就詞彙而言，在這之前有些詞

彙已較罕用或流失，導致相對應的新興詞彙產生，因此竹林書局版本也出現

不少該時代創新的詞彙。另外，借自官話的詞彙、古漢語詞或外來詞，逐漸

被閩南語詞或閩華共通詞所取代；而口語詞的使用也較書面語詞來得普遍。

（二）規律性與普遍性

過去歌仔冊的研究多從共時層面著手，有的單從一本歌仔冊入手，有

的以題材相近的數本歌仔冊入手，重點多放在用字的分析、斷詞、詞頻的統

計、詞性的分類、構詞的方式、特殊詞彙的釋義或用韻等。即使少數從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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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面著手，也多是比較單一歌仔冊不同版本間的異同。本文則是先透過歷

時的比對，再將重點聚焦在短時段的專一書局的研究，如此一來，橫切面和

縱切面所展現的演變和細部的差異，都不會遺漏。

然而不管是傳承以往或有所創新，整個研究主要在發現和歸納竹林書局

版本在改編過程中，詞彙變化所呈現的規律和普遍性，甚至是類型。這是與

以往的研究最大的差別之處。

（三）材料的複雜性和多元性

本文是從竹林書局改編臺灣早期歌仔冊的過程中，整理和探索材料所呈

現出來的訊息。因此在整理材料的過程，並非單只處理竹林書局的版本，還

必須大量比對與竹林書局同一主題的其他各個版本。

但是歌仔冊這種講唱文學常有抄襲、參考、增廣、刪略其他版本的情

形，也就是一個歌仔冊的本子，它除了包含當時閩南口語的語言現象外，還

可能參酌了許多早期歌仔冊的資料。加上歌仔冊的作者對語音的重視往往大

於意義上的聯繫，因此每個版本，在詞彙的選用上常有前後不一，甚至多種

不同的呈現形式。這些狀況都加深了材料彙整和歸納時的困難。

例如在《蘇州梁士奇新歌》裡，上海開文書局（192?）和黃塗活版所

（1926）的「完姻 uan5 in1
」，到了新竹竹林本（1990）則改為「完婚 uan5 

hun1
」：

41

上海開文本　　　　黃塗本　　　　　　竹林本

三年孝滿再完姻　　三年孝滿再完姻　　三年孝滿即完婚

但另一個例證卻呈現不同的變化：

上海開文本　　　　黃塗本　　　　　　竹林本

張家完姻時日到　　張家完婚時日到　　張家完姻時日到

原因是歌仔冊裡詞彙的變化不全是線性發展的，因為每個版本裡夾雜不同時

間或地域的材料，加上作者重音不重義的情況下，同一個概念在一個版本

中，可能會用兩種（或以上）不同的詞彙表達方式。

又如在《孟姜女》裡，嘉義捷發書局（1936）和新竹竹林書局（1959） 

41　 上海開文書局本的書名為《梁士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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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 

捷發本　　　　　　竹林本

恁尪決定歸陰司　　恁尪定着歸陰司

將軍定着不歡喜　　將軍定歸不歡喜

「決定 kuat4 ting7
」一詞見於《史記》卷 128〈龜策列傳〉，書中記載：「飛燕

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

龜，不易之道也。  」是古漢語詞。「定着 tiann7 tioh8
」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應

是閩南語詞。《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238）收有該詞，意思有三：一、決

定、固定；二、個性穩定；三、一定。從上面的例子來看，竹林本裡的「定

着」應是「決定」的意思；捷發本裡旳「定着」應是「一定」的意思。

「定歸 ting7 kui1
」也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閩南語詞。《臺日大辭典》（下

冊，頁 294）收有「定歸」（定規）一詞，一是決定規則；二是必定、一定之

意。上述的例子應是取第二個意思。

如果單看第一個例子，會以為「定着」的選用是從竹林本才開始；但

綜合其他的材料來比對，會發現早在 1936 年的捷發本，就開始使用這個詞

了。另外，「定着」有「決定」之意，捷發本表達「決定」之意時，用「決

定」一詞，而不用「定着」；表達「一定」之意時，才用「定着」。這樣的選

擇是否有規律，或只是隨興？在還找不到規律前，面對這樣忽而選擇古漢

語詞「決定」，忽而選擇閩南語詞「定着」，都是彙整材料過程中要特別留意

的。

（四）歌仔冊文獻材料的研究價值

對於歌仔冊這類文獻材料的彙整和探索，其主要的研究價值是，第一、

它橫跨的時間很長，大概從清道光年間就開始出版，到民國 80 年左右為止。

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記錄了閩南語詞彙和漢字發展的一段歷史；也記錄了不

同地區各閩南次方言，在不同時期的音韻變化。第二、由於早期閩南語文字

未標準化，閩南語書面文學未受到該有的重視，因此像歌仔冊所記錄的詞彙

和文字，有許多是現代人無法閱讀或讀不懂的，其中包括許多現今已失傳或

罕用的特殊詞彙、漢字或語音。如果能逐一找到，無疑對語言歷史的重建有

很大的助益。第三、歌仔冊的語料庫相當龐大，它是語言研究的活化石，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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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以日積月累的做語料分析整理，進而從中找到一些規律和普遍性，相信

會有助於一些語言理論的實驗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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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the Lexical Content of the Early 
Taiwanese Editions of Kua1-A2-Tsheh4 Revised by 

 the Zhulin Bookstore

Lin Hsiang-wei*

Abstract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 nine different editions of Hiau1-Hing7-Tsinn5-Khai1-
Tsiah8-Liau2-Kua1 僥倖錢開食了歌 can be chronological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jor periods. The first and earliest period consists of the Kua1-A2-Tsheh4 歌仔

冊 published on the mainland. The second includes the Kua1-A2-Tsheh4 published 
thereafter in Taiwan, and the final period is of the Kua1-A2-Tsheh4 later published 
by the Zhulin Bookstore 竹林書局. It is worth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s and lexicon between these three periods are historical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Kua1-A2-Tsheh4’s developmental stages. 

Prior to discussing such linguistic evolution, I believe we can first narrow 
down our study of the Kua1-A2-Tsheh4 to the dated editions from one specific 
lo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between the materials. The present paper 
will examine the linguistic material of both the Zhulin Bookstore’s revisions and 
the early Taiwanese editions, thus reducing time and space, and then conduct 
a comparison of their lexical content. Such analysis is vital for understanding 
lexical evolution, identifying patterns within the evolution, and finally defining 

 *　Lin Hsiang-w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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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a1-A2-Tsheh4. The present study will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arly and late revisions of the Zhulin editions, as they 
are not entirely similar.

Keywords:   Southern Min, Kua1-A2-Tsheh4 歌仔冊, lexical evolution, editions, 
Chinese character 


